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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和治疗缓解期事件相关电位检查结果比较

周朝当 、 邵春丽 、 段　琼 、 黄靖文

【摘要】目的　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前后事件相关电位（ERP）的变化。方法　对 64 例

诊断符合 ICD-10 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前进行 ERP 检查，经药物治疗症状缓解后再进行

一次检查，比较治疗前后 ERP 变化，并与 35 名健康对照组比较。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失匹配负

波（MMN）潜伏期延迟大于健康对照组（t = 4.8-4.9，P= 0.000），信息综合（N2）、认知形成（P300）

潜伏期延长大于健康对照组（t = 3.73-6.63 和 t = 7.25-14.76，P< 0.05 和 P< 0.001）。缓解期 p300 潜伏

期延长小于治疗前（t = 4.25-5.15，P= 0.000）和仍大于健康对照组（t = 5.32-8.60，P= 0.000），N2 治

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21，1.89，P> 0.05）；MMN 治疗后与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55，

1.91，P> 0.05）和仍大于健康对照组（t = 4.84，4.93，P= 0.000）。缓解期顶部电极 N2 与 p300 潜伏期

延长呈具有统计学意义正相关（r=0.264-0.366，P< 0.05，0.01）。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失匹配

负波潜伏期延迟，信息综合潜伏期延长，认知形成过程潜伏期延长；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症状缓解

后 , 认知形成有较明显改善，但与健康人群仍有较大差距；负性情绪、信息综合能力无明显改善。信

息综合潜伏期延长程度对疗效具有一定预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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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 the result of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to tests of patient with schizophrenia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remission　　ZHOU Chaodang，SHAO Chunli，DUAN Qiong, et al，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Honghe prefecture of Yunnan，Jianshui 65439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change of Event Related Potential（ERP）of patient with schizophrenia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remission. Methods　64 patient were diagnosis schizophrenia by ICD-10 diag-

nostic criteria，they to do test of ERP before drug treatment，and by drug treatment to remission again to test of ERP，

compare the change of ER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compare the ERP between patient and 35 people healthy 

control group. Results　Latent period delay of Mismatch negative wave（MMN）was greater in patient with schizophre-

nia than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t = 4.8-4.9，P=0.000），and the information synthesis（N2）and cognitive formation

（P300）latent period delay were greater than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t = 3.73-6.63 and t = 7.25-14.76，P<0.05 

and P<0.001）. latent period delay of P300 of schizophrenia in remission stage was lesser than in before treatment（t = 

4.25-5.15，P=0.000）and still larger than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t between 5.32-8.60，P=0.000），difference not 

significance of N2 in before treatment than in after treatment（t =0.21，1.89，P>0.05），difference not significance of 

MMN in after treatment than in before treatment（t =1.55，1.91，P>0.05）and still larger than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t =4.84，4.93，P=0.000），the have significance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top electrode latent period delay between N2 

and P300 at remission stage（r = 0.264-0.366，P<0.05，0.01）. Conclusion　The patient with schizophrenia are be-

ing mismatch negative wave latent period delay，and latent period of information synthesis to prolong，and latent period 

of cognitive formation process to prolong，by part a gleam of antipsychotic drugs treatment to remission，have signifi-

cance improvement cognitive formation process，but still existence distance than with healthy people，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negative emotion and information synthesis ability，information synthesis latent period delay degree a 

certain extent are can forecast to the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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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相关电位（ERP）是由感觉诱发电位检测技

术衍生而来的，检测在给予感觉刺激时，脑区所引

起的电位变化。它可以检测从感觉输入、信息综合、

信息加工形成知觉整个认知过程的神经“反应时”，

被称作“认知电位”［1］。相关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

患者存在 N2 和 p300 潜伏期延迟［2］。但在疗效评定

检测中的结果不一，有报道治疗后 p300 潜伏期无变

化［2］［3］，亦有报道有改善［4］［5］，这些研究或样本量小，

或只选择 MMN 或 p300 一两个观察指标，未对 ERP

全部指标进行研究。本文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药

物治疗前后事件相关电位检查全部观察指标进行比

较，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后认知功能改善

全貌。

1　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9 月我院住院治疗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标准：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

诊断标准，排除器质性病变伴发精神障碍和精神活

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治疗前共检查 64 例，男性 32
例、女性 32 例，平均年龄：35±10.38 岁；病程 1 月

~10 年（M=4 年），经药物治疗症状缓解后再进行一次

检查。治疗药物主要为利培酮或富马酸奎硫平（常规

剂量），少数辅助苯海索或丙戊酸钠；缓解期收集到

56 例。健康对照组为陪同患者的（近）亲属、少部分

为我院行政工勤人员（身体健康、排除各类精神疾患

及酒精依赖等），共 35 名，男性 20 名、女性 15 名，

平均年龄 34.57±8.66 岁。两组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0.466，P>0.05），两组平均年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 =0.219，P>0.05），资料具可比性。

1.2　方法

采用肌电 - 诱发电位仪 9404C 进行听觉刺激的

ERP 检查，检测项目包括：MMN（失匹配负波）和

P300 额（Fz）、顶（Cz）两个电极的反应时。主要观

察指标：MMN- 失匹配负波、N1- 感觉输入、N2- 信

息综合、P2- 感觉输入过程结束、P3a- 定向活动、

p3b- 认知活动。MMN：正常 ﹤210ms，210ms~240ms

轻度延迟；241ms~270ms 中度延迟；＞ 270ms 重度延

迟。P300 反映的是主动注意参与下人脑对信息开展

加工的过程。各个年龄段有不同标准值，超过标准

值≤ 20ms 轻度延长；超过标准值 21~40ms 中度延长；

超过标准值＞ 40ms 重度延长。

1.3　统计方法

检查数值通过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和

等级资料分别采用 t 检验、卡方检验或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及缓解期事件相关

电位检查结果及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表 1）

表1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及缓解期事件相关电位检查结
果及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事件相关
电位

①治疗前
（n=64）

②缓解期
（n=56）

③健康对照
组（n=35） t①② t①③ t②③

MMN-Cz 212.4±29.7 203.7±22.4 182.0±19.1 1.55 6.09△ 4.93△

MMN-Fz 212.9±29.0 203.8±23.7 181.9±17.9 1.91 6.78△ 4.84△

N1—Cz 102.0±17.1 96.1±16.8 100.7±19.6 1.83 0.33 -1.15

N1—Fz 100.5±21.1 94.1±19.4 104.7±23.0 1.69 -0.89 2.27*

P2—Cz 177.7±18.1 172.4±17.0 165.0±13.2 1.55 3.99* 2.33*

P2—Fz 172.8±26.5 170.8±22.5 171.4±16.5 0.43 0.32 0.15

N2—Cz 223.8±19.9 212.0±17.8 202.1±12.6 0.21 6.63△ 3.10*

N2—Fz 220.4±19.2 214.4±15.4 207.6±14.5 1.89 3.73* 2.13*

P3a-Cz 355.4±23.0 337.2±23.1 308.5±13.8 4.25△ 12.68△ 7.19△

P3a-Fz 357.4±23.3 339.4±23.4 308.9±15.3 4.30△ 7.25△ 7.51△

P3b-Cz 399.8±28.1 374.6±27.4 336.2±14.7 5.15△ 14.76△ 8.60△

P3b-Fz 404.2±40.3 374.5±25.9 337.0±15.7 4.80△ 11.81△ 5.32△

注：*P<0.05，△P<0.001。

精神分裂症患者 MMN 潜伏期延迟治疗前后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治疗前和缓解期顶（Cz）额（Fz）

两个电极均大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极显著性意

义。治疗后 N1 潜伏期低于健康对照组。信息综合

（N2）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和缓解期

顶（Cz）额（Fz）两个电极均大于健康对照组，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P2 顶部电极（Cz）潜伏期延长治疗

前后均大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显著性意义，治疗前

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缓解期 P3a、p3b 顶（Fz）、额

（Cz）两个电极潜伏期延长较治疗前有所缩短，差异

均有极显著性意义。但治疗前后都大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与缓解期 MMN 及

P300 潜伏期延迟（长）等级分布比较

表2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与缓解期MMN及P300潜伏期
延迟（长）等级分布比较

无 轻 中 重 μ P

MMN 潜伏期延迟 治疗前 28 24 10 2

缓解期 32 21 3 0 1.50 ＞0.05

P300 潜伏期延长 治疗前 0 0 20 44

缓解期 5 32 19 0 17.5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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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0 潜伏期延长等级分布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治疗前 p300 以重度、中度延长比重为主，

治疗缓解期 p300 以轻度、中度延长为主。MMN 潜

伏期延迟等级分布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精神分裂症患者信息综合能力（N2）与认

知形成（p300）的相关

治疗前 N2-Cz 和 N2-Fz 与 P3a-Cz、P3b-Fz、

P3b-Cz 成正相关（r=0.4769、0.4109、0.4287 和

0.2836、0.2746、0.3529，P<0.01 和 P<0.05）。治

疗后 N2-Cz 与 P3a-Cz、P3b-Fz、P3a-Fz、P3b-Cz

均呈正相关（r=0.3432、0.3655、0.3174 和 0.2640，

P<0.01 和 P<0.05），而 N2-Fz 仅与 P3b-Fz、P3a-Fz

呈正相关（r=0.3067、0.249，P<0.05）。治疗后顶电

极与 p300 潜伏期延长具有更为全面的相关，顶电极

信息综合潜伏期延长对疗效具有一定预测作用。

3　讨论

失匹配负波（MMN）潜伏期延迟是抑郁情绪的

重要特点。本文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失匹配

负波潜伏期延迟大于健康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善不

明显，反映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存

在的抑郁情绪改善作用不太明显。而感觉输入（N1）
潜伏期与健康对照组差异不明显，经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缓解后，感觉输入似乎还有敏化趋势。信息综

合（N2）潜伏期延长明显大于健康对照组，反映精

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信息综合障碍，顶部电极信息输

入结束到信息综合延迟更明显些。Stekelenburg 等［6］

和 Butler PD 等［7］的研究认为，多感觉整合功能障碍、

感觉组织整合的缺陷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重要

特点。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症状缓解后这种障碍未

得到改善。P300（p3a、p3b）反映的是完成选择性注

意事件、形成知觉的认知过程。精神分裂症的病理

核心是注意力涣散，存在 p3a、p3b 潜伏期延长［6］。

本文中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症状缓解后 p3a、p3b 潜

伏期延长较治疗前有较明显改善，P300 潜伏期延长

等级分布从治疗前重度、中度为主转为以轻度、中

度为主。与赵瑾等［8］的研究结果一致，治疗后与健

康对照组还存在较明显差距，反映认知功能障碍还

没有得到完全改善。治疗缓解期顶电极（Cz）信息

综合潜伏期延长与 P300 潜伏期延长呈正相关，段慧

君［9］认为，颞叶 P300 主要与阳性症状有关。顶电极

较接近颞叶中上部听觉中枢，反映顶电极信息综合

潜伏期延长程度对疗效（p300 潜伏期延长）具有一

定预测效应。

本文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药物为利培酮和

喹硫平，主要作用机理是阻断颞叶 D2 受体，有效控

制阳性症状，对阴性症状作用不明显。李成等［5］采

用多巴胺受体部分激动剂阿立哌唑和黄丽萍等［10］联

合文拉法辛治疗精神分裂症对缩短 P300 潜伏期取得

了更优的效果，可能与改善额叶多巴胺功能相对不

足和改善情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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