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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联合心境稳定剂治疗双相障碍Ⅰ型躁狂或混合发作的疗效分析

万雅洁 1，� 、 刘　莎 1，� 、  曹　德 2 、 吴建杰 � 、 田　峰 4 、 王　宇 � 、 王彦芳 1 、 徐　勇 1，�

【摘要】目的　探讨齐拉西酮联合心境稳定剂治疗双相情感障碍Ⅰ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的临

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 201� 年 11 月～2018 年 � 月期间住院治疗的 1�4 例双相情感障碍Ⅰ型

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的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试验组与对照组，试验组给予齐拉西酮联

合碳酸锂或丙戊酸钠治疗，对照组给予单一的碳酸锂或丙戊酸钠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2、4、8 周的杨氏躁狂量表（Young mania rating scale，YMRS）评分、临床疗效及用药安全性情况。

结果　YMRS 分数的组别 × 时间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F= 0.�4�，P= 0.��2）；治疗 2 周、4 周、

8 周，试验组的 YMRS 减分率高于对照组（F= 1�.20�，P= 0.02�）；随着试验组治疗时间的增加，患

者的 YMRS 减分率逐渐升高（F= 24�.�8�，P< 0.001）。两组间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vs 
�1.�8％，χ2=1.�2，P< 0.0�）。两组间痊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81.2�％ vs �0.��％，χ2=2.�0，

P< 0.0�）。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各代谢指标均无临床意义，虽未发生严重的药物副作用，但两组间的

药物副作用仍有差异（χ2=4.8��，P< 0.0�），试验组的副作用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结论　较单一使用

心境稳定剂而言，齐拉西酮合并碳酸锂或丙戊酸钠治疗双相情感障碍Ⅰ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的临

床疗效确切，且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更低。

【关键词】 齐拉西酮；心境稳定剂；急性躁狂发作；混合发作；双相情感障碍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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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rasidone combined mood stabilizers in the treatment of bipolar disorder type Ⅰ acute manic or mixed 
episode of curative effect analysis　　 WAN Yajie，LIU Sha，CAO De，et al.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Taiyuan 03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ziprasidone combined mood stabilizer treatment of bipolar disorder type Ⅰ

acute manic or mixed episode of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Methods　In November 2017 to June 2018，154 cases 

hospitalized during the period of bipolar disorder type Ⅰ acute manic or mixed episode hospitalized pati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xperimental group give ziprasidone 

combined carbonic acid lithium or valproate treatment，control group given single carbonic acid lithium or valproate 

treatment. The scores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young's mania scale（YMRS）before treatment and 2，4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o observ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The group×

time interaction of YMRS scor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F=0.947，P<0.392）. After treatment for 2 weeks，

4 weeks and 8 weeks，the score reduction rate of YM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F=16.209，P=0.027）. With the increase of treatment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 score reduction 

rate of YMRS gradually increased（F=245.385，P<0.001）. The difference in effective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91.67％ vs 91.38％，χ2=1.62，P<0.05）. The difference of recovery rate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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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慢性、严重的精神疾病，

其特征是情绪的极端变化，从兴高采烈和欣快感的

情绪高涨到悲伤和绝望感的抑郁，故情感症状对双

相情感障碍患者来说影响巨大［1，2］。目前，对于双

相情感障碍的治疗，除心境稳定剂之外，临床上应

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所占比重日益增加［3］。基于

药物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不尽相同［4］，所以一些非典

型抗精神病药物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

样的不良反应，如锥体外系副反应［5］或代谢异常事

件等［6］。由于双相情感障碍也需要较长时间的维持

治疗，故副作用轻和良好的耐受性就显得特别重

要［7］，齐拉西酮是多巴胺 D2 受体和 5- 羟色胺 2A

（5HT2A）拮抗剂，广泛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8］。为

探讨齐拉西酮联合心境稳定剂治疗双相情感障碍Ⅰ

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此次

研究选择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154
例双相情感障碍Ⅰ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的住院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在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154 例双相情感障碍Ⅰ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的住院

患者作为研究主体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纳

入排除标准见表 1。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81.25％ vs 70.69％，χ2=2.30，P<0.05）. Althoug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have serious drug side effects，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drug side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χ2=4.839，P<0.05），and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use of mood stabilizers，ziprasidone combined carbonic acid 

lithium or valproate in the treatment of bipolar disorder type Ⅰ acute manic or mixed episode of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lower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Ziprasidone；Mood stabilizer；Acute manic episodes；Mixed episodes；Bipolar disorder Ⅰ type

表1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排除标准

1 符合ICD-10中关于双相情感障碍Ⅰ型急性躁

狂或混合发作诊断标准的住院病人；

当前或既往符合ICD-10的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病性障碍（包括分裂样障碍、

分裂情感性障碍、妄想性障碍、短暂精神病性障碍、感应性精神病性障碍、一般

内科病所致的精神病性障碍、物质所致的精神病性障碍、归于他处的精神病性

障碍）、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或计划妊娠者

2 年龄18-65岁 有严重心律失常或猝死的家族史，已在使用有可能使QT间期延长的药物，QTc

间期≥450msec，具有临床意义的ECG异常

3 体重指数（BMI）≥28的肥胖患者 血清K+或Mg2+值超出正常范围

4 病程≤3年 患有下列疾病：癫痫、心肌梗塞、不稳定性心绞痛、充血性心衰、严重肝硬化、急

慢性肾功能衰竭、严重糖尿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其他严重神经系统、心、肝、肾、

内分泌、血液系统等躯体疾病或可能干扰试验评估的疾病、窄脚型青光眼

5 YMRS评分≥22分 入选前两周内使用过抗精神病药长效制剂者

6 研究者评估能够依从访视计划、治疗计划、实

验室检查和遵从其他研究程序者

患有或曾患有药源性恶性症候群、严重EPS、明显的迟发性运动障碍者

7 获得受试者或其家属、监护人、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并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自愿加入研究

最近30天内曾参加过其他药物临床试验者

两组均使用碳酸锂或丙戊酸钠进行治疗，应

用 碳 酸 锂 的 起 始 剂 量 为 5 0 0 m g / d ， 剂 量 范 围

900～1500mg/d，如在治疗过程中发现无法耐受

不良反应则酌情减量，同时监测血锂浓度以维持

0.6～1.2mmol/L 水平；应用丙戊酸钠的起始剂量为

250mg/d，剂量范围 250～2400mg/d。试验组在此基

础上加用齐拉西酮（国药准字 H20061142，规格 20 

mg），起始剂量为 20mg/d，剂量范围 120～160mg/d，

平均（86.67±15.11）mg/d。在治疗期间，嘱患者禁

止服用其他的心境稳定剂和抗精神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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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以上一般资料比较 P>0.05，故认为一般

资料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症状改善

因本研究数据不满足球性检验（P<0.05），故采用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判断不同的治疗方式随时间

变化对患者 YMRS 评分的影响。组别 × 时间的交互作

用无统计学意义（F=0.947，P=0.392）；齐拉西酮联合

心境稳定剂患者的 YMRS 评分主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F=16.209，P=0.027）。时间因素对双相情感障碍Ⅰ

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患者的 YMRS 评分具有统计学

意义（F=245.385，P<0.001），见表 3和图 1。

2.�　有效率和痊愈率

本研究使用有效率和痊愈率来比较两组的临床

疗效差异，结果见表 4。

试验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和痊愈率均优于对

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3　治疗前后两组的YMRS分数评定结果比较（x±s）

变量 试验组（n=96） 对照组（n=58）

基线 24.1±9.1 25.1±8.7

治疗2周 16.0±7.0 16.3±7.8

治疗4周 8.7±6.3 11.0±7.4

治疗8周 3.9±4.2a 4.2±3.5a

F组间=16.209 P值=0.027*

F时间=245.385 P值＜0.001*

F时间×组间=0.947 P值=0.392

注：*代表经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该主效分组组间差

异统计学意义，P<0.05。

a代表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时间主效应有统计学意

义，与基线相比，经两两比较，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安全性与不良反应

2.4.1　安全性评估　本研究使用体重、血糖、

血肌酐、甘油三酯、胆固醇和 LDL 来评估两组治疗

本研究主要从三方面评价两组患者疗效：

首先对于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按照杨氏躁狂量

表（YMRS）进行判定，分别记录治疗前、治疗 2、

4、8 周的量表得分。其中 YMRS 减分率计算公式为：

（治疗前值 - 随访值）/ 治疗前值 ×100％，大于或

等于 50％为有效，＜ 6 分为痊愈。

其次使用副反应量表（Udvalg  for  Kl in iske 

Undersogelser，UKU），体重、血糖、血肌酐、甘

油三酯、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 i t y 

Lipoprotein，LDL）评定患者治疗后的安全性。并分

别在患者初入组和治疗第 2、4、8 周末进行心电图

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生化常规检查。

最后通过观察并记录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

是否出现嗜睡、注意力不集中、静坐不能、心悸、

恶心等状况，判断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状况。

1.2　方法 

本研究的全部数据使用 SPSS 22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经过正态性检验计量资料均服从正态分布，

故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进行统计描述，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推断，对于其中不满足球性检验的重

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并对其中存

在差异的组进行两两比较；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以频数（百分比）表示；设定α=0.05，当 P<α则判

定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将 154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试验

组 96 例；男 40 例，女 56 例。对照组 58 例；男 27 例，

女 31 例。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上述资料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试验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变量 试验组（n=96） 对照组（n=58） 统计量（t/χ2） P值

性别（男） 40（41.7） 27（46.6） 3.325 0.089

年龄（岁） 35.2±12.0 38.9±12.2 t =4.781 0.058

病程（年） 12.0±17.5 11.0±16.5 t =4.087 0.066

服用碳酸锂例数（％） 18（66.7） 9（33.4） 0.012 0.576

服用丙戊酸钠例数（％） 78（61.4） 49（38.6） 0.012 0.576

基线期碳酸锂的剂量（mg/d） 719.2±252.6 905.6±121.2 t =2.437 0.113

基线期丙戊酸钠的剂量（mg/d） 898.85±260.47 779.0±243.98 t =1.867 0.172

注：“性别（男）”代表两组中的性别分布，其中表中仅给出男性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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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析的方法，判断不同的治疗方案随时间变化对

患者体重的影响。组别 × 时间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

意义（F ＝ 1.726，Ｐ =0.164）；组内效应显示试验组

和对照组均有所增加（F ＝ 5.976，P ＝ 0.003），试

验组（64.2±9.7Kg）的平均增重低于对照组（68.2±

12.1Kg）；在整个 8 周的研究中，两组之间没有差异（F

＝ 2.975，P=0.087）。其中组内效应虽有统计学意义，

但数值变化均在正常值范围内，无临床意义，见表 5。 
表5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体重变化

体重（Kg） 试验组（n=96） 对照组（n=58）

基线 63.5±10.5 66.1±12.1

治疗2周 63.9±10.1 66.0±11.6

治疗4周 63.9±9.9 67.1±11.7

治疗8周 64.2±9.7 68.2±12.1

F组间=2.975 P组间=0.087

F时间=5.976 P时间=0.003*

F时间×组间=1.726 P时间×组间=0.164

注：*代表经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差异统计学意义，

P<0.05。

在血糖、血肌酐、甘油三酯、胆固醇和 LDL 水

平变化方面，试验组在终点的 LDL 水平高于对照组，

且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346，P=0.020），

但数值变化在正常值范围内，无临床意义。其余代

谢指标组间均无差异（P>0.05），见表 6。
表6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血糖、血肌酐、甘油三酯、胆固醇

和LDL变化

项目 试验组（n=96）对照组（n=58） t P

葡萄糖（mmol/L）

　　基线 5.1±0.7 5.1±0.9 0.066 0.947

　　治疗8周 5.1±0.6 5.0±0.6 1.761 0.080

肌酐（µmol/L）

　　基线 70.6±38.1 77.9±58.6 -0.929 0.355

　　治疗8周 70.9±25.7 74.5±42.5 -0.647 0.518

甘油三酯（mmol/L）

　　基线 1.3±0.8 1.7±1.2 -1.972 0.052

　　治疗8周 1.5±1.0 1.6±1.3 -0.427 0.670

胆固醇（mmol/L）

　　基线 4.2±1.1 4.0±0.9 1.559 0.121

　　治疗8周 4.1±1.0 3.9±0.9 1.716 0.088

LDL（mmol/L）

　　基线 2.5±1.0 2.2±0.7 1.716 0.088

　　治疗8周 2.4±0.7 2.1±0.9 2.346 0.020*

注：*代表P<0.05，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的代谢指标均无临床意义。

2.4.2　不良反应评估　比较两组患者由治疗方

案引发的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见图 2。

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7.71％，对照组不良

发反应发生率为 18.97％，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χ2=4.839，P<0.05）。

3　讨论

双相情感障碍Ⅰ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的发病

率逐年升高，具有高误诊漏诊率、高复发率及低有

效治疗率等特点，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在很大

程度上进一步加重了患病者的家庭负担［9］。目前心

境稳定剂合并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方案在临床治疗

中应用广泛［10］。药理学研究已证实，齐拉西酮高效

拮抗多巴胺 D2、5- 羟色胺 2A，5- 羟色胺 2C 及 5-

羟色胺 1D 受体，激动多巴胺 D3 受体；其用于精神

分裂症治疗主要机制为抑制多巴胺 D2 和 5- 羟色胺

2 受体活性，在改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方面作用

亦显著［11-12］。一项有关碳酸锂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图1　试验组与对照组0-6周YMRS分值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表4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分组 例数 有效/例 痊愈/例

试验组 96 88（91.67） 78（81.25）

对照组 58 53（91.38） 41（70.69）

χ2 - 1.62 2.30

P - 0.003* 0.012*

注：*代表P<0.05，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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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用于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研究证实，患者

治疗依从性较单一应用心境稳定剂更优［13］。

本研究结果表明，齐拉西酮联合碳酸锂或丙戊

酸钠治疗双相情感障碍Ⅰ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能

有效提高治疗的有效率，且既往研究中，齐拉西酮

在治疗第 2 天即可明显改善双相障碍患者的躁狂症

状且疗效稳定，直至研究结束［14-15］。同时，齐拉西

酮联合心境稳定剂患者的 YMRS 评分主效应具有统

计学意义（F ＝ 16.209，P=0.027），时间因素对双相

情感障碍Ⅰ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患者的 YMRS 评

分具有统计学意义（F ＝ 245.385，P<0.001），提示

齐拉西酮合并碳酸锂或丙戊酸盐治疗双相情感障碍

Ⅰ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会是一种良好的选择，8 周

有效率和痊愈率也明显优于单一使用心境稳定剂的

对照组。

尽管齐拉西酮与心境稳定剂联合治疗疗效优，

且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副作用总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但较单一使用心境稳定剂来说仍可能增加某一

方面的副作用，并且临床上已发现齐拉西酮联合心

境稳定剂在治疗躁狂的同时会出现少数药物副反应。

这提示齐拉西酮联合心境稳定剂后，仍然需要关注

副反应的发生，对于情况严重的患者给予及时处理。

既往研究结果显示齐拉西酮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的血糖、血脂及肌酐的影响特别小［16］，而单一应用

碳酸锂或丙戊酸钠治疗也会导致血脂代谢异常，故

在治疗基础体重指数高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或经历

体重增加或血脂异常的患者时，换用齐拉西酮在改

善代谢参数方面有好处［17，18］。与氯氮平、奥氮平相

比，代谢的副反应少［6，7］，改善兴奋的效果也更加理

想［8，9，12］，故齐拉西酮联合心境稳定剂用于双相情感

障碍Ⅰ型急性躁狂或混合发作可能是一种良好的选

择。但本研究纳入病例数较少，观察时间较短，且

样本入组的基线代谢指标中存在异常值，这些可能

会对统计的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在未来的研究

中需考虑到上述的不足，并进一步扩大样本或进行

多中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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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恢复和重建。rTMS 也被证明可以增强 GABAB 受

体介导的抑制作用，因而与帕利哌酮缓释片联用可能

发挥了协同作用，提升了治疗效果［11］。从安全性来看，

rTMS 最严重的的不良反应是诱发癫痫发作，可能还

会有听力丧失、头痛等。本研究治疗终末的各项理化

检查均未出现明显异常，患者对不适症状能耐受，可

见 rTMS 联合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不良反应小，安

全性好。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 rTMS 联合帕利哌酮缓释

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有增效作用。

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治疗时间短，认知功能的评

测工具不够全面，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将尝试更全面

的成套认知功能测验来评定患者的认知功能，也可

以在 rTMS 的刺激参数及部位上做进一步的探索。期

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提供更多关于改善精神分裂

症患者改善认知功能损害相关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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