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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精神障碍患者脑CT影像学的特征分析

丁　薇 1 、 陈慧鴿 1 、 谢　森 1 、 何堂礼 2 、 刘冠男 1 、 袁　牧 3

【摘要】目的　分析酒精使用障碍共患精神障碍患者的脑损害 CT 影像学改变。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 ~2018 年 3 月在我院就诊的精神障碍患者 327 例，根据是否共病酒精使用障碍分为共病组

（n=148）和非共病组（n=179），另选取同时期在我院行脑 CT 检查的健康体检患者 200 例作为对照组。

观察并比较各组患者脑区 CT 值、脑萎缩程度、部位、脑白质变性等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共

病组额叶、顶叶、颞叶 CT 值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脑白质密度显著低于非共病组（P= 0.027）

和对照组（P= 0.06）。共病组双侧脑室前角、第三脑室宽度、脑沟宽度显著宽于非共病组和对照组

（P< 0.05）。结论　酒精使用障碍共患精神障碍患者脑损害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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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bral CT characteristics of alcohol use disorder co-occurrence with psychonosema 
　　DING Wei，CHEN Huige，XIE Sen，et al.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angqiu，Shangqiu 476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erbral CT characteristics of alcohol use disorder co-occurrence with psy-

chonosema. Methods　Cerbral CT was carried out on 327 patients of psychonosema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2015 to 

Mar.2018. According to the absence of alcohol use disorder，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morbidity group（n=148）
and non-comorbidity group（n=179）. Another 200 healthy volunteers who underwent brain CT sca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CT value，atrophy degree，location and white matter degeneration of 

each brain region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CT values of the fron-

tal lobe，parietal lobe and temporal lobe in the comorbi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white matter densit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non-comorbid group（P=0.027）and the 

control group（P=0.06）. The width of anterior horn，third ventricle and sulcus in comorbi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wider than those in non-comorbi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brain tissue damage in pa-

tients with alcohol use disorder co-occurrence with psychonosema is more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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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5 将酒精依赖和酒精滥用合并为酒精使用

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AUD）［1］。AUD 常与抑郁

症、精神分裂症等其他精神障碍共同存在，但临床

工作中常常忽略了共患障碍［2］。CT 成像技术的发展

可为患者的脑损害提供客观的评价［3］。本研究对酒

精使用障碍共患精神障碍患者的脑组织 CT 影像学特

征进行探讨，旨在为临床诊断提供更多信息。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5 年 10 月 ~2018 年 3 月在我院就诊的精

神障碍患者 327 例，其中男性 197 例，女性 130 例，

年龄 24~71 岁，平均（49.23±18.35）岁。根据是否

共病 AUD 将入选患者分为共病组（n=148）和非共病

组（n=179），另选取同时期年龄性别匹配的行脑 CT

检查的健康体检者 200 例作为对照组。记录患者的年

龄、性别、身高、体重等基线资料。所有患者或监

护人均知情同意，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1）年龄≥ 18 岁者；（2）首诊精神

障碍患者；（3）符合 DSM-5 酒精使用障碍诊断标准。

（4）能配合完成脑 CT 检查者。

［作者工作单位］1. 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商丘，476100）；2.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3.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丁薇（1966.03-），男，河南商丘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放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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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1）仅诊断为酒精使用障碍者；（2）
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者；（3）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

碍者；（4）不能耐受脑 CT 检查；（5）资料不全。

1.2　研究方法 

1 .2 .1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用阳性与阴性

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评定精神症状，该量表涵盖了阴性症状及阳

性症状，是较为全面的评价量表。

1.2.2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为诊断标准对 AUD 患者进行诊断。

1.2.3　脑 CT 检查　使用东芝 AquilionTM 64、西

门子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双源 CT 进行脑部 CT

平扫检查。记录各组患者的脑 CT 是否存在异常，各

脑区 CT 值、脑萎缩程度、部位、脑白质变性等情况。

使用同一软件测量额叶、顶叶、枕叶、颞叶区域的

CT 值。另外测量双侧脑室前角最大宽度、第三脑室

最大横径宽度、第四脑室最大宽度、侧裂池基底部

最大宽度。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

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 

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BMI 方面无统计学差

异（P>0.05），见表 1。
表1　三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

项目 共病组 非共病组 对照组

性别

　　男 95 102 113

　　女 53 77 87

年龄 48.23±9.36 39.82±14.92 46.63±12.48

BMI 21.37±6.12 24.11±5.46 23.88±9.25

2.2　三组患者各脑区的 CT 值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共病组额叶、顶叶、颞叶 CT 值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共病组额叶 CT 值低于

非共病组（P<0.05）。共病组脑白质密度显著低于非

共病组（P=0.027）和对照组（P=0.06）。

2.3　三组患者各脑室宽度比较 

共病组双侧脑室前角、第三脑室宽度、脑沟宽

度显著宽于非共病组和对照组（P<0.05），非共病组

与对照组各脑室宽度无显著差异（P>0.05）。
表2　三组患者各脑区的CT值及脑白质密度

CT值 共病组（HU） 非共病组（HU） 对照组（HU）

 额叶  25.13±1.76*#  26.74±1.34* 28.57±1.55
 顶叶 24.41±1.20* 25.82±1.69 26.13±1.32
枕叶 27.15±1.42  28.37±1.28 28.45±1.72
 颞叶 27.21±1.38*  29.25±1.74 30.83±1.93

 脑白质密度 24.15±3.54*# 28.06±4.41 29.13±3.83
注：*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共病组与非共

病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3　三组患者各脑室宽度

宽度 共病组（mm） 非共病组（mm）对照组（mm）

 双侧脑室前角  36.13±6.27*#  28.30±4.77 28.82±5.98

 第三脑室 7.36±2.23*# 3.72±1.94 4.13±1.28

第四脑室 11.93±2.21  12.04±2.81 11.47±2.69

 脑沟 5.91±2.03*#  3.83±1.86 3.80±2.14

 侧裂池 4.26±2.74 4.03±1.95 3.96±2.02

注：*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共病组与非共

病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4　三组患者脑 CT 异常表现 

共病组发现脑 CT 异常 76 例，异常率 51.35％，

显著高于非共病组（P=0.031）和对照组（P=0.002）。

共病组轻度脑萎缩、重度脑萎缩显著高于非共病

组和共病组（P<0.05），且共病组以皮质萎缩为主

（P<0.05）。非共病组轻度脑萎缩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表4　三组患者脑CT异常状况比较

共病组 非共病组 对照组

脑萎缩程度 

 　　轻度 45*# 19* 8

 　　中度 20 4£ 1£

 　　重度 11*# 1£ 0

 　　无 72  155 191

脑萎缩部位

 　　皮质 47* 16 5

 　　髓质 29 8 4£

注：*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共病组与非共

病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检验，余表中数据比较采用χ2 检验。

3　讨论

因酒精使用障碍而引起的长期过量摄入酒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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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直接引起机体代谢紊乱进而造成神经系统、心脏、

肝脏等组织器官损害，使患者表现出精神障碍或者

行为障碍［4］。也通过多种疾病的合并酒精依赖影响

临床实践中对癌症、烧伤、骨骼疾病的治疗效果。

其中 AUD 共病精神障碍主要分为精神障碍后继发

AUD 和为 AUD 后并发精神障碍两种情况［5］。

AUD 共病精神障碍患者的脑组织结构的改变可

通过 CT 检查进行标准化评估。CT 值是 X 线穿过被

检测物体衰减后的平均值，能定量反映特定区域组

织的平均密度，组织内细胞结构或血流改变也可通

过 CT 值的变化反应出来［6］。本研究测量了三组患者

的各部位 CT 值，观察到 AUD 合并精神障碍患者的

额叶、顶叶、颞叶、脑白质 CT 值较低。额叶的功

能较为广泛而复杂，与记忆、感情相关。颞叶与视

觉、听觉等功能有关，是与精神及行为联系较为密

切的组织，其结构和功能受损与顺行性遗忘密切相

关。顶叶主要负责复杂的定位功能、感觉，当顶叶

受损时患者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等症状。枕叶与视

觉功能有关，枕叶 CT 值减低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酒

精使用障碍患者易出现幻视这一现象［7］。统计结果

证实酒精使用障碍对大脑多部分产生损害效果。国

外学者 Mukherjee ［8］研究也表明酒精可以通过不同的

机制损害大脑，既包括对大脑皮质神经元的直接抑

制，改变神经细胞性质，对大脑产生神经毒素所带

来的直接影响；也包括通过影响机体代谢，扰乱脑部

供能，引发脑组织病变的间接影响。所以酗酒者中

经常发生神经认知缺陷、神经损伤和神经退行性变。

本研究还发现：AUD 共病精神障碍患者的脑白

质密度减低，可能与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醇、乙醛等

小分子物质通过血脑屏障后，造成脑血管收缩，血

流量减少，大脑皮层缺血缺氧，最终导致脑白质变

性，密度减低有关［9］，与个体生活精神状态有密切

关系的脑白质的密度下降常常引起患者在注意力、

认知能力以及视觉感知和行动能力方面的缺陷。

AUD 共病精神障碍的患者双侧脑室前角、第三脑室

宽度、脑沟宽度显著宽于单纯精神障碍组和健康对

照组，显示共病患者出现脑萎缩发生率高于精神障

碍患者及同龄的健康人群，在严重程度上以轻度脑

萎缩为主，部位上以皮质萎缩为主，可能由于 AUD

患者的脑组织由于长期反复受到酒精的刺激，造成

周期性的缺氧缺血以及脂肪变性。相比较于正常人

及精神障碍患者，AUD 合并精神障碍患者脑组织结

构存在广泛的改变［10］。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小，而且是横断面研究，缺

乏追踪观察，但本研究初步说明：AUD 合并精神障

碍患者的脑损害更严重，CT 检查可以发现更明显的

影像学改变，但这种改变缺乏特异性，还需要结合

临床症状、病史等资料，才能更好的为临床诊疗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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