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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自我异常的现象学和神经认知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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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异质性的临床综合征，其病因未明。自我异常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病

理特征，现象学和神经认知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动主导感和体验主体感存在异常，而神经

认知异常主要是来源检测受损和异常突显，并存在相应脑区的异常。对精神分裂症自我异常现象学

和神经认知异常的探索，以期发现精神分裂症自我异常的本质，有助于推进精神分裂症的诊断、预

防和早期治疗干预，以便改善患者病程，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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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认为，自我是自身心理状态的表征，是

人的过去经验和现在经验的综合体，包含人的意识

活动，是可以加以控制的，具有内外部力量的适应

性。Bleuler（1916）认为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征包括

自我的分裂和失去感知行为或直接思考的能力，临

床上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就是自我异

常的不同表现形式［1］，而目前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自

我异常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病理特征，其特征是意

识行为的扭曲，如自我体验的增强或减弱。

自我既是独特的又是社会性的，如何认识自

我，心理学从主导感、自我参照效应、自我面孔识

别等方面进行研究。主导感是自我最基本的部分，

主导感受损与精神分裂症的妄想、思维插入、言语

性幻听等核心症状有关。自我参照过程是自我的核

心部分，与内侧前额叶、后扣带回的脑区活动增加

有关。自我面孔识别则介于主导感和自我参照之间，

自我面孔识别时激活梭状回、额中回、额下回和楔

前叶［2］。以 Parans 为主［3］的现象学研究者，从现象

学角度提出了三种层次的自我，首先是前反思自我，

指“我的”体验，也指“基本的”或“最小的”自我，

也可以说“自感（ipseity）”。其次是反思性自我，即

自我作为一种反思的对象。最后是社会性自我，指

个体的性格特点如人格、习惯、风格等。

目前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认为，自我的功能障

碍、破坏和分裂是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精神病理学特

征，精神分裂症主要破坏的是“核心的”或“最小的”

自我，也被称为“自感”，这里的自我指最基本的自

我感或自我存在感［4］，即所有的经验都赋予第一人

称视角，“我的”体验。这种自我是隐含的，前反思

水平的自我。此外，精神分裂症核心或最小自我模

型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证据支持，许多研究者使用

自我异常体验评定量表（EASE）［4］来实施和验证精神

分裂症自我异常的现象学模型。

核心或最小自我模型的现象学观点认为基本的

自我异常是指行动主导感和体验主体感的异常，这

些异常主要与三种异常的自我相互联系，包括：超

反思、自我存在感的减弱以及对认知或知觉的“支

配”或“控制”被扰乱；并与各种异常的主观体验有

关，而各种主观体验异常与来源检测受损（source 

monitoring deficits）和异常突显（aberrant salience）等

神经认知功能障碍有关。

一　现象学研究

核心或最小自我模型的基本自我异常包括超反

思、自我存在感的减弱、对认知或知觉的“支配”或

“控制”被扰乱，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1　对认知或知觉的“支配”或“控制”被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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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特征是破碎的总体知觉或完形感

知、上下文加工受损以及区别熟悉和陌生刺激受损。

对认知或知觉的“支配”或“控制”被扰乱包括在一

致性、聚焦、稳定性、意识框架（时空结构受损和

感知 - 记忆 - 想象之间明确区别的受损）方面体验的

异常［5］。大量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知觉的组织

受损以及存在知觉整合（跨通道知觉整合和多感觉

整合）障碍。

知觉组织（perceptual organization）是指一切知

觉经验，都必定是某种分门别类的加工过程的最终

产品，这种分门别类的工作就是将感觉信息组织到

一起，使人们能形成连续知觉的过程，知觉组织过

程包括自下而上加工（bottom-up processing）和自上

而下加工（top-down processing），主要适用于视觉感

知，并与上下文效应有关。知觉组织受损时，上下

文加工就会受损，上下文加工受损会明显降低患者

对时空结构和定向模式（感知 - 记忆 - 想象）的支配

或控制，导致其对知觉的“支配”或“控制”受损。

知觉整合（perceptual integration）是用来强调跨

通道知觉整合，包括视觉、听觉、本体感觉 / 运动觉，

即外感受性感觉（由外部变化而引起的感觉，即普

通感觉）和内感受性感觉（由身体内部的状态变化而

产生的感觉）的整合。持续性内感受性感觉反馈为

所有体验，包括对自我的空间定位、时间连续性和

存在感，平衡内部和外部的感觉刺激对建立一个稳

定、统一、定向的体验是很必要的，而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内感受性感觉受损，导致知觉整合异常，从

而对自己不能产生一个统一的知觉［6］。

使用上下文来指导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使用稳

定的完形结构产生一个对现实的整体知觉、对身体

存在产生一个连贯的感觉，这三个方面与构建一个

正常的对外部世界的“支配”或“控制”相关，而精

神分裂症患者这三个方面受损，从而导致对认知或

知觉的“支配”或“控制”被扰乱。

2　超反思

超反思是对自我意识的过度监控，把原本“栖

息”或体验为自己的一部分，现在体验为外来的部

分，即一个一直内隐的现象成为不再无声存在的

事实。超反思包括反思性超反思（reflective hyper-

reflexivity）和前反思性超反思（pre-reflective hyper-

reflexivity），反思性超反思是指对反思过程的过度监

控，前反思性超反思是指无意识进入意识层面并停

留在意识层面，或原本内隐的体验突然呈现，并以

一种具体化和疏离性的方式体验着［7］。

基本的或隐含的身体意识（前反思）有两个不

同的方面：身体所有权（body ownership）和行动代

理（body agency）。身体所有权，即这个身体是我

的，与知觉整合的传入有关，身体所有权的受损

（也可以描述为一种自我监控受损）是一种自上而

下多感觉整合的矛盾信号肽和知觉传入自上而下整

合的障碍，身体所有权受损的患者更关注停留于意

识层面的内部的身体过程或感觉。而行动代理与动

作的传出，并与产生动作的反馈过程有关。正常个

体身体所有权的神经机制主要涉及右颞交界（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TPJ）和下顶叶［8］，当预测运

动指令的感觉反馈与实际动作执行后的感觉输入相

一致时，身体所有权被体验，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会

出现预测的和察觉的运动指令的感觉结果偏离，即

错误归因，当运动结果与意图或期望不符合时，TPJ

被激活。后顶叶皮质（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PPC）

采用多感觉整合来生成对自我启动行为的知觉结果

的预测。TPJ、后顶叶，躯体感觉皮层和脑岛在为构

建身体自我的神经表征的本体感觉的整合中发挥重

要作用［9］。

将身体所有权和行动代理与前反思性超反思相

联合，即常见本体感觉刺激的侵入体验和停留在意

识层面的侵入思维，这种持续的侵入性的身体知觉

的焦点意识将会改变核心自我的内部和外部知觉特

征的平衡，由于感觉到内部的感觉现在带有类似的

外部的特征，这就会破坏自我存在感和对知觉的“支

配”或“控制”，也就是说，前反思性超反思与对认

知或知觉的“支配”或“控制”被扰乱是相互联系的，

知觉整合障碍会干扰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体验。

3　自我存在感的减弱

自我存在感的减弱是指作为一个有意识以及行

动主导感的人，一种被动或主动的存在体验感的减

弱［12］。完整的知觉整合是产生正常的体验主体感的

先决条件，反过来，正常的体验主体感能够使一个

人体验日常生活任务的主观参与感和自我存在感。

自我存在感的减弱是第一级症状中最显著的表现形

式，包括妄想、思维插入、思维异化等。自我存在

感的减弱也与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有关。相对于

前反思性超反思强调的是原本静默的变成焦点和外

在的，自我存在感的减弱强调的是曾经显著的体验

不再“栖息”为理所当然的自我。

对认知或知觉的“支配”或“控制”被扰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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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自我存在感的减弱，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

可以更好的用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各种

反映精神分裂症基本自我异常的主观体验异常的现

象学概念已经被描述，包括：意识流、存在感、真实

感、自我界限、存在再定位等，这些障碍已经在自

我异常体验评定量表（EASE）中详细表述。

实证研究已证实，基本自我异常能将精神分裂

症谱系障碍与其他精神疾病相区别，但是精神分裂

症谱系障碍患者的人格解体是一个例外。

二　神经认知研究

现象学的研究虽然可以很好的解释精神分裂症

的自我异常，但找到基本自我异常模型与神经认知

的联系，将有助于精神分裂症的早期干预和预后改

善。Haug 等［10］使用自我异常体验评定量表（EASE）

的研究发现，神经认知学的心理运动速度、工作记

忆、执行和记忆功能的功能损害与基本自我异常有

关，言语记忆与一个人理解、记忆和思维的产生有

关，并且是自我意识的重要部分，其受损与自我异

常有关。Nelson 等［11］的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的

现象学异常至少与两个神经认知障碍有关，即来

源检测受损（source monitoring deficits）和异常突显

（aberrant salience）。

1　来源检测受损

精神病性症状与对内源性和外源性刺激的区分

障碍有关，即来源检测的受损。来源检测是指对记

忆的来源进行判断的认知加工，记忆有内源和外源，

内源指事件产生于个体内部，如通过想象、思考等

过程体验到，并未真实发生；外源指记忆来源于外

部世界，包括记忆内容获得的时间、地点、人物等，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外来源检测受损是出现精神病

性症状的原因。

早期提出的“预测错误模型（prediction error 

model）”和由之发展而来的“比较模型（comparator 

model）”认为，我们会根据想要达到的目标状态发出

一个运动指令，然后根据运动指令进行相应的行为，

同时生成一个传出副本，对即将达到的感知状态进

行预测。完成运动后的实际感知状态通过再输入的

感知反馈与预测感知状态进行比较，如果两者匹配，

则判断为运动是自我主导的，即内部来源的；反之，

则判断为外部来源的。内源性刺激是可预测、可控

制的，而外源性刺激是不可预测、不可控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在内外源检测中的来源检测受损，病人

更倾向于把内部产生的信息归因于外部信息源，逐

渐形成和演变为第一类精神病性症状，包括幻听和

一些被动症状（思维被插入、思维被夺）。例如，病

人由于无法正确检测自己的意愿、行动和想法，产

生被控制感和言语性幻听；无法正确检测他人的意图

产生妄想。

Ford 等［12］ 进一步研究发现来源检测受损存在脑

区之间功能连接减少，即运动指令的脑区与完成运

动后实际感知的脑区之间功能连接减少。例如，言

语加工的额叶与听觉处理的颞叶之间功能连接减少，

导致预期的听觉结果与实际的谈话内容失匹配，从

而产生精神病性的听幻觉。

基本自我异常中的自我 - 他人界限障碍是对自

我分界感的缺失或混乱，包括对自我 - 他人界限的

混乱体验、与周围环境不能产生共鸣以及感觉自己

处于世界的被动地位。如果大脑不能有效的警示信

息的产生源自于自己本身，就会产生这种自我 - 他

人界限障碍。因此，自我 - 他人界限障碍与来源检

测受损是相一致的。

2　异常突显：记忆注意力障碍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记忆和注意力障碍，主

要是指不能抑制对周围环境中不相关或熟悉刺激的

注意，或者说过度关注不相关或熟悉刺激，从而导

致异常突显。Nelson 等［15］用“突显”一词，来描述

对显著、突出或重要刺激的相关注意，和由此产生

的目标导向的行为。有很多的神经认知模型和实验

范式与异常突显相一致，包括研究皮质功能的记

忆 - 预测模型（memory-prediction model）、失匹配负

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和潜在抑制（latent 

inhibition）。

Keefe［13］提出了一种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基本自我

异常有关的记忆 - 预测模型，该模型与预测错误模

型相似。记忆 - 预测模式的知觉过程不仅是对刺激

的再现，而且是将片段的感觉输入到工作模型，记

忆编码就是许多记忆片段被加工和储存在记忆系统，

而工作模型就是根据以往经验对即将发生事件的自

发预测，该模型涉及知觉过程中的自上而下加工。

研究发现对熟悉性刺激（即基于以往经验的预测与

结果相一致）的加工在低级皮质水平进行，而对不

熟悉刺激的加工在高级皮质水平，并最终会编码进

入记忆。精神分裂症患者知觉过程的自下而上加工

和自上而下加工均受损［14］，自下而上加工是指由外

部刺激开始的加工，通常是说先对较小的知觉单元

进行分析，然后再转向较大的知觉单元，经过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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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连续阶段的加工而达到对感觉刺激的解释。自上

而下加工是由有关知觉对象的一般知识开始的加工，

由此可以形成期望或对知觉对象的假设，常体现在

上下文效应中，而这与早期广泛的神经回路受损有

关，低级皮质水平不能给高级皮质水平提供充分的

知觉细节来建立固有表征，高级皮质水平不能给低

级皮质水平提供充分的上下文效应来解释接受的刺

激。高级皮质水平提供的记忆所依赖的上下文效应

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是固有的，社会文化群体“共

享”这一固有表征，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共享”的上

下文效应减弱或受损，持续的记忆和注意过程受损

会导致不正确的信念，从而逐渐发展为幻听和妄想

等精神病性症状。Morris 等［15］的研究认为对不相关

信息的过分关注导致学习的不准确和不相关的因果

关联，而这是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的基础。不相关

的、毫无意义的刺激被赋予潜在的重要性，这与记

忆预测模型中对随意的、内部产生的刺激的关注增

加相一致。

失匹配负波与记忆预测模型结果相一致，MMN

反映大脑对变异刺激的自动处理功能，是一种自动

识别、分析的前注意加工过程。最常采用 Oddball 实

验范式来获取失匹配负波，即在一组重复出现的标

准刺激中随机插入物理特征不同的偏差刺激。MMN

产生机制的记忆痕迹假说认为，标准刺激多次重复

出现后会在大脑特定部位形成记忆痕迹，随后传入

的新的刺激与已经形成的记忆瘢痕进行比较，标准

刺激与记忆痕迹匹配，不产生 MMN；偏差刺激与记

忆痕迹不匹配，产生 MMN，这一产生机制与记忆预

测模型相似，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偏差刺激

会出现 MMN 持续的波幅减小，这表明精神分裂症患

者不能区分相关与无关信息，而 MMN 受损在其他精

神疾病是没有观察到的。MMN 的产生反映了 N- 甲

基 -D- 天冬氨酸受体（NMDA-R）的功能，NMDA-R

是记忆编码必不可少的，因此 NMDA-R 功能减退可

以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记忆和认知缺陷。

潜在抑制［16］基于一种感觉门控机制，阻止一些

无用的、与当前需求无关的刺激进入大脑处理程序，

保护机体免受过量信息干扰。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

听觉门控异常，不能抑制无关刺激传入，导致过量

信息传入大脑，即潜在抑制的减弱，引起知觉和注

意障碍。

 上述各种神经认知模型所描述的注意和记忆障

碍会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事件歪曲的理解，从而

产生精神病性症状。同时，也说明了神经认知障碍

与各种主观体验的异常的相互联系。当然，对于来

源检测受损与异常突显之间的联系，可以发现预测

错误可以同时解释来源检测受损和异常突显，即与

外部刺激相比，自我产生的刺激可以更好的预测，

预测错误会导致对内部 - 外部界限的混乱（来源检测

受损），基于上下文效应障碍的预测错误又会导致异

常突显，因此来源检测受损与异常突显之间也是相

互联系的。

三　小结

精神分裂症自我异常的现象学和神经认知研究，

对“自我”这一难以捉摸的东西的探索，对揭示精神

分裂症的疾病发展及相关早期干预十分重要。神经

认知障碍构成了基本自我异常的神经基础，从神经

认知的角度揭示现象学的本质，两者相结合的研究，

可以更好的解释精神分裂症的自我异常。哲学、现

象学、精神病学、认知和神经生物学领域对自我的

相关研究局限于各自领域，因此，对于精神分裂症

自我异常的研究需要整合交叉不同学科的自我概念、

理论和技术，全面深入理解自我这一概念，以便进

一步认识精神分裂症自我异常的本质及其对疾病的

影响，提高对其早期识别和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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