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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治疗经典与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

所致高泌乳素血症的随机对照研究

杨道良1,严文佳1,朱云程1,吴摇 彦2,季卫东1,陈玄玄1

[摘要]目的:探讨阿立哌唑治疗经典与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高泌乳素血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采取前瞻性开放性标

签、随机、对照的研究设计,将 120 例服用经典(氯丙嗪)和非经典(利培酮)抗精神病药物后出现高泌乳素血症的精神分裂症

病人,随机分为氯丙嗪合并阿立哌唑 5 mg 和阿立哌唑 10 mg 组(各 30 例),利培酮合并阿立哌唑 5 mg 和阿立哌唑 10 mg 组

(各 30 例),总疗程 12 周。 于治疗前、治疗后第 4、8、12 周分别检测催乳素;以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副反应量表

(TESS)评定对抗精神病药物疗效的影响及不良反应。 结果:4 组干预前后血清泌乳素水平和 PANSS 总分评分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5),各时间点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4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字2 =
1. 11,P > 0. 05)。 结论:小剂量(5 mg / d)阿立哌唑可以逆转经典和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高催乳素血症,能辅助改善精神

症状且不增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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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n aripipr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prolactinemia induced by typical or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YANG Dao鄄liang1,YAN Wen鄄jia1,ZHU Yun鄄cheng1,WU Yan2,JI Wei鄄dong1,CHEN Xuan鄄xuan1

(1.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Shanghai Changning Mental Health Center,Green Land Hospital of Bio鄄X Center,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335;2.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ripipr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prolactinemia induced by typical or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Methods:According to the prospective open鄄label,randomized and controlled study,120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hyperprolactinaemia caused by typical( chlorpromazine) or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risperidon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hlorpromazin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groups(5 mg or 10 mg by oral),and risperidon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groups(5 mg or
10 mg by oral) (30 cases in each group),and the total treatment period was 12 weeks. The levels of prolactin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4,8 and 12 weeks of treatment were detected. The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antipsychotics were evaluated us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 (PANSS) and side effect scale(TESS).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serum levels of prolactin and PANSS
scores among four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erum levels of prolactin and PANSS scores at all time鄄points(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dverse reaction
among four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Conclusions:Low鄄dose aripiprazole can reverse the hyperprolactin
induced by typical and atypical antipsychotics,improve the psychotic symptoms,and does not increase adverse event.
[Key words] schizophrenia;aripiprazole;hyperprolactinemia;chlorpromazine;risperidone

摇 摇 经典抗精神病药物及部分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

在治疗中易出现高泌乳素血症( hyperprolactinemia,
HPL),其中以利培酮、舒必利、氯丙嗪为高,这可能

是与它们对多巴胺 D2 受体的高亲和力以及通过血

脑屏障的渗透性有关[1 - 2]。 研究[2] 发现,53. 8% 女

性病人和 51. 3% 男性病人会有 HPL 等不良反应。
HPL 会出现月经不调、闭经、泌乳、男性乳房发育、
不孕、骨质疏松症、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等,影响药物

依从性,导致精神症状波动[3]。 有研究[4] 报道多巴

胺受体部分激动剂阿立哌唑可降低抗精神病药物所

致的 HPL。 因此有学者建议将阿立哌唑作为第一线

药物治疗抗精神病药物所致的 HPL[2,4],但具体的

剂量效应关系尚不明确,且缺乏长程的研究。 在近

年的研究中主要是使用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同时合

并使用阿立哌唑,鲜有将经典与非经典抗精神病药

合并阿立哌唑治疗从而降低 HPL 来进行对比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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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阿立哌唑在经典与非经典抗精神病中发挥其降

低泌乳素这一作用的效果是否会有所不同,降低泌

乳素的程度有何区别,长期疗效如何,都需要进一步

研究。 因此,本研究旨在进行合并阿立哌唑对于经

典与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所致 HPL 的治疗研究,以
期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本研究选择的病例均来自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我院精神科门诊及病房的精

神分裂症病人。 入组标准:(1)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第 10 版(ICD鄄10)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2)年龄

18 ~ 45 岁;(3)临床稳定期病人,入组前 4 周使用单

一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且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GI)评
分臆4 分,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臆70
分;(4)分别使用经典抗精神病药(氯丙嗪),非经典

抗精神病药(利培酮)单药治疗;(5)血清泌乳素男

性逸20 滋g / L,女性逸25 滋g / L,同时出现月经不规

律、泌乳等 HPL 临床症状;(6)育龄妇女妊娠试验阴

性;(7)近半年无其他可引起血浆泌乳素升高的因

素;(8)病人及其家属或法定监护人知情同意。 排

除标准:(1)病人对阿立哌唑过敏;(2)既往患有恶

性综合征或迟发性运动障碍病人;(3)泌乳素垂体

腺瘤、多囊卵巢综合征或合并其他严重躯体或内分

泌疾病病人;(4)有物质滥用或依赖;(5)妊娠或哺

乳期妇女。 退出标准:(1)治疗过程中出现病情恶

化或严重并发症;(2)发生严重药物不良反应;(3)
使用了或者需要使用本研究设计禁止使用的药物;
(4)病人及其家属或法定监护人撤除知情同意书;
(5)研究者认为病人病情应该退出研究。
1. 2摇 研究工具摇
1. 2. 1摇 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表摇 调查研究对象的

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病程、服药

情况等。
1. 2. 2 摇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 [5] 摇 评定病人的精神病性症

状,包括阳性症状量表 7 项、阴性症状量表 7 项及一

般精神病理量表 16 项,总计 30 项;另有 3 项为评估

攻击危险性的补充项目。 总分(阳性量表分 + 阴性

量表分 + 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可反映病人的阳

性症状、阴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症状情况及疾病总

体严重程度。 所有条目 1 ~ 7 级评分,分值越高,症
状越严重。
1. 2. 3 摇 副反应量表 (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 [6] 摇 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NIMH)编制于 1973 年,评估病人药物治疗过程中

出现的不良反应,包括若干实验室检查结果,和一些

常见的不良反应的体征和症状共 36 项,其中 34 ~
36 项为不良反应条目。 对每项症状从严重度、症状

与药物的关系及采取的措施共 3 个方面评定,主要

指标为严重度的单项分和总分。
1. 3摇 研究方法摇
1. 3. 1摇 研究流程摇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开放性标签、
随机、对照研究设计。 经病人及家属同意签署知情

同意书后,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经典抗精神病药物

(氯丙嗪)组分为阿立哌唑 5 mg 和阿立哌唑 10 mg
组,各 30 例;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组分为

阿立哌唑 5 mg 和阿立哌唑 10 mg 组,各 30 例,完成

12 周的临床观察。 阿立哌唑为上海中西制药生产

(商品名:奥派;规格每片 5 mg,每盒 14 片)。 所有

病人均在原治疗所需抗精神病药物种类与剂量不变

的基础上,且病情控制相对稳定,晚上一次顿服,持
续 12 周。 检测治疗前和治疗第 4、8、12 周末血浆泌

乳素水平。 以 PANSS 及 TESS 评定治疗前和治疗第

4、8、12 周末的疗效与安全性。 治疗期间不合用

MECT 及其他抗精神病药,心境稳定剂或抗抑郁剂,
可合用苯二氮卓类药改善睡眠、普萘洛尔及苯海索

改善心动过速和锥体外系反应。
1. 3. 2摇 标本的采集及测定摇 所有病人于早上 6:00
空腹肘部静脉采血约 5 mL,由上海市兰卫检验中心

检测泌乳素水平。
1. 4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方差分析、 q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4 组间基本资料的比较摇 共有 2 例病人脱落,
其中氯丙嗪合并阿立哌唑 5 mg 组 1 例住院病人因

自动出院失访,氯丙嗪合并阿立哌唑 10 mg 组 1 例

因合并使用本研究方案中禁止使用的其他药物而剔

除。 4 组间年龄、性别比例、受教育年限和病程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2. 2摇 4 组干预前后 PANSS 评分、泌乳素水平比较

摇 4 组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各时间点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3)。
2. 3摇 4 组治疗不良反应情况摇 4 组研究对象在研究

过程中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氯丙嗪合并阿立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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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 5 mg 组 5 例(17. 2% )病人出现不良反应,其中口

干 2例,失眠、恶心和头晕各 1 例;10 mg 组 7 例

(24. 1% )病人出现不良反应,其中静坐不能和嗜睡

各 2 例,口干、便秘和头晕各 1 例;利培酮合并阿立

哌唑 5 mg 组 4 例(13. 3% )病人出现不良反应,其中

失眠 2 例,静坐不能和头晕各 1 例;10 mg 组共 6 例

(20% )出现不良反应,其中静坐不能 2 例,失眠、头
晕、嗜睡和便秘各 1 例。 4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 = 1. 11,P > 0. 05)。

摇 表 1摇 4 组基本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男 女 年龄 / 岁 受教育年限 / 年 病程 / 年

氯丙嗪合并阿立哌唑 5 mg 组 18(62. 1) 11(37. 9) 35. 03 依 6. 68 12. 79 依 2. 66 11. 02 依 7. 86

氯丙嗪合并阿立哌唑 10 mg 组 16(55. 2) 13(44. 8) 34. 69 依 6. 23 12. 00 依 3. 07 9. 30 依 6. 97

利培酮合并阿立哌唑 5 mg 组 14(46. 7) 16(53. 3) 34. 77 依 6. 21 12. 17 依 2. 83 8. 21 依 6. 36

利培酮合并阿立哌唑 10 mg 组 13(43. 3) 17(56. 7) 34. 30 依 6. 25 12. 77 依 2. 42 8. 33 依 6. 15

摇 摇 摇 F 2. 53* 0. 07 0. 65 1. 05

摇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摇 MS组内 — 40. 265 7. 591 47. 158

摇 摇 *示 字2 值

表 2摇 4 组干预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基线 4 周 8 周 12 周 F P MS组内

氯丙嗪合并阿立哌唑 5 mg 组 57. 55 依 4. 80 54. 93 依 4. 38* 52. 62 依 4. 17* 47. 34 依 4. 25* 29. 13 < 0. 05 19. 419

氯丙嗪合并阿立哌唑 10 mg 组 56. 28 依 5. 89 52. 83 依 5. 52* 51. 38 依 6. 63* 45. 90 依 6. 49* 14. 80 < 0. 05 37. 810

利培酮合并阿立哌唑 5 mg 组 57. 03 依 4. 31 53. 63 依 3. 96* 51. 57 依 4. 11* 46. 37 依 4. 17* 34. 87 < 0. 05 17. 135

利培酮合并阿立哌唑 10 mg 组 56. 47 依 5. 12 52. 40 依 4. 80* 49. 93 依 4. 58* 45. 10 依 4. 46* 30. 11 < 0. 05 22. 531

摇 摇 摇 F 0. 39 1. 68 1. 48 1. 07 — — —

摇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 —
摇 摇 摇 MS组内 25. 631 22. 094 24. 803 24. 366 — — —

摇 摇 与基线比较*P < 0. 05

表 3摇 4 组干预前后泌乳素水平比较(x 依 s;ng / mL)

分组 基线 4 周 8 周 12 周 F P MS组内

氯丙嗪合并阿立哌唑 5 mg 组 78. 09 依 4. 82 42. 61 依 8. 70* 27. 14 依 6. 52* 19. 00 依 4. 61* 504. 60 < 0. 05 40. 671

氯丙嗪合并阿立哌唑 10 mg 组 77. 70 依 4. 61 41. 01 依 5. 68* 28. 41 依 7. 70* 19. 52 依 6. 18* 520. 60 < 0. 05 37. 75

利培酮合并阿立哌唑 5 mg 组 77. 43 依 4. 31 43. 03 依 6. 29* 29. 20 依 5. 63* 20. 77 依 4. 80* 622. 50 < 0. 05 28. 219

利培酮合并阿立哌唑 10mg 组 76. 87 依 5. 12 42. 20 依 5. 16* 28. 30 依 3. 63* 21. 73 依 4. 01* 883. 90 < 0. 05 20. 524

摇 摇 摇 F 0. 353 0. 513 0. 59 1. 849 — — —

摇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 —
摇 摇 摇 MS组内 22. 319 44. 332 36. 669 24. 641 — — —

摇 摇 与基线比较*P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研究[7]表明引起 HPL 的强度主要与抗精神病

药物种类、剂量、疗程等有关。 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

D2 受体的亲和力强,与 D2 受体结合后,解离速度

慢,可导致持久的催乳素升高。 而非典型抗精神病

药物与 D2 受体解离的速度有所不同,对催乳素分泌

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利培酮与奥氮平和喹硫平相

比,其离 D2 受体的解离速度慢,而且在治疗剂量时,

其血脑屏障的穿透能力较弱,导致血清泌乳素水平

升高明显,同时 5鄄羟色胺(5鄄HT)系统对催乳素释放

亦有刺激作用[8 - 9]。 目前处理 HPL 通常采用换药、
减量或联合溴隐亭、性激素、中药等治疗,但现有的

治疗方法均存在一定的不足,可能使病情加重,影响

病人的依从性[10 - 11]。
一些研究[12 - 13]表明阿立哌唑能逆转由其他抗

精神病药物引起的 HPL,且阿立哌唑的剂量与泌乳

素水平的降低率无关。 相关分析发现,合并使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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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哌唑,无论是低剂量 (臆5 mg / d) 还是高剂量

( > 5 mg / d)均能有效地改善抗精神病药物所致的

泌乳素水平增高[14]。 根据这些发现,我们选择了低

剂量的策略即阿立哌唑(5 ~ 10 mg / d)辅助治疗经

典和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所致的 HPL,以减少因高

剂量而引起的不良反应风险。 本研究中 4 组精神分

裂症病人的血浆泌乳素水平在基线期、治疗 4 周、8
周、12 周的时候依次降低(P < 0. 05),不同的时间点

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以上研究结

果说明 5 mg 剂量即能最大有效地逆转氯丙嗪和利

培酮所致的 HPL,本研究结果与其他课题组的研

究[12 - 13]结果类似。 阿立哌唑对突触后膜 D2 受体有

拮抗作用,同时又是 5鄄HT1A 受体部分激动剂和

5鄄HT2A受体阻滞剂,在多巴胺活动过度时可减少其

传递,在多巴胺功能低下时起到刺激作用,有效地拮

抗对 D2 受体的阻滞作用,维持催乳素自身负反馈调

节机制的完整性,阿立哌唑可以作为多巴胺的激动

剂恢复多巴胺大约 30%的功能,从而抑制泌乳素的

分泌[15 - 16]。 同时,阿立哌唑也能够原发性地抑制垂

体前叶泌乳素分泌[17]。 体外 PET 研究表明当血清

水平为 100 ~ 150 ng / mL 时,也就是相当于剂量为

5 ~ 10 mg / d 的阿立哌唑,多巴胺 D2 受体的占有率

就达 100% [18],我们研究对象不是首发精神分裂症

病人,可能只需要较低剂量的阿立哌唑即可以改善

抗精神病药药物所致的 HPL。
本研究结果说明合并小剂量阿立哌唑治疗经典

和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所致精神分裂症病人 HPL
的同时,精神症状也得到改善,且 4 组不良反应总体

发生率相当,并未相应地增加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小剂量(5 mg / d)阿立哌唑可以逆转

经典和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高催乳素血症,不
会影响精神疾病病情,能辅助改善精神症状,不会增

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这项研究还

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首先,这是一个开放标签的

研究,有一个灵活的剂量方案,这个设计会受到安慰

剂效应的影响,对血液生化测试的改变相对较少受

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 然而,对精神病理学和不良

作用的评估,可能会受到安慰剂效应和观察者偏见

的影响。 其次,未能对泌乳素水平升高导致的临床

症状如闭经、泌乳、性功能障碍问题等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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