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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眼球活动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的相关性研究

杨贵成 、 耿小雨

【摘要】目的　探讨探索性眼球活动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201� 年

01 月～2018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 �8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观察主体。入院后，对患者的

反应性探索（RSS）、凝视点数（NEF）进行检测，同时在患者接受为期 � 周的抗精神病治疗后，追踪

分析 RSS、NEF 与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之间的关系。结果　治疗前，RSS 和 NEF 与

PANSS 总分、一般精神病理症状量表评分和阳性症状量表评分均呈负相关。而治疗后仅 RSS 与阳性

症状量表评分均呈负相关。结论　探索性眼球活动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患者阳性症状具有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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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loratory eye movement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YANG Guicheng，GENG Xiaoyu. Luoyang Fifth People's Hospital，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loratory eye movement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58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8 

in our hospital were taken as the observation subjects in this study. To detect treatment. eye fixation（NEF）and the re-

sponsive search scores（RSS）at admission，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SS，NEF and positive and nega-

tive symptom scale（PANSS）scores after patients received 6 weeks of antipsychotic.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RSS 

and NEF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NSS total score，general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 scale score and posi-

tive symptom scale score. After treatment，only RS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positive symptom scale. 

Conclusion　Exploratory eye movements may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Key words】Schizophrenia；Exploratory eye movement；Mental symptoms；Correlation

随着临床实践的深入，精神分裂症诊断过程中，

可将探索性眼球活动异常作为主要的特征性指标，

但这一结果与部分探索性眼球活动正常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相矛盾。且 Jennifer ［1］发现在亚型精神分裂症

患者中，探索性眼球活动异常分布具有显著的差异，

故而认为探索性眼球活动异常有可能预示了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精神病理状态，但此种结果尚未获得有

力支持。由此可知，将探索性眼球活动异常作为生

物学状态性指标，其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

严重程度是否产生一定的关联，且在患者精神症状

持续改善期间，这种关联性是否会依然存在，值得

临床深入探索［2］。鉴于此，本文以 58 例精神分裂症

患者为例，重点分析了探索性眼球活动与精神分裂

症患者临床症状的相关性。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01 月～2018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 58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观察主体。纳入

标准：符合第四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SM-

Ⅳ）［3］精神分裂症相关诊断标准；年龄在 18 岁以上，

60 岁以下；病程小于 1 年且均为初次发病；PANSS 总

分超过 80 分；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已经签署过同

意书；依从性良好，可主动配合临床相关检查。排

除标准：脑外伤者；癫痫发作者；存在家族史者；神

经变性疾病者；精神活性物质应用史者；具有躯体合

并症且影响临床相关检查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通过。入组患者中包括 34 例男性和 24 例

女性，年龄 18～60 岁，均龄（28.4±14.6）岁；病程

［作者工作单位］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太康路院区）（洛阳，4�1000）。

［第一作者简介］杨贵成（1�80.11-），男，河南洛阳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症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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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个月，平均（9.6±1.4）个月；14 例偏执型，3
例单纯型，12 例青春型，29 例未分化型。

1.2　方法

以自拟表格，收集患者基础资料，包括患者性

别、年龄、亚型、发病时间、用药情况等等，结合

患者实际情况，完善了询问过程，由患者及其家属

协同完成。参与此次研究的工作人员均系统学习过

测量工具 SCID（DSM-IV-TR 轴 I 障碍用临床定式检

查）［4］的应用，并获得了培训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

实施检测的工作人员并不知晓检测目的。将患者纳

入研究并进行初次检测之后，开展为期 6 周的治疗

观察，不开展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尽量单纯采用

利培酮药物治疗。用药 6 周后的相关评估、检查工

作均由前述工作人员进行，在早晨用药之前完成测

量，以免患者动眼神经受到药物的影响。

1.�　观察指标 

（1）本次研究中应用 30 项版本的 PANSS 阳性

与阴性症状量表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精神病性症状，

将其中的 S1-3 条目排除，但量表效度以及信度依然

可接受；此次研究分析中，主要观察、记录 PANSS

总分、PANSS 阴性分量表评分、PANSS 阳性分量表

评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得分越高，患者病

情越严重。（2）采用 PANSS 量表减分率评估治疗疗

效：PANSS 量表减分 75％以上为痊愈；PNASS 量表

减分 50％-74％为显效；PANSS 量表减分 25％-49％

为有效；PNASS 量表减分 25％以下为无效。（3）通

过检测系统 DEM-2000EEM 检测患者 RSS 和 NEF，

RSS<6 分、NEF<28 分则视为异常。检测方法与郭艳

红，赵蕾［5］一致。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在患

者治疗前后，采用卡方检验比较 PANSS 评分、RSS

以及 NEF 分值；采用 Kappa 评估 PANSS 总分、RSS

以及 NEF 方向变化；采用 Pearson 分析 PANSS 评分与

RSS、NEF 之间的相关性；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治疗前 PANSS 评分、RSS 评分及 NEF

评分分析

治疗前，PANSS 总评分为 81-156 分，平均（96.4
±30.5）分；RSS 得分为 2-11 分，平均（4.3±1.2）

分；NEF 得分为 18-37 分，平均（25.5±7.2）分。其

中 41 例患者（70.69％）RSS 得分 <6 分，38 例患者

（65.52％）的 NEF 得分 <28 分；33 例患者（56.9％）

的 RSS、NEF 均异常，见表 1。
表1　患者治疗前PANSS评分、RSS评分及NEF评分分析

PANSS 
平均分

RSS 
平均分

NEF 
平均分

RSS<6分 NEF<28分
RSS、NEF

均异常

81-156 2-11 18-37 41 38 33

96.4±30.5 4.3±1.2 25.5±7.2 70.69％ 65.52％ 56.90％

2.2　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RSS 评分及 NEF

评分分析

本文所有 58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均顺利结束追踪

观察，并进行了为期 6 周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用

药 6 周后，有 38 例患者的 PANSS 评分降低 25％，

治疗临床有效率 65.52 ％；25 例（43.10 ％）患者

NEF<28 分，与治疗前（65.52％）相比明显降低（χ2 

=19.412，P<0.05），Kappa 为 0.63；32 例（55.17％）

患者 RSS<6 分，与治疗前（70.69％）相比明显降低

（χ2 =8.700，P<0.05），Kappa 为 0.72。

2.�　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与 RSS、NEF 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治疗前，RSS 和 NEF 与 PANSS 总分、一般精神

病理症状量表评分和阳性症状量表评分均呈负相关。

而治疗后仅 RSS 与阳性症状量表评分均呈负相关，

见表 2。

3　讨论

现阶段，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探索性眼

球活动障碍到底是属于状态性标志，还是属于特征

性标志，临床尚无统一定论［6］；认可特征性标志的临

表2　治疗前后PANSS评分与RSS、NEF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项目 治疗前RSS 治疗前NEF 治疗后RSS 治疗后NEF

r P r P r P r P

PANSS总评分 -0.59 <0.05 -0.18 <0.05 -0.15 0.12 -0.03 0.63

阴性症状量表评分 -0.08 0.15 0.02 0.85 0.02 0.71 -0.12 0.18

阳性症状量表评分 -0.55 <0.05 -0.15 <0.05 -0.22 <0.05 0.02 0.99

一般精神病理症状量表评分 -0.45 <0.05 -0.15 <0.05 -0.05 0.44 0.03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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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学者，主要以生物学亲属 EMM 检测为依据；

而认可状态性标志的临床研究学者，其依据为在精

神分裂症患者不同亚型患者之间探索性眼球活动正

常的部分具有明显差异 ［7］。但上述两项研究并没有

深入追踪分析，而患者在精神状态改善时，追踪探

索性眼球活动的变化，可作为有效判断生物学特征

标志的主要手段。另外，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有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影响到患者动眼神经功能，而患者眼

球运动则取决于动眼神经功能，但现阶段大部分相

关报道都没有明确的说明用药以及测量时间点的距

离［8］。基于此，本研究特将遗传因素排除，尽量减

轻环境对患者生理状态的干扰及减少了药物对患者

眼球活动检测的影响。结果发现，治疗前，RSS 和

NEF 与 PANSS 总分、一般精神病理症状量表评分和

阳性症状量表评分均呈负相关。提示精神分裂症患

者探索性眼球活动障碍越严重，精神症状越严重。

而治疗后 RSS 仍与阳性症状量表评分均呈负相关。

提示精神症状与探索性眼球活动依然存在明显的相

关性，且难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有可能预示

此种关联为状态性关联。

就单纯的理论上而言，PANSS 量表评估具有较

强的主观性，而探索性探眼球活动检测工具则比较

客观，二者指标关联说明客观指标能够较好的反映

出主观状态［9］。临床中，探索性眼球活动检测工具

开发潜能大，可作为临床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

病状态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尤其是阳性症状程度

的预测［10］。

关于探索性眼球活动检测，目前临床还在不断

摸索神经生理学意义［11］。源自于健康正常者的证据

提示探索性眼球活动与注意力、认知功能、记忆力

有关，而注意力、认知功能、记忆力等功能障碍在

精神分裂症患者群体中广泛存在；对于精神分裂症患

者而言，探索性眼球活动障碍与患者病程、症状群、

额叶结构改变有关［12］。一方面，此种相关性，降低

了探索性眼球活动检查所获得的指标的独立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认知改变，且与 RSS、NEF 分值

有关；另一方面，探索性眼球活动障碍在其他精神

分裂症患者也广泛存在，不仅严重影响探索性眼球

活动检查工具的特异性，同时还会降低其鉴别价值，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影响其独立应用［13］。基于此，

临床应当充分明确探索性眼球活动的神经生理学意

义，并在指导临床治疗、诊断方面，与其他指标谨

慎结合。

此次研究存在诸多不足：一、在病理选择方面，

以能够主动配合检查的患者为主，选择性具有一定

的偏倚，有可能会限制临床应用范围，影响研究结

果可靠性［14］；二、追踪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患者

躯体变化、环境改变，而这些变化又与患者精神病

理状态变化具有一定的关联，虽然本次研究剔除了

明显改变者，但依然无法彻底保证纯净；三、药物治

疗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动眼神经功能，而

患者的眼球活动又与动眼神经功能具有紧密关系［15］，

虽然在患者用药前安排了检查，但仍然无法排除；

四、观察时点比较简单，无法及时动态知悉探索性

眼球活动的变化。在未来研究中，需尽可能的优化

设计，完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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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小样本有言语性幻听症状的患者

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言语性幻听形成过程中具有

较为明显思维活动卷入，有与妄想形成过程相似，

伴有焦虑性质的情绪体验。而且，言语性幻听形成

过程中同时又有较鲜明的强迫症特征。简言之，与

其说言语性幻听是知觉障碍，不如说其是思维障碍，

尤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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