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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期双相障碍Ⅰ型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与脑白质病变的研究

颜　峰 1 、 郜肖肖 1 、 李　科 2 、 曾亚伟 2 、 安　静 3 、 王　丽 3 

【摘要】目的　研究稳定期双相障碍Ⅰ型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与脑白质病变的关系。方法　共选

择 68 例诊断双相障碍Ⅰ型稳定期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期选择 60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采用

数字符号测验、数字广度测验、视觉图形再生测验、连线测验、言语流畅性测验、威斯康星卡片分

类测验和汉诺塔测验 7 种测量工具评估认知功能，采用扩散张量成像（DTI）技术分析脑白质病变。

结果　观察组认知功能评估均差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的胼胝体、颞叶

和基底节区 FA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相应 ADC 值则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额叶、

枕叶和小脑区域 FA 值和 ADC 值比较无差异（P> 0.05）。结论　稳定期双相障碍Ⅰ型患者存在一定程

度的认知功能损害，可能与胼胝体、颞叶和基底节区的脑白质病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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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white matter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type I in stable period 
　　YAN Feng，GAO Xiaoxiao，LI Ke，et al. Beijing Hui Long Guan Hospital，Beijing 1009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white matter lesions in bi-

polar disorder（BD）type I in stable period patients. Method　A total of 68 consecutives as BD type I in stable period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other 60 healthy persons in the control group；Then to compare 

cognitive impairment by digit symbol test，digit span test，visual reproduction test，trail making test，verbal fluency 

test，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modified and tower of Hanoi，the white matter lesions by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Results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by the seven tests were all worse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control group（P<0.05）。

The FA values of corpus callosum，temporal lobe and basal ganglia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while ADC values correspondingly higher（P<0.05）。But those of frontal lobe，occipital lobe and cerebellum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BD type I in stable period 

have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 certain extent，which may be related to white matter lesions of corpus callosum，tempo-

ral lobe and basal ganglia.

【Key words】Bipolar disorder type I；Cognitive impairment；White matter lesions；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是临床常见的

重性精神疾病，多伴发认知功能损害，且自杀风险

大，死亡率高［1］。研究发现［2］，稳定期 BD 患者的认

知功能损害程度往往与疾病预后密切相关，发病年

龄、病程以及稳定期长短等可能是认知功能损害的

重要危险因素。此外，认知功能损害还可能是 BD 的

内表型之一。李恒等［3］研究证实，BD 患者胼胝体结

构受损，信息传递能力减弱，局部存在不同程度的

脑白质病变。基于此，该研究进一步分析稳定期 BD

Ⅰ型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与脑白质病变的关系，为早

期诊断，指导临床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连续选择 2013 年

06 月 ~2016 年 06 月入我院首次诊断 BD 患者共 68 例，

作为观察组，同期选择 60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

纳入标准：1. 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四版》DSM- Ⅳ双相障碍Ⅰ型的诊断标准［4］，稳定期≥

［作者工作单位］1.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10096）；2. 解放军 306 医院；3.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颜峰（1982.06-），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双相障碍影像学相关研究。

［通迅作者］王丽（Email：58676758@qq.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4 期- 65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3 个月；2.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HAMD-17）评分

＜ 7 分，杨氏躁狂量表（YMRS）评分＜ 6 分；3. 临床

资料完善，取得知情同意权。排除标准：1. 有脑器质

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或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2. 存在影响认知功能评价的因素，如受教育时间短于

6 年、口吃等；3. 同时参与其他研究等。观察组男性

30 例，女性 38 例；年龄 18~67 岁，平均（45.6±12.3）
岁；受教育时间 8~13 年，平均（10.5±3.6）年；病程

25~80 个月，平均（42.3±8.5）月；HAMD-17 评分 1~5
分，平均（2.5±1.3）分；YMRS 评分 1~4 分，平均（1.3
±0.4）分；未服药 10 例，服药 58 例，1 种药物 25 例，

2 种 24 例，3 种 9 例。对照组男性 30 例，女性 30 例；

年龄 20~66 岁，平均（44.3±13.5）岁；受教育时间

7~15 年，平均（11.2±4.3）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和受教育时间具有可比性（P<0.05）。

1.2　研究方法

采用数字符号测验、数字广度测验（包括顺背、

倒背和总分）、视觉图形再生测验（共 a、b、c1 和 c2
四个图形）、连线测验（TMT，A 和 B）、言语流畅性

测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和汉诺塔测验

（TOH）7 种测量工具评估认知功能，采用扩散张量

成像（DTI）技术分析脑白质病变。其中数字符号和连

线测验主要评估注意力与处理速度，数字广度、视觉

图形再生测验主要评估工作记忆，汉诺塔和 WCST 评

估执行功能。测验结果均采用粗分进行分析。

DTI 采用 Philips 3.0T 超导型 MRI 扫描仪，平面

回波成像序列（EPI）参数设置为 32 方向，1 个非扩

散加权像，b 值 = 1000 s/mm2，回波时间 70ms，图

像 144×144×60，层厚 2.5mm，体素 1.67×1.67×

2.5mm。数据预处理：①图像配准，使用 12 参数仿射

变换并对原梯度方向进行梯度校正的 DTI 配准算法；

②定量拟合，计算对应的部分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图和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图；③空间标准化选择 SPM8 自带 

EPI 模板；④平滑处理，消除图像噪声，提高信噪比。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n，％）表示，组间比

较用 χ2 检验；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认知功能的比较

观察组的认知功能评估均差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结果见表 1

表1　两组认知功能的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注意/处理速度 数字符号 55.2±12.3 46.5±10.4 4.965 0.037

TMT-A时间（s） 42.5±11.4 56.7±15.6 5.754 0.019

TMT-B时间（s） 62.3±16.8 83.5±21.4 5.659 0.021

工作记忆 数字广度（顺背） 7.5±1.6 7.1±1.4 4.623 0.041

数字广度（倒背） 5.2±1.4 4.7±1.3 4.527 0.043

数字广度（总分） 11.7±2.3 9.8±1.6 4.985 0.035

图形再生c1 2.1±0.6 1.6±0.5 5.023 0.028

图形再生c2 1.7±0.8 1.3±0.5 5.214 0.025

图形再生总分 9.8±1.4 9.1±1.3 5.322 0.021

执行功能 言语流畅性 18.2±4.5 16.3±5.2 5.427 0.019

WCST分类数 4.4±1.2 3.8±1.3 5.325 0.024

WCST总错误数 15.5±6.2 20.4±7.5 5.628 0.017

WCST持续错误数 6.5±2.2 9.7±3.4 5.754 0.014

TOH总分 56.2±13.4 50.7±12.7 5.587 0.016

TOH完成任务数 9.6±1.5 8.7±1.4 5.427 0.022

TOH计划时间（s） 5.3±1.8 7.4±2.2 5.659 0.014

TOH执行时间（s） 17.2±4.5 21.3±5.5 5.857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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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脑白质病变的比较

观察组的胼胝体、颞叶和基底节区 FA 值明显

低于对照组，相应 ADC 值则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额叶、枕叶和小脑区域 FA 值

和 ADC 值比较无差异（P>0.05）。见表 2。额叶、顶

叶 ADC 及 FA 值各组间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随着 C-MoCA 评分增高，相应的

ADC、FA 值亦呈升高或减低趋势。因此有必要进一

步分析 C-MoCA 评分与额、顶叶白质区 ADC、FA 值

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ESRD 患者额、

顶叶脑白质 ADC、FA 值均与认知功能障碍密切相

关。ESRD 患者额、顶叶脑白质 ADC 值与 C-MoCA

评分呈负相关性，即 ADC 值越大，C-MoCA 评分越

低，认知功能障碍程度越严重。ESRD 患者额叶、顶

叶脑白质 FA 值与认知功能障碍 C-MoCA 评分呈正相

关性，即 FA 值越低，C-MoCA 评分评分越低，认知

功能障碍程度越严重。

表2　脑白质病变的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FA值 ADC值 FA值 ADC值

胼胝体 35.6±8.2 12.2±3.4 16.7±5.9 23.4±6.7

额叶 24.5±7.6 16.5±6.8 23.3±7.7 15.9±6.5

颞叶 42.8±12.2 35.6±11.4 26.9±8.3 51.4±13.8

枕叶 16.8±5.6 13.2±5.6 17.2±5.9 14.1±5.8

基底节区 26.8±9.6 15.7±5.8 45.2±10.3 32.3±6.9

小脑 21.2±7.6 25.6±5.8 20.3±8.2 26.4±5.5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认知功能评估均差于对照组，

与曹莉萍等［5］研究结果一致，而且杨婵娟等［6］研究

进一步证实，早发与晚发型 BD I 型患者认知功能损

害程度也不同。BD 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主要集中在

注意、记忆和执行功能。Robinson 等［7］的 meta 分析

指出，稳定期 BD 患者的注意、记忆和执行功能均存

在损害，且以言语记忆和执行功能损害更突出。此

外，Selva 等［8］研究强调，伴精神病症状的 BD 患者

认知功能损害更严重。Geoffroy 等［9］研究认为，早发

（发病年龄小于 21 岁）患者的临床表现更复杂多样、

功能损害更严重、预后更差，遗传负荷、脑影像和

认知功能损害更严重。

观察组的胼胝体、颞叶和基底节区 FA 值明显低

于对照组，相应 ADC 值则高于对照组；而额叶、枕

叶和小脑区域 FA 值和 ADC 值比较无差异。因此，

我们认为稳定期双相障碍Ⅰ型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

认知功能损害，可能与胼胝体、颞叶和基底节区的

脑白质病变有关。脑白质病变是多种脑源性疾病，

如缺血性脑卒中、腔隙性脑梗死、阿尔茨海默病及

血管性痴呆的重要病理改变，其发生部位、范围及

严重程度往往疾病临床症状、治疗效果及生存预后

具有密切联系［10，11］。多数研究指出，BD 的发生与脑

连接异常即胼胝体的结构和功能障碍有关。Bellani

等［12］采用 DTI 技术得出，BD 患者胼胝体 FA 值下降，

对应 ADC 值升高。DTI 是主要反映脑组织水分子运

动及脑白质的显微结构信息的无创、高分辨率的检

测方法，其中 FA 反映脑白质结构中水分子扩散的各

向异性程度，间接评估纤维束的方向性；ADC 定量

描述水分子的扩散程度。当 FA 值下降且 ADC 值升

高时，表示白质纤维轴突膜或髓鞘组织结构受损。

胼胝体作为连接左右半脑信息的重要桥梁，其功能

受损可能是 BD 发生的重要机制［13］。此外，颞叶和

基底节区也可能参与 BD 的发生［14］，如左侧颞叶，颞

上回，右侧豆状核、尾状核及丘脑等。

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提示了 BD I 型稳定期患者

的认知功能损害与胼胝体等部位的脑白质病变的关

系，不足之处是样本量较少，未对 BD 患者进行早发

和晚发亚型进行区分，因此，研究结果还需要进一

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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