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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工作记忆认知过程及影像学相关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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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广泛的认知障碍，其中工作记忆障碍认为是认知障碍的核心症状。

本文对近年来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工作记忆认知过程及其神经影像学改变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

今后开展精神分裂症工作记忆障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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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杂且病因尚未完全阐明的

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常伴有特殊的思维、知觉、情

感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并且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

广泛的认知功能障碍。工作记忆障碍被认为是精神

分裂症认知功能障碍的核心症状之一，可能导致各

种认知功能障碍甚至社会功能障碍［1］，因此研究精

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障碍机制对于了解精神分裂

患者发病机制有着重要意义。下文就精神分裂症患

者工作记忆认知过程及其影像学改变进行论述。

一　精神分裂患者工作记忆认知过程

工作记忆是指一种对必要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

存储的有限记忆容量系统。目前工作记忆模型认为，

工作记忆存在四个成分，语音环路、视觉空间模板

两个附属系统、中心执行系统和情景缓冲器。其中

语音环路对于语言形式的信息起着暂时存储及处理

作用。而视觉空间模板独立的进行被动存储、表达、

维护以及处理过程，以维持和操作空间视觉信息。

而中心执行系统则是工作记忆模型中最重要的一个

系统，控制工作记忆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附属系统

过程，并能够转化和集中注意力，参加处理长时记

忆中的信息。情景缓冲是一种容量有限的信息暂时

存储系统，运用多维编码的方式整合来自其他工作

记忆亚成分以及长时记忆的各种信息，依靠中心执

行系统将其整合为完整连贯的场景［2］。由此可见完

整的工作记忆过程需要精确编码、信息维护和处理，

并且对无关干扰做出适当的反应。上述环节出现障

碍可能导致工作记忆任务的失调。

 目前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障碍可能与

其编码过程出现异常有关。其工作记忆的编码过程与

任务有关信息的提取有关，即有效的提取出任务相

关信息以便于充分利用有限的工作记忆能力去完成

相关工作记忆任务。而这一过程不仅与认知刺激相

关的自下而上注意系统有关，也与受期望和目标驱

动的自上而下的注意系统有关。部分研究发现精神

分裂症患者在工作记忆编码过程中不仅能够提取简

单的视觉信息，并且当任务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感知

觉信息时，患者的工作记忆编码能力过程中的提取

信息提取能力也随着得到提高。然而 Hahn 等［3］发现

当患者信息提取过程如需要由更高级的自上而下的

注意系统控制时，例如处理高度分散的输入信息时，

患者便会表现出明显的编码障碍。这可能是因为患

者在编码过程中提取任务有效信息的能力弱于常人。

同时 Mayer 等［4］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工作记忆编码

过程中其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系统存在选择性缺陷。

这些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编码过程中可能

存在对任务有关信息有效利用的缺陷。这可能导致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工作记忆任务中出现信息编码的

精确度降低，或者编码错误［5］，同时也可能出现感觉

障碍，如视觉障碍等，影响工作记忆表现。

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存在信息编码的障碍，同

时也可能存在工作记忆信息的维护和处理的障碍。

Baddeley［6］认为信息的处理作为工作记忆的高级过程

需要抽象、推理、语言理解及解决问题和决策能力

作为基础，而这些能力取决于更为基础的信息维护

能力。与此同时在解剖结构上，信息的维护和处理

是由相同的细胞组成，而在神经影像学方面他们存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2014CFB732）。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430060）。

［第一作者简介］王怡君（1991.11-），女，湖北武汉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功能研究。

［通讯作者］王惠玲（Email：hlwang@whu. edu. cn）。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 789 -

◎

综
述◎

 Sum
m

arize

在相互重叠的神经环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作记

忆过程中信息的维护和处理具有密切的关联，而精

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存在这一关联的失调。

目前对于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处理的研究主要采

用心理图象的方法，其包括图像生成以及图像旋转。

Thakkar 等［7］在心理图象试验中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

与正常人相比在难度更大的图象旋转任务中表现得

更加准确，这表明他们拥有更好的信息操作能力。

但在反应信息维护能力的空间延迟反应的任务中精

神分裂症患者表现较差，这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可

能通过提高信息处理的能力来代偿其在信息维护能

力方面的缺陷。而在 Matthews 等［8］的研究中并没有

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视觉空间图象任务中准确性

更高，而是表现为更快的反应时间，这也表明精神

分裂症患者拥有更好的信息处理能力。但当信息维

护的需求增加时，便发现即使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信

息处理的能力没有减弱，其反应时间也并没有优势。

由此可见，在工作记忆任务中当信息维护的要求很

少甚至可以忽略时，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表现出更

好的信息处理能力。但当信息维护的需求增加时则

会减弱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信息处理上的优势，甚至

表现出工作记忆的障碍。

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任务中信息编

码及信息维护障碍与信息处理能力的增强可能构成

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障碍的认知基础。

二　精神分裂患者工作记忆的影像学研究

随着影像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运用功

能磁共振来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工作记忆障碍机制

进行探索。前额叶（PFC）在工作记忆过程中信息

的编码及维护过程中有重要地位，如背外侧前额叶

（DLPFC）被认为与工作记忆编码有关［9］。在目前关

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神经影像学研究中发现

其前额叶结构及功能均存在异常，并且这种异常与

工作记忆障碍存在一定关系。在结构上，Toshiyuki

等［10］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工作记忆中央控制相

关 PFC 体积减少，并且发现这种体积减少与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缺陷有相关性。而在功能上，

Ragland 等［11］发现当工作记忆任务负荷增强时，正

常人表现出更强的背外侧前额叶（DLPFC）激活增

强，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没有表现出激活增强，反

而表现出其他皮层或皮层下激活的增强，以此来改

善其工作记忆的表现。然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仍表

现出更加明显的工作记忆障碍，并且精神分裂症患

者 PFC 厚度减少的同时也表现出左右半球 PFC 神经

环路的异常，即患者左右额下回的功能连接减少。

进一步将皮质厚度减少相关区域作为感兴趣区进行

全脑皮质厚度相关性分析，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较

正常人在双侧 DLPFC 及内侧前额叶（MPFC）的相关

性增强。这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 PFC 皮层厚度异常

区域存在异常的高度耦合，这一潜在的补偿网络可

能是为了提高患者在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表现［12］。由

此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与工作记忆相关

的前额叶区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常，并且同时

存在一定的代偿方式去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工作

记忆任务中的表现。同时，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无病

亲属的研究中发现，无病亲属虽未表现出工作记忆

的异常，但其 PFC 相关区域的灰质体积减少，［13］并

且在工作记忆中 PFC 的激活减少，而其他脑区如顶

下小叶（IPL）及丘脑的激活增加，［14］这表明精神患

者无病亲属存在异常的 PFC 结构及功能，提示精神

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相关的 PFC 神经影像学的异常

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表型之一。

在近来关于工作记忆的研究中表明，工作记忆

并不只是某些高级认知功能脑区激活引起的，也与

来源于大面积的脑网络活动有关［15］。在精神分裂症

患者工作记忆的研究中常认为与默认网络（DMN）、

突显网络（SN）、中央执行网络（CEN）、背侧注意网

络（DAN）、中央执行网络（CEN）及额顶网络（FPN）

有关。其中 DMN 由 MPFC、后扣带回（PCC）及 IPL

等位置组成，又称为任务负激活网络，与自我内省、

对内外环境的监测及情景记忆加工等有密切关系，

在静息态下激活增加而在工作记忆任务状态下表现

为去激活。Li 等［16］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工作记忆

任务中 DMN 表现为过激活，反应出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任务中过度的关注自我而不能集中于当前进行的

任务，可能导致其工作记忆障碍。而突显网络、中

央执行网络、背侧注意网络及额顶网络等常认为是

任务正激活网络，与 DMN 拮抗，且与工作记忆过程

中自上而下注意的激活及突显外界信息并调节相关

信息有关，参与多种认知过程。精神分裂症患者存

在这些任务正相关网络之间的连接异常，而这些异

常也可能导致工作记忆障碍。如额顶网络能够确定

突显的刺激并完成任务信息的交互，从而完成任务。

但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任务中记忆负荷增加时，

即使表现出双侧 FPN 的功能连接增强，但患者仍表

现出较差的工作记忆成绩［17］，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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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效的利用脑网络之间的信息的交互作用来完

成任务。同时 Palaniyappan 等［18］发现，在静息状态下，

作为突显网络核心的右侧脑岛（rAI）及作为中央执行

网络（CEN）核心的 DLPFC 亦存在相互关系，即 rAI

对于 DLPFC 的激活效应和 DLPFC 对 rAI 的抑制效应，

这使得 SN 与 CEN 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能够在适

当的时候给予一个预期刺激，并在任务时形成反跳

式激活。而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 SN 与 CEN 环路之间

的相互影响减少，使得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时

反应速度及表现较差。另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任

务负激活网络及任务正激活网络之间也存在异常连

接，如精神分裂症患者 DMN 到 CEN 的负连接减少，

这使得患者无法区别内在的世界及外部的环境。而

DMN 与 SN 之间表现为正相关，与正常人相反，使得

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有效的进行信息的传递。这可

能导致患者突显外界刺激时出现障碍，并完成相关

的信息传递，使其出现工作记忆障碍［19］。Pu 等［20］关

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外部注意网络（包括 DAN、FPN 及

SN）及 DMN 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两网络之间存

在外部注意网络（EAS）对 DMN 的抑制效应和 DMN

对 EAS 的激活效应的反馈回路，并且 PCC 作为 DMN

和 EAS 的中心环节，成为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的桥

梁。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PCC 不能有效作用于

EAS 的激活，并且 PCC 对 DAN 的激活影响减弱，这

种失调可能导致精神分裂患者的工作记忆障碍。但

与此同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 PCC 对 FPN 的影响增

强，这可能是一种在 DMN 及 EAS 之间的代偿机制，

也可能只是一种反馈环路的失调。总之，精神分裂

症患者在工作记忆任务中存在各脑网络本身或网络

之间的功能异常，可能导致其工作记忆障碍。

三　总结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工作记忆障碍机制复杂。从

认知过程及影像学的角度来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工作记忆的重要环节存在异常，并与正常人表现

出不同的工作记忆方式。但与此同时精神分裂症患

者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代偿方式，以弥补其工作记忆

障碍导致的不足。因此，探索这种异常的工作记忆

方式，可能为今后非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

记忆障碍的作用位点提供一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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