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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强迫症患者的自知力与临床特征及生理功能的相关性

马　宁 、 张　典 、 关　锐 、 孙　波

【摘要】目的　分析青少年强迫症患者的自知力与临床特征及功能的相关性。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青少年强迫症患者 60 例，依据患者实际自知力分为 2 组：一组自知力

完整组（40 例），一组自知力不良组（20 例），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Y-BOCS 量表评分。

结果　自知力完整组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轻度比例 67.5％（27/40）显著高于自知力不良组 50.0％

（10/20）（P< 0.05），重度比例 5.0％（2/40）显著低于自知力不良组 25.0％（5/20）（P< 0.05）；自知力完

整组患者的症状表现荒谬比例 7.5％（3/40）显著低于自知力不良组 25.0％（5/20）（P< 0.05）。自知力

完整组患者的强迫思维、行为所花时间、妨碍生理功能、所致痛苦、主动抵抗、控制效果评分均显

著低于自知力不良组（P< 0.05）。结论　青少年强迫症患者的自知力与临床特征及功能均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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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awarenes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n 
adolescent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atients　　MA Ning，ZHANG Dian，GUAN Rui，et al. The first af-
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745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knowledge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

tion of adolescent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atients. Methods　60 cases of adolescent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6 to August 2018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actual 

self-knowledge of patients：one group with complete insight（40 cases）and the other group with poor insight（20 cas-

e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Y-BOCS scal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mild symptoms of the group with complete insight 67.5％（27/40）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group 

with poor insight 50.0％（10/20）（P<0.05），the proportion of severe symptoms（5.0％，2/40）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roup with poor insight（25.0％，5/20）（P<0.05）. The absurd proportion of symptoms of the group with 

complete insight（7.5％，3/40）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roup with poor insight（25.0％，5/20）（P<0.05），

the absurd proportion（92.5％，37/40）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group with poor insight（75.0％，15/20）

（P<0.05）. The scores of compulsive thinking，time spent on behavior，obstruction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pain，

active resistance and control effect of the group with complete insigh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roup with poor 

insight（P<0.05）. Conclusion　The insight of adolesc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s significantly corre-

lated with clinical features and their functions.

【Keywords】Adolescents；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Insight；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强迫症是常见的精神障碍，主要临床症状为强

迫思维、强迫行为［1］。一些强迫症患者具有较差的

自知力，严重的情况下自知力完全丧失。自知力不

良亚型强迫症患者的神经系统软特征更多，尤其是

运动协调障碍、感觉整合障碍等。异常的丘脑 - 皮

质 - 基底回路可能是自知力不良亚型强迫症患者的

神经生理学标记。强迫症患者有自知力不良存在，

大多数为轻度，自知力一方面受到病情严重程度的

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强迫思维荒谬性的影响。为

了对青少年强迫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及功能进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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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提升患者的自知力，本研究对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青少年强迫症患者 60 例的临床资

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了青少年强迫症患者的自

知力与临床特征及功能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青少

年强迫症患者 60 例，依据患者实际自知力分为 2
组：一组自知力完整组（40 例），一组自知力不良组

（20 例）。自知力完整组患者中男性 25 例，女性 150
例，年龄 13~19 岁，平均（16.2±3.0）岁；起病年龄

14~16 岁，平均（15.2±1.2）岁；病程 0.8~18 年，平

均（4.7±1.4）年；患病至就诊时间 8~18 个月，平均

（13.1±2.3）个月；受教育年限 5~17 年，平均（11.7
±2.6）年。在患者类型方面，36 例有强迫型人格特

点，3 例病前有显著诱因，1 例有家族史阳性。自知

力不良组患者中男性 13 例，女性 7 例，年龄 13~19
岁，平均（16.3±3.5）岁；起病年龄 13~16 岁，平均

（14.8±1.5）岁；病程 1～18 年，平均（4.9±1.5）年；

患病至就诊时间 9~18 个月，平均（13.8±2.7）个月；

受教育年限 6~17 年，平均（12.2±2.8）年。在患者

类型方面，17 例有强迫型人格特点，2 例病前有显

著诱因，1 例有家族史阳性。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青少年（13~19 周岁）；2）符合

CCMD3 强迫症的诊断标准，即 1. 患者连续两周中的

大多数日子里存在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或两者并

存 .2. 根据病史、精神检查、体格检查及必要的辅助

检查排除由于器质性疾病及其他精神疾病而引发的

强迫症状［2］；3）均能够配合完成量表测查。排除标

准：1）和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其他精神障碍

共病；2）有严重躯体疾病；3）无法有效配合研究。

1.3　方法

采用耶鲁 - 布朗强迫量表（Y-BOCS）对两组患

者的强迫思维、行为进行评定，共 10 个项目，每

项按 5 级评分，0~4 分，0 分、1 分、2 分、3 分、4
分分别表示无、轻、中、重、极重。总分 0~40 分，

0~15 分、16~23 分、24-40 分分别表示轻度、中度、

重度［3］。

1.4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用 χ2 检验。采用 SPSS21.0，检验水准

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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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显 著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自知力完整组（n=40） 自知力不良组（n=20） t/χ2 P

性别 男性 25（62.5） 13（65.0） 1.32 >0.05

女性 15（37.5） 7（35.0）

年龄（岁） 16.2±3.0 16.3±3.5 1.886 >0.05

起病年龄（岁） 15.2±1.2 14.8±1.5 1.533 >0.05

病程（年） 4.7±1.4 4.9±1.5 1.638 >0.05

患病至就诊时间（月） 13.1±2.3 13.8±2.7 1.460 >0.05

受教育年限（年） 11.7±2.6 12.2±2.8 1.476 >0.05

患者类型 有强迫型人格特点 37（92.5） 17（85.0） 0.86 >0.05

病前有显著诱因 3（7.5） 2（10.0）

有家族史阳性 1（2.5） 1（5.0）

2.2　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

自 知 力 完 整 组 患 者 的 症 状 严 重 程 度 轻 度 比

例 67.5％（27/40）显著高于自知力不良组 50.0％

（10/20）（P<0.05），重度比例 5.0％（2/40）显著低

于自知力不良组 25.0％（5/20）（P<0.05），但两组患

者的症状严重程度中度比例 27.5％（11/40）、25.0％

（5/20）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自知力完整

组患者的症状表现荒谬比例 7.5％（3/40）显著低于

自知力不良组 25.0％（5/20）（P<0.05），不荒谬比

例 92.5％（37/40）显著高于自知力不良组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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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P<0.05），具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例/％）

组别
症状严重程度 症状表现

轻度 中度 重度 荒谬 不荒谬

自知力完整组（n=40） 27（67.5）11（27.5） 2（5.0） 3（7.5） 37（92.5）

自知力不良组（n=20） 10（50.0） 5（25.0） 5（25.0） 5（25.0）15（75.0）

χ2 16.01 0.20 13.34 11.14 12.83

P <0.05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的 Y-BOCS 量表评分比较

自知力完整组患者的强迫思维、行为所花时间、

妨碍生理功能、所致痛苦、主动抵抗、控制效果评

分均显著低于自知力不良组（P<0.05），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Y-BOCS量表评分比较（强迫思维，分，x±s）

组别 所花时间 妨碍生理功能 所致痛苦 主动抵抗 控制效果

自知力完整组 1.80±0.22 1.77±0.20 1.73±0.91 2.06±0.62 1.61±0.41

自知力不良组 2.28±0.22 2.40±0.57 2.22±1.18 2.68±0.71 2.48±0.71

t 4.303 3.182 2.776 2.447 2.571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3（续）　两组患者的Y-BOCS量表评分比较（强迫行为，分，
x±s）

组别 所花时间 妨碍生理功能 所致痛苦 主动抵抗 控制效果

自知力完整组 0.83±0.02 0.63±0.13 0.77±0.17 1.21±0.34 0.80±0.20

自知力不良组 1.68±0.38 1.48±0.18 1.53±0.21 2.10±0.20 1.40±0.05

t 6.965 4.541 3.365 3.306 3.300

P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以往临床普遍认为［4］，强迫症患者具有完整的

自知力，但是临床实践证实，一些强迫症患者具有

较差的自知力，严重的情况下自知力完全丧失。自

知力不良指目前发作的大部分时间中患者无法认识

到这些强迫观念或行为是不合情理的、过分的［5］，

科研工作者日益关注这类自知力不良强迫症患者。

自知力情况可以分成三种情形：自知力缺乏 / 妄想信

念，自知力差，自知力良好［6］。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研究不仅仅只探讨强迫症患者自知力情况，也探

讨自知力和强迫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功能之间的关

系［7］。并对自知力不良亚型强迫症患者的神经生理

特征进行了探索［8］，结果表明自知力不良亚型强迫

症患者的神经系统软特征更多，尤其是运动协调障

碍、感觉整合障碍等。而且认为异常的丘脑 - 皮质 -

基底回路可能是自知力不良亚型强迫症患者的神经

生理学标记。

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有自知力不良存在，大

多数为轻度，自知力一方面受到病情严重程度的影

响，另一方面还受到强迫思维荒谬性的影响［9-10］。本

研究发现：自知力完整组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轻度

比例 67.5％（27/40）显著高于自知力不良组 50.0％

（10/20）（P<0.05），重度比例 5.0％（2/40）显著低

于自知力不良组 25.0％（5/20）（P<0.05）；自知力完

整组患者的症状表现荒谬比例 7.5％（3/40）显著低

于自知力不良组 25.0％（5/20）（P<0.05），不荒谬

比例 92.5％（37/40）显著高于自知力不良组 75.0％

（15/20）（P<0.05）。自知力完整组患者的强迫思

维、行为所花时间、妨碍生理功能、所致痛苦、主

动抵抗、控制效果评分均显著低于自知力不良组

（P<0.05），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研究，样本量较小，对相

关的机制也没有探讨。不过本研究还是进一步说明

青少年强迫症患者的自知力与临床特征及功能均显

著相关，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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