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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替尼所致精神障碍一例

兰智勇

【摘要】1 例，男性，48 岁患者，因患“肺癌伴脑转移”在使用常规抗肿瘤药物劳拉替尼 7 天后

出现“类躁狂综合征”，发现后予以停用劳拉替尼，同时大量补液促进药物排泄，予以短暂小剂量抗

精神病药物治疗后病情痊愈出院。结论：劳拉替尼可能会引起少见的精神障碍，值得临床医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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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徐某，男性，48 岁，农民，初中文化，已

婚，浙江衢州人。因“少眠、兴奋、话多、行为异

常 13 天，加重 4 天”入院。患者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无明显诱因开始出现睡眠需要减少，白天自感心

情愉悦，精力旺盛，伴兴奋、话多，脾气急躁，未

就诊。6 月 29 日起病情明显加重，夜间几乎彻夜不

眠，极度兴奋，整日说个不停，话语滔滔不绝，行

为明显反常，在微信群里反复发红包，一次曾脱光

上衣和鞋子后无故外跑，难以管理。于 2019 年 7 月

3 日由其妻子送至我院门诊，拟“兴奋状态”收住入

院。否认明显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厌世消极等病

史。起病以来无发热、头痛、呕吐、抽搐、二便失

禁，无乏力、消瘦、体重下降表现。既往情况：患

者 2016 年因“反复干咳”就诊，在浙江某三甲医院

确诊为“肺癌、脑转移瘤”，予以伽马刀手术治疗有

效，后基本正常生活。2018 年“脑转移瘤”复发再

次行伽马刀治疗，疗效好，基本生活、劳动不受影

响。2019 年 6 月 13 日开始服用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

新型抗肿瘤药物“劳拉替尼片”（100mg/ 片 100mg/d）

至 2019 年 7 月 2 日。既往否认其他躯体疾病史，否

认躁狂发作和抑郁发作史。个人史及家族史：初中文

化，性格外向，有嗜酒史 20 年，每天约 200ml 高度

白酒，无晨饮行为，即使本次发病近 13 天来仍每天

喝酒，酒量无增减，否认其他药物、依赖物质接触

史，家族史阴性。

入院体格检查：生命体征稳定，神志清，双侧瞳

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灵敏，双肺听

诊无特殊，心率 90 次 / 分，腹部无压痛，肝脾肋下

未及，四肢未见明显震颤，神经系统未引出阳性体

征。精神检查：意识清，定向全，接触不合作，敌对，

高度兴奋状态，语量明显增多，语调高，声音嘶哑，

自我感觉好，夸大，未引出明显幻觉、妄想，记忆、

智能无法配合检查，情绪明显高涨，易激惹，行为

冲动、违拗，抗拒一切检查和治疗，需约束保护，

不认为自己有精神病。入院后予以血常规、生化（肝

肾功能、电解质）、梅毒、生殖激素、甲状腺 B 超、

心电图、脑电图检查均未见异常。头颅、肺部 CT 分

别提示：右侧脑室后角旁片状低密度影；左肺上叶实

性结节，考虑肿瘤。甲状腺功能检查提示有甲状腺

功能亢进表现：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14.96pmol/L

（参考值 3.10～6.80 pmol/L），血清总三碘甲状腺原

氨酸 4.10nmol/L（参考值 1.30～3.10 nmol/L），游离甲

状腺素 32.7 pmol/L（参考值 12.0-22.0 pmol/L），血清

总甲状腺素 173.0 nmol/L（参考值 66.0～180 nmol/L），

促甲状腺素 <0.01miu/L（参考值 0.27～4.20 miu/L），

抗甲状腺抗体及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正常。入

院时诊断考虑：1. 脑转移瘤所致精神障碍？2. 甲状腺

功能亢进所致精神障碍？3.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4. 

药物所致精神障碍？5. 躁狂发作？入院后立即予以

停服劳拉替尼片，当日先后两次共地西泮 10mg 肌肉

注射，同时补液 1000ml，但效果不佳，仍表现吵闹

不休，需约束保护；7 月 4 日予以加大补液共 2500ml

促排泄治疗，共用地西泮 10mg 肌肉注射，但仍表现

吵闹，但约束次数减少；7 月 5 日仍有胡语、不配合

输液，予以继续大量补液促排泄，同时加以氟哌啶

醇 5mg 肌肉注射治疗。7 月 6 日病情明显好转，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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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合作，配合治疗，但仍略兴奋，主动要求偏

多；继续补液处理，7 月 7 日病情完全好转，交谈良

好，语量、语速适中，无夸大，记忆、智能无异常，

情绪稳定，意志行为正常，自知力恢复，自诉服用

劳拉替尼一周后开始感觉自己有些兴奋，但控制不

住自己，后面就完全失控了。7 月 8 日病情好转出院。

住院期间患者未发现意识有障碍，双侧瞳孔未见明

显增大，直径 3mm，对光反射灵敏，无明显出汗增

多及震颤表现，二便无失禁。诊断及鉴别诊断：1. 根

据上述的表现及相应的检查，患者为急性起病，发

病过程意识一直保持清楚，无明显头痛、恶心、呕

吐及四肢运动障碍，记忆、智能未见损害，神经系

统检查无病理征等，头颅 CT 检查未见占位性病变，

故有理由排除脑转移瘤所致精神障碍。2. 患者实验

室检测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有研究也表明［1］，肺癌

可以伴发甲状腺功能亢进；但其无甲状腺功能亢进

相应的临床表现，如心悸、出汗、进食和便次增多

和体重减少等，而且治疗过程中并未对甲状腺功能

亢进行处理，而精神症状却在短时间内即彻底消失，

随后复查甲状腺功能水平与入院时比较并无明显变

化，故不符合甲状腺功能亢进所致精神障碍的特点。

3. 患者有长期嗜酒，但精神症状出现期间酒量无明

显增减，而且意识清楚，无明显震颤，瞳孔无明显

增大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表现，未予以酒精戒断或

中毒的治疗精神症状即快速好转，故也不符合酒精

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特点。4. 患者表现兴奋、话多、

夸大，但并非以持久的心境高涨为临床表现，治疗

过程未使用情绪稳定剂，并且情绪症状短时间内彻

底消失，不符合躁狂发作的临床特点，故予以排除。

5. 病史回顾分析，患者在使用劳拉替尼 1 周后出现

精神行为异常，以兴奋为主要表现，并且仍继续服

用劳拉替尼片（100mg/d），精神症状逐渐加重，在入

院后予以停用劳拉替尼，同时予以补液对症处理第

三天精神症状明显好转，5 天后症状彻底缓解，故考

虑精神症状的出现与服用劳拉替尼有关。出院诊断

为：药物（劳拉替尼）所致精神障碍。现出院后一直

未使用精神科药物，也未再使用劳拉替尼，随访近 8
月，情绪稳定，正常生活。

本例患者发病前无精神病发作史，表现急性起

病，主要为在使用抗肿瘤药物劳拉替尼 7 天后出现

“类躁狂综合征”，但仍继续使用劳拉替尼药物，精

神症状逐渐加重。入院后予以停用劳拉替尼，同时

大量补液促进药物排泄，予以小剂量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第 3 天病情明显好转，5 天后病情彻底好转，

符合药物所致精神障碍的特点。

劳拉替尼为新型抗肿瘤药物，是一种第三代、

新型、高效、选择性、脑渗透力强的间变性淋巴瘤

激酶融合突变（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和

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v-ros avian ur2 sarcoma virus 

oncogene homolog1 ROSI）AL K 和 ROSI 抑制剂，低

剂量对 ALK G1202R 和 ROSI G2032A 等突变的患者

起作用［2-3］。有研究发现，劳拉替尼片除了会引发

高胆固醇、高甘油三脂血症、外周水肿外，25％的

患者会出现神经认知的副作用，另外 15％表现为情

绪不稳定。通过药物减量或中断后，神经认知和情

绪上的副作用可改善或逆转［4］。陈本川［5］也研究发

现，患者接受劳拉替尼时会发生包括癫痫发作、幻

觉、认知功能改变、情绪影响、影响语言表达功能

和精神状态及睡眠等改变的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共

53.9％）。本例表现为使用劳拉替尼后出现了较为少

见的情绪症状，表现为“类躁狂综合征”，值得引起

我们临床医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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