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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对抗抑郁剂所致激活综合征的认知和防治主要在临床层面，国内临床工作中的关注

也不够，相关研究较少。而与自杀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和应对激活症状是激活综合症较为关键的问

题。本文针对激活综合症的自杀、机制及应对问题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表达我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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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与自杀之间可能的关系，抗抑郁剂所致激

活综合征（Activation Syndrome /Jitteriness Syndrome 

AS）受到广泛关注，并促进了对抗抑郁剂副反应的

思考和重视，而探讨其发生机制，有助于更理性和

深入地认识和应对。

一　与自杀的关系

研究认为抗抑郁剂所致激活综合征与潜在的自杀

危险性增加有联系，AS 与自杀的关系受到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重视，要求美国所有生产上

市抗抑郁药的厂商在药物说明书中加上黑框警示：抗

抑郁药可能增加青少年的自杀行为。FDA 指出，抗抑

郁剂可能诱导出现以下症状：焦虑、激越、惊恐发作、

失眠、易激惹性升高、敌意、侵略性、冲动、静坐不

能等，这些症状可能预示治疗过程中较高的自杀风险。

2005 年 7 月 FDA 又要求严密监测服用抗抑郁药的成年

人，因为初步研究提示成人也可能有较大的自杀行为。

 FDA 的警示在公众及媒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并导致对抗抑郁药尤其是 SSRIs 安全性及其合

理应用的诸多争论及质疑，特别是对于年轻患者。

此后，SSRIs 与自杀危险性关系讨论的序幕被拉开。

1　成人

Ludwig 等［1］对 26 个欧洲国家 1980－1999 年抗抑郁

药处方量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提示两者

呈负相关，即自杀率上升最明显的人群正是那些 SSRIs 

处方量下降最多的患者。同时，在美国的研究也有类似

结果报道。Gibbons 等［2］的研究也提出，SSRIs 治疗对

所有成年人群具有保护性作用，并不支持 SSRIs 促

进自杀风险增加的假说。研究大多得出这样的结论：

随着抗抑郁药，尤其是安全性较高的新型抗抑郁药

SSRIs、SNRIs 等的广泛应用，自杀率均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

随着研究的深入，AS 与自杀之间关系的研究逐

渐细化。Friedman 等［3］对 20 年来的 372 项随机对照研

究（共纳入 100000 例 18 岁以上患者）作了进一步分

析，结果显示，整个人群自杀行为或自杀意念并未增

多，但是 18~24 岁阶段的患者自杀危险性高于 24 岁以

上者，尽管该危险性增高并不具统计学意义，还是促

使 FDA 抗抑郁药致自杀风险升高警告的年龄上限提高

到 25 岁（2007）。一项队列研究区分了自杀未遂和自

杀死亡，样本患者为芬兰 1997－2003 年因自杀未遂而

入院者，排除其它精神病，并通过国家计算机信息系

统随访 4 年（这些患者一般不会纳入前述随机对照研

究）。结果显示，曾接受抗抑郁药治疗的患者中，与

已停用抗抑郁药者相比，目前仍使用抗抑郁药者自杀

未遂率更高，而自杀死亡的风险却明显降低。

Perlis 等［4］发现激活症状和自杀观念之间存在关

联，但自杀观念与不良情绪之间关系更密切，这使

得思考：出现 AS，是药物副反应？还是说明疾病自

身更严重的临床症状？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 AS 与更

高的完成自杀行为有关。

对自杀风险评估的研究方法还存在一些难以克

服的不足，如，导致自杀的风险因素较多，使得影

响结果的混杂因素多；人们对抗抑郁药使用安全性的

过分担心，可能使自杀风险无形中被过度放大；对自

杀风险的数据分析一般是根据不良事件报告，而自

杀是不良事件还是疾病本身的表现之一，将取决于

临床的主观判断，就难免会出现偏倚等。

2　儿童

多数人认为儿童可能更易出现激活症状，致自

杀的危险性也比成人高。一项对 24 项评估抗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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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使用的随机对照研究（共 4400 例儿童和青少年抑

郁患者）进行了回顾和荟萃分析，结果提示，服用

抗抑郁药者自杀行为或自杀观念危险性升高者约为

4％，而相应的安慰剂组仅为 2％。但不少研究仍质

疑 FDA 的决定；研究还发现，儿童自杀者很少曾服

用 SSRIs；Gibbons 等［5］分析了门诊 SSRIs 的处方量

与 5~14 岁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率的关系，结果显示，

随着 SSRIs 处方量的增加，这些人群的自杀率下降，

认为 SSRIs 对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的自杀死亡和自杀

未遂具有整体性保护作用。近期的一项荟萃分析结

果表明，抗抑郁药能有效治疗儿童抑郁症，且整体

获益 - 风险比显然是正性的。这些结果与其他在成

人和青少年中进行的类似研究结论一致，即抗抑郁

药应用增加与自杀率下降明显相关。

最新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抑郁症状是导

致自杀出现和抗抑郁使用的基础，尽管与使用 SSRIs

的因果效应不能完全排除，但即使抗抑郁剂临时的

增加了年轻人自杀相关事件的危险性，而没有被治

疗的抑郁的自杀危险更大。认为自杀与抗抑郁剂之

间的联系主要发生在开始治疗时，抑郁严重性比抗

抑郁剂与自杀的关系更密切。

也许我们应该在疾病诊断、治疗药物及自杀测量途

径和自杀模式（自杀成功、自杀未遂、自杀观念和自伤）

上进一步细化研究。后来的大多数专家认为，在成人，

治疗的益处要大于抗抑郁剂所带来的自杀风险，FDA 黑

盒子自杀警告只适合于有严重功能损害的儿童［6］，建议

只在对青少儿心理治疗效果不好时，SSRIs 始被考虑。

二　机制

5- 羟色胺（5-HT）与抑郁障碍的发生及抗抑郁

剂的临床应答关联最为密切［7］，SSRIs 和 SNRIs 的药

理机理都是通过阻滞 5-HT 或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

分别地增加突触 5-HT 水平。这对其他神经递质物

质、第二信使、相关性最强的初期基因的活动起到

开启作用，使大脑产生长期的根本上的神经化学变

化［8］。一些研究者认为，AS 可能是机体对 SSRI 的

一种矛盾反应，由于 5-HT 和其他抗抑郁剂产生的

5-HT 功能增加，这可能冲击了突触后受体，5-HT2A

受体上调，过度地增加 5-HT 活性而诱导激惹、躁狂

等症状。5-HT2A 的拮抗剂阻滞剂，如米氮平、非典

型抗精神病药，可减弱 AS 症状，即为证据。

不仅 5-HT 系统，机体谷氨酸、去甲肾上腺素

和组胺功能系统均参与了应激活动，并发挥对 5-HT

流出的抑制效应，部分通过 5-HT 自身泛滥 5-HT1A

神经受体。5-HT1A 受体下调也可使激活症状减轻。

Coplan 等［9］认为 SSRI 的药物效应不理想，说明

了抑郁障碍患者不是简单的 5-HT 不足状态，而可

能是中脑围脊 5-HT 过量和在额叶 - 边缘部位投射不

足；AS 的发生呈现了中缝背核的一种急性应对的关

闸机制，这个闸可缓和末梢突触间隙随着 SSRIs 使

用而出现的 5-HT 流出，因此 AS 更倾向于一种急性

状态。治疗 AS 的途径是防止过量的 5-HT，5-HT 泛

滥会破坏中缝背核这个闸门，使之失去调控作用。

基因方面的研究较少，研究发现，在治疗的前 5
天，5- 羟色胺转运体基因（5-HTT）多态性有明显高

的运动激活［10］；SS 纯合子有更多的躁狂、易激惹和对

抗抑郁剂的反应差。Branchi［11］认为 SSRIs 不能提升情

感，但可以作为一个催化剂增加神经可塑性，并强调

了环境对情绪的影响，引入了患者生活环境、事件应

激等可能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理论上推测，易感的

患者往往 5-HT2A 自身受体过量，并且后突触位存在

不足，在那里神经递质需要神经营养，而早期生活事

件，5-HTT 多态性短臂、焦虑素质、躁狂或轻躁狂、

快速抗药反应等会恶化神经营养环境，当患者正遇到

SSRIs 治疗挑战时，会出现矛盾反应（激活）或没反应。

关于躁狂，最近的荟萃分析提示在 5-HTT 多态

性的患者中，抗抑郁剂诱导躁狂仍高发［12］，但没有

给予机制上的解释。

我们主要试图阐述 5-HT 方面的机制，但并没否

认其他神经系统的影响，相反，有可能影响很大。人

体内各类神经递质之间的活动相互促进或牵制，最近

的研究发现神经肽系统也影响着精神疾病的症状和治

疗。有研究者提出，应该对 AS 与单相、双相情感障

碍及其他精神疾病和药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讨论［9］。

三　预后

早期的研究分析了 180 例患者的抗抑郁治疗，发

现很少出现激活的患者对治疗反应好，部分原因是出

现激活者剂量增加困难，而不一定是疾病本身难治，

还有，由于副反应而停药或减量，导致药物治疗的失

败。另一项研究调查了 272 名门诊接受抗抑郁治疗的

病人，结果 53％在治疗 6 个月后中断，平均治疗 6.5
周，其中 23％以副反应为中断的原因。副反应成了阻

碍抗抑郁治疗成功的主要原因。临床上可以观察到副

反应明显的患者常保持低剂量的治疗，在这种情况下，

抑郁症状可能没有被充分地治疗。中断或不充分的治

疗干扰了疾病真正的预后，并使其表显出较差的状况。

有研究者认为，抑郁障碍最常见的治疗失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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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双相抑郁、轻躁狂、快速循环或混合状态，还

有焦虑素质［9］。没有系统的研究告诉我们 AS 可以预

测预后，依然有人寻找早期反应，像激活或失眠，

作为有效的预报器，但整体预后如何没有定论。相

信随着研究的细化，对出现激活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针对不同情况考虑调整治疗方案，结局并不悲观。 

四　治疗方法

较早期的研究发现用奋乃静可治疗三环类抗抑

郁剂所致激活症状。用阿普唑仑治疗氟西汀所致抑

郁症患者激惹综合症，在抑郁严重度和激活症状上

均可显著降低，并且在治疗期间或治疗终止后，大

部分病例的激活症状没有复发。Simon 等［13］也认为苯二

氮卓类、抗精神病药能减轻激活症状。

依据药物自身的独特药理性个体化用药。不少研

究比较了不同 SSRI 类之间药理学的差异，发现氟伏

沙明对行为觉醒影响明显少，帕罗西汀更易出现失眠

和戒断症状，舍曲林、西酞普兰、安非拉酮、氟西汀

比文拉法辛、帕罗西汀或米氮平等抗抑郁治疗出现焦

虑的危险性明显低，并且舍曲林尤其与降低焦虑危险

性有关，也与自杀观念和行为的危险性降低有关。

尽管有的临床研究发现激活综合征的发生率与

是否合用苯二氮卓类及用哪一类抗抑郁剂无关［14］，

但这些并不完全是治疗学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存

在没有分层、非对照研究等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苯

二氮卓类应对方案和个体化用药。

五　应对措施

AS 作为抗抑郁剂、尤其是 SSRIs 的副作用，其

发生不单由于所使用的药物，还有患者自身素质及

原来疾病状况的影响，并且其发生率并不高，对比

所致危害与获益，多数研究认为后者更大，因此，对

抑郁障碍患者抗抑郁剂治疗是科学合理的。而药物

副反应肯定存在，并且目前仍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在此，我们依据本文所综述的理论，尝试提出一

些应对措施及希望进一步探讨的话题：首先，用药时考

虑患者症状和素质特质，了解抗抑郁剂药之间的药理

差异，对于焦虑症状明显或有焦虑素质的患者，用激

活作用小的药，如氟伏沙明；其次，关注并随访药物

副反应，有助于及时发现并降低自杀风险；第三，注

意 AS 可能预示着双相或合并焦虑障碍及其他精神障碍

如人格问题，尽管目前对此尚不明确，但已被关注；第

四，在针对性换药、减量或早期治疗过程之后依然没

有明显减轻时，可考虑加用情感稳定剂、苯二氮卓类

药及抗精神病药；第五，注意考虑患者心理社会环境

因素，重视心理治疗；最后，青少儿的治疗首选心理

治疗，效果不好时，再考虑使用 SSRI，并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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