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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住院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睾酮水平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李　金 1 、 张晓斌 2 、 肖文焕 2 、 沙维伟 2 、 唐小伟 3 

【摘要】目的　探讨男性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总睾酮水平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方法　使

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 80 例长期住院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40 例对照的血清总睾酮水平。通

过数字划销（DCT）、范畴流畅、空间广度（SS）、连线 A、木块图、连续定步调听觉测验检测患者组

的认知功能。结果　血清总睾酮水平与 DCT 呈显著正相关（r=0.261，P< 0.05），与 SS 呈显著负相关

（r=-0.240，P< 0.05）。向后法回归分析在剔除其他影响因素后仍然发现血清总睾酮水平可以显著预

测患者在 DCT（β=0.240，P= 0.028）和 SS（β=-0.207，P= 0.047）上的表现。结论　男性长期住院精

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总睾酮水平升高时，反映空间记忆和注意方面的认知功能反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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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serum testosteron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male long-term in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LI Jin，ZHANG Xiaobin，XIAO Wenhuan，et al. Affiliated Guangji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3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serum testosteron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male long-

term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Serum testosterone level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n=80）and nor-

mal controls（n=40）were measured using an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analyser. All patients were assessed for 

performance on cognitive functions using the digit cancellation，semantic fluency test，spatial span（SS），TMT-A，

block design and PASAT. Results　The serum testosterone levels were largely unrelated to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male long-term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bu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S score（r=-.230，P<0.05），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igit cancellation time（DCT）（r=-.230，P<0.05）. Moreover，backward linear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testosterone level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performance in DCT（β=0.240，P=0.028）and SS score（β=-0.207，

P=0.047）. Conclusion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nega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rum testosterone levels with spatial 

memory and attention in male long-term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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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经 活 性 类 固 醇 ， 包 括 睾 酮 ， 脱 氢 表 雄 酮

（DHEA）及其硫酸盐（DHEA-S）可能在精神分裂症

（SZ）的病理生理学中起重要作用［1］。大量证据表明，

针对神经活性类固醇受体的药物可以减轻 SZ 患者的

精神症状和改善认知［2］。研究发现女性 SZ 患者的睾

酮水平较健康对照没有差异［3］，但利培酮治疗可降

低女性 SZ 患者的睾酮水平［4］。目前涉及睾酮和男性

SZ 患者认知功能的研究较少，且结果存在分歧［5；6］。

本研究选择男性长期住院 SZ 患者探讨外周血睾酮水

平和认知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患者组选自本院康复科长期住院治疗的患者，

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SZ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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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共 80 例，均为男性；年龄 27~64 岁之间，平

均 47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0 年；平均病程 25 年；平

均住院 3 年。患者服用氯丙嗪、氯氮平、舒必利、

奋乃静的剂量均换算成氯丙嗪标准剂量，平均服药

剂量 498 毫克，平均服药时间 13 年。入组病例均能

够完成全套认知功能测验。排除情感障碍、脑器质

性与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无

物质滥用史、无严重的躯体疾病。 

入组 40 名健康对照，均为男性，年龄 23~64 岁，

平均 46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0 年。无精神心理疾

病史及家族史，无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无严重的

躯体疾病。两组年龄、受教育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见表 1）。研究获苏州大学附属广济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入组者均自愿参与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认知测验 均由２名经过专业培训的精神

科医师完成。

（1）数字划销测验（digit cancellation，DCT）：划

的越快越准越好，计算耗时和准确率，耗时越少表

明注意功能越好。故 DCT 得分越高则说明耗时越长，

则个体的注意稳定性和注意集中程度越差。

（2）空间广度测验（spatial span，SS）：空间位置

记忆广度是关于人对空间方位的知觉能力和短时记

忆能力的一种度量。该测验能有效地测试信息处理

速度以及工作记忆。得分越高则说明空间记忆越好。

（3）范畴流畅测验：包括动物流畅和动作流畅，

尽可能多的想出他们所能想到的动物和动作。规定

时间为 60 秒。以两种测试患者所讲出的正确词的总

数为评测尺度。主要用于评测患者的语言流利度。

（4）连线 A 测验：1－25 诸数字散乱分布，要求

受试者按 1 到 25 从小到大的标号顺序画线连接排列

的圆圈，记录错误和速度。此测验主要用来测试复

杂的视觉扫描能力，包括运动速度、 空间知觉、灵活

性、注意和概念追踪。

（5）木块图测验：该测验主要测量视觉结构的

分析和综合能力、辨认空间关系的能力，以及视觉—

运动协调能力等。采用 WAIS-RC 中的木块拼图分测

验，在限定的时间内要求受试者用红白两色的木块

拼出检查者所出示的木块拼图。

（6）连续定步调听觉测验：该测验可有效测试

警觉性或持续注意力，工作记忆以及信息处理速度。

在测验中音频播放一连串随机数字，要求被试者把

听到的相邻的两个数字相加。评价受试者的记忆以

及注意警觉，得分越高越好。 

1.2.2　血清总睾酮水平测定　为消除性激素昼

夜节律的影响受试者均在早晨 8：00~9：00 间空腹抽

取静脉血。血样立即分离血清，放置 -80℃低温冰

箱保存。用贝克曼库尔 ACCESS 2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仪检测样本血清中总睾酮水平。血清总睾酮的最低

检测限度为 0.35nmol/L，批内变异小于 4％，批间变

异小于 7％。试剂盒来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

司，操作程序由本院检验科按说明书完成。

1.3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统计学方法采用 t 检

验、Person 相关分析和后退回归法。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组的认知测验结果及两组血清总睾酮

水平比较（见表 1）

血清总睾酮水平在患者组和对照组中并无显著

差异（P>0.05）。

2.2　Person 相关分析结果汇总（见表 2）

在患者组中，教育、年龄、病程几乎和其每

一项认知测验得分均具有显著相关性。我们没有发

现血清总睾酮水平与范畴流畅测验总分（r=0.036，

P>0 .05），TMT-A（r=0 .055，P>0 .05），木块图

（r=-0.130，P>0.05），PASAT 正确数（r=-0.169，

P>0.05），PASAT 尝试数（r=-0.070，P>0.05）具有

显著相关性。但是我们发现血清总睾酮水平与 SS 分

呈显著负相关（r=-0.240，P<0.05），与 DCT 呈显著

正相关（r=0.261，P<0.05）。

2.3　向后法回归分析结果

向后法回归分析在剔除其他影响因素后仍然

发现血清总睾酮水平可以显著预测男性 SZ 患者

在 SS（β=-0.207，P=0.047）和 DCT（β=0.240，

P=0.028）上的表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当男性分裂

症患者的血清总睾酮水平升高时，反映注意和空间

记忆方面的认知功能反而下降。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男性长期住院 SZ 患者的血清总睾酮

水平与健康对照保持一致。当男性 SZ 患者的血清总

睾酮水平升高时，反映注意和空间记忆方面的认知

功能反而下降。男性在正常增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

个睾酮水平逐步下降的过程。但是，认知功能下降

并不是正常增龄的必然结果。2013 年 Kirsty 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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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海马神经元可以新生并参与大脑机能［7］。认知

功能下降是老龄化必然结果这一传统观念受到挑战。

睾酮治疗可增强老年男性口语表达能力［8］。 睾酮与中

年男性的海马结构或海马介导的认知过程有关［9］。

本研究发现男性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清总

睾酮水平升高时，反映空间记忆和注意方面的认知

功能反而下降。 此外 Halari 等发现慢性男性精神分裂

症患者睾酮水平与认知功能没有相关性［10］，但是该

研究的患者存在智力发育不全（平均 IQ=79）。与此

相反，Moore 等研究发现：血清总睾酮水平可以显著

预测男性分裂症患者在语词记忆、处理速度、工作

记忆上的认知表现［5］，但是该研究同时引入了精神

分裂症和分裂情感性障碍患者。

成人大脑仍存在海马神经元新生且参与大脑机

能，并且性激素可能在这些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11］。

学习与记忆的关键脑区如海马、杏仁核及前额皮

质含有高密度的雄激素受体（AR）和雌二醇受体

（ER）［12］。睾酮通过与 AR 结合或是睾酮转化为雌二

醇后与 ER 结合在大脑中发挥作用。低血浆睾酮水平

与老年男性的认知受损有关，且在 Alzheimer 病、轻

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甚至是

抑郁症中也是如此［3］。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本身的异

质性，我们在男性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发现

外周血睾酮水平与认知表现呈一种负相关关系。

本研究未评估健康对照的认知功能，所以无法回

答健康对照的血清总睾酮水平与注意功能和空间记忆

是否有关。本研究未检测自由睾酮浓度，但是已有研

究证明了自由睾酮与总睾酮之间的显著相关性［13］。睾

酮的前体和代谢产物也可能参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

知功能，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以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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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的资料（x±s）

患者组
（n=80）

健康对照
（n=40） t P

年龄 47.3±6.9 46.1±7.0 .910 .365

教育（年） 9.6±2.5 9.6±2.2 .054 .957

血清总睾酮水平（nmol/L） 15.9±4.1 15.4±3.3 .690 .491a

病程（年） 25.4±6.9 - - -

每日氯丙嗪当量（mg） 497.6±244.4 - - -

PANSS阴性症状分 17.1±7.7 - - -

数字划销 289.8±285.2 - - -

范畴流畅 17.5±7.8 - - -

空间广度 12.3±4.1 - - -

连线A 104.1±68.2 - - -

木块图 18.7±8.7 - - -

连续定步调听觉-正确 21.7±10.4 - - -

连续定步调听觉-尝试 25.8±10.5 - - -
a独立样本t检验.

表2　年龄、教育、病程、每日氯丙嗪当量、血清总睾酮水平与
男性分裂症患者认知测验结果的相关分析汇总

R 年龄
教育
（年）

病程
（年）

每日氯丙嗪
当量（mg）

血清总睾酮
水平（nmol/l）

数字划销 .365** -.091 .369** -.093 .261*

范畴流畅 -.432** .091 -.431** -.180 .036

空间广度 -.227* .357** -.237* -.136 -.240*

连线A .447** -.250* .478** .075 .055

木块图 -.238* .208 -.234* -.062 -.130

连续定步调听觉-正确 -.401** .284* -.424** -.222 -.169

连续定步调听觉-尝试 -.438** .380** -.451** -.246* -.070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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