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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失调是神经系统常见症状，引起共济失调

的原因除遗传性共济失调，炎症，肿瘤、变性病等

神经系统疾病外，某些药物亦可导致共济失调的发

生，称药物引起的共济失调（Drug-induced ataxia，

DIA）。我院在应用丙戊酸钠缓释片治疗 1 例双相情

感障碍患者期间出现了 DIA，由于该不良反应临床

较为少见，故现报告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者李 XX，女，69 岁，退休工人，因“间断情

绪低落与情绪高涨发作 18 年，情绪低落、兴趣减退

加重 3 个月”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入天津市安定医院

治疗。患者于 2001 年 2 月初生气诱发亚急性起病，

表现失眠、自觉高兴不起来、总觉得委屈、自责、

常哭泣，什么事都不想做，悲观，自觉活着没有意思，

持续半年左右就诊于当地医院，考虑“抑郁障碍”，

服用药物（具体不详）数日后症状很快好转。至 2016
年上述症状间断发作数次，反复就诊，服用多种抗抑

郁药如“帕罗西汀、西酞普兰、瑞波西汀、文拉法辛、

度洛西汀”等，服药即好转，从未坚持治疗。2016 年

患者无明显及诱因出现兴奋、话多、内容夸大，自

觉能力强，脑子变聪明，脾气大易怒，睡眠需要减

少。持续时间数月，当时未予治疗。2018 年 2 月患

者再次出现情绪低、自觉高兴不起来、做什么事都

没有兴趣，常委屈、自责，认为自己是家人的拖累，

心烦、坐立不安，并有乏力、纳差等表现，体重下降，

到当地医院服用“阿米替林、劳拉西泮”等药物治疗，

效果一般。情绪持续难以改善，入院前 3 个月症状

加重，表现情绪低，无兴趣，自责、哭泣，夜眠差。

2019 年 1 月 22 日首次住我院，既往史、个人史、家

族史均无特殊。入院检查：生命体征平稳，未见明显

阳性体征。精神检查：意识清楚，定向力准，接触被

动，思维迟缓，负罪感，自觉是家人的拖累，情绪低

落，意志活动减退，自知力基本存在。血常规、肝

肾功能、甲状腺功能、头颅 CT、脑电图均正常。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得分 26 分，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得分 22 分。诊断“双相情感障碍 - 目

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入院后

延用院外“阿米替林 25mg tid、劳拉西泮 1mg qn”治

疗，加用丙戊酸钠缓释片 500mg qd、富马酸喹硫平

25mg qn 稳定心境治疗。患者情绪未见明显缓解，按

治疗计划于 1 月 25 日将丙戊酸钠缓释片增至 500mg 

q12h 治疗，同时将阿米替林减量至 25mg q12h。1 月

29 日左右患者表现为神志清楚，日间思睡明显。1 月

30 日左右家属代诉患者走路需家属搀扶，否则易跌

倒，为醉酒步态。睁眼、闭眼均站立不稳，不能自

主进食，手持餐具食物不能准确送入口中。查体：闭

目难立征阳性，坐位时身体摇摆，指鼻试验阳性。

考虑丙戊酸钠缓释片所致共济失调，查丙戊酸钠缓

释片血药浓度 69.91ug/mL，在正常范围。故将丙戊酸

钠缓释片减量至 500mg qd，以上症状有改善，但仍

存在醉酒步态，闭目难立，指鼻试验（-）。双侧额纹

对称存在，双侧鼻唇沟对称存在，伸舌居中。听力

正常。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深浅感觉未见明显异

常。双侧指鼻试验、轮替试验、跟膝胫试验基本稳

准。Romberg 征（闭目难立征）不能完成。故于 2 月

2 日将丙戊酸钠缓释片减量至 250mg qd，患者共济失

调症状于 2～4 天内逐渐减轻并消失。2 月 7 日左右患

者再次出现坐立不安，情绪不稳定的症状，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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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情绪将丙戊酸钠缓释片剂量增量至 250 mg q12h，

后患者情绪渐平稳，未再次出现共济失调症状。2 月

25 日患者病情平稳出院。

2　讨论

根据主要受影响的神经系统区域不同，共济失

调可分为三种亚型：小脑型、前庭型和感觉型。药物

引起的共济失调可能是由于这些系统单独或联合作

用导致的暂时或永久性功能障碍［1］。一般来说，DIA

通常在引入新药后的一天内或在剂量增加后发生［2］。

在本案例中，患者 DIA 发生在增加丙戊酸钠缓释片

服用剂量的 5 天后，其发生与丙戊酸钠缓释片的加

量有时间的相关性，且该不良反应符合该药药品说

明书记载的不良反应，予患者将丙戊酸钠缓释片减

量后共济失调症状减轻并消失，故考虑患者共济失

调症状的发作与口服丙戊酸钠缓释片存在关联性。

该患者同时服用喹硫平及阿米替林，但在患者发生

共济失调不良反应至该不良反应消退期间，患者喹

硫平及阿米替林口服剂量未做调整，故暂不考虑该

不良反应与以上两种药物相关。但在本例中，未对

患者进行相关检查以排除缺血性或出血性脑卒中、

感染的可能性，故尚不能完全排除以上可能。

Zádori 等学者在荷兰境内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发

现，在所有可引起共济失调的药物中，最常见的为

抗癫痫药物、苯二氮䓬类药物和抗肿瘤药物，该不

良反应通常是可逆的，但其具体的机制尚不明确［2］。

Cocito 等学者推测推测抗癫痫药物可能通过影响 Na+

通道，进而抑制谷氨酰胺、从而影响多巴胺能代谢

而引起运动功能障碍［3］。研究发现，丙戊酸钠缓释

片用于癫痫或心境障碍患者的治疗中，虽然单独使

用可导致共济失调的发生，但更常见于与其他药物

联合使用，尤其是与其他抗癫痫药物联合使用时，

究其原因，可能与二者联用导致其清除作用降低有

关［2］。该患者在治疗期间除服用丙戊酸钠缓释片外，

同时服用喹硫平及阿米替林，虽暂不考虑本次不良

反应事件的发生与该两种药物存在相关性，但尚不

能完全排除与多种药物间相互作用有关［2］，其具体

机制尚不明确［4］，但至少实际临床经验提示我们，

与几种中枢作用物质的联合治疗可能会使导致 DIA

的风险增加［5］。此外，由于患者年龄较大，似乎也

是更易诱发患者发生 DIA 的原因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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