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1146 -

◎

病
例
报
道◎

 C
ase report

喹硫平致不宁腿综合征 1例报告

闫冬梅 、 裴树景

【摘要】不宁腿综合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感觉运动障碍性疾病，

以下肢深部不适感及活动患肢的欲望为特征。抗精神病药物被报道可导致不宁腿综合征的发生，但

目前机制不明。本文就 1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喹硫平和碳酸锂缓释片联合治疗中出现的 RLS 进行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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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介绍

患者，男，42 岁，已婚，农民，主因“情感高

涨与低落交替发作 27 年，易激惹，夸大 1 月余”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入住我院治疗。

患者于 1991 年无明显诱因出现话语减少，不愿

出门，不想去上学，觉得高兴不起来，整日呆在家

中。当时家人未予重视，2 月后突然出现话语增多，

兴奋，有时外出乱跑，吹牛，说自己会功夫，爱管

闲事，经常与人发生冲突，当时家人带其第 1 次住

入我院，诊断为 " 情感性精神病 "，具体用药不详，

住院 1 月后病情好转出院。出院后未能坚持服药，

病情反复波动，分别于 2001 年 4 月、2004 年 4 月、

2016 年 1 月住我院治疗，诊断分别为“反复发作躁

狂症”、“反复发作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均给

予“氯氮平片”、“碳酸锂片”治疗（氯氮平片最大剂

量达 200mg/ 日，碳酸锂最大剂量达 1.0g/ 日），经治

疗后患者基本能达到病前水平。2018 年 8 月初病情

反复，表现话多，和认识的人说以前的往事、受到

过的委屈，外出乱跑，易激惹，话多，吹牛，说大

话，认为自己文武双全，比 " 成吉思汗 " 强，能治理

国家，有统一国家的能力。为求进一步诊治，入住

我院治疗。

既往史及个人史无特殊。家族史阳性，其父亲

有精神异常史。

体格检查：未见异常。

辅助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电

解质、甲功三项、脑电地形图未见异常。心电图结

果：窦性心动过缓，心率 59 次 / 分，大致正常心电

图。贝克躁狂量表（BRMS）评分：17 分。

精神检查：意识清晰，定向力完整，接触主动，

交谈合作，侃侃而谈，自我评价高，有夸大观念，

情感高涨，易激惹，病理征意志活动增强，无自知力。

入院诊断：根据 ICD-10 诊断标准可诊断为双相

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

诊疗经过：入院当日给予碳酸锂片（湖南千金湘

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0.25g 3 次 / 日、喹硫平片（苏

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0.1g/ 晚口服治疗。9 月 19 日

将碳酸锂调至 1.0g/ 日，喹硫平调至 0.2g/ 日。9 月

21 日将喹硫平调至 0.3g/ 日，因早醒给予奥沙西泮

片（北京益民药业有限公司）15mg/ 晚口服。期间中

秋休息，未调药。9 月 25 日将碳酸锂调至 1.25g/ 日，

将喹硫平调至 0.4g/ 日。患者病情控制平稳，睡眠好。

10 月 8 日将奥沙西泮片停服，当晚患者感双下肢不

适，有麻木、刺痛感及无法描述的不适感，不能入

睡，下床走走后方能缓解，连续几日夜晚都有此种

不适，白天无此症状。于 10 月 12 日遂将喹硫平减

为 0.3g/ 日，患者略感减轻。10 月 14 日继续减量，

减为 0.2g/ 日，上述不适感明显好转。10 月 16 日停

用喹硫平，换为阿立哌唑口崩片（成都康弘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10mg/ 日治疗。更换药物后患者病

情平稳，未再出现腿部不适表现。患者否认既往出

现类似情况。

2　讨论

不宁腿综合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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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常见的神经系统感觉运动障碍性疾病，以下肢深

部不适感及活动患肢的欲望为特征，下肢深部不适

感常描述为虫爬行感、烧灼感、蠕动感、撕裂感或

疼痛，在休息或夜间时发生或加重，运动后减轻。

RLS 症状不同于静坐不能，此患者的腿部不适出现

在夜晚，且活动后有所缓解，而静坐不能多有内心

的不安，多发生在白天。RLS 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

性两种，前者原因不明，往往具有家族史，后者可

见于尿毒症、缺铁性贫血、肾脏疾病、风湿性疾病、

糖尿病、帕金森病及多发性硬化等疾病，及药源性

作用［1］。

目前引起 RLS 的原因不明，最早报道可能与多

巴胺阻滞有关，但近年来被考虑与 5- 羟色胺功能失

调有关，到底是 5- 羟色胺功能失调导致还是二者

共同作用的结果还不明确［2，3］。国外有数篇关于喹

硫平在情感障碍患者治疗时出现 RLS 的报道，并指

出喹硫平的使用可提升情感障碍患者出现 RLS 的风

险，其中 2 篇是单用喹硫平时出现的［4-7］，国内目前

尚未见报道。目前喹硫平引起 RLS 的机制不明，有

如下推测：与多巴胺功能低下有关；喹硫平 D2 受体

亲和力低，但在短时间内有足够的 D2 受体占有率

（58％-64％），可能与 RLS 的发生有关［8］；喹硫平

5-HT 拮抗作用较强，能增强 5-HT 介导的多巴胺能

神经传递抑制作用；喹硫平与 H1 受体亲和力高，其

抗组胺作用被考虑与 RLS 发生有关［3，9］。本例患者

既往体健，无类似发作史，患者双下肢不适在停用

奥沙西泮片当晚出现，后连续四日夜间均有腿部不

适表现，符合 RLS 临床表现，当时考虑此表现与服

用喹硫平有关，故将喹硫平减量，随着剂量的减少

症状有所好转，停用后症状即消失。可见，RLS 的

发生与喹硫平剂量有关，与既往报道相符［6］。据报

道抗精神病药物阿立哌唑可改善 RLS，与其为多巴

胺 D2 受体的部分激动剂有关［10］，故在本病例中换

为阿立哌唑口崩片 10mg/ 日治疗，后患者病情平稳，

未再出现腿部不适表现。本个案提醒临床医生在使

用喹硫平过程中遇到此类表现时要考虑到 RLS 可能，

可通过减少剂量或换药的办法以缓解症状或考虑奥

沙西泮片对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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