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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恐惧表情识别特征的对照研究

齐安思 1 、 杨程青 2 、 刘　娜 2 、 朱俊娟 2 、 黄　楠 2 、 徐　逸 2 、  

张　洁 2 、 管晓波 3 、 刘　飞 1 、 管晓枫 1 、 龙翔云 1 、 陆　峥 1，2

【摘要】目的　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恐惧表情识别的特征。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对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匹配的精神分裂症首次发病患者组（27 例）和对照组（28 名），应用 Ekman

标准表情库研究两组受试者对高度恐惧和低度恐惧表情识别的总体应答率、低度恐惧和高度恐惧

的准确率和反应时间。结果　病例组的高度恐惧准确率（50.41±6.18）低于对照组（68.29±4.27，

P= 0.034）。健康对照组低度恐惧的反应时间（362.84±25.23）与准确率（21.79±2.28）呈正相关

（r= 0.494，P= 0.008），病例组阴性症状分（23.35±10.56）与高度恐惧准确率呈负相关（r  =-0.428，

P= 0.042）。结论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高度恐惧面孔表情中存在识别障碍，对于恐惧表情识别准

确率可以反映患者的阴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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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ar expression recognition in th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
nia　QI Ansi，YANG Chengqing，LIU Na，et al，Tongji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6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ar expression recognition in th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Adopting case-control design，this study using Ekman facial expression of emotion 

base investigate high and low level fear recognition ability in 27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28 healthy con-

trols with matching sex，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analyse general response rate of facial expression emotion，correct 

rate of high and low fear recognition and its response time. Results　The patients’ high level fear recognition accurate 

rate（50.41±6.18）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68.29±4.27，P=0.034）. The response time of the low 

level fear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362.84±25.23）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curacy rate（21.79±2.28）
（r=0.494，P=0.008）. The patients’ negative score of PANSS（23.35±10.56）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

curacy of high level fear recognition（r  =-0.428，P=0.042）. Conclusio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have 

high level fear recognition disorder，which indicates that fear recognition ability reveals the negative symptoms of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Key words】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Expression recognition；Reaction time；Fear expression

精神分裂症患者常伴有思维、情感、行为和认

知等多方面的障碍，按照症状可分为阳性症状、阴

性症状、认知症状和情感症状［1］。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情感症状可表现为内心的情感体验与外界环境不

协调，对面孔表情的处理与正常人存在差异［2］。越

来越多的人认为，精神分裂症在不同情绪识别上有

不同比例的损伤［3］，在各类面孔表情中，以恐惧为

主的负性情绪的识别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愉悦等正

性情绪［4］。Habel 等［5］指出在美国人群体中存在这种

识别差异，Vai 等［6］也报道欧洲人人群体中同样存在

以恐惧情绪为主的面孔表情识别缺陷。国内研究中，

杨程青等［7］发现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对于厌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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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识别率低，但恐惧的识别率差异不明显。因此，

国内针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恐惧情绪识别率低的这一

特征，尤其是在首发精神分裂症中是否具有普遍性

尚未有明确探索。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比较首发

精神分裂症恐惧表情的识别状况，论证首发精神分

裂症与情绪处理损伤之间的关联性和普遍性。

1　对象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收集精神分裂症患者 30 例，健康志愿

者 30 名，应答率低于 60％的受试者视为不合作，将

其剔除（健康组 1 名，研究组 1 例），将未能完成全

部试验的受试者剔除（健康 1 名，研究组 2 例），精

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组成，包括性别、年龄和

以受教育年表示的文化程度，经非参数检验未有统

计学差异（见表 1）。
表1　健康对照与研究组的基本信息（x±s）

变量 健康对照组 研究组 Kruskal Wallis 检验

性别 16F/12M 14F/13M 0.696

年龄 26.79±1.142 24.81±1.392 0.255

文化程度 12.61±0.389 12.85±0.458 0.895

首发精神分裂症组，均来自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患者。符

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 Ⅳ）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首次发病未用药患者，病

程 < 2 年，韦氏智力量表评定智商 > 70。无精神发育

迟滞及神经系统疾病、重大躯体疾病；无酒精或药物

滥用及依赖史；未接受 MECT 及长期使用抗胆碱能、

苯二氮卓类等可能影响认知功能的药物。

健康对照组，均来自与患者匹配的社会招募，

使用 DSM-IV-TR 轴 T 障碍临床定式检查（SCID 评定

表）排除精神障碍病史和精神障碍阳性家族史。韦

氏智力量表评定智商 > 70；无脑外伤史，无酒精或药

物滥用及依赖史。

该研究由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并从所有参与者获得书面知情同意书。

1. 2　研究方法

1.2. 1　一般资料收集及量表评估　对两组受试

者进行人口学资料的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受教

育年限。对患者组进行临床评定，包括 PANSS 评定

其精神症状。量表评定者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两

名高年资医生，一致性检验的 Kappa 值为 0.87。

1.2. 2　实验材料　使用 E-prime2.0 软件，试验

所用面孔均选自 Ekman 标准黑白面孔库。表情图片

由 2 名男性面孔和 2 名女性面孔构成，“恐惧”面孔按

照表现程度从 0％-100％分成 10 个等级。

1 .2 .  3　实验内容　实验为 block 设计，一个

block 含有 132 个 trial，每一个 trial 由注视点（“+”）

和表情图片组成。每张图片呈现 400ms，随后出现

注视点呈现时间由 800ms 到 1600ms 不等，受试者在

此时对表情进行按键判断。患者在一个 block 结束后

休息 10s，随后进行下一轮实验。一次表情识别实验

包含 2 个 block，持续约 20 分钟，每位受试者在参加

实验前需要进行三分钟的预试验训练。

1.2. 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20.0 对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将“恐惧”表情分为两种程度：

0％-50％为低度恐惧，51％-100％为高度恐惧。对

患者组对患者组与对照组的高度、低度恐惧准确率

进行秩和检验，将年龄，性别，组别，文化程度，

低度恐惧反应准确率、低度恐惧反应时间、高度恐

惧反应准确率、高度恐惧反应时间、PANSS 阳性症

状分、阴性症状分、一般症状分和总分等变量进行

双变量相关分析。

2　结果

两组在不同程度的恐惧表情中的准确率为非正

态分布，经 U 检验，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高度恐

惧表情的识别准确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34）（见表 2，图 1）。两组低度恐惧的准确

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同程度恐惧的

反应时间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1　健康对照组与病例组高度恐惧识别准确率比较

病例组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表情反应

时间、准确率之间无明显相关性，健康对照组低

度恐惧的反应时间与准确率呈正相关（r=0 .494，

P=0.008）。进一步对病例组的准确率和反应时间与

临床症状进行相关分析，病例组 PANSS 量表评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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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健康组与病例组恐惧表情的准确率与反应时间比较（x±s）

组别 低度恐惧 高度恐惧

准确率（％） 平均反应时间（ms） 准确率（％） 平均反应时间（ms）

首发精神分裂症组（n=27） 16.07±2.28 392.69±20.83 50.41±6.18 414.18±25.91

健康对照组（n=28） 21.79±2.28 362.84±25.23 68.29±4.27 374.08±29.46

U检验 0.083 0.297 0.034* 0.502

性症状分（24.74±8.07）、一般症状分（48±11.82）、

总分（96.18±26.85）与不同程度表情反应时间和准

确率间无明显相关性，阴性症状分（23.35±10.56）

与高度恐惧表情的准确率存在负相关（r= -0.428，

P=0.042）（见图 2）。

图2   对照组低度恐惧反应时间与准确率，病例组阴性症状分
与高度恐惧准确率的相关关系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明显的

恐惧表情的识别障碍。虽然高度恐惧较低度恐惧更

易识别，但患者对于高度恐惧的识别准确率显著低

于健康对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与高度恐

惧表情识别准确率呈负相关。

面部的基本表情包括愉悦，厌恶，恐惧，愤怒，

悲伤等［8］，精神分裂症对所有表情的识别能力均有

损害［9］，但对于恐惧表情的识别要明显差于其他情

绪，且与阳性、阴性症状、情感症状、认知症状

具有更大的相关性［6］。推测由于低度恐惧的表情难

度大，因而患者与健康对照表现均不理想，高度恐

惧的表情难度小，患者组的低准确率更能说明精神

分裂症人群对于恐惧表情的面部处理缺陷。本研究

中患者的阴性症状越重，情感越淡漠，则对高度恐

惧表情的识别率越低，面孔表情的识别能力受损越

重。有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对于恐惧表情的低识

别是由于视觉处理的损伤［10］，脑电研究进一步显示，

在进行恐惧面孔识别任务时患者枕叶 P100，N170，

N250 的波幅不如健康对照的大，且潜伏期较健康对

照更短［11］。说明患者对恐惧情绪有所回避，面对恐

惧面孔时视线与之接触时间更短。精神分裂症患者

有较多的负性情感体验［12］，但本次研究却发现首发

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恐惧表情的识别显著不足，结

合既往研究我们推测是由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面对恐惧表情时有更多的眼神回避，因而造成他们

表情处理系统的功能异常，容易出现误识别。以杏

仁核为主的边缘系统主要与恐怖加工和威胁检测相

关，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精神分裂症存在杏仁核的激

活不足，情绪网络功能连接断开，导致其面部表情

识别处理的损害［13-14］，这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我们

的结论。另外，由于脑网络的功能连接断开，使得

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调动更多的脑区去分辨面孔表

情［15］，因而在面孔识别任务时，精神分裂症患者所

需的反应时间要多于健康对照。本研究中患者对高

度或低度厌恶表情的平均反应时间均较健康对照多，

但并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推测是由于样本量较小

造成。

本研究还发现，健康对照组随着低度恐惧的反

应时间增加准确率增加，而高度恐惧则没有类似相

关。考虑到低度恐惧的识别水平显著低于高度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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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现象说明对于识别困难的恐惧表情，健康人群需

要增加反应时间来提高识别率，但在研究组中则没

有相似的发现，说明患者对低度与高度恐惧表情的

识别均不能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而有所提高，即患

者对于这两种程度的识别均存在缺陷，且这种识别

缺陷无法依靠反应时间的增加而补偿。并且，患者

更容易将恐惧表情识别为其他情绪，进一步说明首

发精神分裂症对恐惧表情的识别存在某种内在机制

的缺陷。另外，相关分析显示病例组随着阴性症状

的加重其对高度恐惧表情的识别准确率将有所下降，

但这种相关性不存在于阳性症状和一般症状的评分

中，说明面孔识别能力越差的患者其情感淡漠等表

现可能会越严重，而以阳性症状为主的患者其情感

不一定损害严重，这与临床经验相符合，同时也证

实阳性与阴性症状可能是基于不同的脑功能区，有

不同的脑功能网络连接，这与目前的相关研究符

合［6］。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恐惧面孔表情识别任务

的行为学分析发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恐惧情

绪识别中存在异常，尤其是对明显的恐惧表情存在

识别障碍，这种识别缺陷不能依靠反应时间的增加

而弥补，并且其对于恐惧表情识别准确率可以反应

患者的阴性症状。

本研究存在的缺陷主要有样本量较小，进一步

的研究还需扩大样本量，增加患者的随访，结合磁

共振与脑诱发电位等手段，进一步探索首发精神分

裂症恐惧表情的识别缺陷在解剖和功能结构上的异

常，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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