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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硫平与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的对照研究

邹旭明 1 、 田　博 2 、 李作佳 1 、 盖永新 1 、 隋　辉 1

【摘要】目的　探讨喹硫平单药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

取住院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患者 61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研究

组（31 例）予以喹硫平治疗，对照组（30 例）予以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为期 8 周，在治疗前及治疗

后第 1、2、4、8 周末分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定临床疗效，治疗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前两组 HAMD-17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在治疗后第 2、4、8 周研究组 HAMD-17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

研究组患者 PANSS 评分在第 2、4、8 周 PANS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

究组治愈率比对照组要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78；P> 0.05）；研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结论　与丙戊酸镁缓释片相比，喹硫平单药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临床疗效好，能有效改善患

者的临床症状，且不良反应轻，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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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study of quetiapine and magnesium valproate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bipolar depression　　ZOU Xuming，TIAN Bo，LI Zuojia，et al. Yantai Laizhou Rongjun Hospital，Laizhou 
261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quetiapine 

mon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Methods　61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study group（31cases）was 

treated with quetiapine and the control group（30 cases）was treated with magnesium valproate sustained release tab-

lets for 8 weeks.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by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second，fourth and eighth weekend after treatment. Th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ccess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D-17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

fore treatment（P>0.05）. The scores of HAMD-17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econd，fourth and eighth week after treament（P<0.05）. The PANS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econd，fourth and eighth week（P<0.05）. The cur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χ2=0.78；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 Conclusion　Quetiapine monotherapy is more effective 

than valproate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bipolar disorder depression. Quetiapine monotherapy can ef-

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and mild adverse reactions，with highe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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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具有高

患病率、高复发率等特点［1］，又称双相心境障碍。

其特点是躁狂（或轻躁狂）与抑郁发作间歇交替反复

发作或循环发作性病程，大多数双相障碍以抑郁发

作起病，患者经历抑郁发作的时间是经历躁狂发作

的 3 倍。双相抑郁的治疗一直是精神科临床工作的

难点，争议颇多。

目前主要的治疗常规是用传统心境稳定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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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抗精神病药或联合用药。单用药物不良反应少，

提高患者依从性［2］。富马酸喹硫平对多种神经递质

受体产生作用［3］，且副反应相对较轻。本研究旨在

进一步探讨喹硫平单药治疗双相抑郁的疗效和安全

性，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样本来自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2 月山东省烟台

市莱州荣军医院住院治疗的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

病人。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两

组，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具

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

本（ICD-10）中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

（2）入组前 1 个月内未使用本研究相关药物；（3）

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严重躯体疾病；

（2）因药物、酗酒或脑器质性疾病引起的精神障碍；

（3）有严重自杀计划或冲动行为；（4）妊娠或哺乳

期妇女；（5）围绝经期综合征引起的精神障碍；（6）
近半年内使用过电休克或经颅磁刺激治疗，入组前 1
月内应用本研究相关药物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患者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方法

研究组予喹硫平（规格：0.1×30 片），口服，起

始剂量 100mg/d，一周内逐渐加至最大用量 600mg/d。

对照组给以丙戊酸镁缓释片（规格：0.25×30 片），

口服，起始 250mg/d，2 次 /d，一周内加至 1000mg/d，

两组患者均观察治疗 8 周。

1.4　疗效判定标准

采取 HAMD-17 及 PANSS 评定表格分别在治疗

前及治疗后第 1、2、4、8 周末判定疗效，采用 TESS

评定不良发应。HAMD 减分率 =（治疗前 - 治疗后）

/ 治疗前 ×100％。治愈：HAMD 减分率≥ 75％；显

效：HAMD 减分率 50％~74％；有效：HAMD 减分率

25％~49％；无效：HAMD 减分率 ﹤25％。量表评定

由我院精神科经过统一培训的两名主治医师共同实

施，总分一致性检验（ICC）值 >0.80，取两位医师的

平均数。

1.5　统计学方法

本文数据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以 x±s、百分率（％）表示，

分别采用 t 检验和 χ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入组住院患者 61 例，其中研究组 31
例，对照组 30 例。两组病人基本资料无显著差异

（P>0.05），组间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1　2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x±s）

项目 研究组（n =31） 对照组（n =30）

年龄（岁） 29.67±8.72 32.34±9.29

性别（男/女） 14/17 14/16

体重（Kg） 60.67±5.82 61.38±5.43

体重指数（Kg. m-2） 24.73±3.67 24.32±3.46

心率（次/分） 80.48±6.79 79.84±6.79

收缩压（mmHg） 121.47±7.15 123.14±7.33

舒张压（mmHg） 81.74±6.04 82.32±5.43

病程（年） 2.79±1.83 2.92±1.74

2.2　两组患者 HAMD、PANSS 评分的比较

两组 HAMD、PANSS 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在第 2 周、

4 周、8 周均明显降低（P<0.05），研究组从第 2 周末开

始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且这一优势

一直持续到第 4、8 周末（P<0.05）。见表 2、表 3。

表2　两组各时间点HAMD-17评分比较（分，x±s）

评估时间
HAMD-17评分

研究组（n=31） 对照组（n=30）

治疗前 24.36±6.35 24.24±6.24

第1周末 21.94±6.12 22.17±5.78

第2周末 17.16±5.25*∆ 18.19±7.52∆

第4周末 11.27±6.67*∆ 12.45±6.12∆

第8周末 5.96±2.43*∆ 9.28±2.70∆

注：两组间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治疗后PANSS评分对比（分，x±s）

评估时间
PANSS总分

研究组（n=31） 对照组（n=30）

治疗前 65.2±8.9 64.9±9.1

第1周末 62.1±12.0 62.3±11.4

第2周末 52.5±11.2*∆ 54.4±10.3∆

第4周末 44.5±10.5*∆ 48.7±9.8∆

第8周末 43.3±9.7*∆ 44.9±9.8∆

注：两组间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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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双相障碍表现躁狂和抑郁常反复发作或交替出

现［4］，但也可以混合方式存在，多数患者抑郁发作

持续时间、发作频率多于躁狂发作，50％的患者以

抑郁症为首发症状［5］，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的自

杀现象，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功能等产生不良

影响。

有研究显示双相障碍抑郁发作发病可能与患

者中枢神经递质代谢异常及相应的受体功能异常有

关［6］。目前，喹硫平是唯一获得 FDA 批准的治疗双

相情感障碍中急性躁狂和抑郁症的单一治疗药物，

对多种神经递质受体有相互作用［7］，不产生锥体外

系反应及高催乳素血症等不良反应［8］，另外喹硫平

可能具有神经保护作用［9］，患者依从性好，起效快，

安全性高，可提高其生活质量。丙戊酸镁缓释片有

缓解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病情的作用［10］，但丙戊酸镁

缓释片治疗窗较窄，治疗指数低和个体差异较大，

且血药浓度对临床疗效的影响较大，需严密监测血

药浓度［11］。

本研究显示，单用喹硫平治疗双相抑郁，两

组 HAMD 评分、PANSS 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在第 2
周、4 周、8 周均明显降低（P<0.05），研究组从第

2 周末开始 HAMD 评分、PANS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5），且这一优势一直持续到第 4、8 周末

（P<0.05）。在安全性方面，单纯应用喹硫平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较丙戊酸镁缓释片明显降低，表明单用

喹硫平不但能达到理想治疗效果，而且能有效降低

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用药安全性，与相关研究结

果一致［12］。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样本偏少，

研究时间较短，仅为 8 周，不能明确喹硫平对双相

障碍抑郁发作的远期疗效，对于其维持期疗效需要

进一步探讨，而且对两者未进行狂躁量表（BRMS）

的评分监测，缺乏是否引起转相方面的对比研究。

综上所述，喹硫平单药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抑郁

发作的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控制病情，改善症状，

治疗效果优于丙戊酸镁缓释片，且不良反应少，安

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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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治愈率比较

研究组治愈率比对照组要高，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 ＝ 0.78；P>0.05）。见表 4。

2.4　两组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研究组仅出现 1 例胃肠道反应、1 例

嗜睡；对照组发生 1 例胃肠道反应、3 例嗜睡、1 例

皮疹、1 例兴奋烦躁、2 例肝功能异常。见表 5。
表4　两组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研究组 31 6（19.4） 14（45.1） 10（32.2） 1（3.3）

对照组 30 5（16.7） 13（43.3） 10（33.3） 2（6.7）

表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n（％）］

组别 n 胃肠道反应 嗜睡 皮疹 椎体外系反应 兴奋烦躁 肝功能异常 合计［n（％）］

研究组 31 1（3.2） 1（3.2） 0 0 0 0 6.5

对照组 30 1（3.3） 3（10.0） 1（3.3） 0 1（3.3） 2（6.7） 26.7

χ2 1.362 1.715 1.463 1.351 1.463 1.501 15.673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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