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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所致过敏性水肿 1例

顾春红 1 、 王继军 2 、 薛　雪 1

【摘要】目的　探讨了 1 例抑郁症患者使用舍曲林抗抑郁治疗后出现双下肢及颜面部水肿。

结果　经进一步排查及调整药物治疗后，考虑该患者水肿系由服用舍曲林所导致的药物过敏性水肿。

结论　抗抑郁药引起的过敏较少见，但作为临床医生时刻要保持警惕，治疗过程中积极关注不良反

应，尤其是罕见不良反应，以确保用药安全，以免发生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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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病例简介

患者，女性，64 岁，本次因“情绪低落、乏力

懒动伴消极言语 2 月，总病程 20 年。”首次来本院门

诊求治。患者既往体健，无明显慢性疾病。患者 20
年来有过 3 次“抑郁发作”病史，曾在精神病专科医

院就诊，服用过“帕罗西汀、黛力新”等药物后好转

即停药，平时不服药，生活如常人。2 月前因腰椎盘

突出导致腰痛不适而卧床休养，之后逐渐出现情绪

低落，整日落泪，唉声叹气，躺于床上不愿起来，不

干家务，也不愿料理个人卫生。称自己没用，干不动

活，拖累家人了，是个“活死人”。进食差，体重明

显减轻，睡眠欠佳。有时有消极言语，称活着没意

思，腰痛也看不好了，不如死了算了，未见自杀行为。

HAMD 抑郁量表评分：38 分，根据病史及精神检查，

依据 ICD-10 的诊断标准，诊断为：复发性抑郁，不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予舍曲林（申安）50mg/ 日起抗

抑郁治疗，服用一周加至 100mg/ 日，患者两周后来

复诊（100mg/ 日），患者情绪有所改善，乏力及动力

好转，自责无望感减轻。但服用 1 周左右逐渐出现双

下肢凹陷性水肿，以足背及踝部明显，自感麻木肿

胀，略感瘙痒不适。予心电图及尿常规检查无异常，

当时考虑因卧床时间较长，活动少有关，建议多按

摩多活动，予小剂量安体舒通（螺内酯）20mg/ 日利

尿消肿治疗。但一周后复诊下肢水肿无改善，并有

加重趋势，且出现颜面部及口唇部的水肿，瘙痒感

有所加重，建议致综合医院进一步排查。综合医院

予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甲状腺激素、心

电图、心超、下肢血管超声等检查，均未发现异常。

故排除心源性、肝源性、肾源性水肿，排除低蛋白、

甲状腺功能减退、静脉炎、静脉曲张等疾病。遂考

虑与服用药物有关，即将舍曲林停用，换用西酞普

兰抗抑郁治疗，予抗组织胺药物氯雷他定及泼尼松

抗过敏治疗，约 5 天后患者双下肢及口唇肿胀开始消

退，2 周后肿胀及瘙痒感完全消退，恢复正常。之后

随访中服用西酞普兰治疗未再出现水肿及瘙痒情况，

故考虑该患者水肿系由服用舍曲林所致。

二　讨论

舍曲林是一种常见的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s），阻断 5- 羟色胺的再摄取，对去甲肾上腺

素和多巴胺仅有微弱影响。主要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疗效确切，同时也可用于治疗强迫症。

舍曲林的常见不良反应有厌食、恶心、腹泻、

便秘、口干、头痛、头晕、失眠、震颤、多汗、性

欲下降等，极少出现过敏、颜面及下肢水肿等表现。

有文献总结了 SSRIs 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现舍曲林

主要的不良反应为胃肠道反应。另外，舍曲林的锥

体外系不良反应特别是静坐不能也比较常见［1］。吴

玲玲等［2］、王希等［3］曾各报道过 1 例服用舍曲林出现

全身皮疹的过敏反应案例。

该患者既往体健，不属于过敏体质，既往无药

物过敏史。在服用舍曲林一周后逐渐出现双下肢及

颜面水肿伴轻度瘙痒感，停药后水肿逐渐消退。治

疗过程中患者未服用其他药物，经综合医院的检查，

排除心源性、肝源性、肾源性水肿，排除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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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减退、静脉炎、静脉曲张等疾病，考虑

与服用舍曲林有关，故为药源性水肿。

药源性水肿是指临床上应用某些药物而引起的

体液平衡紊乱，体液潴留于组织间隙而出现全身或

局部肿胀。药源性水肿的机理主要有：①变态反应；

②某些药物作用于肾小管远端，加强了水、钠的重

吸收；③少数药物引起肾功能的损害［4］。故因此分析

该患者水肿的原因：因患者电解质、肝肾功能、蛋白、

甲状腺激素等指标均正常，故目前第二、第三项原

因可能性不大，考虑该患者水肿的原因是药物过敏

所致可能较大，在过敏原的刺激下效应 B 细胞释放

出组织胺等物质引起毛细血管扩张，使血管壁通透

性增强，液体渗透到组织间隙导致水肿发生。

既往发现的舍曲林过敏案例以全身皮疹为主，无

明显水肿表现。该病例中患者的水肿发展较慢，故开

始未引起临床足够重视，未积极处置，直至出现颜面

口唇水肿，才进一步考虑到药物所致过敏可能而停

药，并换药及积极抗过敏治疗，随访水肿未再发生。

三　启示

平时在临床中，抗抑郁药物引起的过敏较少见，

容易引起临床医生忽视。但该案例警示广大医务人

员，药源性水肿需严密关注。所幸该患者水肿发展

缓慢，得到了及时的处理。如发展较快，出现严重

的过敏反应如过敏性休克、急性喉头水肿等，则可

能危及生命。作为临床医生，时刻要保持警惕，对

于一些常用药，在治疗过程中仍积极关注其不良反

应，尤其是罕见不良反应更应值得重视。用药前特

别要询问过敏史，积极观察用药过程中的反应，一

旦出现过敏反应，应立即停药，及时对症治疗，确

保患者的用药安全，以免发生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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