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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致精神伤残的等级司法评定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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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的伤残等级评定是司法鉴定的一项主要内容，伤残等级的评定与

临床多方面的因素相关，本文对目前颅脑损伤致精神障碍伤残等级评定的临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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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意外伤害如交通事故、坠落、暴力等

导致颅脑损伤事故频发，颅脑损伤致精神障碍伤残

等级的鉴定案件不断增多。由于此类案件往往涉及

经济赔偿，不同伤残等级之间赔偿数目相差较大，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更加客观、正确地评定精神伤残

等级成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精神伤残是指因颅脑损伤所致的精神损伤程度，

即颅脑损伤后大脑功能出现不可逆的认知、情感、

意志和行为等方面的紊乱和缺损，导致伤者的生活、

工作和社会活动能力发生不同程度的损害［1］。精神

伤残等级评定通常先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第 3 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Third Edition，CCMD-3）和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10th Revision，

ICD-10）标准评定被鉴定人颅脑损伤的医疗终结期

后的精神状态，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法规如《人体损

伤致残程度分级》及《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精神伤

残评定规范》（GB18667—2002）进行精神伤残等级评

定，由于目前的评定条款内容不够细致，各国缺乏

统一、客观、科学的评定标准及鉴定人对条款的把

握存在分歧等原因，致使精神伤残的等级评定存在

一定的随意性、主观性。因此，依据被鉴定人的颅

脑损伤部位、程度，结合选择鉴定时机、损伤所致

精神障碍的临床类型、社会功能损害状况等综合因

素来正确进行精神伤残等级评定显得十分必要，现

就上述内容作一综述。

一　颅脑损伤人群一般人口学资料与精神伤残

等级评定的关系

创伤性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的治疗和司法评定是一项全球性的巨大公共卫生挑

战，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 TBI 所致精神障碍流行病

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样本来源、样本量和

确定 TBI 状态的方法有关。Dongling Sun［2］等人在

2013 年对我国 31 个省的所有年龄段的总人口进行

了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在 583，870 名参与者中，有

2673 人在其过去生活中遭受过 TBI 的折磨，加权患

病率为每 10 万人中有 442.4 人（0.4424％）。TBI 是

发生器质性精神障碍的一个重要致病因素，神经精

神疾病在 TBI 患者中比在普通人群中更普遍，且持

续时间更长。Holzer 等 ［3］利用 2016 年美国急诊科样

本，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TBI 病史、社会人口学因

素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据统计，2016 年美国有

179986 名 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因个人有创伤性脑

损伤病史而被收治，大多数患者为男性，年龄在 50
岁及以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情感性障碍、焦虑障

碍、人格和行为障碍、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与 TBI 病

史显著相关。Peixia C［4］发现中国男性、农村居民和

老年人的 TBI 死亡率一直显著高于女性、城市居民、

儿童和年轻人，交通事故和跌倒是中国 75 岁以下人

群脑外伤死亡的两个最重要原因，跌倒是 75 岁及以

上成年人脑外伤死亡的主要原因，交通事故中摩托

车手成为 TBI 死亡率最高的道路使用者，这些结果

显示男性较高的 TBI 风险可能主要反映了男性比女

性有更多的冒险行为，包括因使用手机而分心驾驶、

不戴头盔驾驶和不系安全带驾驶、使用武器、饮酒

量较高以及酒后驾驶；农村居民中较高的风险可能归

因于他们更多的违法行为和高风险行为。撒兰梅等［5］

对 400 例颅脑损伤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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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发现年龄、性别、职业等人口学资料等对

伤残等级评定都有显著性影响。

因此，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颅脑损伤致精神

障碍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收集被鉴定人一般

人口学资料对精神状态和精神伤残等级的评定有着

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　颅脑损伤程度、部位与精神伤残等级评定

的关系

颅脑损伤程度及性质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类型

精神障碍，颅脑损伤程度常应用由拉斯哥昏迷评分

（Glasgow coma scale，GCS）来衡量，分类为：轻型：

GCS 13 ～ 15 分，伤后昏迷在 20 min 以内；中型：

GCS 9 ～ 12 分，伤后昏迷时间为 20 min ～ 6 h；重型：

GCS 3 ～ 8 分，伤后昏迷在 6 h 以上。Sureyya Dikmen

等学者［6］进行一项前瞻性研究，根据 GCS13-15 分

（无计算机断层扫描异常）、GCS 15 分（有计算机断

层扫描异常）和 GCS 13-14 分（有计算机断层扫描异

常），将 421 名轻度 TBI 的成年人分为不同的组，并

与 120 名创伤控制者进行 1 个月和 1 年结果的比较，

测验内容包括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的试做测试甲和乙

部分、海岸韵律试验和数字符号子测试，以评估注

意力、抑制控制、思维灵活性和处理速度，选择性

提醒测验回忆总评估了涉及言语信息的情景记忆和

学习，用手指敲击测试来评估优势手和非优势手的

运动表现，结果发现在伤后 1 个月，几乎所有的神

经心理学变量在各组之间都有显著差异。

可见，颅脑损伤程度不同导致的精神障碍类型

不同，不同精神障碍类型为评定精神伤残等级提供

了依据。

颅脑损伤部位的不同精神障碍的表现也不同。

Gauthier 等［7］试图探索创伤性脑损伤的严重程度和

损伤部位可以预测某些语言表现，发现左侧颞叶损

伤与会话和听觉理解任务的较差表现相关，左侧额

叶损伤与语言流畅性结果下降相关，右侧顶叶损伤

与听觉理解和推理技能下降相关。Zammit 等［8］进行

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目的是调查在认知正常的老年

人中，海马亚区的体积与视觉和言语情景记忆之间

的关系，视觉情节记忆是使用神经心理状态评估可

重复小组的复杂图形延迟回忆测试来评估，使用自

由和暗示选择性提醒测验中的延迟回忆来评估言语

情景记忆，所有受试者均接受了磁共振脑扫描，随

后自动测量半球海马子场体积（CA1，CA2-CA3，

CA4- 齿状回，前托和下托），结果表明海马亚区在

视觉和言语情景记忆过程中具有敏感的作用。Spitz

等［9］研究创伤性脑损伤患者样本中检验情绪障碍和

白质病理之间的关系，采用各向异性测量白质的微

观结构，发现创伤性脑损伤被诊断出患有情绪障碍

的参与者其胼胝体的右侧弓状束、右侧下纵束、前

段 I 和 II，以及左侧和右侧额枕纵束的平均各向异

性分数均偏低。Esther 等［10］使用肿瘤定位图和基于

体素的病变症状图分析来识别与神经认知功能损伤

相关的皮层和皮层下区域，发现受影响最频繁的是

注意力和工作记忆，注意缺陷与左额叶和顶叶皮层

（包括中央前皮层和顶叶操作皮层）以及左侧皮层下

纤维束（包括弓形筋膜和皮质脊髓束）的区域显著相

关，且损伤主要与左半球区域有关，这些研究都表

明了脑不同部位损伤与精神异常密切相关。

可见，颅脑损伤的程度和部位与精神异常状态

及精神伤残等级评定存在密切关系。

三　伤残评定时机与精神伤残等级评定的关系

由于颅脑损伤后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有

一定的规律，鉴定时机不同其鉴定结论也会不同。

Marsh 等［11］进行了一项为期 5 年关于严重创伤性脑

损伤后认知障碍的严重程度的纵向调查，显示伤后 5
年，超过 85％的患者在一般智力、简单注意力和视

觉方面没有受到损害，然而，28％的患者在复杂注

意力和语言流畅性方面继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损伤，

60％的患者在语言记忆方面的表现仍然受损，在 1
年到 5 年之间，复杂的注意力和语言记忆会恶化。

ANOVAs 显示，在 6 个月至 1 年期间，大多数指标都

有所改善，但在 1 年至 5 年期间，一些指标既有改

善，也有下降。评定时机究竟以何时为宜，各家说

法并不一致，司法精神病学界认为至少需要脑外伤

后康复治疗半年时间，过早或过迟评定均会影响事

故双方当事人利益，对案件的及时处理不利。西班

牙《民事责任和交通保险法》认为治愈时间、残疾时

间和住院时间这三个变量和后遗症的确定是计算伤

害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班牙学者［12］探讨了脑损

伤所致精神障碍的后遗症对法定期限的影响，回顾

了 50 例脑损伤患者，发现平均“住院时间”超过两

个月，“治愈时间”和“残疾时间”平均长于一年，左

侧病变的“治愈时间”和“住院时间”较长。有学者

分析脑外伤后不同时段患者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和日常

生活能力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

得分的差异，试图解决该类患者精神伤残评定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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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现评残时机应在医疗结束以后，轻度范围

伤残（7～10 级）最佳评残时机为脑外伤后 6 个月，

中度、重度伤残（1～6 级）评残时机以脑外伤后 9 个

月为宜［13］。

因此，确定精神伤残评定最佳时机对于准确进

行伤残等级评定十分必要，目前共识认为，评定时

机应以事故直接所致的损伤或确因损伤所致的并发

症治疗终结为准［14］。

四　颅脑损伤致精神障碍类型与精神伤残等级

评定的关系

颅脑损伤导致精神障碍的临床类型主要依据

CCMD-3 和 ICD-10 的标准来进行诊断，通常将器质

性精神障碍分为器质性智能损害（痴呆）、器质性遗

忘、器质性人格障碍、器质性意识障碍、器质性精

神病性症状、器质性情感障碍、器质性癔症样综合

征、器质性神经样综合征等［15］。众多学者在颅脑损

伤致精神障碍临床类型分析中显示，智能损害占主

要方面，Königs 等［16］荟萃分析了 81 个同行评议文

章，包括 3890 例创伤性脑损伤病例，对亚急性恢复

期和慢性阶段轻度、中度和重度 TBI 患者的全面智

商、操作智商和言语智商缺陷进行量化，元回归研

究探讨了年龄和损伤严重程度对智力损害的预后价

值，结果显示，在亚急性期，轻度 TBI 患者无全面

智商损伤，中度 TBI 患者为中度损伤，重度 TBI 患

者为重度损伤，在慢性阶段，轻度或中度 TBI 患者

全面智商损伤较小，重度 TBI 患者全面智商损伤较

大，轻度 TBI 的成年人在慢性期操作智商和言语智

商损伤大于儿童，重度 TBI 的全面智商和言语智商

损伤大于成人。其次是神经样症状、精神病性症状、

人格改变、遗忘综合征、情感性症状。一项随机效

应荟萃分析显示［17］，先前的创伤性脑损伤与随后的

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诊断有显著相关性，有 TBI 病

史的个体患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

碍、抑郁、混合情感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的几率更

高。Jordan 等学者［18］进行了一个为期四年的脑外伤

同质队列研究，显示非受试者和受试者在年龄、性

别和脑外伤严重程度上没有差异，发现焦虑和易怒

是最常见的障碍（三分之二的受试者），其次是记忆

问题，超过 40％的受试者表现出主动性下降、注意

力困难、精神疲劳和抑郁情绪。Norup 等［19］探讨重

型颅脑损伤后人格改变的发生情况，发现 59.1％的

被试在后天性脑损伤后经历了人格变化，其中神经

质、外向性和严谨性人格变化最为显著，神经过敏

症的改变最常在额部或颞部病变患者中观察到。

可见，正确诊断颅脑损伤致精神障碍的临床类

型是评定伤残等级的关键步骤之一。

五　社会功能损害程度与精神伤残等级评定的

关系

目前国内外均缺乏评估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被

鉴定人社会功能评定的客观指标和统一标准，2017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中把日

常生活能力及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作为评定脑

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者精神伤残的社会功能标准，但

评定条款较为笼统，例如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日常

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轻、中、重、极重度受限到底

如何界定？说明对于评定标准的规范及出台相应的

细化标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颅脑损伤所致精

神障碍及后遗症对被鉴定人社会功能损害可以产生

持久影响，Anderson 等［20］报告了一项创伤性颅脑损

伤的儿童受伤后的社会功能结果及探讨导致受伤后 2
年这些结果的影响因素的前瞻性纵向随访研究，样

本包括 113 名儿童，结果显示 TBI 样本中有 23％符

合社会损害标准，甚至在他们受伤后 2 年，社会适

应不良是通过外化行为问题（例如，攻击性、过度

活动）和受伤年龄更小来预测的，而社会参与减少

与内化行为问题（例如，焦虑、抑郁）相关，年龄

越小，受伤前和当前行为问题越多，智商越低，处

理速度越慢，家庭功能障碍越多，这些都与社会损

害相关。评定量表常用作评估颅脑损伤致精神障碍

的社会功能损害严重程度的相对客观方法，汤涛

等［13］研究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伤残相对合理准确的

最佳鉴定时机发现，ADL、SDSS 在交通事故受伤人

员精神伤残评定中使用，能够为鉴定人提供伤者日

常生活能力及社会功能损害相对客观的量化评估信

息，SDSS 对轻度和中度范围的不同伤残等级和不

同时间段有良好区分。刘青青等［21］在探讨伤残评定

标准中日常生活或社会功能受损的评定标准中，综

合运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评定量表（a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oneself，ATCO），社会功能缺陷筛选

量表（SDSS）和功能活动调查表（Function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FAQ），评估颅脑损伤致精神障碍的

社会功能损害严重程度与精神伤残等级之间的关系，

SDSS、FAQ、MBI、ATCO 等量表均对精神伤残的等

级具有良好的区分，不同精神伤残等级间量表评定

比较得出 SDSS、FAQ 等量表适用于七至十级伤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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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评定，MBI 适用于四至八级伤残等级之间的评

定，ATCO 则适用于六至八级伤残等级之间的评定。

可见，颅脑损伤后精神障碍的被鉴定人社会功

能损害的客观评估是精神伤残等级评定的重要参考

因素。

六　总结及展望

目前精神伤残等级评定尚缺乏客观、科学的检

查证据及统一的评定标准，很多意见存在分歧，对

被鉴定人的性别、年龄、居住地等人口学资料及颅

脑损伤部位和程度、鉴定时机的选择、颅脑损伤后

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类型、社会功能损害程度等因

素均直接影响精神伤残等级评定结果，加强对上述

因素的相关分析和细化研究，有望找出相对客观、

统一的量化指标，为颅脑损伤致精神障碍的精神伤

残等级评定提供清晰、明了的鉴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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