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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维度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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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中国汉族人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维度状况。方法　采用自编精神分裂症

症状清单对 17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进行因子分析。结果　通过分析，得出 4 个主要因子（及其

贡献率）分别为：阴性症状（22.32％）、偏执（11.66％）、瓦解（11.09％）、木僵（10.23％）。结论　结

果提示中国汉族人群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具有多维特性，支持精神分裂症症状的传统四型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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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symptom dimensions of Schizophrenia in Chinese patients 
　　LI Xiaoying，ZHANG Xinhua，LI Hongmei，et al. Medical College of 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21，China

【Abs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symptom dimensions of schizophrenia of Chinese patients. Methods　The 

self - made schizophrenia symptom li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ymptoms in a group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n=1700）. A principal-components fator analysis with a varimax rotation was performed. Results　Four 

factors（explaining）-Negative symptoms（22.32％），paranoid（11.66％），disintegration（11.09％），stupor

（10.23％）-emerged in this analysis，in total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55％ of the variance. Conclusion　The result 

suggests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Chines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these four factors support the traditional sub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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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组症状群所组成的临床综合

征，其主要特点为患者感知、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

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不协调。其临床表现多样复

杂，几乎精神科的全部精神症状和症状群，在疾病的

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均可出现，没有任何一个病例能

够全部表现精神分裂症的所有症状［1］。精神分裂症症

状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极大地困扰了对精神分裂症的

诊断，治疗和研究，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精

神分裂症症状的异质性。2013 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PA）正式发布了第 5版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DSM-5），取消传统亚型（偏执型、单纯型、青春型、

紧张型），采用维度的方法在精神分裂症诊断的应用，

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和临床工作者的广泛兴趣和争论。

目前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治疗和分类仍然是面

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

状进行全面分析，利于病因学、治疗及预后等多方

面的研究。本研究将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症状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为 2006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在烟台市莱州荣

军医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均符合《疾病及有关

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版）》（ICD-10）精神

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已排除严重器质性疾病、酒精

依赖及药物滥用者。

1.2　方法

1.2.1　测评工具　①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收

集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起病年龄、病程

等信息。②自编精神分裂症症状清单：根据第 5 版精

神病学的症状学编制，包括精神分裂症的所有症状，

共分为 4 类感知觉障碍、思维障碍、情感障碍、意志

与行为障碍，每一类别又包含若干条目，共计 40 余

条条目，如感知觉障碍包含错觉、幻听、幻视等条

目，思维障碍包含思维散漫、思维中断、关系妄想

等条目，情感障碍包含情感迟钝、焦虑、抑郁等条目，

意志与行为障碍包含意志减退、矛盾意向、木僵等

条目，清单里没有的列入其他部分。

1 .2 .2　测评方法　收集烟台市莱州荣军医院

2006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住院

病历，逐一病历进行记录所有症状，毎份病历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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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医师以上的高年资医生认真看过，进行质量

控制，资料收集完后按照自编精神分裂症症状清单

对各症状进行归类，并填写自制表格。

1.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

对数据进行分析，包括资料的统计描述及推断。统

计推断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经 KMO 和 Bartlett 的

检验：KMO 值为 0.657，Sig<0.05，本资料适合做

因子分析。对症状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公因子

方差提取均 >60％，信息损失量小。经主成分因子

分析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4 个，解释总方差的

55.29％。经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

在 4 次迭代后收敛，共提取出 4 个因子。

2　结果

2.1　各症状出现的频率

应用自编精神分裂症症状清单分析 1700 例患者

中最常见的感知觉障碍是幻听，其次是幻视，最常见

的思维障碍是被害妄想，其次是关系妄想，最常见的

情感障碍是情感迟钝，其次是焦虑，最常见的意志与

行为障碍是意志减退，其次是意向倒错。见表 1
表1　各症状出现频率

项目 频数  频率

感知觉障碍

　　感觉障碍 18 0.2％

　　错觉 9 0.1％

　　幻听 1017 12.7％

　　幻视 146 1.8％

　　幻触 15 0.2％

　　幻嗅 22 0.3％

　　内脏性幻觉 70 0.9％

　　反射性幻觉 3 0.0％

　　运动性幻觉 3 0.0％

　　感知综合障碍 36 0.5％

思维障碍

　　思维散漫 781 9.8％

　　思维破裂 65 0.8％

　　病理性象征思维 35 0.4％

　　语词新作 3 0.0％

　　逻辑倒错性思维 98 1.2％

　　诡辩症 10 0.1％

　　内向性思维 19 0.2％

　　矛盾思维 2 0.0％

　　思维中断 66 0.8％

　　思维被夺 3 0.0％

　　思维云集 13 0.2％

　　思维插入 4 0.1％

　　思维贫乏 116 1.5％

　　关系妄想 864 10.8％

　　被害妄想 1010 12.6％

　　影响妄想 165 2.1％

　　被洞悉感 38 0.5％

　　嫉妒妄想 257 3.2％

　　非血统妄想 85 1.1％

　　特殊意义妄想 10 0.1％

情感障碍

　　情感迟钝 503 6.3％

　　情感淡漠 325 4.1％

　　情感倒错 8 0.1％

　　焦虑 587 7.3％

　　抑郁 404 5.1％

意志与行为障碍

　　意志减退 1002 12.5％

　　意向倒错 101 1.3％

　　矛盾意向 2 0.0％

　　违拗 6 0.1％

　　被动服从 1 0.0％

　　蜡样屈曲 7 0.1％

　　木僵 12 0.2％

　　自知力 47 0.6％

2.2　对精神分裂症症状清单进行因子分析

对患者存在的症状进行因子分析得出 4 个因子

（特征值均大于 1，累积贡献率 55.29％）。分别为阴

性症状，偏执，瓦解，木僵。见表 2。

3　讨论

本研究应用因子分析对 17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症状进行分析，样本含量较大，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结果信度较高。本研究共得到 4 个主要因子：阴性症

状，偏执，瓦解，木僵。阴性症状因子包括情感迟钝、

抑郁、意志减退，其中抑郁在阴性症状的患者中较多

见。偏执因子包括幻觉、妄想、思维贫乏，其中思维

贫乏在阳性症状的患者中多一些，由于此类患者交流

困难，临床较难引出阳性症状。瓦解因子包括思维中

断、思维散漫、矛盾意向，其中矛盾意向在偏执因子

中得分也较高。本研究结果与精神分裂症传统四型分

法（偏执型、单纯型、青春型、紧张型）一致性较高，

不支持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两型分法。DSM-5 界定的

6 种精神病理维度［2］：阳性症状、思维言语紊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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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行为紊乱、阴性症状、情绪情感（抑郁和躁狂）、

认知，与本研究的 4 个因子有部分重叠，最大不同是

本研究没有单独的情感及认知因子。最近 Petruzzelli

等［3］的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四因子模型，描述了使用

PANSS 在 18 岁以前发病的患者样本中产生的潜在精

神病理学维度，这 4 个因子是阴性症状、妄想、概念

混乱和偏执 / 敌意，并且认为阴性症状是最大的组成

部分，阴性症状是我们发现的最一致的因子，本研究

中的阴性症状因子的累计贡献率最高（22.32％），也

是精神分裂症症状的主要因子。 

一些研究者建议使用更多的维度模型的方法，

以确定精神疾病的潜在神经生物学机制［4，5］。Lang

等 ［6］研究构建不同的精神病理学亚型揭示高频率的

不明确分配，并且在亚型之间只能鉴定出少数差异，

但必须考虑到上述类型学限于 PANSS 和 BPS 评估的

横断面精神病理学症状。在 DSM-5 中，由于可疑的

有效性［7］，对传统亚型（偏执型、单纯型、青春型、

紧张型）的分割被废除。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应对

精神分裂症症状分型，以减少异质性。Andreasen［8］

建议“我们必须开始确定这个异质性疾病中具有不

同病程和结果的亚组”。 这样的细分可以改善个体对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6］。Russo 等［9］通过一个横断面研

究（N=500）和一个 5~10 年的纵向研究（N=100）发

现：精神分裂症谱系中 4 个大的类别（精神分裂症、

伴有躁狂症状的精神病性障碍、精神病性抑郁和分

裂情感性障碍）之间的一致性和它们与维度之间的

一致性都在 62.2％~73.1％之间，也就是类别和维度

之间有很好的一致性。并且，单独采用类别的方法

和单独采用维度的方法都不能最佳地解释患者的总

变异。

维度领域的可靠性和预测效度还没有很好地确

定，可能并不比已经被放弃的亚型好得多，此外，

在 ICD-11 草案或多维度（DSM-5）中添加严重程度

和病程标准可能会给繁忙的日常工作的临床医生带

来的更多的麻烦。本研究结果得出的 4 个因子，支

持精神分裂症症状的传统四型分法，症状的不同维

度是传统分类方法的很好补充，对于临床医生来说，

将传统亚型和多维度方法结合运用才是能更好的处

理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异质性。此研究的不足之处是

我们医院首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相对较少，但是精

神分裂症具有易复发、慢性化的特点［10］，所以此方

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的因子分析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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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对精神分裂症症状清单进行因子分析得出4个因子

项目 阴性症状 偏执 瓦解 木僵

情感迟钝 .847 -.096 .090 .027

抑郁 -.768 .059 -.079 .026

意志减退 .713 .032 .009 -.027

思维贫乏 .258 -.643 -.252 .153

幻觉 .113 .551 .038 -.010

妄想 -.343 .515 -.235 .002

思维中断 .030 .192 .661 .332

思维散漫 .162 -.013 .626 -.111

矛盾意向 -.088 -.463 .483 -.195

木僵 -.038 -.080 -.007 .919

贡献率 22.32％ 11.66％ 11.09％ 10.23％

注：因子载荷量>0.5；主因子分析；累计贡献率>55％；具

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