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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研究进展

娄　月 、 刘兰英

【摘要】近年来精神分裂症的强迫症状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出现很多国内外相关研究，

为提高对其认识，本文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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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观念指反复出现的观点、思想、冲动、意

象；强迫行为指反复出现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动

作行为，二者统称为强迫症状。强迫症状除常见于

强迫症患者，在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等疾

病中的发生率亦较高。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精神分裂

症中的强迫症状，但其发生机制、临床意义及治疗

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本文旨在对精神分裂症强迫症

状诊治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一　强迫症状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发生率

最初，强迫症状被认为出现在少数精神分裂症

患者（1％-3.5％）中，是疾病的一种保护因素，不

过 Fenton 和 McGlashan［1］首次挑战了这个观点，他

们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存

在强迫症状（12.9％），且伴强迫症状患者的预后较

差。近些年的国外研究报道的强迫症状在精神分裂

患者中的发生率在 25％左右，但各研究结果相差较

大［2］，国内报道也是如此，唐瑞春从 3595 例住院精

神分裂症患者中筛选出 61 例有强迫症状，得出其发

生率为 1.7％；孙秀丽在 659 例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

中筛选出 122 例有强迫症状，占 18.5％；朱培俊报

道儿童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发生率为 23％［3］。张海

涛等调查了 723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现存在强迫

症状者 127 例，占 17.6％，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强迫

症状并符合药源性强迫症状入组标准的 73 例，发生

率为 10.1％。占存在强迫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57.5％［4］。国内外发生率报道差异如此大，可能是由

于不同时期不同研究者对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评

定标准不同，选用的评定量表不同，大家的样本量

及样本的纳入范围也有不同，如纳入的研究对象 是

住院患者还是门诊患者，急性期患者还是慢性期患

者。这些不同都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

二　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发生机制

遗传因素在精神分裂症及强迫症病因中均是重

要成分，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任何特定的基因

变异会增加精神分裂症或强迫症的风险。这两种疾

病都是多基因遗传，具有多种遗传多态性，每种基

因遗传易感性的影响较小。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

（COMT）基因被认为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候选基因，

并且也有证据表明其在强迫症中的作用［5］。Zinkstock

等研究了 77 例近期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现

COMT 基因的 Val / Val 基因型与强迫症状的严重程度

之间存在关联［6］。

神经递质系统方面，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都涉

及到 5-HT 能和多巴胺能神经递质系统的改变，氯

氮平等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相较第一代药物具抗 5-HT

能作用，且被证明可诱导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产

生［7，8］，因此猜测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产生可能与

5-HT 功能低下或失调有关。Ma 等［9］研究表明伴强

迫症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全血 5-HT 浓度低于无强

迫症状的患者和健康对照者，且存在强迫症状的患

者，包括强迫症、伴强迫症状精神分裂症和药物诱

导强迫症状患者的全血 5-HT 水平均低于无强迫症

状者，无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原因导致的强迫症状

可能存在共同的生物学机制，与 5-HT 功能低下有

关。在神经影像学方面，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和强

迫症的功能回路有共享的解剖结构，这两种疾病中，

连接基底神经节和前额叶皮质的回路都存在功能障

碍，即由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回路引起的代谢紊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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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这两种疾病共同的基础［10］。Levine 等［11］通过功

能磁共振成像（fMRI）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强迫症

状的严重程度与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呈负相

关。结构影像方面，Aoyama 等［12］通过 MRI 扫描发

现，在儿童和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强

迫症状的患者左海马体积比无强迫症状患者要小。

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与额叶大小呈负相关，而

单纯精神分裂症患者二者之间则无此相关性。

三　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临床特点与分类

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共同临床表现包括症状

以强迫思维多见，如强迫怀疑、强迫性对立思维和

强迫性穷思竭虑等，强迫行为则较为少见；强迫症状

的出现无个性基础以及环境背景；强迫思维及行为的

内容多样、多变化且荒诞离奇难以理解；患者对强迫

症状的存在可能存在部分自知力和求治愿望，但不

强烈，缺乏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或反强迫的痛苦体

验。为了描述伴强迫症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特

点，许多研究评估了这种诊断对疾病的影响，研究

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强迫症状的存在与更严重

的整体症状、阳性症状、抑郁症状及自杀倾向有关。

伴强迫症状患者发病年龄早，临床表现更复杂，社

会功能更差，认知功能损害更加严重［13］。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强迫症状可出现在疾病的

各个时期如病前期、前驱期、疾病期、缓解期，按

性质可分为疾病的原发症状和抗精神病药物诱导产

生的药源性强迫症状。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首次

发作前有一段前驱期，此时已出现功能下降并有感

知、思维、言语和行为等精神症状，有学者将这

一阶段的状态称为精神病超高危（ultra high risk for 

psychosis，UHR），近三分之一 UHR 个体会在未来转

化为精神分裂症，而强迫症状的存在一直是人们关

注的领域之一，不同的队列研究评估了 UHR 人群中

强迫症的患病率，结果在 8.4％到 20％之间［14］，某

些定义认为强迫症状是 UHR 的一个标准。除出现在

前驱期，强迫症状还可与精神分裂症共存出现于疾

病的急性期及缓解期，在此阶段由于患者多在服用

药物，有部分强迫症状可能是由抗精神病药物诱导

而继发的。由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对多巴胺能和 5-

羟色胺能系统都具有亲和力，因此它通常是治疗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首选药物。然很多研究者报告，第

二代抗精神病药如氯氮平、利培酮、奥氮平尤其是

氯氮平会诱发强迫症状［7，8］，如 Schirmbeck 等［8］比较

了 70 例接受氯氮平 / 奥氮平（I 组）和阿立哌唑 / 舒

必利（II 组）两种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

现 I 组中超过 70％的患者出现强迫症状，而 II 组中

只有不到 10％。且强迫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氯氮平的

剂量和治疗持续时间相关，治疗 12 个月后，I 组中

强迫症状持续存在，II 组中则没有。第二代抗精神

病药物诱发强迫症状的原因可能是其抗多巴胺能和

明显高于第一代药物的抗 5- 羟色胺能作用，而两代

抗精神病药物对 GABA 能和谷氨酸能神经传递的影

响不同也要加以考虑。此外药源性强迫症状还与加

药过快、剂量过大有关，减药或停药后症状多消失，

有研究表明此类患者的强迫症状以强迫行为为主，

对强迫症状的主动抵抗相对较强，痛苦体验较明显，

对症状的自知力较好，总体疗效更佳［15］。

四　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治疗

对于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治疗，首要步骤是

评估强迫症状和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的关系。如果评

估强迫症状是由于使用抗精神病药物而产生的，那

么如果临床情况允许，须尝试减少与强迫症状产生

有关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剂量。如果此时强迫症状没

有缓解或精神症状恶化，则考虑更换抗精神病药物

如换为第一代抗精神病药、氨磺必利、阿立哌唑等

诱发强迫症状风险较低的药物［16］。若仍无效，可

考虑添加抗强迫症药物如 SSRIs 等。对于原发性的

强迫症状，曾有观点认为其作为精神分裂症的一种

症状组成，常规使用抗精神病药治疗即可，随着精

神分裂症病情的缓解，强迫症状自会随之减轻或消

失。然而近些年许多研究表明，单一使用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抗精神病药和抗强迫症

药物的结合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最佳治疗

选择。 Stryjer 等［17］在一项为期 12 周的前瞻性研究中，

证实了艾司西酞普兰对服用抗精神病药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强迫症状有所改善，且对阳性、阴性、焦

虑、紧张症状均有所改善。马敬等［18］对两组伴强迫

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分别应用喹硫平单药与加用

氟西汀进行比较治疗，治疗 4、8 周后加用氟西汀组

PANSS、Y-BOCS 分均低于治疗前，且低于单药治

疗组，加用氟西汀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表明有强

迫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氟西汀联合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及强迫症状，

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药物选择上，由于一

些抗精神病药物如氯氮平、利培酮、奥氮平等会诱

发强迫症状，应尽量避免选择此类药物，且使用抗

精神病药物的剂量不应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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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单纯药物治疗外，刘琴等［19］报道，在药物治

疗的基础上联合高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可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伴发的强迫症状。Tundo 等［20］

对精神分裂症合并强迫症的认知行为疗法进行系统

综述，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能有效减轻强迫症状，

对第二代抗精神病药诱导的强迫症状以及非第二代

抗精神病药诱导的强迫症患者均有效且安全，有良

好的接受度，不会加重精神病症状。如果各种治疗

后效果仍不理想，也可尝试电休克治疗。有证据表

明电休克治疗可有效缓解强迫症患者的强迫症状［21］，

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相关报道较少。

5　总结

精神分裂症的强迫症状发病率很高，在 25％左

右，强迫症状可出现在疾病病程的各个阶段，有一

些共同的临床特点。精神分裂症的强迫症状可能是

原发症状也可能是由抗精神病药物引发的。关于病

因有些遗传、神经递质系统、神经影像学等方面的

证据，但作用机制仍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目

前治疗方面研究显示，在现有的抗精神病药物中加

用抗强迫症药物是较好的药物治疗方案，联合 rTMS

和认知行为疗法疗效更佳。关于治疗，未来还需要

更大规模的对照实验做进一步的研究，并可对比在

抗精神病药物中加用不同抗强迫症药物其疗效有无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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