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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心理特征探讨

陈　伟 1 、 罗　捷 2 、 王小娜 1 、 张代江 2

【摘 要】目的　总结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Halstead-Reita （HR）神经心理成套测验结果，分析患者

心理特征。方法　将 76 例确诊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阴性与阳性两组，用 HR 神经心理成套测验评定

脑神经损伤指数（DQ），并按级分组，比较分析精神分裂症脑损害及与药物和病程的关系，不同等

级 DO 患者、阴性与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各变量异常情况。结果　DQ 异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27

例，占 35.52％，其中以连线、TPT 总时间、敲击和范畴居多。阴性神分裂症患者在 TPT 总时间、范

畴、连线 A、连线 B 四项指标低于后者，差异有显著性（P< 0.01）。DQ 与药物剂量大小和病程长短

的差异均无显著性（P> 0.05）。结论　HR 是诊断颅脑损伤程度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区分精神分裂

症类型的重要参考；中、重度神经损伤患者的占比阳性神分裂症多于阴性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 DQ 等级与药物剂量和病程长短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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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estigate the results of HR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HEN Wei，LUO Jie，WANG Xiaona，et al. Chongqing Mental Health Center，Chongqing 40003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Halstead-Reita （HR）psychological test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and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 with HR. Methods　76 cases diagnosed as 

Schizophrenia divided into negative and positive groups，HR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battery for assessment of cerebral 

nerve injury index （DQ），and according to the packet level，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pirit of the schizophrenic 

brain damage and drug and du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different levels of dissolved oxygen （do）patients，negative 

and positive spirit split abnormal variables of patients. Results　A total of 27 case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DQ 

abnormalities，accounting for 35.52％，of which the connection，TPT total time，percussion and categories are. The 

total time，the category，the line A，and the connection B of the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chizophrenia were lower than 

the latter，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Q and drug dose 

and duration of disease （P>  0.05）. Conclusion　HR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thods to the degree of brain injury，di-

agnosis，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chizophrenia disease types of important reference，severe nerve injury patients 

accounted for than positive God schizophrenia than negative schizophrenia；schizophrenia patients DQ level and the drug 

dose and duration of length no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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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验是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及精神疾病

诊断治疗中评定心理状态的主要手段，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认知功能可否准确进行评定 ? 精神分裂症患

者是否都存在认知缺陷？这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

题［1］，Halstead-Reita （HR）神经心理成套测验是鉴别

脑 - 行为障碍的一种较可靠的心理测验工具［2］，为

更好地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特征，确切地反

映其人格特征及病理心理状态，我们进行了一项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 HR 神经心理测验的研究。现

将检测结果和分析结论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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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样本均来源于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共 76
例。男性 51 例、女性 25 例；年龄 17～51 岁，平均

（41.54±13.26）岁；病程 3～25a，平均（8.51±4.38）
a；已婚 16 例，未婚 49 例，离异 11 例；文化程度：大

学 17 例，中学 48 例，小学 21 例；职业：学生 7 例，

工人 18 例，农民 6 例，干部 14 例，其他 21 例。经

临床确诊，76 例患者均符合 CCMD-3 精神分裂症诊

断标准［3］。其中阴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41 例，阳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 35 例。排除有影响大脑功能的躯体疾

病、药物滥用及慢性酒精中毒患者，入选时 76 例患

者均无严重锥体外系反应，未作过电休克治疗，能

配合完成检查。

1.2　测量方法 

入选对象在检测前 1 周均停止抗精神病药物，

由受过心理测验培训的检测者在安静的环境中对

其进行检测，先参照文献［4］进行精神症状量表评

分，包括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阳性症状评定

量表（SAPS）、阴性症状评定量表（SANS），以确定

患者所患精神分裂症的类型；然后采用龚耀先修订

的 HR 神经心理成套测验（成人版）（Halstead-Reitan，

HR）［5］，对 76 例确诊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全部项目

的神经心理测验，其中以 TPT 总时间、TPT 记形、

TPT 记位、语音、敲击、节律、范畴等 7 个变量分

计算神经损伤指数（DQ），计算公式为：DQ ＝测验

结果异常的项目数 /7；最后另外将多种不等剂量的药

物，按有关资料［6］中不同药物效价统一折合为氯丙

嗪剂量，分类统计不同神经损伤程度患者的药物剂

量与病程。

1.3　神经损伤程度评定标准 

参照文献［7］神经损伤程度分五类：（1）正常：

HR 检测项目中 7 个变量只有 1 个异常，DQ 评分

0～0.19 分；（2）边缘：HR 检测项目中 7 个变量中有

2 个异常，DQ 评分 0.2～0.29 分；（3）轻度：HR 检

测项目中 7 个变量中有 3 个异常，DQ 评分 0.3～0.39
分；（4）中度：HR 检测项目中 7 个变量有 4 个异常，

DQ 评分 0.40～0.69 分；（5）重度：HR 检测项目中 7
个变量有 5 个以上异常，DQ 评分 0.70 分以上。以

正常和边缘为 DQ 正常，以轻度、中度和重度为 DQ

异常。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 .0 软件，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计量资料比较用 t 检验，组间计数资

料比较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精神分裂症患者 HR 神经心理测验结果

7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DQ 异常者 27 例，占

35.52％，HR 各分测验指标中，连线测验、TPT 总

时间、敲击测验、范畴测验的平均值高于正常值，

经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TPT 记

位、PT 记形、节律测验和语音分测验的平均值则低

于正常值，经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1。

2.2　不同 DQ 程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变量异常

情况

按神经损伤程度评定标准评定的五类患者的范

畴、敲击、语音、节律、TPT 总时间、TPT 记形、

TPT 记位 7 个变量出现异常情况均不同，详见表 2。

由表 2 知，DQ 异常最多的变量是 TPT 记位和敲

击分测验异常例数居多，其次依次为 TPT 记形、节

律、语音、TPT 总时间，范畴最少。

2.3　不同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损伤

程度

7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偏执型 35 例，青春型

18 例、单纯型 14 例、衰退型 9 例。将偏执型归入阳

性精神分裂症，其余归入阴性精神分裂症，将阴阳

两性精神分裂症与神经损伤程度进行比较，结果显

示，阳性精神分裂症中、重度神经损伤的占比多于

阴性精神分裂症，而正常和边缘神经损伤的占比则

少于阴性精神分裂症，差异有显著性 （P<0.05）。详

见表 3。

2.4　精神分裂症脑损害及与药物和病程的关系

7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的药物包括：氯氮平、

氯丙嗪、利培酮、氟哌啶醇和奋乃静等，主要是低

效价药物，其中以氯氮平，为研究方便，我们统一

将所服各类药按氯氮平折算。氯氮平剂量为（269.2
±14.3）mg/d，平均病程（8.51±4.38）a，以氯氮平

剂量 280mg/d 为界，将 7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氯

氮平剂量高低两组，以病程 10a 为界，将 76 例精神

分裂症患者分为病程长短两组，比较各组的 DQ 等级

程度，结果见表 4。

由表 4 知，DQ 与药物剂量大小和病程长短的差

异均无显著性（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一定的神经心理功能异常，

主要是疾病所特有的认知功能缺陷［8］。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进行心理测验可以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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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心理功能与疾病本身之间的联系，从而为精抻分

裂症的病因学研究提供线索，也为神经心理学评定

在精神科临床上的应用积累资料［9］。HR 神经心理成

套测验是鉴别脑 - 行为障碍的一种较可靠的心理测

验工具，能检测视、听、触感知觉、运动和分析综

合等能力。龚耀先修订的 HR 神经心理成套测验已

形成中国的常模，包括成人、少年及幼儿用 3 套测

验，选择成人 HR 神经心理成套测验测量精神分裂

症患者大脑的抽象思维的概念形成能力、记忆和注

意的能力、言语能力、感知 - 运动能力，有助于诊

断脑病变的情况，并确定某些症状群的性质和定位，

评估脑与行为的关系［10］。本文 7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HR 测查结果显示，有 27 例（35.52％）的 DQ 表现出

现轻、中、重度脑功能损伤，其中以连线、TPT 总

时间、敲击和范畴居多，进一步证实刘珊珊等［11］提

出的部分精神分裂症存在器质性的脑损害，且多为

累及额叶，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皮质萎缩和第三

脑室扩大是其神经心理功能异常的病理基础。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集中在注意障碍、记忆

障碍、抽象思维障碍和信息整合，不是继发的精神

症状，而应当是独立精神病理学类型［12］，而本试验

结果显示，阳性精神分裂症中、重度神经损伤的占

比多于阴性精神分裂症，而正常和边缘神经损伤的

占比则少于阴性精神分裂症（P<0.05），可见 HR 是

诊断颅脑损伤程度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区分精神

分裂症类型的重要参考。

表1　精神分裂症患者HR各分测验均值与正常值比较 （x±s）

项目 正常值 精神分裂症患者 项目 正常值 精神分裂症患者

连线测验（甲式） 43.0 77.3±28.6 节律测验 23.1 14.2±3.8

连线测验（乙式） 166.7 287.2±116.7 敲击测验 49.1 53.5±13.4

TPT总时间 10.9 23.6±6.7 语音测验 25.9 20.3±6.2

PT记形 7.4 5.1±1.6 范畴测验 38.5 84.2±13.9

TPT记位 4.3 1.2±1.3

表2　不同等级DQ患者7个变量的异常情况 n（％）

分类 合计 正常 边缘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76 36 13 18 4 5

TPT总时间 14（18.42） 0（0） 3（23.08） 6（33.33） 1（25.0） 4（80.0）

TPT记形 17（22.36） 9（25.0） 1（7.69） 4（22.22） 2（50.0） 1（20.0）

TPT记位 33（43.42） 2（5.56） 10（76.92） 15（83.33） 2（50.0） 4（80.0）

节律 17（22.37） 1（2.78） 5（38.46） 6（33.33） 2（50.0） 3（60.00）

敲击 21（27.63） 0（0） 6（46.15） 8（44.44） 3（75.0） 4（80.0）

语音 14（18.42） 0（0） 3（23.08） 5（27.78） 2（50.0） 4（80.0）

范畴 10（13.16） 0（0） 1（7.69） 3（16.67） 3（75.0） 3（60.00）

表3　76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损伤程度 n（％）

分类 合计 正常 边缘 轻度 中度 重度

阳性精神分裂症 35 15（42.86） 5（14.29） 10（28.57） 2（5.71） 3（8.57）

阴性精神分裂症 41 23（56.10） 8（19.51） 8（19.51） 1（2.44） 1（2.44）

表4　76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损伤程度 n（％）

分类 合计 DQ正常 DQ异常 χ2 P 值

氯氮平剂量 ＞280mg/d 40 26（65.0） 14（35.0）
0.873 0.846

＜280mg/d 36 23（63.89） 13（66.11）

病程 ＞10a 37 24（64.86） 13（35.14）
1.046 0.462

＜10a 39 25（64.10） 14（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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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药物和病程与 DQ 的关系，我们将 7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氯氮平剂量高低两组和病程

长短两组，比较 DQ 等级程度，结果显示 DQ 与药物

剂量大小和病程长短的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初步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受病情严

重程度，病程长短、服药种类和剂量差异的影响较

小［13］，当然，由于本文患者服药种类很多，我们采

用将各种药物折算为氯氮平进行计算，这远不能探

索本质，药物对测检结果的影响仍需要作进一步的

动态察析。

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思维较乱，存在思维联想障

碍、情感不适切、意志减退甚至缺乏、行为懒散等

现象。因此对其作心理测验要更加谨慎和认真，并

注意工作方法。我们的体会是首先要与受试者建立

良好的关系，充分理解尊重患者，消除其顾虑，正

确使用测验指导语不断给予解释、鼓励和安慰；其次

要保持环境安静和舒适，避免家属围观及其他心理

测试者打扰；再次，要有足够的耐心，延长测量时

间，一次性不能完成测验，就多次进行，对不理解、

愿配合、拘谨忧郁或敷衍了事现象要细致观察分析，

作出正确地判断，并及时调整沟通技术，确保使测

试顺利进行。

总之，通过本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 DQ

异常较多，以连线、TPT 总时间、敲击和范畴最为

突出，中、重度神经损伤患者的占比阳性精神分裂

症多于阴性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DQ 等级

与药物剂量和病程长短无相关性。当然此次所选样

本脑损伤例数少、病损轻，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有待于今后选择更多的不同状态样本作进一步分析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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