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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合并碳酸锂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疗效及安全性

邵国艳 、 潘会敏 、 齐战影

【摘要】目的　评价齐拉西酮合并碳酸锂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

2018 年 2 月～201� 年 �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0 例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

每组 �� 例。对照组单用碳酸锂治疗；研究组联合碳酸锂与齐拉西酮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

疗效。结果　研究组总有效率 ��.1％（�4/��）高于对照组 8�.�％（�0/��）（P< 0.0�）；研究组治疗后血

清神经递质指标优于对照组（P< 0.0�）；研究组 2 例出现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的 � 例（P< 0.0�）；� 个

月后，研究组 0 例复发，对照组 � 例复发，研究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 0.0�）。结论　齐拉西酮合

并碳酸锂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疗效显著，且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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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in manic episode of patients with bi-
polar disorder　　SHAO Guoyan，PAN Huimin，QI Zhanying. Xuchang Jian’an Hospital，Xuchang 46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in 

manic episode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 Methods　 70 manic episode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March 2019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with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alone；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and ziprasidon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

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7.1％（34 / 35），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85.7％，30 / 35）
（P<0.05）. The serum neurotransmitter index in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

ment（P<0.05）.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2 cases，7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incidenc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Six months later，there was no recurrence in the 

study group and 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currence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lithium carbonate in the treatment of manic episode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is better with less adverse reactions and lower recurre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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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以情感高涨或者低落为典型临床表现，

反复发作。躁狂发作时，病人意志行为增强，情绪

高涨，精力旺盛［1］。双相情感障碍严重影响病人的

身心健康，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2］。故此，建议尽

早发现，尽早治疗，才能尽早控制病情和改善生活

质量。本文选择 2018 年 2 月～2019 年 3 月收治的 7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齐拉西酮合并碳酸锂治

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报

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8 年 2 月～2019 年 3 月期间我院

收治的 70 例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将其分

成对照组、研究组，一组 35 例。纳入标准：（1）符

合双相情感障碍躁狂症诊断标准；（2）年龄 20～60
岁，男女不限；（3）纳入研究前未接受任何药物治

疗；（4）治疗前 BRMS 评分高于 25 分；（5）本研究

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同意。排除标准：（1）

［作者工作单位］许昌市建安医院（许昌，4�1000）。

［第一作者简介］邵国艳（1��4.11-），女，河南许昌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病学。

［通讯作者］邵国艳（Email：qicai1�4�281�1@1��.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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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物过敏、禁忌症者；（2）年龄 >60 岁或者年龄

<20 岁者；（3）免疫功能缺陷者；（4）其他精神障碍

表现者；（5）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6）妊娠期或

哺乳期女性。对照组：21 例男性，14 例女性；年龄

23～59 岁，年龄均值（34.59±5.12）岁；病程 2～9
个月，平均病程（5.17±1.02）个月。研究组：23 例

男性，12 例女性；年龄 22～57 岁，年龄均值（35.41
±4.58）岁；病程 1～9 个月，平均病程（5.09±1.37）
个月。二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显示无明显差异

（P>0.05）。

1.2　方法

1 .2 .1　对照组　 对照组，单用碳酸锂治疗，

0.3g/ 次，2 次 /d 起始，随后根据病情酌情可以最高

用到 1.5g/d。

1.2.2　研究组　 研究组联合碳酸锂与齐拉西

酮，即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齐拉西酮治疗，初始

剂量设定 20mg，2 次 /d，餐时服用，随后根据病情

严重程度，增加到 80mg/ 次，2 次 /d。为保证最低有

效剂量，调整用药剂量前，仔细观察用药反应，间

隔至少 2 天调整用药量，因为本品口服 1-3 天内血

药浓度基本稳定。

1.�　观察指标

1.3.1　疗效评价　 根据 BRMS 评分，评估患者

躁狂程度，结合临床表现，判定疗效：（1）治愈，与

治疗前比较，BRMS 评分下降超过 75％，躁狂症临

床症状基本消失；（2）有效，与治疗前比较，BRMS

评分降低 25％～75％，亢奋及狂躁等表现有所改

善；（3）无效，和治疗前比较，BRMS 评分降低不足

25％，且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明显好转，甚至加重［3］。

治愈率 + 有效率 = 总有效率。

1.3.2　血清神经递质　 治疗前与治疗后分别采

集 5.0ml 外周静脉血，检测血清神经递质指标。应

用 TGL-16C 型高速离心机，处理血液标本，按照

15000r/min 标准，离心处理 10min，取上清液用于

检测血清神经递质。其中，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5-

羟色胺（5-HT）、多巴胺（DA）以及去甲肾上腺素

（NE）。

1.3.3　不良反应与复发情况　统计两组患者治

疗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治疗结束 6 个月后，随访统

计患者复发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数据录入 EXCEL 表格中，采用 SPSS 20.0
软件予以处理。例（n）、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

予以卡方（χ2）检查；标准差 ± 方差（x±s）表示计

数资料，予以 t 检验。检验值 P<0.05 评定组间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疗效

经比较发现，研究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二

组数据分析，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表1　评价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n，％）

组别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n=35） 19 15 1 34（97.1％）

对照组（n=35） 11 19 5 30（85.7％）

χ2 8，266

P 0.004

2.2　血清神经递质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神经递质指标，

结果发现，治疗前组间各指标无明显差异（P>0.05），

但治疗后研究组 5-HT、NE、DA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二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所示。

表2　观察比较治疗前后的血清神经递质指标（n=35，x±s）

组别
5-HT（ng/L） NE（ng/L） DA（ng/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224.81±11.47 120.47±8.27 304.41±9.26 191.74±7.25 231.27±7.25 132.71±2.74

对照组 222.43±10.35 145.21±5.68 302.74±9.12 224.71±5.62 229.84±8.12 159.26±5.61

t 0.384 4.724 0.287 7.913 0.485 5.972

P 0.612 0.000 0.781 0.000 0.591 0.000

2.�　不良反应

统计发现，研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3 所示。

2.4　复发情况

治疗后随访 6 个月，研究组的复发率低于对照

组，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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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统计观察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n，％）

组别 头痛 恶心乏力 眩晕 合计

研究组（n=35） 1 1 0 2（5.7％）

对照组（n=35） 2 3 2 7（20％）

χ2 9.130

P 0.002

表4　统计观察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n，％）

组别 复发例数 复发率

研究组（n=35） 0 0

对照组（n=35） 3 8.5％

χ2 8.877

P 0.002

3　讨论

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是常见的精神障碍［4］。躁狂

发作严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降低生活质量［5］。碳

酸锂及齐拉西酮是目前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

的常用药物。碳酸锂是心静稳定剂的代表药物，可

控制躁狂症状，又不会引起转相［6］。但是，碳酸锂

单独用药起效慢，镇静作用弱，依从性和疗效欠佳，

而且碳酸锂治疗窗窄，高剂量时容易出现神经系统

及胃肠道等方面的不良反应，严重时，可导致锂盐

中毒［7］。齐拉西酮属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对 5-

羟色胺、多巴胺与去甲肾上腺素受体的亲和力较

强［8］。研究显示，双相障碍和 DA、NE、5-HT 异常

升高、外周交感神经兴奋升高等因素有关［9］。神经

生化研究表明，5- 系统异常与双相障碍躁狂发作关

系密切，正常情况下，人体 5-HT 浓度约为 120ng/L，

但躁狂发作者明显升高，多超过 200ng/L［10-11］。NA

是 NE 前体物质，是存在下丘脑与垂体中的重要神经

递质，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12-13］。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总有效率是 97.1％（34/35），

高于对照组的 85.7％（30/35），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复发率低于对照组（5.7％ VS 20％；0 VS 8.5％），

且治疗后 5-HT、NE、DA 低于对照组（120.47±

8.27 VS 145.21±5.68；191.74±7.25 VS 224.71±5.62；

132.71±2.74 VS 159.26±5.61）。吴廷娟等［14］将 286
例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分成甲组（碳酸锂 +

齐拉西酮治疗）与乙组（碳酸锂治疗），发现甲组总

有效率 98.60％高于乙组 93.01％，且甲组不良反应

率 5.59％低于乙组 13.29％（P<0.05）。袁裕波等［15］

把 78 例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者分成对照组（碳酸

锂治疗）与实验组（齐拉西酮 + 碳酸锂治疗），发现

实验组治疗后 5-HT、NE、DA 低于对照组（120.45
±9.36 VS 141.32±9.26；192.23±10.19 VS 229.27±

11.78；133.51±9.73 VS 157.69±10.35），且对照组复

发率高于实验组。本研究结果与吴廷娟、袁裕波等

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说明齐拉西酮联合碳酸锂治

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效果比单一碳酸锂治疗

更显著，安全性也更好。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

括样本量小，样本来源也全部来自同一家医院，代

表性有待提高。

综上所述，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

联合齐拉西酮与碳酸锂治疗，疗效确切，且调节血

清神经递质水平，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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