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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临床分期主要是描述疾病的发生发展过

程，有学者提出了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

临床分期模式的概念，Berk 等［1］认为有效的临床分

期模式对疾病的治疗意义重大，可以据此评估处于

各阶段患者的病情并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目前已

提出多种临床分期模式，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　临床分期模式

1.1　Conus 模式

Conus 等［2］ 回顾了大量有关 BD 患病风险的横断

面研究提出了 BD 的临床分期模式。该模型描述了疾

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包括五个阶段，分期如下，0
期：高风险期，存在发病的高危因素；I 期：轻微的非

特异性症状；II 期：首次躁狂发作；III 期：持续性抑郁

或躁狂的反复发作；IV 期：BD 症状缓慢持续性加重。

1.2　Berk 模式［1、3］

Berk 等于 2007 年提出了 BD 临床分期模式，该

模式主要是基于疾病的临床特征、预后和治疗反应

而进行的阶段划分，可用于高危人群的识别、制定

早期干预策略等。主要分为 5 期。

0 期：高风险的无症状期，在此期间有一系列的

危险因素（如阳性家族史、药物滥用等），是疾病的

开始期；1a 期：个体开始表现出 BD 相关的轻微或非

特异性症状；1b 期：疾病进一步发展，逐渐呈现出某

些前驱期的症状特点；2 期：首次出现较多超过疾病

阈值水平的症状，可以是抑郁症状，也可以是躁狂

症状，但多是抑郁症状；3a 期：首次疾病复发，表现

为亚阈值的发作；3b 期：首次疾病复发，表现为阈值

水平的发作；3c 期：缓解和复发的反复交替出现；4
期：患者存在某些综合性症状群，为难治性病程，始

终无法康复。

Berk 等［4］认为临床分期模式的有效性已被疾病

进展过程中的相关表现所证实，包括脑影像改变、

认知改变、对用药和心理治疗的反应情况等，每个

疾病阶段均有一定的差异，疾病表现形式、诊断、

药物、心理干预方法、治疗敏感性在每个阶段均有

所不同，在初始阶段主要是选择切实可行的神经保

护性策略进行早期干预。早期干预允许采用二级预

防的方法，包括对家庭关系、性心理和职业发展、

自我概念认同等方面的指导；后期主要是针对疾病所

致社会功能损害的康复治疗。

1.3　Kapczinski 模式［3、5］

Kapczinski 等进一步发展了 Berk 等提出的临床

分期模式，该模型对多个临床变量进行纵向评估，

主要评估内容包括间歇期的共病、症状特点、功能

状态、神经认知和生物标志物等。分期包括从潜伏

期（有发病风险）到逐步严重和难治性阶段，在上述

过程中患者可能暴露于多种高危因素：急性发作、物

质滥用、生活刺激、遗传风险等，该模式强调疾病

潜伏期和四个阶段病情的评估。

潜伏期：个体表现有情绪和焦虑症状，存在形

成 BD 阈值水平的风险因素（如阳性家族史），此时

尚未出现认知损害，但存在基因多态性的改变，该

基因多态性使个体具有形成 BD 的易感性。I 期：BD

患者有正常的情绪状态，未出现明显精神疾病的发

作，没有明显的认知损害，但是存在生物标志物肿

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和 3- 硝基

酪氨酸（3-Nytrotyrosine）的高水平表达。II 期：患者

呈现快速循环，出现轴 I 或轴 II 的共病或短暂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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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标志物 TNF 和 3- 硝基酪氨酸高水平表达，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低水平表达；III 期：患者存在与临床相关的

认知损害、功能障碍（如难以正常工作或执行功能

障碍）和生物标志物的改变，后者包括：（1）脑形

态学改变持续进行、不断发展；（2）TNF 和 3- 硝基

酪氨酸高水平表达，BDNF 低水平表达；IV 期：患

者表现有明显的认知损害和功能损害，不能独立生

活，脑结构和生物标志物持续改变，脑室扩大和 / 或

脑白质高信号，TNF 和 3- 硝基酪氨酸高水平表达，

BDNF 低水平表达，谷胱甘肽还原酶和转移酶水平增

加。Kapczinski 等根据疾病分期对患者的提出治疗建

议，早期阶段采用情感稳定剂单一治疗和 / 或心理治

疗；晚期阶段采用更为复杂的治疗方案或某些姑息性

治疗措施。

Rosa 等［6］通过临床实验对 Kapczinski 的分期模

式进行了验证，将 54 例 BD 受试者按照 Kapczinski

的分期标准分为 4 个阶段，并和 43 名健康对照模型

进行对比，分为 4 临床阶段。采用功能状态受损程

度（the Functioning Assessment Short Test，FAST）等

方法评估认知功能的损害程度，结果显示所有阶段

患者的功能状态均显著差于对照组，除了第一阶段

以外，功能评估分和临床分期呈明显的线性相关，

该项研究表明了渐进式的功能变化，从 I 期到 IV 期，

患者的功能损害逐步加重，提示采用 FAST 评分有助

于划分 BD 的分期。

1.4　Duffy 模式［7］

Duffy 参照目前已有的证据提出了 BD 临床分期

的整合模式，其观点主要是基于对 BD 患者的遗传风

险进行的研究，描述了疾病发生发展的各个发展阶

段。主要分为 5 期。

0 期：精神状态好，但是有可被证实的 BD 家族

史或其他慢性精神疾病家族史；I 期：出现非典型症

状，间歇性焦虑和睡眠障碍，神经发育异常疾病（如

注意缺陷障碍，学习和运动障碍）；II 期：轻微情绪

障碍或单次抑郁发作等，包括恶劣心境、环性气质、

循环性精神病、适应障碍，或阴性症状，包括情感

淡漠、快感缺失、注意缺陷、少语等；III 期：迟滞性

抑郁障碍的反复发作（伴或不伴精神病性症状），或

轻度精神病性症状、认知功能损害、社会功能受损

（学习、社交等）；IVa 期：典型双相，包括双相轻躁

狂、双相躁狂、其他类型双相（伴或不伴精神病性

症状）；或混合性或环性躁狂（伴精神病性症状，难

以完全缓解）；IVb 期：伴有残留症状的双相，包括物

质滥用、共病多种疾病；精神病性障碍，包括分裂样

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其他精神病性障碍。

1.5　Frank 模式［8、9］

有关 BD 临床分期模式的纵向思考，Frank 认为

既往精神疾病一直采用静态的分类方法，静态分类

方法在理解疾病的发展、共病、预后和治疗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目前已提出的 BD 的分期模式

充分考虑了遗传、神经信息、情绪以及活动性症状，

能更好的描述疾病的发展进程，从早期无症状，到

“高风险”阶段，直至发展为严重慢性疾病，每一个

阶段都存在相应的影像学改变、生物学改变（心血

管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Frank 模式更多地考虑了

临床表现与影像学改变相结合，共包括 5 个阶段。

0 期：患病风险增加，目前无症状；静态标记：

在情感和任务性认知控制过程中前额叶皮层的活动

异常增加；风险标记：杏仁核活动异常升高，前额叶

白质异常改变。Ia 期：轻度或非特异性症状；静态标

记：在情感和任务性认知控制过程中前额叶皮层的活

动异常增加；Ib 期：超高危风险期，中度但尚未达到

亚阈值症状，伴随神经认知功能的改变和社会功能

的下降；风险标记：前额叶皮层异常体积下降，左侧

皮层下体积增加，脑白质体积下降。II 期：BD 的首

次发病，出现中度或重度症状，存在神经认知功能

缺陷和社会功能衰退；情感过程：在情感和任务性认

知控制过程中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异常降低（特别是

右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在上述任务过程中杏

仁核活动增加，前额叶皮层体积下降，脑白质体积

下降，皮质下体积改变；奖赏过程：左侧纹状体和前

额叶皮质活动增加；IIIa 期：首次发病后不完全缓解；

III b 期：应用情感稳定剂治疗的精神病性或情感性障

碍出现复发或复燃，有残留症状，神经认知功能低

于首次发病后的最好水平；疾病进展的标记：前额叶

的体积与疾病持续时间（特别是右侧腹外侧前额叶

皮层灰质的体积）呈负相关，随着疾病的发展海马、

杏仁核、纹状体的体积下降。IV 期：根据症状表现、

神经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损害的标准判定疾病严重

且持续。

2　意义

双相障碍患者在前驱期已存在某些特异性症

状［10］，Ferensztajn 等［11］认为引入临床分期模式有利

于双相障碍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同时指出双相

障碍的首次发作是早期干预的关键靶点。Frank 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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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采用临床分期模式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这将降低与 BD 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目前临床分期模式已在内科疾病系统得到广泛

应用［12］，Goi 等［13］认为 BD 是一种慢性疾病，采用临

床分期模式对其治疗和预后同样具有指导意义，Goi 

等对处于维持期患者的治疗用药情况进行了研究，

根据 Kapczinski（2009）提出的分期模式 BD 呈现四

个渐进的临床阶段。该研究纳入符合 129 例符合

DSM-IV 诊断标准的 BD 患者，所有患者均处于缓解

期。根据该分期模式：31 例被列为Ⅰ期，44 例被列

为Ⅱ期，31 例被列为 III 期，23 例被列为 IV 期。发

现四个阶段呈现了不同的治疗干预模式：Ⅰ期 -- 单

药治疗，Ⅱ期 -- 两药合用，III 期和 IV 期 --- 三种

或三种以上的药物合用，或者合用氯氮平；FAST 与

处方药的数量呈显著正相关。这项研究表明依据临

床分期模式，病情稳定的 BD 患者在不同疾病阶段用

药差异明显。治疗效果随病情不断发展变化，制定

临床治疗指南应充分考虑采用疾病的临床分期来指

导临床治疗。

总之，双相障碍的临床分期模式有助于理解双

相障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有助于制定治疗方案和

估计预后，其中首次疾病发作是进行早期干预的关

键靶点，此时进行干预有可能预防发生进一步神经

解剖学、神经心理学、临床功能的相关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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