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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与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事件相关电位 P300对照研究

张振清 、 吕　娜 、 陈耀毅 、 张晨昀 、 吴娓娓 、 王文强

【摘要】目的　对照抑郁症与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事件相关电位 P300 的特点。方

法　对 69 例抑郁症患者（DD 组），69 例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SD 组）以及 70 例健康对照患者

（HC 组）进行对照研究，记录中央点（Cz 电极）N1、P2、N2、P3 成分。结果　三组之间 N1、P2、

N2、P3 的潜伏期，P3 波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SD 组 N1、P2、N2、P3 潜伏期延长较

HC 组有统计学意义（P< 0.01），P3 波幅减低有统计学意义（P< 0.01）；DD 组较 HC 组 N2、P3 潜伏期

延长，P3 波幅减低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SD 组 N1、P2、N2、P3 潜伏期延长较 DD 组有统计学

意义（P< 0.01），P3 波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787）。结论　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认知受损程度

较抑郁症明显，P300 可以对抑郁症与精神分裂症的鉴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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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P300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long-term hospital-
iz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ZHANG Zhenqing，LV Na，CHEN Yaoyi，et al. Xiamen Xianyue Hospital，
Xiamen 3610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P300 between depres-

sion patients and long-term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69 depression patients（DD），69 long-

term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a patients（SD）and 70 healthy controls（HC）were recruited and P300 were detected. 

N1、P2、N2 and P3 components（Cz）were collected.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300 among three groups 

were found with both latencies（N1，P2，N2，P3）and amplitude（P3）（P<0.01）. Compared with HC group，the SD 

group showed prolonged latencies（N1、P1、N2、P3）and decreased amplitude（P3）（P<0.01）. Compared with HC 

group，the DD group showed prolonged latencies（N2、P3）and decreased amplitude（P3）（P<0.01）. Compared with 

the DD group，the SD group showed prolonged latencies of N1，P1，N2 and P3（P<0.01），except amplitude（P3）

（P=0.787）. Conclusion　The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still have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ore than depres-

sive patients. P300 may play a role of differentiating schizophrenia from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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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1. 厦门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编号：3502Z20154062）；2.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青年科研课题（编号：2015-2-53）。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市仙岳医院（厦门，361012）。

［第一作者简介］张振清（1981.09-），男，河北沧州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抑郁症的诊断及治疗、认知行为治疗。

［通讯作者］王文强（Email：wwq5392616@sina. com）。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

P300 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内在表型［1］，在精神科障

碍的诊断及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2］。抑郁症 P300 电

位中多种成分，表现出波幅减低，潜伏期延长的变

化，通过治疗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3］。精神分

裂症患者所表现出的 P300 波幅减低以及潜伏期延

长，可能是疾病特质的体现［4］。我们通过对照发病

期抑郁症与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P300 指标，

探讨不同疾病中 P300 的特征性变化。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2 月在本院开放病房自愿

住院的抑郁症患者作为抑郁症组；本院长期住院缓解

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精神分裂症组；本院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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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教育年限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被

试均无脑器质性精神病、严重躯体疾病、物质滥用

史。研究对象均为右利手。我院伦理委员会核准研

究。

抑郁症（DD 组）组入组标准：（1）18~60 岁；

（2）性别不限，小学以上学历；（3）国际疾病分类

（ICD-10）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经两位主治医师及

以上医师诊断。（4）HAMD-17 评分≥ 17 分；（5）自

愿参加签署知情同意。

精神分裂症（SD 组）组入组标准：（1）我院长

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 2 年，近半年治疗

药物无调整，年龄 18~60 岁；（2）性别不限，小学以

上文化程度。（3）国际疾病分类（ICD-10）精神分裂

症诊断标准，经两位主治医师及以上医师诊断。（4）
达到持续缓解［5］，即达到临床缓解且持续半年以上，

BPRS 评分＜ 30 分。（5）自愿参加签署知情同意。

健康对照（HC 组）组入组标准：（1）本院健康

志愿者，18~60 岁；（2）性别不限，小学以上学历。

（3）HAMD-17 总分＜ 7 分；（4）自愿参加并签署知

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资料　入院时获得研究对象的一般

状况，采集姓名、性别、年龄、病程、教育年限等。

1 . 2 . 2 　 量 表 评 估 　 H a m i l t o n 抑 郁 量 表

（HAMD-17）［6］：评估抑郁严重程度；简明精神病量

表（BPRS）［6］：一般总分大于 35 分为抑郁患者。

1.2.3　P300 电位评定　用日本光电（NIHON 

KOHDEN）生产的 MEB-9200 型诱发电位系统，电极

安置方式同周菁等［7］，刺激强度为 60 dB。采集靶刺

激 N1、P2、N2 及 P3 潜伏期，以及 N1、P2、P3 波幅。

因软件输出的问题，未采集到 N2 波幅。

1.2.4　研究步骤　在抑郁症患者入院时完成一

般资料采集，对于抑郁症患者由精神科主治医师在

被试入组时完成 HAMD-17 评估，由脑诱发电位室

完成 P300 测试，入院 3 天之内完成上述检测。同期

精神分裂症长期住院患者，由精神科主治医师完成

BPRS 评估，完成 P300 测试。所有健康对照，于同

期完成 HAMD-17 评估及 P300 电位测试。

1.2.5　统计处理　用 SPSS 16.0 for windows 统计

学软件处理分析，对于 P300、HAMD、BPRS 评分资

料以均数士标准差（x±s）描述；计量资料：三组间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用 LSD 法；计数资

料（性别）差异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症组（DD 组）、精神分裂症组（SD 组）

及对照组（HC 组）一般资料的对比

三 组 间 性 别 （ χ 2=0 .80， P=0 .670）， 年 龄

（F=1.90，P=0.15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组间教

育年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9.03，P<0.01），但

DD 组与 SD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7）。根

据工作实际结合既往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教育差异 2
年对认知功能影响不大［8］，符合实验要求。见表 1。

表1　DD组、SD组及对HC组间一般资料对比

项目 抑郁症组（n=69） 精神分裂症组（n=69） 对照组（n=70）

男/女 24/45 29/40 26/44

年龄（岁，x±s） 40.36±9.09 40.91±8.86 38.10±9.15

受教育年限（年，x±s） 13.84±2.41 11.23±2.69 13.34±2.80

平均病程（月，x±s） 33.90±30.13 286.55±83.33 ——*

量表评分［HAMD或BPRS（x±s）］ 26.52±7.40 25.54±4.31 ——*

*健康对照组资料空缺

2.2　抑郁症组（DD 组）、精神分裂症组（SD 组）

及对照组（HC 组）P300 的对比 

DD 组 N2，P3 潜伏期较 HC 组延长（P<0.01），

而 N1，P2 潜伏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SD 组 P300 各成分波幅均较 DD 组、HC 组延长

（P<0.01）。DD 组及 SD 组的 P3 波幅均较对照组减

低（P<0.01），但 DD 组与 SD 组间 P3 波幅减低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认知功能障碍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重要维度，

可能在精神病性症状之前就已出现，涉及到工作记

忆、注意力、学习等多方面，精神病性症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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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认知症状可以仍然存在。精神分裂症的语言运用

能力受损，尤其是言语理解及非字面意思的理解方

面［9］，处理和解决问题方面损害严重［10］。精神分裂

症主要特点可能是信息处理速度缺陷，且慢性患者

较首发患者损害明显［10］。P300 是一种简便易行、无

创的评估认知功能的检测手段。本研究测试长期住

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及抑郁症患者的 P300，发现长期

住院精神分裂症人群，较抑郁症及健康对照人群认

知功能障碍更明显，表现在 N1、P2、N2、P3 潜伏

期延长；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人群间 P3 波幅区别不

明显。

N1、P2 指标主要反应接受刺激的早期注意和感

知能力，是一种反应准备阶段。有学者认为 N1 为精

神分裂症特征性内表型［11］。我们发现精神分裂症人

群较健康对照人群，呈现出 N1 潜伏期延长，但抑郁

症及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差异不明显，需进一步研究

确定 N1 是否是精神分裂的内表型。我们还发现，精

神分裂症较抑郁症及健康对照人群，呈现出 P2 潜伏

期延长，说明其可能是精神分裂的特征表现，这一

点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体现［12］。

N2 与选择性注意有关，P3 潜伏期反映的是信

息加工的速度和有效性，波峰可能与认知资源的利

用有关［13］。我们发现，精神分裂症人群较健康人

群，N2、P3 潜伏期延长，并且与抑郁症人群间也有

上述差别。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注意力、信息加

工的速度等均明显受损，这一点与既往研究比较一

致［4，10，14］。Holly 等系统综述说明，反应注意及分类

速度以及资源动员能力的 P3 波幅和潜伏期，可以作

为精神分裂症的内表型［15］。我们的研究中，长期住

院精神分裂症者较健康对照人群，呈现 P3 波幅减

低，但与抑郁症间差别不明显，而既往王晶鹤等的

研究中也存在上述结果［4］，不能完全支持上述结论。

总而言之，抑郁症人群 N2、P3 潜伏期、P3 波幅与

健康对照人群存在差异，表明抑郁症的认知损害在

后期认知加工阶段比较明显，主要是选择性注意以

及记忆等认知资源的分配；P3 波幅与长期住院精神

分裂症人群间差异不显著，说明抑郁症在发病期认

知资源的分配能力受损明显。

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特点，如长期规律药物治疗，

症状控制相对稳定，但社交、职业等活动减少。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经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其认知

功能退化在某一阶段趋于稳定，认知功能损害是精

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16］。精神分裂症所表现出

的 P3 波幅减低、潜伏期延长，具有稳定性，这一点

与中国精神分裂症 P300 的系统评价中的结果［17］一

致。本研究显示，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虽处于

稳定期其认知损害仍然明显，其认知损害不仅涉及

到早期注意及信息处理阶段，还涉及后期认知加工

及资源利用阶段。患者长期住院期间虽有康复训练，

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社交活动减少、社会隔离等情况，

由于未进行门诊慢性患者的对照研究，因此难以进

一步分析长期住院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抑郁症在发病期其认知功能损害的某些方面与

精神分裂症患者相当，这一点也是应该引起我们重

视的。单靠 P300 虽难以对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做出

鉴别，但是 N2 潜伏期及 P3 潜伏期仍可作为精神分

裂症特征性变化，在临床中应用。本研究中的不足

之处，一方面由于选取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难以在教育年限与健康对照组和抑郁症组匹配；另一

方面，作为横断面研究，无法控制治疗药物的影响，

也未能追踪随访，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表2　DD组、SD组及HC组P300对比

项目 抑郁症组（n=69） 精神分裂症组（n=69） 对照组（n=70） F值 P值 P1值 P2值 P3值

N1潜伏期 97.70±13.61 105.84±16.87 96.31±9.99 9.69 ＜0.001 0.555 ＜0.001 0.001

P2潜伏期 182.29±23.54 205.48±32.30 178.40±15.06 24.48 ＜0.001 0.353 ＜0.001 ＜0.001

N2潜伏期 242.58±32.86 290.16±42.49 224.89±16.24 75.54 ＜0.001 0.001 ＜0.001 ＜0.001

P3潜伏期 342.88±38.44 405.30±53.41 319.11±18.49 88.55 ＜0.001 ＜0.001 ＜0.001 ＜0.001

N1波幅 8.07±3.52 8.28±3.02 8.95±3.02 1.44 0.240 0.107 0.215 0.701

P2波幅 10.02±3.53 10.61±3.99 10.40±4.13 0.40 0.668 0.562 0.758 0.377

P3波幅 6.92±1.80 6.71±2.67 15.18±7.36 75.06 ＜0.001 ＜0.001 ＜0.001 0.787

P值为三组间对比；P1值为DD组与HC组对比；P2为SD组与HC组对比；P3值为DD组与SD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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