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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锂联合富马酸喹硫平片或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
的疗效

李　芳 、 范悦斌 、 张育芬 、 陈巧灵

【摘要】目的　研究富马酸喹硫平片、丙戊酸镁缓释片分别联合碳酸锂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

发作的疗效。方法　将 100 例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患者随机、双盲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0 例

/ 组，对照组采取丙戊酸镁缓释片联合碳酸锂治疗，观察组采用富马酸喹硫平片联合碳酸锂治疗。

将两组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的倍克 - 拉范森躁狂量表（BRMS）评分、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ANSS）评分、认知功能、临床效果、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比对。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BRMS 评分及 PANS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治疗后的言语记忆测验

（HVLT-R）、持续操作测验（CPT）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两组的临床总

有效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 0.0�）。结论　在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方面，富

马酸喹硫平片联合碳酸锂、丙戊酸镁缓释片联合碳酸锂进行治疗均可取得较好的疗效，安全性较高，

但是富马酸喹硫平片联合碳酸锂在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及临床症状方面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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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quetiapine fumarate and magnesium valproate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in patients with manic attack of bipolar disorder　　LI Fang，FAN Yuebin，ZHANG Yufen，
et al. Seventh People 's Hospital of Dalian，Dalian 11602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quetiapine fumarate and magnesium valproate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in the treatment of bipolar disorder manic attack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grouping"，100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manic attacks received in our hos-

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50 patients/group，the former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agnesium valproate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and the latter group was treated 

with quetiapine fumarate tablets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BRMS scores，PANSS scores，cognitive function，

clinical outcomes，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BRMS and 

PANSS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manic-episod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

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After treatment，HVLT-R and CPT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total clinical efficiency and adverse reactions（P>0.05）. Conclusion　Quetiap-

ine fumarate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and magnesium valpro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are effective and safe in the treatment of bipolar disorder manic attacks，but quetiapine fumarate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is superior in improving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Key words】Bipolar disorder；Manic episodes；Quetiapine fumarate tablets；Magnesium valproate sustained re-

lease tablets；Lithium 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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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指的是既有躁狂发作或轻躁狂

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情感障碍，病情反复发

作［1-2］。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存在认知功能受

损的情况，以注意力下降、执行能力和记忆力变差为

主要表现［3］。目前临床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经

常采用碳酸锂，但是具有见效慢、治疗时间长等不

足，加上不良反应较多，会影响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近年来临床上开始使用非典型抗神经病药物对该病

患者进行治疗，且认为联合用药的效果比单一用药

更优，因此本文对碳酸锂分别联合富马酸喹硫平片、

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的效果进行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资料

本院 2016 年 6 月 ~2017 年 6 月收治的 100 例双

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双

盲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的病情符合 ICD-10 精神与

行为障碍分类中关于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诊断

标准［4］；所有患者均为初次急性发作，以往未接受过

规范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倍克 - 拉范森躁狂量表

（BRMS）≥ 22 分。

排除标准：存在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的患者；患有

内分泌疾病或者是其他精神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的患

者；对本次研究中相关药物过敏的患者；依从性差的患

者；治疗期间因严重不良反应而退出本次研究的患者。

对照组：50 例患者中包括男性 30 例和女性 20
例；年龄范围：上限值、下限值分别为 58 岁、21 岁，

年龄平均值（34.75±4.83）岁。病程范围：2 个月至 3
年，病程均值为（7.07±1.84）个月。观察组：50 例

患者中包括男性 32 例和女性 18 例；年龄范围：上限

值、下限值分别为 59 岁、22 岁，年龄平均值（34.80
±4.91）岁。病程范围：2 个月 ~4 年，病程均值为

（7.10±1.90）个月。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进行

比较差距微小（P>0.05）。

1.2　方法

两 组 均 采 用 碳 酸 锂 治 疗 ， 起 始 剂 量 为 一 天

250mg，治疗一周后将剂量增至一天 1000mg~1500mg，

一日两次。在治疗期间定时对患者进行血液检测，根

据检查结果对用药剂量进行合理的调整，避免出现锂

中毒的情况。

对照组在使用碳酸锂治疗的同时加用丙戊酸镁缓

释片，起始剂量为一日 250mg，治疗一周后用药剂量

增加至 1000mg~1500mg，一日两次，共计治疗四周。

观察组采用碳酸锂联合富马酸喹硫平片，碳酸

锂的用法用量同上，富马酸喹硫平片起始剂量为一

日 100mg，在一周内将剂量逐渐增加至 400~600mg/

d，将最大剂量控制在一日 800mg，一日两次，连续

用药治疗四周。

1.�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1）采用 BRMS 评分标准评价两组双相情感障

碍躁狂发作患者治疗前、治疗四周后的躁狂症状，

采用 0~4 分的五级评分法，共 11 项，0~5 分表示无

明显的躁狂症状，6~10 分表示存在明显的躁狂症状，

11~22 分表示中度躁狂症状，22 分以上表示严重的

躁狂症状，总分越高说明病情越严重。

（2）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对两组

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治疗前、治疗四周后的

精神症状进行评估，包括阳性量表、阴性量表、一

般精神病理量表，分值越低，说明精神症状越轻。

（3）两组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治疗前、

治疗四周后的认知功能采用威斯康星片分类测验

（WCST）、言语记忆测验（HVLT-R）、持续操作测验

（CPT）进行评价，以分值高为优势。

（4）疗效指数 =（治疗前 BRMS 评分 - 治疗后

BRMS 评分）/ 治疗后 BRMS 评分 ×100％。临床疗

效判定标准：①治愈：疗效指数≥ 90％；②显效：疗

效指数为 75％~89％；③好转；疗效指数区间为 50％

~74％；④无效：疗效指数不足 50％。临床总有效率

为（50 例 - 无效例数）/50 例 ×100％。

（5）统计两组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的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对观察指标进行分析时使用 SPSS20.0 统计学软

件，以［n（％）］表示计数资料，使用卡方检验，以

均数差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当结果显示为

P<0.05，则表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BRMS 评分及 PANSS 评分

两 组 双 相 情 感 障 碍 躁 狂 发 作 患 者 治 疗 前 的

BRMS 评分及 PANSS 评分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经过治疗后两组数据均有降低，且观察组治疗

后的分值更低，统计学具有意义。

见表 1 所示：

2.2　认知功能

两组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组内治疗前后、

组间前及治疗后对比 WCS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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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治疗后，观察组的 HVLT-R、CPT 评分均高于组

内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P<0.05），对照组的 CPT

评分高于组内治疗前（P<0.05）。

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2　对比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n=50，分）

组别 WCST HVLT-R CPT

对照组

　　治疗前 47.20±17.65 25.66±4.85 2.11±0.75

　　治疗后 47.24±17.70 26.57±4.90 2.58±0.87

t组内治疗前后/P 0.011/0.991 0.933/0.353 2.893/0.005

观察组

　　治疗前 47.18±17.62 25.70±4.91 2.13±0.77

　　治疗后 49.36±18.87 28.72±4.87 3.40±0.85

t组内治疗前后/P 0.597/0.552 3.088/0.003 7.830/0.001

t组间治疗前/P 0.006/1.000 0.041/0.967 0.132/0.896

t组间治疗后/P 0.579/0.564 2.201/0.030 4.767/0.001

2.3　临床效果

两组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的临床总有效

率对比相差不大（P>0.05）。

见表 3 所示：
表3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50 24（48.00）10（20.00）11（22.00）5（10.00）45（90.00）

观察组 50 27（54.00）14（28.00）6（12.00） 3（6.00）47（94.00）

χ²值 - 0.360 0.877 1.772 0.544 0.544

P值 - 0.548 0.349 0.183 0.461 0.461

2.4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组和对照组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之

间相比较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无明显差别（P>0.05）。

如表 4 所示：

3　讨论

碳酸锂属于心境稳定剂，能对脑神经去甲肾上

腺素的释放进行有效的抑制，有助于再摄取，还能

够对患者的攻击行为进行控制，防止出现不良事件，

但是碳酸锂具有镇静作用不足等缺点，因此临床推

荐其与其他药物联用［5-7］。富马酸喹硫平片是一种

心境稳定剂，作为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能对中枢

5-HT 和 DA 受体进行阻断，具有高效的镇静作用，

能使患者的精神症状得到改善［8-10］。丙戊酸镁缓释片

可增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的神经中枢中γ-

氨基丁酸传递功能，从而降低γ- 氨基丁酸转氨酶活

性，有助于患者情绪紊乱症状的改善，且可调节神

经传导系统，具有良好的抗躁狂作用［11-12］。

本次研究发现：富马酸喹硫平片或丙戊酸镁缓释

片联合碳酸锂的临床总有效率均和不良反应均没有

区别，表明了两种用药方法安全有效。但观察组治

疗后的 BRMS 评分及 PANSS 评分均更低，起效更快，

这可能是富马酸喹硫平片的达峰时间更短，起效更

快所致。观察组治疗后 HVLT-R、CPT 均更高，说明

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改善程度更大，有助于患者注

意力水平和认知功能的改善，降低不良行为发生率。

总而言之，富马酸喹硫平片或丙戊酸镁缓释片

分别与碳酸锂联合应用在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

者治疗中均安全有效，但富马酸喹硫平片和碳酸锂

联用的见效更快，可迅速改善临床症状。本研究样

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只有 4 周，所以还需要更大

样本，观察期很长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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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对比两组患者的BRMS评分及PANSS评分（n=50，分）

组别
BRMS评分

T/P
PANSS评分

T/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34.32±5.24 13.85±3.75 22.463/0.001 74.52±9.04 52.37±4.55 15.476

观察组 34.41±5.30 6.29±2.04 35.13/0.001 74.48±9.12 39.08±4.06 25.074/0.001

t值 0.085 12.522 - 0.022 14.411 -

P值 0.932 0.001 - 0.983 0.001 -

表4　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头晕 头痛 嗜睡 总发生率

对照组 50 3（6.00） 2（4.00） 7（14.00） 12（24.00）

观察组 50 2（4.00） 3（6.00） 5（10.00） 10（20.00）

χ²值 - 0.211 0.211 0.379 0.233

P值 - 0.646 0.646 0.538 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