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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期双相障碍和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的差异分析

徐美军 、 王小星 、 张 钰 、 刘长成

 【摘要】目的　探讨康复期双相障碍和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的差异。方法　对 50 例

康复期双相障碍和 50 例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数字广度、连线测试 A、B、数字符号进行测

试，评定结果。结果　在进行数字广度的倒背数上，双相情感障碍组明显优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组

（P= 0.014）。男性患者中双相情感障碍组在数字广度的倒背数（P= 0.04）方面以及总数（P= 0.03）明

显优于精神分裂症组。男性患者中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组在连线测试 B 中花费较精神分裂组时间少

（P= 0.04）。结论　在认知功能损害方面，康复期双相障碍患者明显优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组，故

预后也可能优于精神分裂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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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schizophrenia during recovery 
period　 XU Meijun，WANG Xiaoxing，ZHANG Jue，et al. 10 wards of Jingzhou mental health center，Jingzhou 
4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during recovery period.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5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during the recovery period were tested by digit span，connection test A，B，digital symbol，and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back number in digit span，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schizophrenia group（P=0.014），also the male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male schizophrenia group in back number in digit span（P=0.03）. The male 

patients in the recovery phase of bipolar disorder group in the connection test B spent less time than men in the schizo-

phrenic group（P=0.04）.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with schizo-

phrenia during the recovery period in cognitive impairment，and the prognosis of the bipolar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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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都是临床中常见的重性精

神疾病，在现今社会中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病情容易反复发作，而且致残率相当高。精神分裂

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病，多在青壮年缓慢

或亚急性起病，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

征，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

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患者一般意识清楚，智

能基本正常，患者在疾病过程中会出现认知功能的

损害。病程一般迁延，呈反复发作、加重或恶化，

部分患者最终出现衰退和精神残疾，但有的患者经

过治疗后可保持痊愈或基本痊愈状态。双相障碍属

于心境障碍的一种类型，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

发作的一类疾病。研究发现，躁狂发作前往往有轻

微和短暂的抑郁发作，所以多数学者认为躁狂发作

就是双相障碍，只有抑郁发作的才是单相障碍［1-2］。

DSM-IV 中将双相障碍分为两个亚型，双相 I 型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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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狂或混合发作及重性抑郁发作，双相 II 型指有轻

躁狂及重性抑郁发作，无躁狂发作。值得注意的是，

双相抑郁未引起临床医生足够重视，有报道 37％的

双相抑郁患者被误诊为单相抑郁，长期使用抗抑郁

药治疗，从而诱发躁狂、快速循环发作，使发作频

率增加。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两种精神类疾病存在

共同的功能损害，其中包括患者的认知功能，这也

严重影响了患者疾病的预后时间［3］。本文目的在于

研究这两种疾病在患者认知功能损害方面的不同之

处，为以后的临床研究中作为参考依据。

1　基本资料

经我院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随机选取 2013 年

4 月 ~2015 年 12 月于我院住院的康复期双相障碍

以及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纳入标准如下：a. 符合国

际疾病分类法与诊断标准［第十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ICD-10）双相障碍以及

精神分裂症的基本诊断标准；b. 患者的病情稳定，未

服药的情况 1 个月以上；c. 患者年龄区间 17~66；d. 分

裂症的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 20 分；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17 项版本）＜ 7 分；

Young 躁狂量表（YMRS）评分＜ 6 分；e. 要经过患者

及患者家属的同意，签订家属知情书。排除的标准

如下：a. 存在精神发育迟滞；b. 精神科药物过敏史；

c. 近期（2 周内）做过电休克（ECT）治疗的患者；d. 

患者发生严重的躯体的并发症。共选取入组患者 100
例，其中康复期双向情感障碍患者 50 例，性别：男

35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30.25±11.36）岁；康复

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50 例，性别：男 33 例，女 17 例，

平均年龄（31.25±11.55）岁。两组患者之间的在性

别、年龄方面无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研究方法

2.1　诊断标准

按照国际疾病分类法与诊断标准［第十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ICD-10）双

相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进行，康复期患

者的病情稳定，未服药的情况 1 个月以上，并由精

神科主任带 2 位精神科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3 名医

生诊断相同即可入组，如果存在分歧就排出该患者。

2.2　认知功能评定

在对两组患者进行认知功能评定之前，对患者

家庭一般情况进行调查，其中包括性别、家庭情况、

婚姻情况、嗜好、家庭经济情况等基本情况，以便

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对所有患者均进行认知功能

评定，主要对患者进行一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a. 执

行功能；b. 注意力；c. 记忆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a. 数字广度（的倒背数），测试注意力和患者的瞬

间记忆，总分 22 分，得分高者患者情况更佳；b. 数

值符号，测试联想能力，测试时间 90 秒，得分 90 分，

得分高者患者情况更佳；c. 连线测试分两个方面 A 式

和 B 式，主要测试患者的眼手协调以及认知灵活性，

患者完成速度越快越好。所有的考核均在一天内完

成，由经过培训的 3 位精神科康复师进行评价。

2.3　统计学方法处理

采用 SPSS17.0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

用（x±S）进行表述，采用用 t 检验，P<0.05 表示具

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各项指标的比较

两组患者进行比较，在患者进行数字广度的倒

背数上，双相情感障碍组明显优于精神分裂症患者

组（t =2.54，P=0.014），两者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果显示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组患者的

瞬间记忆和注意力明显较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好。

表1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评定结果比较（x±S）

认知功能指标 分裂症组 双相组 t P

数字符号 32.37±12.25 32.33±12.44 1.733 0.086

数字
广度

顺背 7.02±1.74 7.20±1.51 0.466 0.644

倒背 4.21±1.71 3.41±1.23 2.54* 0.014*

总分 11.23±3.12 10.61±2.14 1.12 0.27

连线测试A 78.85±2.99 6.91±2.78 0.87 0.11

连线测试B 130±96.39 104.67±75.40 1.34 0.18

3.2　两组患者不同性别间的各项认知功能指标

结果比较

由表 2 的结果显示，男性患者中康复期双相情

感障碍组在数字广度的倒背数（t = -2.11，P=0.04）

方面明显优于康复期男性精神分裂症组，差别具有

统计学意义，表明男性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组的瞬

间记忆力和注意力较康复期男性精神分裂组好。男

性患者中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组在连线测试 B 中

花费较康复期男性精神分裂组时间少（t = -2 .15，

P=0.04），表明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组男性在空间知

觉、认知灵活性方面明显优于康复期精神分裂组男

性，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女性患者认知功能

的各项指标的未见有统计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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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性别各项认知功能比较

认知功能
男性 女性

分裂症组 双相组 t P 分裂症组 双相组 t P

数字符号 32.33±14.21 37.81±9.45 -1.45 0.15 33.63±16.37 35.62±10.63 -0.398 0.69

数字广度

顺背 6.78±1.65 7.32±1.60 -1.20 0.23 7.84±1.35 6.93±1.60 1.66 0.11

倒背 3.46±1.33 4.32±1.67 -2.11* 0.04* 3.69±1.50 3.70±1.53 0.01 0.99

总分 10.25±2.32 11.66±2.81 2.25* 0.03* 11.54±2.54 10.63±3.01 0.87 0.37

连线测试A 73.25±61.24 63.01±32.1 0.77 0.43 58.43±37.52 74.71±54.91 -0.91 0.37

连线测试B 133.5±93.21 95.2±47.56 -2.15* 0.04* 102.42±73.6 118.2±85.74 -0.53 0.61

 4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双相障碍患者无论在缓解

期还是在发作期方面都存在认知功能的损害，其中

包括了执行功能、记忆力以及注意力。但是两者在

机体损害方面严重程度有所不同［4-6］。本文的研究结

果显示康复期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数字广度优于精

神分裂组，表示在联想能力、注意力、持久能力、

瞬间记忆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测试操作速度方面

康复期双相障碍组明显优于精神分裂症组。本文的

结果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显示一致。在 Goldberg

的研究论文中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总体成绩较康

复期的双相障碍患者差［7］。Addington 等在研究论文

中显示分裂症组在持续操作测试中较康复期双相障

碍组差。Daban 等在研究论文中结果显示康复期双相

注意力、执行功能以及记忆力方面较精神分裂症患

者组明显好，且认为这些差异跟精神病症状有相关

性［8-9］。蔺华利等［10］对缓解期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和

缓解期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记忆、语言以及视觉

记忆方面进行比较，显示整体成绩双相情感组患者

较精神分裂症患者高。

不同程度的认知也许是导致两种疾病的产生不

同预后和功能状态的潜在原因，两种疾病的发展均

会对机体照成认知损害，双相障碍主要表现在发作

性的疾病，在发作的间期患者可以保持良好的精神

状态，精神衰退不明显［11-12］。但是，精神分裂症患

者则会表现在一种渐进性的疾病过程，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整体机制也相对较差，且患者的整体精神状

态也比较差，也可能会逐步发展到精神残疾［13］。所

以，有很多患有双相障碍的患者能继续扮演自己原

有的社会角色，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少回归到原来

的生活状态。

本文研究结果还显示，在对男性患者中进行单

独比较，在数字广度中的倒背数方面康复期双相情

感组较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组优，与总分结果一致，

同时在数字广度总分上面，连线测试 B 组中均优于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组患者，说明该两组男性患者抽

象思维的差异明显。对女性患者进行单独比较发现：

女性分裂症组和双相情感障碍组的认知功能无明显

差异，其原因有可能是女性的思维更加容易受情绪

影响，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综上提示，性

别不同，两种精神类疾病的预后程度也不尽相同。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康复期的双相障碍组患

者在某些方面的认知功能较精神分裂症患者优，其

中包括注意力、执行功能以及记忆力。本研究结果

显示康复期的双相障碍患者在预后方面好于精神分

裂症患者。而在性别方面，康复期男性双相障碍患

者较康复期男性精神症患者优，注意力以及记忆力

上损害较少。本文研究中由于患者的研究样本较少，

男女比例均较少，需要后期进一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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