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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患者冲动攻击行为与认知功能损害相关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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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研究发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无论在发病期还是缓解期都会时常出现冲动攻击行

为，而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共病及情绪状态等与冲动攻击行为息息相关。研究发现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文章就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冲动攻击行为与认知功能损害是否

存在相关性做一个系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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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PD）是一种具

有复杂临床表现的多因素疾病，以早年起病、频繁

复发与慢性结局为特点，并与严重的功能损害、死

亡率及自杀风险相关。其表现不仅有情绪调控的核

心异常，也包括认知缺陷、睡眠 / 觉醒异常及高比例

的共病［1］。2004 年，WHO 将双相情感障碍列为世界

第 12 位最常见的中至重度致残性疾病，在美国其终

生患病率为 4％［2］。

虽然双相情感障碍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但常

首发于＜ 25 岁者。双相情感障碍的特点是情绪高

涨、活动增多、行为不受抑制为主的躁狂或轻躁狂

发作与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动力缺乏为主的抑郁发

作交替出现。症状发作的平均年龄：双相Ⅰ型障碍

18 岁、双相Ⅱ型障碍 22 岁。长期以来，双相情感障

碍患者由于功能残疾相对较高、病程复杂、易复发、

治疗难度大，一直受到各国精神卫生工作者的高度

重视和广泛关注。

一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冲动攻击行为的研究

冲动在临床上定义为：个体倾向于对自己或他

人做出迅速、无计划的、不考虑会带来负面影响的

行为倾向。从攻击行为的定义及病因学角度来看，

精神疾病患者的攻击行为从广义上被分为冲动性攻

击行为、手段性攻击行为和精神病性攻击行为 3 类。

绝大多数双相障碍患者的攻击行为为冲动性攻击行

为，多发生于躁狂发作期间。

冲动是双相障碍发病过程中常见的组成和表现。

有几个理由表明冲动性尤其与双相Ⅰ型情感障碍相

关。首先，冲动是诊断躁狂发作的标准之一，在躁

狂发作期冲动可以增加一些最具破坏性行为的风险，

如无节制的消费、纵欲、踏上危险的金融投资。其

次，冲动与躁狂症状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最后，

研究［3］表明高冲动性可以预测双相障碍的发病，并

与严重的疾病发展相关。因此，已经提出由冲动代

表双相障碍的核心症状，而且在不同的情感状态冲

动依然存在。同样 Stephen 等研究表明，冲动既有情

感依赖状态，也是双相障碍的构成特征［4］。

1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冲动攻击行为的社会心理

因素

有研究显示［5］，童年经历的虐待以及父母的教

养方式影响了自尊的建立与恐惧的形成；成年后的

家庭，经济状况等，决定了人群生活质量。加上长

期以来形成的人格特征，无助感、自尊受挫的应对

方式、负面认知方式，环境中的低社会认可和社会

支持，这些社会心理学特点是导致双相障碍冲动行

为的原因。同样，另一份研究表明［6］，较少的积极

应对、较多的消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下降，将

无法缓解外界的压力带给心理的冲击，使得恐惧感、

无助感增强，又会进一步加强了双相障碍患者的冲

动攻击性。

2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共病与冲动攻击行为

自杀风险高、伴随躯体疾病多与双相情感障碍

密切相关，例如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慢性阻塞

性肺病、肺炎和意外伤害。大约 2/3 的双相障碍患者

共病其他精神障碍，如焦虑障碍、物质滥用和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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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合并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

患者有更高的成瘾性、犯罪和自杀行为，以及更早

发病、更高的复发率和更多的冲动性。回顾近年来

此类研究［7］，双相障碍患者的攻击行为发病率高；如

果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或既往有过自杀行为，或共

病物质滥用 / 依赖及人格障碍，或存在神经心理功能

缺陷，将进一步增加攻击行为的发生风险。

3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情感与冲动攻击行为

Muhtadie 等的研究［8］结果表明：强烈的积极情绪

可能是双相Ⅰ型情感障碍患者产生冲动的重要前提，

积极的紧迫性 Positive Urgency 是唯一的冲动变量，

与共病焦虑、冲动控制、或终生物质使用障碍没有

显著的相关性。双相障碍患者最容易受到积极情绪

（positive emotions）的影响，也导致他们容易发生鲁

莽和不计后果的行为。Swann 等研究发现，双相Ⅰ型

情感障碍患者相对于正常对照组，其前意识和早期

注意对大脑的刺激相对减少。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快速反应的冲动与受损的前意识抑制反应有关。冲

动也和精神分裂症及双向情感障碍患者不良的临床

结局有关，包括物质滥用、自杀行为和侵略。双相

情感障碍的特征是冲动行为、倾向于努力增加奖励

和经常没有充分的计划。

一些证据表明，在冲动的具体方面和情感的两

个极端症状有不同的关系，行动的冲动和躁狂发作

相关联，而无计划的冲动和忧郁状态联系更紧密［9］。

在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中，虽然情绪症状可以加剧

冲动，数据表明即使在陷进愉悦的时期，也认为双

相情感障碍的患者比健康对照组更具冲动性，这意

味着冲动可以作为双相情感障碍的一个特征。同

样，Muhtadie 等的研究表明：当经历强烈的积极情绪

（Strong positive emtions）时，双相Ⅰ型障碍的患者表

现出更高的行为冲动的风险［10］。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常见精神障碍，以情感和

行为异常为主要特征，主要发病状态包括抑郁发作、

躁狂发作或轻躁狂发作。大部分双相障碍患者经过

药物治疗后，病情会好转并得到控制，冲动行为会

好转、消失，但起效比较慢。

综上所述，冲动攻击行为将进一步加重双相情

感障碍患者的疾病负担，并与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

共病及情绪状态息息相关。正确认识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的冲动攻击行为，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有重大

的意义。正如罗伟连等［11］研究结果显示，心理护理

干预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降低了不良刺激对患

者不良情绪的诱发作用，能快速有效地减少患者的

冲动行为，如冲动毁物、伤人以及自伤、自杀行为

等，能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降低医疗风险。配合

药物治疗，对于快速而持久地控制双相障碍患者的

冲动行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研究

认知功能又称神经认知功能，指人脑对信息加

工处理的能力。包括分辨、整合信息并对之进行加

工处理，在此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综

合能力，包括记忆、运算、时间、空间定向、结构

能力、语言理解和表达、执行能力等方面。一个多

世纪以来，精神分裂症的认知障碍一直是公认的。

相比之下，双相情感障碍最近才被认为具有显著的

神经认知损害。Burdick 等表示：在双相情感障碍患

者，研究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试验设计面临着独特

的挑战。这个试验从概念证明到临床疗效的确定，

把充分解决独特设计修改的挑战和可能表现出认知

功能恢复效果合并起来是至关重要的［12］。

有学者提出认知功能损害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主要症状之一，是双相情感障碍可能的内表型标志。

沈子童［13］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价量表进行测试的研

究表明，稳定期双相障碍患者存在明显的注意、记

忆和执行功能等认知功能损害，与病程长短存在一

定的相关性。王中刚等［14］采用持续操作测验（CPT）

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评估与比较其认

知功能同样发现，双相Ⅰ型障碍与双相Ⅱ型障碍患

者均存在多维度的认知功能损害，双相Ⅰ型障碍患

者在注意障碍、认知转移能力等方面受损的程度重

于双相Ⅱ型障碍患者。双相Ⅰ型障碍患者任务管理

能力损害较明显，双相Ⅱ型障碍患者注意力损害较

明显。Bora 等［15］对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及其健康一

级亲属神经心理缺陷的文献荟萃分析发现，反应抑

制、注意转移、执行功能、言语记忆和持续注意缺

陷在患者及其一级亲属中普遍存在，加工速度、视

觉记忆和口头表达缺陷仅存在患者中。

同样纵向研究表明，许多患者体验到持续的亚

情感症状，以及在急性抑郁和躁狂发作期神经认知

功能缺损是显著存在的，即使在稳定期也不能完全

缓解。在认知领域，持续的、特征性的损害表现在

注意、言语学习和执行能力，其平均性能比健康对

照组下降约 1 个标准差。Junghee 等［16］研究显示，对

于双向情感障碍患者，表现为较严重的非社会认知

功能损害和较轻的社会认知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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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持续的神经认知损害会导致严重

的功能残疾，使病人难以实现完全的功能恢复。虽

然之前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研究集中在情感症状，

但是考虑与认知障碍相关的实质性残疾也时重要

的。同样，刘顺发等［17］表示双相障碍的临床现象复

杂，临床医师须谨记该病以不稳定和摇摆为病程特

征，而不为当前表象（躁狂发作 / 抑郁发作）所迷惑，

更需要重视隐藏在现象“冰山”下的本质演变规律；

尽早识别、诊断和治疗潜在的双相障碍患者，以促

进其恢复健康、重返社会。双相障碍是发作性病程，

发作间歇期缓解正常，如能积极治疗，可以维持病

情稳定。但是，如不进行有效的治疗和维持治疗，

复发率高。长期反复发作造成疾病发作越来越频繁，

正常间歇期缩短，快速循环，难以治疗，残留症状，

慢性状态，人格改变，社会功能损害。

所以，认知功能的损害会对患者的远期愈后及

治疗的依从性带来不利影响，应引起临床医生的注

意。针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积极

治疗将有助于患者的社会功能的恢复。

三　冲动攻击行为与认知功能相关性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神经认

知领域的损害更具体的是发生在疾病的早期，而且

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发生在情感发作期。认知障碍既

可以发生在双相Ⅰ型情感障碍患者，也可以发生在

双相Ⅱ型情感障碍患者。此外，荟萃分析的数据表

明有精神病史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双相Ⅰ型情

感障碍比双相Ⅱ型情感障碍更常见）比没有精神病

史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表现为更差的认知损害，即

使在情感缓解期。

有学者提出神经心理功能缺陷，可以作为 BD

患者攻击行为的预测因素。Strakowski 等［18］研究显示

BD 患者执行功能的反应抑制、延迟满足和注意力均

存在显著缺陷，同时 BD 患者在反应速度、辨别能力

和获取奖赏方面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存在差异，也提

示执行功能存在缺损，并发现患者的行为更具冲动

性。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19，20］显示认知功能损害已

成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主要症状之一，也是影响

患者社会功能康复和疾病预后的重要因素。而攻击

行为也是 BPD 患者的常见症状之一，不仅对患者本

人及其他人造成伤害，也增加社会和家庭心理、经

济负担，增加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及歧视。正确

认识 BD 患者的攻击行为有助于减少攻击行为的发

生。而正确评估 BD 患者神经认知功能损害程度与冲

动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患者本人，还是

其家庭，乃至社会，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若能通

过改善认知而减少冲动攻击行为的发生，将会给个

人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综上所述，在 BD 患者中与冲动性有关的神经认

知过程（例如注意力、抑制）同样受损，进一步突出

了研究其之间关系的临床意义。目前，针对冲动性

的增加是否与认知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有关的临床

研究甚少，而评估 BD 冲动性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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