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1 期- 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伴与不伴睡眠障碍的精神分裂症高危人群的认知功能差异

李荣华 1 、 王秀艳 1 、 汪腾龙 2 、  王　栋 2

【摘要】目的　评估伴与不伴睡眠障碍的精神分裂症超高危患者的认知功能，探讨睡眠质量对

该人群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精神分裂症超高危患者 �� 例，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

估睡眠情况，将被试分为伴睡眠障碍组 4� 人，不伴睡眠障碍组 �1 人，采用重复性成套心理测验评

估认知功能。结果　伴有睡眠障碍组在即刻记忆、注意、视觉广度、认知总分上均明显低于不伴睡

眠障碍组（P< 0.0�）。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与即刻记忆、注意评分，认知总分存在明显的负相关，

（r=-0.��，P< 0.001；r=-0.��，P= 0.001；r=-0.�8，P< 0.001），而在视觉广度、言语、延迟记忆方面，

相关均未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0.0�）。结论　伴睡眠障碍的精神分裂症超高危患者认知功能比

不伴睡眠障碍患者组损害更重，睡眠障碍可能加重了超高危患者的认知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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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function in individuals at ultra-high-risk for psychosis with and without sleep dis-
turbances　　LI Ronghua，WANG Xiuyan，WANG Tenglong，et al. Suzhou Guangji Hospital，Suzhou 21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at ultra-high-risk for psychosis

（UHR）with and without sleep disturbances. Method　Totally 97 subjects with ultra-high-risk for psychosis were re-

cruited and assessed with the Repeatable Batter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RBANS）for cognition 

function，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for sleep. Results　Visual span and cognitive total scores of the 

UHR group with sleep disorder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UHR group without sleep disorder（P<0.05）. The Pitts-

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mediate memory，attention，and cognitive scores（r=-0.35，

P<0.001；r=-0.39，P=  0.001；r=-0.38，P<0.001），bu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visual breadth，speech and delayed memory（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impairment was more severe in pa-

tients at high risk of schizophrenia with sleep disturbance than in patients without sleep disturbance，and sleep distur-

bance may aggravate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at high risk of schizophrenia.

【Keyword】Schizophrenia；Ultra high risk；Cognitive function；Sleep 

精神分裂症（SZ）是一种重性精神障碍，存在

广泛的认知功能损害和睡眠障碍，严重影响着 SZ 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是导致精神残疾的重要

因素。对 SZ 早发现、早干预已成为业内共识。对 SZ

发病之前的前驱期阶段即“超高危人群”的研究是当

前研究的热点。证据显示，伴有睡眠问题的 SZ 患者

认知功能损害更严重［1］。研究发现，SZ 超高危人群

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功能损害［2］，这部分人群同样罹

患较高的睡眠障碍［3］。本研究通过比较伴或不伴有

睡眠障碍的 SZ 超高危患者认知功能的差异，探讨睡

眠问题对超高危患者认知损害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所有被试来源于 2017 年 7 月～2019 年 6 月在无

锡市精神卫生中心收集的门诊就诊者，健康对照来

自于当地社区广告招募。本研究已通过无锡市精神

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入组前均已签署知情同

意书。SZ 超高危组纳入个体符合基于前驱症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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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面试诊断标准（SIPS）。健康对照组经评估不符

合 DSM-5 任何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所有被试为汉

族，小学以上文化程度，无明显智能障碍，能够理

解问卷内容，未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共同排除标准

为明确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各种躯体疾病如糖尿

病、高血压、听力减退、癫痫等；出现过意识丧失或

脑外伤；妊娠或哺乳期女性。共入组 SZ 超高危组 97
名，其中男性 51 人，女性 46 人。

1.2　评估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有经过培训合格的专业

人员通过临床晤谈收集信息。（1）自制一般情况调查

表，用于收集受试者人口学特征、既往躯体疾病等

一般资料。（2）临床评估及筛查工具：SIPS 是一个半

定式的访谈工具，用于评估精神病高危患者，包括

前驱症状量表、精神病存在量表，整体功能评价和

分裂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要求符合精神病风险综

合征三种情况的一种［4］。（3）睡眠量表，采用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问卷，总分 >7 分为超高危伴睡眠障碍

组，≤ 7 分为超高危不伴睡眠障碍组［5］。（4）认知功

能评估：采用重复性成套心理状态测验（Repeatable 

Batter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进行 12 个条目（词汇学习、故事回忆、图

形描绘、线条角度、图片命名、语义流畅性、数字

广度、符号数字匹配、词汇回忆、词汇再认、故事

回忆、图形回忆）概括为 5 组神经心理状态的评估，

包括：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语言、注意和延时记

忆［6］。量表总分可以评估患者认知功能的总体情况，

分数越低表示认知功能受损越重。 

1.�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用均数 ± 标准（x±s）差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a/b 进

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认知功能与睡眠

之间的关系采用线性相关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显著性。 

2　研究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按照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得分，将其分为

超高危伴睡眠障碍组和超高危不伴睡眠障碍组，超

高危伴睡眠障碍组 46 人（男性 22 人、女性 24 人），

超高危不伴睡眠障碍组 51 人（男性 29 人，女性 22
人），平均年龄分别为（19.67±4.6）岁，（20.23±5.7）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82±3.6）年，（10.37

±2.8）年。两组患者在性别（χ2=0.79，P=0.12）、

年龄（t =0.75，P=0.45）、受教育程度方面（t =0.46，

P=0.65）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P>0.05）。

2.2　认知功能比较 

以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为协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如表 1 显示，伴有睡眠障碍与不伴睡眠障碍患

者在即刻记忆、注意力、视觉广度、认知总分差异

上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伴有睡眠障碍组在即

刻记忆、注意力、视觉广度、认知总分的均值上均

明显低于不伴睡眠障碍组（P<0.05），在言语功能、

延迟记忆方面，两组认知得分差异未有明显的统计

学意义（P>0.05）。 
表1　伴睡眠障碍与不伴睡眠障碍超高危患者认知功能的比较

伴睡眠障碍组
（x±s）

不伴睡眠障碍 
组（x±s） Ｆ值 P值

RBANS N=46 N=51

即刻记忆 67.91±7.27 74.42±5.03 5.07 0.000

视觉广度 78.65±6.36 83.11±7.39 3.19 0.002

言语功能 80.43±8.86 81.05±8.25 0.36 0.72

注意 76.89±7.07 80.27±5.61 2.61 0.01

延时记忆 76.97±6.66 79.16±5.83 1.68 0.09

总分 75.84±3.08 79.73±3.18 6.1 0.000

2.�　睡眠质量指数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控制年龄、教育、性别因素后对所有超高危

患者做匹兹堡睡眠指数与认知功能评分偏分析分

析，结果显示，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与即刻记忆、

注意评分，认知总分存在明显的负相关，（统计参

数为分别为 r=-0.35，P=0.001；r=-0.39，P=0.001；

r=-0.38，P=0.001）。匹兹堡睡眠指数与视觉广度

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未达到统计学意

义（r=-0.19，P=0.06）；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与言

语、延迟记忆方面，相关均未有显著的统计学意

义，（统计参数分别为 r=-0.04，P=0.69；r=-0.026，

P=0.80）。 

3　讨论

超高危人群是 SZ 患者的前驱期阶段，2 年内 SZ

的转化率约为 30％［7］。认知损害是 SZ 的核心症状，

不仅出现在 SZ 急性期、缓解期，在前驱期阶段同样

存在［8］。国内外多项研究证实了，超高危人群存在

广泛的认知功能损害如言语学习、记忆、工作记忆、

注意、警觉、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8，9］。影响患者

认知功能损害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睡眠障碍对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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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较为广泛。本研究发现伴有睡眠障碍的超高

危患者比不伴有睡眠障碍的个体在即刻记忆、注意、

视觉广度方面损害更严重，并且患者睡眠质量指数

与即刻记忆、注意、认知总分之间呈现负相关。本

研究结果证实了睡眠障碍可能加剧了超高危人群的

认知功能损害。

睡眠问或生物节律紊乱在精神疾病超高危人群

广泛存在。Girgis 等报道睡眠障碍在精神疾病超高危

人群中发生率超过 75％［10］。睡眠问题可能是诱发个

体出现其他精神症状如焦虑、抑郁的重要因素。研

究报道在 SZ 中，睡眠问题可能是导致疾病反复发作

的重要原因［11］。伴有睡眠障碍的 SZ 患者可能有更严

重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认知损害，预后更差［12］。

超高危个体作为 SZ 的前驱期阶段，睡眠问题同样可

能会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Lunsford-Avery 等与我们

的结论类似，尽管采用了不同认知评估工具，但同

样证实了睡眠障碍加重了超高危患者的认知损害［13］。

睡眠对维持大脑可塑性与记忆巩固具有重要作

用，可以通过介导学习和记忆对认知功能产生影响。

本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的个体，患者的认知功能损

害较为严重，在注意力、视觉广度、近记忆方面尤

为明显。在 SZ 和双相障碍研究中同样发现，睡眠障

碍是导致认知损害的重要因素，并且改善患者睡眠

质量能够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14］。这提示我

们对超高危人群睡眠问题进行干预的必要性。目前

睡眠影响认知的生物机制尚不明确［15］，其中可能涉

及到遗传因素、神经发育、谷氨酸、乙酰胆碱等多

种神经递质紊乱，尚需更多的证据支持。

总之，本研究发现伴睡眠障碍的超高危患者比

不伴睡眠障碍者认知损害严重，对个体的记忆、注

意、视觉广度影响较大，这为我们改善超高危人群

的睡眠质量，降低超高危人群的认知风险，实现 SZ

的早期识别与干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本研究属于

国内首次探讨超高危人群睡眠障碍与认知功能的关

系，为横断面研究，样本量较小，未来需要大样本、

更多的评估参数的纵向干预的研究，为实现 SZ 的早

期干预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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