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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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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功能是精神分裂症一个独立核心症状群，临床中患者认知功能受多种因素影响，本

文从症状、病程、抗精神病药物及代谢综合征等角度综述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为

及时合理应对认知功能改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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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涉及思维认知、情感、意志

行为等多方面异常的严重精神障碍。由于精神分裂

症的高复发率、高致残率及低治愈率，造成精神分

裂症一旦确诊势必需要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维持

治疗。认知功能受损是独立于精神分裂症阳性、阴

性症状的另外一个核心症状群，可以导致患者多种

功能受损，甚至精神残疾，而改善认知功能可以提

高其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及日常生活能力等。目

前，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认知功能改变的生物

学基础仍不清楚，因此，我们从临床角度就其影响

因素做一综述。

一　症状与认知

经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随着精神病性症状

的改善，认知功能在不同维度上也会有相应的改变，

症状与认知功能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局部的，而不是

整体的。研究显示，执行功能与症状的相关关系无

统计学意义，词语流畅性与症状存在中等程度的相

关［1］，这提示执行功能缺陷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所固

有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经

过药物治疗达到缓解状态后，与基线相比患者的整

体认知功能得到明显改善，与未缓解的患者相比，

患者的注意 / 警觉性、词语学习得分升高［2］；在信息

处理速度方面，当阴性症状改善时，信息处理速度

提升［3］。Meta 分析显示［4］，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中，工作记忆的改善与阴性症状的改善显著相关，

随访发现经药物治疗后，首发患者认知功能在发病

后一年内逐步改善。

二　病程与认知

认知功能的下降在精神分裂症前驱期已经开始，

经过急性期治疗后，患者的认知功能趋于稳定。一

项针对健康对照组与精神分裂症组 IQ 变化的病例对

照研究 meta 分析显示［5］，患者与对照组基线平均 IQ

分别为 97.20、109.26，之后每年 IQ 分别增加 0.33、

2.08，这可能是由于练习效应产生的结果。

在精神分裂症前驱期，Shmukler 等［6］在综述文

献基础上提出前驱期认知功能变化的理论假说：健康

儿童和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儿童在个体发育过程中

认知能力的提高在相同的时间点值上是不同的，发

展为精神分裂症的儿童认知功能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在精神分裂症发作前，他们的认知功能在前驱期会

发生进行性的下降，患者的认知功能缺损越来越严

重，那些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信息处理速度缺

陷从儿童期开始逐步增加，词语学习缺陷则一直平

稳保持到中年时期。5 年随访研究显示［7］，当慢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他们的注意和记忆功能、信

息处理速度得到改善。系统综述显示［8］，慢性老年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65 岁前认知功能相对比较稳定，

之后开始快速下降。

三　抗精神病药物与认知功能

总体而言，在认知功能方面，第二代抗精神病

药要优于第一代抗精神病药，当慢性精神分裂症患

者由第一代抗精神病药改为服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

之后，认知功能得到改善［9］。值得注意的是，也可能

第一代抗精神病药对部分患者不起作用，因此看起

来第二代抗精神病药更有优势。另一方面，第一代

抗精神病药物的服用剂量相对较高，不良反应也会

较大，可能还会合并使用抗胆碱能药物，这均会影

响患者认知功能。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的 meta 分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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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10］，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可以改善患者总体认知

功能，在认知功能总体得分上舍吲哚要优于氯氮平、

喹硫平；在工作记忆方面齐拉西酮要优于氯氮平、奥

氮平、喹硫平；在执行功能方面，舍吲哚优于氯氮

平、奥氮平、喹硫平、齐拉西酮；在视觉空间技能方

面奥氮平优于氯氮平。在慢性精神分裂症群体中［11］，

一项纳入 15 个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大样本随机双盲

对照研究显示，经过 2 个月干预后，第一代抗精神病

药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对神经认知功能的改善均较

小，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 6 个月后结果无明显

改变。抗精神病药物与认知功能的关系也受一些因

素的影响，如症状的改善、病程、抗精神病药物的

剂量、治疗依从性、副作用等。当患者由口服利培

酮转换为长效利培酮针剂后，与持续口服利培酮组

相比，长效针剂组认知功能得到改善［12］，病例对照

研究显示阿立哌唑长效针剂与第一代长效针剂相比，

阿立哌唑长效针剂主要影响认知功能领域，信息处

理速度受影响较小，第一代长效针剂主要影响的认

知功能领域为言语记忆，整体认知功能得分上阿立

哌唑长效针剂要优于第一代长效针剂［13］。

1. 药物剂量与认知

高剂量、联合用药可能会导致较差的认知功能，

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多药或过量给药所致，当药物

剂量降低时，患者的认知功能可得到改善。随机对

照研究显示，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剂量降低

一半后治疗一年，结果显示与不降低组相比两组的

PAN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剂量组的信息加

工速度、工作记忆明显改善，副作用降低［14］。

2. 服药依从性与认知

遵医嘱规律服药有助于维持或改善现有认知

功能，Ahmed 等［15］通过连续入组的患者研究显示，

68.8％（75/109）的患者中断服药，连续服药组的认

知功能要更高，认知缺陷尤其是词语记忆、执行功

能缺陷与间断服药有关；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间断服

药也表现出了相似的认知特点，然而间断组与规律

服药组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病程、住院次数、拮

抗药物均存在统计学差异［16］。这表明，认知功能与

服药依从性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究竟是服药中断

导致的认知功能变化，还是较差的认知功能导致患

者不能遵医嘱服药，尚需要控制混淆因素，设计适

宜的病例对照研究探索服药依从性与认知的关系。

3. 锥体外系反应（extrapyramidal symptoms，

EPS）、抗胆碱能药物与认知

EPS 是抗精神病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EPS

可发生在治疗的任何时期。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 EPS 严重程度与认知功能缺陷呈正相关［17］，抗

胆碱能药物的使用也与注意、工作记忆、学习、执

行功能等认知功能的下降相关［18］，值得注意的是，

抗胆碱能药物可调节多巴胺释放，高多巴胺能状态

会引发阳性症状，认知功能的变化可能与精神症状

的波动有关。当停止使用抗胆碱能药物后，患者的

记忆功能、注意功能、信息处理速度有改善［19］，因

此不可长期使用抗胆碱能药物来预防 EPS。

四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
与认知

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递质如 5-HT2、亚甲基四

氢叶酸还原酶（MTHFR）既影响代谢又影响认知［20］，

与不伴 MS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伴 MS 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在信息处理速度、记忆、注意等认知功能

方面表现更差。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Meyer 等未发

现 MS 与认知功能存在相关［21］。这可能与 MS 的定义

有关，作为一种综合征，不同的研究可能入组对象

差异较大，甚至对 MS 的入组标准也是不一致的，在

将来的研究中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索，具体的 MS 表

现，如 BMI、高血压等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另一方面，抗精神病药物同样会引起代谢综合

征，针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队列研究显示，随着

治疗的继续，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及第二代抗精神病

药物组的 MS 发生率均上升，治疗三年后第二代抗精

神病药物 MS 发生的风险是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的 3.6
倍，与基线相比服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患者的 BMI

增加了一倍［22］。而在 Boyer 等［23］研究中显示，较长的

病程也会增加 MS 的发生风险，这也与较差的认知功

能相关，这种现象在服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患者

中更明显，可见随着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及 MS 效应

的累积，病程可能是预测较差认知功能的关键因素。

五　小结

精神分裂症、抗精神病药物、MS 与认知功能之

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于首发急性期患者，第二代

抗精神病药物可以改善其认知功能，然而抗精神病

药物引起 MS 的风险较高，继而对认知功能又产生影

响，这种效应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显现。因此在

病程较长的患者中，MS 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更加

明显且争议较少，而在精神分裂症早期 MS 对认知的

影响较小，我们推测代谢功能的改善可能有助于改

善或延缓患者认知功能进一步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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