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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antipsychotics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in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Affiliated 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in 2018. Methods We screened the hospital
electric data of all the patients ≤ 18 years with a diagnosis of mental disorders who admitted Affiliated 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1 to December 31，2018. Clinical and dem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the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these patients at the day discharge from the hospital were recorded and assessed. Results
At last this study included 626 child and adolescent in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t discharge，93 patients（14.9％）
were not prescribed antipsychotics，92 patients（14.7％）were prescribed two antipsychotics，441 patients（70.4％）
were prescribed one antipsychotic. Bipolar disorder（n=233）
，depression（n=124）and schizophrenia（n=108）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diagnosis，and the prevalence of antipsychotics use in that three diagnosis was 94.0％、74.2％ and
99.1％，respectively.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ntipsychotics in the present study was quetiapine，olanzapine，aripiprazole，risperidone and paliperidon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ntipsychotic in bipolar disorder，depression and schizophrenia were quetiapine，quetiapine and olanzapine，respectively.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ntipsychotics in child patients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as aripiprazole and quetiapine，respectively.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ntipsychotics in male
patients and female patients was olanzapine and quetiapine，repectively. The mean daily dosage of antipsychotic in chil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adolescent patien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gender difference in mean daily
dosage of antipsychotic. Conclusion Mos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ere prescribed antipsychotic monotherapy.
There were difference in antipsychotics use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iagnosis. There were difference
in the kind and mean daily dosage of antipsychotics between child patients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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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antipsychotics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in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YI Wenying，WU Haibo，SHE Shenglin，et al. Affiliated 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37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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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 2018 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住院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抗精神病药物使用
情况。方法 通过电子住院信息系统收集 2018 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所有住院年龄≤ 18 岁且确
诊为精神疾病的患者的临床、人口学和出院当日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 共
入组 626 例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出院时 93 例（14.9％）患者未使用抗精神病药物，92 例（14.7％）患
者接受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441 例（70.4％）患者使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双相障碍（233
例）
、抑郁症（124 例）
、精神分裂症（108 例）是诊断频率最高的三种精神疾病，其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率
为别为 94.0％、74.2％和 99.1％。使用频率最高五种抗精神病药物依次为喹硫平、奥氮平、阿立哌唑、
利培酮和帕利哌酮；双相障碍和抑郁症使用频率最高的抗精神病药物为喹硫平，精神分裂症最常使用奥
氮平；儿童组患者最常使用阿立哌唑，青少年组患者最常使用喹硫平；男性患者最常使用奥氮平，女性
患者最常使用喹硫平。儿童组患者阿立哌唑、利培酮和喹硫平剂量显著低于青少年组，男女两组间抗
精神病药物剂量无显著差异。结论 大部分住院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在出院时接受单种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不同诊断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种类不同，不同年龄组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种类、剂量不同。
【关键词】儿童；青少年；未成年；精神疾病；抗精神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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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精神病药物已广泛用于治疗未成年精神疾病

例）和童年情绪障碍（7 例）
，青少年组诊断频率最高

患者。近年有研究表明国外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抗

三位依次为双相障碍（220 例）、抑郁症（117 例）和

［1-3］

精神病药物使用率率逐年上升

，如我国北京安

定医院针对住院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的出院处方调
［2］

查也发现这一趋势

。众所周知，抗精神病药物使

用具有地域差异，目前尚无广东省住院未成年精神
疾病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对
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情况进行调
查分析，有助于临床决策及制定相关干预措施。故
开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精神分裂症（103 例）。整项研究平均住院日为 29.4
±23.6 天，男性患者平均住院日为 28.9±18. 天，女
性患者平均住院日为 29.9±27.3 天，两组间平均住

院日无统计学差异；儿童组平均住院日为 20.1±12.1
天，青少年组平均住院日为 30.5±24.4，青少年组

平均住院日显著长于儿童组平均住院日（P = 0.001），
见表 1、表 2 和表 3。
表1

不同性别患者一般情况和单种抗精神病药物种类比较

2018 年住院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当日抗精神病

总人数
n=626

药物使用情况。
1

年龄（岁）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临
◎床研究

为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所有年龄≤ 18 岁的住院精神疾
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精
神疾病诊断标准；通过三级医师查房确诊及参与确定

◎ Clinical research

治疗方案；所有患者均诊断明确；如患者在 2018 年

住院时间（天）

1.2.1

单种抗精神病

441

214

227

喹硫平

161

54

107

78

46

32

方法

奥氮平

资料收集

阿立哌唑

人口学和临床资料。收集的资料包括：年龄、性别、

利培酮

出院诊断、住院天数、出院当日使用的精神科药物。

帕利哌酮

统计学方法

氨磺必利

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齐拉西酮

计数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2

2.1

氯氮平

结果

舒必利

入组患者人口学资料及临床资料

研究最后共入组 626 例住院未成年精神疾病患

者，男性患者 307 例，女性 319 例。年龄 6～18 岁，

29.4±23.6 28.9±18.9 29.9±27.3 0.590
43

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使用

氟哌啶醇

2.2

P

15.4±2.4 15.5±2.5 15.4±2.2 0.575

50

通过检索电子病历信息系统获取所有入组患者

1.2.2

女
n=319

93

无抗精神病药物

多次入院，则只纳入第一次住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

男
n=307

92

112
34
26
13
5
8
3
1

43

64
22
15
7
2
3
0
1

49

48

0.585

0.015

12
11
6
3
5
3
0

出院时不同性别组、年龄组、疾病组使用

平均年龄 15.4±2.4 岁；6 岁及以下患者 1 例，7～12

抗精神病药物情况比较

关研究［2］，将患者≤ 12 岁划分为儿童组，13～18 岁

物，92 例（16.7 ％）患者接受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

者 557 例。整项研究诊断频率最高前三位依次为双

治疗；男性患者中 50 例未使用抗精神病药物，43 例

（108 例）；男性患者诊断频率最高三位依次为双相障

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女性患者中 43 例未使用

岁患者 68 例，13～18 岁患者 557 例。参考既往相

出院时 93 例（14.9 ％）患者未使用抗精神病药

划分为青少年组，儿童组患者 69 例，青少年组患

治疗，441 例（70.4 ％）患者使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

相障碍（233 例）、抑郁症（124 例）和精神分裂症

患者使用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214 例患者使

碍（105 例）
、精神分裂症（49 例）和抑郁症（48 例）
，
女性患者诊断频率最高三位依次为双相障碍（128
例）、抑郁症（76 例）、精神分裂症（59 例）；儿童组
诊断频率最高三依次为双相障碍（13 例）
、抑郁症（7

抗精神病药物，49 例患者接受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
合治疗，227 例患者使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男
女性别两组间有无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无显著差异；儿
童组患者中，25 例患者未使用抗精神病药物，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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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接受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39 例患者使

儿童组与青少年组间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有显著差异。

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青少年组患者中，68 例患者

整项研究使用频率最高五种抗精神病药物依次

未使用抗精神病药物，87 例患者接受两种抗精神病

为喹硫平、奥氮平、阿立哌唑、利培酮和帕利哌酮。

药物联合治疗，402 例患者使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

男性患者抗精神病药物处方频率前五位依次为奥氮

表2

儿童组和青少年组一般资料和单种抗精神病药物种类
比较
年龄（岁）
住院时间（天）

无抗精神病药物

利哌酮，两组间抗精神病药物种类有显著差异。儿

青少年组
（n=557）

P

10.6+1.6

16.0+1.6

<0.001

喹硫平、利培酮、奥氮平和帕利哌酮，青少年组则

0.001

为喹硫平、奥氮平、阿立哌唑、利培酮和帕利哌酮，

25（36.2％） 68（12.2％） <0.001

者使用频率最高三种抗精神病药物依次为喹硫平、

20.1+12.1

30.5+24.4

童组抗精神病药物处方频率前五位依次为阿立哌唑、

阿立哌唑

利培酮
氨磺必利
齐拉西酮
喹硫平
氯氮平
舒必利
氟哌啶醇

喹硫平
阿立哌唑
利培酮
帕利哌酮
氨磺必利
氯氮平
齐拉西酮
舒必利
氟哌啶醇
无抗精神病药物
两种抗精神病联合使用

分裂症患者使用频率最高五种抗精神病药物依次为

4（5.8％） 108（19.4％） 0.005

14（20.3％） 64（11.5％）

异，见表 4-5。
3

13（2.3％）

与此同时，接受住院治疗的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也

11（15.9％）150（26.9％）
8（1.4％）

0

1（0.2％）

2（2.9％）

讨论

随我国经济发展，儿童心理健康逐渐受重视，

5（0.9％）

0

使用单种抗精神病药物的患者中，儿童组患者

（P < 0.05），男女两组间抗精神病药物剂量无显著差

5（7.2％） 29（5.2％）
0

奥氮平、帕利哌酮、和利培酮，见表 1-3。

阿立哌唑、利培酮和喹硫平剂量显著低于青少年组

3（4.3％） 23（4.1％）

较前增加。如有研究表明北京安定医院 2010 年 7 月
1 日～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 18 岁住院未成年精

1（0.2％）

表3

奥氮平

精神病药物依次为喹硫平、奥氮平和阿立哌唑；精神

39（56.5％）402（72.2％）

0

奥氮平、阿立哌唑；抑郁症患者使用频率最高三种抗

神疾病患者为 1827 例［2］，广西脑科医院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0 月期间门诊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为

不同疾病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情况比较

双相障碍n=233

抑郁症n=124

精神分裂症n=108

强迫症n=20

精神发育迟滞n=20

56（24.0％）

20（16.1％）

16（14.8％）

0

3（15％）

22（9.4％）

16（12.9％）

5（4.6％）

5（25％）

4（20％）

96（41.2％）
3（1.3％）
3（1.3％）
1（0.4％）
1（0.4％）
3（1.3％）

39（31.5％）
3（2.4％）

10（9.3％）

4（5％）

14（12.9％）

0

5（4.6％）

3（2.4％）
0

2（1.6％）

14（6.0％）

32（25.8％）

33（14.2％）

2（10％）

4（3.2％）

1（0.4％）
0

1（0.9％）

0

5（4.0％）

8（7.4％）
1（0.9％）
0
0

1（0.9％）

47（43.5％）

0
0
0
0
0
0

9（45％）
0

5（25％）
5（25％）
1（5％）
1（5％）
0
0
0
0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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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利哌酮

两组间抗精神病药物种类有显著差异。双相障碍患

临
◎床研究

奥氮平

患者则为喹硫平、奥氮平、阿立哌唑、利培酮和帕

儿童组
（n=69）

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 5（7.2％） 87（15.6％）
单种抗精神病

平、喹硫平、阿立哌唑、利培酮和帕利哌酮，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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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总平均剂量（mg/d）

儿童组（mg/d）

未成年组（mg/d）

T

P

14.06± 6.21

13.75± 7.5

14.07± 6.20

-0.102

0.919

奥氮平

12.69±7.55

阿立哌唑

喹硫平

舒必利

286.36±213.41

429.42±227.92

533.33±208.17

450.00±212.13

700.00

临
◎床研究
◎ Clinical research

喹硫平
氯氮平
舒必利
氟哌啶醇

0
0

12.00

0

不同性别患者单种抗精神病药物剂量比较
男（mg/d）

女（mg/d）

14.18±6.49

14.07±6.20

7.20±2.73

6.00+3.00

T

-2.319
-1.097

0.023
0.284

-2.365

0.024

-2.017

0.045

132.00±26.83

284.38±161.98
12.00

合使用，这部分患者可能在门诊随访或者复诊时改为
P

单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另一方面，可能患者患者为

0.229 0.819

难治性精神障碍，对单种抗精神病药物应答不佳，而

1.062 0.299

能使用多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方式治疗这一部分患

13.13±8.16

-0.420 0.676

氯氮平一般不作为首选抗精神病药物，精神科医师可

4.07±1.80

4.54±2.10

-0.690 0.495

者。既往研究表明多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使用可能

140.00±28.28

126.67±30.55

0.490 0.658

12.39±7.17

氨磺必利 657.14±320.71 566.67±196.64
齐拉西酮

4.53±1.81

419.64±229.20

氟哌啶醇

利培酮

6.91±2.92

615.38±264.09

284.38±161.98

氯氮平

13.59±7.70

0

132.00±26.83

齐拉西酮

帕利哌酮

2.50±1.50

615.38±264.09

氨磺必利

阿立哌唑

5.00±1.73

4.23±1.90

利培酮

奥氮平

8.57±5.25

6.69±2.85

帕利哌酮

表5

儿童组和青少年组单种抗精神病药物剂量比较

460.19±237.00 399.18±223.50

0.599 0.561
1.602 0.111

275.00±125.00 290.00±194.94 -0.118 0.910
0

12.00

533.33±208.17
0

449 例［4］，而本院 2018 年期间诊断明确的≤ 18 岁住

增加计划外再入院、治疗花费、死亡等不良后果［7-8］，
故应尽量减少这一人群多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使用。
本研究发现氯氮平在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使用率

较低（表 1-2）
，这一结果和国外及北京安定医院研究
一致［1-2］。氯氮平因疗效明确且价格低廉，自上世纪
开始在我国广泛用于治疗精神疾病。但因氯氮平引起
的药物副反应较为严重，如粒细胞缺乏症、便秘、流
涎、过度镇静，使用氯氮平期间需常规监测血常规，

院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为 626 例。

增加医疗成本，故我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不推荐氯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表 1-2），只有少数患者

用药［5-6］，故本研究发现氯氮平使用率较低。

一致［1-3］。同时本研究发现 14.9 ％的患者出院时未使

种疾病在未成年患者中的使用频率最高的药物存在

本研究发现绝大部分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接受

接受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
用抗精神病药物，16.7 ％的患者接受两种抗精神病
药物联合治疗，70.4 ％的患者使用一种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这一结果也与国外内结果一致［2］。

本研究发现 16.7％的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出院时

使用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一方面可能患者对
原有抗精神病药物应答欠佳，精神科医师拟给这部分
患者换用另一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一般推荐抗精神
病药物足量使用 4～6 周无效再换用另一种抗精神病
药物［5-6］，但住院时间较短，无足够时间停用原有抗
精神病药物，导致出院时仍保有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

氮平作为治疗精神分裂症一线用药，仅推荐作为二线
本研究发现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三
显著差异（表 3）。双相障碍与抑郁症使用频率最高
的药物为喹硫平，而精神分裂症使用频率最高的药
物为奥氮平，利培酮多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较少
用于治疗双相障碍及抑郁症。这一结果与北京安定
医院研究结果较为一致［2］。一般而言，奥氮平、利培
酮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效果优于喹硫平，如国内
研究表明奥氮平可快速且显著改善儿童精神分裂症
临床症状［9］，而喹硫平对代谢的副反应优于奥氮平。
双相障碍、抑郁症的精神病性症状可能相对精神分
裂症的精神病性症状较轻，故可能导致精神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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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未成年双相障碍、抑郁症时优先选择喹硫平，
而在治疗未成年精神分裂症时首选奥氮平、利培酮。
此外本研究发现无一例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物针剂，
这一结果也与国外研究结果较为一致［10-11］。
本研究发现儿童组患者阿立哌唑、利培酮和喹

硫平剂量显著低于青少年组患者（表 4），与北京安
［2］

定医院结果一致

。这一差异可能与儿童组患者年

龄较小，身体发育不成熟，需要抗精神病药物剂量

志，2017，27（01）：15-18.

3. Pringsheim T，Stewart DG，Chan P，et al. The Pharmacoepidemiology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Use in Canadian

Children from 2012 to 2016［J］. J Child Adolesc Psychopharmacol.2019，29：740-745.

4. 盘秀明 . 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使用新型抗精神病药物情况
分析［J］. 广西医学，2019，41（02）：263-265.

5. 舒良 . 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M］.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

较小相关。本研究还发现单种抗精神病药物剂量之

6. 赵清平，施慎逊 . 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第二版）
［M］.

现男性患者喹硫平、奥氮平、利培酮剂量均显著高

7. Kasteridis P，Ride J，Gutacker N，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间无显著性别差异（表 5），而北京安定医院调查发
于女性患者［2］。本研究为临床回顾性调查，未纳入
症状评估、临床疗效等指标，暂不能明确这一原因。
抗精神病药物剂量可能受年龄、性别、体重、基因
未成年精神疾病患者是否需要不同剂量的抗精神病
药物，尚需要相关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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