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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及其在儿科药物研究中的应用
郑晓洁 1, 李思泽 2, 袁雅文 2, 金莎莎 2, 李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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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理药代动力学 (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 PBPK) 模型是预测药物在特殊人群中的药代动
力学、药效学和安全性的重要工具。尤其对于儿童这类不易开展临床试验的人群, PBPK 模型的应用更是能有效促
进儿科药物的开发以及儿童的临床用药。目前, PBPK 模型在儿科药物开发中的主要应用有以下几种: 临床试验设
计、药物相互作用 (drug-drug interaction, DDI) 的风险评估和儿童给药剂量的确立等。本综述简介了儿童生理药动
学模型在儿科药物研究中的优越性, 总结了 PBPK 模型如何实现从成人到儿童的外推, 儿童生理药动学模型的理论
基础, 建模过程及所要注意的重要生理参数, 列举了目前 PBPK 模型在儿科药物研究中的一些应用实例。最后简述
了儿童 PBPK 模型当前的局限性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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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 modeling for childre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ediatric dru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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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 (PBPK) modeling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edict pharmaco‐
kinetic or pharmacodynamic profiles in special populations, especially in children and infants where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clinical studies is difficult. The application of PBPK modeling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ediatric drugs and their clinical use. At present, PBPK modeling of pediatric populations is mainly applied in
clinical trial design, drug-drug interaction (DDI) risk assessment, and dose selection in children. This review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f PBPK modeling in pediatric drug research and summarizes how to extrapolate a
PBPK model from adults to children.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ediatric PBPK models, the modelling process and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during the modeling process are introduced. Some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of
PBPK modeling in pediatric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e also presented. This review also analyzes the
current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pediatric PBPK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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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生理药代动力学 (PBPK) 模型介绍
生理药代动力学 (PBPK) 模型是在生理学知识基

础上, 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 定量预测人体或动物体内
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吸收、分布、代谢、排泄) 的一
种先进技术[1,2]。PBPK 模型将系统特异性因素 (例如
机体的身高体重、肝肾功能差异等) 与药物特异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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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清除率、分布容积、代谢途径等) 结合起来, 从而可
以预测药物在不同人群中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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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生理药动学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儿童与成人相比, 身体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

儿科药物的开发与研究一直以来受到伦理因素的

因此年龄会影响儿童的生理状态, 导致药物处置产生

限制。由于儿童的临床试验通常志愿者较少, 且对于

差异。机体的发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很难准确捕捉

非治疗目的的干预手段有一定限制, 所以儿童临床试

儿童生长发育的界限。儿童的生长发育过程, 是许多

验的样本量, 以及试验终点都会受到影响, 从而限制了

高度复杂的器官成熟过程结合在一起的, 并且这些并

儿童临床试验的开展及儿科药物开发[3]。很长一段时

行的发育过程, 还会遵循不同的时间发展轨迹。因此,

间, 儿童用药的指导都是采用基于体重、
年龄和体表面

为了建立描述药物在儿童体内药代动力学过程的 PB‐

积的换算方式, 从成人的剂量来推算儿童用药的剂

PK 模型, 需要了解发育过程对药物吸收、
分布、
代谢和

量[4,5]。然而, 儿童并不是缩小版的成人, 决定儿科药

消除的具体影响, 并将所有因素整合到 PBPK 模型中,

物效应的因素不仅多元而且复杂[6]。当药物的吸收和

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4]。

处置过程变得复杂时, 这种简单的算法往往无法准确
预测体内器官真实的发育程度而导致错误估计儿童体
内的药物暴露量[7]。而 PBPK 模型可以通过数学模型
预测儿童的生长和器官成熟程度, 建立不同年龄段的
虚拟人群。通过药物在健康成人受试者中吸收处置的
特征, 与建立的虚拟儿童人群相结合, 从而可以实现成
人至儿童的外推以预测药物在儿童体内的药代动力学
特征[4,8]。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 器官的生长发育过程
在 PBPK 模 型 中 得 到 更 好 的 还 原 , 大 大 提 高 了 预 测
的准确性以及安全性。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在一份报告中总
结了 2008～2017 年 PBPK 建模在 94 例新药申报中的

儿 童 PBPK 模 型 是 一 个 从 成 人 PBPK 模 型 外 推
的过程。因此, 为了使这个外推过程成立, 需要人为地
规定一些假设[7]: ① 药物在儿童以及成人体内的清除
途径相同, 差异仅体现在清除率大小上; ② 假设儿童
的 PBPK 模型结构与成人 PBPK 模型结构一致, 这样
才可以进行有效的外推; ③ 疾病状态下的儿童与正常
儿童相比, 发育水平不受影响 (除去目前已知对儿童
发育有影响的疾病); ④ 除了与年龄相关的药物/系统
特异性参数, 其余参数在成人和儿童 PBPK 模型中保
持不变。
儿童 PBPK 模型建立的一般步骤如图 2[13]所示, 首
先建立该药物成人的 PBPK 模型并验证, 然后再通过
改变年龄相关的系统参数, 从而建立药物在儿童体内

应用分布 (图 1)[9]。其中, 第二多的应用便是儿科药物

的 PBPK 模型。之所以要建立成人的 PBPK 模型, 首先

开发, 仅次于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到该技

这样有助于对药物体内过程的全面认识, 其次是因为

术在儿科药物开发中的重要性[4,9]。目前, PBPK 模型

成人的临床数据多, 方便验证模型的可靠性。

在儿童药物开发中主要用于辅助儿科药物临床试验的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成人与儿童 PBPK 模型具有

设计[10], 儿童首剂量的确定[11], 以及靶器官毒性预测等

高度的相似性, 因此成人 PBPK 模型中存在的问题也

方面[12]。

Figure 1

The intended applications of PBPK modeling in 94

NDA submissions reviewed by FDA from 2008 to 2017

Figure 2

The workflow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pediatric PBPK mode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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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传递至儿童 PBPK 模型中。因此借助成人的富

成 、小肠的直径和长度都会发生变化。根据国际放

集数据, 在建模的过程中, 尽可能较早发现模型中的问

射 防 护 委 员 会 的 研 究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题, 并及时改正, 以提高模型预测的准确性[14]。在从成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22,23], 小肠的直径和长度

人到儿童模型的建立过程中, 需要时刻注意关键参数

随体表面积 (BSA) 的增加呈线性增长, 见式 4 和 5。
Intestinal length (m) = 2.56 × BSA + 2.95

随年龄的变化, 例如器官的体积和酶的表达量等, 这些

(4)

。儿童

Intestinal diameter (m) = 0.016 × BSA + 0.0159 (5)

PBPK 模型的检验方式与成人模型也大致相同, 所以

然而, 最近的研究指出, 药物在小肠中的保留时间

在建立成人 PBPK 模型的时候, 通过了解成人模型存

以及胃排空时间与年龄的增长没有相关性[24]。随着年

在的问题, 也可以较好地把握儿童 PBPK 模型预测过

龄的变化, 胃肠液组成的改变会改变药物在胃肠道中

参数将成为影响模型预测能力的重要因素

程中的优势与应用局限
2.1

[16]

[15]

的溶解度[25], 这也有可能导致儿童对药物吸收与成人

。

从成人到儿童的生理参数

儿童的 PBPK 模型是

存在差异。

从成人的 PBPK 模型外推而来。因此, 儿童 PBPK 模型

2.3

与成人的 PBPK 模型的基本构架是一致的。某一特定

要的器官, 相关生理参数会随年龄发生较大变化。随

药物的 PBPK 模型包括两大类参数: 药物特异性参数

着年龄的增长, 肝脏的体积会增大, 这会间接影响肝脏

以及系统特异性参数。其中药物特异性参数包含: 药

中肝细胞的数量以及相关药物的代谢。根据 Johnson

物的理化性质、血浆蛋白结合率、表观分布容积、酶的

等[26]的研究, 肝脏从新生儿至成年, 体积的变化符合一

固有清除率和转运体对药物的作用等。系统特异性参

定的规律 (式 6)。

儿童的肝脏清除率参数

肝脏是药物代谢最重

数则包含了血流速度、器官大小和酶的表达量等。其

Liver volume (L) = 0.722 × BSA 1.176

中, 部分系统性参数会随着年龄和发育而改变, 这将会

但是这种只考虑器官体积增长的方式, 并不能准

导致儿童与成人间的药代动力学过程有很大区别。例
如: 肝肾清除率、血浆蛋白结合率、药物的表观分布容

(6)

确描述药物的肝脏代谢随年龄变化的规律。
决定肝脏代谢能力的不仅仅是肝脏的体积, 肝脏
中代谢酶的表达同样也是肝脏清除能力重要的决定因

积、
酶的表达等。
儿童器

素。随着肝脏的成熟, 肝脏内各种药物代谢酶的表达

官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发育的过程中, 许多

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Johnsrud 等[27,28] 用数学

影响药代动力学的参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如

的手段发现肝脏内细胞色素酶 P450 (CYP) 2E1 从新生

血浆蛋白结合率与胃肠道生理参数。

儿到成人的变化规律 (式 7)。
CYP2E1Hyperbolic function = 4.22 ×

2.2

儿童的蛋白结合率与胃肠道生理参数

血浆蛋白结合是药物分布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而与
血浆蛋白结合密切相关的两种蛋白, 白蛋白 (albumin,
Alb) 以及 α-酸性糖蛋白 (α1-acid glycoprotein, α1-AG)
的体内含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它们随
着年龄的变化规律如式 1, 2 所描述[17-21]。
Alb ( g∙L -1 ) = 1.1287 × ln ( Age ) + 33.746
α1 - AG (g∙L -1 ) =

0.887 × Age0.38
8.890.38 + Age0.38

(1)
(2)

在体内只有游离的药物才能在体内透膜转运以及
发挥疗效。当知道了血浆蛋白在儿童体内的浓度, 便可
以预测游离药物在儿童体内的百分比 (fu), 见式 3[18]。
1
fu Pediatric =
(3)
[ P ] Pediatric
(1 + ( 1 - fu Adult ) ×
)
[ P ] Adult × fu Adult
式 3 中, [P]Pediatric 和[P]adult 分别代表儿童和成人体
内的血浆蛋白浓度。
药物的吸收以及胃排空的时间也会受胃肠道的发
育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 胃肠道 pH 值、胃肠液的组

Age0.27
7.66 + Age0.27

(7)

CYP2E1 Hyperbolic function 指 的 是 某 年 龄 下
CYP2E1 酶的丰度与成年人酶丰度的比值。可以看到,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体内的 CYP2E1 酶的表达在不断
地增长。当确定儿科药物代谢酶的表达量之后, 可以预
测通过这种酶代谢的药物的肝脏清除率。举个例子,
Nong 等[29]就是通过 CYP2E1 在儿童体内表达量从而去
预测甲苯在儿童体内的固有清除率 (CLint-child) (式 8)。
CL int - child =

(

CL int - adult

[ CYP2E1 ] adult × V liver - adult

[CYP2E1] child × V liver - child

)

×

(8)

式 8 中, [CYP2E1]child 和[CYP2E1]adult 代表了该代
谢酶在儿童和成人体内的表达量, 而 Vliver-adult 和 Vliver-child
则是成人和儿童的肝脏体积。再通过儿童肝脏对甲苯
的固有清除率去预测甲苯的肝脏清除率 (CLh) (式 9),
式中 QL 是肝脏的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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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h =

CL int × QL
CL int + Q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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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法从实验或临床数据中去获取。这种情况下,
应该对这种个体发育的不确定性进行额外的参数敏感

肝脏内表达的转运体对药物的处置过程也起到了

性 分 析 , 从 而 对 模 型 进 行 优 化 。 通 过 一 个“Predict-

不容忽视的作用, 并且转运体的表达也呈现出随年龄

Learn-Confirm”的循环建模策略[33], 来完善建立的模

发育的趋势, 但目前缺乏相关的研究数据, 因此对转运

型, 获得更好的预测结果。

体发育规律的认识尚不明晰

[30]

。未来的研究需要了解

3

PBPK 建模在儿科药物研发中的应用

转运蛋白的个体发育规律, 能够将转运蛋白发育的因

儿童的药物治疗仍然是经验主义主导的, 目前很

素和成人模型结合, 从而外推到儿童 PBPK 模型, 使预

少有专门用于儿童的药物说明书, 在大部分情况下都

测结果更加准确。

是根据医生经验开处方和确定剂量。据统计, 儿童用

2.4

肾脏是人体主要的排泄器

药中超说明书用药的情况高达 60%, 这一现象在新生

官之一, 大部分药物都是经过肾脏排出体外的。因此,

儿中更为严重, 90% 的新生儿药物治疗都是超说明书

选取合适的儿童肾功能生理参数对儿童 PBPK 模型

用药[34,35]。超说明书用药的风险不仅仅是剂量过量而

来说非常重要。新生儿的肾脏功能是不成熟的, 随着

导致的药物不良反应, 也包括了由于剂量不足而导致疗

机体的生长发育, 儿童的肾功能也会逐渐发育。目前

效不佳。在儿科药物开发试验失败的原因中, 未能达

为止, 定义肾功能的指标主要有两个: 肾小球滤过率

到安全有效的剂量是主要需要关注的问题。确定安全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以及肌酐清除率。

有效的剂量一直是儿科药物治疗的一个重要挑战[36]。

儿童的肾功能参数

肾小球清除率随体表面积的增长会发生相应的改

近来, PBPK 建模作为一种确定最佳儿童用药剂

变 (式 10) 。
GFR ( mL ⋅ min -1 ) = ( -6.1604 × BSA 2 ) + ( 99.054 ×

量的先进手段已被用于儿科药物研发中。随着对个体

(10)

入模型, 帮助儿童 PBPK 模型准确预测药物在儿童体

通过式 10 可预测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肾小球滤

内的药代动力学[10,11]。目前, PBPK 模型辅助儿科药物

过率, 继而可预测药物在儿童体内经肾小球滤过的固

治疗研究是当前儿童用药研究的一大热点, 因此本综

有清除率 (式 11)

述选取当前几个成功应用儿童 PBPK 模型的案例, 简

[22]

BSA ) - 17.74

CL int,GF( child )

[31]

。
GFR child
=
× CL int,GF( adult )
GFR adult

(11)

式 11 中, GFRchild 和 GFRadult 是成人群体或儿童群

发育规律的了解, 越来越多与儿童年龄相关的参数纳

述儿童 PBPK 模型在儿科药物研究中的实际应用。
3.1

从成人到儿童血药浓度的预测实例—尼洛替尼

的给药方案确定

儿童治疗中的一大难点, 就是儿童

体的肾小球滤过率, 而 CLint,GF 是指某药物肾小球滤过

给药方案的确定。成人的推荐剂量难以直接应用到儿

的固有清除率。

童身上, 所以确定药物在儿童人群中的剂量, 是儿童临

当肾小管分泌成为肾脏排泄的一个影响因素时,

床个体化治疗的首要问题。尼罗替尼 (Tasigna®) 是一

也可以使用以下公式 (式 12) 来扩展 PBPK 模型, 使预

种激酶抑制剂, 适用于治疗患有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

测结果更为准确[32]:
TS child
CL int,TS( child ) =
× CL int,TS( adult )
TS adult

粒细胞白血病 (Ph+CML) 的成人以及年龄大于或等于
(12)

1 岁的儿童患者。在大于或等于 1 岁的儿童患者, 尼罗替
尼也适用于对先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具有耐药性

式 12 中, CLint,TS 是指由于肾小管分泌引起的内在

或不耐受性的 Ph+CML[37]。Heimbach 等[38] 通过 PBPK

清除率, 而 TSchild 和 TSadult 分别代表儿童和成人的肾小

模型, 预测剂量为 230 mg·m-2 的尼洛替尼在 2～6 岁儿

管分泌率。得到肾小球滤过以及肾小管排泄的固有清

童患者体内的暴露量。预测结果显示该给药方案在 2～

除率之后, 便可以预测药物在儿童肾脏中的清除率, 方

6 岁儿童中的暴露量与 6～18 岁儿童及成人中的暴露

法类似于药物肝脏清除率的预测。

量相差不多, 成功通过 PBPK 模型将 230 mg·m-2 的体

综上, PBPK 建模可以通过数学的手段去描述和

表面积标准化给药方案的适用范围外推至 2～6 岁的

预测儿童个体发育的情况, 通过现有的数据支撑, 学习

儿童人群。

和总结个体发育的规律, 从而更准确地进行儿童体内

3.2

药代动力学的模拟仿真。儿童 PBPK 模型的建立主要

程—探索CYP2C19在婴幼儿体内的发育与抑制 PBPK

是基于成人 PBPK 模型的外推, 所以与年龄相关的未

模型不仅仅是用于预测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的工

知参数, 比如酶、转运体的表达等, 都是决定模型预测

具, 它还具有发现一些新机制的潜力。CYP2C19 是一

能力的关键因素。例如一些转运体的个体发育规律,

种重要的药物代谢酶, 尽管 CYP2C19 在药物代谢中

利用 PBPK 模型预测儿童体内代谢酶的发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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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作用, 但在整个产前期 CYP2C19 表达只有成

3.4

人的 15%, 而新生儿出生后 5 个月, CYP2C19 的表达则

在儿童临床试验中的首剂量确定

利用 PBPK 模型辅助临床试验开展—莫西沙星
儿科药物开发受到

建立了 CYPC19 探针底物

儿童临床试验的限制, 导致药物开发难度大, 程序复

泮托拉唑和埃索美拉唑的 PBPK 模型, 在儿童患者中

杂。PBPK 建模作为目前儿童药物研究中的热点, 可

使用这两种探针底物来帮助了解 CYP2C19 的发育和

以帮助实验者确定儿童临床试验中的首剂量[43]和临床

抑制的机制。首先两种药物都是 CYP2C19 的底物, 但

试验设计等[10]。Becker 等[44] 通过建立莫西沙星 PBPK

埃索美拉唑同时也是 CYP2C19 的抑制剂, 也就是说埃

模型, 完成了在儿童临床试验中莫西沙星首剂量的确

索美拉唑存在着自身的抑制, 相反泮托拉唑则不存在

定。首先验证莫西沙星在成人中的 PBPK 模型, 然后

自身抑制。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 PBPK 模型可以很

将该模型外推至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人群中, 通过改变

好地预测各个年龄段人群中泮托拉唑的清除率。然而

剂量使得儿童人群中莫西沙星的暴露量与成人相近。

在考虑埃索美拉唑存在自身抑制的情况下, 在新生儿

结果显示新生儿以及学龄前儿童的首剂量应该调整为

以及婴儿人群中, PBPK 模型预测的埃索美拉唑的清

成人推荐剂量 (5 mg·kg-1) 的 1.25～1.8 倍之间, 从而获

除率明显低于实测值。而预测得到的埃索美拉唑在大

得最接近于成人体内的暴露量。通过 PBPK 建模, 简

龄儿童以及成人体内的清除率则与实测值相吻合。作

化了首剂量确定的过程, 并且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以

者提出, 在新生儿阶段有着某种补偿机制, 以克服埃索

及安全性, 为后续临床试验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美拉唑的自身抑制, 所以预测得到的清除率会显著低

4

呈线性增加

[39]

。Huber 等

[40]

儿童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的局限性与挑战

于实测值。当修改埃索美拉唑的模型, 删除自身抑制

应用 PBPK 建模技术在儿童药物研发和监管审查

的影响, 模型预测的埃索美拉唑在新生儿及婴儿中的

中受到高度推荐, 但其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仍存在一

清除率反而大大提升。由此作者认为, 这也可以支持

些局限性。首先, PBPK 模型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

他们作出的假设, 即在婴幼儿体内存在某种补偿机制,

决于假定的生理/药理过程及其数学描述的可信度。

去克服 CYP2C19 的抑制

。本案例中, 模型模拟的结

这意味着 PBPK 模型的结果是一系列模拟过程的整合

果与实验得到的数据存在差异, 通过假设新机制的存

结果, 例如蛋白质结合、
组织分配、
人体组成、
血流速率

在去解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再通过改变模型的结

和代谢组织中的酶促反应。每个过程的模拟是对现实

构对假设加以验证, 这也为药物的机制研究提供了一

复杂过程的抽象, 因此与真实情况可能还会存在一定

种新的思路。

误差。这一系列误差会不断累积和放大, 最终导致预

3.3

测结果较实测值相比产生较大偏差。

[15]

用 PBPK 模型预测儿童的组织浓度实例—儿童

脑 脊 液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中 药 物 浓 度 预 测

其次, 主要的 PBPK 建模软件包通常利用已发布

以上两个案例主要介绍的是 PBPK 模型在预测血药浓

或内部验证的公式来构建模型。虽然可以应用敏感性

度方面的作用, 但是除了预测血药浓度, PBPK 模型同

分析来检查每个参数的影响, 但尚未对这些参数的可

样也可以用于组织浓度的预测, 比如脑脊液中的浓

变范围进行规定。最终用户要么假设未知参数具有某

度[41]。脑脊液中的药物处置同样也受年龄相关的变化

种可变性[45], 要么直接基于临床结果调整参数, 以达到

影响。不仅如此, 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还受到影响血

PBPK 模型预测和临床数据之间更好的一致性[46]。但

脑屏障完整性的脑部疾病的影响, 如脑膜炎。对于某

这些假设或调整都没有通过实验或理论验证, 造成了

些脑部疾病, 药物在 CSF 中的浓度相比血药浓度是更

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验开发

好的指标。但对于儿童而言, 药物组织浓度的测定难度

来进一步验证特定群体中的相关生理参数变异性, 使

大, 难以获得 CSF 中的药物浓度, 从而限制了临床个体

PBPK 模型的模拟结果有更好的可信度。

化治疗。通过 PBPK 模型, 可以预测药物在儿童 CSF
中的浓度, 从而辅助临床治疗。Verscheijden 等

[42]

最后, PBPK 建模的最终目标是简化临床试验, 并

开发

帮助设计相应的试验方案, 支持监管决策, 加速药物研

了一种通用的儿童脑组织 PBPK 模型来预测脑内药物

发过程及临床儿童合理用药, 但仍需要临床数据对模

的 CSF 浓度。该模型通过抗生素美罗培南的血脑屏障

型进行一定程度的验证。而由于缺乏儿童的临床数

渗透优化了脑膜炎小儿患者的血脑屏障渗透性, 利用

据, PBPK 模型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为了应对

镇痛药对乙酰氨基酚、
布洛芬、
氟比洛芬和萘普生在小

这一挑战, 需要对儿童生理学有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理

儿脑膜炎患者 (3 个月～15 岁) 中的 CSF 浓度进行了验

解, 才能完善模型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起相应

证。该模型还能预测新生儿 (小于 3 个月) 患其他疾

的儿童 PBPK 验证标准, 更好地利用 PBPK 模拟助力儿

病 (如脓毒症) 时, 脑内药物在 CSF 中的浓度变化。

科用药的开发及临床儿童合理用药。

郑晓洁等: 儿童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及其在儿科药物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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