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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综合征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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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恶性综合征是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一种少见而严重的不良反应，临床上以发热、肌张力

增高、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和精神状态改变为特征，如不能及时发现与治疗，死亡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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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综合征（neuroleptic malignant syndrome，

NMS）是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一种少见而严重的不

良反应，临床上以发热、肌张力增高、自主神经功

能紊乱和精神状态改变为特征，如不能及时发现与

治疗，死亡率较高。现将临床所见 1 例恶性综合征

治疗经过报告如下：

患者袁 XX，女性，54 岁，有精神异常 34 年，

以往主要表现为无故哭泣、自言自语、猜疑丈夫有

外遇、言行紊乱，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本次因

“自语、眠差、呆滞”于 2015 年 1 月 5 日第 12 次住

当地精神卫生中心。

患者入院初期表现为眠差、大声喊叫、自言自

语并有冲动行为，后转为缄默、呆滞。根据以往治

疗经验，选用氯氮平合并舒必利治疗，最大日剂量

为氯氮平 400mg、舒必利 0.6。治疗过程中，患者出

现拒食及尿潴留，予鼻饲及留置导尿。1 月 12 日起

患者逐渐出现嗜睡、心率增快、大汗淋漓、时有喃

喃自语及紧张症状群。1 月 19 日起出现发热（体温

38.6℃左右），查血常规，白细胞总数在正常范围，

中性粒细胞比率较正常范围偏高 1.8％，给予抗炎支

持治疗，每日补液量为 1500ml。期间数次调整精神

科药物，氯氮平剂量 200~400mg/d，舒必利 0.6~1.0/

d，并加用丙戊酸钠 0.6/d。2 月 9 日，患者症状未见

明显改善，遂来我院治疗。

患者入院时处于缄默状态，数问不答，出汗多。

体检发现四肢肌张力高，有震颤，测体温 37.9℃，

血压 130/70mmHg，心率 110 次 / 分，律齐。查血常

规，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比率均在正常范围，

肌酸激酶（CK）57U/L。入院后考虑为 NMS，逐渐

停用原治疗药物，增加补液量至 3000ml/d，并给予

MECT 治疗。入院 1 周内行 MECT 治疗 3 次，患者

血压波动于 130/70~155/90mmHg 之间，心率波动于

85~112 次 / 分之间，体温由 37.9℃下降至 36.9℃。

2 月 15 日起患者出现兴奋吵闹，有模仿言语、主动

违拗、大量出汗。查体：36.9℃，血压 130/85mmHg，

心率 100 次 / 分，四肢肌张力高，震颤。鉴于患者精

神症状明显，在原有补液及 MECT 治疗基础上，给

予利培酮口服液 1ml/d。2 天后患者心率下降至 80
次 / 分，血压稳定在 120/80mmHg，无发热，出汗明

显减少，仍有自言自语、兴奋吵闹、模仿言语及违

拗。2 月 21 日查 CK 247U/L，后逐渐升高达 891U/L，

3 月 3 日 CK 降至正常。此时，患者利培酮已加量至

3ml/d，兴奋吵闹及违拗症状逐渐消失，病情稳定。

3 月 30 日起患者病情反复，逐渐出现眠差、兴

奋、言语增多，且症状逐渐加重。4 月 1 日将利

培酮加量至 6ml/d。4 月 2 日起患者再次出现缄默、

违拗，四肢肌张力增高，此时无明显出汗，血压

130/80mmHg，心率 68 次 / 分，考虑为 NMS 复发，

逐渐停用利培酮，予补液支持及劳拉治疗。因患者

精神症状始终无法控制，4 月 13 日起加用氯丙嗪

25mg/d 合并 MECT 治疗。4 月 22 日起患者逐渐出现

言语多、无故哭泣和痴笑、情感反应不协调，继续

加大氯丙嗪剂量。至 4 月 30 日患者精神症状逐渐缓

解，此时氯丙嗪剂量已达 200mg/d，期间行 MECT 治

疗 6 次，后患者病情未再反复，于 5 月 8 日好转出

院。随访 1 年余，患者病情未再反复。

一　文献复习

有关 NMS 的发生率，各家报道差异较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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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不等［1］。一般认为几乎所有的抗精神病

药物，包括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均可引起 NMS，且

联合用药更易导致 NMS。

目前认为 NMS 发生的可能机制是：抗精神病药

物阻断中枢多巴胺受体，使乙酰胆碱功能相对占优

势，产生锥体外系症状；同时，药物阻断外周肾上

腺能受体和胆碱能受体，出现血压波动、心动过速、

尿失禁等自主神经系统症状；药物作用于下丘脑体温

调节中枢，使其功能紊乱，导致体温升高［2］。

DSM-5 有关 NMS 的诊断要点［3］：①在症状发生

前 72 小时内使用过多巴胺受体拮抗剂；②体温过高

（至少两次口腔测量＞ 38.0℃），伴大量出汗；③广

泛的肌肉僵直，严重时被描述为“铅管样”，可能与

其他神经性症状相关（例如，震颤、流涎、运动不能、

肌张力障碍、牙关紧闭、肌阵挛、构音障碍、吞咽

困难、横纹肌溶解症）；④常常可见肌酸激酶至少是

正常上限的 4 倍；⑤谵妄或从木僵到昏迷的意识改

变；⑥自主神经的激活和失稳，表现为心动过速、出

汗、血压升高或波动、尿失禁和面色苍白、呼吸急

促。

二　NMS的治疗原则

一旦 NMS 诊断明确，必须停用致病药物，给予

支持对症治疗，加强对心、肺、肾的保护。经上述

治疗无效的患者可考虑给予苯二氮艹
卓类药物、多巴

胺受体激动剂（溴隐亭、金刚烷胺）或肌肉松弛剂

（硝苯呋海因）治疗。文献报道，对支持治疗、药物

治疗无效的 NMS 患者可采用无抽搐电休克（MECT）

治疗，尤其对临床表现与紧张型精神分裂症难以

鉴别［4］或者伴有抑郁、紧张症状群［5］或者反复发生

NMS 者［6］，MECT 是一种不错的治疗选择。综合文献

报道，MECT 治疗 NMS 总体安全有效，部分患者可

出现心率不齐［5，7］，一般起效时间 6 天左右［8］。

三　治疗体会

该患者总病程 34 年，期间先后 12 次住院，诊

断均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精神障碍疗效欠佳。本

次住当地医院治疗，调整药物期间出现嗜睡、紧张

症状群、发热、大汗淋漓、心率增快，查血常规基

本正常范围，感染所致体温升高依据不足，且患者

发热时大汗淋漓，大量出汗后体温并未下降。转来

我院后 CK 一过性升高，诊断考虑抗精神病药物所致

NMS 应无疑义。回顾整个治疗过程，该患者 NMS 症

状稍有控制后即出现明显精神症状，给临床治疗带

来困难。且患者 3 月初精神症状基本控制后病情出

现反复，加大抗精神病药物剂量后再次出现 NMS 症

状，治疗颇有难度。

从患者 2 次出现 NMS 来看，第二次临床表现

不典型，经及时处理，症状控制较快。文献报道，

MECT 可用于治疗 NMS，本例患者在支持治疗、药

物治疗基础上采用了 MECT 治疗，从临床疗效来看，

抗精神病药物合并 MECT 治疗能较好控制 NMS 患者

的精神症状、锥体外系症状及自主神经症状，未见

明显不良反应。

一般认为 CK 升高与 NMS 症状严重程度相关，

但也有学者认为 CK 升高可能是 NMS 发生的一个危

险因素［9］。本例患者首次 NMS 发生时 CK 并未升高，

而 NMS 症状趋向缓解时 CK 却逐渐升高，CK 恢复正

常 1 个月后，抗精神病药物加量时，患者再次出现

NMS 症状，似乎更支持 CK 升高可能是 NMS 发生的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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