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2 期- 210 -

◎

综
述◎

 Sum
m

arize

喹硫平抗焦虑作用探析

储文革 、 陈　燕 、 赵　兵

【摘要】焦虑障碍（GAD）是一组发病率很高的疾病，它不仅给精神以及躯体带来严重紊乱，还

给个人以及社会造成巨大负担。缓解率低，目前的一些治疗被认为疗效并不理想。近期研究证明奎

硫平单药治疗和辅助抗抑郁药物治疗 GAD 均有很好的疗效和耐受性。喹硫平单药治疗似乎比辅助治

疗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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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一线用药有 SSRI

（如舍曲林、帕罗西汀和艾司西酞普兰），SNRIs（如

文拉法辛和度洛西汀），二线用药丁螺环酮，苯二氮

卓类（FDA 仅批准阿普唑仑），治疗 4 ～ 6 周无效可

换用其他 SSRI、SNRIs 或者二线药物，治疗 4 ～ 6 

周效果不佳可加用量继续观察 4 ～ 6 周，症状未能

控制或无效时考虑其他药物，一线治疗药物的有效

率是 67.7％，二线治疗有效率为 54.5％［1］。

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FGAs）自 1970 年代以来

用来治疗的焦虑障碍。由于担忧长期使用可能导致

迟发性运动障碍（TD），使得 FGAs 在治疗焦虑障碍

中受到摒弃。然而，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SGAs）

如喹硫平因为锥体外系副作用（EPS）和 TD 的风险

较低而被评估用于焦虑障碍的治疗。目前在 9 个国

家或地区喹硫平获批广泛性焦虑障碍适应症［2］。本

文总结近年来中外相关喹硫平治疗焦虑障碍的研究。

一、机制

虽 然 目 前 并 不 清 楚 喹 硫 平 抗 焦 虑 的 精 确 机

制。但是有人认为可能类似于三环类抗抑郁药和

SNRIs［3］。低剂量的喹硫平是一种强有力的 α1 受体

的拮抗剂负责调节交感神经系统。喹硫平主要活性

代谢物喹硫平 N- 脱烃基喹硫平（NERT）或去甲喹

硫平，对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转运体有适度的亲和

力。NERT 在抑制性上比其母体药物强 100 倍。去甲

喹硫平对于 5-HT1A 受体的亲和力与丁螺环酮相似。

而丁螺环酮是 FDA 批准用来治疗 GAD。因此喹硫平

抗焦虑药机制可能是由于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

和 / 或 5-HT1A 部分激动。喹硫平通过对 5HT1A 受体

的部分激动作用，去甲喹硫平通过阻断去甲肾上腺

素转运体（NET），均促进前额叶皮质的多巴胺释放

从而激动 D1 受体发挥抗焦虑作用；喹硫平和去甲喹

硫平还可以通过阻断杏仁核外侧核 D2 受体产生抗焦

虑作用；喹硫平和去甲喹硫平都是 5-HT2A 和 5-HT2C

受体强拮抗剂，对抗焦虑，调整睡眠节律，改善认

知功能起到重要作用，喹硫平还有可能影响谷氨

酸，GABA，组胺和蕈毒碱样胆碱能，其中谷氨酸，

GABA 均为与焦虑的有关的神经递质［4］。

二、喹硫平单药治疗

目前国外资料研究表明喹硫平在所有的单药治

疗试验中无论作为急性期治疗还是维持期治疗均显

示疗效和耐受性，而国内目前喹硫平单药治疗广泛

性焦虑障碍的资料有限。

喹硫平单药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急性期起效快、

疗效佳。Bandelow［5］在一个大型双盲研究中 873 例符

合标准的 GAD 首发急性期患者被随机分配进 8 周的

研究组，其中 221 例接受喹硫平 50mg/d 治疗，218
例接受喹硫平 150mg/d（起始剂量为 50mg，第三天

增至 150mg）治疗，帕罗西汀组（20mg/d）以及安慰

剂组均为 217 例，8 周末，3 个药物治疗组的受试

者焦虑症状明显改善（安慰剂组：27.2％，喹硫平

50mg/d：32.4％，喹硫平 150mg/d：42.6％，帕罗西

汀组：38.8％），而且喹硫平组在第四天就有明显改

善，而帕罗西汀组和安慰剂组则在 2 周后才开始改

善，因此作者总结喹硫平作为单药治疗 GAD 是有效

的，而且起效明显早于帕罗西汀，疗效却与帕罗西

汀相当。

［作者工作单位］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铜陵，244000）。

［第一作者简介］储文革（1966.06-），男，安徽潜山人，本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认知行为治疗。

［通讯作者］储文革（Email:cwg05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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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deth［6］则在 2012 年报道喹硫平较艾司西

酞普兰明显改善了焦虑症状，包括躯体症状和精

神症状，但是临床治愈的受试者比例没有明显优

于安慰剂组；安慰剂组 27.4％，喹硫平 150mg/d 组 

37.3％，喹硫平 300mg/d 组 28.4％，艾司西酞普兰

组：31.5％。

然而喹硫平的治疗剂量与疗效并不呈正相关。

Khan 等［7］2011 年将多个剂量的喹硫平作为单药

治疗，与安慰剂相比，喹硫平 50mg/d、150mg/d、

300mg/d 均明显减轻焦虑症状，临床治愈率也很好，

其中喹硫平 150mg/d 疗效最佳。

喹硫平单药治疗的安全性也得到广泛认可。

Mezhebovsky 等［8］2013 年在一个关于年龄 75 岁上下

的老年人研究中指出，与安慰剂组（12.8％）相比喹

硫平组（40.1％）的临床治愈率明显较高。

喹硫平还可以用于单药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的

维持期，降低其复发率，延长其复发时间。432 例广

泛性焦虑患者经喹硫平急性期发作治疗后，随机分

为喹硫平与安慰剂组，各组 216 例，52 周治疗后发

现喹硫平（50、150、300 mg/d）能明显降低复发率，

表明喹硫平可用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维持治疗［9］。

Katzman［10］2011 年在另一个多中心安慰剂对照研究

中报道喹硫平不仅改善焦虑症状，还明显延迟焦虑

症状的复发，并延长了停药时间，该研究提示喹硫

平单药治疗不仅能够用于急性期治疗，也可以用于

GAD 维持期的治疗。

在临床上发现一线抗焦虑药物，特别是 SNRIs

（如文拉法辛和度洛西汀）在治疗案例中有过诱发躁

狂现象，而喹硫平就可以避免此类现象出现。

 有研究通过评估严重 - 疗效关系可能性的方法

来显示总体趋势，和安慰剂相比，奎硫平缓释片治

疗效果和基线时焦虑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同时作

者也指出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涉及到多重比较的探

索性分析。没有调整多重性，所以对于数据的解释

也必须谨慎。

三、喹硫平增效治疗

 对喹硫平能否作为难治性广泛性焦虑障碍的

增效剂，目前小规模临床试验的结果并不一致。如

Simon 等认为中低剂量喹硫平（平均 120.5 mg/d）并

不能作为帕罗西汀的增效剂消除难治性广泛性焦虑

障碍残留症状［11］。但 Katzman 等却认为喹硫平（平

均 386 mg/d）能作为传统抗广泛性焦虑障碍药的增效

剂，明显消除广泛性焦虑障碍残留症状［10］。这可能

与研究的设计方法、尤其是开放性研究与双盲对照

研究之间的差异有关，另外入组者病情严重程度差

异、病例数偏小、研究持续的时间、药物剂量都可

能有关。

总体而言，喹硫平增效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的

疗效显然没有单药治疗明确。Simon 在一个 18 周的

前瞻性开放性试验评估了喹硫平即释片作为帕罗西

汀控释片治疗难治性 GAD 增效治疗的有效性。第一

阶段为开放性研究，帕罗西汀控释片到第 8 周可灵

活滴定 62.5 毫克 / 天直至第 10 周。在第一阶段没有

达到缓解标准（HAM-A ≦ 7 分）的患者进入第 2 阶

段。第 2 阶段继续使用帕罗西汀控释片治疗，只是

增加喹硫平或安慰剂继续治疗 8 周。作为帕罗西汀

的增效剂与安慰剂相比喹硫平在 HAM-A 或者 CGI-I

的分数改善上没有显著性差异［11］。

但对于治疗部分显效的患者，喹硫平作为增效

剂帮助改善作用更明显。一个为期 12 周的开放研究

是喹硫平缓释片的辅助治疗 23 个患者，这些患者已

经经过 8 周的西酞普兰或者文拉法辛缓释片治疗，

并部分显效。在第 12 周 CGI-S（主要结果评估）和

HAM-A（次要的结果评估）得分显著地改善。在研

究终点，患者在 CGI-S 得分显示 5 个（21.7％）为完

全改善，13 个（56.5％）为明显改善，4 个（17.4％）

为稍微改善，和 1 个（4.3％）为没有变化。根据席

汉残疾量表，患者在工作、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均

有显著的改善［12］，因而作者总结道喹硫平有良好的

增效作用。

也有研究认为低剂量的喹硫平可能更有效。一

个 8 周的安慰剂对照研究（Altamura 等，2011）［13］，

喹硫平（起始剂量为 25mg/d，加量至 150mg/d，平均

剂量是 50 毫克 / 天）作为增效药物治疗 20 个患者。

这些患者已经经过 SSRI 治疗至少 8 周，部分有效

或无效。喹硫平即释片与安慰剂相比在 HAM-A 和

CGI-S 总分均有改善，然而喹硫平在焦虑症状和疾

病严重程度方面改善更明显。在研究结束时，喹硫

平组有 40％而安慰剂组有 20％达到临床治愈，作者

得出的结论是低剂量喹硫平作为增效剂辅助治疗经

SSRI 无效或部分有效的 GAD 患者可能是有效的。

 国内的资料一致认为喹硫平能够增效治疗广泛

性焦虑障碍，具体的原因何俊［14］认为有以下三点：

首先许多焦虑性患者往往在服药初期时，由于疾病

症状未得到及时改善，同时又由于出现药物的不良

反应，对治疗失去信心，使患者服药依从性差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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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治疗失败，另外一些抗焦虑药物，如 SSRIs 在治

疗早期时，患者容易出现焦虑不安和失眠等现象，

造成患者不耐受或依从性差，而喹硫平则可以改善

这些现象；其次喹硫平可以参与睡眠规律的调节，改

善认知；再次喹硫平可以治疗情感性障碍，改善焦

虑紧张的症状并有较温和的镇静作用，稳定情绪，

能够解除患者由失眠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等不良心

理状态，改善睡眠，迅速解除失眠——紧张——焦

虑——担心的恶性循环，逐渐使睡眠恢复正常。

四、不良反应

喹硫平无论作为单药治疗还是增效治疗最常见

的不良反应是口干、嗜睡、镇静、恶心、头晕、头痛、

疲劳、和便秘，联合治疗研究的安全性结果与单药

治疗相似［9］。

荟萃分析证明［9］喹硫平治疗的患者在短期治

疗中更多的出现体重增加，与安慰剂相比，体重增

加的人数≧ 7％，总体而言，喹硫平缓释片组与安

慰剂相比在分组治疗阶段有更高比例的患者出现胆

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的变化。一个

SGAs（第 2 代抗精神病药物）的代谢不良反应的综述

认为，短期使用喹硫平即释片会导致体重轻微增加，

这和剂量无关，此外，喹硫平的使用不会持续增加

患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风险。［15］

从喹硫平单药治疗急性期 GAD 的研究中汇集到

的数据显示，喹硫平缓释片 50、150 和 300 毫克 / 天

EPS 的发生率分别为 3.8％，5.1％，5.9％，安慰剂

为 3.2％。大部分的 EPS 被认为是轻度至中度，它们

往往不被认为是严重的，和治疗终止也无关。

喹硫平作为增效剂治疗中，Simon 报道喹硫平组

（45％）与安慰剂组（9％）相比停药率更高，最常

见的 SEs 包括口干（27.3％）、镇静（54.6％）、腹泻

（27.3％）、性功能障碍（18.2％）、和恶心（18.2％）。

在喹硫平作为增效剂辅助帕罗西汀控释片治疗难治

性 GAD 的研究中，11 例患者有 4 例（33％）退出了

研究，因为喹硫平相关的不良事件（体重的增加、

镇静、睡眠 / 静坐不能、口干）。因此，帕罗西汀和

喹硫平的结合可能导致了这种高退出率。Altamura

等则在 2011 年报道喹硫平组有很好的耐受性，仅

有 10％出现镇静，但没有受试者因副作用而停药。

Gabriel 在一项喹硫平增效治疗的开放性研究中提到

95.8％受试者完成实验，没有发生锥体外系反应。

在 75 岁喹硫平导致 TD 的长期数据是有限的。

对于对心电图的影响目前的资料有限，很多研

究并没有相关报道。

文献中至少有 15 例 恶性症状综合群（NMS）被

报道与使用喹硫平相关。这些 NMS 的个案都是奎硫

平单药治疗，平均发病时间是 21 天，平均剂量大约

是 268 毫克［16］。

五、结论

 喹硫平单药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急性发作时

起效更快，疗效与常规抗焦虑药疗效基本一致，用

于维持期治疗时明显延迟焦虑症状的复发，降低复

发率；喹硫平 150mg/ d 的剂量疗效似乎更佳，喹硫

平还可以用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增效治疗，但疗效

没有单药治疗显著。喹硫平缓释片治疗效果和基线

时焦虑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对常见抗抑郁药治疗

效果不佳的患者慎重分析利弊后可以考虑喹硫平。

密切监测的代谢副作用，喹硫平在治疗 GAD 可能发

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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