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5 期 - 799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认知功能检查对精神分裂症高危人群转归预测价值的研究

潘　多 、 刘寰忠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认知功能检查对于精神分裂症高危人群（ultra high risk of schizophrenia，

URS）转归预测的价值。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随访研究，选择精神分裂症高危人群 143 例在首

次就诊及三个月后采用数字广度、数字符号测试、连线测验、词汇流畅性测验、2-back 测验、Go-

Nogo 测验等评估认知功能；随访 20 个月，脱落 22 例患者，将 121 例 URS 采用 DSM-IV 中精神分裂

症诊断标准，根据转归分为健康对照组（healthy controls，HC）87 例和精神分裂症组（schizophrenia 

disease，SD）34 例。 结果　①两组间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首次测量认

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③第二次试验时 SD 组在 2-back 测验和 Go/ Nogo 测验的反应时长于 HC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认知损伤持续存在可能是 URS 最终转归成 SD 人群特征性标记；

④ SD 组两次认知测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⑤ HC 组在首次 2-back 测验和 Go/ Nogo 测验的反应时长

于第二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认知功能测查（尤其是 2-back 测验和 Go/ Nogo 测验）可

以预测精神分裂症高危人群的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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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Value of Cognitive Function Examination in individuals at ultra high-risk for developing 
schizophrenia　　PAN Duo，LIU Huanzhong．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Hefei City，Hefei 2300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early cognitive function test in predicting the outcome of high risk 

of schizophrenia（URS） Methods　A prospective follow-up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Cognitive function of 

individuals were assessed by Digit Span（DS）、Digital Symbol Test（DST）、Trall Making Test（TMT）、Verbal Flu-

ency（VF）、2-back Test and Go-Nogo Test at first visit to a doctor and three months later. Following up for 20 months，

Among them，22 lost patients .121 URS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87 healthy controls（HC）and 34 schizophrenia（SD）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utcome of diagnosis criteria of schizophrenia in DSM-IV. Results　（1）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gender，age and other general data. （2）The differ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 be-

tween two groups at the first time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3）Reaction time of 2-back test and the Go/Nogo test in 

SD group were longer than HC group at the second time in SD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ll P<  

0.05）. Patients at ultra high risk of schizophrenia exhibited cognitive impairment；Sustained cognitive impairment may 

be viewed as a marker for URS eventually outcomes of schizophrenia. （4）The differ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time in SD group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5）Reaction time of 2-back test and Go/Nogo te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HC group were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second time，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Early cognitive function tests（especially 2-back test and Go/Nogo test）can predict the outcome of high-risk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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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约有 1.1％的人群受到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disease，SD）影响，而且以 10.2~22.0/

十万人 / 年的发病率增长 ［1］。因此对 SD 早发现、早

治疗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精神科临床可见一

类未达到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被称为 SD 前驱期

的患者，处于该期患者即为 SD 高危人群（ultra high 

risk of schizophrenia，URS），目前研究显示 URS 人群

往往存在认知功能异常，且该类人群转化为 SD 比例

较高，但对于 URS 是否能发展为 SD 目前预测比较

困难。Schultze-Lutter 等［3］对 246 例 URS 人群研究发

现，81 例（占总人数 32.9％）在 48 月内出现精神异

常，Seidman 等［4］对 SD 高危人群的认知评估发现，

认知功能中的注意、工作记忆和陈述性记忆受损是

高危人群非常鲜明的特征，且具有很好的预测价值。

本次研究采用前瞻性随访研究，对 URS 人群进行认

知功能筛查，探讨认知检查对于预测转归是否有价

值，我们对于 143 例 URS 人群进行了长达 20 个月的

随访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8 月在合肥市第四人民

医院门诊就诊的患者中，随机选取就诊的 URS 患者

共 143 例。入组标准：前驱期综合征结构式检查量表

进行访谈，符合精神病风险综合征标准 3 种情况中

≥ 1 种［3～6］：①过去 3 个月内出现短暂性精神病症状，

但严重程度不符合任何精神疾病诊断标准；②在过去

12 个月内，有过阈下的阳性症状的发作或恶化；③

一级亲属患有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或分裂型人格障

碍，以及过去几年中整体功能下降 30％，持续 1 个

月以上［3～6］；所有参加实验被试均为右利手；能识别

26 个字母大小写；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

1.2　方法

1 .2 .1　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联系方式等个

人资料　电话随访患者及其亲属 20 个月，采用

DSM-IV 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根据转归分为

健康对照组（healthy controls，HC）和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disease，SD）组。

1 .2 .2　认识功能测定　首次就诊及三个月后

均采用数字广度（Digit Span，DS）、数字符号测试

（Digital Symbol Test，DST）、连线测验（Trall Making 

Test，TMT）、词汇流畅性测验（Verbal Fluency，

VF）、2-back 测验、Go-Nogo 测验等评估认知功能。

1.2.2.1　认知基础测试　数字广度（Digit Span，

DS）［6］：测试最长数字长度即维得分数；数字符号测

试（Digital Symbol Test，DST），在 90s 的时间内能将

所有数字替换成指定的符号，正确替换的数量即为

得分数［5］；连线测验（Trall Making Test，TMT）［5］：包

括 A 和 B 两部分，连线测验 A 是将 26 个杂乱无章

的数字依次连接起来，连线测验 B 是将 26 个两种颜

色的数字按照红黄交替的原则进行连接，每种连线

测试所用的秒数即为得分；词汇流畅性测验（Verbal 

Fluency，VF），在 60s 时间内正确说出的水果种类数

即为得分［6］。

1.2.2.2　工作记忆　采用“E-Prime”编程的电

脑 2-back 任务，该项实验任务采用 A-H 八个大写的

英文字母，实验开始前两个字母不反应，从第三个

字母开始被试判断当前出现的字母与上 1 个字母以

前出现的英文字母是否相同，字母相同按鼠标左键，

字母不同按鼠标右键，左键和右键按压比例各占 15
个组块；电脑自动记录正确数和反应时［6］。

1.2.2.3　注意抑制　采用“E-Prime”编程的电

脑 GO/No-go 任务，在电脑屏幕上随机呈现 26 个英

文字母；字母“O”为线索刺激，字母“X”为靶刺

激，当线索刺激后面出现靶刺激，立刻按压空格键

（GO），若线索刺激后面没有出现靶刺激，则不允许

按压空格键（No-go），需反应时未反应或不需反应时

反应均记为错误，电脑自动记录错误数和反应时［6］。

1.3　实验过程

所有被试均在首次就诊及三个月后进行两次认

知功能评估。患者就诊时留下一名以上亲属联系方

式，每月回访一次，回访 20 个月，按照回访结果进

行患者分组。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9.0 软件统计学处理，所有比较取双侧概

率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间一般情况比较

按照 URS 人群转归结果将其分为 SD 组和 HC

组，具体如下：

SD 组：共 34 例；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12 例，

年龄平均（29.94±6.82）岁，城市 16 例，农村 18 例。

HC 组：共 87 例；其中男性 41 例，女性 46 例，年龄

平均（28.17±8.36）岁，城市 49 例，农村 38 例。

两组在性别（χ 2=3 .027，P=0 .082），年龄

（t =1.098，P=0.274），户籍（χ2=0.844，P=0.358）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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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间首次测量认知情况比较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两组间首次认知各方面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两组间认知结果的方差分析（x±s）

指标 SD组（n=34） HC组（n=87） t 值 P值

DS顺背（个） 9.56±1.28 9.41±1.12 0.616 0.539

DS倒背（个） 5.24±1.48 5.47±1.40 -0.818 0.415

DST （个） 44.32±7.88 42.41±1.12 1.343 0.182

TMT-A （s） 50.18±17.72 51.26±16.71 -0.317 0.752

TMT-B （s） 101.71±28.88 96.03±22.41 1.150 0.252

VF （个） 12.29±3.04 11.63±2.82 1.136 0.258

2-back 反应时（ms） 1267.85±370.11 1374.46±478.16 -1.169 0，245

  错误数（个） 3.75±2.56 3.70±2.15 0.074 0.941

Go/ Nogo反应时（ms） 1321.90±366.67 1248.29±399.33 0.932 0.353

  错误数（个） 2.36±1.76 2.55±1.67 0，021 0.984

2.3　两组间第二次测量认知情况比较

SD 组在 2-back 测验反应时和 Go/ Nogo 测验的反

应时长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间认知结果的方差分析（x±s）

指标 SD组（n=34） HC组（n=87） t 值 P值

DS顺背（个） 9.29±0.87 9.76±1.32 -1.894 0.061

DS倒背（个） 5.32±1，17 5.30±1.57 0.083 0.934

DST （个） 45.88±6.65 43.51±6.32 1.833 0.069

TMT-A （s） 49.18±12.67 49.26±13.58 -0.033 0.974

TMT-B （s） 91.59±15.79 94.23±20.56 -0.675 0.501

VF （个） 11.50±1.93 12.09±3.08 -1.043 0.299

2-back 反应时（ms） 1229.71±165.94 793.99±229.76 12.744 0.000

错误数（个） 4.26±2.39 3.59±2.24 1.470 0.144

Go/ Nogo反应时（ms） 1234.62±381.29 792.04±229.76 7.812 0.000

错误数（个） 2.97±0.90 2.51±1.37 1.825 0.070

2.4　SD 组两次测量认知情况比较

配对 t 检验发现：SD 组两次认知功能测量中 DS

顺背和倒背、DST、TMT-A、TMT-B、VF、2-back 

Test 反应时和错误数以及 Go-Nogo Test 反应时和错

误数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 =0.893，P=0.378；

t = -0.258，P=0.798；t = -1.138，P-0.263；t =0.283，

P=0.779；t =1.920，P-0.063；t =1.222，P=0.230；

t =0.503，P=0.618；t = -0.873，P=0.389；t =1.200，

P=0.239；t = -1.141，P=0.262）。

2.5　HC 组两次测量认知情况比较

配对 t 检验发现：HC 组在 DS 顺背和倒背、DST、

TMT-A、TMT-B、VF、2-back Test 错误数以及 Go-

Nogo Test 错误数方面，两次测量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t = -1.753，P=0.083；t = -0.743，P=0.450；

t = -1.384，P=0.170；t =0.860，P=0.392；t =0.560，

P=0.577；t = -0.991，P=0.324；t =0.341，P=0.734；

t =0.185，P=0.854）。

HC 组在首次 2-back 测验反应时、Go/ Nogo

测 验 的 反 应 时 长 于 第 二 次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t =10.543，P<0.001；t =10.575，P<0.001）。

3　讨论

国内各项研究显示 URS 转化率约为 30％，主

要集中在 2 年内，而认知功能是预测转归的特征标

记［7］。本研究基线入组 143 名患者，随访 20 个月后，

脱落 22 名患者，其中失联 9 人，有 13 名患者诊断

为其他精神疾病，最终入组 121 人，其中诊断为精

神分裂症的患者共 34 例，20 个月内疾病转化率为

28.1％。我们的结果显示 URS 患者最终转归为精神

分裂症的转化率与目前国内外结果一致。

房茂胜等［8］对 38 例 URS 和 38 例 HC 人群研究

提示 URS 人群存在广泛的认知功能损害。Kraus ［9］对

142 例 URS 人群及 105 例 HC 人群使用潜在抑制试验

范式，研究提示 URS 人群存在潜在抑制方面的损伤。

以上研究提示认知功能异常是 URS 人群一项特征性

标记。

Carrión 等［10］针对美国 URS 的高危队列转化情况

提出可预测模型，其中就将符号编码，词语学习 2
个认知测验纳入，作为模型中可预测转化的重要变

量。本次研究采用数字广度、数字符号测试、连线

测验、词汇流畅性测验、2-back 测验、Go-Nogo 测

验等评估认知功能，发现 SD 组两次认知测量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HC 组第二次进行 2-back 测验和 Go/ 

Nogo 测验的反应时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提示认知损伤持续存在可能是 URS 最终转归成

SD 人群特征性标记。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 URS 人群

更易转化为精神障碍［11］。URS 人群在脑中枢皮质总

体积介于 URS 人群与对照组之间，而更加接近于 SD

患者［12］。

本研究属于国内首次有关 URS 人群认知功能纵

向研究。本次研究提示 URS 人群存在认知功能损伤，

认知损伤持续存在可能是 URS 最终转归成 SD 人群

特征性标记，对认知干预，很可能会降低 URS 人群

SD 转化率，本次研究随访时间较短，样本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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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将增加样本量，并采取多种认知试验方法进行

研究，从而为 SD 疾病预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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