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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及认知治疗的现状

耿文博 、 刘少文 、 张　强

【摘要】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存在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而且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

认知障碍是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如职业、社交、经济等方面等受损的重 要原因，是预测精

神分裂症患者能否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因子，因此改善认知功能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目标，由

此出现了多种认知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及非药物治疗。本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障碍、其

与社会功能的关系及认知治疗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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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认知障碍（cognitive deficit）曾被

描述为早发痴呆（dementia praecox），即年轻人患上

精神分裂症后认知功能会降低，认知障碍被认为是

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征，而不仅仅是阳性或阴性症

状或治疗之后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在精神分

裂症诊断标准中纳入认知障碍 [1]。与正常人相比，超

过 98％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要比根据他们

发病前智力和教育水平预测的结果差很多 [2]，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存在广泛的认知障碍，包括语言和非

语言记忆、注意力、执行功能、加工速度、空间能

力和抽象能力的下降，在一些认知领域，精神分裂

症患者要比正常对照组低两个标准差 [3]。认知功能的

损害进一步导致社会功能障碍，因此认知障碍及认

知治疗逐渐得到了临床医生及科研工作者的重视。

一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障碍

1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障碍的特征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障碍并不是由精神病性

症状导致的，也并非是由于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导

致，在发病前期已经出现，并且贯穿整个疾病过程，

并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损害与精神病性症状

的严重程度不是平行的。在同一组精神分裂症患者

中，对急性发病期和疾病缓解期的认知功能进行评

估的研究发现，认知功能在两个时间点上都是相似

的 [4]，这点不同于其他精神疾病，一项针对存在精神

病性症状患者的研究中，只有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

认知功能随着精神病性症状的消失而有所改善，而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并没有随着精神病性症

状的消失而变化 [5]。另一项比较具有相似临床和人口

学特征的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认知功能

障碍的荟萃分析显示，精神分裂症的认知功能损害

平均比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大 0.5 个标准差 [6]。

以上讨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障碍与精神病

性症状关系，两者作为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独立

存在，当然，两者之间并非绝对没有关系。很多人

注意到，阳性或阴性症状会影响认知功能，如患者

长期受幻听妄想干扰，注意力、意志活动等病理性

增强，对其他事物的注意力、理解推理能力、执行

能力等认知功能必定受到一定影响，而具有明显的

阴性症状患者，更关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缺乏对

外界的关注，同样其注意力、记忆力会不同程度受

损。认知功能也会反过来影响阳性或阴性症状，对

于一部分认知功能保留较好的患者来说，其更能准

确理解每个症状的具体含义，可能会更容易接受医

生的建议而采取治疗，结果就是精神病性症状较前

减轻，或者是隐瞒、掩饰自己的症状以达到逃避住

院或服药的目的。总的认为，两者既独立存在，又

相互影响，要确定认知障碍与精神病性症状之间的

真正关系，可能需要对导致这些症状的过程进行更

具体的评估，需要开发出更客观有效的认知评估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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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障碍的范围

精神分裂症神经认知小组委员会专家的观点

是：精神分裂症认知缺陷最重要的领域是工作记

忆（working memory）、注意力 / 警惕性（attention/

vigilance）、言语学习和记忆（verbal learning and 

memory）、视觉学习和记忆（visual learning and 

memory）、推理和解决问题（reasoning and problem 

solving）、处理速度（speed of processing），和社会认

知（social cognition），除社会认知外，其他几种又被

称为神经认知（neurocognition）。工作记忆被许多作

者描述为精神分裂症认知障碍的核心成分，与其他

认知领域，如注意力、计划、记忆等有很强的相关

性，对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神经解剖发现，

包括前额叶皮质在内的神经回路介导了工作记忆功

能的各个方面，并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一神经回

路可能受损 [7]。注意力是指一段时间内保持警觉的能

力，包括注意的产生、注意的分配和转移、注意的

稳定性及注意的广度等，注意力障碍可能导致难以

跟随社交谈话，无法遵循重要的指示，简单的活动，

如阅读或看电视变得吃力或不可能。语言学习和记

忆能力包括学习新的信息、保留新的信息以及呈现

以前学习到的信息，一般来说，患者在接受或学习

信息方面较保留信息更加困难。由于视觉信息不像

口头信息那么容易表达，所以对精神分裂症视觉记

忆较敏感的测试较少，而且人们普遍发现视觉记忆

不像言语记忆那样受损。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常用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试（WCST）检测推理和解决问

题能力，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WCST 测试中表现很差，

并且在测试期间前额叶背外侧皮层活动减少，由此

形成精神分裂症患者额叶低激活假说。精神分裂症

患者处理速度这方面的障碍相对来说是非特异性的，

处理速度下降会削弱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从事的以

任务为导向的工作能力或妨碍社会关系。社会认知

包括心智理论技巧（theory-of-mind skills）和情感感

知与识别（emotion perception and recognition），心智

理论是一种推断他人意图或心理状态的能力，情感

感知与识别是判断他人面部表情的一种能力，精神

分裂症患者在这两个方面严重受损，尤其是对负面

情绪及恐惧情绪的识别方面 [8]。

3　认知障碍与神经可塑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的核

心认知缺陷可能源于神经发育介导的神经可塑性改

变。神经可塑性（neural plasticity）是指神经回路根

据经验改变其结构、功能和连通性的能力。50 多年

前，Hebb 认为突触可塑性取决于突触效能的变化，

即突触前细胞反复而持续地刺激突触后细胞，增加

突触连接的功能强度 [9]。实验证实了这一过程，并

把它称为长期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LTP），这

是一个支持学习和记忆的生理过程。自从 LTP 被认

识以来，许多其他的可塑性机制已经被识别出来，

不同形式的可塑性和它们运作的网络之间存在着复

杂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可塑性

是理解正常和异常神经功能的核心。虽然精神分裂

症认知障碍的确切机制仍有待阐明，但神经网络中

的不连通性作为认知功能损伤的理论模型正日益突

出 [10]。人们认为，神经可塑性异常是精神分裂症的

基础，因此在精神分裂症的认知缺陷中起着核心作

用。可塑性改变的证据是多方面的，包括神经生理

学、神经药理学、神经病理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例如，一项利用经颅磁刺激（TMS）的神经可塑性

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无

论是药物治疗还是非药物治疗，其可塑性都存在异

常 [11]。同样，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听觉调节电生理反

应的可塑性降低 [12]。遗传学研究一直将神经可塑性

改变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联系在一起，因为精

神分裂症的许多最强的候选基因影响了神经网络的

发育和调节 [13]。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神经可塑

性的改变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认知缺陷和其他临床

特征的基础。

精神分裂症的认知障碍独立于精神病性症状，

且不同于其他精神疾病认知障碍，主要包括神经认

知和社会认知方面的损害，目前认为神经可塑性改

变可能是精神分裂症认知障碍的重要原因，然而其

确切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发掘与证实，需要包括遗传

学、药理学、生理学、医学影像学等多种学科合作

和交叉验证。

二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障碍对社会功能的影响

认知功能是预测现实社会功能的有效因子，包

括工作、居住状态、生活质量、依从性、共病、人

际交往等方面。全时就学或从事竞争性工作的患者

与失业患者相比，在工作记忆、持续注意力、问题

解决和情景记忆方面表现优异。在接近健康对照者

平均值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那些受损程度较高的患

者之间，社会功能方面的差异最大的是独立的居住

状态。生活质量的下降与认知障碍密切相关，但并

不是全部原因，因为阳性和阴性症状的严重程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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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认知功能与患者的依从性相关，

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记忆障碍，这导致他们不

能正确遵医嘱服药，从而出现较高的复发风险。认

知障碍也与精神分裂症的医学共病有关，规划等功

能的缺失直接影响患者寻求医疗问题治疗的能力，

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减少有害的习惯，如吸烟、喝

酒等，这与记忆力和注意力不足有关，也可能是这

个人群心脏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上升的决定因素。

另外，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认知功能与人际交往能

力密切相关，因为社会认知缺陷，他们无法准确识

别他人情绪及心理状态，因此可能会导致较差的人

际关系。有观点指出，神经认知障碍导致社会认知

障碍，社会认知障碍又通过患者的动机（motivation）

进一步介导了社会功能的损害，由此给了我们一些

启示：旨在增强患者动机的认知训练能否最终改善其

社会功能，这可能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障碍的治

疗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广泛的认知障碍，影响个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是治疗的重要靶点，也是

预测患者康复及预后的重要因子，需要引起足够的

重视，当然精神病性症状、经济状态、社会支持程

度等也是患者社会功能能否恢复的因素，临床工作

者需要根据患者个人情况对其认知障碍及社会功能

综合评估以更好地为治疗服务并使其最大程度地受

益。

三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障碍的治疗

1　抗精神病药物对认知的效果

目前为止，尚没有正式经过监管部门批准的

专门针对认知障碍的药物，而抗精神病药物对认知

的疗效仍有争议。一些早期研究和荟萃分析认为非

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认

知作用可能比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更大，然而，这些

研究有许多方法上的局限性或缺陷，例如样本数量

少、治疗时间短、没有对照组或对照组的典型抗精

神病药物未达到足够剂量，以及忽视了重要的临床

因素，如认知改善与精神症状、抗胆碱能治疗和锥

体外系症状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14]。CATIE（clinical 

antipsychotic trials of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的研究

使我们能够在大量的病人样本中检查这些问题，实

验共纳入了 817 名患者，随机使用典型抗精神病药

奋乃静，以及当时可用的四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奥氮平、喹硫平、利培酮和齐拉西酮），但治疗 2
个月后的治疗效果即认知功能没有明显差异，随着

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小组都显示出了小的益处，但

这种益处被认为与使用安慰剂效应是一致的 [15]。使

用相同的神经认知测试对首次发作的患者进行奥氮

平、喹硫平和利培酮的比较，结果非常相似，所有

治疗对认知的影响都很小。总的来说，抗精神病药

物对神经认知的影响不大，当然，这些试验不能排

除某些患者受益的可能性，而另一些患者则可能因

药物的不同而恶化，但确实表明，没有一种特定的

药物可以确保患者认知功能方面的受益。

2　非药物认知治疗

目前大家比较熟知的有以下两种方法：认知

矫正治疗和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认知矫正治疗

（cognitive remediation therapy，CRT）是一种多成分

认知治疗方法，通过在记忆力、注意力、训练和解

决问题等方面的认知练习，与积极的社会认知训练

相配合来达到改善认知功能的目的，随着计算机及

网络的发展，现在计算机化认知矫正治疗已经逐步

取代了原始的手册式认知矫正治疗，但是两者的基

本原理及流程相同。一项研究发现，经过 CRT 治疗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多个认知领域，包括工作记忆、

执行功能、言语记忆和注意 / 加工速度等都有显著的

改善 [16]。另外一项使用功能磁共振（fMRI）的研究认

为，经过 CRT 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其认知功能

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改善，且伴随着前额叶皮质、扣

带回等脑区活动水平的增加，两者之间有明显相关

性 [17]。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

临床试验发现，虽然 CRT 可以提高认知训练中的成

绩，但是与对照组相比，认知矫正治疗组在认知功

能测试中其认知功能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并且其社

会功能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好转 [18]。

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一种颅外大脑刺激技术，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的辅助治疗中，神

经影像学提示，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LPFC）功

能障碍与精神分裂症认知障碍及阴性症状密切相关，

因此，试验或治疗中刺激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较

多。国内有研究发现，rTMS 能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认知功能，但是其效果会随着刺激参数的变化而

不同 [19]，但另一项荟萃分析，在以下领域进行检查：

总体认知功能，执行功能，注意力，工作记忆，处

理速度，视觉记忆，言语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结

果发现 rTMS 治疗与所检查的大多数认知功能领域的

广泛收益无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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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目前尚没有一种药物证明能够有效

改善精神分裂症的认知功能，非药物治疗，如认知

矫正治疗或重复经颅磁刺激，虽有一些研究认为能

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但是尚没有经过

更大范围内的有效性研究，没有统一的治疗指南或

专家共识。

四　小结

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存在精神病性症状，而且

存在广泛的认知障碍，包括：语言和非语言记忆、注

意力、执行功能、加工速度、空间能力、抽象能力

及社会认知，这种损害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职业、

社会和经济功能方面严重残疾的重要原因。遗憾的

是，尚没有有效的专门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障

碍的药物，抗精神病药物对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仍

具有争议。多数专家认为认知障碍可能源于患者神

经可塑性异常，并据此研发出一些认知治疗方法，

如认知矫正治疗及重复经颅磁刺激等，但是，同药

物治疗一样，这些方法对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仍没

有定论，因此，未来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精

神分裂症患者认知障碍确切的病理基础是什么，如

何早期识别认知障碍，各种认知治疗的机制是什么、

如何实施、实施的时间、频率等，这些问题仍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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