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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结合丙戊酸钠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小丽 、 马宏筠 、 邹宏涛 、 李美娟

【摘要】目的　探讨齐拉西酮联合丙戊酸钠缓释片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 年 1 月 ~201� 年 �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齐拉西酮组和奥氮平，每组各 50 例。奥氮平组患者采用丙戊酸钠缓释片联合

奥氮平治疗，齐拉西酮组患者采用丙戊酸钠缓释片联合齐拉西酮治疗，治疗 8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

的临床疗效、躁狂评分、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齐拉西酮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4％，明显高于奥

氮平组的 �8％（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躁狂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0.05），且齐拉西

酮组的躁狂评分显著低于奥氮平组（P< 0.05）；齐拉西酮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奥氮平组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则为 18％，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采用齐拉西酮与丙戊酸

钠缓释片联合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既可有效缓解患者的躁狂症状，又可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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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in the treatment of manic episode of 
bipolar disorder　　WANG Xiaoli，MA Hongjun，ZOU Hongtao，et al . 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discuss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

ate in the treatment of manic episode of bipolar disorder.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3 to March 2017 in our hospital，

100 patients with manic episode of bipolar disorder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n all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lanzapine group and ziprasidone group，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olanzapine 

group were administrated with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while patients in the ziprasidone group 

were given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mania 

evaluation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ziprasidone group was 94％，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olanzapine group by 78％（P<0.05）；After treatment，the 

manic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the scores of mania 

in ziprasidon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olanzapine group（P<0.05）；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zipra-

sidone group was 4％，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olanzapine group by 18％（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ziprasidone and sodium valproate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manic episode of bipolar disorder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manic symptoms of patients，but also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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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是一种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

临床上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主要采取非典型抗精

神病药物、心境稳定剂治疗，心境稳定剂主要选用

丙戊酸盐或锂盐，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种类较多，

常见的有喹硫平、齐拉西酮、奥氮平等，但三种药

物孰优孰劣目前无较为一致意见［1-3］。本研究旨在探

讨齐丙戊酸钠缓释片分别联合齐拉西酮和奥氮平治

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临床效果，以期为双相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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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狂的药物选择提供指导意见，为此，针对 2013 年

1 月 ~2017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双相

障碍躁狂患者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分别采用丙戊酸

钠缓释片 + 齐拉西酮、丙戊酸钠缓释片 + 奥氮平治

疗，具体报道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取 2013 年 1 月 ~2017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

治疗的 100 例双相障碍躁狂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者均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ICD-10）疾病诊断标准中关于“双相障碍躁狂发

作”的诊断标准，明确证实为双相障碍躁狂；药敏试

验合格；排除脑器质性疾病患者、药物或酒精依赖患

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排除合并有严重躯体疾病患

者或其他精神疾病病史患者。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对

本研究知情了解，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采取计算机随机数字分组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奥

氮平组和齐拉西酮组，每组有患者 50 例。其中，奥

氮平组共有男性 29 例、女性 21 例，年龄为 21~62 岁，

平均年龄为（41.05±18.32）岁；齐拉西酮组中共有男

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年龄为 20~64 岁，平均年龄为

（41.78±17.96）岁。两组双相障碍躁狂患者的一般

临床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给药前，针对患者情况进行 1~3 天的药物清洗，

再进行治疗。

奥氮平组患者采用丙戊酸钠缓释片联合奥氮平治

疗，丙戊酸钠缓释片初始给药剂量为 500mg/d，每天

1 次，1 周内可根据患者病情及药物耐受情况增加给

药剂量至 1000~1500mg/d，口服给药；奥氮平初始给

药剂量为 5mg，第 7 天可增加给药剂量至 10mg，之后

根据患者病情适当调整给药剂量，最大给药剂量应控

制在 20mg，口服给药，与早餐、晚餐同时服用。

齐拉西酮组患者采用丙戊酸钠缓释片联合齐拉

西酮治疗，丙戊酸钠缓释片给药方法同对照组，齐

拉西酮初始给药剂量为 40mg，第 7 天可增加给药剂

量至 80mg，之后根据患者病情适当调整给药剂量，

最大给药剂量应控制在 160mg，口服给药。

1.�　观察指标

治疗 8 周后，无脱落病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

床疗效、躁狂评分、不良反应发生率。其中，躁狂

评分根据杨氏躁狂评定量表（YMRS）评定，量表包

括 11 个条目，总分为 0~60 分，0~5 分为正常，6~12
分为轻度躁狂，13~19 分为中度躁狂，20~29 分为

重度躁狂，达到 30 分即极重度躁狂，得分越高，则

其躁狂症状越严重［4］；临床疗效根据躁狂评分减分

幅度评定，可划分为痊愈（躁狂评分减分幅度达到

75％）、显效（躁狂评分减分幅度达到 50％，但不足

75％）、有效（躁狂评分减分幅度达到 25％，但不足

50％）、无效（躁狂评分减分幅度不足 25％）［5］，总

有效率 = 痊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比较使用 t 检验；计数数据用百分率（n，％）表示，

采用卡方（χ2）检验，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齐拉西酮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94％，奥氮平组

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78％，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0 4（8％） 17（34％）18（36％）11（22％） 78％

观察组 50 8（16％）22（44％）17（34％） 3（6％） 94％*

注：*表示与奥氮平组对比，P<0.05。

2.2　两组患者的躁狂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YMR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躁狂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P<0.05），且治疗后齐拉西酮组患者的躁狂评分显

著低于奥氮平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躁狂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50） 17.78±8.95 4.82±1.07#

观察组（n=50） 17.45±8.82 3.84±0.93#*

注：#表示与治疗前比较，*表示与奥氮平组比较，P<0.05。

2.�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齐拉西酮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奥

氮平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则为 18％，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是一种心境障碍类疾病，属

于精神科重性疾病之一，其发病机制和症状较为复

杂，发病率较高，且随着近年来生活节奏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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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增高［6-8］。双相障碍躁狂发作

的临床表现以躁狂为主，病情反复，容易导致患者

出现认知功能障碍，还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严

重影响，因此，临床上应针对双相障碍躁狂发作应

进行积极治疗，以尽快缓解其病情发作［9-12］。

当前，临床上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常采用心境稳

定剂、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其中，心境

稳定剂常用的除锂盐外，还有丙戊酸盐，本研究采

用的是丙戊酸钠缓释片。丙戊酸钠缓释片可通过作

用于神经元膜，对神经元膜电压依赖性钠离子通道

予以阻滞，有利于稳定突触前膜，减少兴奋性递质

的释放，达到缓解躁狂的目的［13，14］。非典型抗精神

病药物的选择尚存在争议，常用药物主要由喹硫平、

奥氮平、齐拉西酮等。其中，奥氮平属于非典型抗

精神病药物，可对五羟色胺受体活性进行抑制，还

可抑制网状结构上肾上腺素受体的活性，从而起到

镇静作用；齐拉西酮对多巴胺 D2 受体、5- 羟色胺受

体（2A 受体、1D 受体）均具有良好的亲和性，可作

用于以上受体，对 5- 羟色胺受体起到拮抗作用，对

多巴胺活性起到激动作用，从而对额前叶多巴胺活

性降低、5- 羟色胺异常状况予以纠正，达到抑制躁

狂发作的目的［15］。

本研究发现，丙戊酸钠合并齐拉西酮治疗的

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丙戊酸钠合并奥氮平

（P<0.05），其治疗后的躁狂评分显著低于奥氮平组

（P<0.05），说明齐拉西酮联合丙戊酸钠缓释片治疗

双相障碍躁狂发作较奥氮平具有更显著地疗效，可

更好地缓解躁狂症状，较奥氮平与丙戊酸钠缓释片

联合治疗的效果更佳。同时，本研究还发现，齐拉

西酮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奥氮平组

（P<0.05），说明齐拉西酮联合丙戊酸钠缓释片治疗

双相障碍躁狂的安全性更高。

综上所述，采用齐拉西酮与丙戊酸钠缓释片联

合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较

丙戊酸钠联合奥氮平可更有效缓解患者的躁狂症状，

又具有更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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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嗜睡 口干 便秘
体重 
增加

头痛
锥体外 
系症状

总发 
生率

对照组 50 1 1 1 1 2 3 18％

观察组 50 1 1 0 0 0 0 4％*

注：*表示与奥氮平组相比，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