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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氯胺酮作为一种新型的抗抑郁药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对氯胺酮及其对映异构体（R-氯胺酮、S-氯胺酮）

抗抑郁、抗自杀特性的临床研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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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tamine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s a novel antidepressan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linical studies on the

antidepressant and anti-suicidal properties of ketamine and its enantiomers（R-ketamine，S-ket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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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全球发病率和致残率最高的精神障

评分减分率不低于 50% 作为主要结局指标，共 7 例

观察到会使人抑郁，同时消耗大脑中的单胺类神经

抑郁作用［10］。之后的多项临床研究也显示出氯胺

碍 。20 世纪 50 年代，抗高血压药物“利血平”被
［1］

递质（包括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2-4］

，抑郁症

的“单胺假说”一度盛行，单胺类抗抑郁药也成为治
疗抑郁症的主要药物。然而单胺类和其他种类的
抗抑郁药需要经过几周或数月的治疗才会显现出
效果，而且约三分之一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对至少
两种单胺类抗抑郁药无反应，为难治性抑郁症，伴
有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抑郁症患者短期内治疗
反应也欠佳［5-7］。氯胺酮作为一种非竞争性的 N-甲

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ic acid，NMDA）
受体拮抗剂，被证实可以快速缓解抑郁症状、减轻

自杀意念，也是近几十年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首次批准的新型抗抑郁药物［8］。本文就氯
胺酮及其异构体抗抑郁、抗自杀的临床研究进行
探讨。

1

氯胺酮抗抑郁效应
氯胺酮抗抑郁效应的发现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

患者完成该研究，氯胺酮对其中 4 例患者产生了抗
酮对难治性抑郁症有效［11-13］。Zarate 等［11］对难治性

抑郁症患者给予氯胺酮单次静脉给药（0. 5 mg/kg，
40 min），在给药后 110 min 内，患者抑郁症状明显改
善，且抗抑郁效果平均持续 7 天。aan het Rot 等［12］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氯胺酮重复静脉给药（每周

3 次、共 6 次）的抗抑郁效果和安全性，提示氯胺酮可

用于急性期难治性抑郁症的治疗，且短期内未出现
明显的认知功能损害。由于咪达唑仑和氯胺酮具
有相似的药代动力学（起效快和消除半衰期短）和麻

醉特性（如镇静和定向障碍），Murrough 等［13］首次使

用了活性安慰剂咪达唑仑为对照，结果显示接受氯
胺酮治疗的患者应答率高于接受咪达唑仑治疗者

（64% vs. 28%）。在延迟抑郁症复发方面，Daly 等［14］
的随机、双盲试验也显示，与安慰剂相比，氯胺酮可
降低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复发风险。
氯胺酮同样可用于治疗双相抑郁。Diazgranados
对 18 例难治性双相抑郁患者进行研究，与接受

纪 70 年代，1975 年 Sofia 等［9］的一项临床前研究表

等

郁药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相似的作用。一项小型、

郁患者在 40 min 内抑郁症状改善，且效果持续到第

明，啮齿类动物使用氯胺酮后产生了与三环类抗抑
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氯胺酮具有抗抑郁作
用，该研究纳入的 9 例抑郁症患者（包括 8 例重度抑

［15］

安慰剂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氯胺酮治疗的双相抑
3 天。71% 的患者对氯胺酮有反应，6% 的患者在实

验期间的某个时间点对安慰剂有反应。Zarate 等［16］

郁症患者和 1 例双相抑郁患者）随机接受静脉注射

对 15 例难治性双相抑郁患者重复了该研究，79% 的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没有受试者对安慰剂有反应。

亚麻醉剂量的氯胺酮（0. 5 mg/kg）或生理盐水，以汉

受试者在实验期间的某个时间点对氯胺酮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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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等［17］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评估了单次氯胺

抑郁药物使用。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

的效果和安全性，研究显示在 4 周终点时氯胺酮联

随机分为三组，分别接受艾司氯胺酮 0. 2 mg/kg、艾

酮静脉给药联合口服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抑郁障碍

纳入 30 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按 1∶1∶1 比例将患者

合艾司西酞普兰比单用艾司西酞普兰的临床治愈

司氯胺酮 0. 4 mg/kg 和安慰剂 40 min 静脉输注，结果

率更高（76. 9% vs. 14. 3%，P=0. 001），且达到临床

治愈标准的时间更短，可弥补口服抗抑郁药起效延

显示两种剂量的艾司氯胺酮治疗都在 2 h 内产生快

速的抗抑郁作用，且两组在所有疗效指标上差异均

迟以及氯胺酮单次给药效果维持时间较短的缺陷。

无统计学意义，较低剂量的艾司氯胺酮在维持疗效

2

氯胺酮抗自杀作用

的同时患者耐受性更好［26］。同样，艾司氯胺酮也具

氯胺酮可快速减少自杀意念，具有潜在的抗自

效性研究评估了单次输注 0. 25 mg/kg 艾司氯胺酮和

杀作用。一项包括 26 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开放性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氯胺酮不仅能快速改善抑郁症

有潜在的抗自杀作用［27］。另一项随机、双盲、非劣

0. 5 mg/kg 氯胺酮对难治性抑郁症的疗效和安全性，

状，而且能在单次给药 24 h 内消除或缓解自杀意念，

结果表明艾司氯胺酮的抗抑郁疗效不低于氯胺酮，

Depression Rating Scale，MADRS）自杀条目评分降低

给药也发挥着抗抑郁和抗自杀作用。一项二期、双

蒙哥马利-艾森伯格抑郁量表（Montgomery-Asberg

2. 08 分，81% 的患者在输注后 24 h 内自杀条目评分
为 0 或 1［18］。Diazgranados 等［19］研究显示，氯胺酮输

注后 40 min 内 ，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量表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SSI）评分降低，且该指标
在输注后 4 h 内显著降低。Larkin 等［20］提供了氯胺

酮用于伴自杀意念的急诊科抑郁症患者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证据：14 例伴有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在
接受静脉推注氯胺酮（0. 2 mg/kg）后 1~2 min 内自杀
意念消退，给药后 40 min 抗抑郁作用起效，自杀评
分的改善持续超过 10 天。

Zarate 等［16］的一项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

显示，与安慰剂相比，接受氯胺酮治疗的双相抑郁

且耐受性良好［28］。除了静脉给药，艾司氯胺酮经鼻
盲、
随机、
安慰剂对照研究纳入 67 例难治性抑郁症患

者，60 例患者完成两个双盲期试验，患者按 3∶1∶1∶1
比例分为安慰剂组、28 mg 艾司氯胺酮组、56 mg 艾

司氯胺酮组和 84 mg 艾司氯胺酮组，每周两次经鼻

给药。在第二期开放阶段，给药频率从每周两次减
少到每周一次，再减少到每两周一次，结果显示三
种剂量的艾司氯胺酮治疗组 MADRS 总评分（两个

时期合计）的变化均优于安慰剂组，抑郁症状改善
程度呈剂量-反应关系［29］。Canuso 等［30］评估艾司氯
胺酮经鼻给药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研究显示，与安
慰剂组相比，给药后 4 h 艾司氯胺酮组 MADRS 评分

和自杀条目评分明显改善。鉴于其快速有效的初

患者在给药后 40 min 自杀意念减少，并持续 3 天。

步临床获益，艾司氯胺酮鼻喷制剂已经获得 FDA 的

有强烈自杀意念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效果更好，患者

杀倾向的重度抑郁症患者［31］。但其疗效、长期使用

一项以咪达唑仑为对照的临床实验显示，氯胺酮对
在 24 h 内自杀意念减少更多［21］。

国内外有研究分析了抑郁症患者氯胺酮治疗

前后自杀意念和抑郁症状变化的关系，提出了氯胺
酮可能具有独立于其抗抑郁作用的抗自杀作
用［21-24］。研究表明，氯胺酮抗自杀作用的变异中大
约只有三分之一可用其抗抑郁作用解释［24］，提示氯
胺酮有在伴急性自杀风险的其他精神疾病中扩展

关于 R-氯胺酮的临床研究仍较少。2020 年，

一项开放性研究探索了 R-氯胺酮对难治性抑郁症

患者的抗抑郁疗效和安全性问题。在这项研究中，
7 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静脉注射 0. 5 mg/kg R-氯胺

酮 40 min 内，抑郁症状改善，MADRS 评分从输注前

的 30. 7 降至 1 天后的 10. 4，且患者解离症状等副反
研究，但也为 R-氯胺酮抗抑郁的效果和安全性研究

异构体抗抑郁和抗自杀作用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氯 胺 酮 是 一 种 外 消 旋 混 合 物 ，由 两 种 异 构 体

S-氯胺酮和 R-氯胺酮组成。NMDA 受体的拮抗作
用在氯胺酮的抗抑郁机制中起重要作用，S-氯胺酮
结合 NMDAR 效能是 R-氯胺酮的 3~4 倍

［25］

。艾司氯

胺酮是氯胺酮的 S-异构体，在临床研究中被作为抗
194

的安全性问题和滥用倾向等仍需持续关注［32］。

应发生较少［33］。虽然该研究样本量较小，且非对照

其使用的可能。

3

两项认证，即用于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和伴有严重自

4

氯胺酮的不良反应及安全性
氯胺酮作为一种“分离性麻醉剂”，使用后会诱

导出“与感官割离”的解离体验［34］，其致幻作用也使
其成为舞厅聚会时常用的“助兴药品”，在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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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被滥用［35-38］，并且氯胺酮可与阿片受体结合，预示
其低剂量使用也可能具有成瘾性。已有研究表明，
长期大量使用氯胺酮会出现膀胱炎、肾盂积水、腹
痛、肝功能异常和认知功能损害等［39-43］。临床试验
中单次氯胺酮使用者可出现工作记忆和情景记忆
损害，频繁使用者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都会受到影
。由于氯胺酮的作用时间通常不超过 1 周，临

［42］

响

床上用于维持治疗或者预防复发时则需要重复给
药［44-45］。而关于重复使用氯胺酮的安全性数据非常
有限，尤其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仍需开展对照试验并进行长期随访，进一步明确氯
［46］

胺酮使用剂量和使用频率

。但是，现有临床研究

观察到的氯胺酮不良反应较轻微，呈自限性的，不需
要额外的治疗。氯胺酮长期给药疗效评估的相关报
道尚缺乏，
其远期安全性有待进一步评估。

5

［6］ Rush AJ，Warden D，Wisniewski SR，et al. STAR*D：revising
conventional wisdom［J］. CNS Drugs，2009，23（8）：627-647.

［7］ Lopez-Castroman J，Jaussent I，Gorwood P，et al. Suicidal
depressed patients respond less well to antidepressants in the
short term［J］. Depress Anxiety，2016，33（6）：483-494.

［8］ Mahase E. Depression：EU approves expanded use of esketamine
for rapid reduction of symptoms［J］. BMJ，2021，372：398.

［9］ Sofia RD，Harakal JJ. Evaluation of ketamine HCl for anti-

depressant activity［J］. Arch Int Pharmacodyn Ther，1975，214

（1）：68-74.

［10］ Berman RM， Cappiello A， Anand A， et al.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ketamine in depressed patients［J］. Biol Psychiatry，
2000，47（4）：351-354.

［11］ Zarate CJ，Singh JB，Carlson PJ，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an
N-methyl-D-aspartate antagonist in treatment-resistant major
depression［J］. Arch Gen Psychiatry，2006，63（8）：856-864.

［12］ aan het Rot M，Collins KA，Murrough JW，et al. Safety and

小结与展望
氯胺酮自首次成功人工合成以来不到 60 年，作

为抗抑郁药物使用的历史更加短暂，虽然艾司氯胺

酮鼻喷制剂已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抑郁症和改善

自杀意念［32］，但上市后其安全性问题仍受到科学家
的关注和质疑［47］。目前没有氯胺酮长期给药的疗
效和远期安全性的评估，氯胺酮重复给药用于抑郁
症的治疗和预防复发时仍应重视药物滥用的风险
和认知功能损害等慢性不良反应［46］。从临床前研

究和现有临床研究来看，R-氯胺酮的抗抑郁疗效和
安全性似乎优于 S-氯胺酮和 R，S 氯胺酮，比如，对

啮齿类动物来说，R-氯胺酮的抗抑郁疗效更好且依
［48-50］

赖行为发生更少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on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and costs

［J］. J Clin Psychiatry，2002，63（11）：963-971.

，并且小规模临床研究显示，经

其治疗后患者发生解离反应很少［33］。未来有必要
进一步研究氯胺酮的抗抑郁机制，为未来抗抑郁药
物研发寻找突破点，针对抑郁发生的内在原因选择
更安全有效的抗抑郁药物。

参考文献
［1］ Collins PY，Patel V，Joestl SS，et al. Grand challenges in global
mental health［J］. Nature，2011，475（7354）：27-30.

［2］ Noordaa MC. Depression after reserpine therapy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J］. Ned Tijdschr Geneeskd，1956，100（14）：
1003-1004.

［3］ Freis ED. Mental depression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treated for

long periods with large doses of reserpine［J］. N Engl J Med，
1954，251（25）：1006-1008.

［4］ Holzbauer M， Vogt M. Depression by reserpine of the

noradrenaline concentration in the hypothalamus of the cat［J］. J
Neurochem，1956，1（1）：8-11.

［5］ Crown WH，Finkelstein S，Berndt ER，et al. The impact of

efficacy of repeated-dose intravenous ketamine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J］. Biol Psychiatry，2010，67（2）：139-145.

［13］ Murrough JW，Iosifescu DV，Chang LC，et al. Antidepressant

efficacy of ketamine in treatment-resistant major depression：a

two-sit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Am J Psychiatry，2013，
170（10）：1134-1142.

［14］ Daly EJ，Trivedi MH，Janik A，et al. Efficacy of esketamine
nasal spray plus oral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for relapse

pre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J］.
JAMA Psychiatry，2019，76（9）：893-903.

［15］ Diazgranados N，Ibrahim L，Brutsche NE，et al. A randomized
add-on

trial

of

an

N-methyl-D-aspartate

antagonist

in

treatment-resistant bipolar depression［J］. Arch Gen Psychiatry，
2010，67（8）：793-802.

［16］ Zarate CA， Brutsche NE， Ibrahim L， et al. Replication of

ketamine's antidepressant efficacy in bipolar depress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add-on trial［J］. Biol Psychiatry，2012，71

（11）：939-946.

［17］ Hu YD， Xiang YT， Fang JX， et al. Single i. v. ketamine
augmentation

of

newly

initiated

escitalopram

for

major

depression：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placebo-controlled 4week study［J］. Psychological Medicine，2016，46（3）：623-635.

［18］ Price RB，Nock MK，Charney DS，et al. Effects of intravenous
ketamine on explicit and implicit measures of suicidality in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J］. Biol Psychiatry，2009，66

（5）：522-526.

［19］ Diazgranados N， Ibrahim LA， Brutsche NE， et al. Rapid
resolu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after a single infusion of an N-

methyl-D-aspartate antagonist in patients with treatment-

resistan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 J Clin Psychiatry，2010，
71（12）：1605-1611.

［20］ Larkin GL，Beautrais AL. A preliminary naturalistic study of
low-dose ketamine for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J］. Int J Neuropsychopharmacol，2011，

195

// www. psychjm. net. cn
http：

四川精神卫生 2021 年第 34 卷第 3 期

14（8）：1127-1131.

［21］ Grunebaum MF，Galfalvy HC，Choo TH，et al. Ketamine for

rapid reduction of suicidal thoughts in major depression： a
midazolam-controlled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Am J

Anesthesiology，2010，113（3）：678-684.

［35］ Siegel RK. Phencyclidine and ketamine intoxication：a study of

four populations of recreational users［J］. NIDA Res Monogr，
1978（21）：119-147.

Psychiatry，2018，175（4）：327-335.

［36］ Dalgarno PJ，Shewan D. Illicit use of ketamine in Scotland［J］. J

single dose of intravenous ketamine on suicidal ideation： a

［37］ Stewart CE. Ketamine as a street drug［J］. Emerg Med Serv，

［22］ Wilkinson ST，Ballard ED，Bloch MH，et al. The effect of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

［J］. Am J Psychiatry，2018，175（2）：150-158.

［23］ Ballard ED，Ionescu DF，Vande Voort JL，et al. Improvement in
suicidal ideation after ketamine infusion： relationship to

reductions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J］. J Psychiatr Res，2014，
58：161-166.

［24］ 房捷欣，肖乐，朱雪泉，等 . 氯胺酮治疗抑郁症抗自杀作用的

初步研究［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20，46（4）：226-228.

［25］ Vollenweider FX， Leenders KL， Oye I， et al. Differential

Psychoactive Drugs，1996，28（2）：191-199.
2001，30（11）：30，32，34.

［38］ Morgan CJ，Curran HV. Ketamine use：a review［J］. Addiction，
2012，107（1）：27-38.

［39］ Chu PS，Ma WK，Wong SC，et 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ower

urinary tract by ketamine abuse：a new syndrome？
［J］. BJU Int，
2008，102（11）：1616-1622.

［40］ Muetzelfeldt L，Kamboj SK，Rees H，et al. Journey through the

K-hole：phenomenological aspects of ketamine use［J］. Drug
Alcohol Depend，2008，95（3）：219-229.

psychopathology and patterns of cerebral glucose utilisation

［41］ Ng SH，Lee HK，Chan YC，et al. Dilated common bile ducts in

using

［42］ Morgan CJ，Curran HV. Acute and chronic effects of ketamine

produced by （S）- and （R）-ketamine in healthy volunteers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J］.

Neuropsychopharmacol，1997，7（1）：25-38.

Eur

［26］ Singh JB，Fedgchin M，Daly E，et al. Intravenous esketamine in

adult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a double-blind，double-

randomization，placebo-controlled study［J］. Biol Psychiatry，
2016，80（6）：424-431.

［27］ Ballard ED，Wills K，Lally N，et al. Anhedonia as a clinical

correlate of suicidal thoughts in clinical ketamine trials［J］. J
Affect Disord，2017，218：195-200.

［28］ Correia-Melo FS，Leal GC，Vieira F，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djunctive therapy using esketamine or racemic ketamine for

adult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a randomized，double-

blind，non-inferiority study［J］. J Affect Disord，2020，264：
527-534.

ketamine abusers［J］. Hong Kong Med J，2009，15（2）：157.

upon human memory：a review［J］. Psychopharmacology（Berl），
2006，188（4）：408-424.

［43］ Ke X，Ding Y，Xu K，et al. The profil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J］. Psychiatry Res， 2018， 266：
124-131.

［44］ Murrough JW，Perez AM，Pillemer S，et al. Rapid and longerterm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repeated ketamine infusions in

treatment-resistant major depression［J］. Biol Psychiatry，2013，
74（4）：250-256.

［45］ Phillips JL，Norris S，Talbot J，et al. Single，repeated，and
maintenance

ketamine

infusions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Am J Psychiatry，
2019，176（5）：401-409.

［29］ Daly EJ，Singh JB，Fedgchin M，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46］ Cullen KR，Amatya P，Roback MG，et al. Intravenous ketamine

in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label study［J］. J Child Adolesc Psychopharmacol，2018，28

intranasal esketamine adjunctive to oral antidepressant therapy

［J］. JAMA Psychiatry，2018，75（2）：139-148.

for adolesc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an open-

（7）：437-444.

［30］ Canuso CM，Singh JB，Fedgchin M，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47］ Gastaldon C，Raschi E，Kane JM，et al. Post-marketing safety

depression and suicidality in patients at imminent risk for

spontaneous reports submitted to the 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intranasal esketamine for the rapid reduction of symptoms of

suicide： results of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J］. Am J Psychiatry，2018，175（7）：620-630.

［31］ Kim J，Farchione T，Potter A，et al. Esketamine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 first FDA-approved antidepressant in a
new class［J］. N Engl J Med，2019，381（1）：1-4.

［32］ Turner EH. Esketamine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seven concerns about efficacy and FDA approval［J］. Lancet
Psychiatry，2019，6（12）：977-979.

［33］ Leal GC，Bandeira ID，Correia-Melo FS，et al. Intravenous
arketamine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open-label pilot

study［J］. Eur Arch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2021，271（3）：
577-582.

［34］ Domino

196

EF.

Taming

the

ketamine

tiger.

1965 ［J］.

concerns with esketamine： a dis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of
system［J］. Psychother Psychosom，2021，90（1）：41-48.

［48］ Zanos P，Moaddel R，Morris PJ，et al. NMDAR inhibition-

independent antidepressant actions of ketamine metabolites［J］.
Nature，2016，533（7604）：481-486.

［49］ Fukumoto K，Toki H，Iijima M，et al. Antidepressant potential

of （R）-ketamine in rodent models：comparison with （R）ketamine［J］. J Pharmacol Exp Ther，2017，361（1）：9-16.

［50］ Chang L，Zhang K，Pu Y，et al. Comparison of antidepressant

and side effects in mice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R，S）-

ketamine，（R）-ketamine，and （S）-ketamine［J］. Pharmacol
Biochem Behav，2019，181：53-59.

（收稿日期：2021 - 04 - 26）
（本文编辑：吴俊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