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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状况及危险因素的研究

李广新 1 、 余逗逗 1 、 马　利 1 、 乔云飞 2 、 肖文焕 1

【摘要】 目的　评估难治性精神分裂症（TRS）患者认知功能的状况及可能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

取 36 名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难治组）和 57 名非难治性患者（非难治组）及 50 名健康人（对照

组）入组，采用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BANS）评估所有参与者的神经认知功能。采用阳性

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患者的精神症状。结果　患者组认知功能差于正常组，TRS 认知功能

差于非 TRS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多元回归分析显示高含量抗胆碱能的抗精神病

药物是患者即刻记忆（β=12.242，t = 11.271，P= 0.000）和延时记忆（β=7.391，t = 3.354，P= 0.001）

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阴性症状是注意功能（β=11.147，t = 9.436，P= 0.002）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TRS 比非 TRS 患者拥有更严重的认知功能缺陷。抗精神病药物（高含量抗胆碱能活性）和阴

性症状是影响 TRS 患者认知功能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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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ognitive function impairment and its risk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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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cognitive function impairment and its risk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TRS）. Method　36 TRS patients and 57 non-TRS and 50 healthy 

controls subject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Psychiatric symptoms（except for healthy controls）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g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had a moe severe cognitive impairment than the normal group. 

And TRS patients were worse than non-TRS patients（P<0.05）.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anti-

cholinergic activity of antipsychotics had debilitating effect on immediate memory（β=12.242，t =11.271，P=0.000）
and delayed memory（β=7.391，t =3.354，P=0.001），negative symptoms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ttention

（β=11.147，t =9.436，P=0.002）. Conclusion　Cognitive deficits are more severe in TRS patients than in non-TRS 

subjects，and antipsychotics that exert high anticholinergic activity as well as negative symptoms were the risk fact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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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精神分裂症（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

phrenia，TRS）目前国内采用最多的定义为病程超过

5 年，其经 3 种或以上抗精神病药物足量足疗程治

疗后疗效欠佳。TRS 患者共病药物和酒精滥用、自

杀意念的概率较高，且据统计有超过 80％的 TRS 患

者认知功能受损［1，2］。认知障碍在患者发病前驱期

就已经出现，且 TRS 患者的预后与认知功能受损密

切相关。此外，有研究表明使用抗胆碱能药物包括

具有高抗胆碱能活性的抗精神病药物可能加重恶化

认知功能。到目前为止国外只有两篇横断面研究分

析 TRS 患者的认知障碍［3，4］，但国内目前尚未有这方

面的报道，故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比较 TRS 和非

TRS 患者及正常组的神经认知功能，调查精神分裂

症患者认知损害的影响因素（包括抗精神病药物的

抗胆碱能活性）。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难治组和非难治组均为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作者工作单位］1.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扬州，225003）；2. 苏北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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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难治组：入组标准：（1）符合 DSM-V 精神分裂

症诊断；（2）符合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定义：经 3 种或

以上不同机制的抗精神病药物足量治疗至少 6 周，

但治疗根本没有或较少起效。排除标准：严重的脑外

伤史或躯体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或酒精依赖；

严重吵闹不合作。共入组 36 例（男 / 女：23/13），年

龄平均（38.1±7.3）岁；受教育年限平均（9.5±3.2）

年。非难治组：符合 DSM-V 精神分裂症诊断，临床

疗效较好。共入组 57 例（男 / 女：31/26），年龄平均

（37.8±7.0）岁；受教育年限平均（10.1±3.1）年。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之间比较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患者药物治疗的种类（按用药

比例排序）：氯氮平（21％）、利培酮（16％）、喹硫

平（15％）、阿立哌唑（14％）、奥氮平（13％）、齐

拉西酮（10％）、氟哌啶醇（7％）、氯丙嗪（6％）、

奋乃静（5％）、舒必利（3％）。氯丙嗪当量治疗剂

量范围 150~600 毫克 / 天。30 例患者合并使用抗精

神病药物（难 / 非难治患者：23/7）。并且难治性和

非难治性患者使用第一代和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

比例没有显著性差异（χ2=0.53，P=0.67）。根据每

种药物的相关神经递质受体亲和力分为高抗胆碱能

活性（氯氮平、奥氮平、氯丙嗪、奋乃静）和低抗

胆碱能活性（利培酮、喹硫平、阿立哌唑、齐拉西

酮、氟哌啶醇、舒必利）［3］，服用高抗胆碱能活性药

物的患者共 39 例（难 / 非难治患者：18/21），服用低

抗胆碱能活性药物的患者共 54 例（难 / 非难治患者：

18/36），两组患者的药物使用情况比例没有显著性差

异（χ2=1.569，P=0.210）。

对照组：为同期来自周边社区的汉族居民。共入

组 50 例（男性 / 女性：23/27），年龄平均（36.2±6.4）
岁；受教育年限平均（11.9±2.9）年。排除标准：（1）
既往有神经精神系统及各种躯体疾病史；（2）精神疾

病三代内阳性家族史；（3）酒精依赖或其它精神活性

物质使用。研究方案经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批准，

全部对象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3 组被试者受教育

年限（F=7.724，P=0.001）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及评定工具

对符合入组标准的对象进行一般人口学资料、

家族史的收集，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量表）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严重程度。

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试（RBANS）［5］评估所有

被试者的认知功能，包括 5 个心理维度：即刻记忆、

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所有量表

评定均由同一个经过培训的专科医师采用盲法在专

有办公室（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光线、温度、湿

度等外部条件保持一致）进行，但并不是所有患者

都能完成所有测试。

1.3　统计方法

研究数据应用软件 SPSS22.0 展开整理与分析，

对计量资料以平均值 ± 标准差（x±s）的形式描述，

进行 t 检验或 F 检验；对计数资料以百分率（n，％）

的形式描述，进行 χ2 检验；若 P<0.05 表示差异存

在统计学上的意义。

2　结果

2.1　难治性组和非难治性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难治组患者服药剂量（氯丙嗪当量）和 PANSS

阴 性 症 状 分 高 于 非 难 治 组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1。

2.2　三组之间认知功能的比较

难治组和非难治组患者 RBANS 总分及视觉广

度、言语功能、延时记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且难治组患者 RBANS 总分

及即刻记忆、言语功能、注意显著低于非难治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患者（包括难治组和非难治组）认知功能

的相关因素分析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相

关影响因素，以 RBANS 各因子分为因变量，以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发病年龄、病程、氯丙嗪

当量（mg/kg）、精神药物的抗胆碱能活性（高 / 低）、

精神症状等因素为自变量，分析结果显示高含量抗

胆碱能的抗精神病药物是患者即刻记忆（β=12.242，

t =11.271，P=0.000）和延时记忆（β=7.391，t =3.354，

P=0.001）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阴性症状是注意损

害（β=11.147，t =9.436，P=0.002）的危险因素。

3　讨论

首先我们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正常组认知明

显受损，这和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6，7］。重点是 TRS

患者受损重于非 TRS 患者，当临床治疗中控制了精

神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抗精神病药物的剂量后，TRS

患者仍表现出明显较差的即刻记忆、言语功能、注

意等神经认知表现，这和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3，4］。

虽然 TRS 和非 TRS 患者氯丙嗪当量、阴性症状存在

显著差异，而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可能产生偏倚。

此外，神经影像研究发现 TRS 患者与非 TRS 相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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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皮质厚度广泛的减少［8］ 并伴有纹状体多巴胺合成

能力明显降低［9］以及前扣带皮层谷氨酸含量升高［10］，

这些改变可能参与了 TRS 患者认知明显受损的病理

生理机制。

我们还发现高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高抗胆碱

能活性）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即刻记忆和延时记忆损

害的独立危险因素，我们推测这结果可能与抗精神

病药物（高含量抗胆碱能活性）抑制了一部分胆碱

活性的药理机制相关，而中枢胆碱能系统对信息处

理的各个领域，尤其在注意力和记忆力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最近 Frydecka 等［3］研究发现具有高抗

胆碱能活性的抗精神病药物对 TRS 患者多种认知领

域（即刻回忆、执行功能、工作和空间记忆）有显著

的影响，这类似于我们的结果。有趣的是，Bourque

等［11］发现接受氯氮平治疗的 TRS 患者比非 TRS 患者

拥有更好的视觉空间的表现，但是具体作用机制仍

不清楚，未来我们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调查不同

种类的抗精神病药物对 TRS 患者认知的影响。

最近 Zhang 等［12］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受

教育程度和阳性症状显著影响 RBANS 量表中视觉广

度分，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反：认知领域的注意与阴

性症状严重程度呈显著负相关，而教育水平和阳性

症状与认知各因子分均无相关性。出现这些分歧的

原因可能受到被试者种族、样本来源、量表评定者

不同等因素影响。未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分析精神

分裂症患者神经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来预测和治

疗精神分裂症的认知缺陷。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首先病例数相对比较少，我

们不能分析比较不同种类的抗精神病药物对患者的

认知功能的影响。其次本研究是横断面设计，不能

来表示认知缺陷的预测价值，也不能评估认知能力

和药物类型之间的因果联系。最近有研究发现认知

行为疗法能改善 TRS 患者精神症状和认知功能［13，14］，

未来应进一步评估认知训练对 TRS 患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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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难治组与非难治组一般资料和精神症状的比较

项目 难治组（n=36） 非难治组（n=57） t/χ2 P

年龄（岁） 38.1±7.3  37.8±7.0 0.202a 0.840

性别（男/女） 23/13 31/26 0.818b 0.366

受教育年限（年） 9.5±3.2  10.1±3.1 0.995a 0.323

首次发病年龄（岁） 22.2±4.0 23.4±5.4 1.102a 0.273

病程（年） 16.0±9.4 14.5±7.2 0.854a 0.395

氯丙嗪当量（mg/kg） 526.1±64.8 340.5±105.6 9.467a 0.000

精神药物的抗胆碱能活性（高/低） 18/18 21/36 1.569b 0.210

PANSS（分）

阳性症状 22.4±5.6 23.7±5.8 1.112a 0.269

阴性症状 22.8±5.2 19.5±5.6 2.778a 0.007

一般精神病理 30.0±5.6 31.0±5.6 1.076a 0.285

总分 74.8±4.9 74.2±8.0 0.438a 0.663

注：a代表独立样本t检验；b代表χ2检验。

表2　难治性和非难治性组及正常组认知功能的比较（x±s，分）

项目 难治组（n=36） 非难治组（n=57） 对照组（n=50）

RBANS

　　即刻记忆 71.1±7.1a 75.2±8.1b 77.9±8.3

　　视觉广度 81.3±9.6a 82.1±8.2a 89.1±7.1

　　言语功能 83.7±9.3a 90.5±10.2ab 95.6±9.3

　　注意 79.5±10.0a 83.2±11.4b 86.4±11.7

　　延时记忆 83.1±8.7a 87.4±12.4a 94.4±12.2

　　总分 79.5±7.7a 84.1±9.2ab 89.0±9.2

注：以受教育年限为协变量进行方差分析，与对照组比

较，aP<0.05；以PANSS阴性症状和氯丙嗪当量（mg/kg）为协变

量进行方差分析，与难治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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