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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快速治疗精神分裂症伴激越症状 1例

王　晶 、 刘　芊 、 刘　宏

【摘要】 激越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类高危症状，起病急、症状重、难预测，会对精神科病房带来极

大的风险，因此，早期识别、早干预，尽快控制症状显得十分重要。齐拉西酮作为新型非典型抗精

神病药物，快速口服给药治疗对于缓解激越症状具有见效快、副反应少、安全、耐受等特点，可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改善患者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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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表现中有一类特别危险

而且必须立即控制的症状，就是急性激越症状，其

主要特征包括：精神运动性兴奋，对刺激反应明性显

增高，易激惹，通常伴随无目的且不恰当的语言或

活动［1］。激越（agitation）属于精神科急性综合征中

较常见症状。在临床中，激越表现为一系列轻重程

度不一的兴奋状态，不能安静，严重时会表现为明

显的兴奋冲动、威胁甚至攻击他人、自伤自杀等。

精神病性激越症状多见于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

障碍及心境障碍（躁狂发作）［2］。患者因思维及情感

异常导致对外界产生错误认知（如幻觉、妄想），进

而出现严重激越，且激越发作通常为突发性，难以

预测，因此，对于精神科病房风险性极高，早期识

别，尽早有效缓解激越显得尤为重要。

一　病例资料 
1　一般情况及现病史

患者宋某，男性，31 岁。于 2019 年 2 月初无明

显诱因逐渐起病，话少不愿与人交往，夜晚和衣而眠，

2019年 8月病情开始加重表现为语无伦次，内容杂乱，

让人匪夷所思，无端认为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而是

大姑亲生的，要去做 DNA 鉴定，称父母都是黑帮的；

认为房间内被安装了监视器，说话小心谨慎；认为楼

上的邻居在故意制造声音干扰自己的日常生活；单位

的同事也欺负自己，情绪不稳，愤怒时骂人，易与人

发生争执，行为异常，在家中不脱衣服睡觉，不睡在

床上，而是买一个帐篷，睡在帐篷里，擅自辞职，赋

闲在家，生活懒散等，入院前 1月患者病情明显加重，

表现自言自语，对空谩骂，发脾气，多次与他人发生

冲突，欲攻击他人均被及时阻止，家人护理困难而强

行来院就诊，2019年 11月首次入院治疗。

2　既往史、个人史及家族史

既往身体健康；个人史：母孕期健康，足月顺产，

独生子女，大学本科文凭，病前性格内向，无烟酒

嗜好，无精神活性物质应用史。家族史：患者外祖

母曾有精神异常史，未经系统诊治，自杀死亡多年，

具体诊断不详。

�　入院体格检查

心肺听诊正常，无阳性神经系统体征。

4　精神检查

意识清晰，定向力完整，接触被动合作，语音

语速语调正常，存在言语性幻听，思维松弛，非血

统妄想，关系妄想，被害妄想，被监视感及被跟踪

体验，情感不协调，情绪不稳，易激惹，意志活动

减退，行为冲动，自知力缺乏，社会功能明显受损。

�　入院理化检查

血细胞分析、肝肾功、血清酶、血糖、电解质

均正常，脑电图脑地形图正常，头部 CT 报告正常，

心电图：1. 窦性心律，心率：80 次 / 分，2. 正常心电

图，3. QT/QTc：376/413ms。

�　鉴别诊断及排除诊断

6.1　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　患者为 31 岁

青年男性，体格检查、神经系统检查及头部 CT 等检

查均无阴性，患者也无脑外伤等器质性疾病相关证

据，可排除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

6.2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患者无酒精

等精神活性物质应用史，故精神病症状与精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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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不相关，可排除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6.3　双相障碍　患者虽表现激越，但语速语调

语量适中，无情绪低落或高涨，且存在幻觉妄想，

内容荒谬，不切实际，情感反应不协调，社会功能

明显下降，故可排除双相障碍。

�　病例分析

患者为于 2019 年 2 月开始首发次发病，意识清

晰的情况出现以思维障碍（思维松弛、关系、被害

妄想、非血统妄想）及激越症状行为冲动为主要临

床表现，病程持续 9 月，加重 1 月余，自知力缺乏，

社会功能明显受损，无器质性损害和神经系统症状，

无精神活性物质应用史，病程中无心境低落或情感

高涨等临床表现，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 5 版）》（DSM-5）精神分裂症之诊断标准［3］。

8　入院诊断

精神分裂症（首次发作，目前急性发作期）

二　治疗经过 
1　急性期治疗 

单一使用齐拉西酮快速加量治疗。入院后第 1
日盐酸齐拉西酮胶囊 40mg/ 日口服，无合并用药，

患者睡眠较入院前略好转，但仍存非血统想、被害

妄想、关系妄想，对父母充满敌意，思维散漫（言

语不着边际），易激惹，情绪不稳。第 3 日，盐酸齐

拉西酮胶囊加量至 80mg/ 日口服治疗，无合并用药，

患者接触较入院时合作，妄想仍存，认为是自己得

罪了黑社会，他们联合起来害自己，夜眠明显改

善，进食正常。第 5 日，盐酸齐拉西酮胶囊加量至

120mg/ 日口服，无合并用药。

2　巩固治疗期 

持续单一使用齐拉西酮胶囊 120mg/ 日治疗 17
天后，患者意识清晰，接触交往合作，幻觉妄想基

本消失，情绪平稳，自知力恢复，对父母的态度改

善，知道自己以往的言行异常，认为自己过去的想

法和行为十分愚蠢，饮食正常，夜晚睡眠可，但自

觉日间困倦，体格检查及神经系统检查无异常，故

将盐酸齐拉西酮胶囊改为早 40mg 晚 60mg 口服治疗，

嗜睡症状渐缓解，共住院 21 天，以临床治愈出院，

出院前给予复查心电图：1. 窦性心律，心率：87 次

/ 分，2. 正常心电图，3. QT/QTc：390/434ms。

�　维持治疗期

目前患者近 3 月来院门诊复诊病情稳定，意识

清晰，无幻觉妄想，情感反应协调，意志活动恢复，

能够协助家人从事家庭劳动，自知力存在，知道原

来的想法是不正常的，能够主动配合服药治疗。

三　讨论 
1　经典抗精神病治疗 

激越的常用药物治疗为抗精神病药物和苯二氮

卓类药物，美国精神急诊激越指南 BETA 推荐合作

病人首选口服药物治疗，兴奋剂中毒和酒精戒断引

发的激越，首选苯二氮卓类药物，而精神病性激越

首选抗精神病药物［4］。经典抗精神病药物中氯丙嗪

和氟哌啶醇是控制兴奋、激越等症状的首选药物，

但因这些药物易引起锥体外系副反应和过度镇静等

不良反应，有逐渐被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齐

拉西酮等所替代的趋势［5］。

2　第二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特点 

第二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主要包括氯氮平、

奥氮平、利培酮、喹硫平、阿立哌唑、齐拉西酮。

与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的多巴胺受体拮抗剂作用机制

有所不同的是，它们不仅仅通过拮抗多巴胺 D2 受体

发挥药效，还能通过作用于多种 5- 羟色胺（5-HT）

受体而达到治疗精神疾病的作用。第二代非典型抗

精神病药物的出现，极大的减少了锥体外系副反应

和过度镇静等不良反应的出现，具有作用谱广、疗

效好、安全性的特点［6］。

�　齐拉西酮的作用机制 

齐拉西酮是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自 2000
年在欧洲上市以后，逐渐得到临床的关注。齐拉西酮

是哌嗪衍生物，是由替螺酮衍化而来。它具有较强

的多巴胺 D2 受体、5-HT2A 的拮抗作用，对于 5-HT2C、

5-HT1D、5-HT1B 等受体也有一定的拮抗作用，

此外齐拉西酮还有较强的 5-HT1A 受体激动作

用。因此它能通过对于 D2、5-HT2A、5-HT2C、5-HT1D、

5-HT1B 受体的联合阻断作用，发挥更佳的治疗精神

分裂症的功效，还具有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它还

能轻度抑制 NE、5-HT 等的再摄取作用，不良反应

少，主要表现为一过性的轻中度嗜睡、震颤、静坐

不能、口干、头晕等，且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血

糖代谢影响也较小［7］。

4　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及激越症状的疗效 

既往研究显示齐拉西酮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阴性症状和阳性症状均有显著的治疗效果［8］。齐拉

西酮对于 D2 受体、5-HT2A 受体的拮抗作用要强于

其他的第二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氯氮平、奥氮

平、喹硫平等。有学者发现齐拉西酮对于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急性兴奋激越症状有良好的控制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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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疗效与氟哌啶醇相当，但安全性更佳［9］。齐拉西

酮胶囊在口服给药后能被迅速吸收，经 6～8 小时即

能达到血浆峰浓度，在 1～2d 内能达到稳态血浓度，

起效快，且其血药浓度与剂量呈线性关系，不过齐

拉西酮口服制剂的吸收利用度不高，采用快速加量

的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血药浓度，有助

于快速控制患者的激越症状［10］。

本案例治疗特点 口服药物快速加量，迅速控

制激越症状。本病例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

症状以思维障碍及激越症状为主，服药前各项检查

结果基本正常，能够配合口服药物，故采用口服盐

酸齐拉西酮胶囊快速加量方法治疗，1 周内加量至

120mg/ 日，连续治疗 3 周后，患者激越症状明显缓

解，思维活动基本正常，妄想消失，情感反应正常，

对父母恢复亲情感，自知力恢复，对今后生活有初

步规划。治疗中主要出现的不良反应为嗜睡，减量

后缓解，治疗前后心电图检查均正常，无 QT/QTc 延

长，无锥体外系反应。

口服给药的优势在于不仅可显著缓解激越症状，

而且还可与后续治疗形成序贯，有效改善精神症状。

因此，对于能够配合口服药物治疗的激越患者，排

除治疗高危因素，可尝试快速加量口服盐酸齐拉西

酮胶囊治疗，但因病例样本少，需长期临床实践加

以验证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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