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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未治疗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临床疗效的相关性研究

张开国 、 黄安延 、 黄燕虹

【摘要】目的　探究首发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未治疗期（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DUP）的

影响因素及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方法　搜集 35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中位数

48 周将其分为短 DUP 组和长 DUP 组，探究 DUP 的影响因素，以及 DUP 对临床疗效的影响。结果　

男性患者平均首次就诊年龄为（30.01±11.98）岁，女性患者为（35.3±13.28）岁，存在统计学差异

性（P< 0.05），女性患者要明显晚于男性患者。短 DUP 组已婚患者 77 例（40.7％）明显多于长 DUP

组 26 例（17％）。短 DUP 组离异患者 23 例（12.2％）少于长 DUP 组 38 例（23.6％）。两组患者家族

史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 0.05），短 DUP 组患者中家族史阳性人数相对较多。两组患者烟酒史存明

显差异，短 DUP 组烟酒史阴性患者 170（89.9％）明显多于长 DUP 组 126（78.3％）。两组患者诊断

类型并不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性，但短 DUP 组紧张型 12 例（6.3％）明显多于长 DUP 组 1 例（0.6％），

差异较明显。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婚姻状况、家族史、烟酒史以及临床类型对 DUP 有影响。

对两组出院 BPRS 量表总分进行对比，发现短 DUP 组较长 DUP 组评分明显较低（P< 0.001）。BPRS

量表治疗前后评分差值反映临床疗效，短 DUP 组评分差值（19.50±5.73）与长 DUP 组（11.06±4.27）

存在显著差异（P< 0.001），提示长 DUP 组患者临床疗效相对较差。结论　婚姻状况、家族史、烟酒

史以及临床类型与 DUP 之间存在相关性，随着 DUP 的延长，患者临床疗效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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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 of first-time in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efficacy　　ZHANG Kaiguo，HUANG Anyan，HUANG Yanhong.Xia-
men Xian Yue Hospital，Xiamen 36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uration of untreated schizophrenia（DUP）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efficac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50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s were collected and 

divided into short DUP group and long DUP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edian 48 weeks. Results  The average age of first 

visit was（30.01±11.98）years for male patients and（35.3±13.28）years for female patients，with statistical differ-

ence（P<0.05）. 77 married patients（40.7％）in the short DUP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26（17％）in the 

long DUP group. 23 cases（12.2％）in short DUP group were less than 38 cases（23.6％）in long DUP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amily histo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obacco and alcohol history. 170（89.9％）patients with negative tobacco and alcohol history in the 

short DUP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126（78.3％）patients in the long DUP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agnosis type between the two groups，but 12 cases of tension type in the short DUP group（6.3％）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 case in the long DUP group（0.6％）.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arriage 

status，family history，tobacco and alcohol history，and clinical types had influence on DUP. Compared the total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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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PRS in the two groups，it was found that the score of BPRS in the long DUP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short DUP group（P<0.001）. The difference of BPRS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flect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hort DUP group（19.50±5.73）and the long DUP group（11.06±4.27）
（P<0.001），suggesting that the long DUP group had relatively poor clinical efficacy.  Conclusion  There is a correla-

tion between DUP and marital status，family history，tobacco and alcohol history，and clinical types.

【Key words】 Schizophrenia；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Influencing factors；Clinical efficacy

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后不会立即到精神科就

诊，一般会延迟一段时间，国内外学者习惯把特异

性精神病性症状出现到接受正规的抗精神病药物治

疗这段时间称为精神分裂症未治疗期（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DUP）［1］。越来越多的研究［2、3］提

示 DUP 对患者预后具有重要影响，那么尽可能缩短

DUP，早期加以干预治疗，阻断脑损伤的进程可能

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DUP 具有时间以及

空间特异性，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DUP 的影响因

素也在发生改变。本研究选取近 5 年首发住院精神

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婚姻状况、家族史、烟酒史等一般信息与

DUP 的相关性以及 DUP 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5 年 01 月 ~2019 年 03 月在汕头大学精

神卫生中心住院的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国际疾病

分类第 10 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另外还需满足以下

条件：

入组标准：1）首次发病，既往未服用过任何抗

精神病药物；2）至少由两名以上主治医师明确诊断

为精神分裂症；3）入院年龄为 15~55 岁，汉族，男

女不限。

排除标准：1）既往有慢性躯体疾病，如高血压

病、糖尿病等；2）病史记录不详，量表信息不完善；

3）既往或入院前存在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者。共搜集

到符合条件患者 350 例，其中男性 221 例（63.1％），

女性 129 例（36 .9 ％）。精神分裂症好发于青壮

年，本研究患者年龄在 15~25 岁之间的占总人数的

56.9％，26~35 岁之间占 22.6％，36~45 岁之间占

15.4％，46~55 岁之间占 4.9％。

1.2　研究方法　

1）搜集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

况、家族史、烟酒史（注：吸烟、饮酒一项阳性，则

烟酒史为阳性）等一般信息；2）通过计算患者精神病

性症状出现至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时间对 DUP

进行评估；3）以 DUP 中位数 48 周（约 1 年）为分界

线，将患者分为短 DUP 组（189 例）和长 DUP 组（161
例），进一步探究 DUP 的相关影响因素；4）通过

BPRS 量表减分率，对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进行对比。

1.3　数据分析　

全部数据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结果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两独立样本之间的比较则采用成组 t 检验。对

DUP 危险因素的探讨，以长短 DUP 作为因变量，采

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P<0.05 表示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对两组患者一般情况进行对比（表 1），男性患者

平均首次就诊年龄为（30.01±11.98）岁，而女性患者

为（35.3±13.28）岁，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

女性患者要明显晚于男性患者。短 DUP 组与长 DUP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分布无统计

学差异性。但两组在婚姻状况方面存在显著统计学差

异性（P<0.001），短 DUP 组已婚患者 77 例（40.7％）

明显多于长 DUP 组 26 例（17％）。短 DUP 组离异患

者 23 例（12.2％）少于长 DUP 组 38 例（23.6％），长

DUP 组离异人数相对较多。两组患者家族史存在统计

学差异性（P<0.05），短 DUP 组患者中家族史阳性人

数相对较多。两组患者烟酒史存明显差异，短 DUP

组烟酒史阴性患者 170（89.9％）明显多于长 DUP 组

126（78.3％）。两组患者诊断类型并不存在统计学差

异性，但短 DUP 组紧张型 12 例（6.3％）明显多于长

DUP 组 1 例（0.6％），差异较明显。

对两组入院 BPRS 量表总分进行对比（图 1），短

DUP 组（48.04±10.98）与长 DUP 组（46.52±9.58）

无统计学差异（P>0.05）。患者住院接受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后，对出院量表总分进行对比，短 DUP 组

（28.54±6.46）较长 DUP 组（35.46±6.71）评分明显

较低（P<0.001）。BPRS 量表治疗前后评分差值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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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短 DUP 组评分差值（19.50±5.73）与长

DUP 组（11.06±4.27）存在显著差异（P<0.001），提

示长 DUP 组患者临床疗效相对较差。
表1　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

类别
短DUP组
（n=189）

长DUP组
（n=161） χ2值 P 值

性别

　男 120（63.5） 101（62.7） 0.022 0.883
　女 69（36.5） 60（37.3）
年龄

　15-25岁 109（57.7） 90（55.9） 0.659 0.719
　26-40岁 53（28.0） 51（31.7）
　41-55岁 27（14.3） 20（12.4）
婚姻状况

　未婚 89（47.1） 97（60.2） 27.219 <0.001
　已婚 77（40.7） 26（16.1）
　离异 23（12.2） 38（23.6）
教育程度

　小学 72（38.1） 55（34.2） 1.222 0.543
　中学 91（48.1） 87（54.0）
　大学 26（13.8） 19（11.8）
家族史

　阴性 142（75.1） 138（85.7） 6.085 0.014
　阳性 47（24.9） 23（12.2）
烟酒史

　阴性 170（89.9） 126（78.3） 9.100 0.003
　阳性 19（10.1） 35（21.7）
临床类型

　偏执型 133（70.4） 111（68.9）
　紧张型 12（6.3） 1（0.6）
　青春型 19（10.1） 21（13.0） 9.414 0.052
　单纯型 4（2.1） 5（3.1）
　未分化型 21（11.11） 23（14.3）

图1　患者入院出院BPRS量表评分对比

我们将短 DUP 赋值为 0，长 DUP 赋值为 1，把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族史、烟

酒史、临床诊断类型等自变量纳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均以各因素分类当中的最后一组作为参照进

行对比，结果显示，婚姻状况中已婚是长 DUP 的保

护性因素（OR 值 0.22，95％CI 为 0.11-0.45），烟酒

史阴性为长 DUP 的保护性因素（OR 值 0.45，95％

CI 为 0.23-0.86），家族史阴性为长 DUP 的危险因素

（OR 值 1.79，95％CI 为 1.22-3.24），临床诊断紧张

型为长 DUP 的保护性因素（OR 值 0.07，95％CI 为

0.01-0.60）。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不同患者 DUP 差异较大，最短的仅

为 1 天，长的可达 30 余年，甚至有些患者终生未接

受治疗。本研究 DUP 中位数约为 48 周，与美国［4］、

加拿大［5］等一些国家的研究差别较大，但与国内北

京安定医院 Tang 等 ［6］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考虑

DUP 主要通过回忆资料来评估，每个家属对症状的

识别能力不同，容易导致结果出现偏移。样本中的

患者大多为潮汕地区居民，由于该地区丰富的传统

文化信仰，患者出现精神症状时较多的求助于“拜

神、拜老爷”等，可能也是导致 DUP 相对较长的一

个原因。另外各个区域医疗发展水平不同，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早期干预能力存在差异，也会对 DUP

有较大影响。

男性患者首次就诊平均年龄明显早于女性患者，

且 DUP 明显短于女性患者，与 Maria 等［7］的研究结

果类似，考虑一方面因为男性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

早于女性，另外，男性一般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

发病时冲动攻击行为较为明显也会对 DUP 有影响。

本研究发现家族史阳性的患者具有更短的 DUP，与

香港［8］一项包含 131 名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

结果类似。既往家族中有精神疾病经历的患者，因

家庭成员对疾病的认识程度提高，发病后能更快的

寻求帮助，相应的 DUP 会缩短，但也有一些报道家

族史阳性的患者 DUP 较长，可能与特定的文化因素

导致患者在寻求治疗方面存在差异，最终影响患者

的 DUP，另外家族史阳性的患者也存在差异，有的

是家中一级亲属患病，有的是其他亲属。本研究并

未发现 DUP 与患者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可

能因为本研究中患者的受教育程度大多为小学和中

学，高等教育人数所占比例较少，未能体现出受教

育程度对 DUP 的影响。本研究中发现婚姻状况对

DUP 有显著影响，已婚患者具有更短的 DUP，而离

婚患者的 DUP 相对较长。可能因为已婚患者大多与

配偶生活在一起，病前家庭状况以及社会功能相对

较完整，受到家人的关注较多，一旦患者出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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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异常，配偶能够及早发现并带其就医，而离

异的患者，大多自己独自生活，家庭支持相对较差，

再加上早期症状较不典型，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

导致 DUP 的延长。

短 DUP 组精神分裂症紧张型明显多于长 DUP

组，可能因为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多起病于青壮

年时期，病程相对较急，严重者可出现不语不动，

对周围环境毫无反应的木僵状态，家属多立即送至

医院就诊。另外，本研究也发现长 DUP 组中单纯型

精神分裂症患者较短 DUP 组略多，但未达到统计学

差异，可能与样本量相对较少有关，单纯型精神分

裂症患者主要表现懒散，意志缺乏，一般无幻觉妄

想症状，大多起病较缓慢，家属对疾病状况有一个

适应过程并且倾向于将症状合理化，同时患者本人

也逐渐适应这种变化，导致其症状更难被发现，最

终对 DUP 产生影响。

本研究发现有吸烟、饮酒史患者的 DUP 相对

较长，与 Broussard 等［9］的研究结论一致。美国国

立精神卫生研究院曾进行过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显示在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中存在物质滥用的约占

53％，其中最为常见的是酒精滥用。Zielonis［10］报告

约 70％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尼古丁依赖。可

以看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合并使用烟酒等精神活性物

质较为常见，目前对于该现象衍生出一些假说，其

中包括“继发性的物质使用障碍模式”，该假说认为

精神分裂症患者因其本身存在的生物学缺陷导致对

少量烟酒等精神活性物质超敏，另外部分精神分裂

症患者本身存在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患者为了摆

脱这些问题而“自我用药”。精神活性物质对患者行

为的强化主要通过作用于中脑边缘的多巴胺系统，

增加中脑腹侧被盖区多巴胺能神经元冲动，使伏隔

核及前额叶皮质中多巴胺的释放量增加，物质滥用

者主观上产生某种陶醉感和欣快感，长 DUP 组患者

因长期未获得治疗，抑郁、焦虑、情感淡漠等问题

更加明显，导致患者“自我用药”的几率更大［11、12］。

本研究发现长 DUP 组患者临床疗效相对较差，

与 Matti 等［13-14］的研究结论类似，有学者提出“神经

毒性假说”［15］，认为“活动性精神病状态”对患者大

脑具有“毒性”作用，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各种精神病

性症状的作用下，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重复激

活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HPA 轴），经一系列传

递导致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多，使患者机体处于“警

表2　二元Logistic分析结果

类别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df P OR值 95％CI
性别 0.164 0.243 0.457 1 0.499 1.18 0.73-1.90
发病年龄 1.500 2 0.472
　15-25岁 0.135 0.366 0.136 1 0.713 1.14 0.56-2.34
　26-40岁 0.412 0.397 1.077 1 0.299 1.51 0.69-3.29
　41-55岁 1.00（Ref）

婚姻状况 22.149 2 0.000
　未婚 -0.358 0.316 1.280 1 0.258 0.70 0.38-1.30
　已婚 -1.512 0.3162 17.410 1 0.000 0.22 0.11-0.45
　离异 1.00（Ref）

教育程度 1.191 2 0.551
　小学 -0.126 0.375 0.112 1 0.737 0.88 0.42-1.84
　中学 0.154 0.360 0.184 1 0.815 1.09 0.58-2.36
　大学 1.00（Ref）

家族史 0.580 0.301 4.503 1 0.041 1.79 1.22-3.24
烟酒史 -0.809 0.335 5.834 1 0.016 0.45 0.23-0.86
临床类型 6.221 4 0.183
　偏执型 -0.327 0.356 0.843 1 0.358 0.72 0.36-1.45
　紧张型 -2.681 1.107 5.861 1 0.015 0.07 0.01-0.60
　青春型 -0.303 0.466 0.423 1 0.515 0.74 0.30-1.84
　单纯型 0.092 0.779 0.014 1 0.906 1.10 0.24-5.05
　未分化型 1.00（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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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状态，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神经毒性作用。大

脑神经具有可塑性，糖皮质激素水平的持续升高会

导致大脑结构发生改变，包括神经细胞的萎缩，轴

突末梢的改变，细胞再生减少，神经细胞变性丢失

等［16］。另外也有学者提出谷氨酸的兴奋性毒性作用

机制，认为当谷氨酸浓度持续异常时，可过度激活

NMDAR，造成神经细胞内钙离子超载，从而产生毒

性作用［17］。目前究竟是何种机制发挥作用尚不清楚，

仍有待于后续探索。

本研究通过对 350 例患者资料分析后发现婚姻

状况、家族史、烟酒史以及临床类型与 DUP 之间存

在相关性，随着 DUP 的延长，患者临床疗效显著降

低，提示早期干预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具有

重要意义。

4　研究不足

本研究对于 DUP 的评估主要靠家属及患者的回

忆获取，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回顾偏倚，导致 DUP 的

统计结果低于或者高于实际情况，但是国内外研究

均无法避免该问题。本研究相关性分析只搜集了性

别、年龄、家族史、婚姻状况、烟酒史等信息，对

于患者的职业、家庭经济状况等缺乏了解。本研究

只搜集了住院患者，对门诊患者缺乏了解。未来将

在本研究基础上采用更严格和准确的评估方法，依

据现行的诊断标准，借助新的技术手段，通过前瞻

性研究进一步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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