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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硫平联合拉莫三嗪对躁狂发作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韩　毅 、 左津淮 、 安旭光 、 刘　远

【摘要】目的　观察喹硫平联合拉莫三嗪治疗躁狂发作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 2015

年 11 月 ~2018 年 1 月 60 例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躁狂发作患者随机原则将分为观察组（30 例）与对照

组（30 例），分别给予喹硫平联合拉莫三嗪治疗与单纯喹硫平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躁狂评分

（BRMS）、临床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BRMS 评分

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93.3％，高于对照组的 70.0％（P< 0.05）；观

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 0.05）；观察组的喹硫平用量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喹硫平联合拉莫三嗪能够改善躁狂发作患者的症状，减少喹硫平用量，不增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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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 in mania patients 
　　HAN Yi，ZUO Jinhuai，AN Xuguang，et al. 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 in mania pa-

tient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ma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5 to January 2018 were includ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30 cases）and control group（30 cases）.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while control group were quetiapine alone. The mania 

score（BRMS），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BRM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3％，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70.0％）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on the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P>0.05）. The dos-

age of quetiapi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 can improve the manic state of patients without increasing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 Mania；Combination therapy；BRMS score；Adverse reactions

双相情感障碍是常见精神疾病，发病率和复发

率都很高，诊断和治疗难度较大，躁狂发作时患者

情绪高涨，活动增多，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1-3］。

心境稳定剂是治疗躁狂的首选，第二代抗精神病药

物如喹硫平和新型抗抽搐药物拉莫三嗪在双相情感

障碍中也有所应用，本研究探讨这两种药物联合治

疗躁狂发作的效果和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我院收集 2015 年 11 月 ~2018 年 1 月 60 例双

相情感障碍患者病例资料，随机数字表法实施分组，

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0 例。观察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18~62 岁，平均年龄为（34.61±1.62）岁，

病程 1~7 年，平均病程为（3.21±1.55）年；对照组：

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为 19~64 岁，平均年龄为

（34.59±1.57）岁，病程为 1~8 年，平均病程为（3.13
±1.24）年。纳入标准：（1）患者接受临床诊断及检

查，证实为双相情感障碍，与国际临床诊断标准相

符［4］；（2）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并经过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认可，所有研究对象均为自愿参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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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肝肾功能疾病及

确诊为重要脏器疾病者；（2）伴随严重器官功能障

碍患者；（3）其他因素引起的精神障碍疾病患者；

（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5）存在研究药物过敏

史及过敏体质患者。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均予以统计学分析，证实两组间

差异较小（P>0.05），具有可比性，可予以比较分析。

1.2　方法

对 照 组 ：给 予 单 纯 喹 硫 平 （ 国 药 准 字

H20030742）口服治疗，初始剂量以 50mg/d 为宜，

治疗第 2d 药物剂量增加至 100mg/d，第 3d 增加至

200mg/d，治疗第 4d 药物剂量以 300mg/d 为宜。需

要注意的是每日药物增加剂量不得超过 200mg。之

后可依据患者病情及实际情况调整药物剂量。针对

耐受性较好患者可将药物剂量增至 150~750mg/d。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拉莫三嗪（国药准

字 H20050596）治疗，起始剂量为 25mgqd，2 周后

50lmgqd，最高 200~400mg/d，分两次口服。两组患

者均给予为期 2 个月治疗。

1.3　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躁狂评分（BRMS），按

照国际疗效标准对患者治疗效果予以评估，并随访、

记录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BRMS 评分包括 11 个

项目，采用 5 级评分法，>22 分表示患者存在严重狂

躁，0~5 分表示无明显症状［5～6］。疗效评估标准：显

效：经过治疗，患者躁狂评分降低 70％以上，临床

症状显示；有效：躁狂评分降低 50％以上，症状有所

缓解；无效：经过治疗患者症状无变化，甚至存在加

重倾向。总有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7］。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有数据均在 SPPSS22.0 统计学处理软件上

进行，所有计数资料采用％予以表示，组间差异比较

采用 χ2 值予以检验，用（x±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

差异性用 t 检验。以 0.05 作为结果判定界限，P<0.05
可判断组间比较具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 BRMS 评分

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BRMS 评分得到不同程度改

善，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患者 BRMS 评分在治疗前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 BRMS 评分显著改善，优

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BRMS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0 25.73±4.31 8.52±2.35

对照组 30 25.79±4.33 13.41±2.34

t /  0.197  13.494

P /  >0.05 <0.05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疗效评估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

率达到 93.3％（28/30），与对照组的 70.0％（21/30）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0 22（73.3） 6（20.0） 2（6.7） 28（93.3）

对照组 30 16（53.3） 5（16.7） 9（30.0） 21（70.0）

χ2 / / / /  10.264

P / /  / / <0.05

2.3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比较

对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予以观察随访，

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中有 1 例出现头晕，1 例出现食

欲减退，1 例出现便秘，占 10.0％（3/30），与对照组

的 13.3％（4/3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3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头晕 嗜睡 便秘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30 1（3.3） 1（3.3） 1（3.3） 3（10.0）

对照组 30 2（6.7） 1（3.3） 1（3.3） 4（13.3）

χ2 / / / /  1.208

P / /  / / >0.05

2.4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喹硫平平均用量比较

观察组患者喹硫平平均用量为（315.26±23.14）
mg/d，显著低于对照组的（557.28±22.16）mg/d，两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 4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喹硫平平均用量比

较（x±s）
组别 例数 喹硫平平均用量（mg/d）

观察组 30 315.26±23.14

对照组 30 557.28±22.16

χ2 / 13.927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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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双相情感障碍是临床常见精神疾病，发病机制

尚未完全明了，目前认为和单胺能神经递质系统、

神经元损伤、免疫反应等相关［8］。双相障碍是既有

抑郁发作，又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

躁狂症状表现为情绪高涨或易激怒，无明显现实基

础的“幸福感”“愉悦感”以及“陶醉感”，精力充沛，

睡眠需要减少，话多，活动增多等，严重影响患者

的社会功能［9］。

喹硫平是被 FDA 批准为用于治疗双相情感障碍

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能够控制躁狂症状［10］。拉

莫三嗪是一种电压敏感型钠离子通道拮抗剂，精神

科常用于双相障碍急性期及维持期的治疗。相比于

其他心境稳定剂，拉莫三嗪的耐受性更好，且针对

双相障碍的抑郁相效果较好。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躁狂评分明显降

低，说明喹硫平单药或联用均可以有效的治疗躁狂

发作，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降低的更明显，且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这个结果

说明喹硫平联合拉莫三嗪控制躁狂的作用更明显。

联合用药也没有增加不良反应，这可能和联合用药

组喹硫平剂量较低有关。

综上所述，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给予喹硫平联

合拉莫三嗪治疗，有利于患者躁狂症状的改善，安

全性较好。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较短，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讨联合用药的长期疗效和不

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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