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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孤独症谱系障碍是婴儿期起病的一大类广泛性发育障碍。逐年增高的发

病率、缺少有效治疗手段与不良的预后，使其成为国内外神经科学研究热点。临

床治疗方法是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相结合。本文对近 5 年国内外孤独症药物治

疗的临床研究进展( 包括传统抗精神病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抗癫痫药、选择

性 5 －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以及催产素等) 、药理机制、临床疗效以及不良反应，

进行了比较与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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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 ASD) is a series of pervasive de-
velopmental disorders. Since the prevalence of ASD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ith no effective treatment available and poor prognosis，it has be-
come one of the most heated research fields of neuroscience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herapies of ASD are behavioral inter-
ventions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ies.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ad-
vances in drug therapy for childhood autism in the last 5 years. The drugs
involved include conventional antipsychotic drugs，antiepileptic drugs，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and oxytocin etc. This review intro-
duced and compared their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s，clinical applica-
tions and advers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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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 a 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是婴儿期起病

的一类广泛性发育障碍的统称，临床上以社会交往障碍、语言障碍、
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表现。在 2010 年，刘靖等［1］系统回顾了儿童孤

独症精神药物研究治疗研究进展。此领域发展迅速且时有新药投入

使用，为此本文对抗 ASD 药物的临床研究做一个系统性的整理和

归纳。
1 传统抗精神病药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传统抗精神病药( antipsychotic drugs) 最

常用于治疗 ASD 的药物。研究发现［2］，这类药物可有效缓解 ASD 患

者的多动、易怒和社会交往障碍。其主要药理机制是阻断中枢的多

巴胺 D2 受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氟哌啶醇，多项研究表明［3］，氟

哌啶醇可有效治疗儿童 ASD 患者的行为学症状; 氟哌啶醇与行为干

预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可加快 ASD 患儿模仿性语言的习得，提示氟

哌啶醇与行为治疗相结合可能对于 ASD 患儿的学习过程有所帮助。
然而其有如下不良反应［2］，如镇静作用、锥体外系反应( 如急性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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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障碍) 、运动障碍等。原因可能是与脑内的多巴胺

D2 受体亲和力强，结合紧密; 且一旦结合便不易脱

离，从而在脑组织中过量堆积所致［4］。而其他传统抗

精神病药用于治疗 ASD 行为学症状的有效性，目前尚

缺乏足够的证据。
2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atypical antipsychotic drugs)

耐受性更好，不良反应较少。可能是由于这类药物与

脑内的多巴胺 D2 受体亲和力低，结合疏松; 且一旦

结合后，很快就又从受体上脱离下来，所以药物不易

在脑组织中过量堆积［4］。另外此类药物不仅是多巴

胺 D2 受体拮抗剂，而且还有 5 － 羟色胺受体拮抗剂的

作用［3］。
利培酮( risperidone) 其同时为多巴胺受体拮

抗剂和 5 － 羟色胺受体拮抗剂。是用于治疗 ASD 的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中较具代表性的药物; 也是目前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唯一批准的可以用来治

疗儿童和青少年 ASD 患者易怒症状的药物。利培酮

对有严重易怒症状的 ASD 患儿有疗效; 且对 ASD 患

儿的其他症状( 如社会交往障碍) 也有一定的效果［5］。
2011 年一项综合了 21 个研究、608 个接受利培酮治

疗的 ASD 患儿的分析表明［6］，利培酮对于缓解 ASD
患儿的行为学症状( 如易怒、攻击性行为、重复刻板行

为) 的确有显著效果。我国临床研究也显示［7］，利培

酮可以显著改善 ASD 患儿的行为问题，具有良好的耐

受性且不易出现锥体外系反应。尽管利培酮引发的

锥体外系反应和迟发型运动障碍相对较少; 但最常见

的不良反应是食欲过盛、显著的体重增加和一过性困

倦等［6，7］。所以临床医生必须足够小心谨慎并充分斟

酌利弊。
阿立哌唑( aripiprazole) 其是较新的非典型抗

精神病药，其最大特点是对多巴胺 D2 受体和 5 － 羟色

胺 1A 受体有兴奋作用; 而对 5 － 羟色胺 2A 受体有拮

抗作用。2009 年随机双盲研究发现［8］，其治疗 ASD
患者的易怒行为有效; 且耐受性和安全性也较好，其

导致的主要不良反应包括体重增加、镇静催眠和锥体

外系反应［9］。
3 抗癫痫药( antiepileptics)

ASD 患者发生癫痫的倾向很强，很多 ASD 患者

会出现癫痫样的脑电图，尤其是智力较低的患者。抗

癫痫药用于治疗 ASD 患者的癫痫，也用于稳定 ASD
患者的情绪。

双丙戊酸钠( divalproex sodium) 被 FDA 批准用于

治疗癫痫、躁郁症和偏头痛。ASD 的发病机制可能与

中枢抑制性控制的减少有关［10］。可能是因双丙戊酸

钠加强了中枢神经系统中 γ 氨基丁酸( GABA) 的抑制

性作用，所以其用于治疗 ASD［11］。目前临床上有单

用双丙戊酸钠和与选择性 5 －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联

用这 2 种方式，来治疗 ASD 患者的不适应行为［12］。
2005 年随机双盲实验发现［13］，双丙戊酸钠对 ASD 患

儿的重复性行为有较好的疗效。2010 年样本数量较

大的随机双盲实验发现［14］，双丙戊酸钠对 ASD 患儿

的易怒症状有一定的疗效，且导致的不良反应很少。
4 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elective seroto-
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

目前用于临床治疗的 SSRIs 主要包括 5 种: 氟西

汀、氟伏沙明、西酞普兰、舍曲林和帕罗西汀等，可用

于治疗抑郁障碍、焦虑症、强迫症和孤独症等多种精

神疾患。
氟伏沙明( fluvoxamine) 1996 年，最早研究氟

伏沙明对 ASD 疗效的对照研究显示［14］，与安慰剂相

比，氟伏沙明能更有效地减少 ASD 患者重复性的思维

和行为、不适应的行为以及攻击性，且可减少患者的

语言障碍。其不良反应为暂时且轻微的恶心和镇静。
2000 年对 34 名 ASD 儿童或青少年的随机双盲对照

研究显示［15］，18 位服用氟伏沙明的患者，只有 1 名儿

童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改善; 却有多达 14 人出现了不

良反应，证明氟伏沙明不仅耐受性很差，而且药效很

有限。2005 年的随机双盲对照交叉研究显示［16］，氟

伏沙明用于治疗 ASD，可能会导致多动和恶心等不良

反应。
艾司西酞普兰( escitalopram) 2005 年的一项相

关研究表明［17］，ABC 量表显示，在基线水平上其显著

改善 ASD 患儿的易怒、嗜睡、刻板行为、多动以及不当

言语; 经 CGI 量表评估，其与安慰剂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2009 年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显示［18］，其与

安慰剂比较，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治疗前的基

线水平相比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且可能会导致易激

动、注意力降低、多动、刻板行为、腹痛和失眠等不良

反应。
5 催产素( Oxytocin)

催产素具有刺激乳腺分泌乳汁以及在分娩时刺

激子宫平滑肌收缩的作用。催产素可能对学习记忆

和社会交往等多种生理现象均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研究显示［19］，ASD 患儿社会交往障碍( 如恐惧、进攻

等) 很可能与其体内催产素缺乏或催产素代谢障碍有

关。催产素对杏仁核有负性调控作用，从而使个体亲

社会行为增加［20］; 且降低患儿对他人消极表情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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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估［21］。2010 年的对 13 名高功能 ASD 患儿的研

究显示［22］，鼻喷催产素后，患者在模拟球类游戏中更

善于同优秀队友进行配合，社交行为趋于合理化; 同

时，患者在观察面部照片时，对陌生面容的注视时间

( 特别是眼部区域) 延长，扫视频率降低，提示催产素

可能降低陌生面容对 ASD 患儿造成的焦虑和恐惧。
某些 ASD 患儿在静脉输注催产素时，可能伴随困倦、
头痛、麻刺感等一些轻微症状，但停药后均可迅速好

转［23］。催产素经鼻腔给药后，可穿过血脑屏障进入

中枢，且给药方式安全性更高［24］。
综上所述，非典型抗精神病药与传统抗精神病药

相比，疗效确定且不良反应明显减少。抗癫痫药、选

择性 5 －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还需更多的试验来验

证，很可能是未来临床研究的热点。催产素作为一种

新型药物，对社交行为具有直接正性调节作用，再加

上极少的不良反应，极可能在未来 ASD 治疗中被广泛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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