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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硫平致双下肢水肿报告分析

陶好娟 、 刘梦琦 、 谭立文

【摘要】喹硫平是临床上常用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其不良反应相对轻微，常见不良反应为困

倦、乏力、心率加快、体重增加和体位性低血压等，罕见发生水肿的报告。据我们所知，以往在喹

硫平所致不良反应的病例报告中以神经系统损害和引发癫痫最为多见，目前国内有关精神分裂症患

者服用喹硫平后出现双下肢水肿的报告较为罕见。喹硫平所致的双下肢水肿在临床上属罕见，因而

易被忽视，若能做到早期识别与干预，对于预防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故亦应引起临

床医师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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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硫平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线新型非典型抗精神

病药物，其疗效至少与氟哌叮醇和氯丙嗪相当，锥

体外系反应与安慰剂相差无几。其常见不良反应为

嗜睡、心率加快、体重增加和激越，罕见发生水肿

的报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 2014 年 3 月收

治了 1 例服用喹硫平后出现双下肢水肿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现报告如下。

一　临床资料

患者，女，32 岁，复发多疑，发呆，外走，懒

散 1 个月，总病程３年。患者自 2011 年 2 月起无明

显诱因渐出现多疑，怀疑周围的人对其不利。经常

与其丈夫吵架，觉得其妹夫控制了她并在她的饭菜

里下毒，想要害她。常独处发呆，生活懒散，无故

外走，渐无法胜任工作。家人曾带其反复就诊于我

院精神科，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服用利培酮口腔

崩解片（可同）2mg/d 抗精神病治疗，病情稍好转即

自行停药。2014 年 1 月份病情复发，1 月 28 日患者

家属带其到我院门诊治疗，门诊予以“富马酸喹硫

平（商品名启维）”抗精神病治疗，从“50mg Bid 渐加

量至 100mg Bid”。服药一周左右家属发现患者双下

肢（踝上及足部）出现轻微水肿，当时未予以重视。

2 月 24 日喹硫平约加量至 200mg Bid，双下肢水肿逐

渐加重。 3 月 1 日患者因拒绝服药自行停服喹硫平。

3 月 2 日患者夜间无故外跑，右足底前部被不明尖锐

物扎伤，家属送其到我院急诊消毒、包扎并注射破

伤风抗毒素。3 月 4 日住入我院精神科治疗。起病以

来无发热，昏迷及抽搐等情况发生，睡眠欠佳，饮

食欠规律，大小便正常。患者曾于 17 年前因双上眼

睑水肿在当地县医院诊断为“肾炎”，住院治疗一周

后好转出院，未服药，未再出现水肿症状。否认肝

炎、结核、疟疾病史，否认高血压、心脏病史，否

认手术、输血史，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按当地

防疫部门要求预防接种。

入院时体查：体温：37℃；脉搏：80 次 /min，呼

吸 20 次 /min，血压：100/60mmHg，体重 40Kg，身高：

152cm。右足贯通伤（由第一，二跖骨间通过），右足

底部可见一大小约 1cm×1cm 的十字型伤口，足背部

有少量清亮液体流出，局部皮温稍高，足背动脉波

动正常。双下肢凹陷性水肿至足踝上约 20cm。皮肤

巩膜无黄染，无眼睑水肿，余体查及神经系统检查

未见异常。精神状况检查：意识清，定向力完整，少

语，时有自语，可查及被害妄想，情感反应不协调，

有时发脾气，无故外走，意志行为活动减退，无自

知力。入院查血常规示：血红蛋白 108 g/l（正常参考

值 115~150 g/l），红细胞计数 3.45*1012（正常参考值：

3.80~5.10*1012，红细胞压积 33.10％（正常参考值：

35％~45％），红细胞分布宽度 16.0％（正常参考值

11.50~14.50％），红细胞分布宽度、平均红细胞血红

蛋白含量及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等均正常。肝

功能示：谷丙转苷酶 88.6u/l（正常参考值：l7~40u/l），

总蛋白 64.7 g/l（正常参考值：65~85g/l），白蛋白 38.5 

g/l（40~55 g/l），余项正常。尿常规、大便常规、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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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电解质、甲状腺功能均示正常。补体 C3/C4 示：

阴性。N 端脑利钠肽前体正常。人免疫缺陷病毒抗

体抗原测定示：阴性。梅毒螺旋体抗体试验示：阴性。

乙肝三对示：乙肝核心抗体 IgG 弱阳性，余项均为阴

性。心电图示：窦性心律，正常心电图。脑电图示：

正常脑电图和脑地形图。腹部 B 超：肝、胆、胰、脾，

未见明显异常。MR 头部平扫：颅脑 MR 平扫脑实质

内未见明显异常。

根据患者的病史、既往史及实验室检查等，进

行如下分析：（1）患者 17 年前曾患“肾炎”，经一周

的治疗（具体治疗不详）后痊愈，平时小便正常，未

再出现水肿，无恶心、乏力等症状，入院后测血压

正常，尿常规、肾功能、补体 C3/C4 均正常。因此，

患者在服用喹硫平后所出现的双下肢水肿是由急性 /

慢性肾炎所致的可能性不大。（2）患者入院时查血常

规显示存在轻度正常细胞性贫血，多见于早期造血

物质缺乏、铁粒幼细胞贫血等，考虑该患者的轻度

贫血与自我照顾能力下降所导致的饮食欠规律有关。

贫血亦可引起水肿，其机制主要有：重度贫血时由于

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而导致水肿；长期重度贫血导致

心功能不全而出现水肿。然而，该患者血红蛋白略

低于正常下限，且患者无心功能不全的指征，因此，

该患者服用喹硫平后出现的水肿不考虑是贫血所致。

（3）患者乙肝核心抗体 IgG 弱阳性，乙肝三对的余

项检查均为阴性，提示患者既往曾感染 HBV。入院

时肝功能显示轻度异常，总蛋白及白蛋白稍低于正

常下限，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 456mg Tid-228mg 

Tid 护肝治疗约三周后复查肝功能基本正常。结合患

者病史及实验室、肝脏超声检查，患者出现的双下

肢水肿，不考虑由肝功能轻度异常所致。

根据《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分类（第 10
版）》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及患者的躯体状

况，入院初步诊断：1. 精神分裂症（F23.2）2. 药源性

双下肢水肿 3. 右足外伤。

入院后予生理盐水、络合碘冲洗及消毒创面，

停用喹硫平，予利培酮口服液渐加量至 3ml/d，联

用舒必利注射液加入 500ml 葡萄糖液中静脉滴注

100mg~200mg/d 抗精神病治疗。3 月 6 日患者双下

肢水肿明显减轻，右足创面较前愈合。3 月 12 日患

者双下肢水肿基本消失。患者利培酮口服液最大量

~5mg/d 服用 15 天，并联用舒必利注射液渐加量至

300mg/d 静脉滴注 3 天，病情好转出院。随访两年患

者未再出现双下肢水肿。

二　讨论

喹硫平是一种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为多

种神经递质受体拮抗剂，在脑中对 5-HT2 受体具有

高亲和力，且大于对脑中多巴胺受体的亲和力，其

对组织胺 H1 受体和对肾上腺素能α1 受体同样有高

亲和力，是一种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轻微。

奎硫平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困倦、轻度乏力、便秘、

体重增加、心动过速、直立性低血压等。在喹硫平

所致不良反应的病例报告中以神经系统损害和引发

癫痫最为多见［1］。本病例是一位精神分裂症青年患

者，在服用喹硫平 50mg~200mg/d 约一周后出现双下

肢水肿，且随着精神分裂症喹硫平剂量的增加水肿

进行性加重，停用后水肿渐消退；体查及实验室检查

可排除肾病综合征、心力衰竭、肝脏疾病、甲状腺

异常等躯体疾病所致水肿。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

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喹硫平后出现双下肢水肿

的报告有两篇［4，5］，亦有在抑郁症患者和癔症性精神

障碍的患者中使用喹硫平出现双下肢水肿的报道各

1 例［2，3］。在国内的报道中，服用喹硫平出现水肿的

时间数日至一年不能，多为用药后 2~3 周出现，各

年龄段均可见，以女性多见。国外已有数例报道喹

硫平导致水肿的文献，显示喹硫平导致水肿的最低

剂量是 50mg/d、最高剂量是 800mg/d，男性、女性

中均可见，年龄在 17 岁 ~72 岁之间均有报道，减药

或停药以后水肿渐减退［6-8］。然而喹硫平所致双下肢

水肿是否存在剂量 - 效应依赖关系，目前尚不明确。

本病例似乎提示喹硫平所致双下肢水肿存在剂量 -

效应依赖关系，这与国外的一篇报道一致［9］。

喹硫平导致双下肢水肿的可能机制为：作用于

外周α1 受体导致血管舒张，使得毛细血管的静水压

力增加，液体由血管窦向组织间隙转移，从而导致

水肿；亦有学者推测其对 5-HT2 受体的阻断作用可能

增加环磷酸腺苷水平最终导致血管平滑肌的松弛而

出现水肿；另有研究提示多巴胺拮抗与特发性水肿有

关，其机制可能与尿钠排泄、血管平滑肌舒张、肾

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等有关。抗精神病药对神经递质

的受体作机制复杂，喹硫平引起周围水肿的确切病

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综上所述，喹硫平导

致的双下肢水肿在临床上虽属少见，但若能做到早

期识别与干预，对于预防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

重要意义，故亦应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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