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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认知功能比较分析 

张　伟 、 牛　艳 、 杨　闯 、 张枫泰 、 谢思敏

【摘 要】目的　分析对比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差异及疗效。方法　对

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120 例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统计分析，依据疾病类型将这些患者分为双相情感障碍组（n=60）和精神分裂症组（n=60），对两组

患者的韦氏记忆量表（WMS）；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评分、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双相情感障碍组患者的数字符号、视觉再生、数字广度倒背评分均显著

高于精神分裂症组（P< 0.05），分类个数显著多于精神分裂症组（P< 0.05），错误数、连续错误数均

显著少于精神分裂症组（P< 0.05），一般精神、阳性、阴性症状评分及 PANSS 总分均显著低于精神

分裂症组（P< 0.05）。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程度较精神分裂症患者低，疗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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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gnitive function difference and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rehabilitation stage bipolar disorder 
and schizophrenia　　ZHANG Wei，NIU Yan，YANG Chuang，et al. Zaozhuang Mental Health Center in Shandong 
Province，Zaozhuang 277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difference and treatment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re-

habilitation stage bipolar disorder and schizophreni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bipo-

lar disorder and schizophrenia in rehabilitation stage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17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bipolar disorder group（n=60）and schizophrenia group（n= 60）based on 

the types of diseases，the WMS scores，WCST scores and PANS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number of symbols，visual reproduction，digital span scores of the bipolar disorder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chizophrenia group（P<0.05），the number of classifi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chizophrenia group（P<0.05），the number of errors，continuous error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schizophrenia group（P<0.05），the general spirit，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ores and total PANSS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schizophrenia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mpair-

ment of patients with rehabilitation stage bipolar disorder is lower than patients with rehabilitation stage schizophrenia，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is better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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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精神病具有较多的种类，包括双相情感障

碍、精神分裂症等，二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功

能损害。神经阻滞类药物是临床治疗重性精神病患

者过程中采用的传统方法，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疗

效，但是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疗效

常不尽人意［2，3］。本研究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60 例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与康复期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比较了

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差

异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120 例康

复期双相情感障碍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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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行统计分析，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双相情

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诊断标准［4-5］，均处于康复

期，即均处于接受治疗后基本痊愈等待康复的期间；

排除标准：将精神发育迟滞、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排

除在外。依据疾病类型将这些患者分为双相情感障碍

组（n=60）和精神分裂症组（n=60）两组。双相情感障

碍组患者中男性 52 例，女性 8 例，年龄 21~57 岁，平

均（34.3±5.8）岁；病程 2~21年，平均（6.0±1.0）年；

受教育年限 3～14 年，平均（9.1±1.4）年。精神分裂

症组患者中男性 5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22~57 岁，

平均（35.3±5.9）岁；病程 3~21年，平均（6.6±1.1）

年；受教育年限 4~14年，平均（9.5±1.6）年。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康复期给予两组患者利培酮治疗，治疗初期

两组患者服用 1mg 利培酮（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41808），之后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逐渐增加剂

量，将最大剂量控制在 2~3mg，每天 2 次，1 个月为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应用韦氏记忆量表（WMS）评估两组患者的认

知功能，其中数字符号共 90 项，时限 90s，总分

0~90 分；数字广度包括顺背（10 个数字串）、倒背（9
个数字串，还能够对工作记忆进行测试），分别 12
分、10 分，总分 0~22 分；视觉再生总分 0~14 分；连

线测试包括 A、B。韦氏康星卡片分类测试（WCST）

对两组患者的抽象思维能力进行测试［6］治疗前后分

别应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测量两组患者

的精神症状，内容包括一般精神、阳性、阴性症状，

随着评分的降低，患者的精神症状逐渐改善［7］。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程度比较

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组患者的数字符号、视觉

再生、数字广度倒背评分均显著高于康复期精神分

裂症组（P<0.05），WCST 分类个数显著多于精神分

裂症组（P<0.05），错误数、连续错误数均显著少

于精神分裂症组（P<0.05），但两组患者的数字广

度顺背、连线测试 A、B 评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P>0.05），具体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 年龄 

（岁）
病程 
（年）

受教育 
年限（年）男性 女性

双相情感障碍组 60 52（86.7） 8（13.3） 34.3±5.8 6.0±1.0 9.1±1.4

精神分裂症组 60 50（83.3） 10（16.7） 35.3±5.9 6.6±1.1 9.5±1.6

t/χ2 2.710 1.886 1.638 1.533

P >0.05 >0.05 >0.05 >0.05

表2　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程度比较（x±s）

项目 分类
双相情感 

障碍组（n=60）
精神分裂症 

组（n=60） t P

数字符号（分） 37.3±6.8 30.8±5.2 2.575 <0.05

视觉再生（分） 7.6±1.1 6.3±1.1 2.053 <0.05

数字广度（分） 顺背 7.1±1.7 7.1±1.5 0.242 >0.05

倒背 4.2±0.7 3.4±0.4 2.803 <0.05

连线测试（分） A 75.8±10.8 72.9±10.5 0.430 >0.05

B 102.7±10.8 110.2±10.5 0.504 >0.05

WCST（个） 分类个数 4.1±0.1 3.2±0.3 2.775 <0.05

错误数 15.9±2.9 20.7±3.6 2.305 <0.05

连续错误数 8.7±1.5 12.5±2.5 2.904 <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PANSS 评分变化情况

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一般精神、阳性、阴性症状

评分及 PANSS 总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一般精神、阳性、阴性症状评分

及 PANSS 总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治

疗后双相情感障碍组患者的一般精神、阳性、阴性

症状评分及 PANSS 总分均显著低于精神分裂症组

（P<0.05），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ANSS评分变化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n 时间
一般精神 

症状
阳性 
症状

阴性 
症状

总分

双相情感障碍组
60

治疗前 37.5±6.4 23.5±3.4 17.5±3.2 81.3±10.4

治疗后 10.3±1.5#* 3.4±0.5#* 4.2±0.3#* 18.3±3.4#*

精神分裂症组
60

治疗前 38.2±6.8 22.5±3.1 18.5±3.3 80.2±10.3

治疗后 22.1±3.8# 8.3±1.3# 9.1±1.4# 38.4±6.8#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组

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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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认知功能指人大脑加工、储存、提取信息的能

力，即把握事物构成与性能、发展方向与规律等的

能力。病情发作期、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与精神分

裂症患者均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存在。目前

临床普遍认为［8］，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损

害机制主要为大脑海马等位置有病变存在，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机制主要为颞叶及前额位

置的 5- 羟色胺等神经递质功能紊乱。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有记忆、推理等方面的认知功能损害存在；精

神分裂症患者也有短期及长期记忆、推理等方面的

认知功能损害存在，且显著重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具有非选择性，和阴性症状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和阳性症状相比，阴性症状对认知功能具有更为显

著的影响，病程不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认知

功能损害程度，药物治疗能够对患者的认知功能进

行改善，但是无法完全恢复患者的认知功能。虽然

双相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均存在认知功能损

害，但相关医学研究表明［9］，二者具有不同的认知

功能损害程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组患者

的数字符号、视觉再生、数字广度倒背评分均显著

高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组（P<0.05），WCST 分类个

数显著多于精神分裂症组（P<0.05），错误数、连续

错误数均显著少于精神分裂症组（P<0.05），和上述

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

认知功能损害程度较精神分裂症患者低。利培酮属

于一种新型抗精神病药物，在急慢性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治疗中效果显著，同时起到情感稳定剂的作用，

其能够有效调节患者的多巴胺系统，恢复多巴胺及

其受体活性表现出的抑制作用，从而恢复患者的认

知功能。同时，患者口服利培酮后能够在 1~2h 内有

效吸收，从而使血药浓度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且

不会受到食物等因素的影响［10-15］。本研究结果表明，

经利培酮治疗后，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组患者的一

般精神、阳性、阴性症状评分及 PANSS 总分均显著

低于精神分裂症组（P<0.05），说明康复期双相情感

障碍患者的疗效较精神分裂症患者好。

综上所述，康复期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经治疗后

的临床疗效及认知功能情况均优于康复期精神分裂

症患者。但本研究也存在样本量有限，治疗时间及

观察时间较短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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