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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同胞神经心理功能差异。 方法： 采用范畴流利测验、 连线测验

(TMT)、 数字符号编码测验和 Stoop 测验对在 92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56 例健康同胞及 62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测

评。 结果：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同胞所有神经心理测验成绩均差于健康对照组（P＜0.05）。 与健康同胞组比

较，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除范畴流利测验外，其他神经心理测验成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首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同胞存在认知损害，语义流畅性功能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潜在内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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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difference of 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 among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heir healthy siblings and healthy controls. Methods: 92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56 their healthy siblings and
62 healthy controls were assessed with Category Fluency Test, Trail Making Test （TMT）, Symbol Coding Test, and Stroop
Test.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their healthy siblings showed poorer per-
formance on all measures of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Patients performed worse than siblings in other any measures except
for Category Fluency Test. Conclusio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their healthy siblings have neuropsycho-
logical deficits. Semantic verbal fluency may be tests for the potential endophenotype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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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心理功能越来越受

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 有研究表明认知缺陷存在

精神分裂症患者 [1]及一级亲属中 [2]，故提出认知缺陷

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 而阴性症状是通过对现

实世界的认知而影响预后结局的， 认知缺陷应该成

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之一 [3]。 由于精神分裂症

是一个复杂的、与遗传相关性疾病，而认知缺陷是精

神分裂症的候选内表型之一， 可以通过认知缺陷寻

找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生物学标记 或易感基因 [4]。
以往研究对象同质性较弱， 患者组中含有病程和用

药时间长短不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而一级亲属有

父母也有同胞， 目前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级亲属

间存在的认知缺陷还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 为此本

研究尽可能减少对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有影响的因

素，选择病程短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同

胞和正常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同时用多种神经心理

测查工具，比较三者之间神经心理功能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患者组：来自 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4 月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门诊患者。纳入标准：由两名

副 高 职 称 以 上 的 精 神 专 科 医 师 明 确 诊 断 为 符 合

CCMD-3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首次发作、无精神

疾病家族史、病程在两年以内，未用过抗精神病药物

的患者；汉族，性别不限，年龄在 16-40 岁，教育 年

限不低于 6 年； 无脑器质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的或尚

未控制稳定的躯体疾病；当前（近 3 个月内）无酒精

和药物滥用或既往依赖史；无听力问题（正常交谈情

况下不能听清或理解检查者的言语）； 征得患者和/
或法定监护人或直系亲属的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共入组 92 例，男 60 例，女 32 例，平均年龄

21.80±3.95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0.97±1.74 年。
精神分裂症同胞组的纳入标准是首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同父同母健康同胞。 不符合 CCMD-3 中精神

分裂症或分裂样精神病等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其

它条件同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标准。 共纳入 56
例，男 37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 21.68±4.09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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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 10.89±1.68 年。
健康对照组纳入标准是一级亲属中无精神疾病

或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的健康人群。 其它入组条件

同同胞组。 共纳入 62 例，男 42 例，女 20 例，平均年

龄 21.74±3.68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0.95±1.46 年。
三组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性别无显著差异。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神经心理测查工具包括① Stroop
测验：该测试主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单词阅读

测试），呈现受试者一张黑白印制的描述颜色的单词

（“红”、“绿”、“蓝”），要求受试者在 45 秒内尽可能多

地读出这些单词，得分为计算受试者在 45 秒内读出

的正确单词个数；第二部分（颜色命名测试），呈现受

试者一张印有三种颜色（红、绿、蓝）的“ⅩⅩ”的刺激

材料，要求受试者在 45 秒内尽可能多地命名这些印

在刺激材料上的颜色，得分为计算受试者在 45 秒内

读出的“ⅩⅩ”正确颜色个数；第三部分（色词干扰测

试）， 要求受试者读出一些描述颜色字的印刷颜色，
但是该颜色的名称被印成与其不相应的颜色， 得分

为计算受试者在 45 秒内读出单词的正确颜色个数，

而不是单词本身。 ②连线测验 (Trail Making Test，
TMT)： 该试验包含连线测验 A 和颜色连线 B 两部

分。 连线测验 A 要求被试者按升序尽可能快地连接

随机分布在一张纸上散在的 25 个阿拉伯数字圆圈；
颜色连线 B 中每一个数字都有红黄颜色背景各一

个， 要求奇数连红色背景数字而偶数则连黄色背景

数字。 评价指标为完成任务时间，单位为秒。③符号

编码测验： 测试中受试者使用一个视觉参照尽可能

又快又准确地将符号和数字进行匹配， 要求受试者

在 2 分钟内尽可能快地填入与数字相对应的符号，
得分为正确符号数。④范畴流利测验：要求受试者在

1 分钟内尽量多地不重复说出动物或动作的名称，
并记录正确数。

2 结 果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和健康同胞组所有神经

心理测验成绩均差于与健康对照组， 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与健康同胞组比较，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者组除范畴流利测验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神

经心理测验成绩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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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首发精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

的神经心理测验成绩均差于正常对照， 提示精神分

裂症及其健康同胞均存在认知功能缺陷， 这和国内

外研究结果一致[6-8]。 同时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除范畴

流利测验外，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心理测验均差

于其健康同胞， 这说明健康同胞组的神经认知功能

位于患者组和 对 照 组 成 绩之间，CNTRICS 研究 [9]也

认为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或高危人群和正常人群

的认知缺陷成衰减趋势。
国外有研究 [10]采用潜变量分析, 将执行功能划

分出三个子成分：抑制、转换和刷新，并认为它们是

比计划、问题解决等更基础的执行功能成分。 前额

叶皮层的破坏是执行功能损害的基础, 执行指导的

转换是由额叶和前扣带回调节的， 且这种执行功能

障碍有着很强的顽固性，迁延不愈，对患者的心理社

会功能产生很大影响 [11]。 Stroop 测验是研究执行功

能的典范之一，该任务主要反映个体的选择性注意，
尤其是抑制控制功能[12]，TMT 也是常见的认知执行功

能测验，反映的是快速视觉搜索、视觉空间排序和认

知定势转换功能 (TMT-B)，属于脑的高级认知功能[13]。
本研究结果显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同胞

和正常对照组的 Stroop 测验和 TMT 神经心理测验

成绩成衰减趋势， 这说明患者和同胞的抑制控制功

能和定势转换能力均受到损害， 也进一步支持精神

分裂症患者和一级亲属均存在神经认知缺陷。 Bercker
等[14]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亲属的

Stroop 测验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附表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同胞和正常对照者神经心理测验成绩的比较

注：①患者组与同胞组比较；②患者组与对照组比较；③同胞组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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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速度是最早被确认为精神分裂症的认知缺

陷之一，并能一定程度上预测其它领域的认知状况，
因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加工速度进行评估非常重

要[15]。 范畴流利测验、数字符号编码测验和 TMT-A
是 MATRICS 推荐的用来评测加工速度相关的神经

认知功能测验 [16]。 荟萃分析 [17]认为数字符号编码测

验是评价加工速度最重要的测验之一， 在精神分裂

症患者呈中度表现。 范畴流利测验主要测试长时记

忆的提取过程， 同时具有选择性注意及工作记忆成

分的参与，是检验语义流畅性功能最常用的方法，此

测验主要与额叶（以左额叶为主）的功能有关。 本研

究结果显示患者及其健康同胞在范畴流畅性测验均

差于对照组且两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这提示

语义流畅性功能的认知缺陷可能是易患精神分裂症

的危险因素之一， 也进一步说明认知缺陷在精神分

裂症疾病上存在家族共分离性， 且有相对状态独立

性，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潜在内表型之一 [4，18]。 认知

缺陷存在发病前、发病时和发病后，是精神分裂症的

内表型—具有潜在的遗传倾向， 认为言语流畅性功

能是精神分裂症内表型的一个较好指标 [19]。 最近对

土耳其和日本病人的研究结果显示， 语义流畅性功

能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 且与母语种类和

受教育背景无关[20]。 对精神分裂症回顾性研究认为

儿童精神分裂症在发病之前就出现认知功能损害，
如言语发育较正常人群晚[21]。有研究[22]认为 TCF4 基

因与我国汉族精神分裂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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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损 害 和 情 感 行 为 异 常 出 现 最 早 且 最 为 突 出 。

VaD 患者血管性损害多是 局灶性的， 完 全不同于

AD 的均一表现。 两组患者日夜节律紊乱发生率无

差别，但 AD 患者多表现为睡眠时间较短，常于凌晨

起床， 无目的徘徊；VaD 患者多表现为睡眠过多或

睡眠倒错。

本研究中 VaD 患者情感障碍发生率与严重程

度高于 AD 患者，与文献报道一致。 Hargrave 等[10]证

实，VaD 中 抑 郁 症 状 比 AD 更 为 常 见 且 程 度 严 重。

Starkstein 等[8]认为抑郁性症状是痴呆患者对自己出

现认知功能损害所产生的一种悲观的情绪反应。 卒

中后抑郁是脑卒中后最常见的心理 情 感 障碍 [11]，除

抑郁之外，部分患者还伴随焦虑和情绪不稳。 目前，

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尚未清楚， 有学者研究发现

抑郁情绪主要通过作用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以及性腺轴影响机体内腺体功能 [12]，产生相应内分

泌学改变。 除神经递质外，也有学者从神经解剖、神

经功能缺损 [13]途径及年龄、性别、心理因素 [14]等方面

进行研究。 与 AD 患者的情绪症状有关的是患者的

认知功能和生活功能，认知及生活功能下降，生活质

量的下降，导致患者出现情绪症状。 AD 患者情感障

碍与患者的病程呈负相关，随着 AD 病程进展，痴呆

加重，情感淡漠日趋明显，情感反应日趋衰退。 Lopez
等[15]的研究也发现抑郁情绪随着 AD 病情的加重而

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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