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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剂所致激活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甄　龙 、 徐改玲 、 田红军 、 王丽莉

【摘要】抗抑郁剂所致激活综合症影响抑郁障碍的治疗效果和依从性，也可能提示预后状况和可

能的诊断偏离，但目前对其认识和关注都不够。本文就激活综合症的基本概念和临床特征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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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综合征（Activation Syndrome /Jitteriness 

Syndrome，AS）概念的提出似乎比较随意，也没有

明确的定义和症状范畴，临床工作中经常面临抗抑

郁剂所致的激活症状，但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精

神病学的发展及新的治疗理念促进了对 AS 的关注。

本文从临床层面对 AS 的概念、症状、发生及相关药

物和疾病进行解读，并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思考

将来的研究探索方向。

一　概念提出

早期的临床研究发现，惊恐障碍患者服用三环

类抗抑郁剂后可出现神经过敏、激惹、烦躁、颤抖、

坐立不安和失眠症状，即称这些激活症状叫做 AS。

Ramos RT［1］等进一步调查惊恐障碍患者用抗抑郁剂

后出现的临床状态，发现惊恐发作频率增加和症状

恶化最多见，其次为兴奋、抑郁和焦虑症状加重。

这些研究促进了有关抗抑郁剂的副反应的思考和

研究。

而由于 AS 和焦虑的症状有很大的重叠，且往往

在治疗初期出现（治疗的第一周），随治疗时间的增

长，或者加用其他药物，激活症状可自动消失或减

轻，当时未予足够的重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SSRIs）、SNRIs 等新一代抗抑郁剂被应用于临床，

相对于三环类抗抑郁剂，新一代抗抑郁剂，尤其是

SSRIs 作用受体单纯，以 5-HT 为主，高特异性提高

了神经传递改善的针对性，使得副反应小，耐受性

好，很快成为抗抑郁治疗一线用药。然而随着使用

时间的增长，及精神病学自身的发展，治疗观念的

转变，不单要求症状的改善，还关注自身健康和生

活质量问题，因此，新一代抗抑郁剂面对更复杂的

局面。

  研究发现 SSRIs 对 5-HT 神经传递的影响已导

致了一个特殊的反应，即 AS，最早发现导致激活症

状的新型抗抑郁剂药物是氟西汀［2］。此阶段进一步

的研究发现，新型抗抑郁剂，尤其是 SSRIs 可诱导

自杀，AS 可能会提升患者的自杀率。AS 与自杀的关

系立即受到社会广泛重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分别于 2004、2005 及 2007 年发出了公共

卫生的劝告和抗抑郁剂说明书黑框警示，要求小心

使用。这些警示在公众及媒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导致对抗抑郁药尤其是 SSRIs 的副反应、安全性及

其合理应用的诸多争论及质疑。

二　症状描述 
从提出该概念至今，没有被广泛认可的症状

描述。早期的案例报道了抗抑郁剂可能导致类似静

坐不能的坐立不安、自杀观念和强烈的自伤冲动，

Teicher 等［3］描述了 9 种激活的表现：加剧原来的自

杀观念，加重抑郁症状，诱导与自伤和冲动相联系

的静坐不能诱导惊恐发作，转换到躁狂或轻躁狂状

态，产生更重的失眠或干扰睡眠模式，诱导强迫状

态，出现边缘型特征的人格障碍，干扰脑电活动。

而失眠、焦虑、易怒、活动多及坐立不安等症状描

述虽然出现在多数研究文献中，但一致性缺乏，并

且不是很普遍［4］。

量表可基于主观报告或客观观察量化症状严重

性，但之前 Amsterdam ［2］ 、 Yeragani ［5］等分别设计

测量激活综合征的量表，均没有在以后的研究中被

验证和确认，最近一项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信效度检

验［6］，因此，没有一个可靠的框架来描述或量化 AS

的症状，也没有研究被设计用来确认 AS 的症状束。

FDA 中指出抗抑郁剂可能导致出现以下症状：

焦虑、激越、惊恐发作、失眠、易激惹性升高、敌意、

［作者工作单位 ] 天津市安定医院（天津，300222）。

[ 第一作者简介 ] 甄龙（1977.09-），男，河南信阳人，博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临床精神病学。

[ 通信作者 ] 徐改玲（Email:  xxuuggaaii@163.com）。

◎综述◎ Summarize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4 期- 590 -

◎

综
述◎

 Sum
m

arize

侵略性、冲动、静坐不能等，FDA 报告和随后的研

究里，提示轻躁狂和躁狂也是其症状之一。这主要

是作为安全性考虑而概括出的可能的副作用，但也

相对全面，多数研究针对上述项目进行探索，而其

中提出讨论较多的有焦虑、惊恐发作和躁狂。也有

研究涉及强迫症状和抑郁反复发作患者的残留症状。

1　焦虑

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密切，不幸的是，抗抑

郁治疗可能会增加焦虑。 LiZ 等［7］回顾性地分析了使

用抗抑郁剂的 328888 个抑郁障碍病人，结果发现，

在抗抑郁治疗，主要是使用 SSRIs 后，抗抑郁剂所

致焦虑的危险性是低的，仅仅一小部分人出现焦虑，

但这可能会导致给予新的诊断（主要是焦虑障碍）或

抗焦虑药的运用；精神疾病的严重性与是否出现焦虑

相关，并认为抗抑郁剂所致激活症状，可能由于患

者本身内在的焦虑素质。

2　惊恐发作

如本文一开始所述，抗抑郁剂所致激活症状，

在焦虑障碍中最先发现，更多证据认为更多发生在

惊恐障碍中。Harada T［8］发现出现 AS 与焦虑或抑郁

障碍的诊断没关，而患者的认知、情感敏感性、人

际功能和冲动控制能力更影响 AS 的发生，这些方面

素质欠缺的患者易被抗抑郁剂诱导而出现激活症状，

而这正是几乎所有焦虑患者的特质，惊恐障碍最为

明显。早期报道有惊恐障碍的个体，发展激症的，

容忍更少的药物治疗，也不受药物剂量的影响，一

线治疗是心理治疗，并不是抗抑郁剂。进一步说明

了其社会心理特征。

3　躁狂

FDA 提到，AS 可能是潜在的双相情感障碍，

并鼓励在开始抗抑郁药物治疗前进行筛查来确定

有抑郁症状的患者患双相情感障碍的风险（FDA，

2013）。普遍认为典型的激活症状多在治疗的第一个

月内出现，后自行或由于停药而缓解，仅轻度躁狂

或躁狂症状在第二个月继续，表明它的病因学可能

来自不同的机制，提示轻躁狂和躁狂是否是激症的

一部分需要进一步的考虑。但情感障碍患者的躁狂

尤其轻躁狂症状经常与兴奋、活动多、易激惹等激

活症状不好区分。目前认为，如果出现典型躁狂症

状，可考虑双相障碍的诊断。

4　强迫症状

强迫障碍自身的焦虑特征明显，DSM-5 之前的

诊断标准多把强迫障碍归于焦虑障碍范畴，也许强

迫素质患者更易被激活出焦虑症状，但不一定是强

迫症状。目前我们没有查阅到 AS 与强迫症状之间关

系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

5　抑郁残留症状

抑郁障碍可残留神经过敏、坐立不安、易激惹

及失眠症状，而这些症状也可能会被认为是药物副

反应，尤其当治疗后期可能的药物调整时。目前倾

向于 AS 为急性副反应，在发生时间上可区别。

由于 AS 和其他精神障碍本身的机制均不清楚，

神经递质是公认的生物学病理基础，但其种类繁多，

作用于多种神经生理活动，之间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我们难以区分症状是疾病原有的还是药物所致的。

因此，上述症状，需要区分抑郁残留症状和强迫症

状，其余均可在研究 AS 的症状条目中出现。

三　发生率 
抗抑郁剂所致 AS 的发生率没有被充分地调

查［9］。研究中只要典型地出现激活症状中的一个即

被认为发生 AS。一项对伴或不伴精神症状的抑郁障

碍患者的研究发现，抗抑郁剂可使 4.3％的患者出现

AS 的症状，且发生率与患者年龄、性别、抗抑郁剂

类型及是否合用苯二氮卓类无关［10］。针对 SSRIs 药

的相关研究更少。有研究者依据临床经验认为 SSRIs

所致 AS 的发生率至少 30％。Sinclair 等［4］总结文献

发现，由于研究中收集资料的方法和时间不同，以

及文化、精神障碍和使用药物的差异，AS 的发生率

变化很大，并推测为 4～65％。

Li 等［7］运用回顾性分析了在 1999～2004 年间使

用 7 种最普通的新型抗抑郁剂（氟西汀，舍曲林，帕

罗西汀，西酞普兰，万拉法辛，丁氨苯丙酮或米氮

平）的 328888 个抑郁障碍病人的病历资料。结果发

现：约 30％的病人在抗抑郁剂治疗开始 12 周内出现

临床的焦虑，小于 45 岁者更易出现，女性比男性患

者多见，SSRIs 与 SNRIs 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研究者

认为仅仅一小部分人服用新型抗抑郁剂后出现焦虑，

经常发生在年轻人、女性及疾病严重的人群中。

四　发生的时间

早期研究发现通常在治疗的第一周，随后衰

减［1，5］，也有研究发现存在的时间为 3～13 天。

Edwards ［11］研究认为抑郁障碍最初 2 个月的治疗决

定了 AS 的发生率。Hu 等［12］ 通过电话回顾性随访用

SSRIs 治疗的抑郁障碍患者，发现前 2 周失眠和焦虑

高发，分别为 64％、71％，其中 56％、49％可持

续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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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证据发现 SSRIs 出现在治疗早期，但是否

持续没有确切的结论。也许不同的研究方法影响了

发生率的报告，但普遍认为在第一个月被报告的副

反应事件更多是激动、焦虑、活动多和易激惹，之

后症状或者自行缓解，或者由于治疗方案改变而缓

解。仅轻度躁狂症状在第二个月增长。

五　导致发生AS的药物和易发生AS的疾病

早期研究中，发现仅仅惊恐障碍者有激活症状，

去甲丙咪嗪发生的频率比丙咪嗪更高，继续治疗患

者会耐受。后来的研究比较了不同 SSRIs 类之间药

理学的差异，发现对比舍曲林、帕罗西汀和氟西汀，

氟伏沙明显示出对行为觉醒的影响较少［13］。在 FDA

成人的 META 分析里，舍曲林被发现可降低焦虑，

也与自杀观念和行为的危险性降低有关。有研究者

提醒注意不同副反应之间相互的影响，激活、过度

动机、病态焦虑方面的药物诱导唤醒，可能连累了

性功能障碍和认知损伤，一项双盲对照研究印证此

观点：在治疗 6 周后，安慰剂和氟伏沙明对射精没有

影响，然而帕罗西汀、氟西汀和舍曲林都明显地增

加射精拖延，帕罗西汀影响最大。

可见，不同 SSRIs 的特殊递质活动牵扯到其自

身不同的副反应，之间的药理区别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AS 最早是由于惊恐障碍用三环类治疗被提出，

而目前更多证据说明，比起其他非惊恐障碍疾病，

AS 主要发生在重症抑郁障碍。有的研究把抗抑郁剂

使用后出现的惊恐发作纳入 AS，这样，抑郁障碍即

为使用抗抑郁剂最易发生 AS 的精神障碍。

近期一项前瞻性研究调查了 301 个人，他们 1
个月前没用任何抗抑郁剂，当患者在治疗后的第一

个月出现任何激活症状，象焦虑、激动、恐惧、失

眠、易怒、敌意、好斗、冲动、静坐不能、轻度躁

狂或躁狂等即纳入，结果 21 个出现 AS，重症抑郁障

碍和一级亲属情感障碍的诊断与抗抑郁剂所致激活

综合征有关，而与性别、年龄、抗抑郁剂级别、合

并使用苯二氮卓类或焦虑障碍的诊断等都没关系［9］。

该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激活综合症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发生率最多者不是与激活症状重

叠较多的焦虑障碍？没查到相关文献，也可能因为，

抑郁与焦虑发生机制上关系密切且有重叠，对于焦

虑障碍，激活症状与原有疾病的关系比较模糊，而

对于抑郁障碍，AS 很可能激活了与抑郁相关但不同

的病理区域，并且抑郁障碍原本自杀率高，更易引

起社会关注。

以前有观点认为，出现 AS 的患者可能是边缘型

人格障碍的误诊。Harada 等［10］的研究发现人格障碍

与诱发 AS 危险性增加密切相关，进一步的研究没有

发现。需要注意的是，抗抑郁剂只是激活症状，而

不是原有的人格。人格问题是患者固有的素质，人

格不健全者可能更易受抗抑郁剂的影响而出现精神

症状。也有研究者指出，抑郁障碍患者出现 AS 是

双相情感障碍的误诊，因为抑郁和激活症状与双相

混合状态是重合的，研究也发现抗抑郁剂所诱导激

活症状的发生率刚好在双相被误导为单向抑郁的范

围内。国内有研究者综述国内外文章，提示抑郁障

碍与双相情感障碍可能共享 5-HTT 或色氨酸羟化酶

（TPH）致病基因［14］，而 5-HT 被认为是与 AS 发生

关系最密切的神经递质。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可以

用双相情感障碍或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误诊来解释 AS

的发生原因，但是，这只是一部分，更主要的基础

疾病还是抑郁障碍。

六　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对将来的打算

目前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 大样本研究均为回顾

性，样本不纯净，干扰因素多，由于精神病学发展

较快，回顾性研究中的诊断是否准确、治疗是否合

理有待考虑；2 前瞻性研究多为短期的横断面研究，

无法预测预后和疾病诊断可能的改变，从而无法说

明激活综合症对疾病的治疗和诊断的预示意义，也

影响了对激活综合症自身性质的深入了解；3 研究不

细化，没有依据具体症状分层次，如，抑郁症状的

轻中重，是否伴发其它症状，像行为障碍、情绪紊

乱、精神疾病家族史等；4 激活综合症症状的认定和

测量问题均未解决，相关测量量表和症状学研究有

待开展；5 与 SSRI 药物其它的副反应，如失眠、腹

泻等的关联性研究没有，而这些副反应与激活综合

症之间的发生关系和相互影响不可忽略。

最为重要的是，AS 的概念界定，它的内涵和外

延包括哪些是应该被关注的。因为定义不同，对于

AS 的处理方法就不同，显然这是目前在学术上最应

该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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