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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强迫症患者注意抑制与临床症状相关性研究

刘　伟 、 朱文礼

【摘要】目的　探讨首次发病的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患者的注意抑制功

能与临床症状相关性。 方法　对 88 例强迫症患者（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及与其人口

学资料相匹配的 85 名健康被试（heath controls，HC）采用 Stroop 任务、数字符号、连线测验等实验

评估注意抑制，采用帕多瓦强迫量表和耶鲁布朗强迫量表评估临床症状。 结果　OCD 组在数字符号

数目、Stroop 任务中“色 - 字”的错误数方面成绩逊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7.39±7.86）个，

（41.12±6.39）个，t = -5.745，P< 0.001；（OCD：（5.48±4.38）分，HC：中位数 2，下四分位数 1，

上四分位数 4），Z= -3.678，P< 0.001］。OCD 患者 Stroop 任务中“色 - 字”错误数与耶鲁布朗强迫量

表中强迫思维分量表评分呈正相关（r= 0.226，P= 0.034）。结论　强迫症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程度与注

意抑制功能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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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analysis between attention inhibition and symptoms of first-episode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LIU Wei，ZHU Wenli.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Fourth People's Hospital in Wuhu，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and clinical symp-

toms in first-episode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OCD）.OCD）.）.. 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with OCD compared with 

gender-，age-，years of education matched 85 heath controls（HC）；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age-，years of education matched 85 heath controls（HC）；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age-，years of education matched 85 heath controls（HC）；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years of education matched 85 heath controls（HC）；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years of education matched 85 heath controls（HC）；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HC）；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HC）；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Attention inhibition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Stroop task、Digital Symbol、Digit Span subtests；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Padua Inventory-Washington、Digital Symbol、Digit Span subtests；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Padua Inventory-WashingtonDigital Symbol、Digit Span subtests；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Padua Inventory-Washington、Digit Span subtests；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Padua Inventory-WashingtonDigit Span subtests；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Padua Inventory-Washington；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Padua Inventory-Washington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Padua Inventory-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Revision（PI-WSUR）and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Y-BOCS）.（PI-WSUR）and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Y-BOCS）.PI-WSUR）and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Y-BOCS）.）and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Y-BOCS）.and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Y-BOCS）.（Y-BOCS）.Y-BOC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OCD and HC on Digital Symbol subtests and error numbers of “color-

word” in Stroop task［（47.39±7.86）time，（41.12±6.39）time，［（47.39±7.86）time，（41.12±6.39）time，47.39±7.86）time，（41.12±6.39）time，）time，（41.12±6.39）time，time，（41.12±6.39）time，，（41.12±6.39）time，41.12±6.39）time，）time，time，，t = -5.745，，P<0.001；OCD：（5.48±4.38）score，；OCD：（5.48±4.38）score，OCD：（5.48±4.38）score，：（5.48±4.38）score，5.48±4.38）score，）score，score，，

HC：median 2，lower quartile 1，upper quartile 4），：median 2，lower quartile 1，upper quartile 4），median 2，lower quartile 1，upper quartile 4），，lower quartile 1，upper quartile 4），lower quartile 1，upper quartile 4），，upper quartile 4），upper quartile 4），），Z= -3.678，，P<0.001］. The study indicated the error number］. The study indicated the error number. The study indicated the error number 

of “color-word” in Stroop task for OCD subjects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Obsessions subscale of Y-BOCS（（r= 0.226，，

P=0.034）.）.. Conclu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clinical symptoms and attention inhibi-

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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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

一类常见的精神科疾病，最新研究显示 OCD 患病率

占未成年人群的 5 ％［1］。OCD 患者通常伴有认知功

能的损害，其中注意抑制功能被认为是 OCD 患者认

知损害的核心：强迫症状与 OCD 患者对某种刺激的

抑制缺陷有关［2］。本研究为探索强迫症患者的强迫

症状与注意抑制功能缺陷，对 OCD 患者和健康对照

组（heath controls，HC）采用电脑版 Stroop 任务、数

字符号、连线测验等有关实验评估注意抑制，采用

《帕多瓦强迫量表》（Padua Inventory-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Revision，PI- WSUR）［3］和《耶鲁 - 布朗

强迫量表》（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

Y-BOCS）［4］评估 OCD 患者组的临床症状，研究分

析 OCD 患者强迫症状严重程度与注意抑制损害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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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OCD 组为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间在我院

就诊 OCD 的患者；共 88 例，其中男 60 例，女 28 例；

年龄（20.7±3.1）岁；教育年限（11.5±2.7）年。PI-

WSUR：污染 / 清洗强迫（7.69±5.27）分，检查强迫

（9.92±7.01）分，伤害强迫想法（5.27±4.28）分，

总分（28.61±13.33）分，穿衣 / 打扮强迫中位数 2，

下四分位数 0，上四分位数 3，伤害强迫冲动得分

中位数 5，下四分位数 2，上四分位数 8；Y-BOCS：

强迫行为（9.97±3.43）分，强迫思维（6.67±4.01）

分，总分（16.64±6.43）分，入组标准：（1）符合中

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OCD

诊断；（2）首次发病，且既往未服用任何精神科药

物；（3）小学以上文化程度；（4）排除其他神经精神

疾病。

HC 组：共 85 例，男 67 例，女 18 例；年龄（21.5
±3.2）岁；教育年限（12.0±2.4）年。均为同时期

本院附近社区居民。排除躯体疾病、精神疾病以及

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及其他可能引起认知功能损害的

疾病。

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自愿参加本研究。两组被

试者在年龄、教育年限和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 =1.561，P=0.120；t =1.294，P=0.198；X2=2.508，

P=0.113）。

1.2　方法

1.2.1　强迫症临床症状评估：（1）《帕多瓦强迫

量表》；（2）《耶鲁布朗强迫量表》。

1.2.2　注意抑制试验：

数字符号（Digital Symbol，DS）：WAIS-RC 中的

数字符号分测验，要求受试者在 90 秒内尽可能快而

准确地在阿拉伯数字下面的空格中填上对应的符号。

连线测验（Trall Making Test，TMT）测验 A 和连

线测验 B 两部分；连线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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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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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完成任务时间。

电脑 Stroop 任务：E-Prime 电脑编程，刺激目标

分成三个部分：“点”：红、绿、黄、蓝 4 种颜色圆点；

“字”：用不同汉字（非“红、绿、黄、蓝”四个字）

分别用红、绿、黄、蓝 4 种颜色书写；“色 - 字”：红、

绿、黄、蓝四个汉字随机使用红、绿、黄、蓝 4 种

颜色书写，三部分刺激目标以随机次序出现；数字键

1，2，3，4 分别代表红、黄、蓝、绿；实验要求被

试即快又准确地用按键反映出所呈现目标颜色。测

试共 180 次，电脑自动记录反应时和错误数。

1.3　统计方法

SPSS17.0 软件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数据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数据采用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取双侧概率检验，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OCD 组与 HC 组在注意抑制功能结果比较

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OCD 组在 DS 数方面差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OCD组与对照组在注意抑制相关结果比较（x±s）

指标 OCD组（n=88） HC组（n=85） t 值 P 值

DS（个） 47.39±7.86 41.12±6.39 -5.745 0.000
TMT A（s） 50.75±12.67 50.74±17.44 -0.004 0.997

B（s） 99.69±27.44 100.24±30.83 0.799 0.425
Stroop任务

　点反应时（s） 980.64±383.88 887.63±381.34 -1.598 0.112
　字反应时（s） 1116.0±437.69 1048.71±295.96 -1.198 0.236
　色-字反应时（s）1144.08±410.68 1088.84±463.38 -0.829 0.408
　色-字错误数 5.48±4.38

两组在 Stroop 任务三项错误数得分为偏态分

布，故采用秩和检验。在 Stroop 任务点错误数，

OCD 组中位数为 l，下四分位数为 0，上四分位数

为 2，HC 组中位数为 l，下四分位数为 0，上四分

位数为 2：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发现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Z= -0.147，P=0.883）；在 Stroop 任务字错误数，

OCD 组中位数为 l，下四分位数为 0，上四分位数为

3，HC 组中位数为 l，下四分位数为 0，上四分位数

为 3：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发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 -0.424，P=0.671）；在 Stroop 任务点色 - 字错误

数，HC 组中位数为 2，下四分位数为 1，上四分位

数为 4：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 -3.678，P<0.001）。

2.2　OCD 组症状评估与注意抑制的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Y-BOCS 量表中强迫思

维分量表与“色 - 字”错误数呈正相关。见表 2。

3　讨论

注意抑制能力是个体能忽略无关刺激，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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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注意力集中到有效目标上，Stroop 任务，数字符

号、连线测验均能反映注意抑制功能。本研究中两

组被试在一般人口学资料方面基本匹配。注意抑制

方面，OCD 组在 DS 数、Stroop 任务中“色 - 字”的

错误数方面差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既往

有关 OCD 患者 stroop 相关研究中，温盛霖 等［5］研究

发现 OCD 组在连线测验 B 测验用时差于对照组，在

Stroop 色字词测验中，OCD 组的色词测验错误率和

色词测验用时明显差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郑会蓉 等［6］研究发现，OCD 患者组 Stroop 测验中色

词错误数、连线测验 A 完成时间成绩明显差于正常

组；上述研究结果与本研究发现一致，但上述研究均

未研究强迫症状严重程度与注意偏向损害之间的相

关性。本次研究中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OCD 患者

Y-BOCS 量表中强迫思维分量表与“色 - 字”错误数

呈正相关。研究提示 Stroop 任务的抗干扰效应与患

者强迫症状严重程度具有密切相关性，反应抑制能

力越差，强迫思维越重，提示强迫症临床症状严重

程度与注意抑制有一定相关性。研究结果也从侧面

说明了患者的注意抑制损害在临床症状评估方面的

意义尤为值得重视。目前有关强迫症研究已经深入

基因水平［7］，今后可进一步开展强迫症患者基因与

认知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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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OCD患者量表得分与注意抑制相关分析（r值）

Pearson
分析

Y-BOCS PI-WSUR

强迫
思维

强迫
行为

总分
污染/

清洗强迫
穿衣/

打扮强迫
检查
强迫

伤害强迫
想法

伤害强迫
冲动

总分

DS数 -0.060 0.033 -0.011 -0.013 0.016 -0.196 -0.114 0.192 -0.037

P  值 0.578 0.758 0.917 0.903 0.883 0.068 0.290 0.074 0.730

色-字错误数 0.226 0.138 0.207 0.131 0.056 0.044 0.076 -0.002 0.121

P  值 0.034 0.200 0.053 0.224 0.603 0.682 0.480 0.984 0.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