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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或奥氮平联用丙戊酸钠对双相Ⅰ型患者认知功能影响的对照研究

蒋华英 1 、 谭立文 2 、 向健涛 1 、 黄熙伦 1

【摘要】目的　比较齐拉西酮或奥氮平联用丙戊酸钠对双相Ⅰ型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

我院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120 例双相Ⅰ型患者随机分为 A 组（齐拉西酮联合丙戊酸钠）

和 B 组（奥氮平联合丙戊酸钠）各 60 例，并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 2 月，对两组认知功能影响效果进

行比较。结果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贝克躁狂量表（BRMS）评分均有明显下降，但两组患者之间没

有差异（P> 0.05）；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定量表（MoCA）评分在交替连线测试、数字符号、数字广度、

卡片分类测试方面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评分均有明

显提高，两组之间存在差异（P< 0.05）。结论　在双相Ⅰ型患者治疗中丙戊酸钠联合齐拉西酮或奥

氮平均可取得理想的认知功能改善效果，但丙戊酸钠联合齐拉西酮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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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the clinical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between valproate adding ziprasidone or olanzapine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I type　　JIANG Huaying，TAN Liwen，XIANG Jiantao，et al. Changsha mental 
hospital，Changsha 41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ziprasidone and olanzapine in combination with sodium valpro-

ate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bipolar Ⅰ patients.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bipolar type Ⅰ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and group B（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from February 2015 to January 2016.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dication was given to every group for two month and the 

cognitiv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Bech-Rafaelsen Mania Rat-

ing Scale（BRMS）decreased obviously in both groups，but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scores of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alternating connection test，num-

ber sign，digital breadth and card classification test（P<0.05）. 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s　In the bipha-

sic type I patients，valproate combined with ziprasidone or olanzapine achieved optimal cognitive performance improve-

ment，but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ziprasidone performed better.

【Key words】Valproate；Ziprasidone；Olanzapine；Bipolar disorder Ⅰ type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类常见，反复发作，致残性

的精神卫生问题，可伴有躯体型疾病，好发于儿童

或青少年时期且发病无人种、性别或种族差异性，

包括四种亚型，即双相Ⅰ型、双相Ⅱ型、循环型及

未定型，其中双相Ⅰ型尤为常见［1］。国际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率为 1~3％，终生

患病率为 4％［2］。临床上，心境稳定剂和非典型抗精

神病药联合常应用于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但是不

同的联合方案对双相情感障碍Ⅰ型患者的认知功能

的影响研究仍持有很多不同的观点［3］。本次研究旨

在将丙戊酸钠合并齐拉西酮或奥氮平进行治疗双相

情感障碍Ⅰ型患者探讨其对认知功能的影响。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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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1 月接受治疗的

住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I 型患者 120 例，其中男

性 68 例，女性 62 例，平均年龄为 27.5±8.4 岁。随

机分为两组各 60 例，其中丙戊酸钠联合齐拉西酮

者为 A 组；丙戊酸钠联合奥氮平者为 B 组。入组标

准：（1）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IV）双相情感障碍 I 型患者的诊断标准；

（2）所有患者入院前基线贝克躁狂量表（BRMS）≥

20 分；（3）入组患者不包括妊娠或者哺乳期的女性

患者。排除标准：（1）患者伴有严重的器质性疾病；

（2）对丙戊酸钠、齐拉西酮或奥氮平有药物依耐性

或无效、严重不良反应者；（3）患者病情难以控制

或者经常复发；（4）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放弃现

有治疗或改用其他治疗方式。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

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 组 患 者 均 使 用 丙 戊 酸 钠 治 疗 （ 国 药 准 字

H43020874），起始剂量 500 mg/d，根据药物反应

调节剂量，一周内可增加至最大剂量 1000~1500 

mg/d。A 组，丙戊酸钠联合齐拉西酮（国药准字

H20061142），齐拉西酮起始剂量 40~80 mg/d，一周

内加至 80~160 mg/d；丙戊酸钠联合奥氮平（国药准

字 H20010799），奥氮平起始剂量 5~10 mg/d，一周内

加至 10~20 mg/d。治疗期间若出现睡眠障碍者可短

期应用小剂量苯二氮卓类药物，但禁用其他抗精神

病药物及影响糖脂代谢和内分泌类药物。

1.3　疗效评价

应用躁狂量表（BRMS）［4］ 对两组患者进行病情

评估，根据与正常人的水平相仿、症状轻微、中度

症状、症状明显、症状严重分别记 0~5 分为无明显

躁狂症状、6~10 分为有肯定躁狂症状、22 分以上

为严重躁狂症状。应用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定量表

（MoCA）［5］ 对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认知功能评定，内

容包括交替连线测试、数字符号、数字广度、卡片

分类测试等。应用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6］ 包

括社会活动、社会关系、自我照料、干扰及攻击行

为四个维度，进行社会功能的评价；低于 30 分为社

会功能特别低下，31~70 分为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功

能缺陷，高于 70 分为社会功能无困难或轻度障碍，

总分越高表明社会功能越好。所有的量表均由统一

参加培训的测量师完成。

1.4　统计学方法

用 Excel 2010 录入原始数据，采用 SPSS 17.0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

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没有中途放弃治疗或

改用其他治疗方案。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方面比较，差异

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一般资料 n A组（N=60） B组（N=60） χ2/t P

年龄（岁） 27.2±8.9 28.1±7.6 0.596 0.553

性别 0.136 0.713

　　男 68 35 33

　　女 62 25 27

婚姻状况 0.137 0.711

　　未婚 70 34 36

　　已婚 50 26 24

受教育程度 0.304 0.581

　　中学及以下 43 28 25

　　大学及以上 67 32 35

2.2　两组患者躁狂量表（BRMS）评分情况

两组患者经治疗躁狂量表评分均有明显下降。

经统计学分析，A 组和 B 组组内分析，治疗前后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A 组和 B 组组间分

析，治疗前后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两组患者躁狂量表（BRMS）评分情况

BRMS评分 A组（N=60） B组（N=60） t P

治疗前 28.9±6.2 30.8±7.1 1.561 0.121

治疗后 4.2±4.6 3.5±2.4 1.045 0.299

t 24.783 28.215

P ＜0.001 ＜0.001

2 . 3　两组患者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定量表

（MoCA）评分情况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进行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定

量表（MoCA）评分比较，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

在交替连线测试、数字符号、数字广度、卡片分类

测试方面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A 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 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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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定量表（MoCA）评分情况

MoCA评分 A组（N=60） B组（N=60） t P
交替连线测试（s） 65.5±21.9 75.8±31.2 2.093 0.039

数字符号 48.7±15.2 41.1±12.5 2.991 0.003
数字广度 13.8±3.5 4.9±2.1 16.899 ＜0.001

卡片分类测试 5.2±1.6 3.6±1.9 4.990 ＜0.001
2.4　两组患者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评分

比较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PSP 评分均有明显提高。

经统计学分析，A 组和 B 组组内分析，治疗前后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A 组和 B 组组间

分析，治疗前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治疗效果

明显好于 B 组。
表4　两组患者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评分比较

PSP评分 A组（N=60） B组（N=60） t P

治疗前 55.2±5.9 53.4±6.5 1.588 0.115

治疗后 75.8±10.2 65.8±9.2 5.639 ＜0.001

t 13.542 8.627

P ＜0.001 ＜0.001

3　讨论

双相情感障碍也称为心境障碍，是以明显而持

久的心境高涨或心境低落为主的一组精神障碍。改

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促使患者全面康

复，回归正常人生活，是目前治疗的重要组成部

分［7］。有研究表明［8-9］，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认知功

能障碍可能与患者的预后相关，并且与患者的年龄、

病情严重程度、病程长短、临床分期有关。然而目

前的研究关于丙戊酸钠联用齐拉西酮和丙戊酸钠联

用奥氮平对双相情感障碍 I 型患者的认知功能研究

较为缺乏。

齐拉西酮是一种新型的苯异噻唑哌嗪类抗精神

病类药物，具有多巴胺 D2 受体和 5-HT1A 受体的强

激动作用，同时具有对 NE、5-HT 的再摄取轻度抑

制作用，有研究发现在改善认知功能方面，齐拉西

酮要优于奥氮平、喹硫平和利培酮，而且还可改善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即刻记忆和执行功能［10］。齐拉西

酮常见的临床不良反应是椎体外系症状，也可伴有

QTc 间期延长或恶心呕吐、失眠及便秘等症状，但

相对于传统抗精神病类药物，改善患者的阳性或阴

性症状及精神分裂症的激越症状效果要明显［11，12］。

此次研究中两组患者经治疗后躁狂量表评分均

有明显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蒙特利尔认知功能均有一

定改善，较治疗前病情明显好转。在交替连线测试、

数字符号、数字广度、卡片分类测试方面比较，丙

戊酸钠联合齐拉西酮明显优于丙戊酸钠联合奥氮平

的治疗效果。这表明齐拉西酮对双相情感障碍 I 型患

者的认知功能的改善要优于奥氮平。这可能是因为

（1）齐拉西酮 5- 羟色胺 2A 的受体亲和力更高，在

低剂量时便可使患者的阴性症状得以改善，且认知

功能水平同阴性症状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2）前额

叶具有较高密度的多巴胺 D1 受体，并且是影响认知

功能的关键受体之一，然而齐拉西酮几乎没有多巴

胺 D1 受体的结合能力，因而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涉及

的影响也较小。（3）因齐拉西酮无 H1 受体的亲和力，

因而患者服用后的镇静效应较浅，且利于降低因药

物所形成的认知功能损伤效应。 两组患者个人和社

会功能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两组治疗前后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由此结果表明，齐拉西酮对双相

情感障碍 I 型患者的个人和社会功能改善要优于奥

氮平。

综上所述，丙戊酸钠合并齐拉西酮或奥氮平治

疗双相情感障碍 I 型患者均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认知

功能障碍，有利于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但齐拉西

酮改善效果要优于奥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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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HAMD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病例组治疗前后 IL-13、IL-4 水平与

HAMD 评分之间呈负相关（P<0.05）。作为一项初步

的临床研究，受限于科研经费等诸多因素本文选取

了三个抗炎性细胞因子作为研究对象，所得结论与

国内外大多数类似研究一致。对于与既往研究结论

有差异的部分，总结主要原因有：不同种族、地域的

差异以及所患抑郁症病程、疾病特征、药物代谢特

点的不同；研究过程中 HAMD 量表评定的偏倚，细

胞因子的实验室检测过程存在差异；本研究的样本量

偏小，检测资料收集的变数较大。关于细胞因子生

物学研究的检测分析，样本量大小对结果差异的影

响较大。因此，将来在更严格区分地域等影响因素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控制偏倚，尽量选取

更多的细胞因子作为研究对象势必会使研究结果更

具有说服力。

综上，抑郁症患者细胞因子 IL-13、IL-4 水平

较正常人群降低，经抗抑郁治疗后上述细胞因子水

平升高，提示 IL-13、IL-4 可能作为抑郁症发病的

一个客观指标并对于临床上抗抑郁药物疗效的评价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另外，在未来新型抗抑郁药物

的研发上，以抗炎性细胞因子作为先导或许能够为

优化抗抑郁治疗提供一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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