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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一级亲属的注意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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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患者一级

亲属的注意功能特点。方法　将 80 例 ADHD 患者一级亲属（first degree relative，FDR）及与其人口

学资料相匹配的 80 例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HC）组采用连线测试、Stroop 色词测试，GO/No-

go 任务进行注意功能测定。结果　FDR 组在连线测试 -B 反应时、GO/No-go 任务反应时与错误

数，Stroop-C 反应时［分别为（89.98±23.77）s，（1172.41±427.16）ms，（2.25±2.05）次，（1114.15

±463.02）ms］差于 HC 组［分别为（983.50±13.51）s，（834.66±306.52）ms，（1.63±1.47）次，

（1006.51±338.92）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 t = 2.118，P= 0.018；t = 5.752，P< 0.001；t = 2.214，

P= 0.014；t = 1.678，P= 0.048）。结论　ADHD 患者一级亲属有不同程度的注意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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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attention functions in the first degree relatives of children with symptoms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ZHANG Jun，ZHAO Changyin，ZHANG Lili，et al.Department of Psychiatry，Fourth 
People's Hospital in Liaocheng，Liaocheng 252000，China.

【Abstract】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ttention functions in the first degree relatives of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patients.（ADHD）patients.ADHD）patients.）patients.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0 first degree relatives of ADHD patients （FDR group）and 80 healthy（FDR group）and 80 healthyFDR group）and 80 healthy）and 80 healthyand 80 healthy 

controls（HC）enrolled this research. All of the subjects’s atten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Trail Making test、（HC）enrolled this research. All of the subjects’s atten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Trail Making test、HC）enrolled this research. All of the subjects’s atten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Trail Making test、）enrolled this research. All of the subjects’s atten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Trail Making test、enrolled this research. All of the subjects’s atten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Trail Mak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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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s of ADHD patient exhibited attention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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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

tydisorder，ADHD）是一种常见于学龄期儿童的精神，ADHD）是一种常见于学龄期儿童的精神

障碍。注意障碍通常被认为 ADHD 患者核心症状，

国内外相关研究均证实 ADHD 患儿存在注意方面等

缺陷［1，2］。通常认为 ADHD 是一类具有高度基因遗

传性的疾病［3］，国外相关研究证实 ADHD 一级亲属

在认知功能方面表现介于成人 ADHD 患者及健康

对照组之间［4］，国内目前尚缺乏类似研究，本次研

究选取认知领域较为公认的注意相关研究范式，对

ADHD 患儿一级亲属进行研究分析，从认知领域研

究 ADHD 遗传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FDR 组：将 2013 年 8 月～2015 年 9 月在聊城市

精神卫生中心有明确诊断并有联系方式的 ADHD 患

者，联系其一级亲属（父母或者同胞）共 80 例。入

组标准：（1）ADHD 患者均经过主治以上精神科医

师再次诊断，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四版（DSM-IV）［5］中相关诊断标准；（2）患者一级亲

属经主治医师评估均不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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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统计分类 -10》（ICD-10）中 ADHD 诊断标准；

（3）智力正常，排除焦虑及抑郁情绪，简明精神状

态量表［6］（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得

分≥ 26，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标准分≥ 50 分，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标准分≥ 50 分；（4）排除烟

草以外的其他药物依赖史；（5）排除神经精神系统疾

病。平均年龄（38.29±5.33）岁，受教育年限（11.19
±3.08）年；男 43 例，女 37 例；脑力工作 48 例，体

力工作 32 例；MMSE（28.24±1.41）分。

对照组（Heathy controls，HC）：聊城市某社区

健康志愿者共 80 例，入组标准：（1）被试及一级

亲属均无 ADHD 症状；（2）智力正常，排除焦虑及

抑郁情绪，简明精神状态量表［6］（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得分≥ 26，SAS 标准分≥ 50
分，SDS 标准分≥ 50 分；（3）排除烟草以外的其他

药物依赖史；（4）排除神经精神及躯体疾病病史。

平均年龄（37.28±5.33）岁，受教育年限（11.20±

2.74）年；男 50 例，女 30 例；脑力工作 44 例，体力

工作 36 例；MMSE （28.48±1.08）分。

所有参加测试被试均为已婚、右利手；小学以

上文化程度，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

1.2　方法

1.2.1　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年龄、受教育年

限、性别、婚姻情况、职业性质、MMSE 得分。

1.2.2　注意功能评估：

1.2.2.1　连线测试（Trall Making Test，TMT）：

TMT-A 要求被试者按升序尽可能快地连接随机分布

在一张纸上散在的 25 个阿拉伯数字圆圈；TMT-B 每

一个数字都有红黄颜色背景各一个，要求奇数连红

色背景数字而偶数则连黄色背景数字。评价指标为

完成任务时间。

1.2.2.2　GO/No-go 任务［1］，使用电脑版，测试

使用 26 个英文字母大小写混合，字母包括线索、靶

刺激和抑制刺激，为了增加测试难度，测试中靶刺

激和抑制刺激测试过程中互换两次，测试中一共 40
个线索后紧跟靶刺激，另外 40 个后为抑制刺激。电

脑自动记录错误数和反应时，测试前进行练习致被

试理解。

1.2.2.3　Stroop 色词测试［2］：使用电脑版，测试

分为三部分，数字键“1、2、3、4”分别代表“红、

黄、蓝、绿”；被试完成命名圆点颜色为测试 A、读

有色字为测试 B、命名字色与字义相矛盾字色为测

试 C，测试要求尽量保证正确率，主要考察反应

时［7］。

1.3　统计学处理

SPSS17.0 软件统计学处理，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卡方检验进行两组间数据比较；人口学信息

取双侧概率检验，认知功能评定取单侧概率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FDR 组与 HC 一般情况的比较

2 组 在 性 别 （ X 2= 1 . 2 5 8 ， P=0 . 2 6 2 ）， 年 龄

（t =1.129，P=0.260），受教育年限（t = -0.027，

P=0.978），职业情况（X2=0.408，P=0.522）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2.2　FDR 组与 HC 组注意功能比较

FDR 组在 TMT-B 反应时、Go/No-go 反应时与错

误数差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FDR组与HC组认知情况比较（x±s）

指标 FDR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连线测试

　A（s） 45.95±11.74 47.40±8.16 -0.907 0.183

　B（s） 89.98±23.77 83.50±13.51 2.118 0.018

Go/No-go

　反应时（ms） 1172.41±427.16 834.66±306.52 5.752 0.000

　错误数（个） 2.25±2.05 1.63±1.47 2.214 0.014

Stroop

　A-反应时（ms） 886.89±340.18 895.24±292.63 -0.167 0.434

　B-反应时（ms） 978.53±410.93 961.64±335.92 0.285 0.388

　C-反应时（ms） 1114.15±463.02 1006.51±338.92 1.678 0.048

3　讨论

ADHD 病因至今未明，通常认为 ADHD 发病是

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8］。最新的研

究显示 ADHD 患病率大概在 2 ％，是一类发病率较

高的精神障碍，且遗传倾向十分明显［9］。国内外相

关研究采用 GO/No-go 测试、stroop 色词测试均发

现 ADHD 儿童与正常儿童在这些注意相关测试范

式出现了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提示 ADHD 儿童存

在注意功能异常，同时提示 GO/No-go 测试、stroop

色词测试对注意功能具有较好的测量作用［1，2］。李

元媛等［10］对近年来影像基因组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认为 ADHD 可能是一种多基因位点发生异常的疾

病，ADHD 的发病、预后与基因位点异常密切相关。

ADHD 的遗传性提示 ADHD 患者的健康一级亲属可

能与 ADHD 患者相类似：同样存在注意功能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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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可能具有遗传性。因此对 ADHD 一级亲属注

意抑制功能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在 ADHD 发病中

的作用。

Pironti 等［4］对成年 ADHD 患者，未患病 ADHD

一级亲属及健康对照组认知及影像学研究发现：

ADHD 患者未患病一级亲属右侧额下回的灰质体积

及在右额 - 枕纤维束尾部白质体积在 ADHD 患者及

对照组之间，持续注意测试得分亦介于 ADHD 患者

及对照组之间，该研究从认知角度提示 ADHD 具有

一定遗传学基础。以往研究也提示伴有言语功能障

碍 ADHD 患者一级亲属中言语功能障碍比例也明

显增多［11］。目前对强迫症研究发现，其一级亲属在

认知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常［7］。目前国内尚

无 ADHD 患者一级亲属认知方面的研究，在本次研

究中我们发现 ADHD 未患病一级亲属组在连线测

试 -B 时间、Go/No-go 反应时与错误数及 Stroop-C 反

应时差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ADHD

健康一级亲属存在注意方面异常，这种异常可能是

ADHD 儿童注意缺陷的遗传学基础。

认知功能正常通常被认为中枢系统功能完整的

标志，通过对 ADHD 患者及一级亲属认知功能的研

究可以推测 ADHD 一级亲属在中枢方面是否存在结

构异常。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取多种测试范式，扩大

样本量，比较 ADHD 患者与其一级亲属、ADHD 一

级亲属与健康对照组之间认知功能的差异，通过对

ADHD 未患病一级亲属亲属认知功能的研究，可以更

加有利于我们解释 ADHD 病理学及遗传性机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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