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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的神经系统软体征的发生状况。 方法：对 3010 名一般青少年采用人格诊

断问卷及剑桥神经科检查中的软体征检查分量表进行评定。 依据人格诊断问卷中的分裂型人格障碍分量表筛查出

116 名有分裂型人格倾向的青少年，在没有人格障碍倾向的青少年中随机抽取 116 名青少年作为对照组。 对两组青

少年的神经系统软体征得分进行比较。 结果：①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的右手轮替运动障碍、左手拳-手-掌运动障

碍及左右定位障碍的检出率，及表现出 1 项及以上阳性神经系统软体征的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②分

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的运动协调分、感觉统合分、脱抑制分、神经系统软体征总分、左侧及右侧神经系统软体征得分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③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分裂型人格倾向的影响因素有感觉整合和脱抑制。结论：

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比一般青少年表现出更明显的神经系统软体征症状。 神经系统软体征可能是分裂型人格障

碍的一个特质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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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neurological soft signs(NSS) in adolescents with psychometrically defined schizo鄄
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 (SPD) features. Methods: The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4+(PDQ-4+) and the soft
sign subscales of the Cambridge Neurological Inventory were administered to 3010 normative adolescents. A hundred and
sixteen adolescents with SPD-proneness and 116 adolescents without personality disoreder proneness were recruited ac鄄
cording to the score of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 subscale of PDQ-4+. Results: ①SPD-proneness adolescents show鄄
ing higher prevalence on diadochokinesia abnormal of right hand, fist-edge-palm motor abnormal of left hand and left-
right orientation abnormal, and higher prevalence on exhibited at least 1 neurological soft signs than normative adolescents
(P<0.05). ②SPD-proneness adolescents showing more motor coordination, sensory integration, disinhibition, total neurolog鄄
ical soft signs, left side soft signs, and right side soft signs than normative adolescents (P<0.05). ③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SPD-proneness were sensory integration and disinhibition. Con鄄
clusion: The curr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SPD-proneness adolescents have significantly more NSS than normative adoles鄄
cents. NSS might represent a vulnerability marker of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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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型人格障碍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鄄
der，SPD）是一种以感知、思维异常及人际关系明显

缺陷为特征的人格障碍 [1]。 分裂型人格障碍在青少

年期起病，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的原型 [2]。
青少年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表现出持续的情绪调节

困难，难以建立及维持友谊，较差的社交能力和学校

适应能力 [3]。 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是精神分裂症高

危群体之一， 研究表明，25%-40%的青少年分裂型

人格障碍患者最终发展成为精神分裂症 [4]。
分裂型人格障碍表现出与精神分裂症类似的脑

部异常，如分裂型人格障碍症状、精神分裂症症状均

和神经系统软体征显著相关[5]。 神经系统软体征（neu鄄
rological soft signs，NSS）是指运动协调、感觉整合和

脱抑制等方面的轻微、非特异的脑损害[6]。 研究表明

神经系统软体征是精神分裂症非定位脑功能障碍的

特质性指标，并与精神分裂症表现出的注意、言语功

能及空间记忆损害有关 [7]。 Chen 等在这些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 具有分裂型人格倾向的个体也会表现出

较严重的神经系统软体征 [8]。 目前对分裂型人格倾

向与神经系统软体征的研究大多关注精神分裂症患

者亲属或健康成人群体， 有分裂型人格倾向的青少

年的神经系统软体征的表现状况仍不十分清楚。 青

少年仍处于大脑及认知功能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

同时青少年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比成人分裂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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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患者更易发展为精神分裂症[9]。 因此，了解分裂

型人格倾向青少年的神经系统软体征症状表现对确

定神经系统软体征是否是分裂型人格障碍的一个特

质性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试图了解分裂型人

格倾向青少年神经系统软体征的发生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0 年 11 月—2012 年 2 月，在北京、苏州、长

沙、成都和银川 5 个城市，每个城市方便选取 1 所中

等教学水平的中学进行取样。 排除本人曾患有或现

患有精神疾病或家族有精神病史的青少年， 最后参

与 研 究 的 青 少 年 为 3010 人 。 其 中 男 生 1522 人

（50.6%），女生 1488 人（49.4%）；年 龄 14~18 岁，平

均年龄 16.33 岁；汉族学生 2828 人（94.0%）。 本研究

征得了所有参与者的知情同意。
1.2 工具

1.2.1 人格诊断问卷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鄄
tionnaire-4+，PDQ-4+)[10] 本研究使用该量表的分

裂型人格障碍分量表作为评估分裂型人格倾向的测

量工具。 同时，考虑到边缘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

格障碍患者也表现出较高的神经系统软体征， 因此

本研究使用测量 A 族、B 族人格障碍的各分量表以

剔除合并其他类型的人格障碍倾向的青少年。 人格

诊断问卷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原量表中各

人格障碍亚型的美国阳性划界分为 4-5 分，根据国

内研究者的建议， 用于中国青少年时阳性划界分调

整为 5-6 分[11]。
1.2.2 剑桥神经科检查（Cambridge Neurological In鄄
ventory，CNI）[12] 本研究使用该量表的软体征测试

分量表作为神经系统软体征的检测工具。 软体征测

试分量表包括运动协调、 感觉整合及脱抑制 3 个因

子，得分越高表明神经系统软体征越严重。在本研究

中该分量表总分的评估者间信度 ICC 为 0.92。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5.0 进行数据分析。 Shapiro-Wilk 检

验结果表明， 神经系统软体征总分及各因子分呈非

正态分布（均 P＜0.001），因此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

卡方检验比较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和对照组青少

年的神经系统软体征发生率的差异。用曼-惠特尼 U
检验和 Cohen’s d 值比较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和

对照组青少年的神经系统软体征得分差异。 用 Lo鄄
gistic 回归分析神经系统软体征得分对分裂型人格

障碍得分的影响。

2 结 果

2.1 分裂型人格倾向检出率

依据人格诊断问卷分裂型人格障碍分量表划界

分（6 分），分析分裂型人格倾向在青少年中的检出

率。 结果显示， 检出分裂型人格倾向的青少年 325
人，检出率为 10.8%。 依据人格诊断问卷中 A 族、B
族人格障碍各分量表的划界分(5-6 分)，剔除合并其

他类型人格障碍倾向的青少年 209 人， 检出单纯分

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 116 人，检出率为 3.9%。 在没

有人格障碍倾向的青少年中随机抽取 116 人作为对

照组。 对照组青少年与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在年

龄、性别及优势手比例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1。

表 1 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与对照组的人口学资料比较

表 2 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与对照组

的神经系统软体征阳性检出率比较

注：镜像运动障碍 1：考察序列对指运动时另一只手的镜像运动倾向；镜像运

动障碍 2：考察轮替运动时另一只手的镜像运动倾向。

2.2 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与对照组青少年的神

经系统软体征阳性检出率比较

不同类型的神经系统软体征在分裂型人格倾向

青少年中的阳性检出率在 1.7%-23.3%之间，在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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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青少年中的阳性检出率在 0%-15.5%之间。 对两

组青少年的各个神经系统软体征阳性检出率进行比

较，结果显示，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的右手轮替运

动障碍、左手拳-手-掌运动障碍及左右定位障碍的

阳性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青 少年的阳性 检出

率。在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中，表现出 1 项及以上

阳性神经系统软体征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青

少年中的人数比例。 见表 2。
2.3 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与对照组青少年的神

经系统软体征得分比较

对两组青少 年的神经系 统软体征得 分进行比

较， 结果显示， 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的运动协调

分、感觉统合分、脱抑制分、神经系统软体征总分、左

侧及右侧神经系统软体征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青少

年的得分。 见表 3。

表 3 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与对照组

的神经系统软体征得分比较（x±s）

表 4 神经系统软体征对青少年分裂型

人格倾向的 Logistic 回归

2.4 神经系统软体征对青少年分裂型人格倾向的

Logistic 回归

以神经系统软体征的 3 个因子为自变量， 是否

有 分 裂 型 人 格 倾 向 为 因 变 量 进 行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结果显示，分裂型人格倾向的影响因素有感觉整

合和脱抑制。 见表 4。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和一

般青少年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软体征，但

表现出 1 项及以上阳性神经系统软体征的分裂型人

格倾向青少年的检出率显著高于一般青少年的检出

率。在不同类型的神经系统软体征中，分裂型人格倾

向青少年的右手轮替运动障碍、左手拳-手-掌运动

障碍及左右定位障碍的阳性检出率均显著高于一般

青少年的阳性检出率。 Kaczorowski 等的研究表明，
有分裂型人格倾向的大学生比健康大学生表现出更

严重的右手拳-手-掌运动障碍、 左右定位障碍及

Oseretsky 运动障碍[13]。这提示，有分裂型人格倾向的

个体比健康个体表现出更严重的神经系统软体征，
并且拳-手-掌运动障碍及左右定位障碍等类型的

的神经系统软体征对评估分裂型人格倾向有更高的

敏感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 分裂型人格倾向青少年的神

经系统软体征总分及各因子分、 左侧及右侧神经系

统软体征得分均显著高于一般青少年的得分。 这与

Chan 等对有分裂型人格倾向的大学生的神经系统

软体征表现的研究结果一致[14]。 Barkus 等提出，神经

系统软体征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潜在内表型 [15]。 与

这一观点相一致，以往研究表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者、 服用抗精神病类药物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及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亲属均比健康人群表现出更为严重的

神经系统软体征症状 [7]。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

这一假设， 提示神经系统软体征可能是分裂型人格

障碍的一个特质性指标。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运动协调、 感觉统合及脱

抑制方面的软体征与青少年分裂型 人格倾向的 关

系。结果显示，青少年分裂型人格倾向的影响因素有

感觉整合和脱抑制。 Kaczorowski 等对健康大学生研

究表明， 分裂型人格倾向的影响因素有运动协调障

碍和感觉整合障碍 [13]。 Theleritis 等使用神经系统评

估量表（NES）对男性军人的追踪研究表明，分裂型

人格倾向的预测因素有运动协调障碍和其他软体征

障碍[16]。 这些研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神经系统

软体征可以作为分裂型人格障碍的预测因素。 而神

经系统软体征的某些方面，如运动协调和感觉整合，
可能对预测分裂型人格障碍有更高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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