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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ying Contributes To The Presence of Psy-

chosis-like Experience Independently From 

Childhood Trauma 

 

赵杰 1 周福春 1 王传跃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Trauma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

tention as a risk factor for psychosi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ildhood trauma related to the family. There is evi-

dence that shows bullying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tic symptoms.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validat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ullying scale for adults (BSA-C)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ul-

lying and psychosis-like experiences (PLEs), current 

traumatic symptoms and emotional disturbances. 

    Methods  In the part I of the study,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ullying Scale (BSA) was translated into 

Mandarin Chinese versions (BSA-C) by two investiga-

tors independently, which were reviewed by two senior 

professionals. This process was followed by cognitive 

interview and back-translation, until agreement was 

reached for each item on the final version of BSA-C. 

    In the part II, BSA-C and a series of inventories 

were administered in 1316 college students, including 

the 15-item positive subscale of the community assess-

ment of psychic experiences (CAPE), the Chinese ver-

sion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 List-Civilian ver-

sion (PCL-C),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SSI). 

    Results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1258 students 

for analyses. 

    In part I,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BSA-C was 

achieved by Cronbach's alpha. A Cronbach's α of 0.924 

indicated perfect consistency. There were 123 students 

who completed the one-week retest, and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was 0.824 (P < 0.0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was performed in Sub-sample 

Group1. Four factors with eigenvalues more than 1 were 

extracted which explained 55.65% of the cumulative 

variance. We carried out Confirmatory Factorial Analy-

sis (CFA) in Sub-sample Group2 to verify the factor 

structure revealed in EFA. The four-factor model 

showed good fit for the data. The fit indices of the model 

were χ2 = 406.637, p < 0.001, RMSEA =0 .053, 

SRMR =0 .049, CFI = 0.980, and TLI =0 .977. 

    In part II, Spearman’s correlations indicated signif-

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BSA-C and CTQ, CAPE, 

PCL, SDS, SAS, and SSI. When CTQ was controlled in 

partial analys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AS-C and 

CAPT remained significant (r=0.407, P<0.001). 

    Conclusion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BSA-

C is the first bullying scale that has ever been used in 

China, which showed goo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Notably, bullying contributes 

to the presence of PLEs (CAPE scores) independent 

from childhood trauma related to family. The study has 

clinical implication that bullying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investigating traumatic experience 

in psychotic disorders. 

 

 

 

Striatum Activity Affects Working Memory 

Manipulation Performance Under Social 

Competition and Correlates with Expression 

of Schizophrenia-Related Genes in Healthy 

Adolescence 

 

张于亚楠 1 李明珠 1,2 张岱 1,2, Hao Yang TAN3 张晓
1 阎浩 1 岳伟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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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 Liber 脑发育研究所 

 

    Objective  Social competition affects human be-

havior by increasing competitive motivation and stress. 

Individuals differ in their behavioral performance dur-

ing social competition, which could be influenced by in-

dividual stress susceptibility. The neural and genetic 

mechanisms of individual behavioral performa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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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fic working memory process during social 

competition remain unknown. 

    Methods  Four hundred and eleven healthy sub-

jects of Han Chinese descent were examined the func-

tional MRI during a “number working memory task” 

which included social status threat stressors in half the 

trials. A general linear model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brain activity change during competition conditio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accuracy rate. A multivariate 

technique of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R) was 

then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weighted gene expression 

pattern that was best related to the brain activity change 

based on Allen Human Brain Atlas. 

    Result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higher accuracy percentage change during competition 

compared with noncompetition was significantly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bilateral striatum activity, which 

also showed decreased activity during competition (p < 

0.05, whole brain FWE corrected). The group with de-

creased activity in striatum during social competition 

showed higher accuracy (t = 3.07, p = 0.0026), which 

was validated in an independent cohort (t = 2.238, p = 

0.029). The transcription-neuroimaging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d that the genes most negatively weighted 

on the whole-genome expression map were enriched for 

several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especially schizo-

phrenia (p < 0.001, FDR correction). Beside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weights of genes 

downregulated in post mortem brain tissue from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

sion values (r = 0.197, p < 0.001). Consistent with this 

relationship, the neuroimaging study revealed that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showed abnormal not-sup-

pressed activity in striatum under social stress (t = 3.288, 

p = 0.0013). 

    Conclusion  The activity change of bilateral stri-

atum under social competition can be linked to the be-

havioral performance in healthy populations, as well as 

the brain expression profiles of a set of genes that en-

riched in dysregulated gene expression in schizophrenia. 

 

 

 

Plasma Metabolic Alterations and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Individuals at 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李志行 1 张天宏 1 徐丽华 1 唐莺莹 1 王继军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Clinical high-risk for psychosis 

(CHR-P) is characterized as subthreshold psychotic 

symptoms with a noticeable trend of developing psy-

chotic disorders.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CHR-P is criti-

cal to prevent the onset of psychosis, but there is no ob-

jective biomarker for CHR-P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due to the undefined pathogenesis. We performed meta-

bolic profiling of plasma samples based on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equipped with 

quadrupole time-off light mass spectrometry to explore 

plasma metabolic alterations the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CHR-P subjects. 

    Methods  Ninety medication naïve CHR-P sub-

jects and eighty-six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re-

cruited. The metabolic profiles of plasma samples were 

acquired using an untargeted metabolomics approach 

based on ultra-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

raphy equipped with 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The obtained data were further mapped 

on the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for 

pathway analysis, and an ensemble learning method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diagnostic biomarkers.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outcomes, Bayesia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then used to explore predicative biomarkers of con-

version to psychosis.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

agnostic or predicative value of potential biomarkers. 

    Results  A total of one hundred and four differen-

tial metabolites and forty-eight differential pathways 

were identified. The biosynthesis of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pathway perturbed most significantly in CHR-P 

subjects. A panel of five metabolites was found that 

could effectively discriminate CHR-P from HCs with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1 in the training set (70% 

of the samples) and 0.997 in the testing set (30% of the 

samples). There were twenty-three CHR-P subjects con-

verted to psychotic disorders during two-year follow-up, 

and increased 1-stearoyl-2-arachidonoyl-sn-glycero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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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r risk of conver-

sion to psychosis.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for the first time, 

demonstrate the alterations of plasma metabolic profiles 

in CHR-P population, which may potentially be valua-

ble biomarkers for its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outcome 

prediction. 

 

 

 

Commonalities and Specificities of Brain 

Morphological Abnormalities Across Four 

Major Mental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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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bo Li1,2, Zhi Yang1,2  

1）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Institute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athogenesis and brain character-

istics of mental illness remain unclear. Although previ-

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mental disorders are ac-

companied by abnormal brain morphology, a critical 

challenge is the vagu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onal-

ities of abnormal brain morphology across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 and their specific abnormalities, hin-

dering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brain imaging.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common morphological abnormali-

ties of four major mental disorders (bipolar disorder, B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schizophrenia, SZ;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and their specific 

abnormalities and attempte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 of 

the four mental disorders in a high-dimensional neuro-

anatomical abnormality space. 

    Methods  Based on 1281 cases of brain imaging 

data from a single-center brain imaging database 

(BD/MDD/SZ/OCD: 241, healthy control: 317), we 

first extracted 300 regional morphological features (sur-

face area, folding, thickness, and thickness variation of 

34 cortical regions in each hemisphere, and volume of 

28 subcortical structures) of each subject’s brain via 

FreeSurfer based on T1 images, and then normalized the 

features into the aberrance probability after age, sex, 

and total intracranial volume being regressed out. We 

first used a series of Kruskal-Wallis tests (with FDR cor-

rections) to highlight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com-

mon across disorders and those specific to a single dis-

order. Then, we explored the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neuroanatomical abnormality space via an explana-

tory factor analysis based on PCA with oblique rota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ve distributions for the four disorders 

along each dimension of the abnormality space. 

    Results  Univariate analyses revealed common 

abnormalities of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cross BD, 

MDD, and SZ, additional commonalities between BD 

and MDD, between BD and SZ, and between MDD and 

SZ, as well as common abnormalities of morphological 

features between SZ and OCD. We also observed spe-

cific abnormalities of morphological features for each 

mental disorder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univariate anal-

yses. We further conducted an explanatory factor analy-

sis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 of the four mental disorders 

in a neuroanatomical abnormality space. Consistently, 

this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common abnormali-

ties of latent morphological patterns across BD, MDD, 

and SZ, additional commonalities between BD and 

MDD, and between BD and SZ, as well as common ab-

normalities of latent morphological patterns across BD, 

SZ, and OCD. We also observed specific abnormalities 

of latent morphological patterns for MDD and SZ. 

    Conclusion  Our data support common abnor-

malities of brain morphology across multiple mental 

disorders, as well as specific abnormalities for each dis-

order. Further decomposition of the neuroanatomical 

abnormality space improve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u-

tual relations across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 

 

 

 

深部磁刺激对精神分裂症治疗抵抗患者的初

步研究 

 

祝永俊 1 刘登堂 1,3 甘鸿 1 岑海欣 1 蒯新平 1 卓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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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科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3）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目的  抗精神病药物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治疗

方法，而部分患者疗效欠佳，被称为治疗抵抗患者。

前扣带回（ACC）异常可能是导致精神分裂症治疗

抵抗的病理基础。深部磁刺激（DTMS）是一种新的

物理干预手段，可以刺激大脑深部结构，而 H7 线圈

可以精准刺激 ACC。本研究探讨应用 DTMS-H7 线

圈对精神分裂症治疗抵抗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本项目为随机双盲对照试验设计，研究

期间所有被试的药物治疗方案不变。共纳入 17 例精

神分裂症治疗抵抗患者，基于 H7 线圈干预 ACC，

干预时间为 4 周（5 次/周），研究组给予 1Hz 低频的

高强度刺激，而对照组给予低强度刺激（刺激强度

不超过 10%，被认为不超过颅骨）。应用阳性和阴性

症状量表（PANSS）、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精神

病症状维度评定量表（CRDPS）及卡尔加里精神分

裂症抑郁量表(CDSS)评定患者的精神症状及其严重

程度。采用 Matrics 认知成套测验（MCCB）评定被

试的认知功能，应用 UCSD 基于任务表现的社会技

能评估-简明版（UPSA-B）评估社会生活功能。 

    结果  （1）在治疗结束时两组 PANSS 阳性症

状评分在时间效应、时间*分组效应中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的阳性症状分数

明显降低，且两组间评分有统计学差异（p＜0.05）；

（2）在认知综合评分中，两组在时间*分组效应中

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认知功能视觉学习测验

中，两组在时间*分组效应中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推理和解决问题能力测验中，两组在分组

效应、时间*分组效应中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社会生活能力评分中，两组在时间效应及分组效

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但交互作用无显著性。 

    结论  本研究初步揭示低频刺激前扣带回可以

改善精神分裂症治疗抵抗患者的阳性症状，以及部

分认知功能（如视觉学习，推理和解决问题能力）。 

 

 

 

Network Pharmacology-based Exploring for 

Therapeutic Mechanism of Liu-Yu-Tang in 

Atypical Antipsychotic Drug-induced Meta-

bolic Syndrome 

 

李宁宁 1 项思莹 1 黄欣欣 1 李雨婷 1 罗超 1 鞠培俊
1 徐一峰 1 陈剑华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Metabolic syndrome (MetS) is preva-

lent in patients receiving atypical antipsychotic drugs 

(AADs). However, there are few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decoction Liu-Yu-Tang 

(LYT) has achieved clinical improvement for AAD-

induced MetS, but the potential pharmacological mech-

anism remains unclear.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LYT’s therapeutic effect on 

AAD-caused MetS. 

    Methods  A network pharmacology-based 

method was utilized in this study, which offers system-

level insights of mu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drugs and 

diseases.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unbiased natural-

ity of network pharmacolog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

ory of holism, the core characteristic of TCM, helping 

to uncover overall mode of action. First, TCMSP and 

SwissTargetPrediction database were used to acquire 

plasma-absorbed components and putative targets of 

LYT, respectively. Second, interaction network between 

shared targets of LYT and MetS was constructed by 

online tool STRING. Topological analysis were per-

formed to extract hub gene targets. Finally, we conduct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pathway analysis of gene targets to reveal biological 

pathways of LYT. 

    Results  We obtained 655 putative targets of LYT, 

434 known targets of AADs and 1577 MetS-related 

genes targets. There are 232 shared targets between LYT 

and MetS. Through interac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topological analysis, we got 60 hub targets and dis-

covered PI3K, MAPK1, MAPK3, MAPK8, NF-κB 

(RELA), IL-6, IL-8 and TNF are more important in 

LYT’s treatment for AAD-induced MetS. Pathway en-

richment analysis revealed the statistically high signifi-

cance of AGE-RAGE signaling pathway in diabetic 

complications and insulin resistance pathway. 

    Conclusion  LYT might control activities of key 

molecules PI3K, MAPKs, NF-κB (RELA) or some pro-

inflammatory factors to regulate AGE-RAGE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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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 in diabetic complications and insulin resistance 

pathway, further producing therapeutic effects for AAD-

induced MetS. 

 

 

 

Cross-Disorder Analysis of Shared Genetic 

Components Between Cortical Structures and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李宗昌 1,2 欧阳丽君 1 陈晓岗 1,2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2）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湘雅二医

院） 

 

    Objective  Large-scale neuroimaging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similar patterns of structural brain 

differences across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but the 

underlying genetic etiology behind thes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 cross-disorder patterns are not well under-

stood. To address this, we investigated SNP and gene-

level genetic correlations between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 cortical structures (cortex-disorder shared 

genetic components) using the largest GWAS summary 

statistics and provided comprehensive cross-disorder 

analyses of cortex-disorder shared genetic components 

in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Methods  GWAS summary data-sets for atten-

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20,183 cases 

and 35,191 control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18,381 cases and 27,969 controls), bipolar disorder (BD, 

41,917 cases and 371,549 controls),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170,756 cases and 329,443 controls), 

and schizophrenia (SCZ, 69,369 cases and 236,642 con-

trol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Psychiatric Genomics 

Consortium (PCG)  and cortical structures (51,665 in-

dividuals) were obtained from ENIGMA Consortium 

including data on surface area and thickness of the 

whole cortex and 34 regions of the Desikan-Killiany at-

las. We performed SNP-bas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score regression (LDSC) and gene-based Rank–rank 

hypergeometric overlap (RRHO) analyses to estimate 

the extent of cortex-disorder shared genetic components. 

Then, cross-disorder similarities in cortex-disorder 

shared genetic components were assessed using corre-

lational analyses, and the shared and unique patterns of 

cortex-disorder shared genetic components among five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were further explored using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ith oblique rotation. 

    Results  We found week genetic correlations be-

tween some cortical structures and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The patterns of cortex-disorder shared genetic 

components have medium-to-strong positive correla-

tions in ADHD, BD, MDD, and SCZ (r = 0.415 to r = 

0.806), and ASD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DHD, BD, and SCZ (r = 0.388 to r = 0.403). These 

pairwise correlations of shared patterns in cortex-disor-

der shared genetic components among disorder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orresponding cross-disor-

der similarities in cortic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ac-

counting for 44% variance (r=0.668, p=0.035). In addi-

tion, one latent shared factor consisted primarily of BD, 

MDD, and SCZ, explaining 62.47% of the total variance 

in cortex-disorder shared genetic components of all dis-

orders. 

    Conclusion  Our analyses showed substantial 

similarities in cortex-disorder shared genetic compo-

nents across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These findings 

bridged the gap between shared cross-disorder heritabil-

ity and shared structural brain differences in major psy-

chiatric disorders, an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 for 

shared genetic basis of cortical structures in these disor-

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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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精神医学学组 

 

精神专科住院医师遭受工作场所暴力、职业

倦怠与自杀意念的调查研究 

 

夏磊 1,2 蒋锋 3 汤宜朗 4 刘寰忠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 

3）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 

4）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mory University 

 

    目的  精神科住院医师工作于临床的最前线，

更容易遭受工作场所暴力（WPV），可能会出现职业

倦怠和自杀意念。本研究针对精神科住院医师遭受

WPV、职业倦怠和自杀意念的流行率进行调查，并

分析 WPV 与职业倦怠、自杀意念之间的联系。 

    方法  于 2021 年 1 月至 3 月，采用标准化问卷

对全国的 41 家省级精神专科医院的精神科医师进

行普查。采用改编版的工作场所暴力调查问卷对参

与者过去 12 个月遭受的 WPV 及其频率进行调查，

内容包括言语暴力、躯体暴力、性相关暴力；采用工

作倦怠感量表（MBI-HSS）对职业倦怠进行评估，

以过度情绪衰竭（≥27）和（或）过度情感疏远（DP 

≥10）判定为职业倦怠；以及采用标准化问题对参与

者过去 12 个月的自杀意念进行记录。 

    结果  （1）一般资料：1099 名精神住院精神科

医生参与调查，通过逻辑条件剔除后剩余 1038 例

（有效率 94.5%）。平均年龄为 30.3 ± 4.7 岁；其中

男性 358 例（34.5%）、女性 680 例（65.5%）。（2）

WPV：精神科住院医师过去 12 个月遭受言语暴力、

躯体暴力、性暴力的比例分别为 58.9%、32.0%、

19.7%，至少遭受一种 WPV 的比例为 65.4%。（3）

总体、男性、女性职业倦怠患病率分别为 26.3%、

33.2%、22.6%；自杀意念患病率分别为 14.8%、16.2%、

14.1%。（4）控制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

工作年限、地区、收入等社会人口学变量后，每周工

作超过 44 小时（OR: 1.40, 95%CI: 1.02-1.92）、遭受

WPV 者[≤1 次/月(OR: 2.61, 95%CI: 1.68-4.06)：>1 次

/月或更频繁：(OR: 6.24, 95%CI: 3.76-10.34)]显著增

加职业倦怠的风险；每周工作超过 44小时（OR: 1.50, 

95%CI: 1.01-2.21）、遭受 WPV 者[≤1 次/月(OR: 2.39, 

95%CI: 1.40-4.11)：>1 次/月或更频繁：(OR: 3.67, 

95%CI: 1.98-6.79)]显著增加自杀意念的风险。 

    结论  精神科住院医师遭受 WPV 较为常见，

需要医疗机构加强对医患纠纷的防范，加强安全管

理。住院医师易发生职业倦怠以及不良的心理健康

问题，应该给予该人群更多的关注，保障其合理的

诉求得到满足。 

    基金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Treat-

ment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

log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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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8）中南大学 

9）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0）北京大学 

11）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2）宁夏医科大学 

13）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Background  In China, depressive disorders 

have been estimated to be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s). However,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epidemiological data for depressive dis-

orders, in particular depressed adults’ mental health ser-

vices use, are still unavailable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is a p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Survey (CMHS), 2012–15. 

    Methods  The CMHS recruited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28140 Chinese residents (≥ 18 years)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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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tage proportional-to-population-size sampling 

method. Trained investigators interviewed the partici-

pants with the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

terview 3.0 to ascertain the presence of lifetime and 12-

month depressive disorders according to DSM-IV crite-

ria, including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dys-

thymic disorder, and depressive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DD-NOS). The participants with 12-month 

depressive disorders were asked whether they ever re-

ceived any 12-month treatment for their emotional 

problems and the specific types of treatment providers. 

The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QIDS-SR) and Sheehan Disability Scale (SD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and role impairments as-

sociated with 12-month depressive symptoms, respec-

tively. 

    Findings  Significantly higher lifetime and 12-

month prevalence of any depressive disorders were ob-

served in women than men (OR: 1.44, 95%CI: 1.20-

1.72 and OR: 1.41, 95%CI: 1.12-1.78), in unemployed 

persons than persons of other occupation (most were un-

employment) (OR: 1.34, 95%CI: 1.08-1.65 and OR: 

1.70, 95%CI: 1.30-2.22), and in separated/widowed/di-

vorced than married/cohabitating persons (OR: 1.85, 

95%CI: 1.40-2.46 and OR: 1.87, 95%CI: 1.39-2.51). 

Western China had the highest lifetime prevalence of 

any depressive disorder (7.30%), followed by central 

(6.93%) and eastern China (6.37%). Western (3.88%) 

and central China (3.87%) had similar 12-month preva-

lence rates of any depressive disorder, both higher than 

eastern China (3.16%). Overall, 75.9% persons with 12-

month depressive disorders had role impairment of any 

SDS domain: 83.6% for MDD, 79.8% for dysthymic 

disorder, and 59.9% for DD-NOS. The individuals with 

MDD had the most severe role impairment of any SDS 

domain, with 32.8% rating of this impairment rated as 

“severe” or “very severe”, followed by dysthymic dis-

order (31.6%) and DD-NOS (14.0%). In total, 88.7% of 

individuals with 12-month depressive disorders had 

clinically significant depressive symptoms: 94.7% for 

MDD, 94.1% for dysthymic disorder, and 77.6% for 

DD-NOS. MDD and dysthymic disorder had similar 

proportions of “severe” or “very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43.0% and 42.1%), which were higher than 

DD-NOS (13.9%). Meanwhile 9.5% of participants 

with 12-month depressive disorders were treated in any 

treatment sector. 

    Interpretation  Depressive disorders are associ-

ated with role impairments, symptom severities, and 

disabilities are severe in China. 

 

 

 

Suicide Attempt Among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Rates and 

Influence Factors 

 

Shiyi Hou1, Xiuhong Yuan1, Yanmei Shen2  

1 ）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3, China 

2）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

ders, and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

sha 410011, Hunan, China 

 

    Objective  Suicide is a leading cause of death and 

disability globally. However, few previous researches 

were focused on suicidal attempts in a nonclinical sam-

ple of adolescents , especiall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in China.This study is to 1) describe the rates of 

suicide attempt in a sampl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2) and evaluate the latent influ-

encing psychological and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Methods  Participants were 173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age=13.11, SD=0.96, 52.5% males) from 

Changsha, a central city of Hunan Province, China, us-

ing cluster sampling. The survey was filled by students 

online.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assessments of 

suicide attempts and socio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Childhood maltreatment was measured b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21 (DASS-21) was ad-

ministered to assess th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levels of these students over the past week. Differences 

in the rates of psychological and demographics factors 

between the group with and without suicidal attempt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Chi-square (Χ2) test. Log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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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valu-

at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on suicide at-

tempt. 

    Results  7.5% of these participants reported pre-

vious suicide attempt in past year.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ental disorder history 

(odds ratio (OR),4.105; 95% confidence inter-

val(CI),1.099-15.339), physical abuse (OR, 2.117; 95% 

CI,1.164-3.848), depression (OR, 2.376; 95%CI, 1.283-

4.399), stress (OR,1.734; 95% CI,1.021-2.944) and anx-

iety (OR, 2.510; 95%CI, 1.184-5.320) were independ-

ent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attempt after controlling for 

confounding variables. 

    Conclusion  Quite a few of middle students re-

port suicide attempt in this research. Mental disorder 

history, physical abuse, depression, stress and anxiety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e attempt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ich provides a evidence to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e attempt. Lessening 

childhood trauma and mental distress maybe latent 

way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attempt. 

 

 

 

父母教养方式、儿童期虐待和生活事件与青

少年抑郁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张萌 1 卢瑾 1 许秀峰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了解来精神科就诊的青少年抑郁发

作患者和健康青少年的社会人口学基本信息和心理

健康的相关状况，探索父母教养方式、儿童期虐待

经历和青少年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发作的关系。 

    方法  病例组纳入的样本为就诊于昆明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门诊及住院部的诊断为抑郁

发作的青少年患者，对照组为随机选取的中学的在

校学生，完成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采用自编的一般

情况病例报告表，分别对病例组和健康对照组进行

施测，应用 SPSS 软件对病例组和对照组的人口学

信息及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性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此外，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

究父母教养方式、儿童期虐待经历和青少年生活事

件与青少年抑郁发作的关系。 

    结果  1. 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随着

年龄增长，患抑郁发作风险降低，是患病的保护因

素。而就读高中（OR=3.772）成为了患病的危险因

素。近一周平均每天上网时间（OR=1.556）每增加

1 小时，患抑郁发作发作的风险增加 55.6%。经常或

总是有孤独感（OR=9.634）和经历较多的负性生活

事件（OR=3.479）是危险因素。父母给予温暖成为

患病的保护因素。 

    2.青少年抑郁与儿童期虐待经历（r=0.699）、青

少年生活事件（r=0.695）、父母拒绝（r=0.545）与父

母的过度保护（r=0.382）呈正相关，与父母给予的

情感温暖（r=-0.527）呈负相关；父母给予的情感温

暖与儿童期虐待经历（r=-0.669）、青少年生活事件

（r=-0.451）和父母拒绝（r=-0.451）呈负相关，与父

母的过度保护（r=-0.208）相关性不显著。其中父母

拒绝和儿童期虐待经历相关性最高（r=0.704）。 

    3.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我们看到：

父母教养方式的包含的三个维度（父母拒绝、父母

情感温暖和父母过度保护）分别作用于抑郁的效应

关系当中，儿童期虐待经历发挥的作用均大于生活

事件的作用。 

    结论  1. 路径分析：儿童期虐待经历和生活事

件在父母拒绝维度及父母过度保护维度之间起完全

中介的作用，在父母给予的情感温暖中起部分中介

的作用。 

    2. 青少年抑郁发作与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儿

童期遭受虐待和负性生活事件有关，父母选择拒绝

或者对其过度保护等养育手段，与青少年抑郁发病

有关。同时，儿童期遭受虐待和所经历的负性生活

事件，对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抑郁之间具

有一定的中介作用。 

 

 

 

Developing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on,anxiety 

and Insomnia Following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A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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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大学 

 

    Objective  Substantial social repercussions fol-

lowing COVID-19 might have long-term impact on 

public mental health. The study aims to depict the de-

veloping trajectory of mental health symptoms（i.e. de-

press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identify symptom 

co-development trajectory patterns and susceptible 

groups following COVID-19, based on repeatedly col-

lected data from 18804 individuals in a nationally rep-

resentative sample. 

    Methods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Joybuy, an e-commenc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

form with approximately 0.44 billion users. Three sur-

veys were field from February 28,2020 to March 

11,2020,  July 8,2020 to August 8,2020, and January 

29,2020 to April 26,2020, representing initial peak, af-

termath of initial peak and post-pandemic period, re-

spectively. In all three surveys, we simultaneously used 

untargeted and targeted methods to invite survey partic-

ipants to complete measurement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with PHQ-9,GAD-7 and ISI. Participants 

providing data for at least two surveys were included in 

analysis. We fitted unconditional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to estimate general mental health changing tra-

jectories, conditional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to 

identify susceptible groups, and growth mixture model 

to capture co-development trajectory patterns. 

    Results  Of the 18804 participants, 8558 were 

male and 12364 (65.8) were under 40. Over the course 

of COVID-19, depression mildly worsened (B[SE] for 

intercept, 3.49[0.04], p<0.001; B[SE] for slope, 

0.43[0.05], p<0.001 ), while anxiety (B[SE] for inter-

cept, 3.65[0.04], p<0.001; B[SE] for slope, -0.60[0.04], 

p<0.001 ) and insomnia (B[SE] for intercept, 5.25[0.03], 

p<0.001; B[SE] for slope, -0.49[0.03], p<0.001 ) ame-

liorated. Males, youngsters,the unmarried, the impover-

ished,  those with psychiatric disorders, COVID-19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individuals with oc-

cupational covid-19 exposure risk or engaging in first-

line work, individuals with quarantine experiences, liv-

ing in places severely affected by initial peak or resur-

gences, with increases in workload, individuals who 

suffered unemployment or did not comply to self-pro-

tective measures demonstrated higher distress level dur-

ing initial peak, and the difference maintained till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as indicated by the significant in-

tercept and unsignificant slope factors. Five symptom 

co-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the normal stable group (63.4%), mild stable 

group(15.3%), mild-increase to decrease 

group(11.7%),mild-decrease to increase group(4.0%), 

and moderate/severe stable group(5.5%). 

    Conclusion  Depression tends to persist, while 

anxiety and insomnia tends to recover at one year after 

COVID-19 outbreak. Individual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psychologically affected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Alt-

hough most individuals follow the normal stable trajec-

tory, nearly 40% display abnormal distress level or psy-

chological fluctuation who deserve clos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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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精神病学组 

 

老年精神病住院患者的躯体合并症及药物治

疗——一项回顾性的描述分析研究 

 

刘红梅 1 朱云程 1 张晨 1 方贻儒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躯体合并症是老年精神病患者面临的一

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增加了患者的死亡风险，还影

响精神疾病的病情、治疗和预后。我们拟通过研究

老年精神病住院患者的治疗药物使用情况，来研究

其躯体合并症及药物治疗的情况。 

    方法  对 2005 年至 2015 年在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住院的老年精神病患者的年龄、性别、治疗药

物和诊断（基于 ICD-10）相关数据进行回顾性地描

述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3115 例≥50 岁的老年精神

病住院患者，年龄中位数及范围为 56 (50-98)岁，女

性 1824 名 (58.6%)，女性患者年龄显著大于男性 

(P=0.001)。患者人数最多的前 5 种诊断分类为：精

神分裂症 (F20) 1818（58.3%）例;抑郁发作(F32) 457

（14.6%）例; 双相情感障碍(F31) 151（4.8%）例, 躁

狂发作 (F30) 143 （4.6%）例, 血管性痴呆(F01) 136

（4.4%）例。处方率最高的前 5 类药物分别为：精

神药物（99.9%）、中枢神经系统药物（85.2%）、消

化系统药物（83.5%）、心血管系统药物（循环系统

药物）（72.5%）和抗感染药物（59.6%）。此外，合

并使用泌尿生殖系统药物、骨及关节药物、呼吸道

系统药物和激素及内分泌系统药物的百分比分别为

16.2%、14.7%，14.2%和 12.6%。其中，合并使用抗

抑郁药物（男性 45.4% VS 女性 51.9%）、抗焦虑药

物（男性 36.9% VS 女性 47.3%）、抗心律失常药物

（男性 19.5% VS 女性 22.5%）和激素及内分泌系统

药物（男性 35.0% VS 女性 65.0%）均为女性患者显

著高于男性患者，而合并使用心境稳定剂（男性 44.0% 

VS 女性 40.2%）和泌尿生殖系统药物（男性 18.0% 

VS 女性 14.6%）则为男性患者显著多于女性患者。

F01 患者合并使用心血管药物、消化系统药物、泌尿

生殖系统药物、呼吸系统药物最多，而骨及关节药

物比较少；F20 患者合并使用神经系统药物和骨及

关节药物最多；但 F32 患者合并使用的中枢神经系

统药物、泌尿系统药物、呼吸系统药物和 F31 患者

的心血管系统药物、消化系统药物均少于其他患者。 

    结论  躯体共病的合并治疗在中国老年精神病

住院患者中极为普遍，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药

物、心血管系统药物、呼吸道系统药物、泌尿生殖系

统药物和骨及关节药物的合并治疗最为常见。 

 

 

 

母孕期经历地震的成年男性代谢指标对认知

的影响 

 

王凡 1 安翠霞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母孕期经历地震的成年男性群体中

体重指数、血脂、血糖对认知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唐山开滦矿业集团的职工，

均在母孕期经历地震。1、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测

量身高，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MI)；采集空腹血生

化指标。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简易视觉空

间记忆测验和霍普金斯词汇学习测验评估认知。2、

根据体重指数分组，BMI<18.5 kg/m2 为体重过轻，

18.5≤BMI ＜ 25 kg/m2 为体重正常， 25≤BMI ＜

30kg/m2 为体重过重，BMI≥30kg/m2 为肥胖。3、根

据血脂分组，TC<5.2 mmol/L，HDL≥1.0 mmol/L 为

血脂正常组，TC≥5.2 mmol/L， HDL≥1.0 mmol/L 为

胆固醇异常组，  HDL＜1.0 mmol/L，且 TC<5.2 

mmol/L 为高密度脂蛋白异常组。4、根据血糖分组，

空腹血糖≥5.6mmol/L 为空腹血糖受损组，血糖＜

5.6mmol/L 为血糖正常组。分别比较各组之间的认知

功能。 

    结果  1、不同体重组间比较后发现，四组在

nRpe（F=8.702 ，P=0.034）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但是经两两对比后无统计学差异。2、根据血脂情况

无论如何分组，均未发现各组之间的认知功能存在

差异。3、和空腹血糖正常的个体比较，空腹血糖受

损组的 BVMT-R1（Z=-2.16，P=0.031），BVMT-R2

（Z=-3.359，P=0.001），BVMT-R3（Z=-3.307，

P=0.001），BVMT-总分（Z=-2.967，P=0.003），Cc（Z=-

2.078，P=0.038）成绩较差有统计学意义；把血糖与

认知指标做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后，发现血糖水平与

BVMT-R1、BVMT-R2、BVMT-R3、BVMT-总分、Rc%、

Rf%呈负相关，与 Re、Rp、Rpe、Rpe%成正相关。 

    结论  1、母孕期经历地震的成年男性中，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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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血脂对认知影响不明显。2、空腹血糖受损的

个体视空间记忆及执行功能下降，血糖是视空间记

忆的危险因素。 

 

 

 

Cognitive Improvement Is Correlated with 

Increased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Default Mode Network by Personalized 

RTMS in Alzheimer's Disease 

 

Lili Wei1, Jintao Wang1, Yingchun Zhang1, Luoyi Xu1, 

Kehua Yang1, Xinghui Lv1, Zhenwei Zhu1, Qian Gong1, 

Weiming Hu2, Xia Li3, Mincai Qian4, Yuedi Shen5, Wei 

Chen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ir Run Run Shaw Hos-

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

zhou, China 

2 ）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Quzhou, Quzhou, 

Zhejiang, China 

3）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China 

4 ）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uzhou, Huzhou, 

Zhejiang, China 

5）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Hang-

zhou, Zhejiang, China 

 

    Objective  We aim to study whether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guided rTMS of 

the parietal lobe is feasible and the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underlying rTMS 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

mer's disease. 

    Methods  In the present report,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sham-controlled rTMS trial was conducted 

in mild-to-moderate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High-

frequency rTMS was delivered to a subject-specific left 

lateral parietal region that demonstrated highest func-

tional connectivity with the hippocampus using resting-

state fMRI. The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and Philadelphia Verbal Learning Test (PVLT) 

were used to evaluate 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s. 

    Results  Patients receiving active rTMS treat-

ment (n=31)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MMSE, 

PVLT-Immediate recall, and PVLT-Short Delay recall 

scores after two weeks of rTMS treatment, whereas pa-

tients who received sham rTMS (n=27)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se measures. Dynamic func-

tional connectivity (dFC) magnitude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in the active-rTMS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fter two weeks of rTMS 

treatment, an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found in the 

sham-rTMS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hanges of the MMSE and changes 

of the dFC magnitude of DMN in the active-rTMS 

group, but not the sham-rTMS group.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are novel in demon-

strating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fMRI-

guided rTMS treatment in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and DMN might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rapeutic effec-

tiveness of rTMS in Alzheimer’s disease. 

 

 

 

Effects of An Enhanced Training on Primary 

Care Provider Knowledge, Attitudes, Service 

and Skills of Dementia Detection: A Random-

ized Controlled Trial 

 

Xiaozhen Lv1, Mei Zhao2, Tao Li1, Changzheng Yuan3, 

Chengcheng Pu1, Zhiying Li1, Na Zhang4, Xin Yu1, 

Huali Wang1  

1）Dementia Care & Research Center, Peking Univer-

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Sixth Hospital), Beijing 

Dementia Key Lab, Beijing 100191, China 

2）Academic Unit for Psychiatry of Old Age, Depart-

ment of Psychiatry,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3052, VIC, Australia 

3）Department of Big Data and Health Scienc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

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4）Psychological Department, Beijing Anzhen Hospi-

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9, China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

fect of an enhanced training on the competence and ser-

vice of PCPs for dementia detection. 

    Methods  We conducted a cluster-randomiz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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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vention trial over six months, involving 170 physi-

cians and nurses in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which lo-

cated in Fangshan and Fengtai District, Beijing, China. 

The enrolled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standard training group, or to the en-

hanced training group. The standard training group re-

ceived half-day didactic lectures, three monthly face-to-

face supervisions, three months online support and a de-

mentia screening toolkit. The enhanced training group 

received three more monthly face-to-face supervisions 

and three more months online support. Physicians and 

nurses serving older adults in these centers were eligible 

participants.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bout dementia 

screening and provided dementia screening service 

were assessed at baseline, immediately post-training. 

The participants’ opinion of the training was also col-

lected immediately post-training. Mixed effect models 

were appli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outcome 

measures over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 total of 73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standard training group and 97 to the enhanced 

training group. The mean age was 37.2 years and 63.9% 

were wom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able at baseline.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knowledge score (range 0-30) 

was found in both groups (21 to 24 in the standard train-

ing group, and 21 to 25 in the enhanced training group), 

but the increase was similar in both groups. The propor-

tion of providing dementia screening service during in-

tervention perio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baseline in both groups, respectively (23.7%% to 31.7% 

in the standard training group, and 22.9%% to 47.1% in 

the enhanced training group), and  the enhanced train-

ing group increased more than the standard training 

group (P=0.029). The attitude score (range 0-10) of the 

two groups both remained constant post training. Most 

of trainees rated the training positively both for useful-

ness and applicability, and the absence of  public liter-

acy about dementia detection was one of the reasons 

hindering dementia detection. 

    Conclusion  The enhanced training had similar 

effect on the knowledge of PCPs comparing with the 

standard training, but better on continuous service and 

skills of PCPs for dementia detection. 

 

 

 

老年期抑郁症患者外周血神经丝轻链蛋白水

平及其与脑影像的相关性研究 

 

仇琦 1 聂婧 1 房圆 1 赵璐 1 朱墨 1 孙琳 1 李霞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老年期抑郁症(Late Life Depression, LLD)

患者异质性高，发生原因复杂，结局转归不一，部分

研究认为老年抑郁可能是痴呆的前驱期，并由相同

的发病机制。神经丝轻链蛋白(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NfL)是多种神经疾病发生发展的标记物，包括

阿尔茨海默病、运动神经元病等，可能科预测疾病

的发展及预后。本研究拟探索 LLD 患者中 NfL 水

平，及其与临床症状包括神经认知功能、大脑皮层

厚度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招募入组 LLD 患者 31 位，39 位正

常认知老人，采集其一般情况，老年抑郁自评量表

(GDS)评估其抑郁情绪，MoCA 评估其认知功能，并

采集外周静脉血。通过超灵敏 SIMOA 平台检测血

浆 NfL 水平。其中 17 位 LLD 患者进行结构磁共振

扫描。 

    结果   LLD 与认知正常老人平均年龄为

70.58±5.76 vs 70.38±3.91，受教育年限为 11.16±3.44 

vs 13.26±2.77, p=0.008，性别构成、吸烟饮酒、高血

压、糖尿病、高血脂患病率无差异，MoCA21.33±4.76 

vs 25.74±2.31, p<0.001 ， GDS 为 13.81±7.5 vs 

4.49±3.93, p<0.001，血浆 NfL 水平为 15.82±7.57 vs 

12.77±2.24, p=0.037。在 LLD 患者中，NfL 水平与年

龄呈正相关(r=0.60, p<0.001)，与MoCA呈负相关(r=-

0.415, p=0.022)，与 GDS 分数不相关。在 17 位行结

构磁共振 LLD 患者中，NfL 水平与右侧颞极皮层厚

度呈负相关(r=-0.572, p<0.001)。 

    结论  老年期抑郁症患者外周血 NfL 水平较认

知正常老人高，且与认知功能及右侧颞极皮层厚度

相关。未来预期通过外周血 NfL 动态水平变化，结

合多模态影像学预测 LLD 患者的转归。 

 

 

 

基于结构像磁共振和深度学习对上海社区正

常老人认知转归的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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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玲 1 潘永生 2 刘明霞 3 肖世富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3）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放射系 

 

    目的  阿尔茨海默病（AD）的早期诊断是临床

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患者出现明显痴呆症状的

数年前大脑就已出现人眼无法分辨的病理性改变，

而利用脑结构像磁共振和深度学习方法有望捕获与

疾病相关但人眼难以发现的微弱变化。 

    方法  本研究首先对公开的 ADNI-1 数据集和

上海社区一项 7 年随访研究涉及的脑结构像磁共振

数据进行相同的预处理，包括去脑壳、空间标准化

两个步骤，然后通过一个两阶段的深度学习模型在

ADNI-1 数据上训练一个预测模型（认知稳定 vs. 认

知下降）。该模型主要包含两个关键步骤：（1）第一

阶段在结构像磁共振图像中自动定位出与疾病相关

的关键区域，（2）第二阶段输出预测结果。最后，该

预测模型将在上海社区一项 7 年随访研究中进行测

试和验证。 

    结果  在预测模型中选择 ADNI-1 中的 845 例

受试者作为训练集，将 AD 和 3 年内进展为 AD 的

进展型轻度认知障碍（MCI）的作为阳性组，将 3 年

随访认知正常或者稳定型 MCI 定义为对照组。第一

阶段的卷积网络筛选出了对于训练集最有代表性的

20 个关键区域。这些关键脑区分布在海马、杏仁核、

颞叶、海马旁回、岛叶和小脑前部。第二阶段的卷积

网络根据筛选出的脑区计算预测值（Predictive index，

PI）。在一项为期 7 年的上海社区队列研究(CLAS 研

究)进行了测试，共有 109 例基线认知正常的上海社

区老人被试纳入测试集：随访 7 年后，69 名老人认

知保持正常,记为稳定型 NC 组；40 例进展为轻度认

知缺损（MCI），记为进展型 NC 组。两组人群的 PI

值上存在统计学差异（0.31±0.13 vs 0.42±0.15，p＜

0.001，t=16.298）。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

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情绪、躯体情况和基线

MoCA 分数后，认知稳定组 vs.认知进展组的 PI 值

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2）。在临床相关性方面，

PI 值与情景记忆评分存在相关性（p=0.022,r=0.36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支持 AD 在发病前甚至认知

功能正常阶段存在可被发现的大脑结构改变，而基

于深度学习模型提取的脑结构特征有望在今后用于

AD 的早期诊断。 

 

 

 

Functioanal and Structrual Abnormalities of 

Olfactory-related Regions in The Alzheimer's 

Disease Spectrum 

 

陈贲 1 王强 1 钟笑梅 1 宁玉萍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Odor identification (OI) dysfunction, 

a predictor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is early present 

with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SCD) stage and deep-

ens with disease severity in the AD spectrum, but its un-

derlying brai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remains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if OI dys-

function in SCD is associated with hippocampal abnor-

malities, and explore which other olfactory-related re-

gions may be involved in AD development. 

    Methods  Seventy-three subjects with SCD, 106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30 with AD and 

77 normal controls (NC) were recruited, and they un-

derwent assessment of OI,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ning. Across the four 

groups, grey matter volume (GMV),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of olfactory-related re-

gions were compared. Additionally, regression and me-

diation analyses were used to explore relationships 

among OI, cognition and neuroimaging indicators. 

    Results  SCD subjects exhibited no significant 

hippocampal abnormalities compared with NC groups, 

but their ReHo of right caudate nucleus increased sig-

nificantly and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OI. In the 

ANCOVA across the four groups, gradually reduced 

GMV and FC, increased ALFF and ReHo in olfactory-

related reg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AD development. 

Regression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GMV of the left 

hippocampus was the strongest neuroimaging indicator 

associated with OI and cognition across all subjects. 

Mediation analyses demonstrated GMV of left hippo-

campus was a partial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OI and cognition. 

    Conclusion  Throughout the AD spectrum, 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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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abnormalities may be ahead of structural abnor-

malities, and atrophy of primary olfactory regions is 

more severe than the secondary olfactory regions. Left 

hippocampu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I 

and cognition in AD spectrum, and caudate abnormali-

ties contributed to the OI dysfunction of SCD subjects. 

 

 

 

基于血清小分子核糖核酸的阿尔茨海默病诊

断模型构建与验证 

 

廖峥娈 1 陈嫣 1 于恩彦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 的   基 于 血 清 小 分 子 核 糖 核 酸

(microRNA,miRNA）构建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预测诊断模型。 

    方法  从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下载 1 021 例

AD 患者和 288 名健康对照者血清 miRNA 芯片数

据，共 1 309 个样本。按年龄匹配 AD 患者和健康对

照者，筛选出 494 例样本用于训练和验证诊断模型。

将 miRNA 表达值从高到低排序选取前 1 000 个探针

进入下一步研究。按照 7:3 的比例将 494 例样本分

为训练组和验证组。采用 LASSO 回归筛选 miRNA，

结合年龄、性别、载脂蛋白 E4 基因型和 miRNA 数

据，采用逐步回归进一步筛选自变量并构建多因素

诊断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

ating characteristic，ROC）和校准曲线，在训练组、

验证组、训练组+验证组以及 1 309 例总样本中验证

模型的准确性，并绘制诺莫图进行实际案例预测。 

    结果  多因素诊断模型在训练组、验证组、训

练组+验证组以及 1 309 例总样本的 ROC 曲线下面

积分别为 0.870、0.831、0.842 和 0.826，具有较高的

预测效力。诺莫图显示，1 个男性患者的预测值总分

521 分（P=0.0228），提示该样本为 AD，和实际结果

一致。 

    结论  基于 11 个血清 miRNA、年龄、性别、

以及载脂蛋白 E4 基因型的诊断模型能较好的预测

AD，为临床预测 AD 提供可能。 

 

 

 

基于 16SrRNA 序列分析的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肠道菌群的差异性研究 

 

裴杨柳 1 于恩彦 1  

1）浙江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 AD 患者肠道微生物与正常人群肠

道微生物的丰度以及组成特点的差异性研究，分析

不同性别的 AD 患者肠道微生物差异，寻找 AD 患

者中相关的肠道微生物变化特点，为 AD 的研究提

供新的依据。 

    方法  收集浙江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

住院的 AD 患者 42 例，为 AD 组，其中男性 15 例，

女性 27 例；选取健康体检中心的体检人员为对照组，

共 27 例，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15 例。对收集的粪

便标本提取 DNA 后，采用微生物 16SrRNA 基因测

序进行分析。 

    结果  1、AD 组在肠道菌群多样性和丰度方面

要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 

    2、AD 组和对照组在纲、目、科、属水平上存

在明显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纲水

平上 Epsilonproteobacteria（ε-变形菌纲）；目水平上

Turicibacterales（图里菌目）、Campylobacterales（弯

曲菌目）、Oceanospirillales（海洋螺菌目）；在丰度大

于 0.1%的科水平，未鉴定的 Clostridiales（梭菌目）、

Alcaligenaceae（产碱菌科），AD 组的丰度要高于对

照组，而在 Peptostreptococcaceae（消化链球菌科）、

Veillonellaceae（韦荣球菌科）对照组丰度较高；在

肠道微生物丰度大于 0.1%的属水平上我们发现了

未鉴定的 Clostridiales（梭菌目）、Oscillospira（颤螺

旋菌属）、Coprobacillus（粪芽孢菌属）、Sutterella（萨

特氏菌属）中 AD 组丰度比例要高于 HC 组，而在

Megamonas（巨单胞菌属）中则表现为 HC 组含量较

高，Haemophilus（嗜血杆菌）中 AD 组和对照组也

有统计学差异。 

    3、AD 组在不同性别中，肠道菌群属水平上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Prevotella（普雷沃菌属）、

Megamonas（巨单胞菌属）、Victivallaceae（食物谷菌

科）、Sutterella（萨特氏菌属）、Alcaligenaceae（产碱

菌科）、Oxalobacteraceae（草酸杆菌科）。 

    4、年龄、家族史与 AD 患者肠道微生物多样性

之间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AD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肠道菌群之间的

丰度和组成具有显著差异，不同性别下的 AD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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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肠道菌群组成也有显著差异。 

 

 

 

社区老年痴呆患者照料者抑郁情绪与心理弹

性的关系 

 

杨庚林 1 哈米萨木 1 齐爱丽 1 张伟峰 1 白布加甫? 

高娃 1 居西昆-阿合买提 1  

1）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社区老年痴呆患者照料者抑郁情绪

与心理弹性的关系。 

    方法  随机抽取四个社区符合老年痴呆诊断的

患者，其照料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调查问卷、病

人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 patient health question-

naire-9,PHQ-9)、心理弹性量表( Conner-Davidson re-

silience scale, CDRISC)调查社区老年痴呆患者照料

者(n= 592)一般情况、抑郁和心理弹性情况。 

    结果  本研究实际有效研究对象共 592 人，检

出抑郁 143 人（24.2%%）。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

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老年痴呆患者照料者抑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照料关系的老年痴

呆患者照料者抑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

区老年痴呆患者照料者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及

心理弹性总分在不同抑郁程度的患者间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 01)。采用 Spearman 相关对社区老年

痴呆患者照料者抑郁和一般情况及心理弹性各维度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其抑郁与性别呈负相关

(P<0. 05)。抑郁与文化程度、照料关系、心理弹性及

各维度呈负相关(P<0. 01)；与年龄呈正相关(P<0. 01)。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心理弹性是社区老年痴呆患

者照料者焦虑的保护因素（B=-0.109 P<0. 05）。 

    结论  临床医生在治疗老年痴呆患者的同时，

关注照料者情绪变化，可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老年痴

呆照料者的心理弹性。 

 

 

 

睡眠中声音线索暴露对老年人记忆功能的影

响 

 

师乐 1 郑永博 1,2 王倩文 1 黄筱琳 1 赛力克·塔巴拉

克 2 林潇 1 陆林 1,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大学生命联合中心 

 

    目的  随着机体老化，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以不

同速度衰退，其中以海马依赖的记忆功能减退最为

显著。既往研究显示睡眠中存在记忆自发性激活的

现象，而在睡眠过程中给予记忆相关线索暴露，能

够靶向调控特定记忆的激活，进而提高记忆水平。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在 NREM 2 期睡眠给予记忆相

关声音线索暴露，观察老年人清醒时的记忆表现，

并通过分析睡眠脑电特征波功率谱的变化，阐释该

干预手段发挥作用的潜在机制。 

    方法  本研究招募年龄范围在 55-75 周岁的健

康受试者。受试者第一天需要进行量表评估和睡眠

监测，随机分为睡眠组和清醒组。受试者第二天同

一时间到达实验室进行记忆编码任务的学习。在记

忆的学习阶段，受试者需要学习两类不同的图片，

其中一类与声音直接关联，另一类与声音间接关联。

睡眠组受试者进行午睡，待睡眠监测显示其进入

NREM 2 期时给予记忆相关声音线索暴露；清醒组

受试者不午睡，但同样给予相同的声音线索干预。

随后进行声音线索直接和间接关联图片的再认测试，

并采用相对正确率指数评估对声音线索直接和间接

关联图片的再认水平。在机制研究方面，我们分析

了声音线索暴露期间受试者额区和中央区慢波振荡、

缓慢纺锤波和快速纺锤波的功率谱和功率谱密度的

变化，并将特征波的功率谱和记忆再认的相对正确

率指数进行相关分析。此外，为探讨睡眠特征波变

化量和记忆表现的关系，对受试者额区和中央区声

音暴露时特征波功率谱的变化值与记忆再认相对正

确率指数的变化值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研究发现：（1）在 NREM 2 期睡眠下进

行记忆相关声音线索暴露，能够提高睡眠组老年人

线索间接关联图片再认的相对正确率指数，而对线

索直接关联图片再认的相对正确率指数无显著影响；

在清醒状态下进行记忆相关声音线索暴露，对于线

索直接和间接关联图片再认的相对正确率指数均无

显著影响；（2）睡眠状态下声音线索暴露会显著增

加老年人额区和中央区慢波振荡和快速纺锤波的功

率谱和功率谱密度；（3）声音线索暴露时期慢波振

荡和快速纺锤波的功率谱的变化值与线索间接关联

图片再认的相对正确率指数变化值之间呈正相关；

而声音线索暴露时期慢波振荡和快速纺锤波的功率

谱与记忆再认水平的不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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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本研究主要发现，NREM 2 期睡眠给予

记忆相关声音线索暴露能提高老年人的记忆能力，

且这可能与睡眠状态下声音线索暴露增加老年人慢

波振荡和睡眠快速纺锤波的功率谱有关。 

 

 

 

AD 模型小鼠 mPFC 锥体束神经元兴奋性异

常的发生及机理研究 

 

张钟玉 1 霍嘉欣 1 郑恩宇 1 李家立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阿尔兹海默症患者除认知功能障碍外，

同样存在攻击行为、节律异常、抑郁、焦虑等非认知

功能及行为学症状，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同样也极大程度上增加了看护人员的工作压

力和难度，但对于这类症状的研究却很少。 

    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

锥 体 神 经 元 按 投 射 目 标 分 为 端 脑 内 侧 束

（intratelencephalic，IT）和锥体束（pyramidal tract，

PT），前者主要投射至对侧皮层、纹状体等脑区，而

后者则主要投射至丘脑、上丘以及脑干等区域。PT

神经元通过控制基底神经节和中缝核、延髓、脑桥

等脑干结构，调控摄食、攻击、睡眠、情绪等非认知

功能，这类神经元在阿尔兹海默症中是否出现了电

生理功能的改变，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与

此同时，PT 神经元按分子标志物分为 Hpgd/Npsr1+

（A）和 Slco2a1+（B）两类，它们表达的细胞内分

子、受体以及投射均有较大区别，而这在阿尔兹海

默症中的改变是否相同还属未知。 

    本研究利用 AD 疾病模型小鼠, 结合逆向示踪

和电生理记录，观察 PT 神经元的功能性改变及分子

机制，旨在发现 AD 病变中不同类型神经元的病变

特异性及潜在影响作用，为解析 AD 病变中非认知

功能及经典行为学类临床症状的发病机理及干预提

供实验依据。 

    方法  本研究使用 3xTG-AD 小鼠作为阿尔兹

海默症小鼠模型，并使用相应的野生型小鼠进行对

照。为标记 mPFC 中投射特异性的 PT 神经元，将逆

向示踪病毒注射至丘脑以标记 A 类神经元，注射至

脑桥、延髓以标记 B 类神经元。之后，于 6 月龄取

小鼠脑，对 mPFC 荧光神经元进行电生理记录，在

电流钳模式下，通过注入电流的方式对细胞电位变

化、动作电位产生数量进行记录，并分析相关内在

兴奋性改变。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阿尔兹海默症小鼠 PT 神

经元出现类型特异性的电生理异常：（1）投射至丘

脑的 A 类神经元，通过注入电流所诱导出的动作电

位数量显著性增加，与此同时，其细胞膜电阻明显

增加，静息膜电位更偏向于去极化；（2）投射至脑桥

和延髓的 B 类神经元，在注入电流值较高时诱导出

的动作电位显著性降低，同时动作电位的半宽增加。 

    结论  在 AD 模型小鼠 mPFC 中：A 类神经元

静息膜电位上升、膜电阻增大，兴奋性增加；而 B

类神经元由于动作电位半宽增大，导致动作电位的

承载能力下降，在兴奋性输入较高的情况下更容易

出现癫痫样放电。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升高与皮层厚度异常相互

作用影响 LLD 患者认知功能 

 

周华荣 1 钟笑梅 1 陈贲 1 吴章英 1 张敏 1 王强 1 宁

玉萍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老年抑郁

症（late-life depression, LLD）患者认知是否比血浆

同型半胱氨酸正常的 LLD 患者表现更差，这种差异

是否与皮层厚度有关。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升高与皮

层厚度异常相互作用是否影响 LLD 患者认知功能

障碍。 

    方法  纳入完成磁共振 3D-T1 扫描的 LLD 患

者 71 例。将 LLD 患者以血浆 Hcy=14.0μmol/L 为界

分为 Hcy 升高组（Hcy≥14.0μmol/L）及 Hcy 正常组

（Hcy＜14.0μmol/L）。利用 FreeSurfer 软件对 T1 数

据进行基于表面的皮质重建和皮质下分割。根据 

Desikan-Killian 模板，每侧大脑半球皮层被划分为 

34 个脑区，分别提取其平均灰质厚度数值。采用协

方差比较两组间神经心理测评得分、血浆同型半胱

氨酸浓度和皮层厚度的差异。采用偏相关分析皮层

厚度与血浆 Hcy 浓度、认知评分间的相关性。使用

包含交互效应的回归分析检验血浆同型半胱氨酸与

各脑区皮层厚度交互作用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结果  在 LLD 患者中，血浆 Hcy 升高组男性的

比例及年龄比 Hcy 正常组明显升高。血浆 Hcy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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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总体认知及执行功能较 Hcy 正常组表现更差。血

浆 Hcy 升高组的左额下回眶部、右前扣带回上部、

右楔状叶、右旁中央小叶、右前扣带回下部、右额中

回下部、右额上回的皮层变薄。LLD 患者左舌回、

右前扣带回上部、右楔状叶、右内侧眶额皮层、右旁

中央小叶、右前扣带回下部、右额上回、右颞横回与

血浆 Hcy 浓度呈显著负相关。LLD 患者左外侧眶额

皮层、左颞中回、左额上回、右颞上沟、右颞中回、

右额中回下部的皮层厚度与总体认知共呈正相关；

左外侧眶额皮层、左海马旁回的皮层厚度与记忆力

呈显著正相关；右旁中央小叶与执行功能呈正相关；

左颞横回与注意力呈正相关；左海马旁回、右额中

回上部与语言功能呈正相关；右外侧眶额皮层、右

海马旁回与视空间能力呈正相关。包含交互效应的

回归分析显示血浆 Hcy 与右楔前叶的皮层厚度对执

行功能都有显著影响，并存在交互效应。血浆 Hcy

与左额中回下部的皮层厚度对语言功能都有显著影

响，并存在交互效应。 

    结论  伴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 LLD 患者

认知功能障碍与皮层变薄有关，且血浆同型半胱氨

酸升高与皮层厚度异常相互作用可能影响 LLD 患

者认知功能。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与甲状腺功

能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林亼鑫 1 毛延平 2 陈嫣 3 齐畅 3 朱俊鹏 3 仇雅菊 3 

廖峥娈 3 谭云飞 3 苏衡 3 于恩彦 2  

1）浙江中医药大学 

2）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 

3）杭州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与甲状腺功能指标的相关

性。 

    方法  研究对象来源于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间在浙江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就诊人群，分

为被诊断为 AD 患者的研究组和无临床表现而要求

行记忆相关检查者的对照组。对所有入组人群进行

人口学资料采集并测定代谢相关指标，同时均采用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

tion, MMSE)进行神经心理学测验。 

    结果  (1)共纳入患者 51 例，其中 AD 患者 31

例作为研究组，无临床表现而要求行记忆相关检查

者 20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在基线的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2)研究

组 MMSE 评分(14.58±5.15)较对照组 MMSE 评分

(29.85±0.366)低，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3)研究组血清游离四碘甲状腺素(Free Tetraio-

dothyronine, FT4) 水平 (9.53±1.49) 、白细胞计数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水平(7.52±3.30)较对

照组 FT4 水平(8.58±0.98)、WBC 水平(5.23±1.33)高，

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4)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得出，血清糖化血红蛋白 A1、

WBC和 FT4水平与MMSE得分成负相关(R=-0.367, 

P=0.008; R=-0.361, P=0.009; R=-0.376, P=0.007)；促

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水平

和 MMSE 得分成正相关(R=0.278, P=0.048)。 

    结论  结果表明，血清糖化血红蛋白 A1、WBC

和 FT4 水平的增高可能是认知功能损害的危险因素，

而血清TSH水平的增高可能起到了延缓认知功能损

害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甲状腺功能可能是认知功

能损害的相关影响因素。 

 

 

 

Disrupted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Distinguishing Subjective Cognitive De-

cline From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

ment Based on The Triple-network Model 

 

薛晨 1 戚文章 1 袁倩倩 1 胡官杰 1 葛泓麟 1 饶江 1 

肖朝勇 1 陈玖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Objective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SCD) 

and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MCI) were 

widely thought to be preclinical AD spectrum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aberrant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within the triple networks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the salience network (SN), and the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CN). Dynamic FC (DFC) analysis 

can capture temporal fluctuations in brain FC during the 

scan, which static FC analysis cannot.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dynamic 

FC within the triple networks of the preclinical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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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and further reveal their potential diagnostic 

value in the preclinical AD spectrum. 

    Methods  We collect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ata from 44 patients with 

SCD, 49 with aMCI, and 58 healthy controls (HCs). 

DFC analysis based on the sliding time-window corre-

l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DFC variability 

within the triple networks in the three groups. Then, cor-

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reveal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altered DFC variability within the triple 

networks and a decline in cognitive function. Further-

mor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altered DFC variability within 

the triple networks in SCD and aMCI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HC group, the SCD and 

aMCI groups both showed altered DFC variability 

within the triple networks. DFC variability in the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within the EC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

tween SCD and aMCI patients. Moreover, the altered 

DFC variability in the left IFG within the ECN was ob-

viously associated with a decline in episodic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ultivariable analysis had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agnosing SCD and aMCI. 

    Conclusion  SCD and aMCI showed similar and 

distinct trends in DFC variability within the triple net-

works and altered DFC variability within the ECN in-

volved episodic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More 

importantly, altered DFC variability and the triple-net-

work model proved to be important biomarkers for di-

agnosing and identifying patients with preclinical AD 

spectrum disorders. 

 

 

 

探索老年抑郁障碍伴认知功能损害的影响因

素 

 

王晶 1 李霞 2  

1）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导致老年期抑郁障碍患者引起认知

功能损害的影响因素。 

    方法  纳入 295 例符合 DSM-V 抑郁发作标准

的老年患者，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进行老年抑郁

量表（GD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焦虑自评量表（SAS）、蒙特

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简明精神状态量表

（MMSE）、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的评估，并

进行体质量指数、空腹血糖、胆固醇、甘油三酯、低

密度脂蛋白醇、高密度脂蛋白醇检测。MoCA 总分

＜26 分判定为存在认知功能损害，将被试分为有认

知功能损害和无认知功能损害两组，运用 Logistic 回

归分析引起老年期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受损的影响因

素。 

    结果  295 例老年期抑郁障碍患者分为有认知

功能损害组（133 例）和无认知功能损害组（162 例），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运动习惯[（OR=0.462, 

95%CI（ 0.259， 0.824） ]、有主观记忆力下降

[OR=0.386, 95%CI（0.154，0.966）]、高密度脂蛋白

醇[OR=0.124）, 95%CI（0.038，0.401）]是伴有认知

功能损害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保护因素，有高脂血症

[OR=4.750, 95%CI（2.467，9.146）]、有高血压病

[OR=2.054, 95%CI（1.169，3.607） ]、空腹血糖

[OR=1.516, 95%CI（1.054，2.181）]、胆固醇[OR=2.329, 

95%CI（1.391，3.899）]、甘油三酯增高[OR=1.661, 

95%CI（1.111，2.481）]是伴有认知功能损害老年抑

郁症患者的危险因素，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或 P＜0.001）。 

    结论  有运动习惯、有主观记忆力下降、高密

度脂蛋白醇水平升高是老年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

保护因素；有高脂血症、高血压病、空腹血糖、甘油

三酯、胆固醇水平升高是老年期抑郁症患者认知功

能损害的危险因素。 

 

 

 

Highly-expressed Circ-Epc1 in Adipose-de-

rived Stem Cell Exosomes Can Improve Cog-

nition by Shifting Microglial M1/M2 Polariza-

tion in A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刘海宁 1 靳明明 2 纪敏秀 1 张微 1 柳安 1 王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

科 

2）上海健康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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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Alzheimer's disease (AD)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dementia worldwide. Accumulating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DSCs exosome transplant has 

an important therapeutic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AD-associated pathophysiology. However, the role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 remain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was used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of exo-

somes from ADSCs or hypoxic pretreated ADSCs. Lu-

ciferase report assay, RT-qPCR wa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irc-Epc1, miR-770-3p, and 

TREM2. APP/PS1 double transgenic Alzheimer's dis-

ease mice were used to stud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irc-Epc1 in ADSCs exosome. BV2 cells were used to 

clarify the regulation relationship of circ-Epc1, miR-

770-3p, and TREM2 to phenotypic transformation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expression of microglia. 

    Results  Exosomes from hypoxic pretreatment 

ADSCs have more therapeutic effect to improves cog-

nitive function by decreased neuron damage in the hip-

pocampus.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found that circ-

Epc1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ypoxic pretreatment 

ADSCs exosome to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 Lucif-

erase report assay found that TREM2 and miR-770-3p 

were the downstream targets of circ-Epc1. Overexpres-

sion miR-770-3p or downregulation TREM2 reverse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irc-Epc1 to M2 microglial 

shifting under LPS conditions. The in vivo experiment 

show that circ-Epc1 modified ADSCs exosome (circ-

Epc1-Exo) increase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exosome 

to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 by decreased neuron 

damage and shifting microglial from M1 to M2 in the 

hippocampus. 

    Conclusion  Highly-expressed circ-Epc1 in adi-

pose-derived stem cell exosomes can improve cognition 

by shifting microglial M1/M2 polarization in a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早发性与晚发性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特点及

其心理社会因素研究 

 

张晶蓓 1 王小泉 1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不同类型老年抑郁症（late life de-

pression，LLD)之间的认知功能特点及人格特质、社

会支持等心理社会因素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为老年

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尤其是认知功能方面的治疗、

预后提供一定理论基础。 

    方法   晚发性抑郁症（ late onset depression, 

LOD）患者 39 名，其中男性 5 人、女性 24 人。早

发性抑郁症（early onset depression, EOD）患 39 名，

其中男性 7 人、女性 32 人。正常对照组（normal 

control group，NC）40 名，男性 13 人、女性 27 人。

采用现场访谈评估法，对所有受试者进行抑郁、社

会支持、人格特质及认知功能评定。 

    结果  1.LOD 组、EOD 组、NC 组间性别、年

龄、教育年限差异无显著性。三组间婚姻状况差异

有显著性（P﹤0.05）。三组之间血管危险因素差异有

显著性。LOD 组血管危险因素（14.69±2.02）高于

EOD 组（13.62±2.03），差异有显著性。LOD 组总病

程（7.55±13.26）低于 EOD 组总病程（195.10±110.26），

差异有显著性。LOD 组抑郁评分（36.95±4.68）与

EOD 组抑郁评分（38.36±2.91）均高于 NC 组抑郁评

（2.18±17.20），差异有显著性。2.认知功能方面，

LOD 组与 EOD 组在 MMSE、数字符号模式转换测

验、言语流畅性测验、数字广度测验、连线测验评分

均低于 NC 组（P﹤0.05）。LOD 组 MMSE 评分

（24.92±1.11）低于 EOD 组（26.28±1.32），差异有

显著性。LOD 组连线测验 A 评分（153.49±43.48）

高于 EOD 组（129.82±39.差异有显著性。3.LOD 组

社会支持总分（33.64±2.84）、NC 组社会支持总分

（31.72±3.09）均高于 EOD 组（35.48±2.86），差异

有显著性。EOD 组主观支持评分、支持利用度评分

均低于 NC 组，差异有显著性。4..LOD 组、EOD 组、

NC 组在外倾性评分、神经质评分以及精神质评分三

个方面均有显著的差异性。 

    结论  （1）早发性与晚发性抑郁症患者都存在

认知功能损害。晚发性抑郁症患者相比早发性抑郁

症患者而言，执行功能损害更为明显。（2）EOD 与

LOD 患者相比，神经质方面更为突出，并且社会支

持更差。（3）老年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与个体心理

社会因素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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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区老人认知功能障碍分级诊断的两种

模式比较 

 

赵璐 1 李霞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以上海为试点，比较体检增补和街道发

起两种模式开展社区老人认知功能分级诊断的优劣。 

    方法  1.针对徐汇龙华社区参加社区常规体检

的老年人，采用两种模式开展认知障碍的分级诊断：

（一）、体检增补模式，流程如下：第 1 步初筛：对

参加街道体检老人使用简易智力状态评估量表

（Mini-Cog）及老年抑郁量表（GDS）进行认知功能

及抑郁症状筛查。第 2 步全科诊断：对初筛阳性的

老年人，完善简易精神状况量表（MMSE）、蒙特利

尔认知评估（MoCA）、日常生活功能量表（ADL）

等量表评估，再转诊给全科医师并结合体检结果给

出全科诊断。第 3 步专科诊断：全科诊断为风险人

群或者认知障碍者转诊至专科医院，完善头颅 MRI

等进一步检查，由专科主治医师进行专科诊断。（二）

街道发起模式，第 1 步初筛：由社区居委干部募集

志愿者，由志愿者开展初筛；第 2 步全科医师诊断：

志愿者电话通知初筛阳性的老年人完善 MMSE、

MoCA、ADL 等评估，并给出全科诊断；第 3 步专

科诊断同体检增补模式。分别记录每阶段具体应答

情况。 

    2.采用 SPSS 软件统计分析，比较两种分级诊断

模式的应答率、阳性率与转诊率。双侧检验显著性

水平为 α=0.05。 

    结果  1.体检增补模式共纳入 824 人，初筛有

效量表的完成率为 99.3%,存在认知功能风险占比

46.1%；第 2 步全科医师诊断完成有 347 人，实际应

答率为 92.0%，全科诊断的阳性率为 88.2%；第 3 步

专科诊断实际完成 67 人，占需要转诊的比率为

21.9%，专科诊断的阳性率为 56.7%。 

    2.街道发起模式共纳入 914 人，其有效问卷占

比 66.0%，存在认知功能风险占 41.1%；第 2 步完成

全科医师诊断 23 人，实际应答率为 9.3%，诊断阳

性率为 73.9%；第 3 步专科诊断实际完成 17 人，占

需要转诊的比率为 52.9%，专科诊断的阳性率为

66.7%。 

    3.比较两种模式每一步的应答率，结果显示，在

第 1 步完成率、第 2 步应答率和第 3 步转诊率方面

基于体检的模式均高于街道发起的模式，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比较两种模式每一步的阳性率，

结果显示，第 2 步诊断阳性率体检增补模式的比例

稍高（P<0.05）。 

    结论  1.社区老人认知功能分级诊断中，以被

动的体检增补模式开展在应答率、转诊率明显优于

街道发起模式。2.以医疗为主导的体检增补模式能

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判断其风险因素，以及全科诊

断阳性率显著高于街道发起模式。 

 

 

 

Altered Intrinsic Default Mode Network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Remitted Geriat-

ric Depression and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eficits 

 

关承斌 1, Nousayhah Amdanee1 廖文象 2 周超 1 武

欣 1 张向荣 1 张才溢 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桂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3）徐州医科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Objective  Geriatric depression patients exhibit a 

spectrum of symptoms ranging from mild to severe cog-

nitive impairment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assess the alterations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in remitted geriatric depression (RGD) 

patients and whether it could serve as an underlying 

neuropathological mechanism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progression of AD. 

    Methods  A total of 154 participants, comprising 

66 RGD subjects (which included 27 patients with 

comorbid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MCI] 

and 39 without aMCI [RGD]), 45 aMCI subjects with-

out a history of depression (aMCI) and 43 matched 

healthy comparisons (HC), were recruited. All partici-

pants completed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and under-

wen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 (fMRI).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seeded 

DM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along with cognitive 

function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four groups and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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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  In contrast to HC, RGD, aMCI and 

RGD-aMCI subjects showed significant impairment 

across all domains of cognitive functions except for at-

tention. Furthermore, compared to HC, there was a sim-

ilar and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PCC-seed FC in the bi-

lateral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M-SFG) in the 

RGD, aMCI, and RGD-aMCI groups. 

    Conclusion  The aberrations in rsFC of the DMN 

were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deficits in RGD patients 

and might potentially reflect an underlying neuropatho-

logical mechanism for the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AD. Therefore, altered connectivity in the DMN could 

serve as a potential neural marker for the conversion of 

geriatric depression to AD. 

 

司法精神病学组 

 

伴有阳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暴力者的静息态

脑功能异常 

 

苟宁芝 1 周建松 1 张四美 2 卢俊涛 1 王小平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康宁医院 

 

    目的  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发

生暴力风险的几率高于未患病人群。脑影像学的研

究发现有既往暴力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多个脑

区或脑网络的结构及功能异常，但由于既往研究的

样本量较小以及样本异质性等缺陷，相关研究的一

致性不高。本研究拟基于功能态脑影像学指标，进

一步探索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的神经机制及其

与临床表型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既往有暴力史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VS=40 例）、无任何攻击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NVS=35 例）及健康对照（HC=35 例）。采集所有

被试的一般人口学以及临床资料，临床信息包括简

明精神病量表(BPRS)、精神病态-筛查量表(PCL-SV)

等。所有患者均具有较为突出的阳性症状（以幻觉、

妄想为主）。采用协方差分析（ANCOVA）以及一般

线性模型（GLM）进行不同组间的局部脑功能

（ReHo,ALFF,FALFF）以及功能连接（FC）的差异

性分析，并进一步进行影像内表型与临床指标之间

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研究发现，相比于 NVS 组,VS 组的左侧

后扣带回的 ReHo 及 FALFF 活动减弱，而右侧中央

后回的 ReHo 活动增强；VS 及 NVS 的舌回、距状

沟、颞中回的 ReHo 均较 HC 低（pvoxel < 0.001, 

pcluster < 0.05, GRF 校正）。对局部指标有显著性差

异的脑区进一步行 FC 分析后发现，相比于 NVS，

VS 组的中央后回-舌回/右距状沟的 FC 增强，而后

扣带回-楔前叶的 FC 减弱（p < 0.05，多重比较校正）。

相对于 HC, VS 组的 FC 下降主要集中在默认网络的

后扣带-楔前叶、颞中回、顶下小叶以及枕-顶联合脑

区；而 NVS 组的 FC 下降集中在枕-顶联合脑区（p 

< 0.05，多重比较校正）。通过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后

发现，VS 组的脑功能异常和症状以及年龄等一般人

口学因素均未存在显著相关性。 

    结论  该研究表明，与躯体感觉相关的中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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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活动增强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高攻击性有

关，该结果与本课题组前期发现的脑结构研究结果

相一致。特别的是，本研究表明，默认网络的功能连

接下降可能是伴有阳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暴

力行为的重要的神经基础，但精神症状与这类患者

的暴力行为的关系不显著，这表明其它因素如人格

等可能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研究所发现的枕-顶联

合脑区在两组患者中均存在连接异常，表明了感知

觉联络皮层的异常可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基

础。 

 

 

 

湖南省强制医疗精神障碍者的疾病严重程度

影响因素分析 

 

郭慧娟 1 钟少玲 1 苟宁芝 1 孙巧玲 1 周建松 1 王小

平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通过对湖南省强制医疗所精神障碍患者

的现况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强制医疗精神障碍者疾

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该类患者临床

结局提供一定的线索。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以湖南省强制

医疗所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30 日期间

所有在所的符合入排标准的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

象。使用自编标准化调查问卷收集受试者的社会人

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及犯罪学资料（如性别、年龄、

精神病史、家族精神病史、本次案由等）。对所有入

组患者进行面对面的精神访谈，使用简明精神症状

量表（BPRS）评估患者目前的精神症状及病情严重

程度。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索疾病严重程度的

影响因素。 

    结果  共 395 名患者完成了临床访谈，男性 335

人，女性 60 人，平均年龄 43.52±9.09，接受监禁治

疗时长达 5 年及以上者占 78.4%。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表明，有自知力与病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接受

监禁治疗时长、有药物副反应及抗精神病药物剂量

（氯丙嗪等效剂量）均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p

＜0.05）。其中自知力对病情严重程度的影响最大。 

    结论  自知力、接受监禁治疗时长、药物副反

应及抗精神病药物使用剂量均可能是强制医疗精神

障碍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 

 

 

 

Association of Amygdala Volume with Vio-

lenc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乔屹 1 邵阳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SCZ) patients might 

be treated differently and cautiously by the community 

due to the posibility of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How-

ever, only a minority of patients with SCZ will develop 

violent behavior.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abnormal 

amygdala volume in SCZ with violent behaviors, yet 

with inconsistent result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ygdala volume and severity 

of violent behaviors in Chinese schizophrenia (SCZ) pa-

tients. 

    Methods  We recruited 26 non-violent patients 

with SCZ (NVS) and 35 violent SCZ patients (VS) from 

the inpatient wards.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

aging were collected along with clinical data. 

    Results  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volume of the 

left amygdala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in VS group, 

compared with NVS group.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violence in SCZ could be predicted 

by the volume of left amygdala and PANSS positive 

score. In summary, our study showed that smaller vol-

ume of left amygdala and more sever positive symptoms 

could be used to predict violence in schizophrenia.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left amyg-

dala volume might be in related with violent behavior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探索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冲动性暴力与预谋性

暴力的特征差异研究 

 

谌霞灿 1 杨琴 2 秦小荣 2 万巍峙 1 刘浩 1 王紫烨 1 

杨蕊 1 胡峻梅 1  

1）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法医精神病

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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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暴力行为主要分为冲动性及预谋性暴力

行为，国内少有研究报道社区精神障碍患者暴力行

为的类型。不同的暴力行为类型需采用不同的预防

及干预措施，因此探索暴力行为的类型对于社区精

神障碍患者暴力行为的防控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探

索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冲动性及预谋性暴力行为类型

及其相关的特征，为精神障碍患者暴力行为防控提

供客观信息。 

    方法  对 2328 名成都市社区重型精神障碍患

者进行问卷调查。按照 MacArthur 社区暴力行为评

估方法，将受试者分为严重暴力组、轻度暴力级及

无暴力组。采用自制问卷对人口学信息进行采集。

采用 Buss-Perry 攻击量表、Barratt 冲动量表及冲动-

预谋性攻击行为量表中文版（IPAS）分别对受试者

的攻击性、冲动特征及暴力行为类型进行评定。采

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分别对分类变量及连续变量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严重暴力、轻度暴力及无暴力组间性别

（χ2=76.53），婚姻状况（χ2=83.57）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三组间的 Buss-Perry 攻击量表总分

（F=53.06）及 Barratt 冲动量表总分（F=22.51）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严重暴力组（354 人），

203 人（57.3%）以冲动性暴力行为特征为主，56 人

（15.8%）以预谋性攻击行为特征为主，95 人（26.8%）

暴力行为类型无法分类。轻度暴力组（278 人），157

人（56.5%）以冲动性暴力行为特征为主，31 人

（11.2%）以预谋性攻击行为特征为主，90 人（32.4%）

暴力行为类型无法分类。严重暴力组与轻度暴力组

的暴力类型构成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117, 

p=0.13）。对于严重/轻度暴力的精神障碍患者，冲动

性暴力、预谋性暴力与无法分类的暴力行为组间的

认知冲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0.94, p=0.04），运

动冲动（F=0.72，p=0.77）及计划性（F=1.01, p=0.26）

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冲动性暴力行为是社区精神障碍患者暴

力行为的主要类型。精神障碍患者中，冲动性暴力

行为与预谋性暴力行为的主要特征差异为认知冲动。

本研究结果可以为社区精神障碍患者暴力行为的预

防与干预措施的选择提供客观依据。 

 

 

 

Homicide Followed by Suicide in Hunan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19—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viving Perpetrators 

 

Sun Qiaoling1, Zhou Jiansong1, Guo Huijuan1, Gou 

Ningzhi1, Lin Ruoheng1, Huang Ying1, Guo Weilong1, 

Wang Xiaoping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The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

tions of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homicide followed 

by suicide (H-S) and the motivations underlying are still 

unclear, especially in China.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S events. 

    Methods  This study explores H-S events oc-

curred in Huna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in which the 

perpetrators survived and received a forensic psychiat-

ric assessment. Three aspects of information, i.e., the 

subject’s 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criminal infor-

mation, were recorded and analysed. 125 H-S incidents 

involved 166 victims were found in the current study. 

    Results  A total of 112 (89.6%) perpetrators were 

diagnosed with mental disorders, but only 56 of them 

had a history of consultation due to mental problems, 

and only one of them adhered to treatment. In most 

cases, the motivation is related to the psychopathologi-

cal states, with the most common diagnosis being major 

depression, followed by schizophrenia. Gender differ-

ence was significant among the subjects: female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suicidal history, to be diagnosed 

as major depression and to be motivated by delirious al-

truism and family problems.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psycho-

pathology might be a predisposing factor, which high-

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state assessment for 

the population involved in H-S.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mental disorders might be helpful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H-S.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暴力犯罪的风险因素及预

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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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少玲 1 王军 2 周建松 1 王小平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风险高于未患

病人群。精准评估及预测患者暴力风险对合理管理

患者、减少社会经济负担、保障患者权益及维护公

众安全，以及辅助临床中各项决策的制定均有重要

意义。本研究旨于探究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严重

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并开发暴力风险评估及预测

模型。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研究组为 1157

例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涉嫌谋杀及故意

伤害（严重暴力），且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

神病性障碍、分裂情感障碍或双相障碍的患者（暴

力犯罪组）；对照组为 1304 例同时期同地区从未涉

嫌暴力犯罪的精神科住院患者（无暴力犯罪组）。按

照预先拟定的标准化因素探索表，采集患者的人口

学、病前特征、既往暴力行为及临床资料。基于临床

预测模型开发方法，以涉嫌暴力犯罪作为结局，采

用逐步回归及 Lasso 方法筛选暴力相关变量，建立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并基于 K-折法进行内部验

证形成最终模型。预测模型效能评估采用敏感度、

特异度、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

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和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

等指标进行评价。 

    结果  重性精神障碍暴力风险预测模型包含年

龄（回归系数 =0.05）、男性（ =2.03）、学历低

（ =1.14）、农村户籍（ =1.21）、流浪史（ =0.62）、

既往攻击史（ =1.56）、父母精神疾病史（ =0.69）、

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1.36）、发作次数（ =-2.23）、

病程（ =0.01）。该暴力风险预测模型的 AUC 为 0.93 

(95%CI:0.92-0.94)。低-中风险概率值为 5%时，敏感

度为 99.7%，特异度为 33.0%，PPV 为 62.7%, NPV

为 99.0%；中-高风险截断值为 20%时，敏感度为

96.2%，特异度为 62.7.0%，PPV 为 74.4%, NPV 为

93.5%。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包含 10 个临床中易于评

估的条目的预测模型。该模型经内部验证具有区分

度较好、准确性高，尤其是筛选低风险患者性能较

好，可作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暴力风险筛查及评估

的参考工具。未来研究中仍需对该工具进行进一步

的验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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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依赖学组 

 

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病性障碍的静息态动态

因果模型研究 

 

吴秋霞 1 齐畅 2 廖艳辉 3 唐劲松 3 谢安 4 刘建滨 4 

刘铁桥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浙江省人民医院 

3）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4）湖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尽管目前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

MA）是我国滥用人数最多的合成毒品，但目前缺少

有关 MA 依赖（methamphetamine dependence，MAD）

和 MA 所致精神病性障碍（methamphetamine-

induced psychosis，MIP）在静息状态下的有效连接

模式的研究。本研究拟通过比较有、无 MIP 的 MAD

患者与健康对照者静息态下功能磁共振有效连接的

差异，探讨 MAD 和 MIP 患者脑功能改变特征，试

图了解 MAD 和 MIP 的脑功能影像学机制。 

    方法  对符合 DSM-IV 关于 MAD 诊断标准的

89 名患者（其中 54 名有 MIP，35 名无 MIP）和 85

名健康对照者采集一般人口学资料、MA 使用特征

和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

toms Scale，PANSS）。将前扣带回、后扣带回/楔前

叶、双侧岛叶、双侧额中回和双侧纹状体作为感兴

趣区，对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采用动态因果模型

（dynamic causal modelling，DCM）进行有效连接分

析，并探讨这些脑区间的有效连接与脑区的灰质体

积、MA 使用特征以及精神病性症状之间的关系。 

    结果  （1）与健康对照者相比，所有 MAD 患

者表现出左侧纹状体→前扣带回的兴奋性有效连接

增加，前扣带回→后扣带回/楔前叶、后扣带回/楔前

叶→右侧岛叶的兴奋性有效连接减少（PP>0.95）;（2）

与无 MIP 的 MAD 组相比，有 MIP 的 MAD 组表现

出后扣带回/楔前叶→右侧额中回的兴奋性有效连

接减少（PP>0.95）;（3）有 MIP 的 MAD 组左侧纹

状体→前扣带回的有效连接与 PANSS 量表的量表

的一般病理学量表总分正相关（r=0.334，P=0.014）。 

    结论  与健康对照者相比，所有的 MAD 患者

在左侧纹状体-前扣带回-后扣带回/楔前叶-右侧岛

叶环路上有效连接紊乱，说明 MAD 患者在奖赏/习

惯网络、突显网络、默认模式网络间的信息传递紊

乱；与无 MIP 的 MAD 患者相比，有 MIP 的 MAD

患者在后扣带回/楔前叶→右侧额中回的兴奋性减

弱，这说明默认模式网络、中央执行网络间连接紊

乱可能是精神病性症状出现的功能影像学基础之一。 

 

 

 

Novel Loci, Genomic Relationship and Poly-

genic Association with Addiction-related Phe-

notypes Distinguish Alcoholism with Heroin 

and Methamphetamine Dependences 

 

常素华 1 孙艳 2 陆林 1,2 时杰 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2）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the common and spe-

cific etiology of different substance dependences is cru-

cial for coping addiction. Here we assessed the shared 

and unique genetic factors among alcohol, heroin and 

methamphetamine dependences (AD, HD and MD) 

from genome-wide loci, gene and their polygenic rela-

tions with related phenotypes. 

    Methods  Genetic cor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dependences were analysed using LD score regression 

and polygenic risk score (PRS) analysis based on our 

two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datasets of 

substance-specific dependence samples (totally includ-

ing 761 AD, 2008 HD, 2451 MD, and 3973 shared con-

trols). Genome-wide meta-analyses (GWMA) were per-

formed independently for AD, HD, MD, and the com-

bined HD&MD which due to high genetic correlation 

between HD and MD. Gene and gene-set level associa-

tion analysis were analysed using MAGMA. PRS asso-

ciations with four groups of addiction-related pheno-

types (addiction behaviors, risk behaviors, cognition 

traits, psychiatric disorders) were performed for AD, 

HD, MD, HD&MD respectively. 

    Results  HD showed a significant and higher ge-

netic correlation with MD compared with AD. We veri-

fied the well-known association of AD with the loci of 

ADH1B and ALDH2. The genome-wide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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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of the ANKS1B rs112706556-peaked lo-

cus were identified for both HD, MD and HD&MD. Be-

sides the ANKS1B locus, the combined HD&MD 

GWMA further generated two novel loci which peaked 

at NRXN1 rs74330628 and GTF2IRD1 rs76965632. 

Gene-level analysis found ANKS1B, GRM7, RBFOX1, 

and CDH13 may confer common risk for HD and MD. 

The PRS analyses showed, at polygenic level, that Eu-

ropean AD and risk drink was uniquely associated with 

AD, while risk sexual and smoking behaviors, cognition 

traits an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were 

associated with HD and MD but not AD.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highlighted the similar 

genetic susceptibility within different drug dependences 

compared AD, identified shared novel loci, risk genes 

and phenotype associations for MD and HD. The results 

will be helpful for developing the university prevention 

and specific treatment strategy for addiction. 

 

 

 

男性酒精依赖患者住院戒酒初期静息态脑功

能网络特征对复发的预测作用研究 

 

杨霞 1 朱鸿儒 1 陶煜杰 1 邓仁昊 1 孟雅婧 1 魏巍 1 

易伶俐 1 毛子鑫 1 汪辉耀 1 王强 1 邓伟 1 马小红 1 

李涛 1 郭万军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酒精依赖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病，目前

缺少可用于预测复发的客观性生物标记物。本研究

的目标是探索可预测酒精依赖复发患者戒酒早期大

脑脑区-网络间功能连接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性改变

和复发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67 例住院治疗戒酒初期的男性酒

精依赖的人口学信息及静息态脑功能影像数据。使

用 WHO 酒精使用障碍鉴别测试（Alcohol Use Dis-

order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评估患者随访半年

内的酒精使用情况。根据随访 AUDIT 得分，将酒精

依赖组分为非复发组（AUDIT <8 分）和复发组

（AUDIT≥8 分）。采用支持向量机训练稀疏分类模

型和交叉验证法评估预测模型性能，同时和传统组

间差异分析结果进行比较。使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

索这些特征性差异脑功能网络连接值与复发严重程

度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发现复发组与非复发组的传统组

间差异分析结果未通过 FDR 多重检验校正（P>0.05），

但机器学习发现复发组右侧视觉脑区与边缘网络之

间的功能连接值、右侧海马与背侧注意网络之间的

功能连接值以及右侧后扣带回与小脑网络之间的功

能连接值均显著高于非复发组（交叉验证的分类精

度为 83.33%，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84.21%、

82.14%；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 0.91）。另外，右

侧视觉脑区与边缘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值与复发严

重程度呈显著负相关（r=-0.58, P<0.001） 

    结论  利用大规模的脑网络内部及网络间的连

接属性，可以将酒精依赖复发者与非复发者进行分

类识别，从而找出预测酒精依赖复发的客观生物学

指标，同时表明静息态脑功能网络分析技术和支持

向量机训练的稀疏分类技术可能是预测复发的潜在

客观手段 

 

 

 

经颅直流电刺激降低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线索

诱导的渴求及其脑机制 

 

许晓敏 1 钟娜 1 江海峰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酒精滥用是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复发

率高，渴求是复饮的关键风险因素，但目前用来减

少渴求和预防复饮的有效干预措施还很有限。经颅

直流电刺激（tDCS）作为一种安全性高的无创性脑

刺激技术，对酒精使用障碍（AUD）患者具有潜在

的治疗效果，但其具体的脑机制暂不清楚。本研究

旨在探讨 tDCS 对戒断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的干预疗

效及长期康复的影响，并结合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

像技术探索 tDCS 干预的脑机制。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双盲设计，将 30 例住院酒

精使用障碍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

接受续 10 天的 tDCS 治疗+常规住院治疗，对照组

接受常规住院治疗+伪 tDCS 治疗，治疗部位为阳极

刺激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LPFC），阴极刺激左

侧 DLPFC。每天一次，电流强度为 1.5 mA，持续 20 

min。结局指标包括渴求视觉模拟评分量表、识别任

务反应速度、2-back 任务正确率、停止信号反应时

间、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及匹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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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睡眠量表评分干预前后的减分率及全脑功能连接

改变。并在患者出院后 1 个月记录其复饮情况。每

次干预结束记录患者的不良反应。 

    结果  连续 tDCS 干预 10 天后，真 tDCS 组线

索诱导的渴求减分率显著高于伪 tDCS组（t=2.292，

p=0.030）。识别任务反应速度、2-back 任务正确率、

停止信号反应时、情绪及睡眠量表评分减分率及复

饮情况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对于

tDCS 治疗前，干预 10 天后 tDCS 组左侧 DLPFC 与

右侧脑盖部额下回及额上回，右侧 DLPFC 到右侧楔

前叶的功能连接均显著降低（p＜0.05）；伪 tDCS 组

治疗后右侧 DLPFC-左尾状核及右苍白球的功能连

接绝对值显著增加（p＜0.05）。相关分析发现，基线

右DLPFC-右苍白球与 tDCS组渴求减分率呈显著正

相关（r=0.585，p=0.036），而与伪 tDCS 组无显著正

相关（r=-0.061，p=0.843）。 

    结论  tDCS 可以降低戒断 AUD 患者的线索诱

导的渴求，安全性好，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tDCS 可以导致 DLPFC 与默认模式网络功能连接的

改变，对 AUD 患者额-纹状体的病理连接性可能具

有潜在的保护作用，且基线额纹状体连接性越高的

个体对 tDCS 治疗反应越好。具体机制还需在未来

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Common and Distinguishing Genetic Factors 

for Alcohol, Nicotine, and Drug Use: An Inte-

grated Analysis of Genomic and Tran-

scriptomic Studies From Both Human and 

Animal Studies 

 

Xiangwen Chang1,2, Yan Sun1,2, Jiana Muhai3, Yang-

yang Li1,2, Yun Chen1,2, Lin Lu2,3, Suhua Chang3, Jie 

Shi1,2  

1）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Beijing, China 

2）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Dependence, Peking Uni-

versity, Beijing, China 

3）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HC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Peking Univer-

sity Sixth Hospital), Research Unit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ood Cognitive Disorder (2018RU006),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191, 

China 

 

    Objective  Genome and transcriptome analyses 

have essentially broadened the scope of biological 

knowledge regarding substance use behavior (SUB) in 

an unbiased way. However, systematic converge and 

comparison evidence for genome-wide findings has 

been lacking for SUB. We performed an integrated 

cross-species analysis to identify common and distin-

guishing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vulnerability of 

different SUB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systemic literature 

search for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and 

RNA-seq studies of alcohol use (AU), nicotine use (NU), 

and drug use (DU, including cannabis, cocaine, opioid, 

methamphetamine) using PubMed and the GWAS Cat-

alog. GWAS studies required having case-control or 

case/cohort samples of AU, NU, and DU. RNA-seq 

studies were based on the brain tissues of SUB samples. 

We extracted and converged significant single nucleo-

tide polymorphism (SNPs), genes from literature, and 

performed pathway enrichment using Metascape. Gene 

interaction networks for the shared SUB risk genes were 

identified and visualized using the PINA database and 

Cytoscape. 

    Results  We identified 75 GWAS studies which 

involved 2,773,889 participants, and 17 RNA-seq stud-

ies. Using converge analysis, we generated an integrated 

gene list containing 2910 genes. We identified four 

genes, CACNB2, GRIN2B, PLXDC2, and PKNOX2,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common risk of AU, NU, and DU. 

Five pathways, including calcium ion transport, calcium 

ion transmembrane transport, asymmetric synapse, 

postsynaptic specialization, and neuronal cell body, 

were found for shared vulnerability of AU, NU, and DU. 

The pathways shared between AU and DU genes were 

mostly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metal ion transport, 

cell cycle, and mRNA catabolic process. The shared en-

riched pathways for NU and DU genes were involved in 

regulating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Besides, AU and 

NU genes were shared in immune system. Moreover, we 

also identified substance-specific genetic factors: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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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1B and ALDH2 was unique for AU, CHRNA3 and 

CHRNA4 was unique for NU. 

    Conclus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d com-

prehensively identified common and unique risk genes 

and functional pathways between AU, NU, and DU by 

integrating both human and animal genomic and tran-

scriptomic studies. These finding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prevention and tailored treat-

ment of SUBs. 

 

 

 

基于网络的成瘾患者冲动症状分析 

 

郭垒 1 陈天真 1 郑辉 1 赵敏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冲动性增加是成瘾患者的最主要特点之

一。传统精神医学和诊断标准将冲动性增高作为成

瘾这一潜在结构的表观现象，即冲动性增加的症状

是成瘾诊断的组成部分和外在表现。与传统精神医

学的观点相比，基于网络的观点认为成瘾患者的冲

动性症状之间本身即互相连接、互相影响，组成一

个动态的相关和因果系统，最终形成了成瘾的症状

特点。基于此观点，可以对成瘾患者的冲动性症状

进行网络构建，分析某一症状与其他所有症状的关

系，并识别对于该种成瘾类型最为核心的冲动类型，

对后续治疗提供依据。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成瘾类

型的冲动性症状网络特点及差异，为后续治疗提供

理论依据。 

    方法  共纳入成瘾患者 1687 名（中枢兴奋剂成

瘾 804 名，海洛因成瘾 634 名，游戏成瘾 249 名），

分为四组，以及健康对照 466 名。使用 30 条目的中

文版巴瑞特冲动量表第 11 版进行被试的冲动性测

量。使用基于 glasso 的方法构建被试的冲动症状稀

疏网络，正则化最优参数由 EBIC 准则确定，随后对

四组被试的网络属性进行估计。计算节点强度中心

度作为症状重要性的衡量指标，使用 bootsrap 法估

计网络稳定性，使用置换检验比较三种成瘾患者网

络症状关系与健康对照的差异。 

    结果  使用 EBICglasso 法构建了四组被试的冲

动症状网络发现，不同组别的被试冲动症状网络中

的核心症状各不相同。中枢兴奋剂成瘾患者的核心

症状为“无法冷静思考”，属于认知冲动；海洛因成瘾

患者为“无法按计划行动”，属于无计划冲动；游戏成

瘾患者为“工作和收入无计划”，为无计划冲动；而健

康人群中，核心冲动特点为“倾向冲动行事”，属于运

动冲动。网络稳定性分析显示，除游戏成瘾患者外，

其他组别症状网络均相对稳定。与健康对照相比，

中枢兴奋剂成瘾和海洛因成瘾的冲动性变化具有类

似的模式，而游戏成瘾则以网络节点关系减弱为主

要变化。 

    结论  不同成瘾类型的患者冲动性症状特点不

同。中枢兴奋剂成瘾患者以认知冲动为核心，而海

洛因成瘾和游戏成瘾患者则以无计划冲动为主，与

之前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提示在后续治疗中，应对

不同成瘾类型选择不同的干预目标，以最大化治疗

的收益。同时，相较于物质成瘾，游戏成瘾的网络稳

定性相对较差，且与健康对照相比以节点关系减弱

为主，说明其冲动性症状网络内结构松动，冲动症

状间互相独立，尚未互相泛化、结合。总的来说，网

络分析揭示了不同类别成瘾患者的冲动特点，为其

病理生理的理解和后续干预提供的新的依据。 

 

 

 

社会阶层对大鼠甲基苯丙胺成瘾易感性的影

响及机制研究 

 

王贵彬 1 张力博 2 姚开云 1 陈玟君 2 曹琳玉 1 张桂

鹏 2 黄恩泽 2 章文 2 时杰 2  

1）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2）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目的  药物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其

形成与复吸涉及遗传、环境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研

究发现，在群居的雄性猴子中，处于高阶层的猴子

相较于低阶层猴子对可卡因的强化效应反应更不敏

感，而此现象在雌性猴子中则相反，这提示社会阶

层可能影响成瘾的形成及复吸，但其机制目前尚不

清楚。本实验旨在探索社会阶层对大鼠甲基苯丙胺

成瘾易感性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探讨。 

    方法  （1）雄性 Sprague Dawley 大鼠，每笼 4

只，同笼饲养 1 个月后根据大鼠饮水竞争测试、体

重和热点测试进行打分排名，将大鼠分为高和低两

个阶层；（2）阶层训练后的大鼠进行甲基苯丙胺条

件性位置偏爱（CPP）训练和测试，并在戒断后进行

点燃测试；（3）在阶层训练前后及 CPP 各阶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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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核磁共振波谱（1H-MRS）扫描，检测大鼠伏隔

核内代谢物的改变；（4）使用离体脑片膜片钳方法

检测大鼠伏隔核内电生理特性和相关分子变化。 

    结果  （1）甲基苯丙胺 CPP 训练后，高阶层大

鼠相对于低阶层大鼠更不容易成瘾，表现为 CPP 测

试时，高阶层大鼠条件性位置偏爱分数更低。同时，

在甲基苯丙胺 CPP 形成过程中，低阶层大鼠相比于

高阶层大鼠更快速地表现出位置偏爱行为，提示社

会阶层可能影响大鼠对甲基苯丙胺的易感性。戒断

后使用药物点燃测试时，高低阶层大鼠均表现出对

伴药箱的偏爱行为；（2）1H-MRS 结果显示，高阶层

大鼠与低阶层大鼠脑内的代谢特征不同，低阶层大

鼠右侧伏隔核内丙氨酸含量显著高于高阶层大鼠，

而左侧伏隔核内丙氨酸含量则没有差异。CPP 训练

后，对 CPP 分数和丙氨酸含量分析发现，在右侧伏

隔核二者呈显著正相关，而在左侧伏隔核则无相关

性，提示丙氨酸可能通过伏隔核介导大鼠社会阶层

的形成以及甲基苯丙胺条件性位置偏爱行为。（3）

离体脑片电生理记录发现，高阶层大鼠伏隔核神经

元的微小型兴奋性突触后电流（mEPSC）的频率和

幅度均显著高于低阶层大鼠，而二者的微小型抑制

性突触后电流（mIPSC）的频率和幅度则没有差异。 

    结论  社会阶层可能影响大鼠甲基苯丙胺成瘾

易感性，表现为随着大鼠阶层的降低而更易形成成

瘾行为。该行为可能是伏隔核内的丙氨酸介导的，

其可通过改变伏隔核内神经元兴奋性影响大鼠成瘾

易感性，进一步的机制未来还需要研究进行验证。 

 

 

 

Predictive Role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The 

Efficacy of 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

tion and 10-Hz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

lation Modalities for Treating Methampheta-

mine Use Disorder 

 

Dongliang Jiao1, Huashan Xu1, Lijin Wang1, LinLin 

Mu1, Zixuan Ren1, Huajun Tang2, Qiang Ling2, 

Wenjuan Wang1, Peipei Song1, Lin Zhu1, Yadong Wei2, 

He Gao2, Lei Zhang1, Huafeng Wei1, Leixin Chang1, 

Tao Wei1, Yujing Wang1, Wei Zhao1, Yan Wang1, Luying 

Liu1  

1）School of Mental Health,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2）Compulsory Isolated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Bengbu, Anhui,233030，China 

 

    Objective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

ulation (rTMS) targeting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L-DLPFC) region has therapeutic effects on craving in 

methamphetamine use disorder (MUD). However, still 

some patients with MUD exhibit poor therapeutic out-

comes. The chronic abuse of methamphetamine causes 

impairments in executive function, mediating the thera-

peutic effects of rTMS.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executive function helped predict patients' re-

sponses to rTMS treatment. 

    Methods  This study employed 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iTBS) and 10-Hz rTMS stimulation 

modalities and observed their therapeutic effects on ex-

ecutive function and craving in MUD. A total of 96 pa-

tients with MUD from an isolated Drug Rehabilitation 

Institute in China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iTBS group, 10-Hz group, and sham-stimulation 

group. 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the 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 - Adult Version Scale 

(BRIEF-A) and the Visual Analog Scales (VAS) meas-

urements. Sixty-five healthy adults matched to the gen-

eral condition of MUD were also recruited as healthy 

controls.The trial was registered at ClinicalTrials.gov 

(ChiCTR2100046954). 

    Results  Patients with MUD had significantly 

worse executive function compared with healthy partic-

ipants (P < 0.05). Better treatment effects on MUD were 

observed in both the iTBS and 10-Hz rTMS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sham-stimulation group (P < 0.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reatment effects be-

tween the iTBS and 10-Hz groups (P > 0.05). Furthe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reduction rates of the inhibi-

tory factor，working memory factor and a total score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the iTBS group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improvements in craving (P < 0.05). However, 

the reduction rates of each factor and a total score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the 10-Hz group were not signifi-

cantly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craving (P > 0.05). 

    Conclusion  The execu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MUD was severely impaired compared with that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82 

of normal controls. rTMS treatment in both the iTBS 

and 10-Hz groups could improve executive function and 

craving in MUD. The iTBS modality had a better thera-

peutic effect on execu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MUD, and the improved executive function had the po-

tential to be a predictive marker for the efficacy of iTBS 

modality for MUD treatment. 

 

妇女精神医学学组 

 

不同年龄抑郁症患者躯体化症状的临床特征

及相关因素 

 

郭彤 1 朱雪泉 1 肖乐 1 李晓虹 1,2 王刚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断与质量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2）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妇女精神病学组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患者健康问卷躯体症状

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15，PHQ-15）

来探讨全国多中心不同年龄抑郁症患者躯体化症状

的临床特征及相关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全国共 11 家中心参与的多中

心研究，共纳入 1503 例门诊抑郁症患者，经过 8~12

周急性期抗抑郁药治疗主观有改善，采用 16 项抑郁

症状快速评估量表（Brief 16-Item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Self-Report ， QIDS-

SR16）、PHQ-15、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

（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

naire- Short Form，Q-LES-Q-SF）和席汉残疾量表

（Sheehan Disability Scale，SDS）评估患者症状严重

程度、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采用年龄分层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年龄躯体化症状与临床特征及

其他因素的相关性。 

    结果  纳入 PHQ-15≥5 分伴有躯体化症状的患

者共计 748 例，患者年龄 18~80 岁，男女比例为

1:1.84。18-39 岁（年轻人），40-64 岁（中年），65 岁

以上（老年）三组人群在受教育年限、首次发作年

龄、伴躯体疾病、抗抑郁剂治疗、合并镇静催眠药方

面的比较上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年轻患

者躯体化症状与受教育年限、首次发作年龄、伴躯

体疾病、抗抑郁剂治疗、合并镇静催眠药、合并抗精

神病药相关。中年患者躯体化症状与首次发作年龄、

合并镇静催眠药、合并抗精神病药相关。不同年龄

抑郁症患者在背痛（≥1）、胳膊、腿或关节疼痛（≥1）、

痛经或月经期间其他的问题（≥1，=2）、胸痛（=2）、

性生活中有疼痛或其他的问题（≥1）、感到疲劳或无

精打采（=2）条目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

0.05）。 

    结论  年轻患者多出现痛经、性生活中有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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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患者多出现背痛、胳膊、腿或关节疼痛、胸痛，

老年患者多出现全身性疲劳、不适和肌肉骨骼疼痛。

识别年龄相关躯体症状对于临床医生细化抑郁症伴

随特征、实施个体化对症治疗很有必要。 

 

 

 

Associations between Hemispheric Asym-

metry and Schizophrenia-related Risk Genes 

in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and People at A 

Genetic High Risk of Schizophrenia 

 

Yue Zhu1, Fei Wang1, Yanqing Ta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

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SZ) is considered a 

polygenic disorder with neurodevelopmental deficits, 

manifesting abnormalities in hemispheric asymmetry 

and whole-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Nonpsychotic bio-

logical genetic high risk of SZ (GHR) has also presented 

these neurodevelopmental deficits. The potential asso-

ciations between these neurodevelopmental abnormali-

ties and SZ-related risk genes in both SZ and GHR re-

main unclear. Our aims are to investigate the shared and 

specific alternations to the structural network in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and those with GHR. And to identify 

an association between vulnerable structural network al-

ternation and schizophrenia-related risk genes. 

    Methods  A total of 368 participants, including 

97 SZ, 79 GHR and 192 healthy controls (HC), under-

went DTI scans from a single site. We used graph theory 

to characterize hemispheric and whole-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topological metrics (nodal and global metrics). 

Seventy-four participants (26 SZ and 48 GHR) with 

DTI scans were also genotyped on Illumina BeadChip. 

Polygenic risk scores (PRS) calculated risk genetic loci 

alleles from the recent SZ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alterations of 

hemispheric asymmetry and whole-brain structural net-

work and PRS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identified 

genetic-neural association, bioinformatics enrichment 

was explored.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hemispheric 

asymmetric deficits of nodal efficiency (right orbital su-

perior frontal gyrus), global efficiency and local effi-

ciency in SZ and GHR. Hemispheric asymmetry of lo-

cal efficienc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S in SZ and GHR. Bioinformatics enrich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se risk genes may be linked to 

signal transduction, neural development, neuron struc-

ture, and calcium signaling pathway. SZ showed a sig-

nificant decrease in nodal degree (left postcentral gyrus), 

nodal efficiency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right oper-

cular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left postcentral gyrus,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angular gy-

rus and left angular gyrus), global efficiency and local 

efficiency in whole-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Conclusion  The shared hemispheric asymmetric 

deficits in SZ and GHR indicated that the genetic sus-

ceptibility of SZ potentially influenced the deficits. As-

sociation between anomalous hemispheric asymmetry 

and PRS suggested a vulnerable imaging marker regu-

lated by SZ-related risk genes. And these risk genes 

functions were involved in signal transduction, neural 

development, neuron structure, and calcium signaling 

pathways. The specific alterations in SZ may indicate 

that deficits of whole-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may be 

relate to the disorder.  Our findings provide new in-

sights into asymmetry regulated by risk genes and pro-

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tic–neural patho-

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SZ. 

 

 

 

Three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Share 

Specific Dynamic Alterations of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张陆衡 1 王菲 1,2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病与心理科 

2）南京市脑科医院早期干预科 

 

    Objective  :Increas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cluding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bipolar disorder (BD) and schizophre-

nia (SZ) share biological, neuropsychological and c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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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 features, despite the criteria for their respective di-

agnoses being different. Neuroimaging studies have 

shown disrupted ‘static’ neural connectivity in these dis-

orders. However, the changes in brain dynamics across 

the three psychiatric disorders remain unknown. 

    Methods  :We aim to examine the connections 

and divergencies of the dynamic amplitude of low-fre-

quency fluctuation (dALFF) in MDD, BD and SZ. In 

total, 901 participants [MDD, 229; BD, 146; SZ, 142; 

and healthy controls (HCs), 384] receiv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dALFF 

was calculated using sliding-window analysis and com-

pared across three psychiatric disorders 

    Results  :We found significant increases of 

dALFF in the right fusiform, right hippocampus, right 

parahippocampal in participants with MDD, BD and SZ 

compared to HC. We also found specific increased 

dALFF changes in caudate and left thalamus for SZ and 

BD and decreased dALFF changes in calcarine and lin-

gual for SZ and MDD. 

    Conclusion  :Our study found significant intrin-

sic brain activity changes in the limbic system and pri-

mary visual area in MDD, BD, and SZ, which indicates 

these areas disruptions are core neurobiological features 

shared among three psychiatric disorders. Meanwhile, 

our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specific alterations in 

MDD, BD, and SZ provide neuroimaging evidence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he three mental disorders. 

 

 

 

工作记忆损害与脑灰质体积改变的相关性在

缓解期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不

同 

 

孙婷 1 赵鹏飞 1 姜晓薇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 的   认 知 功 能 障 碍 是 精 神 分 裂 症

（schizophrenia，SZ）患者和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患者共同的临床表现，其中常见的有

工作记忆损害。它在症状缓解期也仍然存在，影响

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然而，其机制尚不明确，可能

与脑灰质体积（gray matter volumes，GMV）的改变

有关。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缓解期 SZ 患者和缓解

期 BD 患者的工作记忆损害和 GMV 改变之间的关

系是否一致，以了解其潜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方法  本研究共有 137 名成年受试者参与，包

括 46 名缓解期 SZ 患者，35 名缓解期 BD 患者，以

及 56 名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匹配的健康对照

（healthy control，HC）。所有受试者均完成了空间广

度测验和数字序列测试，以及结构磁共振成像扫描。

在 Matlab 平台上，通过 VBM8、SPM8 和 DPABI 软

件包对影像数据进行预处理和统计分析。通过 SPSS，

对人口学资料、认知测试分数、以及认知测试与

GMV 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  1.与 HC 相比，SZ 和 BD 患者在空间广

度（p＜0.001）和数字序列（p＜0.001）上均存在测

试分数显著下降。2.与 HC 相比，SZ 和 BD 患者均

存在 GMV 下降（p＜0.001），主要分布在岛叶、颞

上极、杏仁核、前扣带回和额叶皮质(上回、中回、

盖下回和眶额回)。3.在 SZ 患者中，认知测试分数与

GMV 无显著相关性（p＞0.05）。4.在 BD 患者中，

空间广度测试和数字序列测试均与右侧脑岛、杏仁

核、颞上极、内侧额上回和背外侧额上回存在显著

相关性（r=0.390，p=0.025；r=0.554，p=0.001）。 

    结论  SZ 和 BD 患者均存在工作记忆的损害，

但其仅在 BD 患者中表现出与灰质体积改变的相关

性。所以，就灰质体积改变而言，两种疾病的认知功

能损害的潜在病理生理学机制可能是不同的。 

 

 

 

东北三省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生活质量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任璐煜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东北三省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生活

质量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住院患者的

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2020 年 8 月 31

日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东北三省基层精神病院的

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进行调查。使用精神分裂症患

者生活质量量表（SQLS），通过面对面调查，了解住

院患者的一般情况及生活质量。采用 t 检验、方差分

析、χ2 检验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住院患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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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1.东北三省基层精神病院精神分裂症住

院患者生活质量总分、心理社会得分、精力/动机得

分及症状 /不良反应得分分别为 77.65±35.799、

18.50±16.059、46.44±16.925 及 12.71±13.325。2.影

响住院患者生活质量的一般情况：婚姻状况

（F=6.778，P＜0.050）、早年生活事件（t=-3.555，P

＜0.050）、人际关系（F=5.069，P=0.007）、父母关系

（F=9.964，P＜0.050）以及是否服用安眠药（t=-

2.080,P=0.038）3.住院患者生活质量多元线性回归结

果：（1）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父母

关系良好、丧偶、看电视每周一次及以上、早年生活

事件、人际关系良好以及服用安眠药（P＜0.050）。

（2）在保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时，父母关系良好比

父母关系恶劣的患者生活质量总分下降 13.666 分；

丧偶比未婚患者生活质量总分增加 37.828 分；看电

视每周一次及以上比不看电视的患者生活质量总分

增加 15.994 分；有早年生活事件比没有早年生活事

件的患者生活质量总分增加 10.710 分；人际关系良

好比人际关系紧张的患者生活质量总分下降 9.505

分；服用安眠药比不服用的患者生活质量总分增加

8.903 分。 

    结论  东北三省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生活质

量较差，其中精力/动机最差。患者一般情况、看电

视及服用安眠药情况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在对

住院患者进行对症治疗的同时，通过促进患者的人

际关系、改善家庭状况、提高家庭支持、减少看电视

时间、娱乐活动多样化以及改善安眠药使用情况，

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女性双相障碍共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危险因

素及临床特征 

 

沈阿姿 1 孙静 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精神科 

 

    目的  探讨女性双相障碍共病甲状腺功能减退

(简称甲减)的危险因素及临床特征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符合入组标准的急性期双

相障碍女性患者 258 例，根据基线期甲状腺激素水

平将患者分为甲状腺功能正常组（非共病组）及甲

状腺功能减退组（甲减组），采用 24 项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24）、杨

氏躁狂量表（Mania Rating Scale, YMRS）、自杀风险

量表(Nurses' Global Assessment of Suicide Risk scale, 

NGASR)评估所有患者临床症状及自杀风险。对既

往或入院前一个月未服用碳酸锂的非共病组患者于

治疗后两周复查甲状腺激素水平，统计治疗两周后

甲减发生率。对甲减组和甲状腺功能正常组进行组

间比较，分析甲减是否与锂盐使用相关。 

    结果  基线时，甲减组 NGASR 得分及非自杀

自伤行为发生风险明显高于非共病组（5.93±4.0 分

vs. 4.69±3.75 分，t=0.46, P＜0.05；27.9% vs.25.8%，

X²=4.81, P＜0.05）。两组之间年龄、首次发病年龄、

职业、疾病状态（抑郁、躁狂、轻躁狂、混合、快速

循环）及精神疾病家族史均无显著性差异（All 

P >0.05）。但抑郁相患者中共病组 HAMD 评分明显

高于非共病组（26.96±8.30 分 vs. 33.85±6.65 分，t= 

0.84 ，P= 0.001)）,而躁狂相患者两组之间的 YMRS

分值无统计学差异（32.33±8.45 分 vs. 30.39±8.17 分，

t=0.00，P=0.28）。Logistics 回归结果显示年龄 

(OR=1.03 , P＜0.05 )、使用锂盐(OR=2.60，P＜0.05)

及抗精神病药物与抗抑郁药物联用( OR=2.88，P＜

0.05)是甲减发生的危险因素。经过两周治疗，非共

病组甲减发生率为 56.25%，未发现与锂盐使用相关

（P= 0.795）。 

    结论  双相障碍共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有更高自

杀风险、伴有更多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抑郁严重程

度较高。年龄、锂盐使用、抗精神病药物与抗抑郁药

联用是其危险因素。急性期甲减发生率高，且与锂

盐使用与否无关。提示双相障碍与甲状腺功能减退

发生可能存在共同通路，应关注共病的治疗和共同

通路病理机制的探讨。 

 

 

 

高龄孕妇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干预 

 

苏秀芳 1 吴小立 2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科 

 

    目的  高龄是围产期精神障碍的高危因素，随

着普遍二胎政策的放开，我国高龄孕妇的数量激增，

孕妇的心理健康状况将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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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评估高龄孕妇的心理健康状况，探讨团

体心理治疗对高龄孕妇精神障碍的疗效。 

    方法  三甲医院妇科门诊 413 名妊娠期 12 周

内、35 岁及以上的孕妇参与本研究。所有的参与者

由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进行访谈、筛查。精神障

碍，如抑郁发作、焦虑障碍、强迫症和恐怖障碍根据

DSM-IV 进行诊断。共 114 例孕妇被诊断为精神障

碍，其中 12 例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并转诊到精神

科(病例组，n=102，健康组, n=286)。病例组随机分

为干预组 (n=51)和对照组(n=51)。对照组每月进行

一次健康教育。在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干预组分为 5

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同一位经过团体心理治疗培

训的精神科医生带领, 每半个月进行一次团体心理

治疗，至产前一周结束。中文版 scl-90 评估孕妇的

精神心理状态。scl-90 评估的 90 个项目包括感觉、

情绪、思想、意识、行为、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睡

眠和饮食。分别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科护士在研

究开始及产后一周对两组孕妇进行评估。同时产后

1 周记录分娩方式、分娩孕周、新生儿出生体重、

Apgar 评分及妊娠并发症。采用协方差分析

（ANCOVA）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 SCL-90 分数。 

    结果  病例组年龄显著高于健康组(p=0.03)，教

育程度亦显著高于健康组(p=0.02)。 病例组经济困

难的孕妇频率显著高于健康组（p=0.03）。病例组配

偶角色不良的频率显著高于健康组（p<0.001）。病例

组妊娠并发症（如妊娠糖尿病、高血压）的频率显著

高于健康组（p<0.001）。 

    干预组与对照组 scl-90 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束干预随访后，干预组 SCL-90 各项分

数显著下降  (p<0.001)。对照组只有躯体症状分数

显著下降(p<0.001)。两组的躯体症状分数无显著差

异. (p=0.06)。对照组的强迫、抑郁、焦虑等各项得分

显著高于干预组(p<0.001)。病例组孕妇对于胎儿性

别期待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3）。 

    结论  健康教育联合团体心理治疗有助于改善

围产期高龄孕妇的焦虑、抑郁症状。 

 

 

 

人格组织结构化访谈问卷（STIPO-R）在临床

应用的信度、效度初探 

 

胡佳 1 陈双艺 1 仇剑崟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旨在对人格组织结构化访谈问卷

（STIPO-R）中文版在临床应用中的信效度进行检

验，探索其本土化使用的量表功能。 

    方法  病例组 71 名（排除精神病性障碍、双相

I 型诊断），正常对照组 65 名，每名被试接受简明国

际神经精神访谈问卷（MINI）、STIPO-R、DSM-IV

人格障碍诊断问卷（SCID-II）、DSM-5 人格量表

（PID-5）评估。一个月后选取 63 名被试进行 STIPO-

R 复测，检验重测信度，使用 Cronbach’α 系数评价

内部一致性信度，和 PID-5 问卷进行效标效度检验，

并且使用 Mann-Whitney U 统计方式探索了 STIPO-

R 的结果在病例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的差异，病例

组中不符合 SCID-II 人格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与病

例组中符合 SCID-II 人格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之间

的差异，以及正常对照组和符合 SCID-II 人格障碍

诊断标准的患者之间的差异。 

    结果  各维度 Cronbach’α 值为 0.611~0.822，总

体 Cronbach’α 值为 0.897；前后测之间总量表组内

相关系数为 0.99（95%CI 0.984~0.994，p＜0.01）。

STIPO-R 的客体关系维度与 PID-5 的 5 个维度呈显

著正相关（r=0.269~0.453，p＜0.01）；身份认同维度

与 PID-5 的负性情感、分离、脱抑制、神经质 4 个

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0.192~0.369，p＜0.01）；防御

维度与 PID-5 的负性情感、分离、脱抑制 3 个维度

呈显著正相关（r=0.351~0.369，p＜0.01）；攻击性维

度与 PID-5 的 5 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0.193~0.368，

p＜0.01）；道德价值观维度与 PID-5 的对抗、脱抑制

2 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0.216~0.272，p＜0.01）；

自恋维度与 PID-5 的负性情感、分离、对抗、脱抑

制 4 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0.257~0.375，p＜0.01）；

病例组的 STIPO-R 总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z=-

7.809~-3.849，p＜0.01）。 

    结论  STIPO-R 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总

量表，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重测信度良好；与

效标量表的相关性良好；能够根据人格组织的受损

程度形成从正常人到患者的谱系评估，但仍需进一

步大样本分析证明是否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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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与精神医学学组 

 

抑郁症患者睡眠结构特征与前瞻性记忆的相

关研究 

 

余家快 1 夏清荣 1 郑明明 1 解钧 2 朱鹏 2 朱道民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睡眠结构特征及其与前

瞻性记忆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安徽省

精神卫生中心 113 例住院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本中心公开招募 47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两组对象

均行多导睡眠监测，评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基于事件的前瞻性记忆(EBPM)和基于

时间的前瞻性记忆(TBPM)，分析抑郁症患者睡眠结

构与 EBPM 和 TBPM 的关系。 

结果  相比于对照组，抑郁症组快速动眼睡眠

（REM）潜伏期和卧床时间更长；REM 持续时间和

慢波睡眠（SWS）持续时间更短；EBPM 和 TBPM

评分更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

分析显示，抑郁症组 N2 潜伏期与 TBPM 呈正相关

（β=0.041，95%CI:0.008-0.074），REM 持续时间与

TBPM 呈正相关（β=0.024，95%CI: 0.010-0.039）。

模型加入性别、年龄、文化、BMI、HAMD 等混杂

指标后，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组

REM 持续时间仍与 TBPM 具有正相关（β=0.018，

95%CI: 0.005-0.032）；而 N2 潜伏期与 TBPM 的关联

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抑郁症患者存在睡眠结构异常和前瞻性

记忆损害，TBPM 与 REM 持续时间呈正相关，且这

种关联不受患者性别、年龄、文化、体重指数和抑郁

程度等的影响。 

 

 

 

西南地区住院治疗的酒依赖患者酒精依赖程

度、认知水平、情绪、睡眠质量现况及相关因

素分析 

 

冯祖幸 1 杨建中 1 曾婷婷 1  

1）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西南地区入院治疗的非急性戒断状

态酒依赖患者的酒精依赖程度、认知水平、情绪、睡

眠质量现况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2020 年 9 月-2021 年 5 月，在曲靖市第

三人民医院、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及昆明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对符合 DSM-V 诊断标准中的重度酒精

使用障碍患者的入院 87 例酒依赖患者进行基线时

的现况调查，获得一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民

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为独生子女、月经

济收入）、既往饮酒情况（饮酒年限、酒精度数、日

饮酒量、周饮酒频率）、酒依赖量表（ADS）、酒精依

赖戒断评估表（CIWA-Ar）、强制性饮酒问卷（OCDS）、

渴求量表-视觉模拟量表（VAS）、焦虑症筛查量表

（GAD-7）、抑郁筛查量表（PHQ-9）、蒙特利尔认知

评估量表（MoCA）及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等资料；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影响酒依赖

患者酒精依赖程度、认知水平、情绪及睡眠质量的

相关因素。 

    结果  随着日饮酒量（B=0.007，p=0.05）与饮

酒频率（B=1.104，p=0.05）增大，ADS 的值显著增

大；日饮酒量（B=0.002，p=0.05）增大，OCDS 得

分增大；日饮酒量（B=0.018，p=0.00）与饮酒频率

（B=1.793，p=0.01）增大，VAS 的值显著增大。饮

酒年限（B1=-0.166，p1=0.02，B2=-0.15，p2=0.02）

与 PHQ-9，PSQI 呈现负相关，随着饮酒年限（B=-

0.157，p=0.00）增大，MoCA 的值显著减小；年龄

（B=0.067，p=0.04）增大与 CIWA-Ar 变化呈正相

关。GAD-7 得分（B=0.428，p=0.03）提升，ADS 的

值显著增大。 

    结论  西南地区住院治疗的酒依赖患者酒精依

赖程度重，农村老年男性吸烟、饮酒的生活方式虽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排解不良情绪及维持睡眠，长期

大量饮酒造成认知水平的损伤仍不容忽视；酒精依

赖戒断反应的严重程度可能与年龄有关，焦虑情绪

也是酒依赖程度的影响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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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精神病学组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赵斌斌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Rapid eye movement (REM) sleep is 

closely related to all-cause mortality.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REM sleep based on poly-

somnography monitoring is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

cular disease (CVD) outcomes. 

    Methods  We selected 4,492 participants (2,481 

women and 2,011 men; mean age, 63.8±11.0 years) 

from the Sleep Heart Health Study. CVD outcomes in-

cluded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CHF), myocardial in-

farction (MI), stroke, and CVD death during a mean fol-

low-up period of 11 years. REM sleep was monitored 

using in-home polysomnography at baseline. Multivar-

iabl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M sleep and CVD outcomes. 

    Results  In total, 436 (9.7%) CHF, 282 (6.3%) MI, 

201 (4.5%) stroke and 238 (5.3%) CVD deaths were ob-

served during the entire follow-up period. After adjust-

ing for potential covariates, an increased percentage of 

REM sleep (per 5%)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a reduced incidence of CHF (hazard ratio [HR] 0.9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94–0.98, P<0.001). A similar 

result was also found between total REM sleep time (in-

creased per 5 min) and incident CHF (HR 0.88, 95% CI 

0.82–0.94, P<0.001). In addition, a significant associa-

tion of percentage REM sleep and total REM sleep time 

with CVD death was found, but not with MI and stroke. 

    Conclusion  An increased percentage of REM 

sleep and total REM sleep time were associated with a 

reduced risk of CHF and CVD death. REM sleep may 

be a predictor of the incidence of CHF and CVD death. 

 

 

 

心理健康状况与不良的自我控制在中国青少

年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中的中介作用. 

 

滕紫薇 1 谭羽希 1 金坤 1 黄兢 1 唐慧 1 向慧 1 李乐

华 1 伍海姗 1 陈晋东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网络成瘾较常见，但目前没有探讨童年

创伤与网络成瘾在中国职业高中生的研究。本文拟

探讨童年创伤对网络成瘾的直接影响，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研究心理健康状况（包括压力、抑郁、焦虑和

双相症状）和自我控制是否介导了童年创伤与网络

成瘾的关系。 

    方法  于 2020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对我国

职业高中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标准化问卷收集

童年创伤、自我控制、焦虑抑郁压力双相等症状及

社会人口学基本特征。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  共有 3368 名参与者参加了此次研究，本

研究中网络成瘾的患病率为 11.1%（373/3368）。童

年创伤 (β = 0.063, p = 0.001)、不良的自我控制能力

(β = 0.610, p < 0.001)和心理健康状态 (β = 0.121, p < 

0.001)对网络成瘾有直接影响。童年创伤对网络成瘾

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 0.349（p<0.001）和 0.287

（p<0.001）。结构方程模型还揭示了不良自我控制(β 

= 0.217，p<0.001）和心理健康状态（β = 0.054，

p<0.001）在儿童创伤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同时童年创伤也会通过不良自我控制进而影响心理

健康(β = 0.016，p<0.001）。 

    结论  童年创伤对职业高中生网络成瘾行为有

显著影响。心理健康状况（包括压力、抑郁、焦虑和

双相症状）和不良自我控制在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

中有中介作用。因此，阐明这些关系将有助于制定

和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策略，以提高中国

职业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为网络成瘾的临床治

疗和学校预防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儿童期虐待与抑郁及焦虑症状的关系研究 --

心理韧性与手机依赖的中介作用 

 

俞晰珏 1 卢瑾 1 许秀峰 1  

1）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调查云南省临沧市儿童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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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儿童期虐待、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及抑郁合并

焦虑症状的现状，分析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焦虑

症状及其合并症状的影响因素，探究儿童期虐待与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焦虑症状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在补充现有的儿童期虐待与抑郁、焦虑关系研究的

同时，为心理教育工作者更好的缓解儿童青少年的

抑郁及焦虑情绪提供思路。 

    方法  本研究是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临沧市

进行的横断面研究，过程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获得，

以获取研究样本。本次研究共 3234 名在校学生完成

问卷，除性别变量缺失 2 名被试数据，儿童期创伤

问卷缺失 1 名被试数据，其余数据均无缺失。本研

究采用自编社会人口学问卷、简式儿童期虐待问卷

（CTQ-SF）、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RSCA）、手机

依赖量表(MPAS)、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

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对纳入研究的被试进

行自陈式评估。应用 SPSS 中的描述性统计、T 检验、

卡方检验、方差分析、logistic 回归等方法对回收研

究样本的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差异分析、相关性

分析及因素分析，最后用 Mplus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对儿童期虐待到抑郁症状、焦虑症状间的中介效应

进行路径分析。 

    结果  1.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抑郁症状阳性

（PHQ-9≥10）人数占比 16.23%，焦虑症状阳性

（GAD-7≥10）人数占比 11.53%，抑郁合并焦虑症状

的阳性（PHQ-9≥10 且 GAD-7≥10）人数占比 9.4%。 

    2.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心理韧性和手机依赖都

是儿童虐待到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间的中介因素。

在儿童期虐待对抑郁症状的作用中，二者所发挥的

总间接效应所占比例为 66.91%，其中心理韧性的中

介效应占比 35.31%，手机依赖的中介效应占比为

6.42%，而心理韧性—手机依赖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比

25.19%。在儿童期虐待对焦虑症状的作用中，二者

所发挥的总间接效应所占比例为 66.08%，其中心理

韧性的中介效应占比 36.18%，手机依赖的中介效应

占比为 6.28%，而心理韧性—手机依赖的链式中介

效应占比 23.87%。 

    结论  儿童期虐待不仅会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

的抑郁、焦虑的严重程度，还可以通过心理韧性和

手机依赖间接影响抑郁、焦虑。其中心理韧性的中

介效应最强，二者的链式中介效应次之，手机依赖

的中介效应最弱。 

儿童精神病学组 

 

Predicting The Adult Clinical and Academic 

Outcomes in Boys with ADHD: A 7- To 10-

year Follow-up Study in China 

 

任艳玲 1,2 方新宇 2 方慧 2 庞高峰 1 蔡婧 1 王苏弘
1 柯晓燕 2  

1）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南京市脑科医院 

 

    Objective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

der (ADHD) often persists into adulthood and causes 

adverse effects on social functioning.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widely investigate the predictors, particularly 

childhood intelligence quotient (IQ) and family envi-

ronment factors, on adult clinical and academic out-

comes in boys with ADHD. 

    Methods  A total of 101 boys with ADHD in a 

Chinese Han ADHD cohort were followed up 7 to 10 

years later. Baseline ADHD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parent version of the ADHD Rating Scale‐IV 

(ADHD‐RS‐IV)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n-

ners’Parent Rating Scale-Revised (CPRS-48). The in-

telligence of the child was tested by the China-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C-WISC), and family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Edition (FES-CV). Adult ADHD persis-

tence was defined using DSM-IV criteria for ADHD, 

and academic outcome fell into two categories: higher 

academic level group (studying in senior middle school 

or above) and lower academic level group (studying in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or below). 

    Results  Stepwise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father’s character, impulsive-

hyperactive index as measured by the CPRS-48 and in-

tellectual-cultural index as measured by the FES-CV in-

dependently predicted clinical outcomes in adults, with 

an AUC of 0.770 (P < 0.001, 95% CI = 0.678 to 0.863). 

The corresponding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0.743 and 0.727, respectively. The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family economic level, and verbal IQ (VIQ) on 

the C-WISC independently predicted adult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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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with an AUC of 0.870 (P < 0.001, 95% CI = 

0.796 to 0.944). The corresponding sensitivity and spec-

ificity were 0.813 and 0.78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nitial ADHD symptom severity and 

IQ, father’s character and education level, and family 

atmosphere and function affect adult clinical and aca-

demic outcomes. Addressing these areas early may help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ADHD into adulthood. 

 

 

 

Diciphering Gut Microbes and Sensory-emo-

tional Functional Disruption in Unmedicated 

Adolescent Bipolar Depression 

 

Jianbo Lai1, Peifen Zhang1, Zhiming Li2, Jiahong Ding2, 

Shaohua Hu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

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China 

2）BGI-Shenzhen, Shenzhen, China 

 

    Objective  Accumulating studies have revealed 

changes in gut microbial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BD), indicating the po-

tential role of the gut-brain axis regulation in the patho-

genesis of BD.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characterize 

the gut microbiota in adolescent BD patients and its cor-

relation with brain dysfunction. 

    Methods  30 drug-naïve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a depressive episode were recruited and underwent 4-

week quetiapine treatment. 25 age-, gender-, and BMI-

matched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recruited as controls 

(HCs). Fec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HCs and all 

patients at baselin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analyzed by 

short-gun metagenomic sequencing. Resting-state cra-

nial functional magnetic imaging were collected from 

21 patients at baseline. Using seed-to-voxel analyses, 

we examined all 136 cerebral network and atlas regions 

at the whole-brain level, reported alter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patterns with different 

HAMD-17 scores, and compared RSFC differences be-

tween treatment responded and non-responded patients. 

    Results  Beta-diversity of gut microbiota, rather 

than alpha-diversity (Shannon index), showed signifi-

cant intra- and inter-group differences among HCs, pre- 

and post-treatment patients. Compared to HCs, unmed-

icated BD patients showed changes in specific bacterial 

abundance at phylum, genus and species levels, which 

were involved in the acetyl-CoA, choline, aromatic 

amino acid, and lipid metabolic pathways. Based on 

these microbes, a random forest model can efficiently 

distinguish unmedicated patients and HCs. Following 4-

week quetiapine monotherapy, a group of gut bacteria 

showed changes in abundance, and half of all patients 

responded well to treatment (a reduction rate of HAMD-

17 ≥ 50%). Again, a random forest model based on these 

bacteria helped to distinguish responded to non-re-

sponded patients (AUC = 91.8%, 95% CI: 80.3%-

100%). In neuroimaging analysis, reduced levels of 

RSFC between ROIs (i.e., precentral [somatosensory 

cortex] and postcentral [motor cortex] gyrus) involved 

in the sensorimotor network (SMN) and bilateral insular 

cortex were found associated with BD severity. Based 

on treatment outcome, inter-group seed-to-voxel analy-

sis revealed that right posterior middle temporal gyrus 

had significant RSFC with bilateral superior lateral oc-

cipital gyrus. When combining differentiated data of gut 

microbiota with brain RSFC,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treatment outcome achieved an improved AUC at 96.3% 

(95% CI: 88.2%-100%).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d evidence 

that adolescent BD patients harbored changed gut mi-

crobiome, which was involved in the metabolic path-

ways of short-chain fatty acids and neurotransmitters. A 

joint analysis of gut microbiome and brain RSFC 

showed better predictive efficacy for treatment outcome 

than microbiome data alone, indicating a potential co-

variation between gut microbiome and brain function in 

BD. 

 

 

 

散发性和家族性早发精神分裂症大脑结构及

认知功能的差异研究 

 

蔡佳 1 魏巍 1 李涛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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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本研究使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和基

于表面的形态学分析两种方法，结合神经认知功能

的指标，旨在揭示（Early-onset Schizophrenia，EOS）

患者大脑结构的异常脑区和认知功能的缺陷，分析

异常脑区与认知功能缺陷或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

并进一步探索家族性早发精神分裂症（Familial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FEOS）和散发性早发精

神分裂症（Sporadic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SEOS）

大脑结构异常脑区和认知缺陷的异同点。 

    方法  本研究招募 EOS 志愿者 60 名，及 40 名

儿童青少年作为正常对照组（HC）。按照 EOS 患者

两系三代内是否有亲属曾被诊断“精神分裂症”将

EOS 分为 FEOS 组和 SEOS 组，其中 FEOS 组 11 名

受试，SEOS 组 49 名受试。本研究使用《美国精神

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及其半定式结构化临

床访谈对 EOS 患者进行临床诊断，使用阳性和阴性

症状量表评估 EOS 患者的临床症状，使用国际儿童

和青少年神经精神病学访谈对 HC 进行精神类疾病

的排除诊断，使用剑桥认知成套测试中的六个模块：

剑桥球袋（SOC）、空间工作记忆(SWM)、延迟匹配

（DMS）、模式识别记忆（PRM）、内外维成套转换

（IED）、快速视觉信息处理（RVP），评估所有受试

的认知功能。所有被试的头颅磁共振数据采集于飞

利浦 3T 核磁共振扫描仪。 

    结果  与HC组相比较，EOS组在左侧颞下回、

左侧颞上回、左侧额中回、右侧额中回及右侧额下

回等脑区灰质皮层厚度变薄（p<0.05，FWE 校正）。

与 HC 组相比较，EOS 组在 SWM、IED、DMS、PRM

及 SOC 五个模块的部分/全部选用指标差于 HC 组

（p<0.05，经 FDR 校正）。与 HC 组相比较，SEOS

组左侧颞中回（p<0.05，FDR 校正），且左侧额中回、

左侧颞上回、右侧额中回及右侧额下回等脑区皮层

厚度变薄（p<0.05，FWE 校正）；与 FEOS 组相比较，

SEOS 组在左侧额上回、右侧额上回、右侧枕中回等

脑区大脑 GMV 减少（p<0.05，FDR 校正）。 

    结论  EOS 患者存在大脑颞叶、额叶结构损害

以及多维度的认知功能缺陷；FEOS 和 SEOS 神经病

理发病机制不尽相同。 

 

 

 

Identification of Key Genes and Pathways for 

ASD by Systematic Bioinformatics Workflow 

with Meta-Analytic 

 

张漫雪 1 胡霄 1 焦建 1 袁丹凤 1 黄颐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bjective  Early diagnosi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 is an urgent point for AS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otential pathogenic factors of ASD, can 

b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transcriptomics studies of dif-

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in the brain tissues. 

Previous findings are often inconsistent or even contra-

dictory. Evidence corroboration by combining meta-

analysis and bioinformatics methods may help to re-

solve existing inconsistencies and contradict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demonstrate both meta-analysis and bio-

informatics methods to identify potential pathogenic 

factors of ASD. 

    Methods  Transcriptomic data were assessed 

from GEO and ArrayExpress after systematic searches. 

We downloaded Gene expression datasets,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Gene On-

tology (GO),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

nomes (KEGG) enrichment pathway analyses, and pro-

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work. 

    Results  After systematic searches of 132 da-

tasets, we included 2 datasets (GSE28521 and 

GSE38322) in the extensive meta-analyses. Bioinfor-

matics analysis revealed a total of 1578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were 

performed and key pathways for instance, DNA binding, 

transcription regulator activity, double-stranded DNA 

binding, DNA-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activity, 

RNA polymerase II-specific were found out. In total, 6 

hub genes DLX1, FEZF2, VIP, FOXG1, LHX6, and 

CRH were selected via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works. 

    Conclusion  This meta-analytical study identi-

fied that DNA binding pathways and six hub genes were 

candidate pathogenic factors of ASD. 

 

 

 

ADHD 儿童视觉早期感知能力代偿性增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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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前脑电 alpha 振荡的相关性研究 

 

罗翔升 1 郭家梁 2 李东伟 2 王恩聪 2 刘璐 1 祝雨 1 

王玉凤 1 宋艳 2 孙黎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师范大学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期常

见的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

冲动为核心特征。ADHD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清

楚，由于基础感知过程对认知的重要影响，现有研

究越来越关注 ADHD 的基本感知过程。脑电研究发

现刺激前 alpha 活动所描述的感知背景活动对 P1 所

描述的早期感知过程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既往研究

发现，ADHD 儿童的感知相关 P1 活动会表现出代

偿性增强。但对于 ADHD 患者基线期背景感知活动

的研究仍未见报道。因此,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经

典的视觉空间搜索任务来探讨ADHD儿童的刺激前

alpha 和刺激后 P1 活动的特征及相互作用关系，以

进一步了解 ADHD 儿童的视觉感知能力特征。 

    方法  研究对象为 135 例 7~13 岁儿童，其中

ADHD 儿童 70 例（年龄：10.61 ± 1.93，女：17），

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组儿童 65 例（年龄：10.73 ± 

1.93，女：20）。采用 EGI 公司 128 导脑电记录设备，

记录儿童在视觉搜索任务中的正确率、遗漏率、反

应时、反应时变异性和脑电活动。提取刺激前 alpha 

( 8-12 Hz)活动的相对功率，及任务早期 P1 成分的

波幅。通过组间比较、相关分析和混合效应模型等

方法分析两组儿童的背景感知活动与早期感知活动

的表现特征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 

    结果  1）脑电时频分析显示，ADHD 儿童的刺

激前 alpha 相对功率与对照儿童相比显著增强 (p < 

0.011)，且 ADHD 儿童右侧脑区的 alpha 相对功率与

任务遗漏率呈显著负相关(r = -0.292, p < 0.016)。2）

事件相关电位分析显示，与正常儿童相比，ADHD 儿

童早期 P1 成分波幅显著增大(p < 0.003)，且左侧脑

区 P1 波幅与任务反应时(r = -0.388, p < 0.002)及反

应时变异性均呈显著负相关(r = -0.296, p < 0.014)。

3）混合效应模型提示两组儿童的刺激前 alpha 相对

功率均可正向预测 P1 波幅(p < 0.001)。 

    结论  ADHD 儿童完成视觉搜索任务时早期感

知能力代偿性增强，且背景脑电的刺激前 alpha 活动

可以正向预测早期视觉感知及注意搜索能力。研究

结果将ADHD儿童早期感知异常拓展至刺激前阶段，

为ADHD的感知能力研究提供更多神经生理学证据，

对进一步探讨ADHD儿童认知缺陷的神经病理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of Remote 

Computerized Cognitive–based Training 

Combined with EEG Neurofeedback in The 

Treatment of ADHD 

 

罗翔升 1 郭晓杰 1 赵琦华 1 祝雨 1 陈彦博 1 王玉凤
1, Stuart J, Johnstone2 孙黎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School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Wollongong, NSW, Australia 

 

    Objective  There is increasing concern regarding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in children with Atten-

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especially 

for the remote digital techniques, such as neurofeedback 

(NF) and computerized cognitive–based training (CCT). 

However, compared with NF,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CCT on ADHD is called for further validation, as well 

as for the joint increased effects for NF and CCT. In this 

stud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as designed to 

compare the 3 months training effects among NF, CCT 

and combined NF + CCT (COM) by applying a digital 

remote Focus Pocus training software.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one children 

with ADHD participated and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NF, CCT and COM training group. Pre- and post-

training symptoms (primary outcome), executive func-

tion and daily function was measured by questionnaires 

evaluated by their parents as well as the resting EEG 

under eye-closed (EC) and eye-open (EO) conditions. 

    Results  After three months of training, the inat-

tentive, hyperactive/impulsive symptoms of the three 

groups of childre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well 

as for the inhibition, working memory functions, learn-

ing and life skill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training designs. The objective EEG ac-

tivity showed a consistent increased alpha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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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fter the training for the three training groups un-

der EO condition.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3 months 

NF, CCT and combined NF + CCT training based on 

Focus Pocus have effective training effect on the main 

symptoms, executive function, daily function and elec-

trophysiology of children with ADHD. The results sug-

gested an identical training effect for different digital re-

mote training models as well as the feasibility and ef-

fectiveness of home-based digital training for ADHD, 

which have potential value for the promotion and appli-

cation of digital remote training. 

 

 

 

Alter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in Medication-naive Children with Atten-

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陈芋圻 1 陈纡 1 任艳玲 1 王苏弘 1  

1）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Objective  The latest researches of ADHD have 

gradually more focused on both the cool and hot execu-

tive function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using 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in this area still remains 

a vast amount of uncertainty. Hence, we use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alyses to explore the 

whol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s based on 

the seed regions to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cool and hot execu-

tive functions in ADHD. 

    Methods  30 drug-naive children with ADHD se-

lected from a hospital and 33 age-matched healthy chil-

dren from the local school nearby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seed region of interest (ROI) in the current 

study approxim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bilateral amyg-

dala, orbital frontal cortex and ventral striatum that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Harvard Oxford anatomical labeling 

template from DPABI software. Whole-brain seed-

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three ROIs. Next, within-group and between-

group connectivity patterns showing positively as well 

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networks of the three ROIs 

were demonstrated and compared. At last,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three ROIs, explora-

tory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etween each 

cluster and the age, attention-deficit scores, hyperactiv-

ity scores of each group. 

    Results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s of 

the three ROIs in the whole brain were very similar in 

the right and left hemispheres within the two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s, the amygdala in 

children with ADHD showed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

nectivity with the right cerebellum, while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 the left putamen and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intrin-

sic activity between the orbital frontal cortex and the left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were also observed in ADHD 

children compared to the normal controls. At the same 

time,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lso showed a sig-

nificant between-group difference in functional connec-

tivity with the ventral striatum. These aberrant connec-

tivity implied deficits in both cool and hot executive 

functions, especially the emotion dysregulation showed 

in ADHD children. The age and strength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right cingulate gyrus to the amygdala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ADHD chil-

dren, but not in NC, which suggests maturation delay in 

ADHD. No other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ttention-deficit scores, hyperactivity scores and con-

nectivity strength was found. 

    ConclusionS  ignificantly alter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ound in our present study com-

paring between ADHD children and healthy control im-

plied the deficits in executive control and emotion pro-

cessing within ADHD patients, which provides more 

perspectives in treating the symptoms regarding of emo-

tional problems in ADHD. 

 

 

 

一种幼儿孤独症快速互动式筛查方法的应用

研究 

 

黄敏施 1 张诗 1 韦臻 1 冯哲 1 李继涵 1 万国斌 1  

1）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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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验证幼儿孤独症快速互动式筛查方法

(The Rapid Interactive Screening Te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 RITA-T)用于筛查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灵敏度、特异度及该量

表的划界分。 

    方法  RITA-T 为孤独症二级筛查的工具，适用

于 18-36 月龄，通过 9 个小活动与幼儿进行 5-10 分

钟的互动，判断儿童是否具有 ASD 风险。基层医生

通过 3 小时理论及操作培训便可开展筛查。本研究

对 2-3 岁完成行发育行为评估的 ASD、全面发育迟

缓、特定型语言障碍、正常发育儿童进行孤独症筛

查测试，使用方差分析的方法比较不同组间 RITA-T

的分数。使用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Autism Diagnos-

tic Observation Scale, ADOS）、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

（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与 RITA-T

分数做相关性分析；使用 ROC 曲线选择最佳划界分。 

    结果  共纳入 178 名幼儿，各组间 RITA-T 的

分数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ASD 组（n=65）

RITA-T 的均分为 23.3±4.5 分，高于全面发育迟缓组

（n=36，14.4±5.7 分），高于特定型语言障碍组（n=53，

10.9±5.0 分），高于正常发育儿童组（n=24，8.5±3.8

分）。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 RITA-T 与 ADOS 评估的

社交互动标准分（r=0.831, p<0.001）及 ADOS 总分

（r=0.816, p<0.001）高度相关，与狭隘的重复刻板

行为标准分中度相关（r=0.602, p<0.001）；与 CARS

总分高度相关（r=0.814, p<0.001），与 CARS 的具体

题目分数皆有低度和中度相关（r=0.358~0.736，

p<0.001）。将其他发育障碍和正常发育儿童归为一

组，ASD单独为一组，采用ROC曲线方法选择RITA-

T 工具筛查 ASD 的划界分，16 分及以上时，灵敏度

为 0.923，特异度为 0.779，Youden 指数为 0.702。 

    结论  RITA-T 能有效筛查 2-3 岁的孤独症幼儿，

筛查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与孤独诊断量表具有较高

的相关性，且操作简单有趣，容易开展培训及推广，

可弥补目前国内仅适用单一家长问卷方法开展孤独

症二级的不足。 

 

 

 

青少年应对方式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有

调节的中介的模型 

 

苏艳丽 1 刘萌 2 黄思凡 2 吴限亮 1 党云皓 1 庄蓉 1 

李奇光 1 张燕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陕西师范大学 

 

    目的  本研究拟探讨应对方式对青少年非自杀

性自伤形成的影响机制，并分析焦虑水平以及家庭

无效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选取年龄在 11-18 岁之间的青少

年 119 名，其中 55 名作为实验组，均为符合美国精

神障碍诊断手册第五版非自杀性自伤（NSSI）诊断

标准且排除发育障碍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患者；

64 名作为对照组，均为无自伤行为且精神心理状况

健康的青少年。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两组青少年在

非自杀性自伤频率、应对方式、焦虑水平、无效家庭

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进行评估，检验了应对方式对非

自杀性自伤频率的预测作用，并检验了焦虑水平的

中介作用以及无效家庭环境的调节作用。 

    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非自杀性自伤频率、

应对方式、焦虑水平、家庭无效环境之间两两显著

相关。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发现，指向情

绪的应对方式不仅能够直接预测 NSSI 频率，而且能

够通过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预测 NSSI 频率，该直接

效应  (0.38) 和中介效应  (0.43) 分别占总效应 

(0.81) 的 46.58%、53.42%。此外，指向情绪的应对

方式还能够通过特质焦虑的中介作用预测 NSSI 频

率，该直接效应 (0.37) 和中介效应 (0.44) 分别占

总效应 (0.81) 的 45. 82%、54.18%。模型还发现，

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不仅能够直接负向预测 NSSI

频率，而且能够通过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

NSSI 频率，该直接效应 (-0.17) 和中介效应 (-0.34) 

分别占总效应 (-0.51) 的 34.09%、65.91%。此外，

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则完全通过特质焦虑的中介作

用负向预测 NSSI 频率，即状态焦虑完全中介了状态

焦虑对 NSSI 频率的预测作用。该直接效应 (-0.07) 

和中介效应  (-0.44) 分别占总效应  (-0.51) 的

13.76%、86.24%。家庭无效环境调节了所有中介模

型中焦虑水平对非自杀性自伤频率的预测作用。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应对方式和焦虑水平都

是非自杀性自伤发生的重要预测因素，指向情绪的

应对方式通过状态焦虑或特质焦虑的中介都能够正

向预测 NSSI，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通过状态焦虑或

特质焦虑的中介能够负向预测 NSSI，其中，特质焦

虑在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和 NSSI 的关系中起完全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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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孤独谱系障碍婴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及与

皮层下核团的关联 

 

丁宁 1 付林燕 1 邵欢 1 高慧云 1 李煜 1 孙贝 1 柯晓

燕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孤独谱系障碍儿童具有情绪调节能力的

不足的风险；目前，尚缺乏关于高危 ASD 1-2 岁婴

幼儿皮层下核团（杏仁核和海马等）与情绪调节能

力的相关研究。 

    方法  本研究入组了高危 ASD 婴幼儿，正常发

育婴幼儿以及发育迟缓婴幼儿共 105 例。探讨三组

婴幼儿早期脑结构皮层下核团体积的差异；我们通

过静止脸范式进行，通过编码指标来比较高危 ASD

婴幼儿与正常发育婴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差异。同

时分析差异性皮层下核团体积与婴幼儿情绪调节能

力的关系。 

    结果  高危 ASD 婴幼儿相对于正常发育儿童，

使用更多的非建设性情绪调节策略：如哭泣等，较

少使用自我安慰等情绪调节策略。三组被试的左侧

杏仁核、左侧海马、右侧杏仁核、右侧海马、左侧苍

白球等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高危 ASD 婴

幼儿的左侧杏仁核、右侧杏仁核体积均大于正常发

育婴幼儿，小于发育迟缓婴幼儿。同时，我们发现，

左侧杏仁核体积与寻求母亲呈正相关( r =0.340, P 

=0.016），与 ADOS-2 重复刻板行为呈正相关 (r 

=0.356,P = 0.050)，左侧海马体积与重复刻板行为呈

正相关(r =0.386,P <0.00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高危 ASD 及正常发育婴

幼儿情绪调节及大脑形态学皮下核团体积的对比，

提示我们 ASD 婴儿早在 2 岁之前就已经存在情绪

调节不足的可能以及大脑结构的发育异常，高危

ASD 婴幼儿在情绪范式中更多使用非建设性策略及

自刺激舒适行为；高危 ASD 婴幼儿的杏仁核及海马

体积增大，且与患儿核心症状，情绪调节能力相关，

这些脑结构的异常有助于未来 ASD 儿童情绪调节

方面的发展和研究。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情绪调节困难的抑制

控制机制研究：来自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 

 

黄延 1 黄颐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本研究意在分析伴有情绪调节困难（ED）

的 ADHD 的临床特征，并且从认知和脑电两个层面

探索伴有 ED 的 ADHD 的发生机制。 

    方法  招募来自华西医院和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的 ADHD 患儿，以及网络招募的正常对照。对所有

受试儿童分别用 DSM-5 和 K-SADS-PL 问卷进行

ADHD 诊断，并用中国儿童韦氏智力测定量表第三

版进行智力的评估。最终入组 65 名 ADHD 患儿和

40 名正常儿童（TDC）。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SNAP－

Ⅳ评定量表（SNAP-IV）用于评定 ADHD 症状严重

程度，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的情绪自

我调节困难分量表（CBCL-DESR）评定 ED 严重程

度，Weiss 功能缺陷量表评定社会功能（WFIRS-P）。

受试儿童需配合完成双选择 Oddball 任务并同步采

集脑电。任务下的反应时变异性、反应正确率、脑电

N2、P3 成分的波幅大小，均反映了个体的抑制控制

能力。 

    结果  在量表得分上，伴有 ED 的 ADHD 在 

SNAP-IV 总分、多动/冲动维度得分和对立违抗维度

得分上均高于不伴 ED 的 ADHD,提示伴有 ED 的

ADHD 儿童在症状总体严重程度，多动/冲动症状，

以及对立违抗症状方面更为严重。伴有ED的ADHD

在 WFIRS-P 总分及其六个分量表得分上均高于不

伴 ED 的 ADHD 或 TDC，提示伴有 ED 的 ADHD 导

致了患儿广泛的、严重的社会功能损害。在双选择

Oddball 任务上，伴有 ED 的 ADHD 的偏差刺激下

的反应时变异性和总体反应时变异性均显著大于

TDC，而总体反应正确率和偏差刺激正确率低于

TDC，提示相对于不伴 ED 的 ADHD，伴有 ED 的

ADHD 存在更显著的抑制控制缺陷。在脑电活动上，

伴有 ED 的 ADHD 的差异波 N2 和 P3 波幅较 TDC

明显降低。提示相对于不伴 DESR 的 ADHD，伴有

ED 的 ADHD 抑制控制功能及其相关脑电活动存在

明显异常。且对于以多动冲动为主要表现和混合表

现的 ADHD 而言，ADHD 症状严重程度（SNAP-IV

量表总分和多动冲动维度得分）在偏差刺激的 N2 成

分的波幅大小和 ED 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结论  1.伴有情绪调节困难可能预示更为严重

的 ADHD 核心症状和社会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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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抑制控制功能相关的偏差刺激 N2 波幅通过

ADHD 核心症状（尤其是多动/冲动症状）严重程度

对 ADHD 伴有的情绪调节困难发生作用，偏差刺激

的 N2 波幅可能是 ADHD 伴有情绪调节困难的生物

学标记。 

 

 

 

基于决策树理论对大陆地区儿童青少年手机

依赖危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研究 

 

段莉 1 朱刚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现阶段，手机成瘾已成为儿童青少年群

体主要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并可因新冠疫情的爆

发而趋于显著，对其身心健康构成威胁。本研究即

基于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大陆地区手机成瘾在儿童

青少年群体中的发生率，并构建可用于预测或识别

儿童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决策树模型。 

    方法  2020 年 2 月 25 日至 4 月 25 日期间，在

全国 18 个省市内选择 3615 名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

象，应用手机成瘾量表（SAS-SV）、网络依赖量表

（IAS）、儿童抑郁量表（CDI）、儿童焦虑量表（SCAS）

及应对方式问卷（CSS）完成对手机依赖及其相关因

素的横断面调查。通过 logistic 回归，列线图及决策

树计算方法构建手机成瘾的危险因素模型。应用

R3.6.3 软件在训练数据集上建立儿童青少年手机依

赖的决策树模型，在验证数据集上进行分类准确率、

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曲线

下面积（AUC）评价该模型的预测效果。 

    结果  3615 名受访者中，共 849 人（23.5%）发

生手机成瘾的问题。根据逻辑回归、列线图和决策

树分析的结果，网络成瘾、疫情期间使用手机的时

间、临床焦虑症状水平、个体对身体伤害的恐惧和

性别因素被认为是儿童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重要危

险因素。其中，Logistic 回归模型的 C 指数为 0.804，

而基于决策树理论应用验证集数据对该决策树模型

的分类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

预测值和  AUC 面积进行分析的结果分别为 

87.3%、71.4%、92.1%、73.5%、91.4% 和 0.884。 

    结论  疫情期间，大陆地区儿童青少年智能手

机成瘾的发生率较为显著。决策树模型可适用于对

该群体发生手机成瘾的筛选。尤其，网络成瘾、疫情

期间手机使用时间、临床焦虑水平、个体对躯体受

伤害的恐惧以及性别因素对快速评估、筛选儿童青

少年手机成瘾风险及干预措施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Gender-specific Associations between Type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A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周佳 1 王刚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Childhood maltreatment was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We aims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childhood trauma and MDD and also to exam-

ine the gender-specific associations. 

    Methods  290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MDD 

were recruited at outpatient clinic of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and 290 healthy volunteers without MDD re-

cruited from communities nearby the hospital were 

matched with sex, age, and family history of mental ill-

ness. Self-report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SF) developed by Bernstein et al was used to as-

sess the severity of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childhood 

abuse and neglect retrospectively of the participants. 

McNemar’s test and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controlled for potential confounders (i.e., mari-

tal status, educational level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were used to analysi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MDD by gender. 

    Results  MDD patients reported a higher rate of 

any childhood maltreatments (e.g., emotional abuse, 

sexual abuse, physical abuse, emotional neglect and 

physical neglect) in full sample and women (both 

P<0.01). Among women, odds ratios (OR)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significant in all type of child-

hood abuse including emotional abuse (OR=5.70, 

P=0.001), physical abuse (OR=6.60, P=0.016), sexual 

abuse (OR=6.39, P=0.004), emotional neglect 

(OR=5.85, P<0.001) and physical neglect (OR=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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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3), but for men, the associations were only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in emotional abuse (OR =8.13, P 

=0.006) and emotional neglect (OR =4.96, P <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physical 

abuse or neglect and MDD. 

    Conclusion  Women are vulnerable to MDD in 

those with any types of childhood trauma, and men are 

only sensitive to emotional abuse or neglect. 

 

 

 

首发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基于静息态

fMRI 的脑岛功能连接研究 

 

高雪屏 1 张文静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研究静息状态下首发儿童青少年精神分

裂症患者两侧脑岛功能连接特点，并探究脑岛功能

连接异常与患者临床症状及心理理论间的关系。 

    方法  纳入年龄 10-18 岁的 47 名首发儿童青少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18 名健康对照。所有受试均完

成了核磁共振扫描，对病例组进行 PANSS 量表和心

理理论的评估。选取脑岛为感兴趣区，计算它和全

脑其他脑区的静息态功能连接，采用协方差分析比

较病例组与对照组两组间脑岛功能连接 Z 值的差异。

进一步将病例组中所有存在差异脑区的功能连接 Z

值与 PANSS 评分、心理理论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左侧脑岛与右侧

额中回（p=0.043）、左侧中扣带回（p=0.014）、右侧

中扣带回（p=0.03）、左侧距状裂周围皮质（p=0.016）、

右侧距状裂周围皮质（p=0.01）、右侧楔叶（p=0.001）、

左侧舌回（p=0.004）、右侧舌回（p=0.002）、左侧枕

下回（p=0.017）、右侧丘脑（p=0.013）的功能连接

强度增强，与右侧杏仁核（p=0.048）功能连接减弱。

右侧脑岛与右侧额中回（p=0.028）、右侧中扣带回

（ p=0.049）、右侧楔叶（ p=0.027）、左侧舌回

（p=0.013）、右侧舌回（p=0.007）、左侧枕下回

（p=0.023）、右侧丘脑（p=0.018）的功能连接增强。

在病例组内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病例组左侧

脑岛-右侧中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强度与 PANSS 总分

存在负相关（r=-0.43，p=0.041）；右侧脑岛-左侧枕

下回的功能连接强度与 PANSS 总分（r=0.533，

p=0.009）、一般症状分（r=0.567，p=0.005）存在正

相关；右侧脑岛-右侧中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强度与

PANSS 总分（r=-0.47，p=0.024）、阴性症状分（r=-

0.443，p=0.034）存在负相关；左侧脑岛-左侧枕下回

的功能连接强度与 PANSS 一般症状分存在正相关

（r=0.474，p=0.022）。左侧脑岛-右侧楔叶的功能连

接强度与心理理论得分呈正相关（r=0.44，p=0.036），

左侧脑岛-左侧枕下回的功能连接强度与心理理论

得分呈负相关（r=-0.449，p=0.016）。 

    结论  首发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脑

岛与多个脑区静息态功能连接异常。这些异常可能

与疾病的临床症状和心理理论缺陷相关，可能是疾

病潜在的神经病理机制。 

 

 

 

Resilience Moderates and Mediates Child-

hood Maltreatment and Self-harm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Yunnan, China. 

 

Xin Tian1,2, Xingting He3, Yusan Che1, Die Fang1, Haili-

ang Ran1, Yanjiao Wang2, Tianlan Wang3, Xiufeng Xu2, 

Guangya Yang3, Jin Lu2, Yuanyuan Xiao1  

1）昆明医学院 

2）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临沧市精神病院 

 

    Objective  We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CM) 

and self-harm (SH) behaviors is moderated and medi-

ated by resilience in a large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Yunnan adolescents. 

    Methods  In this population-based cross-sec-

tional study, we surveyed 3146 students aged 10-17 in 

southwest China.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the Modified version of Adolescents Self-Harm 

Scale (MASHS), and the 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RSCA) were used to measure childhood 

maltreatment, self-harm behaviors and resilience. Cor-

relational analyses, hierarchical multivariate linear re-

gress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test the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of 

resilience in the CM-SH association. 

    Results  Findings revealed that resilience with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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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dimensions,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SH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Resilience par-

tially moderates and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M and SH. Besides, among all dimensions of resili-

ence, emotion regulation,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and 

family support presented the strongest mediation in the 

CM-SH associatio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resilience in CM-related SH among teenagers. Resil-

ience-oriented interven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SH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adolescents who had experi-

enced CM.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ess Management and 

Mental Resiliency Training (SMART) on Im-

proving Resilience and Reducing Self-injury 

Behavior in Adolescent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程俊香 1 赵娟 1 陈杨洁 1 李英 1 石娟 1 王超然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Objectiv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disor-

der is defined by the DSM-5 as the act of intentionally 

injuring oneself without the intention of suicide. The de-

tection rate of non-suicidal NSSI among teenagers 

worldwide is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CD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ort from China the rate 

of NSSI among teenagers was 15.3% and 5%-20% re-

spectively. It  brings heavy pressure and burden to the 

family and society. Studies found that resilience which 

is ability to help people to adapt and cope with the stress 

and adversity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NSSI among 

adolescents. Stress management and mental resiliency 

training (SMART) is a 12-week training course has been 

proven to b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resilience levels in 

many studie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impact of 

stress management and mental resiliency training 

(SMART) on improving resilience and reducing self-in-

jury behavior in adolescent with NSSI. 

    Method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ecruited 

132 discharged patients with NSSI aged 13-17 years 

from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was conducted between April 2020 and May 2021. Th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by 

using computer system. A twelve weeks’ SMART 

course was u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partici-

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follow-up in-

tervention.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

RISC) was adopted to assess the adolescent resilience 

level and 9-item Deliberate Self Harm Inventory 

(DSHI-9)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NSSI frequency and 

severity. These assessments were administered at pre-

intervention, post-intervention, 3- and 6- month follow-

up.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21.0. 

    Results  118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study, 

and the completion rate is 89.3%. There was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i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As the same, in baseline assessment 

there was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comparing the evalua-

tion score of CD-RISC and DSHI-9 i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control group. Finally, adolescent partici-

pants’ NSSI behavior in experiment group was statisti-

cally reduced (62% reduction,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27, 72; Cohen’s d = 0.88, 95% CI: 0.68, 1.05) 

which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 =0 .005).Moreo-

ver, at 6-month follow up the evaluation of CD-RISC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control group (p<0.001). The improvements were main-

tained at 3-month and 6-month follow up. Furthermore,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and NSSI (r=-0.826, 

p<0.001)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showed 

that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 with NSSI could be en-

hanced by SMART program and self-injury behavior 

could be reduced. The SMART course focuses on im-

proving the stress coping mode of adolescents, so as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s when facing stressful situations 

and then reduce NSSI. 

 

 

 

Resilience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mpulsivity and Self-harm in Chinese Adoles-

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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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liang Ran1, Die Fang1, Yusan Che1, Ahouanse Ro-

land Dona1, Junwei Peng1, Lin Chen1, Sifan Wang1, 

Yuanyuan Xiao1  

1）School of Public Health, Kunming Medical Univer-

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Objective  More is known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mpulsivity and self-harm (SH) in adolescents 

than about the mechanism behind this relationship, par-

ticularly the role of resilience. This research primarily 

explored potential mediation of resilience in the associ-

ation between impulsivity and SH in a large sampl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Methods  A population-based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4552 adolescents was conducted in southwest 

China.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was adopted 

for data collection from all subject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impulsivity, resilience, and SH were estimated 

by using stepwis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

els. Mediation of resilience in impulsivity and SH was 

evaluated by using path model.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SH was 39.1% (95% 

CI: 34.0%-45.0%) for surveyed adolescents. Impul-

sivity and resil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evalence of SH. Prominent dose-response associ-

ation between impulsivity and SH prevalence was fur-

ther confirmed. Resilience was a salient mediator which 

accounted for 42.90% of the total impulsivity-SH asso-

ciation. Among all five dimensions of resilience, goal 

concentration (23.98%) and emotion regulation 

(21.94%) showed the strongest mediation.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silience 

build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particularly those fo-

cusing on improving goal concentration, emotion regu-

lation and positive perception, could be effective in re-

ducing impulsivity related SH risk among Chinses ado-

lescents. 

 

 

 

The Association of Subtype Symptoms of Au-

tism Children with The Alpha of Gut Micro-

biota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Factors: A Pre-

liminary Report 

 

Jiahui Chu1, Fang Wen1, Yanlin Li1, Ying Li1, Yonghua 

Cui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a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impair-

ments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repetitive, stereo-

typed behaviors and interests. The intestinal microecol-

ogy affects the intestinal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rough neural, immune, endocrine, and metabolic path-

ways, and this complex interaction is known as the mi-

croecology-entero-brain axis. Intestinal dysfunction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changes in gut microbiot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subtype symptoms of autistic children with the alpha of 

gut microbiota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74 children with ASD were 

identified outpati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

try of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between September 

and October of 2020. Then we collected fecal samples 

from all children admitted to the study. 200 mg feces 

were stored in fecal bacterial DNA storage tubes at -80℃ 

for 16S rRNA sequencing. Alpha diversity was prepared 

in R with “vegan” packages. A 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was trained on 80% of the data and tested on the remain-

ing 20% of our data using the “random forest” package 

in R. Variable importance by 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was calculated for the random forest models using the 

full set of features. The predictive model was con-

structed us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among the most im-

portant variables, which were further applied for ROC 

analysis using the “pROC” package. Finally, SPSS24.0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and P<0.05 was regard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

icant.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al-

pha diversity index and age show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terms of mode of delivery, the sensory subscale score 

of the cesarean deliver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pontaneous labor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

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For the feed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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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tal score of ABC and subscale score of sensory and 

relating of the other feeding method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In ad-

dition, we did a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gut mi-

crobiota and the severity of symptoms in children with 

AS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Eubacterium halli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subscale score of language (P < 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scores of ASD children’s behavioral symptoms in 

the cesarean delivery group and other feeding methods 

group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pontaneous labor 

group and the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group, indicating 

that cesarean delivery and other feeding method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ASD. Among them, ce-

sarean delivery may be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the sen-

sory symptom dimension in children with ASD, and 

other feeding methods may influence the sensory symp-

tom dimension and the relating symptom 

 

 

 

Eating Disorder  in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Sihong Li1, Lintong Song1, Xuerong Luo1, Yanmei 

Shen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Eating disorder(ED) was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many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ED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unan China and 

analyze its associated risk factor.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1729 primar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pri-

mary middle school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The 

following data were col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icidal behaviors,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depres-

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childhood trauma ( Child-

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and eating prob-

lems (Eating Attitudes Test, EAT-26 ). 

    Results  The estimated prevalence of eating dis-

order was 8.9%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age (0.814 [0.681, 0.973]), DASS anxiety (1.777 

[1.108, 2.849]), CTQ physical neglect (2.109 [1.376, 

3.232]), and CTQ emotional neglect (1.706 [1.105, 

2.634]) were independently correlated with eating dis-

order, the adjusted R square for this model is 13.5%. 

Correlat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age (r = -0.050, p = 

0.024), mental disorder history (r = 0.048, p = 0.048), 

non-suicidal self-injury (r = 0.110, p < 0.001 ), suicidal 

ideas (r = 0.096, p < 0.001), suicidal plans (r = 0.061, p 

= 0.011), suicidal attempts (r = 0.129, p < 0.001), CTQ 

emotional abuse (r = 0.123, p < 0.001), CTQ physical 

abuse (r = 0.129, p < 0.001), CTQ emotional neglect (r 

= 0.175, p < 0.001), CTQ physical neglect (r = 0.180, p 

< 0.001), DASS stress (r = 0.135, p < 0.001), DASS 

anxiety (r = 0.135, p < 0.001) and DASS depression (r 

= 0.136, p < 0.001) ha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eat-

ing disorder.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ating 

disorder is quite comm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8.9%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eating prob-

lems. Moreover, ED is associated with age, emotional 

neglect, physical neglect, and anxiety. which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ED as well as childhood 

trauma and emotional problem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us evidence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ED. 

 

 

 

ADHD 儿童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失调症状的

关系：认知重评的作用 

 

刘倩溶 1,2 罗翔升 1,2 祝雨 1,2 冯源 1,2 党宸 1,2 孙黎
1,2 刘璐 1,2 王玉凤 1,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2）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

京大学），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

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常见

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除核心症状外，情绪失调

被认为是 ADHD 一项重要临床特征。ADHD 情绪失

调的具体病因尚不明确，情绪调节策略缺陷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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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ADHD 儿童情绪失调的原因之一。基于此，本

研究基于 Gross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比较 ADHD

和健康对照儿童两种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认

知重评（CR）和表达抑制（ES），并分析其与 ADHD

情绪失调症状的关系，以初步探讨 ADHD 情绪失调

的神经心理学机制。 

    方法  纳入 158 例符合 DSM-IV 诊断标准的

ADHD 儿童（9-16 岁，男性 131 例），以及 263 名健

康对照儿童（9-16 岁，男性 135 名）。使用 Conners

儿童行为问卷中的情绪不稳定（EL）因子分评估

ADHD 儿童的情绪失调症状；使用情绪调节问卷

（ERQ）评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CR 和 ES）的使

用情况。通过组间比较、相关分析、分层回归等方

法，探讨情绪调节策略与 ADHD 儿童 EL 的关系。

最后，采用 PROCESS 构建中介模型以阐释 ADHD

影响情绪调节策略使用进而导致情绪失调的机制。 

    结果  ADHD 儿童的 EL 分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9.16±2.92) vs. (6.42±1.81)，P = 1.8975E-11]。与健

康对照相比，ADHD 儿童 CR 得分[(20.79±5.24) vs. 

(22.51±4.22), P = 0.001]、ES 得分[(11.41±4.07) vs. 

(11.95±3.31), P = 0.045]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上述

结果仅在男性组存在，女性 ADHD 与健康对照相比

CR、ES 得分差异无显著性。相关分析显示，EL 与

CR 存在负相关（r = -0.14, P = 0.004），与 ES 无显著

相关（r = -0.03, P = 0.549）。分层回归分析显示，在

ADHD儿童中，CR能解释更多的EL变异（R2 change 

= 0.04，P = 0.05），纳入 ES 无法解释更多的 EL 变

异（R2 change = 2.54E-04，P = 0.87）。进一步中介分

析表明，CR 得分能够部分中介 ADHD 与 EL 之间

的关系[B = 0.14 (SE=0.07)，95% CI (0.03,0.30)]。 

    结论  ADHD 儿童存在情绪失调，ADHD 儿童

认知重评的缺陷可能是导致其情绪失调的主要原因

之一。 

 

 

 

疫情前后 8-18 岁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自伤

行为检出率比较 

 

刘文敬 1 张芳 2 刘真 1 马昌明皓 1 税颖 1 杨志 1 程

文红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自伤行为越来越常见，

家庭、学校和精神卫生机构也承担越来越大压力，

本研究探索 8-18岁儿童青少年在不同精神心理问题

中自伤行为检出率，自伤行为在性别、不同年龄阶

段的分布特征，并进一步探讨疫情前后 1 年自伤行

为检出率。 

    方法  采用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就

诊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门诊

8-18 岁儿童青少年初诊病史，共检索到 29922 份病

史，其中 1731 份病史因信息不完整被剔除。在 Linux

操作系统下使用 Shell 书写脚本，对病史中有关自伤

特征词的文字进行提取和数字编码，根据 ICD-10 诊

断系统编码进行诊断分类，初步将诊断分为焦虑障

碍，抑郁障碍，行为问题，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发

育性障碍等，并将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合并为情绪

障碍。采用卡方检验比较疫情前后 1 年自伤行为检

出率差异性（P<0.05）。 

    结果  共有 28191 名 8-18 岁被试纳入分析，相

比于其他精神障碍疫情后焦虑障碍（16.3%vs.20.7%，

χ^2=21.27, P<0.001）和抑郁障碍（30.8 vs.37.2%，

χ^2=55.0, P<0.001）就诊的比率明显增加。疫情发生

后 1 年自伤行为检出率明显高于疫情前 1 年

（20.2%vs. 25.7%, χ^2=117.6, P<0.001）。疫情后自伤

行为检出率在各年龄段均高于疫情前（详见图 1）。

情绪障碍中自伤行为检出率最高（28.36%），且情绪

障碍中自伤行为检出率随年龄增加呈倒 U 型变化，

峰值在 13 岁（疫情前 37.4%，疫情后 41.4%），疫情

后自伤行为检出率在 11 岁时高达 30.4%，与疫情前

峰值水平相当。在性别分布中女性在各年龄阶段自

伤行为明显高于男性（34.2% vs. 17.0%,χ^2=619.4, 

P<0.001）。 

    结论  疫情后儿童青少年的情绪障碍与自伤行

为明显增加，且自伤行为呈现小年龄化趋势，需要

临床进行早期识别和干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观点采择的特征与执

行功能及静息态功能连接的相关性 

 

高慧云 1 丁宁 1 王月 1 邵欢 1 李煜 1 柯晓燕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本研究采用观点采择任务范式，探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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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岁 ADHD 儿童相对典型发育（TD）儿童对不同

视角观点采择的心理加工能力及其与执行功能（EF）

的关系，以及两者在整体大脑发展模式上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 

    方法  纳入 2018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南京脑

科医院儿童中心门诊招募的 6-16 岁 ADHD 儿童 32

例，以及 26 名社区招募年龄、智能相匹配的 TD 儿

童（对照组）。所有入组儿童均完成自我－他人视角

转换任务、全脑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s-fMRI）检查、

采集数据。主要照顾者完成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

（BRIEF）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筛查量表（SNAP-

IV）。以任务类型为自变量，反应时为因变量，年龄、

性别、总智商为协变量，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分别检验困境阶段和探测阶段的组间差异。

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研究反应时和BRIEF指标的相

关性。运用 rs-fMRI 处理辅助软件（GRETNA）对受

试者的 rs-fMRI 数据进行预处理、功能网络构建、计

算网络全局指标并分析组间差异。再通过斯皮尔曼

相关分析研究差异指标与 BRIEF、SNAP-IV 量表分

数的相关性。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转换任务的困境阶段

ADHD 儿童对他人观点采择反应时明显增长

（P<0.01）。两组儿童在探测阶段和困境阶段自我推

理和母亲观点采择反应时均未见显著差异。ADHD

儿童在困境阶段他人观点采择反应时与BRIEF中抑

制（ r= 0.342,P<0.01）、工作记忆模块得分（ r= 

0.307,P<0.05）相关。在 rs-fMRI 脑网络全局属性分

析中， ADHD 儿童的“小世界”属性（small-world net-

work）呈显著落后(P<0.05)，且与 SNAP-IV 注意力

不集中多动冲动总分（r=-0.409, P<0.05）、BRIEF 中

组织模块得分（r= -0.298,P<0.05）相关；网络全局效

率（Global efficiency）呈显著落后(P<0.05)，且与

SNAP-IV 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总分（r=-0.376, 

P<0.05）、探测阶段正确率（r=0.352, P<0.05）、BRIEF

中工作记忆模块得分（r= -0.312,P<0.05）相关。 

    结论  ADHD 儿童存在全脑全局信息通讯模式

受损，其观点采择技能缺陷主要表现为对他人视角

转移时对自我中心反应倾向进行抑制和校正的能力

损害，两者均与 EF 受损密切相关。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Prevalence, Correlat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icide Attempts 

 

申艳梅 1 孟凡超 1 罗学荣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Internet addiction is common, but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icide attempts is rarely reported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aimed to in-

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internet addic-

ti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8098 college student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We collected the following data: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icidal behaviors, internet addiction (Revised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depression (Self-reporting De-

pression Scale), and anxiety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 was 

7.7% in thes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Logistic regres-

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other[1.730(1.075-2.784)], good relationship with fa-

ther [0.615(0.427-0.885)], family history of mental dis-

orders [2.291(1.122-4.676)], anxiety [1.987(1.382-

2.857)], depression [2.016(1.384-2.937)], suicidal idea-

tion [2.266(1.844-2.784)], and suicide attempts 

[1.672(1.258-2.224)] were independent correlates for 

internet addiction, the adjuested R square for this model 

is 13.7%. Further,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e attempts 

among internet addiction participants was 21.4%, and 

anxiety [3.397(1.058-10.901)], suicidal ideation 

[26.984(11.538-63.112)], and suicide plans 

[8.237(3.888-17.451) were th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for suicide attempts. the overall percentage of the re-

gression classification model is 92.2%, the adjusted R 

square for this model is 51.6%.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addic-

tion is comm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ad-

dition, suicide attempts are very common among Inter-

net addicts, suggesting that special measures and atten-

tion should be provided to these students according to 

risk factors to prevent their suicid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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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分裂型特质、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的

关系：基于网络分析的初探 

 

任倩 1,2 宿晓旻 1,3 王毅 1,3 杨天笑 1,3 陈楚侨 1,3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神

经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室，北京，中国，10010 

2）武汉大学心理学系， 武汉，中国，430070 

3）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系，北京，中国，100049 

 

    目的  分裂型特质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亚临床

表现型，包括阳性、阴性和紊乱特征，代表着临床对

应症状的弱化表达。分裂型特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成人群体中，但在儿童时期就已出现类似精神病性

症状，这会提高随后发生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的风

险。实证研究发现，分裂型特质与抑郁、焦虑等负性

情绪密切相关，而早期分裂型特质伴随的高水平负

面情绪将促进儿童精神病初始症状的持续和发展。

目前，情绪调节正日益受到关注，高分裂型特质的

个体存在情绪调节的缺陷，情绪调节作为跨诊断变

量则被认为与亚临床群体抑郁和焦虑的发生发展有

关，但尚未有研究同时关注三者。因此本研究使用

网络分析的方法探究 9-11 岁儿童的分裂型特质、情

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选取 4-6 年级的 1151 名儿童

(Mage=10.13,SDage=1.40)进行调查，其中男生 558

人(48.5％)，完成分裂型人格量表儿童版(SPQ-C)、情

绪调节量表(ERQ-C)、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

的评估。本研究将各量表的子维度作为节点纳入网

络进行分析，并以男女为子样本分别构建网络，比

较不同性别网络结构、全局强度、以及各条子边强

度的差异。 

    结果  分裂型特质的三个子维度（阳性维度、

阴性维度、紊乱维度）与负性情绪三个子维度（抑

郁、焦虑、压力）正相关。分裂型特质的阴性维度、

紊乱维度与表达抑制正相关。阳性维度与认知重评

正相关，阴性维度与认知重评负相关。表达抑制与

负性情绪三个子维度正相关，认知重评与抑郁和压

力负相关。负性情绪的三个指标是网络模型强度中

心性最高的三个节点，认知重评是网络模型强度中

心性最低的节点，这表明负性情绪与网络中其他变

量之间连接最紧密，认知重评在网络中处于边缘地

位。性别网络比较发现，男女生的网络结构不存在

显著差异，但女生网络总体连接性更强。在各条子

边强度的差异检验中发现女生网络中认知重评与抑

郁之间的连接更强。 

    结论  初步结果表明在 9-11 岁的儿童中，分裂

型特质水平高的个体可能存在更多的负面情绪且在

情绪调节时更多使用表达抑制。认知重评与分裂型

特质子维度以及负性情绪子维度相关不强。女生群

体中三个变量关联更强，女生采用认知重评能更有

效地减缓抑郁情绪。 

 

 

 

Maternal Immune Activation and Autism-like 

Phenotypes Associated with Immune Altera-

tions in The Offspring 

 

徐志鹏 1 张小云 2,3 常浩 1 孔月 2 张晓琳 2 胡杨 2 

杨志 2 季旻珺 1 周子凯 2,3  

1）南京医科大学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Objective  Epidemiologic evidence in humans 

has implicated a role for maternal immune activation 

(MI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such a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and schizo-

phrenia in offspring. In support of epidemiologic data, 

animal studies using the bacterial mimetic LPS and the 

viral mimetic poly(I:C) directly target the innate im-

mune system to induce MIA, but do not reproduce adap-

tive cellular immune reactions mediated by T cells. This 

study aims to establish a novel MIA animal model with 

a broader spectrum of immune responses by pathogen 

infections, and to investigat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MIA-induced autism-like phenotypes in the offspring. 

    Methods  We used the soluble tachyzoite antigen 

(STAg) from T. gondii, an opportunistic protozoan 

apicomplexan and obligate intracellular parasite, to in-

duce MIA in mice. In the male offspring, we performed 

ultrasonic vocalization (USV) profiling from P5 to P14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the pups to communicate. At 

P60, we examined behaviors including social approach, 

social preference, social memory, repetitive behaviors, 

learning and memory. Using flow cytometry, biochemi-

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ssays, we examined pe-

ripheral and intracerebral immune profiles. Single-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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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sequencing (scRNA-seq) was performed to char-

acterize T cell subgroups. 

    Results  STAg injection at E14.5 elicited signifi-

cant MIA in dams. Offspring mice exhibited chronic im-

mune dysregulation in both peripheral circulation and 

the brain, autism-like behaviors and abnormal brain 

connectivity. STAg-MIA specifically induced IL-6 up-

regulation in astrocytes, but not microglia. Rescue ex-

periments by adoptive immune cell transfer largely re-

versed immun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bnormalities. 

Unbiased scRNA-seq analysis identified a unique group 

of disease-associated immune cells that may underlie 

the observed therapeutic efficacy. A subset of DEGs 

contributing to enhanced chemotaxis and migration 

were verified at functional level by in vivo TPLSM im-

aging. 

    Conclusion  Our study establishes a new preclin-

ical parasite-mimicking MIA animal model and sug-

gests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adoptive immune cell 

transfer i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associated with 

immune alterations.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外周血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研究 

 

罗杰 1  

1）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应用基因芯片技术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患儿外周血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特征进

行研究，探讨 DNA 甲基化与 ADHD 的关系。 

    方法  随机选取确诊为ADHD的符合入组标准

的 8 名 8-16 周岁儿童作为 ADHD 组，8 名年龄性别

相匹配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采用 Illumina Infin-

ium Methylation EPIC Bead Chip 芯片（850K 芯片）

技术对受试者进行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检测，筛

选差异甲基化位点，采用 Gene Ontology ( GO) 分

析和 Pathway 分析对筛选基因进行功能分类和通

路分析。 

    结果  ADHD 组与对照组相比，共有 2068 个 

CpG 位点甲基化水平发生改变 ( P＜0. 05) ，其中

有 842 个高甲基化位点,1226 个低甲基化位点。对应

着 468个高甲基化基因，如GPR88、ARHGEF10等，

705 低甲基化基因如 SKI、PMP2、PRR12、EBF3、

BRSK2 等。GO 生物学过程分析显示，差异甲基化

基因参与生物学过程富集于: 细胞生物发育、神经

组织系统的发育以及细胞黏附等生物过程; Pathway

分析显示，ADHD 特异的差异甲基化基因与钙黏着

蛋白信号通路、神经元系统、谷氨酸能突触、Wnt 信

号通路等信号通路相关。 

    结论  DNA 甲基化的异常参与了 ADHD 的发

生发展，本次研究所检测出的差异甲基化的基因可

能成为 ADHD 的生物标记物或预测因子，所分析的

通路可能与 ADHD 的发病机制相关。 

 

 

 

Aberran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Activation 

Related To Visuospatial Attention in Children 

with ADHD 

 

Yu Zhu1, Xiang-Sheng Luo1, Xiaojie Guo1, Yanbo 

Chen1, Suli Zheng1, Lu Liu1, Qingjiu Cao1, Yufeng 

Wang1, Yan Song2, Li Sun1  

1）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HC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Learning & 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

search,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

der(ADHD) is a common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attention deficits, hyperactivity, and 

impulsivity. Other cognitive abilities such as visuospa-

tial attention are also impaired in ADHD. Previous re-

searches were mostly based on the categorical approach, 

which directly compared behavioral indices such as task 

accuracy and brain activation intensities between 

groups. Dimensional approach, however, applied corre-

lation analysis on continuous variables to better de-

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ntal disorders with  

high heterogeneity.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ctivated brain areas related to visuospatial task accu-

racy based on dimensional approach acros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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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DHD and healthy controls, and compared the ac-

tiv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to help clarify 

neuropsychological dysfunction related to visuospatial 

attention abilities in children with ADHD. 

    Methods  Twenty-four children with ADHD and 

26 age- and sex-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y completed two visual search tasks 

under different task difficulty levels during fMRI scans. 

Dimensional whole brain analysis took two groups of 

children together, and examined task accuracy related 

activation in the whole brain with accuracy as the re-

gressor. Significant  clusters in the whole-brain analy-

sis were further overlapped with the anatomy template 

of the peak voxel. These overlapped brain areas were 

defined as accuracy-related region of interests(ROI) and 

extracted the percent signal change as the index of acti-

vation intensity. Repeated-measure ANOVA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task type and group on the accuracy-re-

lated ROI activation intensity. Pearson correlations 

were analyzed between ROI activation and task behav-

ioral performance or ADHD clinical scores. 

    Results  Behaviorally, children with ADHD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accuracy than healthy controls. 

Whole-brain analysis identified three significant activa-

tion clusters related to task accuracy, including postcen-

tral gyrus (PCG),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 and su-

perior frontal gyrus(SFG), suggesting that the higher 

task accuracy, the stronger cluster neural activation. 

ROI analysis found that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n IPL activation. Children with ADHD showed 

weaker neural activation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

trols in IPL. Moreover, IPL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accuracy in the task B which re-

quired more cognitive resources.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left IPL 

activation covaried with visuospatial attention accuracy, 

suggesting that stronger IPL activity during visuospatial 

attention processing might reflect better attention ability. 

Hypoactivation of left IPL in children with ADHD fur-

ther suggested that aberrant IPL activation related to 

visuospatial attention might be a potential neural corre-

late of the heterogeneous cognitive deficits observed in 

children with ADHD. 

 

 

 

Sex Differences in Prevalence and Risk Fac-

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Hunan Province 

 

Tianqing Fan1, Lintong Song1, Yanmei Shen1, Xuerong 

Luo1  

1）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

ders, and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

sha 410011, Hunan, China. 

 

    Objective  Excessive use of the Internet has been 

found to have a series of behavioral symptoms similar 

to the substance use, known as Internet addiction (IA),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e. As teenagers 

are susceptible to IA, it poses a great risk to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and may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 

their daily life, however, few study had been conduct to 

explored the sex differences in IA among adolescen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ex difference in prev-

al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IA among adolescents in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

ducted among 178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unan 

Province. Each student concluded an online survey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as well as IA (Revised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R), stress,anxiety and de-

pression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 

childhood trauma (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and suicidal behavior.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IA in males and fe-

males was 13.9% (126/908) and 11.3% (93/822), re-

spectivel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un-

veiled that age [odds ratio (OR), 1.311;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57-1.625], depression (OR, 2.272;95 % 

CI:1.281-3.804), emotional neglect (OR, 4.367; 95% CI, 

2.613-7.291) and physical neglect (OR, 2.272; 95%CI, 

1.358-3.529)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male IA 

after controlling for confounding variables. Suicidal 

ideation (OR, 2.198; 95%CI, 1.094-4.414), stress (OR, 

2.012; 95%CI, 1.008- 4.015)，nationality (OR, 2.303; 

95%CI, 0.964-5.503), emotional neglect (OR, 1.874;95%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106 

CI, 1.061-3.311) and physical neglect (OR, 2.433; 

95%CI, 1.386-4.272)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female IA. 

    Conclusion  IA is pretty prevalent among adoles-

cents in both sexes in Hunan Province. Female IA ado-

lescent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sui-

cidal ideation. IA is observably associated with emo-

tional neglect and physical neglect in both sexes, an-

nouncing the importance of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ad-

olescents and give them a caring environment to im-

prove the mental health in both sexes.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ting State Brain 

Dysfunction and Ecological Executive Func-

tion i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

activity Disorder 

 

Yuan Feng1, Yu Zhu1, Xiangsheng Luo1, Xiaojie Guo1, 

Yanbo Chen1, Suli Zheng1, Li Sun1  

1）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HC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Objective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

der (ADHD) is a kind of disease with executive function 

impairment as the core performance.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on executive function mostly used task state de-

sign, which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task design. In clin-

ical practice, many ADHD children are difficult to com-

plete tasks in ideal state. In addition, in previous studies,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were used to evaluate execu-

tive function, which may lead to lack of authenticity and 

ecological validity.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ting state 

brain dysfunction and ecological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ADH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t-

ing state brain function，executive function and behav-

ioral performance,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neuro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ADHD.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103 children aged 7-

15 years old, including 52 children with ADHD and 51 

age and gender matched control children. The differ-

ences of regional brain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by the methods of amplitude of low fre-

quency fluctuation (ALFF); Then, we chose the brain 

regions with altered ALFF as seeds to examine the re-

mo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of brain regions. 

Whil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es a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neural correlates of executive function meas-

ured with the BRIEF scale. Then, we analyse the corre-

lation between neural signal value, BRIEF scale factors 

and clinical rating scale (ADHD RS - Ⅳ).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ALFF value of ADHD pati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decreased sig-

nificantly in the left lingual gyrus and right inferior oc-

cipital gyrus; 

    2)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right 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left precuneus lobe and right cer-

ebellum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3) ALFF value of left lingual gyru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itiate factor score (r = - 0.312, p = 

0.029); ALFF in right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was neg-

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itiate factor score (r = -0.286, 

p = 0.046). The score of attention defici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FF in left lingual gyrus (r = - 0.293, 

p = 0.037) and right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r = - 0.326, 

p = 0.02); It was marginal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itiate 

factor score (r = 0.25, p = 0.083). 

    Conclusion  ADHD patients may have regional 

brain dysfunction in the left lingual gyrus, right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right su-

perior occipital gyrus,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and 

left precuneus was abnormal, and these brain regions 

were located in the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The abnor-

mal brain function of the left lingual gyrus and the right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may affect the initiate function, 

and then lead to attention deficit performance. 

 

 

 

ADHD 儿童静息态大脑动态功能连接研究 

 

谢娆 1 杨莉 1 曹庆久 1 高煦平 1 赵驿鹭 1 钟苑心 1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107 

孙霄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

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病因以及疾病相关的

认知、行为受损的脑机制并不清楚。脑动态性的研

究提示动态功能连接特性和注意、高级认知有关，

且一定程度上能反映 ADHD 脑特异性。然而，目前

对 ADHD 患者的脑自发动态性知之甚少。本研究应

用滑窗分析的方法比较ADHD儿童和健康对照儿童

静息态下功能连接动态性的差异，同时评估其和疾

病症状严重程度的关系，并对 ADHD 和健康对照两

组间脑动态属性对智商得分的影响进行探索。 

    方法  对于来自医院门诊、符合 DSM-Ⅳ诊断

标准的 97 名 ADHD 儿童和 73 名年龄匹配的健康对

照儿童，汇总行为和影像数据进行以下分析： 

    1）计算全脑脑区的功能连接模式变异性、功能

连接稳定性、功能连接方差以及脑网络内/间的功能

连接模式变异性指标，比较 ADHD 组和健康对照组

之间的差异，以及存在差异的脑区/网络和 ADHD 症

状得分之间的相关； 

    2）计算全脑脑区和网络的功能连接模式变异性

和组别在智商上的交互作用，以及每组存在显著交

互作用的脑区/网络的功能连接模式变异性和智商

的相关。 

    结果  1）在脑区水平上，ADHD 组的腹外侧前

额叶脑区的功能连接模式变异性显著大于健康对照

组，进一步将该脑区作为感兴趣区，该脑区和位于

其前方同属腹外侧前额叶的一个脑区的功能连接稳

定性显著降低。网络间的功能连接动态性未发现显

著的组间差异。在我们的数据中，未发现脑区/网络

功能连接变异性和症状严重程度的相关。2）ADHD

组的智商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我们在突显网络-认

知控制网络以及其他七个属于突显网络、认知控制

网络、默认模式网络和背侧注意网络的脑区上发现

组别和功能连接模式变异性在智商上存在显著的交

互作用，左侧顶盖区，左侧额下回，左侧枕下小叶，

左侧额中回，右侧中央后回，右侧颞顶联合区，右侧

顶内沟。 

    结论  本研究发现ADHD组的腹外侧前额叶的

功能连接变异性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进一步提示脑

动态性可以为理解 ADHD 脑机制提供新的视角。但

动态性指标不能很好的解释ADHD的疾病症状严重

程度，疾病症状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

ADHD 组和健康对照组的脑动态性和智商得分的关

联模式不同，这可能与智商的组间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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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 研究协作组 

 

Components and Disorder Specify Effect of 

Attention Bias To Threat Among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Patients: Evidence From 

An Eye-tracking Study 

 

王鹏翀 1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Attention bias (AB) to threat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etiology and maintenance of obses-

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The aims of this cur-

rent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components, disorder 

specify effect and clinical correlates of AB to threat us-

ing eye-tracking methodology in OCD patients, which 

still remains controversial. 

    Methods  A sample of 46 participants diagnosed 

with current OCD and 48 health controls (HCs) were 

recruited.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obsessive-compul-

sive symptoms (OC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 

data were collected. AB to threat were measured using 

a dot probe paradigm, incorporating OCS, Threat and 

Neutral stimuli. Fixation time and location information 

were recorded using eye-tracking methodology. 

    Results  (1) Vigilance bias. OCD has no signifi-

cant higher orientation bias to OCS or Threat stimuli 

than HCs in the pre attention process stage (all Ps>0.05); 

(2) Delayed disengagement bias. OCD performed sig-

nificant higher duration of initial fixation to OCS stim-

uli in OCS-Neutral (t=2.129, p=0.037) and to Threat 

stimuli in OCS-Threat (t=-2.083, p=0.041) than HCs, no 

such difference was founded in Threat-Neutral (t=0.578, 

p=0.565); (3) Maintenance bias. OCD only showed 

higher cumulative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fixations 

to Threat stimuli in Threat-Neutral (t=3.648, p<0.001) 

than HCs. In addition, delayed disengagement and 

maintenance bias sco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ymptoms.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pport mainte-

nance/delayed disengagement hypothesis of AB in OCD, 

and further reveal the different post-attentional pro-

cessing patterns to disorder-congruent/incongruent 

threat stimuli. 

 

 

 

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治疗干预 COVID-19 相

关心理健康问题的纵向对照研究 

 

宋佳起 1 谭淑平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针对新冠疫情期间我国民众的抑郁、焦

虑、失眠症状给予自助式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治疗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iCBT），

以探究这种治疗模式的干预疗效。 

    方法  采用前瞻性、非随机对照方法于 2020 年

4 月-6 月招募伴有抑郁症状的民众 314 人，对符合

入组标准的受试者非随机分为移动自助式 iCBT

（mobile iCBT，MiCBT）组 194 人和等待组 120 人，

干预组给予自助式 iCBT 心理调适，每次心理调适

30 分钟，每 3 天干预一次，累计 3 次，持续时间 1

周。等待组不予任何处理，两组在基线和 1 周后均

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包括 PHQ-9、GAD-7、ISI。探

究自助式 MiCBT 对抑郁、焦虑、失眠症状的干预疗

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探究影响干预疗效的

相关因素。 

    结果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MiCBT 组

和等待组在 PHQ-9、ISI 得分方面存在显著的时间×

组别的交互作用（P<0.05），MiCBT 组改善效果更好；

且与轻度抑郁症状者相比，经 MiCBT 干预的中重度

抑郁症状者的疗效更好。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教育年限是 PHQ-9 和 GAD-7 改善的影响因素，而

对 COVID-19 的焦虑是 ISI 改善的影响因素。MiCBT

组和等待组的脱落率无明显差异（P<0.05），用户对

基于移动网络的心理调适（MiCBT）的满意度为

65.9%，96.3%认为 MiCBT 对缓解疫情期间的心理

健康问题有帮助。 

    结论  基于移动网络的自助式认知行为治疗方

法能够显著改善 COVID-19 疫情期间民众的抑郁、

失眠症状，本研究为及时制定、提供心理援助和心

理危机干预策略提供了一种科学、便捷、高效的新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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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 DBT 治疗疗效评估 

 

蒋俊平 1 汤一彬 1 王纯 2 钟元 3  

1）河海大学物联网工程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3）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目的  以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患者的疗

效评估为例，探究辩证行为治疗（DBT）方法有效性

的同时，引入人工智能方法寻找更为客观可靠的

DBT 疗效评价模式。 

    方法  以社会支持团体心理治疗（SSGT）方法

为对照，通过深度学习框架评估 DBT 方法的治疗效

果。本研究首先将 NSSI 患者随机分成 DBT 组（66

人)和 SSGT 对照组（65 人），分别进行 13 周相同频

次的治疗。随后，收集治疗前后多种问卷和量表（如

简易自伤行为、MDQ 问卷、HAMD 量表等）及个体

生理心理情况等数据，用于 DBT 治疗评估。考虑到

DBT 组和 SSGT 组人员情况各不相同，为公平比较

两种方法的治疗疗效，本文分别构建各自的深度学

习网络，用于预测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具体为，首

先利用 DBT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数据，训练获得 DBT

治疗对应的深度学习网络。随后，将 SSGT 组患者

治疗前数据输入该网络，预测其经 DBT 治疗后的归

一化疗效得分，实现该患者的模拟 DBT 治疗过程；

反之，将 DBT 组患者数据输入训练好的 SSGT 深度

学习网络，预测其经 SSGT 治疗后得分，实现模拟

SSGT 治疗过程。最后，将真实和模拟治疗数据进行

合并统计，使同一患者同时拥有两种治疗方法下对

应的治疗得分，从而避免患者样本因自身因素所带

来的统计干扰。最后，从患者自伤想法、自伤行为、

自杀行为、BSL-23 和 MDQ 等角度分别进行分析，

比较 DBT 与 SSGT 的治疗优劣，并采用 P 值验证结

果的可靠性，给出 DBT 疗效评价。 

    结果  采用深度学习框架进行疗效评估时，在

自伤想法、自伤行为、自杀行为、BSL-23、MDQ 评

分项中，DBT 组与 SSGT 组患者治疗前后归一化疗

效得分的减分值分别为（-0.27，-0.25，-0.26，-0.12，

-0.06）和（-0.22，-0.21，-0.19，-0.06，-0.02），P 值

均小于 0.001，两组减分值的差值则为（-0.05，-0.04,-

0.07，-0.06，-0.04）。在基于传统 t 检验的 DBT 组与

SSGT 组比较中（无模拟治疗数据参与），其自伤行

为、BSL-23 和 MDQ 指标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P 值

均小于 0.05，且 DBT 组的减分值大于 SSGT 组。 

    结论  多项指标显示 DBT 疗效优于 SSGT 疗

效。同时，深度学习框架 DBT 疗效评估与传统 t 检

验方法存在一致性，但其更能发现各项指标的差异

性，有利于疗效评估。 

 

 

 

Effects of 13-Week DBT-ST Intervention on 

The Gray Matter Volume in Non-suicidal Self-

injury Patients: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杭亚明 1 张聪捷 1 梁旻璐 1 张培 1 杨华 1 吴云 1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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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3）天津市安定医院 

4）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5）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Objective  Changes induced by dialectical be-

havior therapy group skills training (DBT-ST) in the 

volume of brain gray matter have not been studied i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behavior.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effects of a 13-week DBT-ST intervention 

on the gray matter volume in NSSI patients through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ethods  Eighty-four NSSI patients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DBT-ST group and social support 

group psychotherapy (SSGT) group. T1-weighted MRI 

was used to assess brain volume, and CAT12 software 

was used to segment the brain regions. Neuroimaging 

data were acquired at pre-treatment. Forty of them were 

scanned again at post-treatment. 

    Results  Significant group x time interaction was 

found for grey matter volume of the right parahippo-

campal gyrus. For treatment-by-time effects, the DBT-

ST group showed increased grey matter volume in sev-

eral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areas, including left triangl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bilateral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right hippocampus, left insula, left superior parietal gy-

rus and right precuneus. 

    Conclusion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uggests that DBT-ST can produce significant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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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NSSI patients and adds evidence to the effi-

cacy of DBT-ST in the treatment of NSSI behavior. 

 

 

 

Structural Neuroimaging Predictors of Im-

provement i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Pa-

tients Following DBT-ST 

 

杭亚明 1 张聪捷 1 梁旻璐 1 张培 1 杨华 1 吴云 1 王

秋雨 1 杨昆 2 龙鲸 3 刘媛 4 王苏弘 5 王纯 1 张宁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3）天津市安定医院 

4）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5）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Objective  Key neurobiological factors contrib-

ute to how pati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behavior respond to treatment targeted to reduce such 

behaviors.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group skills 

training (DBT-ST) has demonstrated efficacy in reduc-

ing NSSI behavior.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structural 

neuroimaging markers that predict improvements in 

NSSI after DBT-ST. 

    Methods  Eighty-four NSSI patients were ran-

domly assigned to DBT-ST group and social support 

group psychotherapy (SSGT) group. T1-weighted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es (MRI) were acquired at pre-

treatment. Forty of them were scanned again at post-

treatment. We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grey 

matter volume at baseline and improvement in NSSI be-

havior after DBT-ST. 

    Results  A whole-brain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reater baseline volume of the left supra-

maginal gyrus, the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and 

the righ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improvement in NSSI behavior after DBT-ST, while 

greater baseline volume of the left middle temporal gy-

rus and the right middle temporal pole wa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posttreatment improvement in NSSI behav-

ior after SSGT. 

    Conclusion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report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pretreatment gray matter volume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s of DBT-ST for NSSI behavior. 

Given that no prior study has used grey matter volume 

to predict response to DBT-ST in NSSI patients, repli-

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is needed. 

 

 

 

Can DBT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for Patients of Non-suicide-self-hurt Behaivor: 

A Study Report From China 

 

张聪捷 1 王纯 1 刘梦雅 1 梁旻璐 1 张培 1 张宁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Objectiv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pa-

tients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cognitive, attention and 

other functional impairment.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skills training (DBT-ST) on improving the cog-

nitive function in NSSI patients. 

    Methods  The study will constitute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double-blind, clinically controlled inter-

vention trial.230 participants meeting the entering con-

ditions will be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one of two par-

allel groups: the DBT-ST group and the social support 

group psychotherapy (SSGT) group. Attention network 

test(ANT)and Word-face Stroop task were used to eval-

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

ment. 

    Results  (1)In ANT test,NSSI patients showed in-

creased executive control( p＜0.05) but did not differ 

from Pre-treatment in orienting or alerting at the end of 

the 13-week psychotherapy. Meanwhile, there wer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exec-

utive control( p＜0.05).(2)In Word-face Stroop task,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in word judgment task and face 

judgment task, emotional conflict effects exist in NSSI 

patients.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there are differ-

ences in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collision detection (p 

<0.01), number of errors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In the two types of task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ly in the word-face emotional price not in 

lin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DBT-ST can improve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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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of NSSI patients. 

 
抑郁障碍研究协作组 

 

未服药成年抑郁症患者静息态功能连接及脑

网络特征 ——一项纵向随访研究 

 

孙金荣 1,2,3 鞠玉朦 1,3 路晓文 1,3 董强力 1,3 王汨 1,3 

张亮 1,3 刘帮杉 1,3 柳进 1,3 张燕 1,3 郭华 4 李凌江 1,3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3）抑郁障碍协作组 

4）驻马店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随着脑影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功能磁

共振的影像学有望在功能连接层面以及大脑网络的

层面帮助探测抑郁症患者情感环路的特征及可能的

生物学标记。本研究旨在基于较大样本的急性期未

服药的抑郁症患者抗抑郁药物治疗前和抗抑郁药物

治疗 6 个月后采集核磁数据，采用基于网络的统计

（NBS）分析和图论的分析方法从全脑层面探究抑

郁症患者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和脑网络的特点。 

    方法  基线期入组符合 DSM-IV 诊断标准的年

龄在 18-60 岁之间的成年未服药的抑郁症患者 235

例和 163 例健康对照，完成一般人口学资料和临床

特征资料的采集以及完成核磁扫描。抑郁症患者组

基线入组后接受一线抗抑郁药物治疗，并进行随访

半年再次进行核磁扫描，期间使用 HAMD 以及

HAMA 量表对患者进行量化评估。采用 NBS 以及

图论的方法探究急性期抑郁症患者较健康对照脑功

能连接以及脑网络拓扑属性的异常，并进一步分析

了抑郁症患者这些异常特征的前后变化；此外，探

究了全脑功能连接以及脑网络拓扑属性的前后变化；

最后，探究了抑郁症疗效相关的脑功能特点，包括

预测抑郁症长期治疗结局的以及可能抗抑郁药起效

的脑功能连接以及脑网络拓扑属性特征。 

    结果  排除头动等共纳入基线期 196 名抑郁症

患者和 143 例健康对照，其中完成 6 个月随访的 114

例抑郁症患者进行分析，其中 83 名患者达到临床痊

愈，31 名临床未痊愈。（1）NBS 分析示，抑郁症患

者急性期较健康对照存在 197 条降低的功能连接和

131 条升高的功能连接，治疗后 197 条异常降低的

功能连接中有 64 条功能连接显著上升，131 条异常

升高的功能连接中有 36 条功能连接显著降低；抑郁

症患者治疗后降低的功能连接和基线期高于健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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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功能连接存在显著的重叠，而抑郁症患者治疗

后升高的功能连接和基线期低于健康对照的功能连

接存在显著的重叠；（2）基于图论的分析方法发现

随访痊愈组与未痊愈组基线期静息态在左梭状回、

左初级运动区、左前辅助运动区等脑网络上差异显

著；痊愈组与未痊愈组在脑网络局部属性上存在左

梭状回、左初级运动区、左前辅助运动区差异显著。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了急性期成年抑郁症患者较

正常对照存在大规模的脑功能连接异常和脑网络拓

扑属性的异常，治疗后较治疗前也有大规模的脑功

能连接变化。抗抑郁药物可能的作用位点以及抗抑

郁药物疗效的可能预测指标大多数分布在视觉区、

默认网络以及运动区等。 

 

 

 

童年应激与成年应激对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

的影响-应激敏化模型的验证研究 

 

林靖宇 1 苏允爱 1 吕晓珍 1 刘琦 1 王刚 2 魏镜 3 朱

刚 4 陈巧灵 5 田红军 6 张克让 7 王学义 8 张楠 9 于

欣 1 司天梅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卫

生部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 国家精神心

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100191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3）北京协和医院 

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 

6）天津市安定医院 

7）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8）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9）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慢性应激是抑郁症的重要诱发因素。既

往研究提示，约有一半的患者遭遇了童年应激，我

们的前期研究提示，高达 82.2%的抑郁症患者在就

诊前一年内至少遭遇过一次生活事件。应激敏化假

说认为，早期逆境（如童年应激）使个体对随后出现

的近期压力（如成年生活中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敏

感，从而增加了对精神疾病的易感性。目前尚没有

研究关注应激敏化对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中国抑郁症样本人群中验证这个假说，

从而为抑郁症的自杀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全国 9 家精神专科医

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共纳入了 1084 名抑郁症患者。

采用 MINI 5.0 诊断抑郁症，使用 HAMD-17 评估抑

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对于应激史，分别使用童年虐

待问卷（CTQ）和生活事件量表（LES），来评估抑

郁症患者的童年应激史和成年应激史。使用多因素

分析来探讨童年应激、成年应激（LES 总分≥32）与

自杀意念的关系。 

    结果  在 1084 名抑郁症患者中，48.6%的患者

存在自杀意念，65.6%的患者经历了童年应激或成年

应激。与不伴自杀意念的患者相比，有自杀意念的

患者存在童年应激 (46.7% vs 38.7%, P = 0.008) 和

成年应激 (49.5% vs 40.9%, P = 0.004) 的比例更高。

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与不经历应激的相比，经历

双重应激与自杀意念有关（(OR= 1.68, 95% CI = 

1.19-2.37, P = 0.003），而仅经历童年应激和成年应激

的患者与自杀意念无关。 

    结论  本研究首次证实了应激敏化能够增加抑

郁症的自杀意念风险。未来抑郁症自杀的预防，应

当重视童年应激的早期干预，童年应激的敏化作用

会增加个体对成年期应激的反应性，进一步增加抑

郁症的自杀意念风险。对于经历了双重应激的患者，

可能为具有自杀风险的高危人群，需要在临床上重

点关注，并进行及时干预。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015BAI13B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630031） 

 

 

 

中国抑郁症患者快感缺失特点：一项大队列

和独立样本验证研究 

 

林靖宇 1 苏允爱 1, Sakina J, Rizvi2 李继涛 1 吴艳坤
1 代悠然 1 张雨 1, Sidney H, Kennedy2 司天梅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大学），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

ronto, Ontario, Canada 

 

    目的  快感缺失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近年来

对“快感缺失”的重新定义强调了这一症状包括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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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如兴趣、动机、努力、期待、消费性快感等。

目前临床上这方面的评估问卷，主要集中于消费性

快感缺失，不能全面地反映出抑郁症患者快感缺失

的临床特征，不能有效地区分出抑郁症患者的快感

缺失亚组。回答这些科学问题将有助于揭示快感缺

失亚组患者是否存在不同的临床表型和治疗转归。 

    方法  本研究纳入来自全国 9 个研究中心的

533 名抑郁症患者和 124 名健康对照，使用快感缺

失评估量表（Dimensional Anhedonia Rating scale, 

DARS）进行评估受试者的快感缺失程度。DARS 工

具的优势在于能够评估多个维度和多个成分的快感

缺失，目前已在中国抑郁症人群中完成了信效度研

究。本研究基于 DARS 评分，采用潜类别分析（LCA）

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分组，并使用 ROC 分析确定分组

的 Cut-off 值。研究还纳入了 64 名首发未用药的抑

郁症患者对分组和界值的结果进行独立样本验证。

最后，使用 Lasso 回归和网络分析的方法揭示抑郁

症快感缺失亚组的独特临床特点。 

    结果  大队列研究样本和独立样本均提示，使

用 DARS 能够有效区分出抑郁症快感缺失亚组，其

Cut-off 值为 28.5，大约有 50%的患者存在快感缺失

症状。网络分析提示快感缺失患者存在独特的症状

网络。Lasso 回归分析发现抑郁症快感缺失与符合忧

郁亚型、较低的正性情绪和受教育水平、更重的抑

郁症状、更大的年龄有关。经过 8 周抗抑郁药治疗，

抑郁症患者的 DARS 评分虽显著升高，但整体仍明

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且 15.8%的患者仍存在快感缺

失症状。 

    结论  本研究采用数据驱动的方法在大样本的

抑郁症患者人群中，区分出了快感缺失亚组。与非

快感缺失组患者相比，该亚组患者的症状网络联系

紧密，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提示这类患者具有相似

的生物学基础，值得进一步探索其生物学机制。我

们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展示了中国抑郁症患者

快感缺失的临床特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630031）；

北京市重大科技专项（Z171100000117016）；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2015BAI13B01）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and Moderators of 

Algorithm-Guided Treatments of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Huifeng Zhang1, Zhiguo Wu2, Lan Cao1, Yousong Su1, 

Fan Wang1, Wu Hong1, Yiyun Cai1, Daihui Peng1, Yiru 

Fang1,3  

1）Division of Mood Disorders &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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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3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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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a 

chronic, debilitating disease that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mental health-related disease burden globally, and a ma-

jor contributor to the burden of suicide. In spite of nu-

merous options, the most efficacious treatment for ma-

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remains elusive. Algo-

rithm-guided treatments (AGTs) are proposed to ad-

dress inadequate remission and optimize treatment de-

livery.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AGTs for MDD, and to explore specific moderators of 

treatment outcomes for individual patients. 

    Methods  The study recruited 987 patients with 

MDD across eight hospitals who were randomly as-

signed to AGT started with escitalopram (AGT-E), AGT 

started with mirtazapine (AGT-M), or treatment-as-

usual (TAU).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symptom re-

mission. The secondary outcomes were response rate, 

early improvement rate, subsymptom clusters improve-

ment over time (i.e., core emotional symptoms, sleep 

symptoms, and atypical symptoms), the mean time to 

first remission, relapse rate at 6-months posttreatment 

follow-up,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adverse event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treatment effect was ob-

served on the primary outcomes between AGTs (i.e., 

AGT-M and AGT-E) and TAU. However, both AGTs 

outperformed TAU with respect to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 and for the specific symptom cluster, we 

found that AGT-M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AGT-E and 

TAU in treating sleep symptoms. Further, the 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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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howed a marginally significantly worse in out-

come for maximal burden of adverse events than both 

AGT-E and AGT-M, as well as higher relapse rates after 

6-months posttreatment follow-up. Although no signifi-

cant group effects were observed in the mean time to 

first remission, our study revealed that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 initiation, remission rate experienced small 

fluctuations but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ex-

tended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Moreover, although 

our study found several nonspecific predictors for anti-

depressant treatments, we only identified types of dis-

ease episode (i.e., single episode and recurrent MDD) 

and DSSS score that might be regarded as specific pre-

dictors for targeted treatment. Specifically, we found 

that AGT-E was less effective than AGT-M and TAU for 

patients with the presence/severity of depression and so-

matic symptoms, while the superiority of TAU over es-

citalopram/mirtazapine monotherapy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MDD.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superiority of AGTs 

over TAU was limited by failure of alternative subse-

quent treatment, we found that AGT-E and AGT-M was 

not worse than TAU, and mirtazapine was better in re-

lieving sleep symptoms. Our study revealed that 6 

weeks acute treatment may be sufficient and adequate 

duration of initial treatment for MDD. These findings 

might provide tentative evidence to future research for 

guiding alternative subsequent treatmen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of 

MDD Patients with Diurnal Mood Variation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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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Growing evidence suggests a biologi-

cal connection betwee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circadian rhythmicity. Diurnal mood varia-

tion (DMV) is a putative endophenotypic marker and a 

key marker of MDD.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DMV 

symptoms have a higher recurr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ear the proportion of inpatients with DMV 

symptoms in MDD, we measured the clinical data in all 

participants,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classical DMV 

symptoms (classical DMV symptoms means worse 

early morning mood with evening improvem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133 inpatients from the Af-

filiated Nanjing Brain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

versity were enrolled, were enrolled, depression was as-

sessed using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17 

items (HAMD). Blood test, including serum thyroid 

hormone levels, was measured. According to the scores 

of the 18th-item of HAMD,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non-diurnal mood variation symptoms (NMV) 

group, enlarged diurnal mood variation symptoms 

(EMV) group and DMV group. And then, the signifi-

cance different index of DMV and NMV were brought 

into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MV symptoms. 

    Results  1133 inpatients with MDD, the compo-

sition ratio of patients with DMV was 21.27%, with 

classical DMV is 19.33%.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family history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higher 

HAMD scores were associated with DMV symptoms in 

MDD (both P < 0.05). 

    Conclusion  About one-fifth of MDD patients 

have DMV symptoms. Family history of mental disor-

ders and severe depression are risk factors for MDD pa-

tients with DMV. 

 

 

 

Enhanced Temporal Coupling between Ac-

cumbens Nucleus and Rostral Anterior Cin-

gulate Cortex Mediates Pain Percep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in Adoles-

c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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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 1,2, Gaizhi Li1, Dan Qiao1, Yifan Xu1, Yujiao Wen1, 

Xiumei Liang1, Xuemin Zhang1, Huishan Liu1, Rong 

Zhang1, Tian Ren1, Zhifen Li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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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anxi Key Labora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sist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Mental Disorder,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

yuan, China. 

 

    Objectiv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and persistent behavioral charac-

teristics following adolesc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develop in more than 24.3% of ad-

olesce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NSSI behavior is associ-

ated with the pain perception of adolescents with MDD, 

which contribute to potentially poor recovery or even 

suicide behavior. Neuroimaging studies have concluded 

that mesocorticolimbic pathways are engaged in the de-

velopment of NSSI, which originate from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 and project primarily to the 

frontal lobe (e.g.,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rACC) and ventral striatum (e.g., nucleus accumbens, 

NAc), form part of the key circuits that are typically im-

plicated in reward and pain perception. However, the 

role of these projection pathways in encoding NSSI be-

havior and pain perception for adolescents with MDD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we collected 

29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MDD patients with NSSI 

(MDD group) and 16 healthy controls (HCs). Combin-

ing psychophysics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e quantified the differences accounting for 

emotional symptoms (i.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NSSI behavior as well as NAc-based temporal coupling 

between the MDD group and HCs. 

    Results  We found that 1) adolescents with MDD 

had increased psychophysical disturbs (i.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pain vigilance (pain vigilance and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PVAQ) as well as pain inten-

sity (A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ere found to be 

the outstanding significant factors to predict NSSI be-

havior (qualified by the NSSI Diary Card); 2)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alyses revealed that ad-

olescents with MDD exhibited increased temporal cou-

pling between the NAc and rACC, which further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NSSI behavior and positively re-

lated to pain intensity in MDD group; whereas de-

creased temporal coupling between the NAc and peria-

queductal gray (PAG) was identified, which proven t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symptom in ado-

lescents with MDD; 3) in particular, the effect of pain 

intensity on NSSI behavior was mediated by the NAc-

rACC coupling. 

    Conclusion  Our results therefore advance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NAc functional con-

nectivity is linked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SSI be-

havior and pain percep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MDD. 

Furthermore, they provide that NAc pathways might 

play a key role in regulating NSSI behavior and pain 

perce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with 

MDD and facilitate the targeted intervention options for 

patients. 

 

 

 

Brain Functional Alterations in MDD Patient 

with Somatic Symptoms: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刘鹏鸿 1,2, Aixia Zhang1, Chunxia Yang1, Zhifen Liu1, 

Lei Lei1,3, Peiyi Wu1,2, Ning Sun1, Kerang Zha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2）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3）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econ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accompanied by a variety of somatic symptoms and 

these somatic symptoms are related to the course and 

severity of depression. However, the mechanisms of so-

matic symptoms in MDD have rarely been studied. In 

this study, the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nd ampli-

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changes of brain in MDD with 

somatic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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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74 first-episode, drug naïve MDD pa-

tients and 70 healthy subjects（HCs） were enrolled. 

Patients with MDD were divided into somatic depres-

sion group (n=50) and pure depression group (n=24) 

based on the somatic symptoms. Functional images 

were obtained and analyzed.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ltered ReHo/ALFF and severity 

of clinical symptoms. 

    Results  The somatic depression group exhibited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than the pure depres-

sion group (P<0.001). 

    According to ANOVA analysis, there are signifi-

cant different ReHo and ALFF in the left middle occip-

ital gyrus, bilateral precentral gyrus，bilateral postcen-

tral gyrus, left paracentral gyrus and right supplemen-

tary motor area among the three groups. ReHo in the left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and ALFF in left calcarine gyrus 

were increased (GRF correction,voxel-P<0.001, clus-

ter-P <0.01). 

    Compared with the pure depression group, the so-

matic symptoms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ReHo and ALFF in the bilateral precentral gyrus，bilat-

eral postcentral gyrus and left paracentral gyrus. The 

ALFF in the left 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and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decreased in the somatic symptoms 

group (GRF correction,voxel-P<0.001, cluster-P <0.01). 

    Through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Ho 

and ALFF value in the bilateral precentral gyrus，bilat-

eral postcentral gyrus and left paracentral gyrus were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somatic and de-

pressive symptoms. The ALFF value in the left 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and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were also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somatic and de-

pressive symptoms (P <0.003). 

    ConclusionS  omatic depression is more severe 

than pure depression. The ReHo and ALFF changes in 

the precentral gyrus，postcentral gyrus and paracentral 

gyru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nset of somatic 

symptoms in MDD. 

 

 

 

Default Mode Network Strength Predicting 

Remission and Relapse in Major Depression 

 

鞠玉朦 1 刘帮杉 1 廖梅 1 王汨 1 孙金荣 1 张燕 1 路

晓文 1 董强利 1 张亮 1 柳进 1 李卫晖 1 李凌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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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network in 

MDD disease progression in both short term (remission 

after 6-month treatment) and long term (2 years after 

treatment) perspective. 

    Methods  The first phase of patient follow-up as-

sessment was from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initiation to 

6 months post-treatment. Eighty-two remitters and 28 

non-remitters with low-motion MR scans were included 

in our first phase analysis. After first phase, patients re-

ceived following-visit in out-patient clinic settings. The 

second phase of patient follow-up were from 2016 to 

October 2019, and 48 patients who did not experience 

relapse and 34 patients who experienced relapse were 

included in our second phase analysis. Connectivity 

strength of DMN was calculated by averaging the FCs 

of the edges within the DMN network in each individual 

using baseline and post-treatment scan. 

    Result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

cantly different baseline DMN connectivity strength be-

tween remitters and non-remitters (F = 1.266, P = 0.245). 

However, the DMN FC differentially changed in remit-

ters and non-remitters after 6-month treatment (F = 

4.291, P = 0.041). Post h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DMN FC in remitters (P = 

0.001) but not in non-remitters (P = 0.572) following 6-

month treatment. Besides, baseline DMN connectivity 

strength in relapse patients i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no-relapse patients (F = 6.997, p = 

0.010). The DMN FC differentially changed in relapse 

patients and no-relapse patients after 6-month treat-

ment(F = 4.291, P = 0.041). Post h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DMN FC in non-

relapse patients (P = 0.009) but not in relapse patients (P 

= 0.654) following 6-month treatment. 

    Conclusion  Decreased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DMN may be important biomarkers in the pathophysi-

ology of depression recurrence. Antidepressants are 

suggested to modulate DMN connectivity streng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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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 of DMN connectivity following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suggests an important causal pathway through 

which antidepressants may reduce depression. 

 

 

 

Determine The Optimal Parameters of Repet-

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Treating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A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

trolled Trials 

 

李金标 1 崔立谦 1 李浩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To perfor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network meta-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param-

eter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in the treatment of TRD. 

    Methods  We performed a network meta-analysis 

following the PRISMA statement and its extension. The 

databases of PubMed, Cochrane, Embase were searched 

up to Jan 1, 2021. We included RCTs involving various 

parameters of rTM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RD. The efficacy were evaluated by relative risk (RR) 

for the response rates, remission rates, and the accepta-

bility were evaluated by all-cause discontinuation rates. 

Finally, we conducted subgroup and sensitivity analyse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primary outcomes and as-

sess the robustness and reliability of results. 

    Results  37 trials comprising 2120 participants 

with TRD were included. The more effective interven-

tions than sham controls included high-frequency left 

followed by low-frequency right sup-threshold (HFL-

LFR-sup-rTMS, RR 5.29, 95% CI 1.24-22.50), high-

frequency left sup-threshold (HFL-sup-rTMS, RR 2.97, 

95% CI 1.74-5.05), low-frequency right sup-threshold 

(LFR-sup-rTMS, RR 2.72, 95% CI 1.50-4.90), low-fre-

quency right followed by high-frequency left sup-

threshold (LFR-HFL-sup-rTMS, RR 2.71, 95% CI 1.62-

4.53) and high-frequency left sub-threshold (HFL-sub-

rTMS, RR 1.91, 95% CI 1.18-3.10) rTM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the comparison of two 

active treatments for the efficacy. HFL-LFR-sup-rTMS 

(84.4%), HFL-sup-rTMS (70.1%) and LFR-HFL-sup-

rTMS (63.9%) were ranked in the first three positions 

for the efficac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

tween any treatment measures and sham controls for the 

acceptability. LFR-HFL-sup-rTMS is more acceptable 

than LFR-sup-rTMS (RR 0.50, 95% CI 0.31-0.80), 

HFL-sup-rTMS (RR 0.52, 95% CI 0.32-0.84) and LFL-

LFR-sup-rTMS (RR 0.49, 95% CI 0.28-0.84). For the 

subgroup of ≥4weeks of intervention duration, only 

HFL-sub-rTMS (RR 2.43, 95% CI 1.19-4.95)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sham controls, but LFR-sup-rTMS (RR 

2.58, 95% CI 1.08-6.16), HFL-sup-rTMS (RR 3.17, 95% 

CI 1.60-6.31) and LFR-HFL-sup-rTMS (RR2.94, 95% 

CI 1.54-5.64) for the ≥4weeks group. 

    Conclusion  HFL-LFR-sup-rTMS, HFL-sup-

rTMS, LFR-sup-rTMS, LFR-HFLsup-rTMS and HFL-

sub-rTMS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sham controls. HFL-

LFR-sup-rTMS and HFL-sup-rTMS may be the best 

two the most efficacious treatments of rTMS. The ac-

ceptability of all active treatments was not inferior to 

that of sham controls while LFL-LFR-sup-rTMS has the 

highest likelihood of being the best acceptable treat-

ments. There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efficacy and inter-

vention duration and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4 weeks is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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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lance between Prefronto-thalamic and 

Sensorimotor-thalamic Circuitries Associated 

with Working Memory Deficit in Schizophre-

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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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Thalamocortical circuit imbalance 

characterized by prefronto-thalamic hypoconnectivity 

and sensorimotor-thalamic hyperconnectivity has been 

consistently documented at rest in schizophrenia (SCZ). 

However, this thalamocortical imbalance has not been 

studied during task engagement to date, limiting our un-

derstanding of its role in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schiz-

ophrenia. 

    Methods  Both n-back working memory (WM) 

task-fMRI and resting-state fMRI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72 patients with SCZ and 103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HC). A replication sample with 49 SCZ and 48 

HC was independently obtained. Sixteen thalamic sub-

divisions were employed as seeds for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alysis. 

    Results  During both task-performance and rest, 

SCZ showed thalamic hyperconnectivity with sen-

sorimotor cortices, but hypoconnectivity with prefron-

tal-cerebellar regions relative to controls. Increasing 

sensorimotor-thalamic connectivity and decreasing pre-

fronto-thalamic connectivity both relate to poorer WM 

performance (lower task accuracy and longer response 

time) and difficulties in discriminating target from non-

target (lower d' score) in n-back task. The prefronto-tha-

lamic hypoconnectivity and sensorimotor-thalamic hy-

perconnectivity were anti-correlated both in SCZ and 

HCs; this anti-correlation was more pronounced with 

reducing cognitive demand (rest>0-back>2-back). 

These findings replicated well in the second sample. Fi-

nally, the hypo- and hyper-connectivity during resting-

state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hypo- and hyper-con-

nectivity during 2-back task-state in SCZ ,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thalamocortical imbalance re-

flected by prefronto-thalamic hypoconnectivity and 

sensorimotor-thalamic hyperconnectivity is present 

both at rest and during task engagement in SCZ, and re-

lates to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The frontal re-

duction, sensorimotor enhancement pattern of 

thalamocortical imbalance is a state-invariant feature of 

SCZ that affects a core cognitive performancefunction. 

 

 

 

NOS1AP 基因与快感缺失：一项基于 MID 任

务的影像遗传学研究 

 

黄欣欣 1 易正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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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研究发现谷氨酸能系统可能参与快感缺

失的病理生理机制，本研究结合 NOS1AP 基因多态

性和 task-fMRI，探讨 SZ 和 MDD 患者脑激活特征

及与 NOS1AP 基因的关联。 

    方法   研究共纳入 41 例突出型阴性症状

（prominent negative symptoms，PNS）SZ 患者，30

例 MDD 患者和 38 例 HC，对入组的 SZ 和 MDD 患

者进行 PANSS 和 SANS 量表评估，采用 TEPS 量表

评估快感缺失症状。任务态 fMRI 使用金钱延迟奖

赏任务（monetary incentive delay task，MID）。对

NOS1AP 基因的 rs12742393 位点进行基因分型。影

像遗传分析进行 2（疾病，SZ or MDD vs HC）× 2

（基因型，高风险 vs 低风险）ANCOVA，探讨疾

病，基因型及疾病与基因型交互作用在 MID 任务态

下脑激活中的效应。 

    结果  在 MID 任务赢钱刺激期待阶段，SZ 患

者在小脑蚓部，右侧丘脑及左侧丘脑的激活显著低

于 HC 组（pFWE-corr<0.05）；SZ 患者右侧丘脑

（p=0.029）和小脑蚓部激活（p=0.019）均与 TEPS

量表抽象期待性愉快体验呈显著负相关。在赢钱刺

激即时阶段，MDD 患者与 HC 在右侧楔前叶的激活

差异有临界统计学意义，MDD 患者右侧楔前叶的激

活降低（pFWE-corr =0.062）；在输钱的刺激下，MDD

与 SZ 在右侧脑岛的激活差异同样有边缘统计学意

义，MDD 激活低于 SZ（pFWE-corr =0.073）；MDD

患者右侧楔前叶激活与 SANS 量表快感缺失

（p=0.039）和动机缺乏（p=0.025）呈显著性负相关。

在输钱刺激期待阶段，疾病（SZ vs MDD）和

rs12742393 位点的交互效应显著性脑区位于左侧丘

脑，右侧颞上回，右侧距状回，中央前回和中央后

回；疾病（MDD vs HC）和 rs12742393 位点的交互

效应显著性脑区位于左侧丘脑，右侧缘上回，右内

侧旁扣带脑回。在赢钱刺激即时阶段，rs12742393 基

因型主效应位于左侧距状回；疾病（MDD vs HC）

和 rs12742393 位点的交互效应显著性脑区位于左侧

楔前叶。 

    结论  SZ 和 MDD 患者在金钱奖励刺激下存在

脑激活的异常，且与快感缺失和动机缺乏症状相关；

NOS1AP 基因可能通过调控奖赏环路异常激活在快

感缺失症状的病理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or Vi-

sion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Antipsychotics i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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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iris structure and visual function and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iris structure and visual function changes in pa-

tients with the first-episode drug-free schizophrenia be-

fore and after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and their correla-

tion with 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 It aims to prelim-

inary establish the easy-measurable biomarkers for 

early clinical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of schizophrenia. 

    Method  In this study, 45 patients with the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have been recruited. Before con-

ducting antipsychotic drug treatment, the MoCA and D-

15 Hue Test have been used as assessment tool to eval-

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color vision fun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Moreover, the blood homocysteine 

level has been tested, aiming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se three indices. Afterwards, patients received 

6 week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 treat-

ment as prescribed by the doctor, and the PANSS scale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s be-

fore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2th-, 4th-, 6th-week after 

the drug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ri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drug treatment effect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efficac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ris. Finally, compare the changes in cognitive func-

tion and color vision function of patients at baseline and 

the 6th week after drug treatment, and analyze the ef-

fects antipsychotic the above-mentioned functions. 

    Result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61 pati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28 without iris crypts and 

33 with iris crypt; 35 without iris pigment points and 26 

with iris pigment points; 42 with iris wrinkles and 19 

with iris wrinkles. Ther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ANSS scores of all the patients at the baselin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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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tients with iris crypts and 

iris pigment spots (excluding iris wrinkles) were existed 

at the follow-up timepoint. Moreover, it’s noteworthy 

that the PANSS scores of patients without specific iris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ris crypts and pigment spot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other patients (P＜

0.05), which obtained a much more prominent effective-

ness of drug therapy. Results of D-15 (color vision func-

tion) and MoCA of the first-episode untreated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6 weeks of antipsychotic 

drug treatment compared to conditions at baseline. 

    Conclusio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demon-

strated that the color vision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mprov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ris with crypts and pigment spots could have a signifi-

cant impact on the drug treatment effect of schizophre-

nia and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detecting and recognizing schizophrenia. 

 

 

 

The Specific CircRNA-miRNA Multimolecu-

lar Regulatory Network with Objective Diag-

nostic Value in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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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SZ) is a group of 

chronic disabling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uncoordinated mental activity and environment. 

However,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objective diag-

nostic indicators of SZ, which still mainly depends on 

the change of symptomatology. 

    Methods  Here we selected 10 patients with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 (EOS) and 10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DE) circRNAs and miRNAs in plasma by Illumina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Combining basic indica-

tors and target prediction, we further screened the DE 

circRNAs and miRNAs. Then the study verified the ex-

pression trend of DE circRNAs and miRNAs by qPCR 

in expanded sample siz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DE 

circRNAs by Sanger sequencing and enzyme tolerance. 

Based on the prediction level, we use the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ystem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target circRNAs, miRNAs and 

mRNAs that are further screened. 

    Results  Peripheral plasma samples from 10 pa-

tients with EOS and 10 matched controls were selected 

to quantify the expression of miRNAs and circRNA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4 upregulated and 47 

downregulated circRNAs were showed siginificant DE 

levels with fold change ≧ 5 and p-Value ≦ 0.02 in 

pateints with EOS. According to Targetscan and mi-

Randa, the miRNAs that interact with these 51 circR-

NAs were predicted. These predicted interacting miR-

NAs took the intersection with the DE miRNAs. Based 

on sponge mechanism hypothesis, we further screened 

out 15 circRNAs and 20 miRNAs with opposite expres-

sion trends. Surprisingly, part of these 20 miRNAs are 

predicted to interact with more than one circRNA. Than 

we selected 4 miRNAs related to neuropsychiatric dis-

eases that were supported by a large number of previous 

literatures and predicted to interact with multiple circR-

NAs. Considering the DE mRNA in SZ and sponge 

mechanism hypothesis, 203 predicted interacting 

mRNAs with these 4 miRNAs were screened out (Tar-

getscan and miRDB). Bioinformatics methods were 

also used to construct circRNA-miRNA multimolecular 

regulatory network, including 10 circRNAs, 4 miRNAs 

and 203 mRNAs. Then we found hsa-circ-xxx actually 

interacts with miR-xxx by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ystem. However, their specific function and effect on 

the clinical phenotype of schizophrenia need to be fur-

ther verified at the cellular and animal levels. 

    Conclusion  Our study clearly suggests that mul-

tilevel-based molecular network in plasma could be 

served as a more reliable biomarker for EOS. Alt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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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verification should be done, our exploration is 

still helpful to complement current diagnostic strategies, 

even shed light on the pathology of SZ. 

 

 

 

Neurocognitive Trajectories with Distinct 

Functional Outcomes in First-episode Schizo-

phrenia 

 

黄冰洁 1 蒲城城 1 苗齐 1 马可 1 程章 1 石川 1 于欣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Objective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 is a core 

feature of schizophrenia, but we do not know enough 

about the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neurocognitive im-

pairment in those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FES).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neuro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FES 

and the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among those in 

different trajectories after one year of trea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562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FES were recruited at the baseline and 373 patients 

completed the 6-month and/or 12-month follow-up. 

Neurocognitive test battery consisted of 10 tests adapted 

from the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 

(MCCB) which evaluated six neurocognitive domains: 

processing speed,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memory, vis-

ual learning and memory, working memory and atten-

tio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fine motor function. Psy-

chopat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ssessment consisted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and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 (PSP).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ling (GBTM) was con-

ducted to identify clusters of patients with a similar pat-

tern of neurocognitive change over a year.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chi-square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com-

par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linical and func-

tional outcomes among the different neurocognitive 

subgroups. 

    Results  Regarding overall cognition, we identi-

fied three neurocognitive subgroups: preserved sub-

group (35.7%)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that remained at 

the normal level over the year; mildly to moderately im-

paired subgroup (50.0%) with an approximately 0.7 SD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score at baseline that slightly 

improved over the year; and severely impaired sub-

group (14.3%) with an approximately 1.6 SD lower 

score at baseline that slightly improved over the year. 

Neuro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two impaired subgroups 

both failed to reach normal levels at the endpoint. The 

patients with severe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an older onset age(F=6.6, P＜0.01), 

fewer years of education(F=36.7, P＜0.001), more se-

vere PANSS negative(F=7.6, P ＜ 0.01) and disor-

ganized symptoms(F=9.7, P＜0.001). The three sub-

groups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in antipsychotic usage 

or clinical remission rate. The severely impaired sub-

group had lower PSP scores than the preserved sub-

group(F=6.2, P＜0.01), but the mildly to moderately 

impaired subgroup did not.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FES followed different 

neurocognitive trajectories and resulted in distinct func-

tional outcome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reatment. FES 

with severe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 resulted in 

worse functional outcomes, and may require specific 

cognitive remediation. 

 

 

 

Gut Microbial Diversities Moderate The Pol-

ygenic Risk To Schizophrenia 

 

张丽媛 1 袁秀霞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While both genetic variants and gut 

microbial markers are involved in the risk of developing 

schizophrenia (SCZ), the interplay of them in this con-

text have not been studied. Here we investigate the in-

terplay between genetic risk and gut microbial markers. 

    Methods  We recruited 217 first episode, drug-

free SCZ patients at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of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China, and 145 demographically matched healthy con-

trols (HCs). DNA was extracted from whole blood sam-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122 

ple and was genotyped using the InfiniumOmniZhong-

Hua_8v Array (Illumina, Inc.) Microbial compositions 

of fec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16S rRNA sequenc-

ing platform and five microbial diversity indices were 

obtained (Shannon, Simpson, Chao1, Abundance-based 

coverage estimate (ACE) and phylogenetic distance-

based estimates (PD)). Polygenic risk scores (PRS) for 

SCZ were constructed using both Caucasian and East-

Asian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PRS-EUR and 

PRS-EAS, respectively).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microbial diversity indices and PRS were evaluated by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After genotype calling ,qual-

ity control, imputation and matching of PRS and micro-

biol markers, we included 159 firstepisode, drug-free 

SCZ patients and 86 healthy controls (HCs) in general-

ized linear models. 

Results  We confirmed that PRS-EAS (OR=2.08, 

p=1.22x10-5) and PRS-EUR (OR=1.73, p=2.77x10-4) 

were associated with SCZ. The Shannon (OR=0.29, 

p=1.15x10-8) and Simpson (OR=0.29, p=1.25x10-8) 

indices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CZ, and the 

other indi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There was a signifi-

cant interaction (p<0.05) between PRS-EAS and micro-

bial diversity indices (Shannon and Simpson) with 

larger PRS-EAS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diversity. 

No interactions between PRS-EUR and any diversity in-

dex were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current findings suggest an in-

terplay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polygenic risk of 

SCZ that warrants replication in independent samples. 

While the gut commensal microbial composition is a 

potential biomarker in psychiatry, experiment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determine the mechanisms. 

 

 

 

Cross-disorder Analysis Reveals Substantial 

Similarlies in Cortical Structure Abnormali-

ties between Schizophrenia and 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杨子皞 1 李宗昌 1 欧阳丽君 1 陈晓岗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Individuals at 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CHR) are a highly heterogeneous group, 

which develop schizophrenia(SCZ) with the average 

rate of 36% in 3 years. CHR individuals can also de-

velop other non-psychotic disorders, such as bipolar dis-

order(BD). Several studies showed that CHR individu-

als have slight but widespread cortical structural abnor-

malities similar to SCZ. Our study aimed to explore 

shared brain morphometric abnormalities among indi-

viduals at CHR, SCZ, BD, major depression disor-

der(MDD),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 

and provide clues for early screening and transdiagnos-

tic processes of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We collected summary statistics of 

structural neuroimaging of CHR, SCZ, BD, MDD and 

OCD from the ENIGMA(Enhancing Neuro Imaging 

Genetics Through Meta Analysis) consortium, includ-

ing regional effect sizes(ES) denoting case-control dif-

ferences in cortical structure. Because the left and right 

brain hemispheres, and cortical thickness(CT) and sur-

face area(SA) of cortical region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ental disorders, our study divided 

ES into 4 groups including CT and SA of 34 left and 

right cortical regions. Correlation analyses of total ES 

and 4 kinds of ES in five groups was conducted to ex-

plore the shared extent of cortical structural abnormali-

ties in the five group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shared patterns of cortic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and 

to identify disease-specific abnormal cortical regions. 

    Results  Five correlation analyses showed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s between SCZ and BD among four 

mental disorde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R and 

SCZ were stronger than those between CHR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s in all five correlation analyses. Inter-

esting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CHR and 

SCZ based on SA of right cortical regions was the larg-

est (r=0.601, p=1.72e-4). Therefore, subsequent explor-

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a focus on the 

SA of right cortical regions, which extracted 3 shared 

factors. Factor 1 explained 90.2%, 86.9%, and 47.8% of 

the brain structural variation in CHR, SCZ, and BD, re-

spectively. And Factor 1 is most contributed by right su-

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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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ES of CHR, SCZ, and 

BD were predicted by factor 1. According regression re-

siduals, we indicated disorder-specific cortical struc-

tural abnormalities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factor 1, 

including right pars orbitalis of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n 

CHR and right pericalcarine cortex in SCZ, right ento-

rhinal cortex in BD. 

    Conclusion  Our study found that cortical struc-

tural abnormalities of CHR was most similar to that of 

SCZ, followed by BD. Our study also identified abnor-

mal cortical regions that are shared or specific to indi-

viduals at CHR, SCZ and BD, which may provide neu-

robiological markers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screening 

of mental disorders. 

 

 

 

Graph-theory Based Degree Centrality Com-

bined with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Can Predict Response To Treatment with An-

tipsychotic Med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刘文明 1 王化宁 1  

1）西京医院 

 

    Objective  Reduced degree centrality (DC) of 

hub regions (brain regions that are connected to a re-

markably large number of other regions) are observed 

in schizophrenia (SZ) pati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firstly to determin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DC 

measures before and after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treatment in a group of first-episode SZ patients. Sec-

ondly, we adopt 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based al-

gorith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baseline DC 

measures can predict the outcomes. 

    Methods  The study sample consisted of 38 first-

episode SZ patients from early intervention services 

within the outpatient clinic and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Xijing Hospital and 38 HCs recruited 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by advertisements. The fMRI data were pre-

processed by the Data Processing & Analysis for Brain 

imaging (DPABI, http://rfmri.org/dpabi). Based on the 

response criteria, 19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respond-

ers and 19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non-responders. 

SVM wa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baseline 

DC can classify antipsychotic drugs treatment outcomes. 

The corresponding accurac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

tic curve) were obtained. 

    Results  A total of 32 patients with SZ were suc-

cessfully classified, with 17 of 19 patients who re-

sponded and 15 of 19 patients who did not respond. We 

obtained an accuracy of 84.2% with a sensitivity of 78.9% 

and specificity of 89.5% for classification of the two 

group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was 0.94. The brain 

regions that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classification are 

listed below, the top 10 regions are the right putamen,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putamen, left middle oc-

cipital cortex,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cerebellum, 

left medial frontal gyrus,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left angular. 

    Conclusion  The degree centrality of SZ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ormal peopl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gree centrality of SZ 

patients and normal peopl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he treatment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

chotic drugs. Baseline degree centrality can be used to 

predict patient outcomes after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The regions that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classification 

effect included the right putamen,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putamen,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cerebellum, left medial frontal 

gyrus,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left angular. Our study first confirmed that 

schizophrenia is indeed a disorder of disconnection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of gray matter. With the help of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

rithm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ain networks in schizo-

phrenia can be used as sensitive biomarkers for diagnos-

tic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prediction of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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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障碍研究协作组 

 

Abnormal Resting State Effective Connectiv-

ity of The Large-scale Internetwork in Obses-

sive-compulsion Disorder：a Dynamic Causal 

Modeling Study 

 

张萍 1 周媛 2 杨祥云 1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中国科学学院大学心理研究所 

 

    Objective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CD) have consistently found 

dysconnectivity among salience network,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and default-mode network, as well as 

aberrant fronto-striatal interaction. But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specific direction of the chang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using effective connectivity analy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large-scale inter-

network effective connectivity in OCD patients. 

    Methods  64 OCD patients, and 60 healthy con-

trols (HCs) receiv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scanning and clinical 

evaluation. We applied spectral dynamic causal model-

ing (sDCM) in conjunction with a newly developed 

framework for group studies that use bayesian model re-

duction and parametric empirical bayes, to estimate ef-

fective connectivity among four networks of interest in-

cluding default-mode network, executive control net-

work, salience network and basal ganglia network. Fur-

thermore, correlation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e-

tween clinical assessments (Y-BOCS score) of OCD pa-

tients an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value in edges which 

show group differences. 

    Results  Relative to HCs, OCD patients showed 

increased excitatory connectivity and  inhibitory junc-

tions from basal ganglia to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increased excitatory connections between basal ganglia 

and default network, increased excitatory connectivity 

from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to default network, 

from executive control to salience network, and from 

default mode to salience network. However, OCD pa-

tients showed reduced inhibitory connectivity from de-

fault mode to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from salience 

to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from salience to default 

mode network.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 connectivity from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to the left insula and the total score of 

Y-BOCS(r=0.273, p=0.029),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 connectivity from an-

terior cingulate cortex to the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

tal cortex and the total score of Y-BOCS(r=-0.257, 

p=0.04). 

    Conclusion  Current results show that patients 

with OCD hav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effective con-

nectivity between salience network and other network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Furthermore, the ab-

normal effective connectivit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In conclu-

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alience network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OCD symp-

toms. 

 

 

 

Whole-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 Signa-

ture of Anxiety: A Transdiagnostic Study 

 

朱鸿儒 1 谢骅 2 张伟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tanford 

 

    Objective  Converging behavioral and psycho-

logical evidence has indicated several transdiagnostic 

factors present across multiple mental disorders with 

anxiety being one of such factors. Anxiety disorders en-

compass heterogeneous, co-occurring symptoms, and 

responses to treatment vary from patient to patient.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inverstiagted the rest-

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data from a large transdiagnostic dataset (n = 253), in-

cluding individuals with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n = 35),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n = 33),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n = 84), and healthy controls (n = 101).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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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d a multivariate approach to identify a connec-

tome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individuals’ anxiety 

level measured by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AMA). 

    Results  The anxiety-related signature is featured 

by a dysfunctional connectome in subcortical, default-

mode networks, as well as regions in the cerebellum. 

Using a replication dataset, we further validated our 

model and predicted the anxiety severity in patients with 

an anxiety-related disorder, i.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 = 70).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a potential dif-

fuse brain networks underlying the transdiagnostic anx-

iety and may provide a new avenue for future transdiag-

nostic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anxiety. 

 

 

 

广泛性焦虑障碍、社交焦虑障碍以及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脑静息态低频振幅差异研究 

 

袁敏兰 1 朱鸿儒 1 邱昌建 1 张伟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目的  研究报道不同类型焦虑障碍患者存在共

同的脑神经机制，然而很少有研究直接将不同诊断

类型的焦虑障碍脑功能进行比较。本研究基于体素

空间的脑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

tuation, ALFF），探究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 anx-

iety disorder, GAD）、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共同和诊断特异性的全脑功能

特征。 

    方法  我们纳入了 33 例 GAD 患者，36 例 SAD

患者，63 例 PTSD 患者以及 55 例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对所有受试者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以及高分辨 T1 加权结构像扫描。采用 fMRIPrep 

20.2.1 进行图像预处理，计算全脑 ALFF 图。采用协

方差分析比较全脑 ALFF 组间差异（FWE 校正，体

素 p<0.001），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头动参

数 framewise-displacement 作为协变量回归。进一步

做事后检验分析，提取组间差异脑区的平均 ALFF

值与疾病症状严重程度做相关分析。 

    结果  基于全脑 ALFF 的协方差分析显示四组

被试在左侧角回、左侧小脑角 4_5/6、左侧顶下叶、

左侧颞中回以及左侧中央前回存在局部功能差异。

事后检验显示 GAD 患者的 ALFF 在上述脑区均高

于 HC，并且均高于 SAD 患者以及 PTSD 患者。而

PTSD 以及 SAD 患者的 ALFF 相比于 HC 无显著差

异，PTSD 与 SAD 的 ALFF 无显著差异。偏相关分

析显示 GAD 左侧角回 ALFF 值与汉密尔顿焦虑得

分显著相关（r=0.387，p=0.035，FDR 校正）。 

    结论  GAD 患者相比于 SAD 与 PTSD 患者，

表现出特异性的局部脑区活动增强，提示 GAD 患者

在焦虑障碍谱系中可能存在更为突出的注意力、情

感控制、躯体运动以及对负性刺激的加工处理问题。

SAD 与 PTSD 可能存在着相似的脑机制，为进一步

理解两种疾病在恐惧、回避等广泛精神病理表现提

供参考。 

 

 

 

NOS1 基因甲基化与惊恐障碍患者脑白质结

构的相关性研究 

 

徐华桢 1,2 钟元 4 吴云 1 丁华琛 1 吴慧勤 1 柳娜 1 

王纯 1,3 张宁 1,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认知行为治疗研究所 

4）南京师范大学 

 

    目的  探究在大脑中广泛表达的神经元型一氧

化氮合酶（neuronal nitric oxide synthase，NOS1）是

合成 NO 的关键酶。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信

号分子，NO 在神经元的发育、神经递质的释放及突

触的可塑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惊恐障碍的

病理生理机制密切相关。既往研究发现惊恐障碍患

者白质结构完整性被破坏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并

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且 NOS1 基因也参与其中，但

究竟如何影响惊恐障碍的发生与发展尚未被揭示。

故本文旨在探索惊恐障碍患者脑白质结构与 NOS1

甲基化程度的关联。 

    方法  入组 32 名惊恐障碍患者，22 名正常对

照者，收集一般资料，并评定 HAMA 量表、PDSS

量表以评定患者的临床症状。采集受试者肘静脉血，

提取 DNA，检测 NOS1 基因启动子区域 20 个 CpG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采集被试 DTI 数据，并提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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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被试的 FA 值和 MD 值。 

    结果  惊恐障碍组中的 NOS1 基因启动子区域

CpG4、CpG7、CpG9、CpG10、CpG15 位点甲基化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CpG4：t=2.684，p=0.010；

CpG7：t=2.718，p=0.009；CpG9：t=3.140，p=0.003；

CpG10：t=2.378，p=0.023；CpG15：t=3.392，p=0.001）。

NOS1 基因启动子区域的 CpG4 和 CpG9 两个位点

的甲基化程度均与惊恐障碍严重程度量表得分存在

正相关（CpG4：n=25 人，r=0.412，p=0.041；CpG9：

n=25 人，r=0.509，p=0.009）。惊恐障碍患者的 NOS1

基因启动子区域的 CpG9 位点甲基化程度，与大脑

脚、海马扣带回、胼胝体压部、右侧扣带回及右侧海

马扣带回等部位的 FA值呈显著正相关（GRF矫正，

p<0.01）；与胼胝体膝部、胼胝体压部、左侧扣带回

及左侧海马扣带回等部位的 MD 值呈显著负相关

（GRF 矫正，p<0.01）。CpG9 位点甲基化程度在胼

胝体膝部的 MD 值与 PDSS 中的中介效应成立，并

呈完全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为[-1.731，-0.034]）。 

    结论  NOS1 基因启动子区域在惊恐障碍中的

低甲基化特征，与临床症状相关，可能为惊恐障碍

的诊断提供依据。惊恐障碍患者的脑白质结构完整

性受 CpG9 位点甲基化状态影响，特别是在胼体膝

部，为惊恐障碍潜在的神经病理机制提供新的生物

学依据。 

 

 

 

Intrinsic Network Brain Dysfunction Corre-

lates with Temporal Complexity in General-

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Panic Disorder 

 

徐莉 1 徐华桢 1 丁华琛 1 李金阳 1 王纯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taken a whole-

brain perspective o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 

and panic disorder (PD) in the assumption that intrinsic 

fluctuations throughout the entire scan are static. How-

ever, it has recently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dynamic al-

ternations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ay reflect 

changes in macroscopic neural activity patterns under-

lying critical aspects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and thus 

may act as biomarkers of disease. Thus, we aimed to re-

veal the common and specific dynamic functional con-

nectivity (dFNC) alterations of GAD and PD. 

    Methods  In this study, resting state fMRI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26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pa-

tients, 22 panic disorder patients, and 26 healthy con-

trols. We investigated dFNC by using group spatial in-

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a sliding window ap-

proach, and k-means clustering methods. For group 

comparisons, temporal properties of dynamic FC states 

and dFNC variability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sed. 

    Results  Dynamic analysis demonstrated two dis-

crete connectivity ‘States’ across the entire group: a 

more frequent and relatively segregated State I, and a 

less frequent and strongly integrated State II.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spent 

more time in the weakly within-network State I, while 

conducted fewer transitions and dwelled shorter in the 

integrated State II. Additionally, analysis of dFNC 

strength showed that AD-related connections were iden-

tified including regions belonging to default mode 

(DM), executive control (EC) and salience (SA) net-

works, especiall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SAN and 

DMN network. 

    Conclusion  More common but less specific al-

terations were detected in GAD and PD groups, which 

implied that GAD and PD might have similar state-de-

pendent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and what’s 

more, could hopefully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abnormal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clinic.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reat Reversal 

Learning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ial Or-

bitofrontal Fos Expression 

 

胡静初 1 冯筱懿 2 吴璐瑶 2 周云飞 1  

1）康宁医院焦虑障碍科 

2）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Objective  : Only a portion of the individuals ex-

posed to threat will develop anxiety disorders, which il-

lustrates the necessity for identifying the neurobiologi-

cal mechanisms that underlie differential sensitiv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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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 Recent human being studies confirmed a variety 

of impaired threat learning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

orders. These findings implicate inflexibly control in 

threat learning relate to anxiety symptoms. Howeve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al mechanism underlies these 

differences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An emerging lit-

erature from rodent suggested the activities of orbital 

frontal cortex (OFC) are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flex-

ibility.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

dividual differences in flexibly control of threat learning 

and related activation of OFC in rodents. Here, we hy-

pothesize tha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reat learning i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activities in OFC. 

    Methods  : To underst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flexibly control of threat learning and underlying neu-

ral basis, we developed a mouse model of threat reversal 

learning that parallel to human being's paradigm, and 

determined whether any phenotype differences in threat 

learning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Fos expression in 

OFC. In threat reversal learning, the animals first under-

goes threat learning where a stimulus terminates with 

threat, whereas the other one does not. In subsequent 

threat reversal phrase, the stimuli reverse contingencies. 

Following the threat reversal learning phrase, Fos ex-

pression of OFC was determined using immunohisto-

chemistry. 

    Results  : During two identical experiments 

(n=31 and n=29), mice displayed consist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reat learning and reversal. A discrimi-

nation index (DI) was used to quantify relative freezing 

(subtracting percent freezing to the neutral stimulus 

from percent freezing to the threat-related stimulus), 

DI>0 in threat learning indicating successful discrimi-

nation. Animal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ir DI score, those at DI>0 in threat learning phrase 

and DI>0 in threat reversal phrase were classified as re-

verser, those at DI>0 in threat learning and DI<0 in 

threat reversal were classified as perseverator, those at 

DI<0 in threat learning were classified as maladaptor. 

Consistent with our hypothesis, perseverator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Fos expression in the medial orbital 

frontal cortex (MO) and ventral orbital frontal cortex 

(VO) than maladaptor and reverser (p<0.05), and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Fos expression in lateral or-

bital frontal cortex (LO) than reverser (p<0.01). Specif-

ically, the Fos expression in LO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 score in maladaptor group but not in other 

groups(r=-0.95, p<0.001). 

    Conclusion  : Together,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reat reversal learning may be 

mediated by functioning of OFC, and the hyperactivity 

of LO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mpaired discrimination 

of threat. 

 

 

 

非共病未治疗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脑皮质

结构磁共振研究 

 

张勋 1 王淞 1 龚启勇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华西磁共振研究中心 

 

    目的  既往研究发现恐惧和焦虑相关脑区的功

能活动和灰质体积异常可能与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SAD）的病理生理学机制相关。然

而，既往结构研究大多利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

在灰质体积层面研究 SAD 内在机制，很少有研究同

时利用具有不同神经生物学意义的皮层厚度和皮层

表面积等指标对 SAD 患者皮质结构进行更深入的

探究；此外，既往大部分研究由于受到诸如疾病共

患和/或抗精神病治疗等混杂因素的影响，致使研究

结果存在较大异质性。因此，本研究旨在使用基于

表面的形态学分析方法探究非共病未治疗的 SAD

患者的脑皮质形态学改变和结构协变异常及其与临

床特征的关联。 

    方法  本研究招募了 32 位非共病未治疗的

SAD 成年患者和 32 位人口统计学相匹配的健康对

照进行 3.0-特斯拉高分辨率结构磁共振图像(即三维

T1 加权图像，3D-T1WI)扫描和临床资料采集。我们

利用软件 FreeSurfer 分别测定了包括皮层厚度和皮

层表面积在内的皮质形态学指标，并基于全脑顶点

水平统计分析两组人在上述指标的差异；然后提取

有显著性组间差异脑区的皮层厚度/皮层表面积均

值进行灰质结构协变分析，并用 Snedecor’s 方法进

行组间比较，从而探究 SAD 患者脑区间结构协变模

式的改变；同时我们以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将脑

形态学指标与临床资料进行偏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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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SAD 患者呈现皮层

厚度减小而皮层表面积增大，涉及脑区几乎对称性

分布于前额叶，包括双侧背外侧、背内侧和腹内侧

前额叶以及右侧眶额叶；同时，我们观察到 SAD 患

者左侧颞上回的皮层表面积增大。此外，SAD 患者

上述结构异常脑区间结构协变普遍增强，尤其是前

额叶内部协调性较对照组异常增强。相关分析则揭

示了患者左侧前额叶表面积与病程呈负相关。 

    结论  既往气球模型假说指出，皮层切向拉伸

可能导致皮层形态学特征呈现分离性改变，进而影

响皮层的信息处理能力，因此本研究关于前额叶皮

层形态学特征呈现分离性改变以及颞上回皮层扩张

的发现可能揭示了这些脑区功能重组的形态学改变

基础，反映了这些结构在 SAD 的病理生理学和神经

生物学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为深入理解 SAD 的神经

机制以及进一步确定 SAD 生物标记提供了新的证

据。 

 

继续教育协作组 

 

Immediate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Doctors 

Working at 42 Government-designated Hos-

pitals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张琪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During an epidemic of a novel infec-

tious disease, frontline doctors suffer from unprece-

dented psychological stress.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immediate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frontline doc-

tors in China. 

    Methods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frontline doctors was conducted via online question-

naires.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xiety, somatic disor-

ders, and suicidal ideation were evaluated. Demo-

graphic, stress, and support variables were entered int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impact factors. 

    Results  Of the 4,692 doctors who completed the 

survey, 9.4% (n = 442)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depres-

sive symptoms, 8.1% (n = 379) represented anxiety, and 

42.7% (n = 2,005) had somatic symptom. About 6.5% 

(n = 306) respondents had suicidal ideation. 

    Conclusion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of frontline doctors was generally poor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and several impac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octors’ psychological health were 

identified.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ascertain 

whether training and support strategies are indeed able 

to mitigate psychological morbidities. 

 

 

 

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岛叶

亚区神经改变的磁共振研究 

 

黄倩 1 艾明 1 操军 1 陈建梅 1 李晓 1 周易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129 

injury, NSSI)常发生于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诊断背景之下。NSSI 的神经机制多

与情绪加工、冲动反应等过程有关。岛叶(insula, INS)

参与情感调节及认知控制过程。既往研究发现，NSSI

和 MDD 青少年 INS 神经结构或功能存在改变。然

而，青少年 MDD 患者 NSSI 行为是否与 INS 神经改

变有关尚不清楚。 

    方法  分别纳入 43 例和 29 例伴(NSSI 组)和不

伴(MDD 组)NSSI 行为的青少年 MDD 患者进行临

床心理量表评估和静息态 MRI 扫描。以 INS 的 12

个亚区作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分别采

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和基于 ROI 的静息态功能连接(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分析比较 INS 亚区的灰

质体积(gray matter volume, GMV)和FC的组间差异，

进一步做差异脑区的 GMV 和 FC 值与临床心理量

表间的皮尔逊相关分析，评估差异脑区与临床症状

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两组被试在性别 (p=0.369)、年龄

(p=0.329)、受教育年限(p=0.559)及病程(p=0.171)上

无显著差异；在临床量表评分上，HAMD(p=0.618)、

SSI(p=0.103) 无显著差异，但 NSSI 组的 BIS-

11(p<0.001)较 MDD 组明显升高；2.与 MDD 组相比，

NSSI 组在 INS 亚区 1 和亚区 2 的 GMV 显著减少

(p<0.05, p<0.05)，在 INS 亚区 7 与双侧前扣带和旁

扣带回、INS 亚区 9 与右侧三角部额下回/眶部额下

回团块的 rs-FC 中显著降低(p<0.05, p<0.05)；3.相关

分析发现，NSSI 组 INS 亚区 2 的 GMV 与 BIS-11 总

分呈显著负相关(r=-0.307, p=0.046)。 

    结论  1.GMV差异提示GMV改变可能是NSSI

行为青少年 MDD 患者 INS 功能改变的基础。2.NSSI

行为青少年 MDD 患者基于 INS 的 FC 改变，提示

这些脑区可能通过调控情绪调节、认知控制和冲动

反应过程影响 NSSI 行为。3.相关分析结果提示，INS

亚区 2 的 GMV 减少可能促进冲动性增加。 

 

 

 

大学生抑郁、焦虑情绪的纵向变化及其相关

因素研究 

 

吕秋玥 1 李涛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对抑郁、焦虑情绪在综合性大学学生中的检出率及

不同亚群学生中的分布特点，抑郁、焦虑情绪在大

学生群体中的纵向变化规律及影响抑郁、焦虑情绪

的发生及变化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和探讨。 

    方法  本研究连续于 2018 年至 2020 年的秋季

学期通过网络及社群平台向在校大学生发放匿名的

在线测评问卷(内容包括对一般人口学、抑郁、焦虑

情绪、躯体症状、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SCL90 偏

执及精神病性症状、睡眠质量情况、昼夜节律、物质

使用、网络成瘾等维度的量表)。参与了第一次测评

的 8244 名有效填写者中有 3007 名大学生参与到第

二次测评中进行随访。三次测评均参与并有效填写

的大学生共 1354 名。对基线测评的横断面数据，探

讨抑郁、焦虑情绪的检出率和不同亚群大学生的抑

郁、焦虑情绪特点，并结合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抑郁

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对两年纵向资料构建混合效

应模型，探索抑郁、焦虑情绪随着时间变化的规律

及影响因素。 

    结果  1. 在基线测评中，抑郁情绪的检出率为

24.21%，焦虑情绪的检出率为 18.67%。 

    2.女性、独生子女、有三代以内精神疾病家族史、

夜晚型昼夜节律等亚群特点的大学生中临床显著的

抑郁、焦虑比例更高。 

    3. Logistic 回归结果提示：抑郁、焦虑情绪的危

险因素包括夜晚型节律类型、躯体症状、精神病性

体验、高自杀风险、网络成瘾、负性生活事件、睡眠

质量差；夜晚型节律类型仅为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 

    4. 在两年随访中，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趋

于增长，每隔一次测评时间抑郁标准得分平均增加

0.014 分、焦虑标准得分平均增加 0.05 分。未发现焦

虑标准得分增长的个体差异，但在抑郁标准得分的

增长中发现：危险因素包括夜晚型昼夜节律类型、

偏执意念、精神病性体验、自杀风险、网络成瘾、青

少年生活事件、睡眠质量；清晨型节律类型是保护

因素；尤其是精神病性体验、青少年生活事件、睡眠

质量对抑郁标准得分的变化速度的消极影响有统计

学意义——精神病性体验更严重的、受青少年负性

生活事件影响严重的、睡眠质量更差的大学生抑郁

情绪的变化较为缓慢。 

    结论  抑郁、焦虑情绪在大学生中有较高的检

出率且不同亚群特点的大学生抑郁、焦虑情绪有所

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趋

于增长，提示应加强对大学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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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重视，通过多种方法早期预测并干预，促进大

学生心理健康。 

 

双相障碍研究协作组 

 

中文版 CUDOS 量表识别躁狂发作伴混合特

征信效度研究 

 

李旭娟 1 费玥 2 杨海晨 3 李文飞 4 易正辉 5 杨碧秀
6 黄乐萍 2 蒋斌勋 1 汪作为 2  

1）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医学院附属树兰杭州医院 

2）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3）深圳市康宁医院 

4）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5）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6）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DSM-5 混合特征在临床上比较常见，但

由于混合特征临床表现复杂和缺乏有效评估工具，

临床医生识别诊断率明显不足。本研究对临床实用

抑郁发作量表（Clinically Useful Depression Outcome 

Scale，CUDOS）进行汉化，并探究其在躁狂症患者

中识别混合特征的可行性及其信效度。 

    方法  在获得原作者授权后，首先对CUDOS量

表进行翻译和回译，由原作者对回译稿校对，最终

由课题组成员讨论形成中文版 CUDOS 量表

（CUDOS-C）。2018 年 3 月-2020 年 4 月在上海市

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树兰杭州医院、深圳市康宁

医院、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和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纳入符合入组与排除标准的

109 例轻躁狂或躁狂发作患者。采用克朗巴哈系数

（Cronbach's α）、重测相关系数评价 CUDOS-C 量表

的信度，主成分分析（PCA）及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评价量表结构效度，与 PHQ-9、HCL-32 量表评分相

关性分析评价量表平行效度，以中文版简明国际神

经精神访谈躁狂发作伴混合特征问卷（MINI-M-C）

计算 ROC 曲线下面积（AUROC）分析量表对于混

合特征的诊断价值。 

    结果  CUDOS-C 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98，

各条目为 0.877 - 0.906。80 例患者 1 周后重测，重

测相关系数为 0.880 (95% CI: 0.812-0.923, p < 0.05)。

主成分分析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四个因子，累积方

差贡献率为 65.245%。CUDOS-C 与 PHQ-9 评分显

著相关(r = 0.893, p = 0.000)，但与 HCL-32 评分相关

性不显著(r = 0.088, p = 0.364)，经治疗 12 周后

CUDOS-C 评分显著下降(Z = -3.551, p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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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OS-C 判定混合特征 AUROC 为 0.909 (95% CI: 

0.855 to 0.963, P < 0.001)，最佳划界分为 12（敏感性

0.854、特异性 0.868），混合特征检出率为 40.4% 

(44/109)（临床医生诊断率为 18.3%，MINI-M-C 量

表检出率为 37.6%）。 

    结论  CUDOS-C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可以用于评估躁狂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和筛查混合特

征，有助于提高临床医生对于混合特征的识别诊断

率。 

 

 

 

构建基于电子病历(EMR)的双相情感障碍抑

郁/躁狂发作预测模型 

 

朱雪泉 1 张歆玮 2 杨文 3 冯媛 1 王刚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2）北京首佑医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赛诺菲（中国） 

 

    目的  利用京津冀精神卫生大数据平台建立双

相情感障碍抑郁/躁狂发作的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  研究对象为京津冀精神卫生大数据平台

中，2013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于北京安定医院住院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结构化病历记录。入组标准：

有住院记录，诊断双相情感障碍，出院记录为痊愈

或改善，出院之后 9 个月内发生抑郁发作，或出院

之后两年内发生（轻）躁狂发作；排除标准：器质性

精神障碍、使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

碍、精神分裂症。根据既往文献及数据库现有字段

纳入风险因素：性别、年龄、起病年龄，精神疾病家

族史、吸烟史、既往抑郁/躁狂诊断、其它精神疾病

诊断、学习成绩、人际关系、母孕情况、居住情况和

甲状腺水平和发病季节。采用四种预测模型分别对

抑郁和躁狂发作进行预测，并对预测结果进行比较。

三种为传统统计学模型：多元逻辑回归、决策树模

型和随机森林模型；一种为基于机器学习的全连接

神经网络模型。 

    结果  分别有 1519 例（平均年龄 35.91±13.50，

女性 60.90%，男性 39.10%），2167 例（平均年龄

35.89±13.87，女性 59.39%，男性 40.61%）纳入抑郁

/躁狂发作风险预测分析。在抑郁（/躁狂）发作风险

预测模型中，多元逻辑回归模型 AUC 值为 0.64

（/0.71），总样本预测正确率 72.59%（/80.41%）；决

策树模型总正确率 69.17%（/78.8%）；随机森林模型

AUC 值为 0.65（/0.80），总样本预测正确率 74.67%

（/79.10%）；基于机器学习的全连接神经网络模型

总正确率 61.98%（/54.15%），对有抑郁（/躁狂）发

作的正样本预测正确率 71.91%（/68.11%），对无抑

郁（/躁狂）发作的负样本预测正确率 51.82%（/50.13）。 

    结论  本研究提示，利用大数据平台获得结构

化、标准化的精神科临床诊疗资料，通过数据模型

建立双相情感障碍抑郁/躁狂发作风险预测模型，具

有可行性及较高准确性。多元逻辑回归和随机森林

的预测模型效果最好，优势在于利用传统采集的指

标建立具有良好的解释性和临床应用性的模型。本

研究结果能够为基于临床诊疗数据建立双相情感障

碍患者的早期识别与复发风险预测提供参考价值。

后续研究应在传统风险因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指标，

选择适宜的预测模型，对模型进行进一步训练和校

正，提高预测效果。 

 

 

 

电子化精神卫生服务平台“心情温度计”应用

于社区抑郁障碍诊治探索 

 

黄乐萍 1 黄茹燕 1 徐韦云 1 熊金霞 1 吴志国 2 陈俊
3 方贻儒 3 汪作为 1,4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德济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4）海军军医大学精神病学教研室 

 

    目的  探讨电子化精神卫生服务平台“心情温

度计”在社区抑郁障碍识别和诊治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从虹口区随机抽取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再根据每 30 人中 1 人的原则抽取全科门诊患者

700 例，使用心情温度计在线自主筛查和辅助诊断

系统对所有进行抑郁障碍的初步诊断筛查。评估员

指导被试者在苹果或者安卓商店下载心情温度计

APP（客户端），讲解具体操作方法，由被试自主在

线填写 PHQ-9自评量表。如被试 PHQ-9总分≥10 分，

评估员在心情温度计 APP 医生端进行 MINI 结构式

诊断访谈，完成诊断评估。三个月后评估员随访患

者的线下后续诊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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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社区全科门诊患者中无抑郁 507 例

(72.43%)，轻度抑郁 89 例（12.71%）,中度抑郁 78

例(11.14%)，中重度抑郁 20 例(2.86%),重度抑郁 6 例

(0.86%)。以 PHQ10 分为界，抑郁症状检出率 14.86%

（104/700）。筛查诊断单相抑郁 6.57%(46/700)、双

相抑郁 1.14%(8/700)、恶劣心境 0.14%(1/700)。46 例

单相抑郁中 8 例既往已确诊，诊治率 17.39%，新增

诊断 38 例；8 例双相抑郁中 1 例既往诊断抑郁症，

诊治率 12.50%，新增诊断 7 例，更正诊断 1 例。社

区全科门诊患者抑郁障碍检出率为 7.86% (55/700)，

比临床诊断率提升 6.57%。三个月后 39 例患者接受

了随访（已诊断 9 例和新增诊断 30 例），随访率

70.91%。既往已诊治的 8 例单相抑郁继续在原医疗

卫生服务机构随访治疗。新增单相抑郁 38 例中随访

成功 25 例，4 例被试就情绪问题主动就医（2 例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1 例二级综合性医院，1 例中医医

院），3 例药物治疗，1 例心理治疗，新增诊治率 8.70%

（4/46）。既往已诊治的 1 例双相抑郁随访顺利，已

经调整治疗方案。新增双相障碍 7 例被试中随访成

功 5 例，1 例被试就情绪问题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诊，药物治疗，新增诊治率 1.25%（1/8）。新增恶

劣心境 1 例被试未接受随访。抑郁障碍患者基线诊

治率 16.36%（9/55），3 月后随访诊治率增加 9.09%

（5/55），诊治率提升至 25.45%。 

    结论  电子化精神卫生平台在社区筛查和诊断

评估不仅能极大提升社区对抑郁障碍的识别率，并

对后续实际临床诊治率也有良性推动作用。今后宜

将基于网络的精神卫生筛查和评估整合到初级保健

服务中，加快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的进程。 

 

 

 

首治双相抑郁患者骨代谢变化及相关影响因

素研究 

 

李素娟 1 邱妍 1 滕紫薇 1 徐雪蕾 1 唐慧 1 向慧 1 伍

海姗 1 陈晋东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精神障碍患者的代谢问题正逐步引起学

界的重视。当前研究提示，精神障碍患者常合并低

骨量、骨质疏松等骨代谢异常，严重影响疾病预后

及患者生活质量。但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骨代谢临

床研究仍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骨密度水平的评

估，对反映骨代谢水平更为敏感的骨转换生化指标

（BTMs）的评估较为缺乏。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首

诊未用药双相抑郁患者的骨转换生化指 BTMs 变化

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于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行，分别纳入了 80 例首诊未

用药的双相抑郁患者（DSM-5）和 80 例年龄、性别

匹配的健康志愿者。本研究采用电化学发光发法测

量受试者 BTMs，包括骨形成标志物Ⅰ型前胶原氨基

端原肽（PINP）、骨钙素（OC）和骨吸收标志物 β 胶

原特殊序列（β-CrossLaps），以评估患者骨代谢水平。

同时检测受试者空腹血糖、胰岛素、血脂四项、甲状

旁腺素（PTH）和维生素 D 水平，收集一般人口学

资料、疾病史，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轻躁狂症状自评量表

（HCL-32）和杨氏躁狂量表（YMRS）评估患者临

床症状。在 SPSS 软件内使用 student t 检验、卡方检

验、Pearson 相关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进行数据统计。 

    结果  本研究发现：（1）首治双相抑郁患者

PINP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志愿者（t=3.558，p=0.001），

OC（t=1.676，p=0.096）和 β-CrossLaps（t=-1.235，

p=0.551）水平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首治双相抑郁

患者胰岛素（t=3.361，p=0.001）和 PTH（t=2.891，

p=0.004）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志愿者。（2）相关分析

显示，PINP 水平与胰岛素及胰岛素抵抗指数呈正相

关，与年龄及高密度脂蛋白（HDL）水平呈负相关；

OC 和 β-CrossLaps 水平与年龄、HDL、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LDL）呈负相关；（3）多重线性回归

分析显示，控制其他自变量后，BD 这一诊断仍使得

PINP 的预测值较健康对照组高 18.992ng/ml

（p=0.035），β-CrossLaps 的预测值较健康对照组高

0.155ng/ml（p=0.003）。 

    结论  首诊未用药双相抑郁者相较于健康人群

有更活跃的骨形成和骨吸收活动；BTMs 的变化主

要与是否患病、年龄、性别及糖脂代谢指标相关。 

 

 

 

双相抑郁障碍早期诊断 Logistic 回归、Fisher

判别分析及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的建立与比较 

 

杨永涛 1,2 崔利军 1,2 崔伟 2 严保平 2 邸均萌 2 李林
2 郭艳梅 2 孙秀丽 2  

1）济宁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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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研究双相抑郁障碍和单相抑郁障碍临床

及生物学鉴别指标；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Fisher

判别分析模型、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并筛选双相抑郁

障碍早期诊断的最佳预测模型。 

    方法  入组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单相抑

郁障碍患者 94 例、双相抑郁障碍患者 97 例为研究

对象，双相抑郁障碍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计手册第 5 版》（DSM-5）双相Ⅰ型、双相Ⅱ型障碍目

前为重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单相抑郁障碍组符

合 DSM-5 中重性抑郁障碍反复发作的诊断标准；采

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

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32 项轻躁狂症状清单（HCL-32）、快

感缺失评定量表（DARS）评估患者的临床症状；采

用气质自评量表（TEMPS-A）评定患者的气质类型，

选用 SCID-II 诊断条目评定患者的边缘性人格。采

用化学发光法检查血浆皮质醇、甲状腺功能等，采

用 ELISA 法测定样本血清炎性细胞因子和血浆

BDNF 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样本

BDNFmRNA 水平。采用 SPSS22.0 和 Medcalc 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模型建立和效能分析。 

    结果  经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 19 个

与双相抑郁障碍相关的变量进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首发年龄早、自伤、低 T4、低 sIL-

6R、高 BDNFmRNA 是双相抑郁障碍的独立危险因

素；女性、伴焦虑特征、伴忧郁特征、伴季节特征为

单相抑郁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三种不同的预

测模型分析显示：Logistic 回归模型总预测准确率为

90.05%，特异度为 93.62%，灵敏度为 86.60%，AUC

为 0.952。Fisher 判别分析模型总预测准确率为

88.48%，特异度为 93.62%，灵敏度为 83.51%，AUC

为 0.952。神经网络模型总预测准确率为 91.10%，

特异度为 92.55%，灵敏度为 89.69%，AUC为 0.978。

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性能较高，与 Logistic 回归模型、

Fisher 判别分析模型 ROC 曲线下面积间的差异存在

统计学意义（Z=2.310，P=0.021）。 

    结论  人工神经网络构建双相抑郁障碍预测模

型，预测效果优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Fisher 判别分

析模型，体现了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在病因复杂

疾病使用上的优势，为双相障碍的早期诊断提供良

好预测方法。 

 

 

 

A Predictive Model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Bipolar Depression Based on Brain-gut-mi-

crobial Axis 

 

奚彩曦 1 胡少华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The "brain-gut-microbial axis" which 

bridges the brain function and gut microbiota is thought 

to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of bipo-

lar disorder. Therefore, the main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the microbiota-gut-brain axis 

as a biomarker for accurate diagnosis and effective drug 

treatment of BD. 

    Methods  103 bipolar depressive patients and 39 

healthy control were brought into this study.At baseline,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o have resting state-

fMRI scanning and their fecal samples were also col-

lected for metagenomic sequencing. All patients initi-

ated a standardized 4weeks quetiapine monotherapy and 

finally 75 BD patients finished the treatment and evalu-

ation of drug efficacy. Whole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based analysis(NBS), VBM gray matter volume analy-

sis and relative abundance comparison analysis of gut 

species were performed. And combined these identified 

features were further used to construct unique modal  

and a multiple kernel SVM classification model. 

    Results  Metagenomic sequencing analyses re-

vealed 55 gut microbial specie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BD patients and HCs. Actinomyces_grae-

venitzii and Oribacterium_sinus，Anaerotruncus_un-

classified，Porphyromonas_asaccharolytica are the pre-

dominant gut species in BD patients and HCs, respec-

tively. Oribacterium_sinus was also more abundant in 

pre-treatment correspond BD patients together with Eu-

bacterium_biforme. NBS identified greater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BD within the DMN,SM,Visual network 

and between regions of the DMN, SM, visual and basal 

ganglia networks. The analysis also found elevat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HC between the regions of 

DMN, SM, and limbic networks. Pre-treatment uncor-

respond patients distinguished correspond pati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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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ated connectivity within DMN and between regions 

of the DMN, DAN, SM.VBM analysis identified signif-

icant lower gray matter volume within the right anterior 

cingulum in BD and uncorrespon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C. Notably, the combined multiple kernel SVM 

classifier achieved the accuracy at 0.8936 and AUC-

ROC at 0.9517 when classified BD from HC, and only 

0.8239 and 0.9061 when using even the best unique 

modal of biomarkers. Similarly,the multiple kernel clas-

sification model also acquired the best accuracy of 

0.7705 and AUC-ROC of 0.8292 than the best unique 

modality discriminating the uncorrespond patients from 

correspond patients. 

    Conclusion  Combined microbiota-gut-brain 

axis modalities could be a effective biomarker for accu-

rate diagnosis and predictive drug treatment of BD. This 

kind of multiple kernel classification model may also 

helpful in other disease which need further experiments.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isorders and At-

tention/decision-making Ability Among Pa-

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 Prospective 

Study 

 

Chu-Chen Xu1, Qin-Te Huang1, Mei-Ti Wang1, Ni 

Zhou1, Fan Wang1, Dong-Bin Lyu1, wei-chieh Yang1, 

Yi-Ming Chen1, Shu-Qi Kong1, Hai-Jing Huang1, Zhe-

Yi Wei1, Bin Xie1, Wu Hong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leep disorders and attention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in bipolar disorder with the lon-

gitudinal follow-up data,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early 

intervention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A 9-months longitudinal study was 

performed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including 

104 participants. Patients’ sleep disorder and atten-

tion/decision-making ability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16-item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

ogy-Self-Report at baseline, 1st, 3rd, 6th and 9th month. 

    Results  (1) Sleep disorder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attention / decision-making ability, especially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The types of sleep disorder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attention / decision-making abil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In the initial stage, too much sleep was 

more damaging to attention/ decision-making 

(OR=17.59, P=0.041). However, at the later stage of fol-

low-up, patients with moderate difficulty in falling 

asleep (OR=71.86, P<0.001), severe early awakening 

(OR=16.87, P=0.040) and excessive sleep (OR=16.87, 

P=0.040) had worse attention / decision-making ability. 

The attention / decision-making ability of patients who 

reported early awakening and falling asleep again were 

impaired throughout the whole follow-up period. (2) 

The use of antidepressants (OR=0.63, P=0.048) and 

benzodiazepines (OR=0.55, P=0.015) improved atten-

tion / decision-making ability, in addition education 

(OR=0.92, P=0.026)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Patients 

with more depressive episodes (χ2 =22.36, p <0 .001), 

positive family history (χ2 =9.24, p =0.026), first (χ2 

=11.74, p =0.008) and recent (χ2 =18.56, p <0 .001) de-

pressive episodes had poor attention / decision-making 

ability.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sleep disorders reported by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

der can predict the prognosis of their attention / deci-

sion-making ability, especially falling asleep and Sleep 

characteristic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attention / deci-

sion-making ability at different stages. 

 

 

 

Genes Associated with Cortic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Pediatric Bipolar Disorder 

 

钟元 1 雷文锟 1 肖茜 2 高维佳 3 王纯 4 苏林雁 5 卢

光明 6  

1）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 

2）湖南省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精神健康中心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4）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 

5）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6）南京大学医学院金陵医院医学影像科 

 

    Objective  It has been evidenced by man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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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cortical structural differences existed in Pediatric 

Bipolar Disorder (PBD), which was manifested by al-

ternating episodes of depression and mania. The availa-

bility of comprehensive, brain-wide gene expression at-

lases such as the Allen Human Brain Atlas (AHBA) has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understanding how spa-

tial variations on molecular scale relate to the macro-

scopic neuroimaging phenotypes. Based on the AHBA, 

this study aims to find the link between brain-wide gene 

expression and morphometric changes in adolesc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Methods  58 PBD subjects and 20 control sub-

jects aged 12–17 years old were engaged in this study. 

Interregional Pearson’s correlation of seven features de-

rived from T1 weighted (T1w) images was used to cal-

culate the Morphometric similarity network (MSN) for 

participants. The case-control (PBD-HC) t-map was cal-

culated to compare the two-sided t-statistic value in 

each region between PBD and HC subjects. The AHBA, 

a whole-brain transcriptomic dataset, was used to obtain 

brain gene expressions. Subsequently,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regression was calculated to extract dif-

ferences between regional MSN in the left hemisphere 

and gene expressions. 

    Results  By analyzing case-control t-map, PBD 

subjects were found to exhibit decreased MSN weights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and increased MSN weights 

in the left lateral occipital cortices, anterior cingulate 

and the right lateral occipital cortices, posterior cingu-

late, and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t was found that the 

PLS1 weighted gene expression map was spatially cor-

related with the case-control t-map (Pearson’s 

r(177)=0.58,pspin< 0.0001). 30 BD-related genes were 

further identified by searching meta-analysis, and 19 

genes were eventually selected, which overlapped with 

the 10,027 background genes. Eight of nineteen BD-

related genes exhibi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re-

gional changes in MSN. 2159 found genes constituted 

the regional change in MSN gene list in individuals with 

PBD. The top ten significant GO biological processes 

were extracted via Metascape. An indirect approach was 

taken to assign PLS1−genes to seven canonical cell 

class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cell type of gene expres-

sion showed a similar cell type of excitatory neurons. 

    Conclusion  It was interpreted that regions with 

altered MSN in individuals with PBD indicated poten-

tial corresponding architectonic similarities or architec-

ton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se regions and the rest 

of the cortex. Besides, prior defined PBD-related genes 

were enriched as a result of this study.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MSN phenotypes in PBD and bridged the gap 

between transcriptome and neuroimaging, promoting an 

integrative understanding of PBD. 

 

 

 

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非自杀性自伤的特

征及影响因素探讨 

 

杨伟锐 1 关念红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

者非自杀性自伤（NSSI）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12 月

在本院精神心理科就诊的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以及同时期在社会招募的健康青少年。使用 MINI 评

估是否共病其它精神障碍或合并精神病性症状；使

用 EPQ 评估人格特质；使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评

估是否曾实施 NSSI 以及调查 NSSI 的方式和对身体

的损害程度。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病例组 853 人与对照组

805 人，病例组与对照组在基线人口学特征上匹配

均衡，且根据有无实施 NSSI 分别将对照组和病例组

分为对照伴 NSSI 组、对照不伴 NSSI 组以及双相伴

NSSI 组、双相不伴 NSSI 组。病例组的 NSSI 检出

率为 51.6%，对照组的 NSSI 检出率为 9.2%，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01）。双相伴 NSSI 组与对照伴

NSSI 组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NSSI 首发年

龄、NSSI 对身体损害程度等变量上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 NSSI 方法种类上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与伴 NSSI 的健康青少年相比，

伴 NSSI 的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女性比例更

高、年龄更小、NSSI 首发年龄更大、NSSI 对身体损

害程度更严重。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女性（OR=1.977，P<0.001）、年龄（OR=0.749，

P<0.001）、恋爱 3 次以上（OR=2.900，P<0.001）、由

非父母抚养长大（OR=1.823，P<0.05）、精神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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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19，P<0.05）、体重指数（OR=0.955，P<0.05）、

曾遭遇重大生活事件（OR=2.034，P<0.001）、发病

年龄（OR=0.802，P<0.001）、既往有自杀未遂

（OR=3.382，P<0.001）、共病场所恐惧症（OR=1.932，

P<0.05）、合并精神病性症状（OR=2.176，P<0.001）

为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NSSI 的影响因素。 

    结论  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 NSSI 检出

率远高于健康青少年的 NSSI 检出率；青少年双相情

感障碍患者与健康青少年的 NSSI 行为特征存在差

异；女性、低龄、恋爱次数多、由非父母抚养长大、

精神质得分高、体重指数低、曾遭遇重大生活事件、

起病早、既往有自杀未遂、共病场所恐惧症、合并精

神病性症状为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NSSI 的危

险因素。 

 

精神创伤研究协作组 

 

A Study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Gray 

Matter Volume on Patients with Agitate Schiz-

ophrenia 

 

李业宁 1 范雅娟 1 马青艳 1 马现仓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on schizophrenia 

have detected elevated cytokines and structural abnor-

malities in both blood and brain, suggesting neuroin-

flammation and brain imaging may contribute to the 

pathophysiology in some cases. However, we still do 

not know whether there ar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imaging differences in the subtypes of schizophrenia, ie, 

schizophrenia with or without excitability. Here we use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gray matter volume (GMV) 

jointl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brain structure in 

unmedicat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in structur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gitated schizophrenia. 

    Methods  28 drug-naive patients of schizophre-

nia with excitability (EC), 28 drug-naive patients of 

schizophrenia without excitability (NEC) and 48 

healthy controls (HC)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subjects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canning and performed the cognitive scales, all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inishe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Excited Compo-

nent of the PANSS will be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SPM12 were used to find potential differences in GMV 

among the three groups. A Pearson correlat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associations of functional and mor-

phometric change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

tive tests. A Pearson correlat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

lyze associations of morphometric change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tests. Spearman correlations 

between cytokines, brain regions and cognitive tests 

were calculated using R 3.5.1, and visual presentations 

of multiple omics correlation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ggplot2 and heatmap packages.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137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 EC and NEC group 

had significant higher values in TNF-α，CCL2, IL-4, 

IL-1β and IL-6 apparently. As to brain imaging, com-

pared to HC, both EC group and NEC group had similar 

abnormal brain area, including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ACG), middle cingu-

late gyrus (MCG), post cingulate gyrus (PCG), both su-

perior frontal gyrus (SFG). However, NEC group 

showed decreased left insula, EC group showed de-

creased left parahippocampa gyrus (PHG). More im-

portantly, compared to NEC group, EC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GMV decrease in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SFG). As to cognitive aspect, we found IL4\Fluency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abnormal brain 

regions, especially SFG_BA46, SFG_BA9 and 

STG_BA48. 

    Conclusion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S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sub-

jects. The EC group and NEC group showed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VBM, they showed that there are struc-

tural brain differences in schizophrenia. The VBM anal-

yses confirm the significantly structure of the left SFG, 

may distinguish the EC and NEC groups. 

 

 

 

Systems Biological Assessment of Altered Cy-

tokine Responses To Bacteria and Fungi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高媛 1 朱峰 1 马现仓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m-

mune processes and the neural system might have im-

portant aetiological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for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Recently, immunopatho-

genesis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most compelling eti-

ological models of schizophrenia. The inflammation 

and immune dysregulation in schizophrenia were evi-

denced by neuroinflammatory changes within the brain 

as well as elevated immune markers in peripheral blood. 

However, the factors driving this immune activation 

cannot be fully accounted by what is currently known, 

and a systems biology-based approach to comprehen-

sively assess the immunological alterations in schizo-

phrenia is needed. Complex interactions of different 

host immune cell types can determine the outcome of 

pathogen infections. The advent of high-content single 

cell RNA-sequencing (scRNA-seq) has facilitated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mune cell-type compo-

sitions and the pathogen-specific immune response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roinflam-

matory cytokines production abilities and immune cells 

interactions in spontaneous and distinct pathogens-stim-

ulated. This would help to obtain more definite result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thogen infections and 

main immune components alterations in relation to 

schizophrenia pathophysiology. 

    Methods  we analyzed cytokine-production ca-

pacity of PBMCs from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nd 

age/gender-matched controls stimulated by bacterial, 

fungal and purified microbial ligands, which may better 

reflec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immunological altera-

tions and schizophrenia. To understand how the immune 

system gives rise to such a breadth of potential re-

sponses against pathogens, we perform scRNA-seq to 

systematically characterize cell-type specific gene ex-

pression in the peripheral immune system of schizo-

phrenic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include that (1) there were aberrant cytokine response 

patterns to various pathogens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2) MDP challenge resulted in a lower production of IL-

1β, IL-6, and TNF-α by PBMCs from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3) there 

was widespread suppression of antiviral and inflamma-

tory genes as well as impaired chemokine/cytokine-re-

ceptor interaction network in multiple innate and adap-

tive peripheral immune subpopulations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MDP-activated state; (4) there was enhanced 

level of MDP in the serum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indicating increased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and gut 

barrier damage. 

    Conclusion  In summary, our study has made 

several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cluding the system-

atic assessment of aberrant cytokine response patterns 

to various pathogens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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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potential role of MDP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schizophrenia. 

 

 

 

Theta-Burst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

tion Disrupts Reconsolidation of Fear 

Memory in Humans 

 

苏思贞 1 邓佳慧 1 师乐 1 袁凯 1 宫艺邈 2 张雨欣 2 

黄筱琳 4 鲍彦平 3 时杰 3 陆林 1,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大学)，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2）北京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北大－清华生命

联合中心 

3）北京大学中国药物性依赖性研究所 

4）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 

 

    Objective  Fear memory usually induced by trau-

matic events in daily life i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men-

tal disorders, such as anxiety disorder and post-trau-

matic stress disorder. Continuous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cTBS) can induce the long-lasting changes of synaptic 

plasticity, which is vital for memory reconsolidation. 

However, it’s still unknown about that the effect of 

cTBS on the fear memory reconsolidation in humans. 

Thu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TBS 

could influence the reconsolidation process of fear 

memory to decrease fear response. 

    Methods  Two hundred eighty-four healthy vol-

unteers were recruited in four experiments by a random-

ized controlled design. After fear conditioning, the sub-

jects received cTBS over the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

tal cortex (dlPFC) or vertex (control) with or without 

exposure to the conditioned stimulus to reactivate the 

original fear memory. They then underwent fear re-

sponse tests 24 h later. In experiment 1, we aimed to in-

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TBS over right dorsolateral pre-

frontal cortex (dlPFC) after fear memory reactivation on 

recent fear memory. Experiment 2 was established to 

explore whether the effect of cTBS on fear memory re-

consolidation relied on a special time-window. In exper-

iment 3, we investigated the time that cTBS took effect 

on the reconsolidation process of fear memory. Experi-

ment 4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cTBS over right dlPFC 

on remote fear memory. 

    Results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During recent 

fear memory recall and reinstatement tests, R dlPFC 

group showed lower fear expression than R vertex, NR 

dlPFC and NR vertex group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fear expression among R vertex, NR 

dlPFC and NR vertex groups; (2) The notable decrease 

in fear response and prevention of the return of fear 

memory was only found in the 10 min group, but not the 

6 h group; (3) The decrease in fear response on recon-

solidation occurred at 24 hours after cTBS intervention 

but not 12 hour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ear response during tests between Early-sleep group 

and Late-sleep group; (4) During remote fear memory 

recall and reinstatement tests R dlPFC group showed 

lower fear expression than R vertex group. 

    Conclusion  Administration of cTBS over right 

dlPFC after memory reactivation can inhibit the fear 

memory reconsolidation and prevent the return of recent 

and remote fear memory.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cTBS 

on fear memory reconsolidation requires a special time 

window to achieve and is delay dependent which a night 

of sleep does not mak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TBS, as a facile and safe non-

invasive neuro-modulational tool, is effective to inhibit 

fear memory reconsolidation and reduce fear expression, 

which will have clinical potential for the treatment of 

mental disorders which are related to fear memory, in-

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anxiety disorder.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Cogni-

tion Is Mediated by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 Underlying Neural Mechanism 

 

Ximei Zhu1, Wei Yan1, Xiao Lin1, Jianyu Que1, Yuetong 

Huang1, Haohao Zheng1, Lin Liu1, Jiahui Deng1, Lin 

Lu1,2, Suhua Chang1,2  

1）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HC Key Labora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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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Peking Univer-

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Research Unit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ood 

Cognitive Disorder (2018RU006),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191, China. 

 

    Objective  Stress impairs cognitive function 

across the adult lifespan. However, there are substanti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magnitude of cognitive per-

formance impairment induced by psychological stres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we hypothesized that person-

ality traits mediated the stress-cognition relationship. 

The data from the Human Connectome Project (HCP) 

database included behavioral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ollected from 1206 young adults. 

    Methods  We applied the consent of the HCP da-

tabase and included 1066 individuals. We investigated 

which personality traits mediated the stress-cognition 

relationship based on behavioral and neuroimaging data. 

Firstly, the correlations among stres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ere calculated using partial cor-

relation analyses by SPSS v20. Secondly, to explore 

how personality traits contribute to the association be-

twee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e 

used models 4 and 6 in PROCESS to construct simple 

and parallel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s to analyze if the 

personality traits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y-

chological stre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Thirdly,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to calculate the as-

sociation between brain structure (subcortical volume, 

surface thickness, and surface area) and phenotype data 

(cognition, stress, personality). 

    Result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tress is neg-

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Firstl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stress 

and multiple cognitive functions, both of which were as-

sociated with cortical thicknesses of the prefrontal cor-

tex, including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triangular part 

of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right caudal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right opercular 

part of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Cortical thickness of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right opercular part of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stress 

on total cognition and fluid cognition. Secondly, medi-

ation analysis found that neuroticism, conscientiousness, 

openness, and agreeableness mediated the impact of 

stress on cognitive function, respectively. The neuroti-

cism and conscientiousness played a main mediated ef-

fect. Thirdly, further neuroimag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stress and neuroticism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cortical thickness which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Conclusion  The study discovered the mediated 

effect of neuroticism on the stress-cognition relation-

ship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Neuroticism and con-

scientiousness mainly mediate the effect of stress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right supe-

rior frontal gyrus might be a potential neural mechanism 

for the mediated effect of neuroticism. The study might 

be useful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adverse ef-

fects of stress on individuals with susceptible personal-

ity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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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协作组 

 

运用影像发声法降低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病

耻感的实证研究 

 

谢迎迎 1 胡思远 1 兰珊 1 汪作为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病耻感被称之为精神障碍之外的“第二

疾病”，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病耻感，对其

治疗与康复依从性、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生活质量

均产生消极影响，本研究旨在降低社区精神分裂症

患者病耻感、提升患者治疗和康复依从性、促进社

区康复与社会功能恢复。 

    方法  影像发声法是一种行动研究方法，主要

是通过组织研究对象拍摄特定主题的照片，对照片

进行小组讨论，分析问题成因和对策，以促进个体

和社会改变。本研究采取随机对照实验法，选取符

合入组条件的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

影像发声组和常规组共 2 组，影像发声组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干预，常规组不加以干预，比较分析两组干

预前后精神疾病病耻感体验量表(SSMI)评分。 

    结果  本研究兼用量化和质性证据进行研究效

果评估。量化证据来自于量表调查，较常规组相比，

干预 12 周后，实验组精神疾病病耻感体验评分低于

常规组（P＜0.05）。质性证据来源于影像发声法，通

过使用 NVivo 软件分析，实验组患者病耻感体验、

心理状态、和精神疾病认知与态度均有所改善。 

    结论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深受生物、

心理、社会多重因素影响，影像发声法以视觉图像

为工具，该干预方法可帮助社区患者转换看待问题

视角、提高参与活动积极性，对于降低社区精神分

裂症患者病耻感、促进其社会康复具有较好效果。 

 

 

 

A Study on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Non-suicidal Self-harm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

order 

 

李琳波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Objective  1.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

tic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social factors of NSSI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2.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changes of adolescents with de-

pression with NSSI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eval-

uation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level.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102 first-episode 

adolescent depressive disorder patients who met the ad-

mission criteria in the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includ-

ing 21 cases in the non-suicidal suicidal behavior group 

and the non-suicidal self-harm behavior group (NSSI 

group, 36 cases), attempted suicide group (SA21 cases)) 

and 24 healthy controls (HC group). Using general de-

mographic data; HAMA, HAMD-24, adolescent self-

injury questionnaire and other scales to asses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using repetitive sets of neuropsy-

chological status assessment tests (RBANS), event-re-

lated potentials (ERP) to assess cognitive function. 

    Results  1.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the 

three group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on the 

Adolescent Self-Injury Questionnaire and the Suicide 

Ideation Scal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2. 

Personality assessment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groups of subjects on the four subscales of in-

troversion (E), neuroticism (N), psychoticism (P) and 

cover-up (L)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 3. 

Further multiple comparison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uicide-free group, the NSSI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on the E and N subscales,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4. CTQ assess-

ment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the four 

groups of subjects on the four factors of emotional abuse, 

physical abuse, emotional neglect and physical neglect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5. Social envi-

ronment assessment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groups of subjects in social support and nega-

tive event scor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Further multiple comparison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uicide-free group, the NSSI group had a higher 

score for negative event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

tically significant (p<0.05).6.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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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

tients with NSSI behavior: RBA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ur groups of subjects have differences in immediate 

memory, speech function, attention, delayed memory, 

total score and standard score. It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p<0.01).7. ERP detection (P300, P50, N400, N170) 

result analysis: N1, N2, P3a, P3b, P50, N400, N170 la-

tency, P3a, P3b, P50, N400, N170 on the Cz electrode 

points of the four groups of subjects The difference in 

amplitude and P50 inhibition (S1/S2) between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1. The main psychosocial factors re-

lated to the non-suicidal self-harm behavior of adoles-

cents with depression include personality traits, child-

hood 

 

 

 

社区严重精神障碍同伴支持服务效果评估 

 

范云歌 1 马宁 1 张五芳 1 欧阳艾莅 2 刘锦 3 马良 4 

何满西 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3）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4）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 

 

    目的  评估社区严重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或

双相情感障碍）同伴支持服务对接受服务的患者（服

务中称为“同伴”）、提供服务的患者（服务中称为“辅

导员”）及患者家属的效果。 

    方法  服务开展前，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个人与社会表现量表（PSP）、自尊量表

（SES）和生活满意度量表（LSI）对 94 名同伴和 7

名辅导员的精神症状、个人与社会功能、自尊水平

和生活满意度分别进行评估。在同伴支持服务以每

周 1 次的频率开展 1 年后再次进行评估，共有 71 名

同伴（随访率 75.5%）和 6 名辅导员（随访率 85.7%）

完成了服务 1 年后的评估。此外，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自尊量表（SES）

和生活满意度量表（LSI）在服务开展前对 63 名家

属的焦虑症状、抑郁症状、自尊水平和生活满意度

分别进行评估， 41 名家属（随访率 65.1%）在服务

开展 1 年后完成了再次评估。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和秩和检验分析服务前与服务后各项指标的变化情

况，从而检验同伴支持服务的效果。 

    结果  1）对同伴而言，与服务前相比，参加服

务 1 年后其精神症状（P < 0.001）、个人与社会功能

（P = 0.009）与生活满意度（P < 0.001）均有明显改

善，其自尊水平的改善无统计学意义（P = 0.103）；

（2）对辅导员而言，与服务前相比，提供服务 1 年

后其生活满意度（P = 0.027）有明显提高，其精神症

状（P = 0.080）、个人与社会功能（P = 0.279）与自

尊水平（P = 0.144）的改善无统计学意义；（3）对家

属而言，与服务前相比，患病家人参加或提供服务 1

年后其自身的焦虑症状（P = 0.163）、抑郁症状（P = 

0.299）、自尊水平（P = 0.519）和生活满意度（P = 

0.539）的改善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社区严重精神障碍同伴支持服务对参加

服务和提供服务的患者均有明显效果，改善参加服

务患者的精神症状、个人与社会功能和生活满意度

以及提供服务患者的生活满意度，是一种有效的社

区康复服务技术。 

 

 

 

四川省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

究 

 

黄利红 1 李慧 1 苏荣成 1 赵家俊 1  

1）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 

 

    目的  了解四川省居民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基

线数据，为提高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提供依据，优化

现有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促使居民进行有效的心

理求助，进而加强全省心理健康服务、提升居民心

理健康水平。 

    方法  采用 PPS 抽样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

ate to Size Sampling）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

共抽取 18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 20300 人进行调查。以

全省 21 个市（州）作为分层标志，用 PPS 方法抽取

25 个县（市、区）作为调查点；在抽中的县（市、

区）内，用 PPS 方法抽取 4 个街道/乡镇；在每个乡

镇/街道用 PPS 方法抽取 2 个村/居；以每个村/居的

人口数占所有抽到的 200 个村/居的总人口数比例来

确认每个村/居中应抽取的户数，再用系统抽样法抽

取具体户；在每一受访户中用系统随机选取的一类

Kish 表抽取 1 个符合资格的人作为受访者，进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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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素养问卷调查，共计完成 17831 份调查，抽

样质控样本份数 4830，质控率 27.09%，处理后得到

有效样本 15400 份。 

    结果  四川省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5.21%。

其中，判断题 80 分达标率为 6.37%，70 分 20.21%；

自我评估 24 分达标率 93.15%；案例题 28 分达标率

63%。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居民心理健康素养合格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确率低于 10%的

条目有“要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应当经常表扬孩子聪

明”，正确率 5.47%；“焦虑不安等情绪有害无利”，

正确率 7.61%。 

    结论  四川省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高。结果显示居民已具备基本的心理健康意识

和恰当求助的态度，有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相关的

观念，但缺乏相关的知识；有促进自身和他人心理

健康的意识和应对自身和他人心理疾病的需求，但

关于心理疾病危险因素、原因、自助干预的知识和

行为习惯还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搭建社会心理服

务平台，完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广泛开展多种形

式科普宣教，通过科普心理健康知识，减少病耻感、

积极的求助态度、形成良好行为习惯，促进居民心

理心理健康素养提升，进而运用心理健康知识、技

能和态度来保持和促进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 

 

精神康复协作组 

 

短程运动康复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及

血清 BDNF 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 

 

明亮 1 黄书才 1 刘珍霞 1 许春花 1 祁家梅 1 江婷婷
1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短程运动康复治疗对伴有认知功能

损害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及血清脑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的影响。 

    方法  70例伴有认知功能损害的慢性精神分裂

症患者随机进入常规组（35 例）和干预组（35 例），

常规组给予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健康教育，干

预组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及健康教育的基础上联合运

动康复治疗。分别在基线、治疗第 4 周末及第 8 周

末时采用连线测验表（TMT-A）、精神分裂症建议认

知评估表（BACS SC）、霍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

（HVLT-RTM）、Stroop 色词测验（SCWT）评估认

知功能，并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患者血清 BDNF 水

平，比较两组认知功能指标及血清 BDNF 水平的差

异。 

    结果  共有 31 例常规治疗组患者（4 人因出院

退出）和 32 例联合治疗组患者（2 人因出院退出、

1 人自行退出）完成了本研究的所有流程。两组受试

者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病程及服药时长及吸

烟方面均未见显著性差异。重复测量数据分析表明

组别因素和评估时间均对 TMT-A、BACS SC、HVLT-

RTM 和 SCWT 的多项主要认知评估指标产生了显

著影响（P<0.05），且受试者分组和评估时间之间存

在交互效应（P<0.05）。Post-hoc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与基线比较，干预组受试者在第 4 周末及第 8 周末

的 TMT-A、BACS SC、HVLT-RTM、SCWT 的多项

主要认知评估指标均显示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善

（P<0.05）；与常规组比较，干预组在第 4 周末及第

8 周末的多项主要认知评估指标显示出统计学意义

的显著性改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分组因素

和评估时间均会对受试者血清 BDNF 水平产生显著

影响（P＜0.05）。Post-hoc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与基

线比较，干预组在第 4 周末、第 8 周末血清 BDNF

水平持续升高（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常

规组在第 4 周末及第 8 周末血清 BDNF 水平与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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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无显著性差异。组间比较，干预组第 4 周末及

第 8 周末的血清 BDNF 水平显著高于常规组（P＜

0.05）。 

    结论  为期 8 周的运动康复治疗可能对提高伴

有认知损害的慢性精神分裂患者的认知功能及血清

BDNF 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 

 

 

 

基于 Beam F3 定位法在经颅磁刺激治疗中的

临床应用 

 

曾玲芸 1  

1）康宁医院 

 

    目的  探索 TMS 治疗中运用 Beam F3 定位法

快速便捷的定位近似于核磁共振引导神经导航下对

左测 DLPFC 的头皮区域 

    方法  采集 537 位进行 TMS 治疗患者的头围、

眉根部到枕骨隆突及双侧耳屏测量数据，运用 Beam 

F3 定位测评法（F3 脑电图电极已被用作左 DLPFC-

rTMS 的头皮部位的近似值），运用计算平台

http://clinicalresearcher.org/F3/确定治疗热点光束 F3

方法，测评出 X、Y、Z 值，分别代表(F3)从中线起

沿圆周的距离(X)；(F3)到顶点 Y 的距离；(BA43)从

顶点通过耳屏的距离(Z)；通过定位帽快速便捷的划

分出近似于核磁共振引导神经导航下对左侧

DLPFC 区域范围 

    结果  537位进行TMS治疗患者，其中男性 232

人（43.2%），女性 305 人（56.8%）），年龄 31（24-

45）岁，男性双耳屏距离中位数 38.00（37.00-39.00）

cm、鼻根到枕骨粗隆距离中位数 33.00（32.00-34.00）

cm、头围年龄中位数 56.00（55.00-58.00）cm；男性

三组数据进行 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 P=0.324、

P=4.266、P=0.366，分析结果提示男性各年龄层组间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女性双耳屏距离中位数 37.00

（36.00-38.00）cm、鼻根到枕骨粗隆距离中位数

32.00（31.00-33.00）cm、头围年龄中位数 54.00

（53.00-55.00）cm；女性三组数据进行 Kruskal-

Wallis 检验结果 P=0.252、P=0.942、P=1.410；分析

结果提示女性各年龄层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通过 Beam F3 定位测评法男性 X、Y、Z 值中位数分

别为 X 值 6.46（6.32-6.64）cm、Y 值 9.23（9.03-9.56）

cm、Z 值 12.69（12.36-13.03）cm；女性 X、Y、Z

值中位数分别为 X 值 6.21（6.09-6.33）cm、Y 值 8.96

（8.70-9.13）cm、Z 值 12.36（12.02-12.69）cm；双

耳屏距离、鼻根到枕骨粗隆距离、头围、X、Y、Z

值性别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值＜0.001 

    结论  运用 Beam F3 定位左侧 DLPFC 区域，

双耳屏距离、鼻根到枕骨粗隆距离、头围存在性差

异；(F3)从中线起沿圆周的距离、到顶点的距离、从

顶点到耳屏的距离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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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碍研究协作组 

 

肠道菌群在睡眠剥夺引起认知受损中的作用

及其机制 

 

王忠 1 陈文浩 1 闫薇 1 韩盈 2 魏泓 3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大学 

3）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睡眠不足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的

健康问题之一，长期的睡眠不足可导致免疫失调、

认知障碍等不良后果，而目前关于睡眠不足引起认

知受损的确切机制尚不明确。近年来，炎症反应在

微生物-肠-脑轴中的作用逐渐被研究关注，认为肠道

菌群紊乱可以通过炎症反应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

能。本研究拟通过动物研究探讨肠道菌群的改变在

睡眠剥夺诱发认知受损中的因果关系及具体机制。 

    方法  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拟通过普

通无特定病原体（Specified pathogen free, SPF）小鼠

与无菌（Germ free, GF）小鼠 24h 睡眠剥夺后的对

比，观察在肠道菌群存在及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睡眠

剥夺对小鼠机体炎症反应、肠道屏障以及认知功能

的影响差异；第二部分为肠源化模型的构建及验证，

通过粪便菌群移植将前期研究中健康人睡眠剥夺前

后的粪便菌群通过灌胃移植到 GF 小鼠体内，构建

及验证具有睡眠剥夺后肠道微生物特征的肠源化小

鼠模型；第三部分是在肠源化小鼠模型的基础上，

观察这种紊乱的菌群定植对于小鼠炎症信号通路、

生理屏障、中枢免疫及其认知功能的影响，探索睡

眠剥夺导致认知功能受损的机制。 

    结果  本研究发现与普通的 SPF 小鼠相比，在

肠道菌群缺乏的条件下，睡眠剥夺所致的炎症反应、

肠道屏障和认知功能受损程度都有所减弱，提示肠

道菌群紊乱可能参与介导了由睡眠剥夺引起的炎症

反应和认知受损。为了进一步探究机制，我们又利

用粪便菌群移植实验去构建具备睡眠剥夺的肠道微

生物环境的肠源化模型，进一步发现这种定植睡眠

剥夺后菌群的小鼠出现升高的外周及中枢炎症水平，

肠道屏障和血脑屏障的受损以及认知功能的降低，

且这种紊乱的菌群代谢物以及升高的中枢炎症水平

都与小鼠的认知受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  本研究从微生物-肠-脑轴角度揭示了睡

眠剥夺导致认知受损的机制，发现肠道菌群紊乱可

能参与介导由睡眠剥夺引起的炎症反应和认知受损，

希望为日后防治因睡眠不足导致的认知受损提供新

的靶点和思路。 

 

 

 

基于网络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对亚临床型抑

郁的青年失眠障碍患者的干预效果：一项随

机对照试验 

 

阙建宇 1 陈斯婧 2 师乐 1 张继辉 3 时杰 4 荣润国 2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香港中文大学 

3）广东省人民医院 

4）北京大学医学部 

 

    目的  探索基于网络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对亚

临床型抑郁的青年失眠障碍患者的失眠症状以及抑

郁、焦虑症状的干预效果。 

    方法  将亚临床型抑郁的青年失眠障碍患者以

1:1 的配比随机分为两组，随机化将平衡性别和失眠

严重程度这两个变量，其中一组接受 6 次基于网络

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另一组接受 6 次基于网络的

健康教育。受试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年龄范围为 15-

25 岁；符合 ICD-10 失眠障碍诊断标准；不符合 MINI

抑郁障碍诊断标准；患者健康问卷（PHQ-9）评分为

5-19 分。分别于基线期、干预完成时、干预 6 月后

和 12 月后对受试对象进行评估，主要研究结局为：

失眠症状的改善程度和失眠障碍的缓解率；次要研

究结局为：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疲劳程度、不合理

睡眠信念、睡眠日记的变化情况。本临床试验已在

ClinicalTrails.gov 注册（注册号：NCT04069247）。 

    结果  本研究目前共招募了 422 名青年失眠障

碍患者，其中基于网络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211 名，

健康教育组 211 名，其中 32 人正在接受干预，355

人完成了干预后的调查，35 人失访，两组受试者的

失访率无显著差异。对完成干预后调查的受试者进

行分析，研究发现两组受试者在性别、年龄、受教育

年限、家庭收入、居住地等一般人口学资料方面无

统计学差异。与健康教育组相比，基于网络的失眠

认知行为治疗组患者失眠症状改善程度更加明显

（Cohen’s d=0.56），失眠障碍的缓解率显著增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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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认知行为组 vs. 健康教育组: 60.0% vs. 43.3%），

睡眠效率显著提升（Cohen’s d=0.43），入睡潜伏期明

显缩短（Cohen’s d=0.42），总睡眠时长显著增加（Co-

hen’s d=0.20）、不合理睡眠信念显著改善（Cohen’s 

d=1.03）。此外，与健康教育组相比，基于网络的失

眠认知行为治疗还有利于缓解抑郁症状（Cohen’s 

d=0.24），焦虑症状（Cohen’s d=0.22），和疲劳症状

（Cohen’s d=0.38）。 

    结论  基于网络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不仅能改

善亚临床型抑郁青年失眠患者的失眠症状，还能促

进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疲劳症状的缓解，是干预青

年失眠障碍患者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减少失眠问题

对青年人群的危害，在青年失眠人群中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不同药物治疗成人原发性失眠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研究：一项系统综述和网状 Meta 分析 

 

岳晶丽 1 常祥文 2 郑俊玮 2 周新雨 3 胡思帆 1 滕腾
3 孙洪强 1 唐向东 4 鲍彦平 2 陆林 1,5 时杰 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2）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3）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医学中心 

5）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麦戈文脑科学研究

所 

 

    目的  本研究对不同药物治疗成人失眠的临床

疗效和安全性的差异进行系统性评价。 

    方法   根据纳排标准，本研究在 PubMed、

Cochrane 和 Web of Science 等 8 个数据库和 7 个临

床研究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收集自建库至 2021-3-16

关于不同药物治疗成人原发性失眠的随机对照试验

类研究。采用 Cochrane 风险偏倚评估工具 GRADE

及 CINEMA 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R3.6.1 和 Stata 15 进行网状 Meta 分析。主要疗效指

标包括睡眠效率（SE）和总睡眠时间（TST）。次要

疗效指标包括自我报告睡眠质量（SQ）、睡眠潜伏期

（SL）和入睡后清醒时间（WASO）。安全性指标通

过不良事件的数量和治疗相关原因停用的患者数量

来衡量。 

    结果  文章共纳入 68 项随机对照试验，包含

15,756 名失眠患者。主要疗效指标显示，（1）SE：

所有药物均比安慰剂更有效，标准化均数差（SMD）

范围从苏沃雷生的 0.90 (95%CI:2.65-4.45)至佐匹克

隆的 0.05 (95%CI:2.57-2.68)。（2）TST：大多数药物

优于安慰剂， SMD 范围从替马西泮的 1.47 

(95%CI:1.82-4.15)至扎来普隆的-1.88 (95%CI:4.22-

0.47)。次要疗效指标显示：（1）SQ：改善效果最显

著的前三位分别为三唑仑、三甲丙嗪和氯美西泮，

而褪黑素和替加滨则差于安慰剂。（2）SL：奈莫雷

生、扎来普隆、唑吡坦对入睡潜伏期的改善效果最

好。（3）WASO：排名前三位的为雷美替胺、莱博雷

生和他司美琼。安全性指标显示，（1）不良事件发生

数：只有氯美西泮(OR 0.14, 95%CI:0.03~0.65)优于安

慰剂，而溴替唑仑、唑吡坦、扎来普隆、苏沃雷生和

艾司佐匹克隆的不良事件高于安慰剂。（2）在与治

疗相关的停药方面，不同药物和安慰剂之间没有显

著差异。 

    结论  药物治疗可显著改善成人原发性失眠患

者的 SE。但不同药物对 TST、SQ、SL 和 WASO 的

疗效存在差异。同时在不良反应方面，失眠患者对

所有药物均有良好的耐受性。 

 

 

 

Z 类药物滥用和依赖风险的研究进展 

 

熊娜娜 1 范滕滕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Z 类药物（Z-drugs）”通常包括唑吡坦、

佐匹克隆/右佐匹克隆、扎来普隆。它们曾被认为具

有较低的滥用和依赖风险及较好的耐受性，然而近

些年不乏有此类药物滥用和依赖的研究。国内目前

还缺乏该领域相关综述，因此本文将分别对几种 Z

类药物产生滥用和依赖的潜在药理机制、流行病学

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和干预措施等分别进行综述。 

    方法  系统检索至 2021 年 3 月国内外相关数

据库，包括 Pubmed、EMbase、PsyInfo、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等；已发表相关病例报告、研究和综述

均纳入本综述。 

    结果  整体而言，大量流行病学数据都支持 Z

类药物发生滥用和依赖风险显著低于苯二氮卓类药

物。然而，也越来越多报告指出它们也存在相关风

险，如法国药物依赖评估信息中心的数据提示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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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唑吡坦已成为最常见的受警告药物（60.5%）；

2003-2017 年欧洲唑吡坦、佐匹克隆和扎来普隆可疑

与滥用、不当使用和依赖相关的不良事件分别有

23420 例（11.35%）、9283 例（14.25%）和 537 例

（12.58%）。人口学方面，研究发现 Z 药长期使用者

中女性、高龄、离异或丧偶等更多见。此外，既往躯

体或精神障碍病史（如边缘型人格障碍、抑郁障碍、

进食障碍等）和物质滥用史（如酒精和苯二氮卓类

药物成瘾、多种药物滥用），摄入超高剂量、长时期

使用、通过注射等特殊方式使用、起病前不良生活

事件及失眠或疼痛等健康问题也是常见危险因素。

Z 类药物滥用和依赖的临床表现也同样包括渴求和

觅药行为、耐受和戒断症状等，部分人群服用后会

产生安非他命样中枢兴奋性作用，这种矛盾性效果

会强化对药物的需求，其具体机制尚不详。目前关

于 Z 类药物滥用和依赖的治疗方案尚无权威指南推

荐，有研究者推荐参照苯二氮卓类药物依赖的药物

和心理治疗措施。 

    结论  总之，根据目前文献，1）Z 类药物整体

滥用和依赖风险较低，然而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一旦

超过指南推荐使用的剂量和疗程，发生滥用和依赖

的风险会增加；2）临床医生应注意，对超剂量、长

时间使用者，有物质成瘾史、精神疾病史者，报告使

用后体会到欣快者，女性、高龄等患者应尤其谨慎；

3）患者教育等简短程短的干预措施和戒断期药物治

疗可能对减少 Z 类药物滥用和依赖有效。 

 

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研究协作组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Strength at 

Rest in Medication-Free Obsessive-Compul-

sive Disorder 

 

吕丹 1 李平 1 陈云辉 1 尚婷惠子 1 孙正海 1 贾翠翠
1  

1）齐齐哈尔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explored the whol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 using the degree approach 

in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However, whether the altered degree values can be used 

to discriminate OCD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A total of 40 medication-free patients 

with OCD and 38 healthy controls (HCs)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scan.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the degree ap-

proach and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classifier. 

    Results  Patients with OCD showed higher de-

gree values in the left thalamus and left cerebellum Crus 

I and lower degree values in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

frontal cortex, right precuneus, and left postcentral gy-

rus. SVM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n-

creased degree in the left thalamus is a marker of OCD, 

with an acceptable accuracy of 88.46%, sensitivity of 

87.50%, and specificity of 89.47%. 

    Conclusion  Altered degree valu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ortical–striatal–thalamic–cortical (CSTC) 

circuit may co-contribute to the pathophysiology of 

OCD. Increased degree value of the left thalamus can be 

used in classifying OCD. 

 

 

 

中国精神科住院患者超说明书使用抗精神病

药物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分析 

 

王娟 1 刘寰忠 2  

1）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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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抗精神病药物的超说明书使用在许多国

家都很普遍，但关于此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充分

研究数据。本项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在我国精神科住

院患者中超说明书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发生率及使

用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研究样本来自我国 29 个省的 41 家三甲

精神科医院（西藏和甘肃没有三甲精神科医院，故

没有来自此两省的数据），收集这些医院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31 日期间出院的精神科患者，不论疾病

诊断、性别和年龄。 

    结果  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及其谱系障碍和双

相障碍患者除去后，共有 981 名患者被纳入本次数

据分析。总体样本中，共有 63.2% （620/981）的样

本超说明书使用了抗精神病药物。抗精神病药物被

广泛应用于各种精神疾病中，使用率从高到低分别

为：分离转化障碍(89.9%)、器质性精神障碍(81.7%)、

痴呆(79.0%)、强迫症(77.8%)、精神活性物质引起的

精神障碍(75.3%)、通常发生在儿童和青春期的行为

和情绪障碍(71.4%)、躯体形式障碍(63.2%)、抑郁障

碍(53.7%)、焦虑障碍(38.8%)和失眠 (25.0%)。最常

使用的前三种抗精神病药分别是奥氮平(29.1%)、喹

硫平(20.3%)和利培酮(6.8%) ，其使用的平均剂量分

别为 9.04  5.80 mg/d、185.13  174.72 mg/d 和 2.98 

 1.71 mg/d。二元逻辑回归结果显示，年龄较小、

有城镇职工保险或居民医保、有精神病性症状，住

院期间被约束与抗精神病药物的超说明书使用有显

著相关。 

    结论  在中国，抗精神病药物的超说明书使用

在精神科住院患者中非常普遍，大多为低剂量单一

用药。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对许多疾病诊断和老年

人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不确定的，临床医生应谨慎

使用抗精神病药物。 

 

 

 

外泌体信号传递介导的海马神经元损伤在青

少年抑郁症中的作用 

 

冉柳毅 1 王我 1 况利 1,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外泌体携带 RNA 等重要分子，是细胞间

信号传递的重要载体，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重要

作用。近来研究报道外泌体参与主要精神疾病的病

理机制，但其是否与青少年抑郁症有关尚不清楚。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外泌体信号传递介导的海马神

经元损伤在青少年抑郁症中的作用和机制，为青少

年抑郁脑分子机制研究及临床诊疗提供新途径和新

靶点。 

    方法  （1）提取和鉴定青少年抑郁患者和健康

个体的血清外泌体；（2）将青幼期小鼠随机平均分

为三组（每组 15 只），分别尾静脉注射外泌体，

AMDD 组注射青少年抑郁患者外泌体、NC 组注射

青少年健康个体外泌体、Mock 组注射生理盐水，每

3 天注射 1 次，共注射 4 次，行为学实验和体重测

量评估 3 组小鼠的行为和体重；（3）体外培养 HT22

小鼠海马神经元细胞，将 PKH26 荧光标记的外泌体

与小鼠海马神经元细胞共孵育，观察外泌体进入海

马神经元的过程；Nissl 染色法评估 3 组小鼠海马区

神经元的病理变化；（4）抽提 10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和 10 例青少年健康个体的血清外泌体，对外泌体

进行全转录组测序，构建外泌体 lncRNA、circRNA、

miRNA 和 mRNA 的全基因表达图谱，并进行差异

表达分析。 

    结果  （1）电镜、粒径和 Western Blot 显示：

抽提的外泌体样本符合外泌体特征；（2）与 NC 组

和 Mock 组小鼠相比，AMDD 组小鼠在悬尾实验中

的静止不动时间增加、在旷场实验中的总移动距离

降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3 组小

鼠间体重变化百分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3）外泌体示踪显示：共孵育 3 小时后外泌体进入

小鼠海马神经元，24 小时富集显著；Nissl 染色显示：

注射青少年抑郁患者外泌体的青幼期小鼠海马齿状

回区神经元细胞排列疏松，尼氏体显著减少；（4）外

泌体全转录组差异表达分析显示，与青少年健康对

照相比，青少年抑郁患者血清外泌体中存在 428 个

差异表达的 lncRNAs（272 个上调，156 个下调）、

69个差异表达的 circRNAs（24个上调，45个下调）、

32 个差异表达的 miRNAs（18 个上调，14 个下调）、

408 个差异表达的 mRNA（其中 326 个上调，82 个

下调）。 

    结论  外泌体进入海马神经元后，可能通过传

递非编码 RNA 分子介导海马神经元损伤参与青少

年抑郁症的发生发展。未来需要在独立样本中验证

外泌体全转录组测序的结果，并进一步探索具体的

致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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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现实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抑郁发作患

者干预的研究 

 

吕思慧 1 贾艳滨 1 钟舒明 1 罗艳鸽 1 严舒雅 1 冉杭

林 1 宋恺琳 1 段蔓莹 1 叶恺唯 1 苗浩飞 1 胡怡蕾 1 

宋子衿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目的  目前，针对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认知功

能损伤的干预研究尚停留在起步阶段。本研究旨在

探讨基于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 VR)的认知

功能训练对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情绪和认知功能的

干预效果，为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认知康复机制提

供临床证据。 

    方法  根据 DSM-5 诊断标准招募青少抑郁发

作(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抑郁发作)患者，最终纳

入 70 例患者，随机分为 VR 训练组(35 例)和等待组

(35 例)，采用自主研发的 VR 认知功能训练系统中

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模块，对 VR 训练组进行每周

3 次，每次 30min，共 20 次的 VR 认知干预，等待

组不做任何与注意力、工作记忆训练相关的处理。

干预前后分别使用 HAMD24 和 HAMA 量表评估被

试的情绪，计算机化 Das-Naglieri 认知评估系统(DN-

CAS)检测其认知功能，对 2 组被试干预前后的测试

结果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  (1)干预前，VR 训练组和等待组患者的

HAMD24 及各因子分、HAMA 和各项认知功能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干预后，2 组患者

HAMD24、HAMA、绝望感因子分、同时性加工、

注意、继时性加工和总认知分数的组别×时点交互作

用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计划分数的组别主效应

显著(p=0.015)，焦虑/躯体化、认知障碍、阻滞因子

分时点主效应和组别主效应显著(均 p<0.05), 睡眠

障碍和日夜变化因子分在时点主效应显著 (均

p<0.05)。(3)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时点上，干预后

2 组的 HAMD24 、HAMA、焦虑/躯体化、认知障

碍、阻滞、睡眠障碍和绝望感因子分数显著降低，

VR 训练组的计划、同时性加工、注意、继时性加工

和总认知分数显著提升，日夜变化因子分数显著降

低(均 p<0.05)；在组别上，干预后 VR 训练组的

HAMD24、HAMA、焦虑/躯体化、认知障碍、阻滞

和绝望感因子分显著低于等待组，VR 训练组的计划、

同时性加工、注意、继时性加工和总认知功能分数

显著高于等待组(均 p<0.05)。 

    结论  基于 VR 的认知功能训练能够改善青少

年抑郁发作患者的情绪和认知功能。 

 

 

 

伴童年创伤抑郁症患者中枢执行系统损害与

氢质子磁共振波谱研究 

 

苗浩飞 1,2 贾艳滨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2）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 

 

    目的  童年创伤是抑郁症的重要风险因子。伴

与不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发病机制可能有所不同。

童年创伤和抑郁症独立造成的认知损害交集于工作

记忆，而工作记忆的核心为中枢执行系统。中枢执

行系统损害与额叶、基底节等脑区异常密切相关。

因此，本研究比较伴与不伴童年创伤抑郁症患者中

枢执行系统，检测前额叶白质、前扣带回皮质、壳核

和小脑的生化代谢指标，探索童年创伤对抑郁症患

者中枢执行系统功能和脑生化代谢的影响，为揭示

抑郁症发病机制提供新证据。 

    方法  根据 DSM-5 诊断标准，共入组 107 例未

经治疗的 18-50 岁抑郁症患者，招募 55 名不伴童年

创伤的健康对照（HC）。研究的第一部分入组 62 例

抑郁症患者，根据童年创伤问卷，分为 32 例伴童年

创伤组（CT）、30 例不伴童年创伤组（NCT），招募

30 名 HC，采用 Stroop 范式、2-back 范式、任务转

换范式检测中枢执行系统的抑制、刷新和转换功能。

第二部分入组 CT 组 37 例，NCT 组 35 例，HC 组

30 名，通过氢质子磁共振波谱（Hydrogen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检测前额叶

白质、前扣带回皮质、壳核和小脑的 N-乙酰天门冬

氨酸（NAA），胆碱（Cho），肌酸（Cr），比较组间

的 NAA/Cr 和 Cho/Cr 比值。第一、二部分中，有 11

例 CT 组患者共同完成了中枢执行系统与 MRS 检

测，以分析二者的相关。 

    结果  CT 组抑制正确率低于 HC 组（p=0.035）；

CT 组刷新正确率低于 NCT 组与 HC 组（p=0.028，

p<0.001）。 CT 组与 NCT 差异在于左侧前扣带回皮

质的 Cho/Cr：NCT 组在左侧前扣带回皮质的 Cho/Cr

高于CT组与 HC组，而CT组高于 HC组（p=0.044，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149 

p<0.001，p=0.014）。病例组（NCT 和 CT 组）与 HC

组差异在于双侧 ACC、双侧壳核、双侧小脑的

NAA/Cr 和 Cho/Cr（所有组间 p<0.05））。刷新反应

时与左侧 ACC、左侧小脑的 NAA/Cr 呈显著负相关

（r=-0.779；r=-0.707）。 

    结论  伴童年创伤抑郁症患者的中枢执行系统

损害更为严重，表现在抑制和刷新功能。童年创伤

可能抑制了抑郁症患者左侧前扣带回皮质神经元的

膜磷脂代谢而加重抑郁。前扣带回皮质-壳核-小脑环

路的脑代谢异常与抑郁症发病和中枢执行系统损害

密切相关。 

 

 

 

血浆 Nesfatin-1 与首发抑郁症的关系研究 

 

许弘 1 胡建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1）研究首发抑郁症患者，尤其是伴认

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血浆 Nesfatin-1 水平是否高于

正常；（2）研究血浆 Nesfatin-1 水平与首发抑郁症患

者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关；（3）研究血浆 Nesfatin-1 水

平与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有无相关性。 

    方法  募集符合 ICD-11 抑郁症诊断标准的首

发患者 60 例（根据认知功能有无障碍分为两个亚组）

及健康组 30 例，收集一般资料，采用病例对照研究。

每组入组时同时需严格执行排除标准。使用 HAMD-

24、MoCA 评估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及认知功能受损

情况并记录。早晨 6-8 点患者空腹条件下，由护士

严格无菌操作经肘静脉取血，3000r 离心 30min 抽取

上层血浆，标记后冻存，酶联免疫（ELISA）双抗体

夹心法测定并对比各组之间血浆 Nesfatin-1 水平, 

相关性分析探讨病例组血浆 Nesfatin-1 水平与

HAMD-24、MoCA 总分关系。 

    结果  （1）各组血浆中的 Nesfatin-1 水平, 抑

郁症伴认知功能障碍组(0.32±0.056) nmol/L 高于不

伴认知功能障碍组(0.27±0.051) nmol/L 高于健康组

(0.24±0.054) nmol/L, 差异均具有统计意义(P＜0.05)；

（2）病例组 HAMD-24 总分和 Nesfatin-1 水平有关

系 , 呈正相关 (r=0.292, P＝0.024)；（3）病例组

Nesfatin-1 水平与 MoCA 总分之间有关系, 呈负相

关(r=-0.418, P＝0.001)。 

    结论  （1）抑郁症首发的患者血浆 Nesfatin-1

水平相比健康人群体内有所上升，且伴认知障碍组

更高。（2）抑郁症首发的患者临床症状越严重，血浆

Nesfatin-1 水平越高。（3）抑郁症首发的患者血浆

Nesfatin-1 水平上升越显著，认知功能受损越严重。 

 

 

 

躯体疾病患者的焦虑、抑郁及相关因素：一项

中国综合性医院的大规模实地调查 

 

杨琬琳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焦虑和抑郁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且共

病发生率高。而躯体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

但大部分患者倾向于去综合医院治疗躯体疾病，而

综合医院临床医生缺乏相关培训，导致识别率低、

缺乏治疗，影响躯体疾病的预后。本研究收集综合

医院躯体疾病患者的信息，研究综合医院患者焦虑、

抑郁的特点，并探讨临床症状程度与相关社会经济

因素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多中心的大规模实地调查，

涵盖中国 4 个省份，共 57 家综合医院的各临床科

室，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对疑似抑郁、焦

虑的患者进行筛查，将 HADS≥8 的患者纳入研究。

收集了患者的人口学及临床信息，并通过自评量表

（SAS、SDS、EPQ、SSRS、LES）评估焦虑抑郁程

度、个性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因素。最终通过多元逻

辑回归探究躯体疾病患者的焦虑抑郁与其相关因素。 

    结果  共计 2105 名受试者提供了有效问卷。焦

虑、抑郁的患者分别占 63.3%和 75.1%，57.1%的患

者存在焦虑、抑郁共病，81.2%的患者存在焦虑或抑

郁。相较于其他躯体疾病患者，癌症患者出现焦虑、

抑郁的比例更大。此外，患者的个性特征同样是焦

虑、抑郁的相关因素。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女

性、癌症患者、社会支持较低以及经历负性生活事

件的患者均表现出更严重的焦虑及抑郁。 

    结论  焦虑、抑郁在躯体疾病患者中很常见，

且焦虑抑郁共病比例很高。女性、癌症患者、社会支

持低以及存在负性生活事件的患者焦虑、抑郁的程

度更高。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了解我国综合医院焦

虑、抑郁的现状，识别出抑郁、焦虑的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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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相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干预方

案的研究 

 

聂昭雯 1 刘忠纯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展针对疫情相关

PTSD 特异性临床特征的心理及药物干预方案，并基

于内源性大麻素(endocannabinoid，eCB)的表达的改

变及临床症状量表评分变化检验心理及药物干预方

案疗效。 

    方法  选择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就诊的 60 例 PTSD 患者，基线期收集患者一般情

况、COVID-19 疫情相关创伤应激经历及临床症状

问卷，临床症状问卷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核查

量表（PCL-5）、抑郁筛查量表（PHQ-9）、广泛性焦

虑障碍量表（GAD-7）、失眠严重指数（ISI）、躯体

症状量表（PHQ-15）以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并收集空腹静脉血样本 5ml 冰冻保存。对筛选出的

60 名 PTSD 患者随机分为：躯体治疗+药物治疗组、

动力性人际治疗+药物治疗组、认知行为治疗+药物

治疗组及单纯药物治疗组，其中药物治疗方案为：

两周内调整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到治疗计量后维

持治疗（依据病情变换可适当加用镇静催眠药物治

疗），心理治疗每周一次，一共 12 次。并在基线、

12 周末使用 PCL-5 等评估 PTSD 临床症状。在十二

周末再次收集以上临床症状问卷及空腹静脉血样本

5ml。血样本经低温离心处理后，采用液相色谱-质谱

联用法检测血浆中四种常见 eCB,包括花生四烯酸乙

醇胺(AEA)、花生四烯酸甘油(2-AG)、十六酰胺乙醇

(PEA)、油酰乙醇胺(OEA)的水平。 

    结果  （1）某一组心理+药物干预方案后的临

床症状量表评分较其他组变化更大，并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被临床症状量表评分证实有效的心理及药

物干预方案能对内源性大麻素的表达产生改变 

    结论  （1）存在针对疫情相关 PTSD 特异性临

床特征的心理及药物干预方案 

    （2）有效的心理及药物干预能对内源性大麻素

的表达产生改变 

 

精准医学研究协作组 

 

Functional Dysconnectivity of Anterior Cin-

gulate Subregions in Schizophrenia, Psychotic 

and Nonpsychotic Bipolar Disorder 

 

梁素改 1 邓伟 1 李涛 1,2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BP) are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al dysconnectivity in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ubregion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of ACC across schizophrenia and psychotic (PBP) 

and nonpsychotic BP (NPB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brain functional alterations and clinical manifes-

ta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174 first-episode medica-

tion-naiv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ES), 80 pre-

senting with PBP, 77 patients with NPBP and 173 de-

mographically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under-

wen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 Brain-wide FC of ACC subregions was computed 

for each individual, and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General intelligence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short ver-

sion of the 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 Relation-

ships between FC and various clinical and cognitive 

variables were estimated. 

    Results  FES and psychotic and nonpsychotic BP 

groups showed differing connectivity patterns in the left 

caudal, dorsal and perigenual ACC. Transdiagnostic 

dysconnectivity was found in subregional ACC associ-

ated with the cortical, limbic, striatal and cerebellar re-

gions. Disorder-specific dysconnectivity of FES was 

identified between the left perigenual ACC and bilateral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the left caudal ACC coupled 

with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and visual pro-

cessing region was correlated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In the PBP group, FC between the left dorsal ACC and 

the right caudate was correlated with psychotic symp-

toms, and FC connected with the DMN was associated 

with affect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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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sion  The current findings confirmed that 

subregional ACC dysconnectivity could be a key trans-

diagnostic feature and associated with differing clinical 

symptomology across schizophrenia and PBP. This 

study may provide new clues for ACC subregion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Integrating Brain Transcriptional Modules 

and GWAS Analysis Identifies Key Brain Re-

gions in The Reward System As Risk Factors 

in Smoking Behaviors 

 

向波 1,3,4,5 喻明兰 1 Bao-Zhu Yang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耶鲁大学医学院 

3）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4）自贡市脑科学研究院 

5）西南医科大学附属自贡医院 

 

    Objective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biologi-

cal mechanism of phenotype for cigarettes per day 

(CPD) and smoking cessation (SC) based on brain tran-

scriptomic networks and summary statistics for CPD 

and SC using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 

    Methods  We used the gene-based analysis for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CPD and SC from 263,954 and 

312,821 participants, respectively, and implemented a 

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 to con-

structed co-expression using the transcriptome data of 

15 brain regions. Protein-Interaction-Network-Based 

pathway analysis was used to integrate the results of 

gene-based analysis and co-expression networks to 

identify the significant subnetworks. Gene-set  analy-

si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association of each subnet-

work with CPD and SC in summary statistics for GWAS 

datasets with 74,053 subjects. Furthermore, we applied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to detect genes in these significant subnetworks. 

    Results  36 gene modules (M1-M36) were ob-

tained, and four significant subnetworks in the hippo-

campus (HIP), amygdala (AMY), ventrolateral prefron-

tal cortex (VLPFC), and primary motor cortex (M1C) in 

M2 were associated with CPD. At the same time, in M2, 

we found two significant subnetworks in the dorsolat-

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and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were associated with SC. The genes in 

AMY, HIP, M1C and VLPFC subnetworks were collec-

tively associated with CPD (p values ranging from 

0.0006~0.0037, pbonf ranging from 0.0024~0.0148), in 

the MPFC subnetwork was trendy associated with SC 

(p= 0.0834) with replicated sample. The genes in AMY, 

HIP, M1C, VLPFC, DLPFC and MPFC subnetworks 

were found to be involved with promising biological 

processes and pathways, such as dendrite development, 

regulation of synaptic transmission, neurotrophin sig-

naling pathway, long-term potentiation, and axon guid-

ance. 

    Conclusions  In M2, we identified four subnet-

works in AMY, HIP, M1C, and VLPFC were associated 

with CPD, and two subnetworks in DLPFC and MPFC 

were trendy associated with SC, that warrant further 

study for phenotype of CPD and SC. 

 

 

 

Gut Microbial Biomarkers for The Treatment 

Efficacy of The First Episode, Drug-free 

Schizophrenia: A 24-week Follow-up Study 

 

袁秀霞 1, Xue Li1, Xueqin Song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SCH) is a severe men-

tal disorder with unknown etiology. Gut microbiota ma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CH pathogenesis via the gut-

brain-axis (GBA), however, its role in the risk of SCH 

and treatment efficacy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ed. 

    Methods  This study presents a 24-week follow-

up study on identifying gut microbial markers for SCH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sponse, using a sample in-

cluding 107 first-episode, drug-free SCH patients and 

107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Results  We found that SCH patients showed 

lower α-diversity and higher β-diversity compared to 

HCs, and reversed after treatment (p<0.05). At baseline, 

we observed higher levels of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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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 (hs-CRP), homocysteine (HCY) in SCH patients. 

Nineteen genera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SCH and HCs with an AUC of 0.887. After 

risperidone treatment, decreased abundance of Lachno-

clostridium (p=0.043) and increased abundance of 

Romboutsia (p=0.006), decreased levels of 

HCY(p<0.001) and increased levels of hs-CRP 

(p<0.001) were observed in SCH. The changes of the 

two microbes, hs-CRP and HCY also correlated with 

improved clinical outcomes (p<0.05). In addition, the 

clinical improvement of SCH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

ated with the basal levels of phylum Firmicutes, and the 

genera Lachnoclostridium, Romboutsia, Citrobacter 

(p<0.05) indicating gut microbiota have great value in 

predicting treatment response in SCH patients.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gut mi-

crobes may serve as clinical biomarkers for SCH diag-

nosis and treatment response, the GBA immune path-

way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Cortical Thickness Reductions Following 

Non-medical Use of Ketamine: A Structural 

MRI Study of Individuals with Ketamine De-

pendence 

 

廖艳辉 1 唐劲松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A version of ketamine, called Esketa-

mine has been approved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

sion (TRD). Ketamine (“K powder”), a “dissociative” 

anesthetic agent, however, has been used non-medically 

alone or with other illicit substances. Our previous stud-

ies showed a link between non-medical ketamine use 

and brai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lterations. We found 

dorsal prefrontal gray matter reduction in chronic keta-

mine users. It is unknown, however, whether these ob-

servations might parallel findings of cortical thickness 

alterations. This study aimed at exploring cortical thick-

ness abnormalities following non-medical, long-term 

use of ketamine. 

    Methods  Structural brain images were acquired 

for 95 patients with ketamine dependence, and 169 

drug-free healthy controls. FreeSurfer software was 

used to measure cortical thickness for 68 brain regions. 

Cortical thicknes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 with 

covariates of age,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smoking, 

drinking, and whole brain mean cortical thickness. Re-

sults wer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if the Bonferroni cor-

rected P-value < 0.01. 

    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patients 

with ketamine dependence have widespread de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with the most extensive reductions in 

the frontal (including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and parietal (including the precuneus) lobes. 

In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was not observed in keta-

mine users relative to comparison subjects. Estimated 

total lifetime ketamine consumption is correlated with 

the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and the right rostral middle 

frontal cortical thickness reductions.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first evidence 

that,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chronic ketamine 

users had cortical thickness reductions. 

 

 

 

Mapping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Asym-

metry in Individuals at Clinical High Risk for 

Developing Psychosis: Findings From The 

ENIGMA Consortium 

 

孙云开 1 唐劲松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Lateralized dysfunction has been sug-

gested in individuals at 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CHR). However, abnormalities of brain structural 

asymmetry in individuals with CHR currently remain 

unclear. The aim of this is to investigate baseline brain 

structural asymmetry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CHR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as well as between 

subjects with CHR who later transformed into a psy-

chotic disorder (CHR-PS+) and those who did not 

(CHR-PS−). 

    Methods  This study is made up of 1718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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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CHR and 1318 HC from 30 sites of ENIGMA (En-

hancing NeuroImaging Genetics through Meta-Analy-

sis). After follow-up, 246 in the CHR-PS+ group, 1199 

in the CHR-PS− group, and 273 at CHR without follow-

up data were identified. Asymmetry indices of subcorti-

cal structures volume as well as of regional cortical 

thickness and surface areas extracted from T1-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ata were calculated, using 

harmonized image analysis and quality control proto-

col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group (CHR vs HC) 

and conversion status (CHR-PS+ vs CHR-PS− vs HC).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indi-

viduals at CHR exhibited greater rightward asymmetry 

of the hippocampus (F = 8.760, p = 0.003, d = 0.11) and 

caudate. For psychosis conversion predictor, only the 

volumetric asymmetry of hippocampus showed a signif-

icant overall effect of conversion status (F = 5.767, p = 

0.003, d = 0.11). We found age in the CHR-PS+ group 

showed a stronger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volumetric 

asymmetry of the hippocampus (F = 4.537, p = 0.011, d 

= 0.01) and pallidum (F = 5.015, p = 0.007, d = 0.11) in 

relative to HC. We also found significant conversion 

status-by-age interaction in the volumetric asymmetry 

of the pallidum (F = 6.877, p = 0.001, d = 0.02) and in 

the surface area asymmetry of the lateral oribitofrontal 

cortex(F = 7.555 , p = 0.001, d = 0.03). 

    Conclusion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abnormal 

structural asymmetry patten of individuals at CHR. The 

structural asymmetries identified provide a new refer-

ence resource for future studies on the genetic basis of 

brain asymmetry and altered laterality in individuals at 

CHR. 

 

 

 

精神疾病额叶 α 频段大脑偏侧化—基于真实

世界静息态脑电图的跨疾病研究 

 

薛芮 1,2 李晓晶 1 曾金坤 1 邓伟 2 李涛 1,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SCZ）、双相

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及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精神科最为常见的疾

病类别，这些常见精神疾病的病因学机制仍远未阐

明。本研究通过探究真实世界静息态脑电额叶 α 频

段大脑偏侧化，寻找三种疾病间共同或独特的神经

电生理特征，以期发现精神疾病中可能广泛存在的

神经连接断裂。 

    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均在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心理卫生中心收集，随机选择 2017 年 2 月到 2020

年 10 月期间 18 到 45 岁的 SCZ、BD 和 MDD 住院

病人各 200 人，住院病人经专业精神科医生根据系

统的精神科检查，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四版（DSM-IV）中疾病诊断标准。通过华西医

院发布广告招募年龄为 18 岁到 45 岁正常对照 100

人，招募的正常对照同样根据 DSM-IV 经过精神科

医生进行系统的访谈评估入组。对获得的 700 例静

息态 EEG 数据进行标准化的 EEG 数据预处理，然

后在 matlab 2013 中进行频谱分析，统计分析利用

SPSS 25.0 中的方差分析计算额叶 alpha 频段的相对

功率谱密度（单位为 dB），所有研究结果都使用

Bonferroni 校正。定性资料采用 χ2 检验，所有检验

均采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水平设置为 P <0.05。 

    结果  在 α 频段（8-13hz）相对功率谱密度下，

额叶区域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

障碍、抑郁症和健康对照在 α 频段额叶区域的相对

功率谱密度存在显著差异 F（3，6305）=9.260，

P=4.16E-06，经过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可知，HC 分

别与 SCZ、BD、MDD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

均值差显示 HC＞MDD＞BD＞SCZ。 

    结论  在 α 频段（8-13hz）的相对功率谱密度

上，发现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在 α 频

段额叶区域的相对功率谱密度和正常对照相比都呈

现出极显著统计学差异，呈现 HC、MDD、BD、SCZ

递减的趋势，说明在正常对照中大脑不对称性最明

显，而精神分裂症最不明显，额叶 α 频段的相对功

率谱密度很可能是有潜力区分 SCZ、MDD、BD 的

生物学内表型。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及其遗传高危人群三羧酸

循环中间代谢物水平改变的研究 

 

刘娟 1 汤艳清 1 王菲 1,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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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

der，MDD）具有中度遗传性，现存研究提示以三羧

酸循环为核心的能量代谢的紊乱稳定存在于 MDD

中，且可能与疾病遗传因素有关。MDD 遗传高危人

群（Genetic High Risk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GHR-MDD）携带有疾病的遗传易感因子，为了进一

步明确三羧酸循环与疾病遗传因素的关系以及在疾

病病因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针对首发未用药 MDD

患者以及 GHR-MDD 人群三羧酸循环相关代谢物的

水平进行分析，为理解能量代谢在 MDD 发病机制

中的重要地位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共收集 93 例年龄为 18-50 岁的受试者，

包括 23 例首发未用药 MDD、20 例 GHR-MDD 和

50 例健康对照者（Healthy Control，HC），采集血液

样本后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 7 个三

羧酸循环中间代谢物（丙酮酸、柠檬酸、顺乌头酸、

α-酮戊二酸、琥珀酸、延胡索酸、苹果酸）进行检测。

应用方差分析比较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 items, HAMD-17)、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总分的差异；对代谢物数据进行以年龄、性别、身体

质量指数为协变量的协方差分析（Analysis of Covar-

iance，ANCOVA）；对差异代谢物水平和 HAMD_17

总分、HAMA 总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首发未用药 MDD 组丙酮酸、柠檬酸、

顺乌头酸、琥珀酸、延胡索酸、苹果酸水平均显著低

于 HC 组（P <0.017，Bonferroni 校正），GHR-MDD

组丙酮酸、柠檬酸、顺乌头酸、α-酮戊二酸、琥珀酸、

延胡索酸、苹果酸水平均显著低于HC组（P <0.017，

Bonferroni 校正），而首发未用药 MDD 组与 GHR-

MDD 组之间代谢物水平无显著差异（P >0.017，Bon-

ferroni 校正）；差异代谢物水平与 HAMD-17、HAMA

总分的相关分析未见显著相关性（P >0.05，FDR 校

正）。 

    结论  MDD 患者及 GHR-MDD 人群均呈现三

羧酸循环代谢产物水平的一致性降低，以三羧酸循

环为核心的能量代谢障碍可能是同时与 MDD 遗传

易感因素以及发病有关的重要分子机制。 

 

进食障碍研究协作组 

 

Counterfactual Processing of Maladaptation 

Action in Bulimia Nervosa: Evidence of Im-

paired Goal-directed Behavior 

 

Sufang Peng 1, Hui Zheng 1, Mengting Wu1, Lei Guo1, 

Lei Zhang1, Yan Chen1, Qing Kang1, Ti-Fei Yuan1,2,3, 

Jue Chen1  

1）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

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Co-innovation Center of Neuroregeneration, Nan-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Bulimia Nervosa (BN) is a chronic re-

fractory mental disorder with main symptoms of uncon-

trollable eating and compensatory purging behavior, 

and the core psychological feature of sense of loss con-

trol. The pathogenesis of BN is still unclear, and goal-

directed (model-based) / habit control (model-free) im-

balance may be the underlying behavioral mechanisms 

of the binge-purging cycle and sense of loss control. 

    Methods  52 BN patients and 35 healthy controls 

(HC) were enrolled. A Daw two-step task was used to 

assess the balance between model-based and model-free 

learning, general survey and clinical scales were used to 

assess demographic profiles and clinical symptoms. BN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after 1 month of comprehen-

sive treatment in the ward, and the symptom scale was 

reassesse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

lish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nse of loss 

of control (SLC) and reduction rate of SLC (treatment 

outcom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in Eating Disorder Examination 

Questionnaire (EDEQ),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and Beck Anxious Inventory (BAI),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scale 

(BIS/BAS) behavioral inhibition subscales, Barratt Im-

pulsiveness Scale (BIS) attention impulse and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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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ulse subscales, and Yale Food Addiction Scale 

(YFAS) scores (ps < 0.05).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and 

education tim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verse temperature and mixing weights (ps < 0.05), 

which reflected the exploratory and balance of model-

based/model-free learning, respectively. Most important, 

BN subjects had impaired goal-directed behavior con-

trol. SLC was predicted by YFAS, pleasurable pursuit 

and behavioral inhibition of BIS/BAS, attentional and 

unexpected impulsivity of BIS, mixed weight and 

choice stickiness (ps < 0.05). BDI, YFAS, behavioral 

drive and inhibition of BIS/BAS, attentional and motor 

impulse of BIS, inverse temperature, mixture weight, 

and choice stickiness could predict treatment outcome 

(ps < 0.05). 

    Conclusion  BN patients showed a decision-

making pattern consistent with a deficit in goal-direct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did not integrate environmental 

change into value prediction. This defect predicted BN's 

sense of loss of contro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creased Plasma Asprosin Levels Were Asso-

ciated with Binge Eating and Non-planning 

Impulsiveness in Drug-naive Bulimia Nervosa 

 

胡嫣然 1 陈珏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Bulimia nervosa (BN) is character-

ized by abnormal feeding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disturbances, accompanied by abnormal secretion of ap-

petite-regulating hormones. Asprosin is an appetite-pro-

moting hormone and also promotes glucose production 

in the liver.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levels of BN asprosin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rosin and clin-

ical symptoms. 

    Methods  The study recruited 26 drug-naive BN 

patients and 23 healthy controls (HC). Used a sandwich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technique to de-

termine the plasma asprosin concentration; glucose con-

centration was detected by the glucose oxidase method. 

Eating Disorder Examination Questionnaire 6.0 (EDE-

Q 6.0), Barrett Impulsiveness Scal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and Beck Anxiety Inventory were used to as-

sess eating, impulsiveness, depressing, and anxiety psy-

chopathological features in BN and HC.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of plasma asprosin in 

patients with B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C (2486.7 ± 

1664.8 pg/mL vs 1501.5 ± 1534.9 pg/mL, P = 0.03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lasma glucose 

levels between the BN and HC group (P=0.705). In BN 

patients, asprosi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imes of overeating (r = 0.451, P = 0.021) and lost con-

trol over eating (r = 0.483, P = 0.012). Plasma asprosin 

levels in BN patients with high non-planning Impulsive-

nes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patients with 

low non-planning Impulsiveness. 

    Conclusion  (1) There is abnormal plasma aspro-

isn concentration in patients with drug-naive  BN. (2) 

The concentration of white asproisn can affect the fre-

quency of binge eating in patients with BN, and BN pa-

tients with high non-planning Impulsiveness have 

higher asprosin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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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精神病学组 

 

TAAR1 在慢性社会挫败应激所致小鼠海马

相关的负性效应中的作用 

 

张月 1 牛伟盼 1 李继涛 1 司天梅 1 苏允爱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自 2001 年痕量胺相关受体 1（trace 

amine-associated receptor 1，TAAR1）被发现以来，

一系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提示 TAAR1 是精神疾病

新的潜在治疗靶点。然而 TAAR1 是否参与了慢性应

激所致海马脑区相关的负性效应尚不明确。本研究

旨在探讨 TAAR1 在慢性社会挫败应激所致小鼠海

马结构和功能损害中的作用，以期有助于深入理解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以及为探索治疗新靶点提供实验

依据。 

    方法  首先建立持续 21 天的慢性社会挫败应

激模型，通过行为学测量和分子生物学技术，考察

慢性社会挫败应激对成年小鼠海马相关行为、成年

期新生神经元生成、海马 TAAR1 表达量的影响；其

次，在 TAAR1 条件性敲除小鼠模型上，借助脑区定

位注射表达 Cre 重组酶的腺相关病毒的方法，特异

性敲除海马齿状回（dentate gyrus，DG）的 TAAR1，

探讨 TAAR1 在调控海马依赖的认知功能中的作用；

最后，伴随应激过程给予 TAAR1 部分激动剂

RO5263397，研究其对慢性应激所致海马结构和功

能破坏以及成年期新生神经元生成损害中的作用。 

    结果  1. 慢性社会挫败应激显著增加了小鼠

的社交回避行为，并损害了小鼠的社会接触和空间

物体辨别能力。 

    2. 慢性社会挫败应激抑制了海马齿状回成年

期新生神经元的生成。 

    3. 在 mRNA 表达水平上，慢性社会挫败应激特

异性降低了背侧海马 TAAR1 的表达 (P < 0.05 )，但

对腹侧海马 TAAR1 的表达无影响； 

    4. 特异性敲除 DG 区 的 TAAR1 后，引起了依

赖海马的空间物体辨别能力的破坏 ，在一定程度上

模拟了慢性社会挫败应激对认知的破坏作用； 

    5. 伴随慢性应激暴露过程，每日给予腹腔注射 

TAAR1 部分激动剂 RO5263397，可以逆转慢性社会

挫败应激所致的社交回避行为以及对海马依赖的认

知功能的损害；RO5263397 逆转了慢性社会挫败应

激对成年期神经元生成的抑制作用，同时 可改善慢

性社会挫败应激所致的小鼠海马齿状回颗粒细胞的

形态可塑性破坏。 

    结论  本研究提示海马 DG 亚区的 TAAR1 可

能是介导慢性应激损害海马相关认知功能的重要分

子，选择性 TAAR1 激动剂具有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

损害症状的潜力。 

 

 

 

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As 

A Potential Novel Biomarker for  The Patho-

logical Mechanism  in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陈大春 1 赵青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Objective  We explored the change in macro-

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MIF) levels for drug-

naïv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fter 10-

week risperidone treatment.  and analysed the correla-

tion between MIF and clinical symptoms. 

    Methods  This was a prospective, open, clin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pathology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We recruited 138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from Beijing Hui 

Long-Guan hospital (SZ group). They met all the fol-

lowing inclusion criteria: (1) Han Chinese individuals 

aged 18–55 years; (2) confirmed with the diagnosis of 

schizophrenia by the criteria of the Diagnostic and Sta-

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3) 

illness duration of less than 5 years; (4) had never ac-

cepted antipsychotic drug therapy or the total therapy 

duration was less than 14 days; (5) the total PANSS 

score was ≥ 60. The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1) definit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2) unsta-

ble physical or immune system diseases; (3) pregnancy 

or lactation; (4) a history of severe allergies; (5) sub-

stance abuse; (6) free radical scavengers or antioxidants, 

such as Vitamin C or E, used before the enrolmen.The 

control group was comprised of 58 Han residents from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s well as employees and stu-

dents of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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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erum MIF levels were measured for all sub-

jects at baseline .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was assessed in the SZ group. Both MIF 

and PANSS were repeated for the SZ group after 10-

week risperidone treatment. 

    Results  Serum MIF levels in the SZ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baseline (74.11±12.33 vs. 64.43±11.82 ng/ml, p<0.01). 

In the SZ group, serum MIF levels(74.20±12.46 vs. 

69.28±12.42 ng/ml, p<0.01) and PANSS total score de-

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but MIF levels 

were sti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MIF at baseline and change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duction rate of PANSS total score 

and some subscale scores, indicating that lower baseline 

MIF level could predict better treatment effect. The sen-

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distinguishing schizophrenia 

by MIF were 73.2% and 63.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MIF may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schizophrenia, may be a bi-

omarker for schizophrenia and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前脉冲抑制的临床稳定

性研究 

 

石晶 1 李东 1 范宏振 1 安会梅 1 王志仁 1 谭淑平 1 

谭云龙 1 杨甫德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当前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仍依赖于疾病的

精神病理症状，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精神分

裂症的生物学因素，尤其是疾病的“内表型”。有研究

提示，精神分裂症可能存在明显的感觉门控障碍，

惊跳反射的前脉冲抑制(PPI)是常用来量化感觉门控

的方法之一，被认为可能是精神分裂症重要的“内表

型，但这类研究大多为横断面研究。据此，本研究通

过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前后，进行 PPI 检测，动态观察并探讨感觉门

控变化与患者临床症状关系，为感觉门控异常是精

神分裂症患者不可变的素质性标记还是随临床症状

波动的状态性指标这一关键问题提供证据，进一步

为感觉门控缺陷能否作为精神分裂症辅助诊断的生

物学指标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匹配的首发精神

分裂症患者 100 例，正常对照 85 例，人口学资料见

表 1，分别调查其一般资料并进行听觉刺激惊跳反

射（PPI）检测，PPI 检测采用 SR-HLAB 惊跳反应

监控系统，刺激范式：听觉强刺激的强度为 115dB，

弱（前）刺激的强度 85dB，背景噪声为 70 dB，两

者的间隔（LI）分别为 30ms、60 ms 和 120 ms。整

个 PPI 检测过程共有 51 个小刺激组成，分 3 个区组

（block）进行，第一个和第三个区组均由强刺激组

成，第二个区组由不同 LI 的刺激组成。PPI 为 100*

（1-a/b），a 表示有弱刺激的强刺激诱发的波幅，b 表

示单独强刺激诱发的波幅。 

    结果  （1）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60 毫秒间

隔（PPI60）表现出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但在 PPI30、

PPI120 及波幅和适应性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

首发精分患者的 PPI30 和 PPI60 在 0 周和 12 周前后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PPI120 在 0 周和 12 周前后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与健康对照组的 PPI120 相近；（3）健

康对照组的 PPI30,60,120 各指标在 0 周和 12 周前后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在首发精分患者中，

PPI30,60,120 与 PANSS 总分、PANSS 阳性症状总

分、PANSS阴性症状总分间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首发精分患者可能存在 PPI 缺陷，且这

种缺陷可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抗精神病药物相关性功能障碍的研究系统评

价 

 

郭中孟 1 刘得乐 1 刘志鹏 1 梁锋 1  

1）江西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性功能障碍（Sexual dysfunction）是精神

药物，特别是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期间常见的副作用

之一。然而，在临床实践中，这一副作用易被精神科

医生低估或忽视。鉴于目前尚无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出现性功能障碍（treatment emergent sexual dysfunc-

tion ，TESD）的管理指南，因此，我们通过系统文

献复习，探讨抗精神病药物与 TESD 的发生率、可

能的机制及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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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遵循系统综述/Meta 分析报告指南流程

(PRISMA ，2009 年版)。通过 PubMed 和 Cochrane

数据库，输入关键词：antipsychotic，sexual dysfunc-

tion，erectile dysfunction，anorgasmia。检索从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英文发表的文章。

共检索到 1242 个相关结果。应用筛选标准排除后，

相关结果保留 186 个；然后经手工筛选分类之后，

减少到 178 个。结果包括：（1）抗精神病药 TESD 发

生率，共 45 篇，包括 15 篇横向和横向研究，11 篇

观察研究，19 篇综述（其中 1 篇是荟萃分析）；（2）

抗精神病药 TESD 的处理：共有 121 篇文章，包括

25 篇综述（其中 4 篇为系统综述或荟萃分析）、21

篇实验研究、44 篇观察研究和 31 篇病例系列或病

例报告。 

    结果  （1）总的来说，利培酮和其他经典的抗

精神病药与其他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如氯氮平、奥氮

平、喹硫平或阿立哌唑相比，TESD 的发生率更高。

当通过不同性别比较分析不同抗精神病药 TESD 时，

每种抗精神病药的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的差异更加

明显。（2）与抗抑郁药引起的性功能障碍相比，有关

抗精神病药引起性功能障碍干预的文献很少，而且

常常不一致，尽管出现了一些可行的选择。 

    结论  一旦抗精神病药引起的性功能障碍被确

定，如果患者对药物引起的性功能障碍的耐受性很

差，并且影响其服药的依从性，则应根据每个患者

的特定临床症状进行干预。可能的干预策略包括：

（1）等待自发缓解；（2）减少药物剂量；（3）换用

另一种抗精神病药（首选阿立哌唑，次选喹硫平、齐

拉西酮或鲁拉西酮，以及奥氮平＜15mg/d）；（4）添

加阿立哌唑或联合 PDE-5 抑制剂，例如西地那非等）；

（5）其他辅助治疗，证据较弱，例如添加较低剂量

的丙咪嗪（25–50mg/d），米氮平（30mg/d），普拉克

索（0.25mg/d）。 

 

 

 

利培酮联合无抽搐电休克治疗难治性精神分

裂症研究观察 

 

李超 1 熊民 1 黄海燕 1 韦庆妮 1  

1）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利培酮联合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MECT）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TRS）的临床疗

效及安全性。 

    方法  将 400 例符合 ICD-10 诊断标准的难治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研究组），

对照组（n=200）单纯给予利培酮治疗，研究组（n=200）

在单纯利培酮治疗基础上辅以 1 周 3 次 MECT 治

疗，观察 12 周，于治疗前及治疗第 2、4、6、8、12

周末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定临床

疗效，不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年龄（41.01±7.86，

40.89±8.11）及病程（16.50±5.67，16.65±5.08）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治疗前后的 PANSS

总分（95.16±13.16，73.22±11.14）及对照组治疗前后

的 PANSS 总分（94.33±13.28，77.12±11.79）均较有

所下降（P<0.05）；研究组治疗第 2、4、8、12 周末 

PANSS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P<0.01）。研究组患者共有 67 例出现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 33.5％（67/200），对照组共有 63 例

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 31.5％（63/200），两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在单纯利培酮

治疗基础上联合 1 周 3 次 MECT 治疗的疗效显著优

于单纯给予利培酮治疗。因此，难治性精神分裂症

应采取联合治疗方法。 

 

 

 

低频 rTMS 刺激右额叶皮质联合草酸艾司西

酞普兰治疗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伴睡眠障碍

的对照研究 

 

伍光辉 1 潘润德 1 谢新凤 1 蒙春夏 1 李德波 1 姚

卢姚 1 潘江艳 1 兰春玲 1  

1）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GAD）

伴睡眠障碍的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将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 0 版）》

（ ICD-10)广泛性焦虑障碍诊断标准并伴睡眠障碍

的患者 60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n=30）

及对照组（n=30），研究组采用低频 rTMS（真刺激

线圈刺激右侧额叶背外侧皮质）联合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治疗，对照组采用假刺激线圈刺激右侧额叶背

外侧皮质）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 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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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1、2、4 周采用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评定焦虑症状及疗效，在治疗前

及治疗后 4 周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

定睡眠状况及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1）研究组治疗后焦虑障碍睡眠状态的

改善率高于对照组（83.3%/46.6%）(p＜0.05)。（2）

研究组与对照组第 1、2、4 周 HAMA 评分比较，采

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

HAMA 评分有差异（P＜0.05），两组 HAMA 评分有

差异，研究组比对照组低(P＜0.05)，两组患者变化

趋势有差异（P＜0.05）。（3）两组不良反应较少，较

轻微，两组 TESS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低频 rTMS 刺激右额叶皮质联合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明显改善焦虑症状及不良睡眠状况，治

疗 GAD 疗效显著且相对安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焦虑抑郁共病的对

照研究 

 

伍光辉 1 潘润德 1 谢新凤 1 李德波 1 蒙春夏 1 卢姚

姚 1 潘江艳 1 兰春玲 1  

1）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

首发焦虑抑郁共病的效果及其安全性。 

    方法  将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 0 版）》

（ ICD-10)焦虑抑郁共病患者 60 例，以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研究组（n=30）及对照组（n=30），研究组采

用低频 rTMS（真刺激线圈刺激右侧额叶背外侧皮质）

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对照组采用假刺激线

圈刺激右侧额叶背外侧皮质）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

兰治疗。观察 4 周，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1、2、

4 周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评定焦虑抑郁症状，在治疗前及

治疗后 4周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 HAMA 评分

（31.80±4.35，31.23±4.09）P=0.856，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第2周研究组与对照组HAMA评分（12.9±3.31，

19.9±5.65），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第 4 周

研究组与对照组 HAMA 评分（6.53±2.51，11.5±5.93），

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

组 HAMD 评分（22.96±3.69，24.46±8.39）P=0.63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 2 周研究组与对照组 HAMD

评分（12.9±3.31，19.9±5.65），P=0.00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第 4 周研究组与对照组 HAMD 评分

（6.03±2.39，9.53±3.91），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各时点均低于对照组；研究组焦虑症状的显效

率大于对照组（83.3%/46.6%），P＜0.05；两组不良

反应较少，较轻微，两组 TESS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  低频 rTMS 刺激右额叶皮质联合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可改善焦虑抑郁共病患者症状，疗效显

著且相对安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安神胶囊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影响的

研究 

 

石洲宝 1  

1）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安神胶囊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影

响的研究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将 62 例精

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给

予安神胶囊+利培酮,对照组给予安慰剂+利培酮,观

察疗程均为 8 周。分别利用 SDSS、SAPS、SANS 及

TESS 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前、治疗后评分,对比两

组治疗前后的各项评分,评估安神胶囊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社会功能的影响及其临床用药安全性。 

    结果   

    1.两组各纳入 31 例患者,后期两组各脱落 1 例,

最终进入试验两组均为 30 例。 

    2.两组治疗后临床症状均有所缓解,但安神胶囊

组效果更佳。 

    3.两组治疗后中医症候群均有所改善,但安神胶

囊组改善更为显著。 

    4.SDSS 评分显示,治疗后安神胶囊组评分下降

较对照组明显。 

    5.SPAS 评分显示,治疗后安神胶囊组评分下降

较安慰剂组更明显。 

    6.SANS 评分显示,治疗后安神胶囊组评分下降

更为明显。 

    7.TESS 评估显示,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比较

低,其中治疗组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对照组 3 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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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干。 

    结论  .安神胶囊联用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社会功能的改善效果,较单用利培酮显著。2.安神

胶囊临床 1 用药安全性良好,未见明显不良。 

 

 

 

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RK2, Rs4380187 Polymorphisms, and Ge-

netic Susceptibility To Schizophrenia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刘向来 1 韩天明 1 姚乾坤 1  

1）海南省安宁医院 

 

    Objective  Vaccinia-related kinase 2 (VRK2) 

gene is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the pathogenesis of 

schizophrenia.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RK2, rs4380187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

phism (SNP), and schizophrenia. 

    Methods  Peripheral blood DNA was extracted 

using a genomic DNA extraction kit. The DNA samples 

were genotyped using the Agena MassARRAY platform, 

and four genetic models were applied to compute the 

odds ratios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using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p value was 

obtained by the chi square and t test for independent 

samples. 

    Results  The C allele of rs4380187 SNP was sig-

nificantly (p=0.008)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d risk of 

SZ. The frequency of AA genotype of rs4380187 in 

cases with SZ was significantly (p = 0.009)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s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d risk 

of the disease. The frequency of the CA genotype of 

rs4380187 correlated with a 0.73-fold decreased risk of 

SZ (p = 0.033). In the co-dominant genetic model, the 

genotype of rs4380187 wa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d 

risk of SZ (p = 0.010). We also found that the log-addi-

tive model of rs4380187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isk 

of SZ disease (p = 0.007).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further evi-

dence that rs4380187 SNP is associated with SZ. This 

genotype variation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sycho-

patholog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SZ. 

 

 

 

Association of P300 Components with Clinical 

Characters and Efficacy of Pharmacotherapy 

in Alcohol Use Disorder 

 

元静 1 吴长江 2 伍力 3 范昕昕 1 杨建中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曲靖市三院 

3）云南省精神病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P300 

components with clinical characters and efficacy of 

pharmacotherapy in alcohol use disorder (AUD). 

    Methods  151 AUD patients and 96 healthy con-

trols were recruited. Among them, 83 patients finished 

an 8-week pharmacotherapy and were evaluated for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xiety, sleep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t baseline and after 8 weeks by AUDIT, PHQ-

9, GAD-7, PSQI, DSST, event-related potential P300 

detection. 

    Results  1. AUD patients had higher scores of 

AUDIT, PHQ-9, GAD-7, PSQI, P300 latency at Cz, Pz, 

Fz, and lower DSST score, smaller P300 amplitudes at 

Fz, Cz, Pz compared with controls. 2. P300 component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alcohol dose, score of 

AUDIT, PHQ-9, GAD-7, PSQI, and DSST. 3. After 8-

week treatmen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for the 

P300 components, alcohol dose, score of AUDIT, PHQ-

9, GAD-7, PSQI, DSST. The variables of baseline, in-

cluding P300 amplitudes at Fz, Cz, Pz, latency of Fz, Pz, 

alcohol dose, scores of PHQ-9, GAD-7, PSQI and DSS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of reduction 

rate of AUDIT scores. 

    Conclusion  P300 amplitudes and latencies at Fz, 

Cz and Pz could be used as biological markers for eval-

uating the clinical characters and severity of AUD. 

 

 

 

2 周重复经颅磁刺激对酒精使用障碍患者饮

酒行为和认知 功能的疗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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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静 1 伍力 2 杨建中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云南省精神病院 

 

    目的  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 AUD)

的主要症状为饮酒渴求与抑制饮酒控制缺陷，并伴

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重复经颅磁刺激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作

为新型无创脑刺激技术，是否能改善酒精使用障碍

的饮酒行为与认知功能。本研究将采用 rTMS，给予

AUD 患者干预 14 天，对比治疗前后认知功能、饮

酒行为和冲动水平，以评价其对认知功能以及饮酒

行为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符合 DSM-V 中关于 AUD 诊断标准

的 84 例男性酒精使用障碍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

将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即采用 rTMS 治疗组，对照

组即假刺激组，rTMS 治疗组给予刺激左背外侧前额

叶皮质（DLPFC）。采用酒精依赖量表(Alcohol de-

pendence scale , ADS)与酒精研究依赖戒断评估表

(Alcohol Research Dependence Withdrawal Assess-

ment , CIWA-Ar)评估患者酒精依赖水平与是否存在

戒断症状。在治疗前（时间点记为 P0）与治疗 2 周

(时间点记为 P14)后，采用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n-

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评估患者整体认

知水平；BIS-11 冲动行为量表(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评估患者行为冲动水平；强制饮酒量表

(Obsessive compulsive drinking scale, OCDS)评估患

者饮酒渴求程度。 

    结果  1.治疗前 rTMS 组与对照组的 MoCA 总

分、BIS 总分、BIS 总分无统计学差异。 

    2.两周干预后，rTMS 组与对照组较自身基线时

MoCA 量表总分均有提高(P<0.05)， rTMS 组 MoCA

总分高于对照组(P=0.009)。 

    3.干预结束时，rTMS组BIS得分下降(P<0.001)，

其中认知冲动(P<0.001)与无计划冲动水平(P<0.001)

前后有显著改变，运动冲动前后改变无统计学差异

(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BIS 总分 

    结论  1.与单纯药物治疗相比，.rTMS 联合药物

治疗可抑制 AUD 患者的冲动，降低饮酒渴求。 

    2. rTMS 联合药物治疗对 AUD 患者的认知功能

改善效果更好。 

 

 

 

NRG1 基因与利培酮、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

症 12 周后疗效的关联分析 

 

张艳 1 曾晓舟 1 翟姗姗 1 元静 1 徐莉 1 王新 1 杨建

中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NRG1 基因型与中长期利培酮、奥

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后疗效的药物遗传关联关系。 

    方法  入组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中

有关精神分裂症临床诊断标准的患者 112 例，所有

入组患者给予单一利培酮或奥氮平治疗 12 周，并采

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个人和社会功能

评定量表（PSP）对入组患者在 0 周、第 2、4、8 和

12 周末进行评估。所有患者在基线状态下采集 6 ml

静脉血提取基因组 DNA，采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后结合基

因型填补（imputation）方法检测 NRG1 基因的多态

性位点进行分析。以 SNP 作为自变量，以基因组主

成分（genomic principal components）、年龄和性别作

为协变量，分别进行了 PANSS 量表总分、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学症状、攻击危险性症状

等减分率的关联分析。 

    结果  1. 共有 89 例患者完成了 12 周利培酮或

奥氮平的治疗。经利培酮或奥氮平治疗 12 周后，入

组患者 PANSS 量表总分、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一

般精神病理学症状、攻击危险性症状和 PSP 量表评

分与基线相比，均有明显改善（P＜0.05）。 

    2. 利培酮治疗 12 周后 PANSS 量表减分率与

NRG1 基因如下多态性位点有关：rs112786318、

rs1386432、rs10503904、rs17624997 和 rs7824856，

P＜0.001。 

    3. 奥氮平治疗 12 周后 PANSS 量表减分率与

NRG1 基因如下多态性位点有关： rs17664708、

rs200167743、rs13272687、rs12543829、rs12546941，

P＜0.001。 

    结论  NRG1 基因部分多态性位点与中长期利

培酮、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后的临床疗效具

有显著相关性。 

 

 

 

抑郁障碍抗抑郁药物治疗 2 周后疗效的全基

因组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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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中 1 元静 1 张艳 1 徐莉 1 卫芋君 1 王新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抑郁障碍 2 周抗抑郁药物治疗后疗

效的药物遗传关联关系。 

    方法  入组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中

有关抑郁发作临床诊断标准的患者 636 例，所有入

组患者给予单一抗抑郁药物（氟西汀，帕罗西汀，舍

曲林，度洛西汀，文拉法辛）治疗 2 周，并采用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对入组患者在 0 周、第 2 周末进行临床

症状的评估。所有患者在基线状态下采集 6 ml 静脉

血提取基因组 DNA，采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后结合基

因型填补（imputation）方法检测所有样本全部多态

性位点。以 SNP 作为自变量，以基因组主成分

（genomic principal components）、年龄和性别作为

协变量，分别进行了 HAMD 和 HAMA 量表总分减

分率的关联分析。 

    结果  1. 全部患者完成了 2 周抗抑郁药物的治

疗，HAMD、HAMA 减分率在治疗前后有明显差异，

P＜0.05。 

    2. 抗抑郁治疗 2 周后 HAMA 的减分率与

HMCN1 基因上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接近全基因组水平显著相

关 （ 如 rs6688811 ， P=1.29×10-7 ）； 与 RP11-

364P22.2/Y_RNA 的 SNP 位点也接近全基因组水平

显著相关（如 rs201870723，P=8.62×10-7）。 

    3. 抗抑郁治疗 2 周后 HAMD 的减分率与

HMCN1 基因上的 SNP 位点接近全基因组水平显著

相 关 （ 如 rs6688811 ， P=1.04×10-7 ）； 与

RPL35P8/C22orf34 的 SNP 位点也接近全基因组水

平显著相关（如 rs117122380，P=4.04×10-6）。 

    结 论   1. HMCN1 基 因 和 RP11-

364P22.2/Y_RNA 的部分 SNP 位点与抗抑郁药物治

疗抑郁障碍 2 周后 HAMA 总分减分率有显著相关

性。 

    2. HMCN1 基因和 RPL35P8/C22orf34 的部分多

态性位点与抗抑郁药物治疗抑郁障碍 2 周后 HAMD

总分减分率有显著相关性。 

 

 

 

耳甲电针治疗轻中度抑郁障碍疗效评价 

 

李天舒 1 李娜 1 金圭星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对耳甲电针治疗轻中度抑郁障碍疗效进

行评价。 

    方法  采用开放性、随机、对照方法，选取 2018

年至 2019 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门诊中符合

DSM-V 轻中度抑郁的患者（符合 7＜HAMD17≤24

分,18 岁＜年龄＜65 岁，无其他心理疾病）30 例，

使用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 15 例（耳甲电针治疗）

和对照组（氢溴酸西酞普兰治疗）。研究组采用华佗

牌电子针疗仪（SDZ-III 型），仪器调至频率 20Hz，

连续波，将两对耳夹分别夹在双侧耳甲艇、耳甲腔

迷走神经分布区，每日治疗 2 次，早晚各 1 次；对

照组采用氢溴酸西酞普兰治疗第 1-3 天 10mg，4-7

天加至 20mg，8 天以后 40mg 维持剂量。两组均治

疗 8 周，随访 4 周，在基线，治疗 2 周末、4 周末、

6 周末、8 周末及 10 周末、12 周末随访进行 17 项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应用 SPSS 

21.0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  患者在基线、治疗 2 周末、4 周末、6 周

末、8 周末及 10 周末、12 周末随访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在 HAMD17，HAMA，

SDS 评分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HAMD）

=0.093；P(HAMA)=0.408；P(SDS)=0.246；P＞0.05）；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 HAMD，HAMA，SDS 评分的分

组 与 时 间 交 互 作 用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HAMD)=0.065；P(HAMD)=0.212；P(SDS)=0.398;P

＞0.05)；研究组与对照组在 HAMD，HAMA，SDS

评分的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HAMD)＜0.001；

P(HAMA)＜0.001；P(SDS)＜0.001）。 

    结论  在轻中度的抑郁障碍治疗中，耳甲电针

治疗与抗抑郁药氢溴酸西酞普兰效果相当，两组治

疗时间越长疗效越好。 

 

 

 

饮酒风险和乙醛脱氢酶 2 基因多态性对认知

功能的影响 

 

汪维 1 王冉 1 于鲁璐 1 王岚 1 宋美 1 高媛媛 1 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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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1 姚绍敏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高或低饮酒风险人群乙醛脱氢酶 2

（ALDH2）基因多态性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根据 WHO 推荐使用的酒精使用障碍筛

查量表 (AUDIT)将 1114 名受试者分为两组：高风

险饮酒组（AUDIT 评分≥8 分，n＝509），低风险饮

酒组（AUDIT 评分＜8 分，n＝605）。在两组中各随

机抽取 200 例血标本提取 DNA 进行 ALDH2 基因多

态性 rs671 位点分析。采用简易视觉空间记忆测验

（BVMT-R）、霍普金斯词汇学习测验（HVLT-R）、

数字符号测验（SDMT）和数字广度测试（DS）评估

两组的认知功能状况。 

    结果  高风险饮酒组 HVLT-R 评分总分、2 试

评分及 SDMT 评分均低于低风险饮酒组（P＜0.05）；

高风险饮酒组的野生纯合 GG 基因型比例高于低风

险饮酒组（86.7％vs64.1％，P＜0.05）；饮酒组和基

因型在 BVMT-R 评分总分和 2 试、3 试评分存在交

互作用（P＜0.05）；低风险饮酒者认知功能与 rs671

基因多态性相关，其中 GG（野生纯合型）的受试者

HVLT-R 总分和 2 试、3 试评分及 BVMT-R 总分和 2

试、3 试评分高于 GA 及 AA 受试者。 

    结论  高风险饮酒与学习记忆和有关信息处理

速度下降有关。低风险饮酒者认知功能与 ALDH2 基

因多态性存在关联性，突变型 ALDH2 基因携带者

词语学习记忆和视觉学习功能损害显著。 

 

 

 

围产期暴露地震应激增加成年后血脂异常的

风险：一项横断面研究 

 

高媛媛 1 安翠霞 1 王岚 1 赵晓川 1 王冉 1 李娜 1 李

宁 1 卢文婷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围产期经历地震应激的个体成年后

血脂异常的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共收集 1181 例开

滦矿业集团职工的人口学特征及﹝总胆固醇(T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甘油三酯(TG)、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Non-HDL-C）﹞5 个血脂指标。根据出生日期分为

婴儿期地震暴露组 326 例，胎儿期地震暴露组 372

例，对照组 483 例。统计三组资料的一般特征，对

每个血脂指标按照严重程度进行分层，三组之间计

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三组之间两两比较采用秩和检

验。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各因素对血脂指标的影响。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三组之间年龄、冠

心病病史、HDL-C 结果有差异（P＜0.05）。对各个

血脂指标进行分层结果显示，只有 HDL-C 在三组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056，P＜0.05），两两

比较显示婴儿期地震暴露组 HDL 低水平层和满意

水平层发生率低于胎儿期地震暴露组（1.8vs2.1、

39.3vs49.5，P＜0.05），高水平层发生率高于胎儿期

地震暴露组（58.9vs48.4，P＜0.05）；婴儿期地震暴

露组 HDL 低水平层和满意水平层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1.8vs2.5、39.3vs48.6，P＜0.05），高水平层发生

率高于对照组（58.9vs48.9，P＜0.05）。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吸烟、饮酒、冠心病病史、婴

儿期地震暴露是 TC 的独立危险因素，低龄、已婚是

TC 的保护因素；BMI 正常、BMI 超重、饮酒是 HDL-

C 的独立危险因素，男性、吸烟、无冠心病病史的

HDL-C 的保护因素；男性、吸烟是 LDL-C 的独立危

险因素，无躯体活动是 LDL 的保护因素；男性、无

躯体活动、吸烟、饮酒是 TG 的独立危险因素，已

婚、正常出生体重、BMI 正常是 TG 的保护因素；

男性、吸烟、婴儿期地震暴露是 Non-HDL-C 的独立

危险因素，低龄、已婚、无冠心病病史是 Non-HDL-

C 的保护因素。 

    结论  婴儿期地震暴露是 TC 和 Non-HDL-C 的

独立危险因素，年龄、男性、吸烟、饮酒、婚姻状态、

出生体重、BMI、躯体活动、冠心病病史是我们需要

关注的影响血脂的其他因素。 

 

 

 

男性工人使用酒精与代谢综合征的调查分析 

 

王岚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男性工人酒精使用与代谢综合征

（metabolic syndrome，MetS）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横断面的研究方式，自 2016 年 1 月

至 12 月随机调查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在职男性

工人 1267 人。采用 2016 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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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指定的 MetS 诊断标准，分为 MetS 组和无 MetS

组。调查一般人口学特征、酒精使用情况。评估体质

量、身高、腰围、血压、血脂和空腹血糖结果。 

    结果  （1）男性工人 MetS 患病率为 14.1%，

以 41-50 岁 MetS 患病率最高为 21.6%，随着年龄增

加而 MetS 患病率（χ2=26.572，P＜0.001）增加；城

镇MetS的患病率（18.7%）均明显高于农村（12.4%）

（χ2=8.119，P=0.004）；不同文化程度、工业结构、

吸烟史间 MetS 患病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2）两组间饮酒时间、饮酒频率、饮酒种类、

平均饮酒量/天、酒精使用分类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酒依赖 MetS 患病率（29.5%）高于

酒精滥用、酒精使用及不饮酒者。MetS 组平均饮酒

量/日显著高于非 MetS 组（Z=4.045，P<0.001）；两

组酒精使用障碍的家族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68，P=0.451）。（3）纳入年龄、婚姻状况、

居住地及上述饮酒情况的指标，经二元 Logistics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41-50 岁（OR=4.920，P=0.027）

和饮酒量（OR=13.465，P<0.001）是 MetS 的危险因

素。 

    结论  男性工人酒精使用量、中年工人与代谢

综合征呈正相关，提倡健康的饮酒方式。 

 

 

 

精神科重症监护治疗期间的特发性肺栓塞： 

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郭街仔 1 喻芳 1 徐水泉 2 郭中孟 1  

1）江西省精神病院 

2）进贤惠倩医院 

 

    目的   使用抗精神病药物与静脉血栓栓塞

（VTE）和肺栓塞（PE）有关，其潜在机制尚不清

楚。有人提出以下假说，例如体重增加、镇静、血小

板聚集增强、抗磷脂抗体水平升高、高同型半胱氨

酸血症，而高催乳素血症最近作为一个潜在的促发

因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们报告 1 例抗精神病药

治疗期间特发性肺栓塞。为了评估抗精神病药物

（APs）与静脉血栓栓塞（VTE）和肺栓塞（PE）风

险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系统文献回顾。 

    方法  1.报告 1 例女性（50 岁），因反复发作情

绪低落，自伤自杀 30 余年，复发烦躁，自伤 2 周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第 5 次入住我院精神科重症监护

室（PICU），入院时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

为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入院后完善相

关检查，无明显阳性发现，即行 MECT 治疗 2 次，

后使用利培酮（2mg/d），治疗 6 天后急起右下肢肿

胀，约 4 小时后突发胸痛、呼吸急促，立即由“120”

转诊到某三甲综合医院，诊断为“急性特发性肺栓

塞”，经抢救无效死亡。2.我们从开始至 2020 年 02

月 29 日检索 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 图书馆，

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探讨抗精神病药与

之间的关系。两位研究人员独立地筛选了文献，提

取了数据并评估了研究中的偏倚风险。 

    结果  通过数据库检索确定 1481 项研究，最终

纳入 25 项研究（16 项病例对照研究和 9 项队列研

究）。总的来说，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与 VTE/PE 的

风险增加相关。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FGAs）和第

二代抗精神病药物（SGAs）都会增加 VTE 的风险。

与高效价 FGAs 相比，低效价 FGAs 导致 VTE 的风

险更高。年轻患者发生 PE 和 VTE 的风险约为老年

患者的 3.2 倍。 

    结论  使用抗精神病药可增加VTE/PE的风险。

年轻人使用抗精神病药时发生 VTE 的风险高于老

年人。PE 是抗精神病药物的一种罕见而致命的副作

用，是猝死的常见原因，死亡率约 30%。本例患者

发生 VTE/PE 前 5 天，仅使用利培酮（2mg/d），提

示这一副作用可能不是剂量依赖性。我们建议：精

神科医生应该意识到这一潜在的严重而致命的药物

不良反应，及时发现早期症状并转诊到综合医院。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

teins of Risperidone Combined with Sul-

foraphane for Treatment of Cognitive Deficits 

in Schizophrenia 

 

黑钢瑞 1 杨叶 2 吴仁容 2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using tandem 

mass tag (TMT) labeling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analysis were used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upon the com-

pletion of sulforaphane adjuvant therapy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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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chizophreni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

lyze the possible related proteomic changes of risperi-

done combined with sulforaphane on negative symp-

toms and cognitive deficit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Methods  Ten patients in high-dose sulforaphane 

group (risperidone plus 6 sulforaphane tablets) and ten 

patients in low-dose sulforaphane group (risperidone 

plus 3 sulforaphane tablets plus 3 placebo tablets) be-

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selected to screen differ-

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of peripheral blood mononu-

clear cell (PBMC)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fter 

sulforaphane adjuvant therapy by TMT label-based 

quantitative proteomic. Parallel reaction monitoring 

(PRM) was used for verification of protein biomarker 

candidates. 

    Results  1.We applied TMT labeling quantitative 

proteomic technology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ial pro-

tein expression profiles of PBMC exposed to sul-

foraphane. There were 347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

teins identified in the high-dose group and 73 differen-

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identified in the low-dose 

group. 

    2.KEGG pathwa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Glutathi-

one metabolism, D-Glutamine and D-glutamate metab-

olism, Alanine, aspartate and glutamate metabolism, 

Cysteine and methionine metabolism, Glycine, serine 

and threonine metabolism were involved in the high-

dose group and glutamatergic synapse was involved in 

the low-dose group. 

    3.Thirteen proteins associated with these pathways 

were verified by PRM, namely, IDH1, PGD, G6PD, 

GPX1, GSR, GCLM, GCLC, GSTK1, GSTO1, GSTP1, 

CAT, SOD1 and SOD2.The results of PRM verific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12 proteins IDH1, 

PGD, G6PD, GPX1, GSR, GCLM, GSTK1, GSTO1, 

GSTP1, CAT, SOD1 and SOD2 after 24-week treatment 

in the high-do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7 proteins PGD, 

GSR, GSTK1, GSTO1, GSTP1, CAT and SOD2 after 

24-week treatment in the low-dose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4.PPI analysis noted GCLM, GPX1, GSR, CAT 

and SOD2 as important node proteins. 

    Conclusion  Sulforaphane adjuvant therapy may 

play an antioxidant role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roteins IDH1, PGD, G6PD, GPX1, GSR, 

GCLM, GSTK1, GSTO1, GSTP1, CAT, SOD1 and 

SOD2, among which the important node proteins are 

GCLM, GPX1, GSR, CAT and SOD2. 

 

 

 

维生素 D 影响抑郁症患者快感缺失的干预研

究 

 

谢添琹 1,3 余家快 1,3 张磊 2 朱鹏 2 朱道民 1,3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 

3）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目的  流行病学证据表明维生素 D 与抑郁症状

有关，但其治疗关系尚未完全阐明。而快感缺失是

抑郁症患者的核心症状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讨补充

维生素 D 是否能改善抑郁症患者的快感缺失程度。 

    方法  纳入 2017 年 3 月至 2020 年 1 月合肥市

第四人民医院睡眠障碍科收住的抑郁症患者 148 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n=73）和干预组（n=75），对照组

仅给予常规抗抑郁药物治疗，干预组抗抑郁药物治

疗同时给予维生素 D1600u/日补充,，两组随访 2 个

月。干预前后对所有受试者进行血清维生素 D 水平、

中文版修订社会快感缺失量表（RSAS-C)和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的测定与评估。 

    结果  基线时干预组和对照组维生素 D 水平，

HAMD 评分、RSAS-C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随

访两月后，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社会快感缺失评分

（RSAS-C)显著降低(P<0.05)，修正混杂变量后，这

一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0.05)。趋势性检验分析显

示，干预组基线 RSAS-C 评分越高，治疗前后 RSAS-

C 评分变化越大（P<0.05)。 

    结论  维生素 D 干预可能会对抑郁症患者的快

感缺失有一定的改善，而对于社会快感缺失越严重

的抑郁症患者干预效果越好。 

 

 

 

女性重度抑郁症患者，血清维生素 D 缺乏、

认知功能障碍和功能连接异常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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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道民 1 张玉 1 陈涛 1 赵文明 2 朱佳佳 2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女性抑郁症患者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认

知功能之间的神经关联研究。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了 122 例重度抑郁症患者

和 119 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对照，他们均接

受了静息状态功能 MRI 检查。用分数低频波动振幅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fALFF）测量他们的脑功能。用机评和量表问答的方

式来评估被试的前瞻性记忆（prospective memory）

和持续注意（sustained attention）。晨起空腹条件下，

采集被试的外周静脉血来测定血清维生素 D 浓度

（serum concentration of vitamin D，SCVD）。我们检

验了组×性别对 SCVD 的交互作用，并在女性中比

较了认知功能和 fALFF 的组间差异。采用相关分析

和中介分析，探讨 SCVD、fALFF 变化与认知功能

之间的关系。 

    结果  我们发现组别×性别对 SCVD 有显著的

交互作用。具体来说，女性的 SCVD 有显著的组间

差异，但男性没有，女性 SCVD 在患者组和对照组

中均较男性低。同时，患者表现出认知能力下降，且

SCVD 与认知功能只在女性中呈显著正相关。与女

性对照组相比，女性患者右侧颞中回、右侧角回、双

侧中扣带、双侧楔前叶、右侧楔叶及左侧枕中回的

fALFF 值增加，而左侧缘上回和左侧额中回的

fALFF 值降低。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在女性中，

SCVD 与右侧颞中回、右侧角回、双侧楔前叶、双侧

中扣带和右侧楔叶的 fALFF 值呈显著负相关，与左

侧额中回的 fALFF 值呈显著正相关。此外，在女性

中，认知功能与这些 SCVD 敏感的 fALFF 值均显著

相关，并且这些 SCVD 敏感的 fALFF 值是 SCVD 与

认知功能关联的中介因子。 

    结论  这些发现有助于明确女性抑郁症中，

SCVD 变化和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神经关联，为从

调节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角度，为预防、治疗抑郁

症和认知缺陷提供新的思路。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Training Versus Aer-

obic Exercise on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

umes in Th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Lijuan Jiang1, Xinyi Cao1, Ting Li3, Hongyan Wang1, 

Wei Li1, Chunbo Li1,2  

1）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Br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3）Shanghai Changning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

gate the unique contributions of cognitive training and 

aerobic exercise to brain structure and cognition in older 

adults. We compared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on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umes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we 

aimed to assess whether training-induced changes in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umes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improvements in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Longitudi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

aging was performed on participants (n = 91) aged 65 to 

75 years, using the Siemens 3.0 Tesla Magnetom Verio 

with the magnetization-prepared rapid gradient echo 

(MPRAGE) sequence. The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

umes were determined using FreeSurfer software pack-

age 6.0. Cognitive functioning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

logical Status (RBANS).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time × group in-

teraction effect on the volume of left hippocampal su-

biculum. Although the left subiculum volume was sig-

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12-month 

follow-up scan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scan, there 

were no changes in the cognitive and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groups. Furthermo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changes in the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umes and cog-

nitive function were different in the cognitive and aero-

bic exercise training groups. Cognitive function change 

scor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volumes 

of the left CA1, left parasubiculum, and left whole hip-

pocampus regions in the cognitive training grou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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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group, cognitive function 

change scores were 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left 

CA2/3, left hippocampal tail, and right subiculum vol-

umes changes. 

    Conclusion  Collectivel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may gain distinct 

benefits from the cognitive and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interventions. 

 

 

 

气象因素对严重精神障碍发病的影响 

 

林红 1 廖卉 2 潘峰 1 阮俊 1  

1）宜昌市精神卫生中心 

2）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影响严重精神障碍发病的气象因素。 

    方法  选择 2019 年和 2020 年全年在宜昌市精

神卫生中心就诊或住院的 968 名严重精神患者，将

其发病日的气象元素与宜昌市累日气象元素进行分

析。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中心是宜昌市最大

的三级精神病专科医院，收治了全市绝大部分精神

障碍患者。2019-2020 年，中心共确诊各类严重精神

障碍 1339 例，其中发病地点为宜昌市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有 481 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有 174 人，抑郁

发作患者有 323 人，精神发育迟滞患者有 53 人， 

    2.2  严重精神障碍发病人数季节分布  我们

以 3、4、5 月为春季，6、7、8 月为夏季，9、10、

11 月为秋季，1、2、12 月为冬季。四种严重精神障

碍不同季节发病人数经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双相情

感障碍及抑郁发作有显著的季节差异，以秋冬季节

为主，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发育迟滞各季节发病人数

虽无显著差异，但精神分裂症春季发病人数较其他

季节稍多。 

    2.3  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气象数据与宜昌市累

日值的比较  将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日的气象

数据与宜昌市相应的气象累日值进行 t 检验，结果

显示，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患者的

相邻两日气温差、昼夜气温差、相邻两日气压差、相

邻两日降水量差、平均风速、相邻两日平均风速差

均显著高于宜昌市累日值（P<0.05），而平均气压显

著低于宜昌市累日值，另外抑郁发作患者的总降水

量均值显示高于宜昌市累日值(P<0.01)，而精神发育

迟滞患者的各项气象数据与宜昌市累日值均无显著

差异。 

    结论  严重精神障碍的发病与气温、气压、降

水量、风速等气象元素有关，剧烈的天气变化是严

重精神障碍的发病的重要因素,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予以防范，减少该疾病的发生。 

 

 

 

精神科急诊患者攻击行为发生的预测研究 

 

潘轶竹 1 王刚 1 朱辉 1 及晓 1 李京渊 1 李小强 1 尹

利 1 陈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对精神科急诊患者攻击行为发生风险的

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及分析，构建预测模型，以期对

精神科急诊临床面对攻击行为时能够早发现早处理。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 23 日-2017 年 1 月 31 日

在北京安定医院急诊就诊的精神科求医患者 12345

例进行一般人口学及临床资料的调查，使用攻击风

险评估量表Ⅰ级评分将患者分为低风险组（≤Ⅰ级）与

高风险组（＞Ⅰ级）。使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对攻击相

关危险因素进行构建模型，对模型稳定性、区分度

和一致性进行评价。 

    结果  精神科急诊求医的患者中，低风险组

6771 例，高风险组 5574 例。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攻击的危险因素为男性（OR：1.175，

p<0.001）、无职业（OR：1.980，p<0.001）、家庭月

收入水平低（OR：1.383，p<0.001）、父母非原生健

在（OR：1.268，p<0.001）、与父母关系不好（OR：

1.730，p<0.001）、在 22:00-7:00 就诊（OR：1.517，

p<0.001）、发病有诱因（OR：1.103，p=0.034）、起

病形式为急性（OR：1.452，p<0.001）、是首次发病

（OR：1.279，p<0.001）、BPRS 总分高（OR：1.133，

p<0.001）、YMRS 总分高（OR：1.372，p<0.001），

保护因素为在 17:00-22:00就诊（OR：0.885，p=0.010）、

首次发病年龄小（OR：0.992，p<0.001）、受教育年

限（OR：0.976，p<0.001）、HAMA 总分高（OR：

0.959，p<0.001）、HAMD 总分高（OR：0.988，

p<0.001）。Tolerance 和 VIF 对预测变量多重共线性

诊断 IF 均小于 10。使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纳入上

述变量建立预测模型，采用 ROC 曲线评价模型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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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曲线下面积 0.948（95% CI：0.944-0.952），灵敏

度 89.1%，特异度 88.1%；采用十折交叉验证模型稳

定性，曲线下面积 0.947（95% CI：0.944-0.951），灵

敏度 89.5%，特异度 87.7%；采用 H-L 检验评价模

型校准度，X2 值为 871.713，P 值为＜0.001。 

    结论  攻击风险预测模型对精神科急诊患者攻

击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攻击行为的发生除

了人口疾病学的危险因素，可能还与生物学因素相

关。 

 

 

 

C-reactive Protein Predict Escitalopram's An-

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ponse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周晶晶 1 周佳 1 杨健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 Currently, major clinical guidelines 

recommend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or serotonin noradrenaline reuptake inhibitor 

(SNRIs) as a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However, the treatment outcome of 

antidepressants varies markedly in patients with the 

same diagnosis. 30%–40% of MDD who receive an ad-

equate dose and duration of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fail to respond.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linical imple-

mentation of biomarkers that can indicate the likelihood 

of treatment response are needed to improve this situa-

tion. There has been a relative explosion of studies in-

vestigating the role of inflammation in psychiatric ill-

nesses, and especially MDD. A previous study show that 

different baseline levels of C-reactive protein (CRP) 

we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response. How-

ever, this study 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All the data 

came from clinical practice in the real world with pa-

tients receiving uncontrolled antidepressant therapy.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P and SSRIs. 

    Methods  : This is a followed-up study. All pa-

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 alone for 12 weeks. 

Self-evaluation and observer valuations were arranged 

at the end of weeks 0, 4, 8, and 12, with blood samples 

collected at baseline and weeks 12. Remission was de-

fined as HAMD-17 lower than or equal to 7 at endpoint. 

Baseline CRP level <800 mg/l was defined as lower 

CRP group, ≥800 mg/l was defined as higher CRP group. 

Univariate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sis the effect of 

variables on symptom improvement. CRP level change 

and the change of HAMD-17 total score using 

Spearma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scatterplots 

with linear predictions, since the variables were not nor-

mally distributed. An unconditional multivariate lo-

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baseline CRP and remission was created. 

    Results  : A total of 71 patients with MDD were 

analyzed in the study. Baseline HAMD-17 total scor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aseline CRP level (r=-0.23, 

P=0.054).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6.82, 

P=0.0001, R2=0.4540) with baseline HAMD-17, age, 

gender, body mass index and change of CRP level as 

covariates showed that the change of HAMD-17 total 

score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 of CRP level 

(F=4.43, P =0.0414).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s that pa-

tients with baseline CRP lower than 800 mg/l were 

3.234 times (95%CI: 1.040, 10.059) more likely to be 

remitters (P=0.0426) than patients with higher CRP. 

    Conclusions  : Baseline serum CRP and its 

chang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nd the baseline serum CRP level can predict the anti-

depressant response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o es-

citalopram. 

 

 

 

The Effect of ECT on Psychotic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Is Associated with Oxy-hemo-

globin Concentrations As Measured by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A Pilot Study 

 

魏燕燕 1 陈珊 1 贺丽娜 1 张天宏 1 徐丽华 1 唐莺莹
1 唐晓晨 1 钱缜颖 1 贾玉萍 1 王继军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 is a 

well-established treatment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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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effects on brain function still remains un-

clear. To investigate the brain activation changes during 

ECT, we measured the changes of oxy-Hb and deoxy-

Hb before and after ECT in the frontal and bilateral tem-

poral regions using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

copy. 

    Methods  We use task-related functional near-in-

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 to assess oxygen changes 

in 39 schizophrenia and 18 mood disorders before and 

after an ECT series.This clinical trial was conducted at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from June 2018 to Jan 

2019. The study protocol was prepared in accordance to 

the ethical standards of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and ap-

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after they received a full descrip-

tion of the study. At the baseline and at the completion 

of all the treatments,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assessed using PANSS and pa-

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were assessed using 17-item 

HAMD. The RBANS, Form A at the baseline and Form 

B at the end-point were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im-

provement in the cognitive effects.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age, sex, past medical 

history and ECT data were also collected. 

    Resul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ge (25.79±6.46 vs 29.94±9.02, 

t=-1.78 p=0.078) and education(12.21±2.44 vs 

12.74±2.91, t=-0.68 p=0.86). Oxy-Hb values in the 

frontal and temporal brain cortex before and after ECT 

were compar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xy-Hb in chan-

nel 12(t=-2.06, p=0.043), channel 33(t=0.25, p=0.01) 

and channel 43(t=-0.041, p=0.004) during VFT from 

pre to after ECT between the two . Meanwhile, oxy-he-

moglobin concentrations changes in channel 43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PANSS score reduc-

tion(r=0.365, p=0.024). 

    Conclusion  Preliminary data demonstrated 

that ECT caused hemodynamic changes in Middle 

Frontal Gyrus for schizophrenia. Although further stud-

ies with large sample size are necessary to demonstr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linical effects and hemody-

namic response. 

 

 

 

非自愿住院精神障碍患者自行出院的实践与

探索 

 

朴轶峰 1  

1）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目的  精神卫生法要求对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

在住院期间要对其精神状况进行评估，尤其是对于

非自愿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在其病情改善，无对

其自身及社会出现伤害的行为或伤害（破坏）的危

险时要更改住院性质（身份），以保障精神障碍患者

的人身自由和合法权益，对于在紧急状态下入院的

精神障碍患者而言他们大多数是非自愿住院的患者，

对这些患者的治疗与管理过程中进行评估就显得尤

为重要，为此我们在医疗实践中重视对患者病情进

行检查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对于可以变更住院

性质及身份的患者给予变更，并对其中愿意自行出

院的患者给予办理出现，为了总结交流非自愿住院

的精神障碍患者自行办理出院的条件与要求我们对

以往的工作进行总结。 

    方法  对我们单位近几年自行出院的病例进行

回顾性分析，寻找可兹借鉴的规律性。 

    结果  自行办理出院的精神障碍患者以与酒精

使用相关的精神障碍患者为主，占 67.5%以上，其次

是各类非重性精神病性障碍，如急性应激障碍、人

格障碍等。表明酒精滥用而导致的各类精神障碍者

有增多趋势，应引起重视。 

    结论  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长

期的、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审慎对待，在保障患

者权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稳定。 

 

 

 

广泛性焦虑障碍与惊恐障碍的特异性功能神

经网络探索研究 

 

李伟 1 崔慧茹 1 李惠 1 胡强 1 庞娇艳 2 蒋江灵 1 张

兰兰 3 王继军 1 杨志 1 李春波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

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2）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3）苏州市广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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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既往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环路异常在焦虑

障碍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能解释广泛

性焦虑障碍（GAD）与惊恐障碍（PD）的特异性症

状，且相关研究开展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数据驱

动的分析方法探索GAD与 PD的特异性功能神经网

络及功能连接，以揭示焦虑障碍的病理机制。 

    方法  本研究应用 gRAICAR 分析软件，对 61

名被试（22 名 GAD 患者、18 例 PD 患者以及 21 例

健康对照）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根据神经网络

进行亚组探索，并将与实际组别一致性高的神经网

络进行功能连接提取，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及躯体感知量表（BPQ）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阐明神

经网络与功能连接的临床意义。 

    结果  共发现 4 个与实际组别一致性高的神经

网络，包含 GAD 特异网络 2 个（默认网络、外侧视

觉网络），其中双侧背外侧前额叶（DLPFC）间的功

能连接与 BPQ 量表的躯体知觉分数呈正相关

（r=0.484, p=0.031）；PD 特异网络 1 个（前默认网

络）；GAD 与 PD 共同特异网络 1 个（左侧额顶注意

网络），其中，右侧 DLPFC 与同侧角回的功能连接

与 HAMA 得分呈正相关（r=0.321, p=0.049），右侧

眶额叶与同侧楔前叶的功能连接与 BPQ 量表的躯

体知觉分数呈正相关（r=0.323, p=0.048）。 

    结论  GAD 与 PD 的特异性神经网络及功能连

接符合情绪调节异常假说中“自上而下”及“自下而

上”的调节机制。其中，PD 的病理机制与前额叶功

能异常关系密切，而 GAD 则涉及的前额叶、海马、

枕叶等更加广泛的脑区，可能与恐惧泛化有关。 

 

 

 

利培酮、喹硫平、奥氮平分别联合丙戊酸钠治

疗男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对糖脂代谢及体质

量指数的对比研究 

 

沈子童 1 陈长浩 1 韩鹏飞 1  

1）安徽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利培酮、喹硫平、奥氮平分别联合

丙戊酸钠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疗效及对糖脂代谢

和体质量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在我

院住院治疗的男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90 例分成：利

培酮组，喹硫平组、奥氮平组分别联合丙戊酸钠治

疗。观察 8 周，于治疗前，治疗 4、8 周末，使用

BRMS 量表对病情评估，测量体质量指数；治疗前，

治疗 4、8 周末采空腹血测量血糖（FBS），总胆固醇

(TC)，高密度脂蛋白（HDL），三酰甘油(TG)，低密

度脂蛋白（LDL）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研究第 4 周三组间 BRMS 评分出现差异

（P=0.04），组间比较时利培酮与奥氮平、喹硫平相

比较结果无差异性（P=0.06，0.61），至研究结束三

组间在 BRMS 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 4 周

时，TC 出现了差异性，组间比较发现 TC 差异性主

要体现在喹硫平组与奥氮平组之间（p=0.01）。至第

8 周时 FBS,TC,HDL,BMI 均出现差异，其中 FBS,TC

以奥氮平组升高为主，BMI 在第 4 周时出现明显差

异，这种差异一直持续至研究结束，组间比较发现

这种差异主要存在利培酮与奥氮平之间（第 4、8 周

p=0.01，p=0.01 

    结论  三种药物联合丙戊酸钠都可以对双相情

感障碍有较好的疗效。奥氮平起效较快速，但对对

血糖血脂及体质指数的影响较大。 

 

 

 

齐拉西酮、奥氮平分别联合丙戊酸钠缓释片

对男性双相障碍Ⅰ型患者的疗效、认知功能及

体重和 QTc 间期影响的 

 

沈子童 1 王兰兰 1 陈长浩 1  

1）安徽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丙戊酸钠缓释片分别与齐拉西酮和

奥氮平联用治疗男性双相情感障碍 I 型的疗效和对

认知功能、体重及 QTc 间期的影响 。 

    方法  选取男性双相情感障碍 I 型患者 60 例随

机分为研究组（齐拉西酮+丙戊酸钠缓释片），对照

组（奥氮平+丙戊酸钠缓释片），在基线期及治疗第

2、4、6、8 周末采用 BRMS 量表对病情评估，MoCA

对认知功能评定，每周复查心电图检测 QTc 间期，

入院时及第二日清晨空腹检测体重（kg），取两次平

均值作为基线期标准，治疗期每周清晨空腹检测体

重（kg），进行组间对比。 

    结果  至研究结束两组间 BRMS 相比较结果没

有统计学差异（t=0.93，P=0.36）.两组 MoCA 评分

在第二周时研究组注意明显高于对照组（t=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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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到第 4 周时研究组在注意、延迟回忆高于

对照组（t=2.10、p=0.04，t=2.19、p=0.03），至实验

结束研究组在注意、延迟回忆、总分（t=2.39，p=0.02）

（t=2.57，p=0.01）(t=3.11，p=0.003）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研究第四周开始一直延续

至实验结束对照组体重明显高于研究组（t=2.11，

2.21，2.26 P=0.04，0.03，0.03）具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间 QTc 间期变化研究组数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但是两组间QTc>430ms的患者两组间相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p=0.71） 

    结论  丙戊酸钠缓释片联合齐拉西酮或奥氮平

治疗双相障碍 I 型患者均有很好的疗效，齐拉西酮

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有更好的保护作用，对体重影响

较小。齐拉西酮对 QTc 间期影响更明显，但是两组

间 QTc 间期延长超过 430ms 的人数统计学无差异 

 

 

 

Flavonoid Fisetin Reverses Impaired Hippo-

campal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by Regulating The Function of AM-

PARs in A Male Rat Model of Schizophrenia 

 

Jin-Qiong Zhan1, Chun-Nuan Chen4, Si-Xian Wu1, 

Yuan-Jian Yang1,2,3, Bo Wei1,2,3  

1）Medical Experimental Center, Jiangxi Mental Hos-

pital/Affiliated Mental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

sity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Jiangxi Mental Hospi-

tal/Affiliated Mental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Jangxi Provinci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on Men-

tal Disorders 

4）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Cognitive deficits are the core feature 

of schizophrenia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strategies are 

still missing.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fisetin 

promotes 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normal rodents and other model animals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

sess the effect of fisetin on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cog-

nitive deficits caused by a brief disruption of N-methyl-

D-aspartate receptors (NMDARs) with dizocilpine 

(MK-801) during early development in rats. 

    Methods  The cognitive performance was exam-

ined by the Morris water maze task and a fear condition-

ing test. Hippocampal synaptic plasticity was investi-

gated by field potential recording. The expression of α-

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 propionic acid 

receptors (AMPARs) and cognition-related proteins was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We found that intraperitoneal admin-

istration of fisetin rescued hippocampus-dependent spa-

tial and contextual fear memory in MK-801 rats. In par-

allel with these behavioral results, fisetin treatment in 

MK-801 rats reversed the impairment of hippocampal 

LTP. At the molecular level, fisetin treatment selectively 

increased the phosphorylation and surface expression of 

AMPA receptor subunit 1 (GluA1) in MK-801-treated 

rats. Moreover, fisetin restored the phosphorylation lev-

els of calcium-calmodulin-dependent kinaseII 

(CaMKII), cAMP response element-binding protein 

(CREB), and the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1/2) in MK-801-treated rats.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fisetin treatment can reverse the deficits of hippocampal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memory in a male rat model of 

schizophrenia by restoring the phosphorylation and sur-

face expression of AMPAR GluA1 subunit, suggesting 

fisetin a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candidate for schizo-

phrenia-associated cognitive deficits. 

 

 

 

青幼期抑郁样食蟹猴模型多节段肠道黏膜及

内容物微生物地理学研究 

 

滕腾 1,2 蒋沅良 1 向涯洁 2 李雪梅 2 樊力 2 刘雪儿
2 杜康 1 周新雨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精神科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内科 

 

    目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在抑郁

症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前的大

多数研究集中在粪便样本上，并未区分抑郁症患者

肠粘膜和肠内容物的微生物群。 

    方法  将 10 只雄性食蟹猴分为慢性不可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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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温和刺激组(CUMS，n=5)和对照组(CON，n=5)，

实验共计 55 天，分为 5 个周期，CUMS 组暴露在多

种慢性不可预见性刺激下。测量两组的行为观察和

测试（例如，苹果渴求测试和人类入侵测试）。造模

完成后，对盲肠、升结肠、横结肠和降结肠的肠粘膜

和肠内容物标本进行 16S 核糖体 RNA(rRNA)基因

测序。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CUMS 组表现出更明显

的抑郁样行为。16S rRNA基因测序结果表明，CUMS

组和 CON 组肠道微生物组成存在差异，在门的水平

上主要表现为厚壁菌门(42/83，50.6%)和拟杆菌门

(24/83，28.9%)的扩增序列变异(ASV)，而在科的水

平上主要为普雷沃氏菌科(18/83，21.7%)和毛螺菌科

(17/83，20.5%)。并且大多数(73/83，88.0%)的差异

ASV 与抑郁样行为表型（蜷缩样行为）相关。肠粘

膜和肠内容物中持续改变的 ASV 均属于厚壁菌门

和拟杆菌门，它们在盲肠和结肠中形成了一个特征

性的共变网络。此外，我们还发现在肠粘膜中，

CUMS 和 CON 两组共 27 个微生物群落功能存在显

著差异，主要涉及碳水化合物和能量代谢；而在

CON 组中只有一个显著改变的微生物群落功能，即

三羧酸循环(TCA Cycle)。 

    结论  CUMS 组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在门的水平

上属于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在科的水平上属于普

雷沃氏菌科和毛螺菌科。肠粘膜和肠内容物的微生

物组成不同，粘膜的群落功能变化明显大于内容物。

进一步的研究应集中在肠粘膜和肠内容物微生物组

上，以更深入的研究微生物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青幼期抑郁样食蟹猴模型“微生物-肠-脑”轴

研究 

 

滕腾 1,2 蒋沅良 1 向涯洁 2 李雪梅 2 樊力 2 刘雪儿
2 杜康 1 周新雨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精神科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内科 

 

    目的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高，但其发病

机制不同于成年抑郁症，具有独特的临床表型和生

物学机制，“微生物-肠-脑”轴是抑郁发病机制的新假

说，但其参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发病机制不清。 

    方法  10只青幼期雄性食蟹猴分为慢性不可预

见性温和刺激组（CUMS）和对照组（CON），CUMS

组通过 5 个周期慢性不可预见性刺激，每个周期包

括 7 天刺激和 4 天行为学观察，在刺激结束后进行

苹果渴求测试和人类干扰测试，对青幼期食蟹猴脑

区（前额叶、杏仁核、海马）和外周组织（血浆、盲

肠及内容物、升结肠及内容物、横结肠及内容物、降

结肠及内容物）进行取材，并进行非靶向代谢组学

检测，对盲肠及内容物、升结肠及内容物、横结肠及

内容物、降结肠及内容物进行宏基因测序，随后，对

测序结果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刺激结束后，CUMS 组青幼期食蟹猴出

现抑郁样行为。CUMS 组与 CON 组相比，“微生物

-肠-脑”轴中共有521种差异代谢物，其中脑区76个、

血浆 30 个、肠道 130 个、肠内容物 334 个，40.88%

的代谢物属于脂类和类脂类代谢。通过 WGCNA 结

果显示，共有五个模块（magenta, red, turquoise, 

brown 和 purple）与抑郁样行为学相关，这些模块

中大多数也集中在脂类和类脂类代谢。通过 KEGG

通路分析，显示前额叶-肠-微生物轴集中在嘌呤代谢、

鞘磷脂和甘油磷脂代谢通路，杏仁核-肠-微生物轴集

中在胆汁吸收和氨基酸核糖代谢通路。宏基因结果

与代谢结果相似，大多数黏膜和内容物的肠道微生

物与关键代谢通路的代谢物存在显著相关性。 

    结论  青幼期食蟹猴“微生物-肠-脑”轴代谢通

路紊乱，“前额叶-肠-微生物”轴与“杏仁核-肠-微生物”

轴改变不同，且肠道微生物与关键代谢通路存在显

著相关性。 

 

 

 

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刺激导致青幼期食蟹猴

抑郁样行为、高皮质醇血症和代谢功能障碍 

 

滕腾 1,2 蒋沅良 1 向涯洁 2 李雪梅 2 樊力 2 刘雪儿
2 杜康 1 周新雨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精神科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内科 

 

    目的  青少年抑郁症是一种常见而严重的精神

障碍，具有不同于成人抑郁症的独特特征。成年非

人灵长类动物应激诱导的类抑郁行为模型是研究抑

郁机制的常用模型，然而，青幼期非人灵长类动物

模型仍然缺乏。 

    方法  选取 10 只 2-4 岁的雄性青幼期食蟹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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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龄、体重配对分为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刺激组

（CUMS）和对照组（CON）。实验开始前对青幼期

食蟹猴进行 7 天的适应，随后进行 8 天的基线行为

学测试，包括糖水偏好测试、体重和 9 种行为学观

察（蜷缩样行为、运动、刻板样行为、环境应答、攀

爬、理毛、玩球、观察和坐立）。实验共计 5 个周期，

每个周期为 11 天：前 7 天，CUMS 组暴露在慢性不

可预见刺激下，包括 7 种刺激：噪音刺激、水剥夺、

食物剥夺、束缚、寒冷应激、频闪和不可避免的足部

电击，CON 组为正常饲养；后 4 天，行为学测试（糖

水偏好、体重和 9 种行为学观察）。在整个实验结束

后，进行苹果渴求测试、糖水偏好测试和人类入侵

者测试，并使用 Elisa 技术对毛发和血浆皮皮质醇进

行检测，使用液相质谱技术（liquid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进行血浆代谢组学检测。 

    结果  在基线时，CUMS 组和 CON 组的行为

学没有差异。在终点时，CUMS 组表现出更高的抑

郁样行为（蜷缩样行为）和更少的活动。此外，从基

线到终点，CUMS 组的抑郁样行为增加，CON 组没

有改变。在苹果渴求测试中，CUMS 组尝试苹果的

次数明显少于 CON 组。在人类侵入者测试中，

CUMS 组在凝视阶段表现出明显高于 CON 组的焦

虑样行为。CUMS 组的头发皮质醇水平在终点显著

高于 CON 组。此外，血浆组学分析发现 CUMS 组

食蟹猴的代谢物途径的改变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的代谢途径重叠。 

    结论  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刺激可诱导青幼期

食蟹猴的抑郁和焦虑样行为、高皮质醇血症和代谢

紊乱。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模型，可以用来研究青

少年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

netic Stimulation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The Brain Lipidome in A Cuprizone-in-

duced Mouse Model of Demyelination 

 

周翠红 1 薛姗姗 1 薛芬 1 蔡敏 1 王化宁 1 谭庆荣 1 

彭正午 1  

1）西京医院 

 

    Objective  :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on myelin in-

tegrity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and growing evi-

dence suggests that rTMS is beneficial in improving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promoting myelin repair. How-

e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gnitive improvement 

due to rTMS and changes in brain lipids remains elusive. 

To assess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rTMS on cuprizone 

(CPZ)-induce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evaluate 

changes in lipid composition in the hippocampus, pre-

frontal cortex, and striatum in mice. 

    Methods  : We used the Y-maze and 3-chamber 

tests, as well as a mass spectrometry-based lipidomic 

approach in a CPZ-induced demyelination model in 

mice. 

    Results  : CPZ induce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remarkable changes in brain lipids, specifically in glyc-

erophospholipids. Moreover, the changes in lipids 

with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were more extensive com-

pared to those observed in the hippocampus and stria-

tum. Notably, rTMS ameliorated CPZ-induced cogni-

tive impairment and partially normalized CPZ-induced 

lipid changes. 

    Conclusion  : Taken together, our data suggest 

that rTMS may reverse cognitive behavioral changes 

caused by CPZ-induced demyelination by modulating 

the brain lipidome, providing new insights into the ther-

apeutic mechanism of rTMS. 

 

 

 

基于双相障碍风险基因 TRANK1 的细胞和

动物模型研究 

 

蔡欣 1 杨智辉 1 胡中华 2 常宏 1 李明 1  

1）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动物模型与人类疾

病机理重点实验室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精准分子医学研究所 

 

    目的  TRANK1 是欧洲和亚洲人群样本中与 I

型双相障碍发病风险最相关的基因，我们近期研究

亦证实 TRANK1 表达受到 GSK-3 的调控，而 GSK-

3 是锂盐的重要作用靶点。此外，TRANK1 基因在

脑组织和原代神经元中均影响昼夜节律、钙离子通

道、突触等信号通路。因而，TRANK1 在双相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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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何生物学功能亟需深入探索。 

    方法   利用人脑组织转录组数据分析、

CRISPR/Cas9 基因编辑、蛋白免疫印迹、原代神经

元培养、腺相关病毒脑立体定位注射和多种行为学

范式，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动物水平对 TRANK1

基因的功能及参与双相障碍发生的生物学机制进行

了细致的探讨。 

    结果  通过脑组织转录组数据分析，我们证实

TRANK1 基因的表达降低与 I 型双相障碍的发病风

险显著相关；而 TRANK1 基因的表达升高可能与 II

型双相障碍密切相关。在细胞水平，我们发现 Trank1

基因的敲降会导致神经元树突棘和兴奋性突触密度

的显著升高，而 Trank1 基因过表达会导致神经元树

突棘密度显著降低。在动物水平，我们证实海马脑

区敲低 Trank1 表达的小鼠在多个行为学范式（如旷

场、高架十字迷宫、悬尾）中均表现出“躁狂样“行为。

此外，我们发现小鼠脑中 Trank1 基因的表达变化与

昼夜节律密切相关。 

    结论  我们的研究初步提示 TRANK1 风险基

因可能通过影响树突棘发育和突触功能参与疾病的

发生，且 TRANK1 的波动表达可能参与了双相障碍

的心境变化，而 TRANK1 作为 GSK-3 调控的下游

分子提示其可能是潜在的药物作用靶点。 

 

 

 

抑郁症风险变异影响 VRK2 基因转录活性、

mRNA 表达水平和小鼠抑郁样行为 

 

尹美钰 1 赵丽娟 1 常宏 1 李明 1  

1）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目的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发现大量与

抑郁症显著相关的 DNA 风险变异，其中，VRK2

（VRK 丝氨酸/苏氨酸激酶 2）基因内的单核苷酸多

态性（SNP）位点与抑郁症风险显著相关。本文主要

探讨 VRK2 基因内的抑郁症风险变异，及其在分子

水平和个体水平造成的影响。 

    方法  使用 23andMe, UK Biobank 和 PGC2 

GWAS 数据库进行欧洲人群中的整合分析，并利用

汉族人群中的独立样本进行验证，以寻找 VRK2 基

因内与抑郁症显著相关的 SNP。随后，结合细胞分

子生物学手段研究抑郁症风险 SNP对VRK2转录活

性和基因表达的影响。最后，利用脑立体定位微量

病毒注射的方法在小鼠海马脑区中敲降 Vrk2 基因

表达，通过一系列与运动能力、焦虑和抑郁相关的

行为学检测研究其对小鼠行为的影响。 

    结果  我们发现 SNP rs2678907 在欧洲和汉族

人群样本中均与抑郁症发病风险显著相关，且该

SNP 的风险等位基因显著降低 VRK2 启动子活性和

基因表达水平，从而导致其在抑郁症患者中的

mRNA 表达下调。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小鼠腹侧海

马中敲降 Vrk2 基因，可以导致小鼠出现焦虑和抑郁

样行为，比如在悬尾实验中敲降 Vrk2 的小鼠不动时

间延长，而屈体向上的行为显著减少。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VRK2 是抑郁症的

风险基因，并为其参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潜

在线索。 

 

 

 

Integrating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and Se-

rum Proteins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Pi-

lot Study 

 

Suzhen Chen1,2, Yuqun Zhang3, Yingying Yin1,2, 

Yonggui Yuan1,2,4  

1 ）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s and Psychiatry, 

ZhongD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

versity 

2）Institute of Psychosomatics,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3）School of Nurs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4）Key Laboratory of Developmental Genes and Human 

Disease, 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a 

disabling disease with high misdiagnosis and correct/ac-

curate diagnosis is important for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Abnormal brain functions and peripheral protein levels 

are often observed in MDD and even consider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DD. This study ex-

plored whether integrating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and 

serum proteins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MDD. 

    Methods  A total of 50 MDD patients and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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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controls (HC)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unc-

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examine ampli-

tudes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and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of spontaneous activity. Blood 

samples of 30 MDD and 30 HC subjects among them 

were drawn for detecting serum levels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cortisol, interferon (IFN)-

γ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Correlation analyses 

was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 among brain 

functions, clinical variables, and serum protein level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and 

Fisher 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classification powers of single and com-

bined index in discriminating between the MDD and 

HC subjec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 higher ALFF and 

lower ReHo in right precentral gyrus (ReHo_rPrCG), 

higher ReHo in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ReHo_rSFG), higher cortisol and IFN-γ, and lower 

BDNF were observed in MDD patients, while CRP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oth IFN-γ levels and 

ReHo_rSFG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aseline 

HAMD-17 scores, and CRP levels negatively related to 

both ReHo_rPrCG and reduction rate of HAMD-17 

scores. Integrating BDNF, cortisol, IFN-γ and 

ReHo_rPrCG displayed a better discrimination ability 

(AUC=0.924, accuracy= 87.2%, sensitivity=95.7% and 

specificity=87.5%) with a leave-one-out cross valida-

tion accuracy of 85.1%.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re-

gional spontaneous activities and serum protein levels 

changed in MDD patients, and integrated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and proteins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diagnosis. 

 

 

 

Disc1tr 精神分裂症模型小鼠中枢糖代谢异常

与认知功能损害的研究 

 

谢鹏 1 王肖依 1 郎兵 1 吴仁容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探究 Disc1tr 精神分裂症模型小鼠的认

知功能是否受到中枢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方法  使用 5月龄雄性的Disc1tr精神分裂症模

型小鼠及其同窝对照作为研究对象。小鼠取耳样提

取 DNA 后鉴定其是否携带 Disc1tr 基因，并以此进

行分组。实验动物适应环境至少 1 周后进行 T 迷宫

（TM）自发交替、水迷宫（MWM）、情境条件恐惧

（CFC）等行为学实验。将实验动物处死后分离前额

叶与海马，裂解组织后分离上清液并定量蛋白浓度，

变性后使用蛋白免疫印迹法（WB）测量胰岛素受体

底物 1 型（IRS1）的磷酸化水平，以及葡萄糖转运

体 4（Glut4）、突触相关蛋白（包括 HOMER1、PSD95

等）的相对表达丰度。根据数据类型对数值变量使

用 t 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检验。 

    结果  共计 31 只 Disc1tr 小鼠与 10 只阴性对照

小鼠进行了行为学实验。在不同基因型之间，TM、

MWM、CFC 等行为学测试均未显示统计学差异。取

3 只 Disc1tr 小鼠与 3 只阴性对照小鼠的脑组织进行

了WB实验。WB结果显示，相对于阴性对照，Disc1tr

小鼠海马组织中 PSD95 表达量降低（t = -3.092, df = 

4, p = 0.036），前额叶中 HOMER1 表达量降低（t = 

-4.793, df = 4, p = 0.00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上

述结果表明 Disc1tr 小鼠存在大脑突触结构异常。同

时，Disc1tr 小鼠前额叶 pIRS1-S612 磷酸化水平升高

（t = 3.04, df = 4, p = 0.038），且 Glut4 表达量下降

（t = -3.242, df = 4, p = 0.032），表明 Disc1tr 小鼠神

经中枢对葡萄糖的利用出现了异常，存在中枢胰岛

素抵抗。 

    结论  Disc1tr 小鼠未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功能损

害，但大脑神经突触发育存在异常，可能与中枢胰

岛素抵抗有关。 

 

 

 

TPO-ab Affects Aggressive Behavior in Men-

tal Disorders 

 

任丽娜 1 王永军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Objective  The link between TPO-Ab and sui-

cide/aggressive behavior remains uncertain. To explore 

whether 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 could 

affect the aggressive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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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This study used a retrospective analy-

sis to select a total of 812 in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schizophrenia, bipolar disorder or unipolar depres-

sion in Shenzhen Kangning Hospital and underwent 

thyroid antibody and functional tests. The electronic 

case system records the main demographic data. Enrol-

lers we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PO-Ab positive 

group and TPO-Ab negative group. All patients are di-

agnosed according to ICD-10. Specific assessments and 

records of patients' suicide or aggressive behavior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electronic case system of Shen-

zhen Kangning Hospital. 

    The de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ategorical vari-

able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χ2 test. The median and 

interquartile range were selected for continuous varia-

bles, and the rank sum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Binary logical regression is used to verify the associa-

tion between TPO-Ab and suicide or aggressive behav-

ior. The difference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at P<0.05. Al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version 26. 

    Results  TPO-Ab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aggres-

sive behavior (OR=1.684; 95%CI=1.067-2.657, 

P=0.025); there are stil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f-

fect after adjusting thyroid function (OR=1.747; 

95%CI=1.043- 2.926); P=0.034). 

    Conclusion  TPO-Ab is a risk factor for aggres-

sive behavior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nd can 

increase the treatment burden during hospitalization, in-

cluding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hospitalization cost, 

and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用钾离子通道“折纸风车”模型阐释心肌细胞

动作电位发生机制 

 

孙作东 1  

1）黑龙江省亚欧脑科学研究院 

 

    目的  心肌细胞动作电位的研究与神经纤维细

胞的研究同等重要，心肌细胞动作电位理论基础是

神经纤维细胞所形成的离子学说，其核心观点：细

胞动作电位下降相，由 K+外流所主导。应用 K+钾

离子通道“折纸风车”模型原理，已对神经纤维细胞

动作电位发生机制进行了合理阐释，并得出了与离

子学说截然相反的观点：动作电位下降相，由 K+内

流所主导。同理，应用 K+通道“折纸风车”模型原理，

也能够对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发生机制给出合理解释。 

    方法  心肌细胞动作电位与神经纤维细胞的区

别：心肌细胞动作电位产生过程除了 K+、Cl-、Na+

外，还有 Ca2+的参与。上升相 Ca2+内流，会缩短去

极化时程；下降相 Ca2+内流，会延长复极化时程。 

    结果  K+、Ca2+ 空间置换比例：旋入2个K+、

挤出 3个Ca2+、胞内多出 4个负电荷，其比例 2:3:4；

反之，旋入 3 个 Ca2+、补 2 个 K+位，胞内多出 4

个正电荷，其比例 3:2:4。Na+、Ca2+ 空间置换比例：

旋入 1 个 Na+、挤出 1 个 Ca2+、胞内多出 1 个负电

荷，其比例 1:1:1；反之，旋入 1 个 Ca2+、挤出 1 个

Na+、胞内多出 1 个正电荷，其比例 1:1:1。 

    结论  应用“折纸风车”模型原理，能够合理阐

释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发生机制，进一步支持了“折纸

风车”模型理论，证明了“鸠子论”“脑细胞激活论”的

科学性，以及“动作电位下降相，由 K+内流所主导”

观点的正确性。对心肌细胞动作电位进行科学合理

解释，对当前乃至今后心脏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

实际，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Brain-specific Oxysterols and Risk of Schizo-

phrenia in Clinical High Risk Subjects an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孙作厘 1 赵蕾 1 薄奇静 1 毛珍 1 贺毅 1 姜涛 1 李宇

红 2 王传跃 1 李人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首都医科大学 

 

    Objective  Accumulating evidence from clinical, 

genetic, and epidemiologic studies suggest that schizo-

phrenia might be a neuronal development disorder. 

While oxysterols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neurodevelop-

ment, it is unknown whether oxysterols might be in-

volved in development of schizophrenia.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ssue-spe-

cifically originated oxysterols and risk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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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A total of 216 individuals were re-

cruit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76 schizophrenia patients, 

39 clinical high risk (CHR) subjects and 101 healthy 

controls (HC). We investigated the circulating levels of 

brain-specific oxysterol 24(S)-hydroxycholesterol 

(24OHC) and peripheral oxysterol 27-hydroxycholes-

terol (27OHC) in all participants, and analyzed the po-

tential links between the oxysterols and specific clinical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nd CHR. 

    Results  Our data showed an elevation of 24OHC 

in both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CHR than that in HC, 

while a lower level of 27OHC in the schizophrenia 

group only. The ratio of 24OHC to 27OHC was only in-

creased in the schizophrenic group comparted to CHR 

and HC.  For th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the circulat-

ing 24OHC level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is-

ease dura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total scores, while the 27OHC levels 

were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sitive symptom 

scores. 

    Conclusion  Together,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e 

disruption of tissue-specifically originated cholesterol 

metabolism in schizophrenia and CHR, suggesting the 

circulating 24OHC or 24OHC/27OHC ratio might not 

only be a potential indicator for risk for schizophrenia, 

but also be biomarkers for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in 

neuropathology of schizophrenia. 

 

 

 

探讨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用药管理安全性的

调查 

 

陈盛柏 1 陈雪凝 1  

1）海南省平山医院 

 

    目的  调查住院精神分类症患者的用药管理的

安全性，为临床用药的合理性提供帮助； 

    方法  选择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7 月入住该

院住院部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28 例，采用完全随机

方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64 例）及对照组（64 例），

观察组采用阿立哌唑治疗，对照组采用利培酮治疗，

对比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药物副作用（TESS 量表）

及患者的严重程度（PANSS 量表）评分情况； 

    结果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常见病，多发病。

对患者及家属的影响巨大[1]。临床上精神分裂症主

要以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为主，临床采用抗精神病药

物阿立哌唑及利培酮治疗的患者较多，它们都可以

针对患者的阳性及阴性症状进行治疗[2]。为了明确

利培酮及阿立哌唑对于患者的用药安全性及临床疗

效差异，进行本临床对照研究，结果如下：采用阿立

哌唑的观察组患者在用药 1 疗程时与对照组比较

TESS 评分显著减少，（P＜0.05），且与本组用药 7d

相比显著下降，（P＜0.05）；对照组患者用药 1 疗程

及用药 7d 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同时发现其

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阴性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阴性症状评分，（P＜0.05），但总分比较无显著差

异（P＞0.05）； 

    结论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阿立哌唑及利

培酮均能够获得较好的疗效，患者副反应小，阿立

哌唑的耐受度更高，对患者的阴性症状缓解更快，

可以依据患者个体情况进行针对性选择用药。 

 

 

 

精神分裂症及前驱期的 CALN1 基因甲基化

异常变化的研究 

 

龙雨君 1 刘驿 1 吴仁容 1 赵靖平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重性精神障碍，其临

床表现包括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认知缺陷等。目

前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不明确，多种环境因素和遗

传因素共同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既往的研究发

现CALN1基因是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基因之一，DNA 

甲基化作为环境因素与遗传物质之间交互作用的核

心途径之一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本研究对

CALN1 基因甲基化位点进行检测，试图寻找精神分

裂症和前驱期的异常甲基化位点，了解 CALN1 基

因异常甲基化在精神分裂症与前驱期发病过程中的

作用机制。 

    方法  本研究纳入 39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41 例前驱期个体以及 40 例健康对照组。提取外周

血单个核细胞的 DNA，使用 MethylTarget 多重目的

区域甲基化富集测序技术对 CALN1 基因甲基化位

点进行检测。使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

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精神病风险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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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征定式访谈（SIPS）评估前驱期个体的前驱症状，

使用 MATRICS 公认认知成套测验（MCCB）评估

认知功能。 

    结果  本研究发现首发精神分裂症组、前驱期

组以及健康对照组之间在 CALN1 基因第 58 位点，

参照 UCSC 人类基因组序列（Hg19）chr7:71407356 

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以及前驱期个体均较健康对照组在该位点的甲

基化水平显著升高，而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前驱

期个体之间在该位点的甲基化水平无明显差异。 

    相关分析发现，该位点的甲基化水平与首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 PANSS 阴性症状分、PANSS 总分

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细分阴性症状发现，该位

点的甲基化水平与阴性症状的表达缺陷领域分呈正

相关，与意志减退-情感淡漠领域分同样存在与意志

减退-情感淡漠领域分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 

    首发精神分裂症组在信息处理速度、词语学习、

视觉学习、推理和问题解决、社会认知等认知领域

较健康对照组存在缺陷；前驱期组在信息处理速度

推理和问题解决等认知领域较健康对照组存在缺陷。 

    未发现 CALN1 基因异常甲基化位点与认知缺

陷的相关性。 

    结论  我们发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前驱期

个体的 CALN1 基因均存在异常的甲基化位点，并

且该位点的甲基化水平与阴性症状严重度相关，可

能参与阴性症状的发生机制。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与前驱期个体在 CALN1 基因的甲基化水平相似，

提示该位点甲基化的异常改变发生在精神分裂症首

次发病以前，可能具有早期诊断价值。 

 

 

 

Effects of CYP2D6 Gene Polymorphism on 

Plasma Concentration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Olanzapine 

 

杨叶 1 吴仁容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aimed to evaluate the as-

sociation between CYP2D6 gene polymorphism and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olanzapine, as well as treatment 

response to olanzapin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ntipsy-

chotics is determined to some extent by gene polymor-

phism of metabolic enzymes, especially the CYP2D6 

gene. 

    Methods  We recruited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who were treated with olanzapine, exam-

ined the plasma olanzapine levels, and assayed a com-

mon mutation site within each of the nine exons of the 

full-length of the CYP2D6 sequence. Schizophrenic 

symptom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and over-

all clinical impression. Adverse effec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Barnes Akathisia scale and extrapyramidal 

symptom rating scale.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lasma 

olanzapine concentrations, response to treatment, or oc-

currence of adverse effects were observed among differ-

ent CYP2D6 genotypes. In contrast, olanzapine concen-

tr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The single nuclear polymorphisms (SNPs) 

C100T, C2851T, and G4181C were associated with ad-

verse reactions to metabolism, especially dyslipidemia 

    Conclusion  Thus, the CYP2D6 genotype did not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plasma olanzapine concentra-

tions, response to treatment, and occurrence of adverse 

effects to olanzapine. In contrast, SNPs may be associ-

ated with some adverse metabolic reactions. 

 

 

 

精神分裂症 DNA 甲基化的研究进展 

 

王肖依 1 吴仁容 1 赵靖平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障碍，

目前精神分裂症的确切病因和发病机制仍不清楚。

其中遗传因素是最具有影响、有证据支持的影响因

素。同卵双生子说明说明环境因素亦可能起着重要

作用。普遍认为，常见的遗传变异会增加个体对环

境危险因素的易感性，而环境因素可以通过表观遗

传学机制引起基因表达的持续改变。表观遗传因素

可能在精神分裂症中起重要作用。其中 DNA 甲基

化在基因表达的调控中起关键作用。异常的 DNA 

甲基化是最稳定且最有代表性的表观遗传修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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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基化的CpG岛的异常增高的甲基化与一些抑癌

基因的失活有关。DNA 甲基化需要特异性 DNA 甲

基转移酶（DNMTs）的催化。DNMTs 是一类高度保

守的催化酶类，催化胞嘧啶中甲基基团的增加。这

一修饰作用被认为在细胞分化和细胞分裂中是非常

稳定的。DNMTs 分为不同的亚型，有不同的作用。

DNA 甲基化主要发生在鸟嘌呤前的胞嘧啶上，即

CpG 位点。CpG 位点分布于基因组中，除了 CpG 岛

是低甲基化的，其余位点均为高甲基化的。最近对

鼠额叶皮质的深入分析发现虽然大多数甲基化发生

在 CpG 位点，但也有相当比例的非甲基化 CpG 位

点。CpG 岛（CGI）长度约为 1000 个碱基对的 DNA

片段，较基因组其余部位有较高密度的 CpG，且基

本为未甲基化状态。几乎有 70%的基因启动子在

CGI 中。尤其是管家基因的启动子常嵌在 CGI 中。

CGI 在人类中高度保守。CGI 的定位和在进化中的

高度保守性提示其有重要的功能，研究表明  CGI 

通过调节染色质结构（如核小体）和转录因子结合

来促进基因表达。精确的甲基化和去甲基化的时间

调控对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成熟尤为重

要。研究者发现多能神经前体细胞（NPCs）的发育

一次经历神经元形成和星形胶质细胞形成。在发育

过程中形成的 DNA 甲基化模式可以通过神经活动

来调节，从而编码学习和记忆行为。当建立和识别

DNA 甲基化的功能失调时，将会导致学习和记忆障

碍。精神发育迟滞中的 Rett 综合征，就是由 MeCP2

基因突变引起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DNA 甲基化

与多种精神疾病有关。病例对照和双生子研究均发

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周血细胞出现了低甲基化。大

样本甲基化组学相关研究显示有多个位点可能是精

神分裂症的潜在生物学标记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前额叶皮质和前扣带回的甲基化改变研究中发现，

与神经发育和神经递质有关的多个位点均出现甲基

化异常。 

 

 

 

精神分裂症纹状体环路异常与多维认知功能

的关系研究 

 

王伟岩 1 吴仁容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纹状体功能的多巴胺能调节失调是解释

精神分裂症症状的潜在机制许多模型的基础，皮质-

纹状体通路（特别是联想纹状体通路）在精神分裂

症认知症状的产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纹状体

在功能、形态和连接性上是异质的，纹状体的不同

亚区及其 DA 能神经支配参与了不同的过程。精神

分裂症患者中纹状体的不同亚区呈现出不同的固有

连接模式异常，并且这些异常可能与某些认知维度

相关。因此，本研究招募了首发急性期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筛选了双侧 12 个纹状体亚区和全脑灰质体

素之间的功能连接异常，并将这些异常作为特征，

使用相关分析探索了不同认知维度与异常纹状体环

路的关系。 

    方法  经数据质量控制，最终有来自 3 个中心

的 270 例被试（17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100 例健康

对照）纳入研究。提取 12 个纹状体双侧亚区用作种

子点计算功能连接分析的，患者和健康对照的独立

样本 t 检验用于筛选异常功能连接（p<0.05,体素水

平的 FDR 校正），并提取每个异常区域的功能连接

值。计算患者的异常功能连接值与 MCCB 评分之间

的相关系数，并对结果作 FDR 校正（P<0.05），然后

进行控制中心效应的偏相关分析。 

    结果  (1) 纹状体 12 个亚区的全脑功能连接中，

病人组在 8个亚区的功能连接显示出异常（p<0.05，

体素水平的 FDR 多重比较校正），一共发现 65 个功

能连接异常。总体来看，病人的纹状体亚区主要呈

现出功能连接的降低，大部分分布在额叶皮层以及

小脑的蚓部 4-5，有部分分布在顶叶、颞叶和岛叶皮

层及扣带回；而病人功能连接的升高主要出现在楔

前叶和纹状体内部的尾状核。(2) 相关分析发现共有

11 条功能连接显示出与 MCCB 部分维度的显著相

关，其中包括双侧腹内侧壳核和左侧背外侧尾状核

亚区与皮层及小脑的功能连接。使用偏相关分析控

制了中心效应之后，只有左侧尾状核-中央前回的功

能连接与 MCCB 信息处理速度呈显著负相关，以及

左侧尾状核-顶下小叶的功能连接与 MCCB 信息处

理速度和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FDR 校正）。 

    结论  精神分裂症的不同纹状体亚区存在不同

的异常功能连接模式，其中左侧尾状核与中央前回

和顶下小叶的功能连接下降显示出与认知损伤程度

的相关。 

 

 

 

The Role of Fungal Gut Microbiota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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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of Schizophrenia 

 

袁秀霞 1 黑钢瑞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intestinal fungal microbiota and polygenic risk 

score (PRS), and their role in the risk of SCH. 

    Material  Two hundred and five first episode, 

drug-free SCH patients enrolled. Gut fungal microbiota 

was characterized by 18S ribosomal RNA gene Am-

plicon sequencing. The DNA was extracted from blood 

using magnetic bead method and used for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SCH GWAS summary sta-

tistics for both the European and east Asian population 

were downloaded from https://www.med.unc. 

edu/pgc/download-results/scz/ with permission. After 

filtering out SNPs that do not exist in data from the sum-

mary statistics, the program PRC-CS was used to com-

pute the European-based polygenic risk score (PRS-

EUR) and the East Asian-based polygenic risk score 

(PRS-EAS) for SCH, separately. 

    Results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be-

tween PRS and the risk of SCH. PRS-EAS showed 

stronger associations (OR=2.08, 95%CI=1.51-2.92, 

p=1.22x10-5) than PRS-EUR (OR=1.73, 95%CI=1.30-

2.35, p=2.77x10-4). On the observed scale, PRS-EAS 

and PRS-EUR explained 8.9% and 5.8% of phenotypic 

variance, respectively. An increased PD index was asso-

ciated with a lower risk of SCH (OR=0.82, 95%CI 

=0.72-0.97, P =0.012, R2=19%). We also observed sig-

nificant associations between MD index and the risk of 

SCH. B_MD showed stronger associations (OR=1.52, 

95% CI=1.36-1.69, p=7.83×10-13) than F_MD 

(OR=1.20, 95% CI=1.13-1.28, p=1.42×10-7). The ex-

plained proportions of phenotypic variance were signif-

icantly increased (R2=46) in the model including both 

PRS-EAS and the B_MD, F_MD index. Aspergillus and 

Purpureocillium was identified to be the core fungal 

markers. We found strong associations between fungal 

markers Purpureocillium, Aspergillus and the risk of 

SCH. The increased abundance of Purpureocillium 

showed a higher risk to SCH (OR=1.17, 95% CI=1.09-

1.25, p=8.30×10-6, R2=25%). The increased abundance 

of Aspergillus showed a weaker risk to SCH (OR=0.92, 

95% CI=0.86-0.99, p=0.040, R2=18%). We also ob-

tained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PRS-EAS and 

Aspergillus (p=3.68×10-3). The interaction term ex-

plained 3.52% of phenotypic variance.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gender,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course of dis-

ease, the abundance Purpureocillium wa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symptom severity (r=0.200, p=0.034),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measured 

by visual learning test (r=-0.349, p=1.01×10-4) and At-

tention/vigilance (r=-0.260, p=0.002). Patients in Pur-

pureocillium dominant group showed more severe psy-

chiatric symptoms and poor cognitive function com-

pared with Purpureocillium depletion group.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clearly show that both 

gut fungal markers and host genetics interactively con-

tribute to the risk of developing schizophrenia. 

 

 

 

The Study of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nd ReHo Analysis in Major Depression Dis-

order 

 

刘思佳 1 马瑞华 1 罗阳 1 刘攀琪 1 赵科 2 郭华 3 石

晶 1 杨甫德 1 谭云龙 1 谭淑平 1 王志仁 1  

1）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北京回龙观医院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3）河南省驻马店市精神病(第二人民)医院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neural basis of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this 

study adopts a short-term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est, fast presenting  two of the six kinds of expressions 

(happy, sad, anger, fear, aversion, and surprise), com-

paring the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difference be-

tween the MDD patients and healthy people. A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scan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Reho val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and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resting brain spontaneous activity in MDD pa-

ti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symptoms and 

the accuracy of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Results  1.The accuracy of faci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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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in MDD patients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HC group.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sad-anger 

(p=0.026), surprise- aversion (p=0.038), surprise-happy 

(p=0.014), surprise-sad (p= 0.019), fear-happy 

(p=0.027), fear-anger (p=0.009). The reaction time of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in the patient group is sig-

nificant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HC group. 

    2. Compared with the HC group, the Reho values 

decreases in left parahippocampal gyrus, left thalamus, 

right putamen, left putamen and right angular gyrus, and 

increases in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middle tem-

poral gyrus, left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right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3.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ReHo and 

HAMD-17 scores in MDD patients (p>0.05) while the 

ReHo value of the left putame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fear-surprise (r= -0.429, 

p=0.016), the Reho value of the right angular gyru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sad-anger 

(r=0.367, p=0.042), and the Reho value of the right me-

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fear-anger (r= -0.377, p=0.037). 

    Conclusion  In view of the special performance 

of MDD patients in facial expression task, facial expres-

sion recognition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biological 

marker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pression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early intervention of depression. Many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frontal lobe, temporal lobe, stri-

atum, hippocampus and thalamus in MDD patients 

show extensive ReHo abnormalities in the resting state. 

These brain regions with abnormal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LCSPT and LTC 

circuits, and their dysfunctional functions will lead to 

the disorder of emotion regulation. The reduction of 

spontaneous activity in the angular gyrus may represent 

an abnormal pattern of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the 

neural circuits related to emotion regulation, which may 

be the neural basis of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光疗法在情感障碍中的临床应用和研究新进

展 

 

刘志伟 1 孙亮 1 张大鹏 1 孙锋 1 刘云 1  

1）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情感障碍是精神科常见的精神疾病，在

中国人群中的终生患病率高达 7.4%。情感障碍患者

目前大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药物起效时间一般需

1-2 周。光疗法作为一种新的治疗干预措施，在情感

障碍中可能具有较大的临床价值和应用前景，然而

目前在精神科的使用较为局限。本研究从光照与情

感症状的关系出发，分别阐述了光疗法在季节性抑

郁症（SAD）、非季节性抑郁症、双相障碍抑郁发作、

器质性疾病抑郁症状及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抑

郁症中的应用疗效和研究新进展。 

    方法  以“depression（Mesh）、depressive emotion、

depressive symptoms、affective disorder（Mesh）、light 

therapy（Mesh）”为英文关键词检索 Medline（Pub-

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数据库，以“抑郁，

情感障碍，光疗法”为中文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万

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检索时间截至 2020 年 9 月 10 日。纳

入标准：已经发表的全文文献（包括临床研究、基础

研究、动物实验、系统综述），年代不限。排除标准：

排除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一般综述以及经验总结

性论述。 

    结果  光疗法作为一种物理干预措施，被研究

证明对治疗情感障碍有益，包括重度抑郁症、双相

情感障碍和产后抑郁症等。 

    结论  光疗法可为情感障碍患者临床症状的缓

解带来益处，且没有明显副作用，使其成为一种具

有临床应用前景的治疗方法。 

    基金: 阜阳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科研项目

（FY2020xg1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and The First Episode  Schizo-

phrenia 

 

李慧慧 1 宋学勤 2 袁秀霞 2 李雪 2 庞礼娟 2 朱琦玥
2  

1）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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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Comparison of faecal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between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cs and healthy 

controls.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cal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and mental symptoms in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role of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in schizophrenia.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7 to december 

2019, 49 patients (case group), medical staff and 50 

healthy volunteers (control group)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The fresh morning stool 

was collected by sterile sealed collecting tube and stored 

in -80℃ refrigerator immediately. Gas chromatog-

raphy-mass spectr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ontent 

of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in the fece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levels of total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acetic acid, isovaleric acid and hexanoic acid in the case 

group （ 4.80±1.87,4.00±1.83,0.07±0.03,0.04±0.01 ）

ug/mL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3.74±1.60,3.10±1.62,0.05±0.02, 0.03±0.01）ug/mL,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isobutyric acid（0.04±0.02）

ug/mL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0.05±0.02）ug/mL, and the differences are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P<0.05).The total SCFAs and acetic 

acid levels in fec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NSS positive symptom scores （ r=-0.463,-

0.403;p=0.001,0.004）.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fecal total short chain 

fatty acid, acetic acid, isovaleric acid and hexanoic acid 

in th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s were abnormally in-

crease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cal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and intestinal dys-

function and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移植

致小鼠分裂样异常行为和谷氨酸-谷氨酰胺-

GABA 循环 

 

陶琪 1 宋学勤 2  

1）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1.比较患者组和对照组肠道微生物群的

差异性，评估肠道微生物群在 SCZ 发病机制中的作

用 

    2.分析患者组与对照组微生物区系受体小鼠样

本，评估谷氨酸-谷氨酰胺-GABA 循环可能是肠道

微生物群调节其生理和行为的潜在机制途径 

    方法  1.入组 20 名首发未用药 SCZ 患者及与

之相匹配的对照组 20 名 

    2.粪菌 DNA 提取、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和 16S 

rRNA 测序分析（V3、 V4 区） 

    3.FTM（粪菌移植实验）：患者组和对照组的粪

便菌群移植到两组小鼠体内 

    4.移植后小鼠行为测试：在肠道微生物移植 2 周

后进行小鼠行为测试。第一天筑巢行为（NBT）、第

二天旷场试验(OFT)、第三天社会交往试验(SIT)、第

四天强迫游泳试验（FST）、第五天惊跳反射的前脉

冲抑制实验（PPI）、第六、七天被动回避实验。 

    5.FMT 模型的代谢组分析比较：在 FMT 后第 2

周，从患者组和对照组小鼠体内取出粪便、血清和

海马等生物样本。通过基于气相色谱-质谱，液相色

谱-质谱和 NMR 的代谢组学平台进行提取和分析 

    6.统计分析 

    结果  1.相比对照组，患者组的肠道微生物群 α

多样性（菌群丰度和均匀度）降低，beta 多样性（菌

群落结构的差异性）升高 

    2. 相比对照组，检测 SCZ 样小鼠粪便、血清、

海马中谷氨酸、GABA 等含量发生变化 

    结论  1. SCZ 患者肠道微生物菌群失调与其临

床症状和认知功能相关；将 SCZ 患者的粪便菌群移

植到小鼠体内会导致其行为孤僻、被动及学习记忆

受损等，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导致了 SCZ 样症状 

    2. 检测 SCZ 样小鼠粪便、血清、海马中谷氨酸、

GABA 等含量变化，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谷氨酸

-谷氨酰胺-GABA 循环调节 SCZ 患者生理和行为的

潜在机制途径 

 

 

 

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 TNF-α 与氧化应

激因子交互作用的性别差异 

 

朱明环 1,2 吕钦谕 1 易正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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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浦东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TNF-α 和氧化应激因子水平的紊乱参与

了精神分裂症起病的病理生理过程。精神分裂症在

临床特征、细胞因子水平和氧化应激因子水平等方

面存在性别差异。故本研究探讨首发未用药精神分

裂症（FEDS）患者 TNF-α 和氧化应激系统的交互作

用在性别及临床症状特征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19 例 FEDS 患者和 135

例健康对照，予以测定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

Px)、过氧化氢酶(CAT)及丙二醛(MDA)水平。采用阳

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精神病性症状 

    结果  仅在健康对照组中发现血清 MDA 水平

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健康对照血清 MDA 水平高于

男性健康对照(F=7.06，p=0.009，pBonferroni=0.045)，

男性患者的血清 MDA 水平高于男性健康对照

(F=8.19，p=0.005，p Bonferroni=0.03)，而女性患者

与女性健康对照之间的血清 MDA 水平无明显差异

(F=0.0 1，p=0.92，pBonferroni>0.0 5)；偏相关分析

显示，女性患者血清 TNF-α 水平与 PANSS 阳性量

表评分存在相关性 (r=-0.49，p=0.002，p Bonfer-

roni=0.008)，而男性患者血清 TNF-α 水平与 PANSS

阳 性 量 表 评 分 无 相 关 性 (r=-0.11 ， p=0.36 ，

pBonferroni>0.05)；偏相关分析显示，女性患者血清

TNF-α 水平与 PANSS 阴性量表评分无相关(r=0.37，

p=0.02，pBonferroni=0.08)，男性患者血清 TNF-α 水

平与阴性量表评分存在相关性 (r=0.31，p=0.01，

pBonferroni=0.04)；在氧化应激因子中只发现男性患

者血清 MDA 水平与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存在相

关性(r=-0.32，p=0.007，pBonferroni=0.03)，而女性

患者血清 MDA 水平与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无相

关性(r=0.02，p=0.92，pBonferroni>0.05)；多元回归

分析发现，只有血清 TNF-α 和血清 MDA 的交互作

用与男性患者的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存在相关性

(B =-0.07, t = 2.46, p = 0.02)。 

    结论  本研究提示 TNF-α 和 MDA 水平紊乱及

其交互作用可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过程。 

 

 

 

奥氮平对首发精神分裂症代谢谱及脂质谱的

影响 

 

肖婧美 1 赵靖平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经 8 周奥

氮平治疗后血清代谢谱及脂质谱的变化，探讨奥氮

平发挥治疗作用及引起代谢副反应的分子途径。 

    方法  本研究共入组 43 名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者，均使用奥氮平单药治疗。测量治疗 8 周前后体

重指数（BMI）、空腹血糖（GLU）和血脂四项水平，

并评定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及副作用量

表（TESS）。使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技

术检测治疗前后患者血清代谢谱及脂质谱的变化。 

    结果  患者经奥氮平治疗 8 周后，PANSS 及部

分代谢指标包括 BMI、GLU、总胆固醇（CHOL）和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较基线显著变化(P＜

0.05)。通过非靶向代谢组学观察到，治疗后患者血

清谷氨酸、L-脯氨酸及腺苷水平有显著性变化（p＜

0.05），但三者的变化与 PANSS 无显著相关性（p＞

0.05）；治疗后棕榈油酸和油酸血清水平显著降低（p

＜0.05），两者在基线与 GLU 有相关性（p＜0.05），

且棕榈油酸血清水平的变化与BMI的变化显著相关

（p＜0.05）。进一步的脂质组学研究发现，患者甘油

三酯（TG）、磷脂酰胆碱（PC）、磷脂酰乙醇胺（PE）、

磷脂酰肌醇（PI）、磷脂酰丝氨酸（PS）、溶血磷脂酰

胆碱（LPC）、鞘磷脂（SM）和神经酰胺（CER）的

血清含量在治疗后均显著增加（p＜0.05）；部分 TG

分子血清含量的变化与 BMI 的增加显著相关（p＜

0.05）； PC(34:5)+H 的变化与 PANSS 的变化呈显著

负相关（p＜0.05）；而 LPC 及 SM 的血清含量的变

化与临床指标无相关性（P＞0.05）。 

    结论  1.奥氮平改善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部分

氨基酸及磷脂代谢，并可能经 PC(34:5)+H 的代谢途

径缓解症状。2.奥氮平恶化了 TG 及棕榈油酸的代

谢，并可能经此途径影响肥胖的发生发展。3.精神分

裂症患者可能存在持续的炎症反应。 

 

 

 

Involvement of Kynurenine Metabolism in Bi-

polar Disorder: An Updated Review 

 

张佩芬 1 黄辉敏 2 高兴乐 1 蒋佳俊 1 奚彩曦 1 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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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 1 付瑶阳 1 来建波 1 宋学勤 3 胡少华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Bipolar disorder (BD) is a severe affective disorder,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alternative depressive and 

manic or hypomanic episodes, yet the pathogenesis of 

BD has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Recent researches 

have implicated the altered kynurenine (KYN) metabo-

lism involved in the neurobiology of BD. Excessive ac-

tivation of the immune system is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BD and it further accelerates the KYN pathway 

metabolism. Changes of the KYN metabolites have ef-

fects on neuronal receptors and are involved in neuro-

endocrine transmissions. Various alterations of the KYN 

metabolites in distinct tissues, such as cerebrospinal 

fluid, brain, as well as peripheral circulatory system in 

BD, are associated with mood, psychotic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Interactions between KYN me-

tabolism and the immune system may contribute to the 

neuropathogenesis of BD. In this review, we briefly in-

troduce the KYN pathway and describe the immune 

dysregulation in BD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s. We 

then focus on the research advances on the KYN metab-

olism in BD, which holds promise for novel treatment 

targets in patients stricken with this disorder. 

 

 

 

利培酮通过激活 PPAR 信号通路促进脂肪细

胞分化及脂肪积累导致体重增加 

 

付运 1 李申 1,2 李卫东 1 邱家丽 1 黄烨佩 1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探讨抗精神药物利培酮导致服药患者体

重增加的分子机制，特别是利培酮在体外对脂肪细

胞储脂及对前脂肪细胞分化的影响; 

    方法  使用 3T3-L1 前脂肪细胞作为模型，（1）

将经过经典途径诱导分化为成熟的脂肪细胞分为实

验（利培酮）组和对照（DMSO）组，通过油红 O 染

色鉴定利培酮是否可直接影响脂肪细胞的脂肪积累；

成熟脂肪细胞经 DMSO 或利培酮处理 48h 后，通过

收集和提取两组细胞的培养基上清及细胞内甘油三

酯，检测利培酮是否会影响脂肪细胞的葡萄糖摄取

以及细胞内甘油三酯的积累差异；收集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全蛋白以及 RNA 用于免疫印迹、全转录组测

序以及实时定量PCR检测相关指标在蛋白和转录水

平的改变，并进行 KEGG、GO 以及 GSEA 富集分

析；（2）将未经诱导分化的 3T3-L1 细胞分为实验（利

培酮）组和对照（DMSO）组，经 DMSO 或利培酮

处理 48-72h 后，通过免疫印迹检测细胞分化标志物

以及油红 O 染色鉴定利培酮是否影响前脂肪细胞分

化； 

    结果  （1）利培酮可以明显促进分化后脂肪细

胞内脂肪积累；（2）利培酮可显著增加细胞内脂联

素（adiponectin，APN）、PPAR-γ（Peroxisome prolif-

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N-cadherin 蛋白的

表达；（3）利培酮可促进脂肪细胞分化以及糖脂代

谢；（4）利培酮可显著激活 PPAR 信号通路并促进

前脂肪细胞分化以及细胞内脂肪积累； 

    结论  利培酮通过激活 PPAR 信号通路直接促

进前脂肪细胞的分化以及脂肪积累，从而导致患者

体重增加； 

 

 

 

女性复发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相关因素分析 

 

杨磊 1 牛琪惠 1 连楠 1 张力方 1 宋学勤 1 李幼辉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出现自杀行为的中国汉族女性复发

抑郁症患者临床特征、社会心理因素，从中寻找抑

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08 年 9 月-2020 年 1 月就诊于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医学科门诊及住院中国女

性汉族复发抑郁症患者 3912 例，根据发病中是否存

在自杀行为分为自杀行为组 876 例，无自杀行为组

3036 例，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卡方检验、非参

数检验方法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收集的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1）自杀行为组的首次发病年龄

（34.07±10.13）小于无自杀行为组(35.67±9.76)，无

助感、无价值感、绝望感、自罪自责、思维迟缓的出

现频率（94.4%、93.5%、96.6%、82.1%、91.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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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自杀行为组（87.7%、78.3%、75.2%、72.0%、

87.8%），精力疲乏的出现频率（91.7%）低于无自杀

行为组（94.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自杀行为组与广泛性焦虑、广场恐怖症、社交

恐怖症、动物恐怖症及情景恐怖症的共病率（30.3%、

16.4%、14.4%、26.3%、17.8%）高于无自杀行为组

（24.6%、11.6%、11.6%、21.9%、15.1%），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3）自杀行为组儿童期性

侵犯发生率、吸烟史（14% 、7.8%）高于无自杀行

为组（9%、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回归分析显示，发病年龄早、吸烟史、绝望感、

无价值感是女性抑郁症患者出现自杀行为的危险因

素，精力疲乏是出现自杀行为的保护因素。 

    结论  发病年龄越早、存在绝望感、无价值感、

吸烟史的女性抑郁症患者出现自杀行为风险较高，

在自杀的预防中要预以关注。 

 

 

 

Change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Lifestyle in MDD Pa-

tients 

 

杨永涛 1,2 崔利军 1,2 韩紫菲 1 王琦 1 崔伟 1 郭艳梅
1  

1）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济宁医学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inflamma-

tory cytokine level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lifestyle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MDD. 

    Methods  158 patients with MDD who were hos-

pitalized in Hebei Mental Health Center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56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llected.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

view was used for the interviews.A self-made general 

condition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record patients' 

gener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lifestyle.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on an empty stomach in the morn-

ing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In terms of lifestyle comparison, the MDD pa-

tients used the Internet more frequent, the work style 

was more sedentary, the daily sedentary time was longer, 

and the weekly exercise was less(P<0.05).The levels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β, IL-6, TNF-α, IFN-

γof MDD patieng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healthy 

control group(P<0.05).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

6, IL-10 and IL-13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5).In terms of inflammatory cyto-

kine receptor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in STNFR1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while STNFR2 and sIL-6R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5).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ifestyle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 levels in MDD 

patients showed that work style was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4 and IL-10 

(P<0.05).Daily sitting tim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4 and IL-10, 

(P<0.05).Weekly exercis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β, IL-6, TNF-α,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 receptors STNFR2 and sIL-

6R, whil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0 and IL-13(P<0.05).Binary logistics re-

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elated factors of MDD 

included Internet surfing (OR=12.67), work style (OR 

(sitting mainly) =124.70, OR (light activity) =2.57), 

weekly exercise (OR (none) =153.56, OR (1-3 times) 

=123.97,OR (4-6 times) =2.91), IL-1β(OR=1.23), IFN-

γ(OR=1.06),IL-6 receptor(OR=1.16),IL-

4(OR=0.99),IL-10 (OR=0.98),IL-13 (OR=0.91). 

    Conclusion  There are increased levels of pro-in-

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the soluble receptors as well 

as decreased levels of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MDD patients.Imbalanced levels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may play a 

pathogenic role.Changes in soluble inflammatory cyto-

kine receptor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compensatory 

immune regulatory system (CIRS) disorders. An indi-

vidual's lifestyle, especially exercise, influences inflam-

matory cytokine levels, and potentially reduces pro-in-

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increases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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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临床高危人群的错误监控能力研究 

 

徐丽华 1 洪祥飞 1 唐晓晨 1 钱禛颖 1 魏燕燕 1 唐莺

莹 1 张天宏 1 王继军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精神病临床高危综合征（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CHR）是精神病性障碍发生的潜在风

险阶段，表现出弱化的阳性症状与生物学特征。错

误相关负电位（error-related negativity, ERN）反映了

对错误的监控能力，在 CHR 阶段已显示明显异常。

然而，CHR 本身具有较大的异质性，ERN 是否能够

对其进行风险分层，尚无研究报道。 

    方法  本研究采用精神病高危综合征定式访谈

工具识别 CHR 被试。基于精神病高危症状量表中的

阳性症状总分，对 CHR 被试进行临床风险分层，分

为严重症状组（CHR+SEV，阳性症状总分大于或等

于 10 分，n=27 例）与中度症状组（CHR+MOD，阳

性症状总分小于 10 分，n=15 例）。同时纳入首发未

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FES）25 例与正常对照（HC）

20 例。CHR 与 FES 均接受了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评估。ERN 成分基于受试者在一项

flanker-Go/NoGo 任务中错误试次相关的脑电信号

而得到。 

    结果  单变量多因素协方差分析（控制年龄、

性别、教育年限等人口学变量）显示，CHR+SEV 组

呈现出与 FES相似的特征，ERN明显减弱 (F=5.701, 

p=0.001)，CHR+SEV与 FES间无显著差异（p>0.05）；

而 CHR+MOD 则与 HC 组相近，两组间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p>0.05）（如图 1 所示）。积差相关分析显示

ERN 与 PANSS 多个症状条目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包括概念紊乱、敌对性、被动/社交退缩、抽象思维

障碍、刻板思维、不寻常思维内容、定向障碍、注意

障碍、判断和自知力缺乏、意志障碍、先占观念等。

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影响，以上述临床变量为自变量，

ERN 为因变量建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仅

抽象思维障碍进入了模型(t=2.726, p=0.008)。 

    结论  精神病性障碍以监控损伤为特征，作为

错误监控能力的检测指标，错误相关电位可能成为

精神病临床高危人群风险分层的有效生物学标记。 

 

 

 

IL-15 受体 α 水平降低与精神分裂症发生的

关系研究 

 

贺毅 1 薄奇静 1 毛珍 1 王传跃 1 孙作厘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不清，免疫炎症假

说自提出之后越来越被重视。大量研究表明精神分

裂症与免疫系统紊乱关系密切，精神分裂症患者多

种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异常。IL-15 受体是维持正常神

经系统功能的重要免疫分子，我们的前期研究结果

显示 IL-15 受体 α 敲除小鼠表现出一系列异常行为，

包括自主活动亢进、条件性恐惧记忆、空间记忆和

社会行为障碍等，这提示 IL-15 受体 α 可能在精神

分裂症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方法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我们从精神分裂症

患者以及 IL-15 受体 α 敲除动物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本研究招募精神分裂症患者 63 人以及健康对照 64

人，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及 MATRICS

认知成套测验（MCCB）评估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与

认知功能，并检测外周血中游离 IL-15 受体 α 水平。 

    结果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精神分裂症

患者血浆 IL-15受体 α显著降低，且与患者的PANSS

兴奋因子成显著负相关，与 MCCB 中信息处理速度

成显著正相关。这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 IL-15 受

体 α 水平的降低，且与精神病性症状尤其是兴奋性

症状及认知功能有关。为了进一步验证 IL-15 受体 α

在精神分裂症发生中的作用，我们采用 IL-15 受体 α

敲除小鼠，发现这种小鼠的感觉门控行为受损，震

惊反射增加，前脉冲抑制能力降低。 

    结论  这些结果表明 IL-15 受体 α 减少是精神

分裂症发生的重要因素，但其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

研究。 

 

 

 

口服鲁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和安全

性监测：一项前瞻性、非介入性、观察性研究 

 

高春霓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次监测的主要目的是以处方鲁拉西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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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对象，调查该药上市后的实际

使用状况，并对其单药或与其他药物联合用药的安

全性、总体疗效以及剂量情况进行评估。 

    方法  所有患者均要求在 12 周内完成 4 次回

访，每次回访按方案要求记录患者基本信息、合并

用药、不良反应、BPRS 评分等信息。患者服药剂量

范围 40-160mg/d,一日一次，与餐同服。整个监测期

间允许患者根据病情需要合并使用其他药物，包括

但不限于抗精神病药物、心境稳定剂、抗抑郁药、抗

焦虑药、抗癫痫药以及治疗其他基础疾病等药物。 

    结果  本研究共计纳入 30 位精分患者。其中 46%

的患者有既往用药，这些患者中 90%使用神经系统

药物,治疗结束时 EPS 药物联用比例为 43.8%。鲁拉

西酮平均用药天数 75.8 天，平均日用药剂量

87.3mg/d.疗效方面 BPRS 评分在不同性别、不同年

龄患者中均有显著性改善，BPRS 总分从基线到末次

评估的平均改变为-18.1，且从访视 2 起相比基线就

有显著性差异。安全性方面总体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30%，主要是静坐不能，其他为恶心、呕吐、消化不

良、头晕等，整个研究过程未观察到严重不良事件

的发生。监测前后患者体重及泌乳素水平也未见有

临床意义的变化。 

    结论  鲁拉西酮作为新上市的第二代抗精神病

药物，可有效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且安全性良好。 

 

 

 

托吡酯与二甲双胍治疗抗精神病药致肥胖的

疗效的对照研究 

 

石文杰 1 杜向东 2 黄成兵 1 王从杰 1  

1）江苏省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广济医院 

 

    目的  探讨托吡酯与二甲双胍治疗抗精神病药

致肥胖的作用及安全性。 

    方法  随机将 62 例抗精神病药致肥胖、且病情

稳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托吡酯组及二甲双胍组；

在原抗精神病药种类、剂量治疗的基础上分别给予

相应的托吡酯及二甲双胍干预 12 周，第 13～14 周

逐步停用干预药物；第 15～38 周两组患者仅服用原

种类及剂量的抗精神病药。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

4、8 及 12 周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

估患者的临床症状；干预前、干预后 4、8、12 及 38

周测量体质量、BMI、腰臀比（WHR）；同时进行安

全性评价。 

    结果  ①与基线比较，托吡酯组在第 4、8、12

周时体质量、BMI、WHR，第 12 周时 PANSS 总分

及一般病理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二

甲双胍组在第 4、8、12 周时 WHR，在第 8、12 周

时体质量、BMI，第 12 周时 PANSS 总分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0.05 或 P <0.01）。②干预后，托吡

酯组各时间点体质量变化率，第 4、8 周 WHR 明显

高于二甲双胍组（P＜0.05 或 P＜0.01）；PANSS 总

分、阴性症状分、一般病理分明显低于二甲双胍组

（P 均<0.01）；体质量下降＞7%的比例托吡酯组

（46.15%）与二甲双胍组（32.14%）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③干预 38 周后两组体质量、BMI 与基线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托吡酯、二甲双胍辅助治疗降低抗精神

病药致肥胖患者的体质量的近、远期作用显著，安

全性好；且托吡酯的作用更优，改善患者阴性症状。 

 

 

 

低强度聚焦超声对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和认

知缺陷症状的探索性研究 

 

翟兆琳 1 任李源 2 项琼 1 张素贞 1,3 张晨熹 1 李旋
1 高天昊 1,3 孙俊峰 2 刘登堂 1,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性

障碍科 

2）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3）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阴性症状及认知缺陷症状均是精神分裂

症的核心症状，均属于难治性症状；而左前额叶背

外侧皮层（dorsa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被

认为是阴性症状及认知缺陷症状的关键脑区。低强

度聚焦超声刺激（Low-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Stimulation，LIFUS）是一种新型物理干预手段，具

有神经调控作用。本项目在研究 LIFUS 短期效应及

安全性基础上，探讨 LIFUS 对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

及认知缺陷症状的疗效。 

    方法  研究内容包括：（1）LIFUS 对皮层兴奋

性的短期效应试验：共纳入 13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性别、年龄及教育程度匹配的 13 名健康志愿者。应

用 LIFUS 刺激右侧初级运动皮层，单次刺激，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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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分别应用中国精神分裂症简版认知工具

（C_BCAS）评估神经认知功能及其变化，应用神经

电生理技术检测被试皮层兴奋性及其变化。（2）

LIFUS 对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及认知缺陷症状的疗

效研究：共纳入 18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 1:1 比

例随机分配至真刺激组或伪刺激组，接受为期 15 天

的 LIFUS 干预（左侧 DLPFC）。应用阳性与阴性症

状量表（PANSS）及阴性症状量表（SANS）评定患

者的精神症状及其变化，应用 C_BCAS 评估认知功

能及其变化。 

    结果  （1）LIFUS 干预初级运动皮层可显著提

高刺激侧MEP幅值，同时可以抑制对侧MEP幅值，

效应可维持 15 分钟以上。同时可以提升被试的持续

注意能力；（2）LIFUS 干预精神分裂症患者左侧

DLPFC，阴性症状有一定改善趋势（p=0.087），但认

知功能无改善。 

    结论  LIFUS 具有神经调控作用，可影响皮层

兴奋性。应用 LIFUS 干预左侧 DLPFC 有可能改善

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探讨

LIFUS 对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及认知缺陷症状的疗

效及安全性。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第 VI 外显子 DNA 甲基

化与抑郁症及抗抑郁药的相关性研究 

 

李磊 1,2 汪天宇 1 陈素珍 1 岳莹莹 1 徐治 1 袁勇贵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

rotrophic factor, BDNF）与抑郁症及抗抑郁疗效关系

密切。BDNF 基因结构复杂包含了 11 个外显子，可

以通过交替剪接的方式形成多个转录本，既往研究

对其第 I 和 IV 外显子 DNA 甲基化关注较多，而较

少关注其他外显子。本研究较全面探索 BDNF 基因

的 DNA 甲基化水平和抑郁症及抗抑郁疗效的相关

性。 

    方法  本研究共入组 291 名抑郁症患者及 100

名健康对照，使用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17, HDRS-17）评估抑郁严重

程度，《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s Scales, LES）和

《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评估应激。抑郁症患者用抗抑郁药治疗，并随

访 6 周。使用 Illumina HiSeq 平台检测受试者外周血

的BDNF基因 CpG位点的甲基化水平。使用Wilcox

秩和检验分析组间差异，Logistic 回归分析 DNA 甲

基化和应激的交互作用。统计学意义定义为 FDR 校

正后 P<0.05。 

    结 果   BDNF 基 因 第 VI 外 显 子 区 的

BDNF133[ 0.355% (0%, 0.837%) vs. 0% (0%,0%), 

W=17235, P-FDR=0.001]和 BDNF134[(0%,0.706%) 

vs. 0% (0%, 0%), W=16995, P-FDR=0.001]的 DNA 甲

基化水平在抑郁症患者较健康对照显著增高。

BDNF133 的 DNA 甲基化水平与 LES 负性分量表得

分的 交互作用和诊 断显著 关联（ B=-4.8973, 

SE=1.2239, OR=0.0075, 95% CI: 0.0005~0.0733, 

P<0.001）。基线的 BDNF140 位点 DNA 甲基化水平

在 6 周治疗后缓解组显著高于非缓解组 [4.23% 

(2.54%, 5.36%) vs. 4.09% (3.37%, 5.23%), W=5370.5, 

P-FDR=0.046]。在女性亚组中可重复上述发现的

DNA 甲基化与抑郁症及 6 周抗抑郁疗效的关联，而

男性亚组分析则没有。 

    结论  本研究发现 BDNF 基因第 VI 外显子的

DNA甲基化改变与抑郁症以及 6周抗抑郁疗效的相

关性具有性别特异性，其可能的机制值得进一步深

入研究。 

 

 

 

色氨酸羟化酶-2 基因甲基化修饰与强迫性障

碍患者 SSRI 类抗抑郁药疗效的关联研究 

 

王贤斌 1 胡诗琪 2 陈雨 2 乔冬冬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探讨色氨酸羟化酶-2(tryptophan hydrox-

ylase 2, TPH2)基因甲基化修饰与强迫性障碍患者接

受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SSRI)类抗抑郁药治疗疗效的关

联性，为临床提供一定的表观遗传学证据。 

    方法  选取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强迫性障碍住

院患者 100 余人，抽取其静脉血，分离出白细胞，

检测其 TPH2 基因启动子各 CpG 岛甲基化频率；在

接受 SSRI 类抗抑郁药治疗之前及治疗 1 月后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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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耶鲁 -布朗强迫量表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 Y-BOCS)评估强迫症状的严重程

度，计算出减分率及显著有效率，使用 Pearson 检验

比较上诉各CpG岛甲基化频率与有效率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强迫性障碍患者接受 SSRI 类药物治疗

的疗效与 TPH2 基因 CpG2、CpG6 和 CpG7 的甲基

化频率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该

相关性为负相关。 

    结论  上述 CpG 岛甲基化频率越低，患者接受

SSRI 类药物治疗的疗效越良好，即临床上，对于上

述 CpG 岛甲基化频率偏低的强迫性障碍病人，可优

先使用 SSRI 类药物治疗。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Hyperhomocyste-

inemia in First-episode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苗雨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risk factors of hyperho-

mocysteinemia (HHcy) in first-episod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188 first episode, drug-fre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psychiatric de-

partment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from June 2018 to January 2020. The serum 

homocysteine (Hcy) level over 15μmol/L was HHcy.  

A total of 92 healthy volunteers matching the age, gen-

der, education, BMI and smoking of the patient group in 

the Zhengzhou area were recruited through advertise-

ments. Participants were ascertained through the com-

prehensive clinical diagnosis, sociodemographic char-

acteristics interview, physical examination. All subjects 

were collected for fasting venous blood to measure Hcy 

concentration by the enzyme cycle method. The Posi-

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was uti-

lized to evaluate psychiatric symptoms. Cognitive func-

tion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MATRICS Complete Cog-

nitive Function Scale (MCCB). 

    Results  The serum Hcy level of the pati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tients and the con-

trol group in the scores of cognitive functions (all P＞

0.05).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cy level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in the 

patient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non-HHcy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smoking patients and the score 

of positive symptoms in the HHcy group were higher, 

and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was shorter (P<0.05). Pos-

itive symptom scores and smoking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HHcy. 

    Conclusion  The serum Hcy level was elevated in 

first episode, drug-fre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smoking 

and positive symptom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

tors of the HHcy group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e Study on Associations of CNR1 SNPs and 

Haplotypes with Vulnerability and Treatment 

Response Phenotypes in Han Chinese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杨程皓 1 安旭光 1 李洁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how genetic polymor-

phism are associated with pathophysiology of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MDD) may aid in diagnos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treatment strategies. The 

Cannabinoid type 1 (CB1) receptors are highly ex-

pressed in specific brain regions involving in emotional 

processing, and are involved in regulating neurotrans-

mitter releases. CNR1, the coding gene of CB1 recep-

tors, is a promising candidate for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ies in relation to MDD, due to the engagement of 

CB1 receptor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depression and 

the possible role in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istance. 

Here,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NR1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cluding allele, genotype, and haplo-

type distributions, on MDD susceptibility and treatment 

response phenotypes. 

    Methods  Eight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

phisms (SNPs) of the CNR1 gene were prioritiz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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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s, putative or known functions, based on earlier 

reports on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linical phenotypes as 

well as data from NCBI dbSNP. In addition, these SNPs 

occupied relatively high heterozygosity in the Han Chi-

nese population. The associations of CNR1 SNPs with 

MDD susceptibility and treatment response were exam-

ined in Han Chinese MDD patients, wherein the MDD 

patients were subgrouped further by whether showing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istance or not,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eight-one Han Chinese 

with MDD and 80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to-

tally. The results showed a potential role of the CNR1 

rs806367 polymorphism in MDD susceptibility and in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istance; the SNP rs6454674 

polymorphism was also involved in the MDD suscepti-

bility when the patients with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istance were considered particularly. The haplotype 

block of rs806368 and rs806370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MDD susceptibility or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

sistance, but the haplotype block of rs806366, rs806367, 

rs806368, and rs806370, was associated with MDD sus-

ceptibility and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istance. Hap-

lotype C-T-T-C appeared to be a risk factor for MDD 

susceptibility, when the patients with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were considered. 

    Conclusion  CNR1 SNPs and haplotypes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for developing MDD, 

and within depressed patients also for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istance. Larger and well-characterized 

samples are required to confirm the genetic association 

of CNR1 with MDD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such as 

relatively small sample size and lack of information for 

correcting confounding factors. 

 

 

 

Lack of Association of FKBP5 SNPs and Hap-

lotypes with Susceptibility and Treatment Re-

sponse Phenotypes in Han Chinese with Ma-

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Pilot Case-control 

Study 

 

杨程皓 1 李洁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Objective  The identification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genes putatively related to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e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

der (MDD) might improve both diagnosis and personal-

ized treatment strategies eventually leading to more ef-

fective interventions.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and the related FK506 bind-

ing protein 51 (FKBP51)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MDD,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putative associations be-

tween variants of FKBP5, the coding gene of FKBP51, 

with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istance and MDD sus-

ceptibility. 

    Methods  Nine SNPs of the FKBP5 gene were 

prioritized with locations, putative or known functions. 

In addition, these SNPs occupied relatively high heter-

ozygosity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e associa-

tions of FKBP5 SNPs with MDD susceptibility and 

treatment response were examined in Han Chinese 

MDD patients, wherein the MDD patients were sub-

grouped further by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istance,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Totally, 181 Han Chinese with MDD 

and 80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We could not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s 

of alleles, genotypes. There were nomin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oth in the stringent r2 threshold haplotype 

block (p=0.04) and the lenient r2 threshold haplotype 

block (p=0.047) between haplotype distribution of pa-

tients with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istance and 

healthy controls, but both significances did not hold af-

ter multiple testing. Furthermore, the combinations of 

A-C and A-A-G-C-C-C-G were the most common in 

cases regardless of treatment resistance,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y combination be-

tween all comparisons. 

    Conclusion  The specified phenotyping of heter-

ogeneous samples could increase the power in detecting 

genetic association of depression, although relatively 

small sample size of this study (power ranged from 

0.100 to 0.752). A follow-up study will need larger, bet-

ter phenotyped and more homogeneous samples to draw 

a definitive conclusion regarding the involv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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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gene variants in MDD. 

[课题名称: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基 因 组 学 及 药 物 表 观 组 学 研 究 ( 基 金 号 ：

17ZXMFSY00070)] 

 

 

 

自闭症生物信息学 

 

李津臣 1,2 夏昆 1 孙中生 3  

1）中南大学医学遗传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生物信息中心 

3）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又称为孤独症或者自闭症，是一种典型的神

经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社交障碍、狭隘兴趣及重

复刻板行为。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自闭症发病率为

1%左右，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经济负担。目前，

自闭症的病因尚不明确，缺少有效的治疗方法。研

究显示自闭症具有高度遗传异质性，且临床干预治

疗越早，越能改善患者的症状。因此，揭示其遗传学

机制是实现自闭症精准诊疗的关键。 

    我们开发了一系列整合临床资料、遗传信息、

表达数据及调控网络，精准鉴定致病变异及候选基

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及数据库，包括致病性预

测新方法 ReVe，候选基因鉴定新平台 VarCards，基

因型-表型关联分析新平台Gene4Denovo和GPCards，

神经精神疾病相关数据库 NPdenovo 等，并在此基

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神经精神疾病跨组

学分析体系，为自闭症等复杂遗传疾病的病因学研

究及遗传咨询提供了工具支撑与数据保障。我们进

一步利用自主开发的生物信息分析方法从基因变异、

候选基因、人脑时空表达特征以及基因调控网络等

层面探究自闭症不同临床亚型（如典型自闭症、未

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等）的遗

传相关性和相似性，建立了不同自闭症临床亚型和

分子亚型之间的重要联系，为自闭症诊疗指南的制

定提供新的科学依据。我们进一步利用该方法从多

个维度解析了头围异常、维生素 D 以及叶酸相关基

因以及团队鉴定到的新基因 PAK2 对自闭症发病风

险及临床表型的影响。我们还深入探讨了自闭症伴

发其他神经精神疾病或表型（如智力低下、癫痫、精

神分裂症等）的关键基因、通路及功能网络，为表型

复杂的神经精神疾病患者的准确诊疗、亚型分类及

共病研究提供了关键的遗传学依据. 

 

 

 

氯丙嗪和奋乃静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对

脉率影响的观察 

 

康安珍 1 孙克峰 1 刘敏 1 王学燕 1 梁家騋 1  

1）济南市第二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氯丙嗪和奋乃静治疗首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对脉率的影响 

    方法  取门诊或住院精神分裂症首发患者 120

例入组，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三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入组前未服

用过抗精神病药物，其中氯丙嗪和奋乃静单药治疗

各 60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均无显著差异

（p>0.05）。同时选健康人 60 例（通过询问病史及

简单查体），主要为患者家属和我院部分职工，性别、

年龄与治疗组比较均无显著差异（p>0.05）。初诊时

安静状态下记录左侧桡动脉搏动次数。记录 3 分钟，

取其 1/3 均数为每分钟脉率次数。90 次/分钟以上为

数脉；60 次/分钟以下为迟脉。并收集其他临床资料。

排除重大疾病及不符合条件者入组。用药最少 15 天

（达治疗量）。后半月内，按前方法记录第二次脉率，

同时记录药量。 

    结果  氯丙嗪，奋乃静两治疗组间，用药前，脉

率比较无明显差异（t=0.27 p>0.05），用药后氯丙嗪

组脉率增快，与治疗前脉率比较有显著差异（t=2.82  

p<0.01）。奋乃静组用药后，脉率减慢，与治疗前脉

率比较有显著差异（t=6.87 P<0.01）。两组间用药后

脉率比较差异极显著（t=11.67 p<0.01）。氯丙嗪和奋

乃静治疗组用药前脉率与健康人脉力比较，均快于

健康人，有显著差异（t=2.57 和 2.35 p 均<0.01）。用

药后，氯丙嗪组脉率升的明显，奋乃静组脉率降的

显著，与健康人脉率比较有显著差异（t=7.72 和 5.92 

p 均<0.01）。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脉率显著快于健康人。

氯丙嗪治疗者，脉率多升高；奋乃静治疗者，脉率多

降低。脉率做为精神分裂症患者选药靶症状的一个

指标，可减少药物副反应及辅助用药，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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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皮质醇应激反应的研究 

 

朱晓昱 1 朱瑜 1 黄隽超 1 谭云龙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与应激的关系多年来备受关

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

轴功能障碍可能在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HPA 轴功能可由皮质醇水平来反映，唾

液皮质醇数据采集方便，代表性好，已被用于多个

学科，国外也广泛用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中。之前

国外的研究已确定皮质醇应激反应异常和精神分裂

症存在明显关联，但目前国内尚缺乏相关研究，本

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白，用唾液皮质醇作为观察指标，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皮质醇应激反应。 

    方法  本项横断面研究纳入了 104 名精神分裂

症患者和 59 名健康志愿者。参与试验的受试者需要

先后完成两个心理应激任务测试：有节奏的听觉连

续加法任务和镜像追踪持续性任务。我们通过让受

试者咀嚼棉签，收集了每个受试者在接受心理应激

任务前、任务后 20 分钟以及任务后 40 分钟的 3 份

唾液样本，检测皮质醇浓度，并先后三次在任务过

程中采用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评定受试者

的情绪体验，另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 

    结果  分析所有被试者三次不同时间采样的唾

液皮质醇浓度，发现取样时间和诊断之间存在显著

的交互作用（F=6.961，p=0.002），分析所有被试者

三次不同时间评定的 PANAS 负性情感评分，发现评

分时间与诊断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F=14.744，

p<0.001）。即在心理应激任务前后，精神分裂症患者

皮质醇浓度变化以及负性情绪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心理应

激任务前后唾液皮质醇水平、负性情绪得分的变化

与临床症状三者之间两两均无相关性。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皮质醇应激反应与健康

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异常的皮质醇应激反应可能

是精神分裂症一个稳定的生物学特征。 

 

 

 

TPO 抗体升高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

的风险 

 

邵园 1 王永军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

的发病状况，及与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的关系。 

    方法  查阅我院电子病历系统，根据入排标准

纳入精神分裂症患者。收集一般资料、简易精神状

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评分，

甲功七项指标。MMSE 总分＜27 分者为认知损害组，

≥27 分者为对照组，分析一般资料及甲功七项的差

异。Logistic 回归分析认知损害与甲状腺自身免疫抗

体的关系。 

    结果  共收集 481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MMSE

总分＜27 分者 229 例（47.61%）。随着年龄的增加，

认知损害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认知损害组与对照组

相比，女性、年龄≥60 岁、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hyroglobulin antibodies, TG-Ab）＞60 IU/ml、甲状

腺过氧化物酶抗体（anti-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60 IU/ml者更多见。校正性别及年龄后，

TPO 抗体＞60 IU/ml 增加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认

知损害的风险（OR=1.64 (1.05-2.57)，P=0.031）。 

    结论  随着年龄的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

损害的发生率越来越高。TPO 抗体升高增加了精神

分裂症患者出现认知损害的风险。 

 

 

 

非老年抑郁症自杀风险的脑灰质体积改变及

与肌肉强度的关联研究 

 

范昕昕 1 马焕 1 翟姗姗 1 靳小龙 2 杨建中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存在自杀相关

的脑灰质体积改变，低肌肉强度与自杀相关。本研

究旨在探讨首发未治疗的不同自杀风险的非老年抑

郁症患者在肌肉强度和脑灰质体积是否存在的差异，

以及肌肉强度是否介导了脑灰质体积改变与自杀风

险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我院精神科住院的患者，符合 DSM-V 重性抑

郁发作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H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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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大于 20 分，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SF）评

为中等活动水平的首发未治疗的抑郁症住院患者，

年龄 18-59 岁，且均为右利手。入院第一天采用护

士用自杀风险评估量表（NGASR）和 HAMD-24 分

别评估自杀风险和抑郁严重程度，再根据NGASR评

分分为低自杀风险组（< 6 分）和中高自杀风险组（≥6

分）；测量握力和四肢等长伸屈肌肌肉强度（即双侧

伸肘力、屈肘力、伸膝力和屈膝力），使用体重标准

化得到握力指数和四肢肌力指数；采集 3D 结构磁

共振成像数据。利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方法分析磁

共振结构数据，将有差异的脑区体素值与肌肉强度

指数及自杀风险进行偏相关分析，再进行中介效应

分析探讨肌肉强度指数是否介导了脑灰质体积改变

与自杀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总共纳入 92 例患者，低自杀风险

组 40 例（男性 15 例），中高自杀风险组 52 例（男

性 15 例）。组间性别、年龄、病程、BMI 均无显著

统计学差异。与低自杀风险组相比，中高自杀风险

组握力指数和四肢肌力指数显著降低，HAMD 总分

显著增高，右侧额上回的灰质体积显著减小（P<0.05，

FWE 校正）。偏相关分析发现全部患者中握力指数

和四肢肌力指数与自杀风险评分均呈负相关（r=-

0.481，P<0.001；r=-0.539，P<0.001）；NGASR 评分

与右侧额上回灰质体积呈负相关（r=-0.477，P＜

0.001），握力指数和四肢肌力指数与右侧额上回灰

质体积均呈正相关（r=0.317，P=0.015；r=0.260，

P=0.049）。中介分析发现握力指数和四肢肌肉强度

指数分别部分介导了右侧额上回灰质体积与自杀风

险的相关性，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26.6%和

25.8%。 

    结论  首发未治疗的非老年抑郁症患者的高自

杀风险可能与右侧额上回灰质体积减小有关，肌肉

强度指数可能介导了右侧额上回灰质体积与自杀风

险的相关性，提示肌肉强度指数可能参与了脑结构

重塑所致自杀风险增高的神经机制。 

 

 

 

非老年抑郁症自杀风险的脑白质完整性改变

及与肌肉强度的关联研究 

 

范昕昕 1 马焕 1 翟姗姗 1 靳小龙 2 杨建中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存在自杀相关

的脑白质微结构改变，肌肉强度与自杀相关。本研

究旨在探讨首发未治疗的非老年抑郁症患者的肌肉

强度、白质完整性和自杀风险三者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我院精神科住院的患者，符合 DSM-V 重性抑

郁发作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HAMD）

评分＞20 分，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SF）评为中

等活动水平的首发未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年龄 18-59

岁，且均为右利手。采用护士用自杀风险评估量表

（NGASR）和 HAMD-24 分别评估自杀风险和抑郁

严重程度，再根据 NGASR 评分分为低自杀风险组

（< 6 分）和中高自杀风险组（≥6 分）；测量握力和

四肢等长伸屈肌肌肉强度（即双侧伸肘力、屈肘力、

伸膝力和屈膝力），使用体重标准化得到握力指数和

四肢肌力指数；采集弥散张量成像数据。使用 FSL

软件采用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学分析比较组

间 DTI 参数的差异。调节效应分析探讨肌肉强度指

数对白质完整性与自杀风险关系的影响。 

    结果  本研究总共纳入 82 例患者，低自杀风险

组 40 例（男性 10 例），中高自杀风险组 42 例（男

性 10 例）。组间性别、年龄、体重、BMI 均无显著

统计学差异。与低自杀风险组相比，中高自杀风险

组 HAMD 总分显著升高、握力指数和四肢肌力指数

显著下降。TBSS 结果示中高自杀风险组较低自杀风

险组 FA 值显著升高的脑区为左上纵束和左侧胼胝

体辐射线额部。偏相关分析发现在全部患者中，自

杀风险评分分别与左上纵束的 FA 值呈正相关

（r=0.402，P=0.002）、与 RD 值呈负相关（r=-0.351，

P=0.006），与左侧胼胝体辐射线额部的 FA 值呈正相

关（r=0.331，P=0.011）、与RD值呈负相关（r=-0.257，

P=0.049），握力指数与左上纵束的 FA 值呈负相关

（r=-0.259，P=0.048）。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握力

指数在自杀风险与左上纵束的 RD 值之间存在显著

调节作用，调节变量临界点为 0.50，即当握力指数

＜0.50 时，左上纵束 RD 值对自杀风险的影响为负

面影响；当握力指数≥0.50 时，左上纵束 RD 值对自

杀风险的影响不显著。 

    结论  首发未治疗的非老年抑郁症患者不同自

杀风险的脑白质微结构存在差异，握力指数可能参

与了脑白质完整性异常所致自杀风险增高的神经机

制。增强肌肉强度或可通过改变白质微结构异常从

而降低自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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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氨酸通路的神经活性代谢物在难治性精神

分裂症中作用 

 

黄隽超 1 张苹 1 周衍芳 1 仝景慧 1 谭淑平 1 王志仁
1 杨甫德 1 田宝朋 1 谭云龙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比较难治性精神分裂（TRS）与非难治精

神分裂症患者（NTRS）色氨酸代谢通路（TP）代谢

产物、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并分析其代谢产物与

临床症状关系，探讨 TP 在 TRS 中发病机制。 

    方法  研究共纳入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计手册第 IV 版 TRS 患者 54 例（TRS 组），NTRS 患

者 49 例（NTRS 组）, 健康对照 62 名。采用阳性和

阴性症状量表（PANSS）、MATRIC 认知功能成套测

验(MCCB)评估所有研究对象精神病理症状和认知

功能；应用高效液相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仪检测色

氨酸(TRP)、犬尿氨酸（KYN）、犬尿喹啉酸（KYNA）、

喹啉酸（QUIN）、血清素（5-HT）水平浓度。 

    结果  TRS 组 5-HT[（96.48±10.53）ng/mL vs. 

(66.04±6.62) ng/mL ]浓度显著高于 NTRS 组（p = 

0.009），但是 TP 其他产物在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在 TRS 组中，5-HT/TRP 与解离症状正相关（r = 0.45, 

p = 0.003）与数字序列负相关（r = -0.34, p = 0.02），

但是在 NTRS 组和健康对照组未发现此相关关系。 

    结论  TRS 患者血清 5-HT 浓度与临床症状和

认知功能密切相关，TP 代谢通路中 5-HT 代谢通路

异常可能在 TRS 发病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raining 

for The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anqi Liu1, Mingyuan Gan1, Huaqing Liu1, Yi Wang1, 

YunlongTan1, Shuping Tan1, Fude Yang1, Zhiren Wang1  

1）Bei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

cal resilience training on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

le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A randomized intervention trial was 

designed involving, 188 patients 7–14 years old chil-

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Patients were assigned 

an intervention group which received 12 weeks of psy-

chological resilience training, or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study. The Rutter Parent Scale, Rutter Teacher Scal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and Healthy Kids Resilience 

Assessment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in scores or criteria from 

these checklist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 this study illustrated 

tha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

prove a child’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level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addition, increased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orrespond to a de-

crease in behavioral problems, such as depression, so-

cial withdrawal and hyperactivity. 

 

 

 

A Time Bisection Task Used To Found The 

Difference of Time Perception between The 

Unipola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Bipolar 

Depressive Disorder. 

 

Panqi Liu1, Hua Guo2, Ruihua Ma1, Sijia Liu1, Jing Shi1, 

Ke Zhao3, Yunlong Tan1, Shuping Tan1, Fude Yang1, Li 

Tian4, Zhiren Wang1  

1）Bei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Peking University 

Huilongguan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2）Zhumadian Mental Hospital, Zhumadian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4）Institute of Biomedicine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Uni-

versity of Tartu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in time per-

ception between patients with unipolar depressive dis-

order (UD)and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current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BD) by a time bisection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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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Thirty UD patients, thirty BD patients 

and thirty health controls (HC) finished the time bisec-

tion task in which they had to categorize a signal dura-

tion of between 400 and 1600ms as either as short or 

long. A repeate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variance with 

3 (subject type) * 7 (time interval) was performed on the 

long response ratio. The origin softwar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subjective bisection point (BP), differential 

threshold and Weber ratio (WR) .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17 was used to assess the de-

pressive symptoms for the patients. 

    Results  The data showed that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subject types and durations is significant, F 

(6.619,261.435) = 4.665, P <0.001, η2p = 0.106. At 400 

ms, the long response of UD group is greater than HC 

group, P <0.05,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UD group and BD group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be-

tween BD group and HC group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ong response of 

UD group, BD group and HC group at 600ms and 800 

ms, P> 0.05. At 1200, 1400 and 1600 ms, the long re-

sponse of BD group is smaller than HC group, P <0.05 

and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UD group 

and BD group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D 

group and HC group is not significant. The one-way 

ANOVA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HC, 

UD and BD groups in the BP values, F (2,75) =4.271, 

P=0.018.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WR values among 

three groups was borderline significant, F (2,75) =2.789, 

P=0.068. Post-hoc tests showed that the value of BP in 

the UD group was less than BD group ( P=0.013) and 

the value of BP in the UD group was less than HC group 

( P=0.013) , while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BP values between BD group and HC group. The WR 

values in UD group larger than the HC group(P=0.022). 

    Conclusion  The time perception of UD group 

and BD group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C group，re-

spectively. Both of them have overestimated the phe-

nomenon of short time periods. Compared with BD 

group, UD group has a smaller time bisector, and they 

feel that time passes more slowly. At the same time, UD 

group is less time sensitive than HC group. But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ime sensitivity between UD 

group and BD group, as well as BD group and HC group 

 

 

 

The Effects of Aerobic Exercise on Metabolic 

Syndrome From Atypical Antipsychotic Us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anqi Liu1, Jing Shao1, Dongmei Xu1, Lei Shan1, Xiuyu 

Yao1, Zhiren Wang1, Fude Yang1, Yunlong Tan1, Shup-

ing Tan1  

1）Beijinghuilongguan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erobic exercise on metabolic syndrome 

caused by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also known as sec-

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SGA). 

    Methods  This experimental study involved 71 

inpatients from a tertiary psychiatric hospital who met 

the criteria and gave informed consen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enrollment and the random number generated 

in advance. The waitlist and aerobic exercise groups fol-

lowed general clinical practice and a twelve-week pro-

posed intervention program,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waitlist and aerobic exercise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eight gain, BMI, 

triglycerides,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p > 

0.05) were observed for the waitlist group, bu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ypoglycemia (p < 0.05). Be-

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aerobic exercise group, 

weight loss, BMI, and increase in systolic pressure dif-

fered significantly (p < 0.05), but blood glucose and tri-

glyceride levels did not (p > 0.05).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additional aero-

bic exercise can improve the metabolic indicators of pa-

tients taking SGA. 

 

 

 

首发青少年抑郁患者脑白质微结构与执行功

能相关性研究 

 

吕培培 1 宋学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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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首发青少年抑郁患者静息状态下的

脑白质微观结构变化，及与执行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40 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四版，DSM-IV）中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的首

发未用药青少年抑郁患者和 40 例正常对照组，使用

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HAMD)进行评定，17-

HAMD ≥ 17 分纳入抑郁组，17-HAMD < 7 分纳入对

照组。随后依次进行执行功能测验、磁共振常规序

列及弥散张量成像（DTI）扫描。最后将两组有差异

脑区的分数各向异性(FA)与执行功能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首发青少年抑郁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相

比有差异的脑白质微结构为胼胝体（P＜0.05）。将患

者组差异脑区（胼胝体）FA 值与年龄、受教育年限、

病程及疾病严重程度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胼胝体

FA 值与 17-HAMD 评分及病程呈负相关（r=-0.366，

p=0.028；r=-0.481，p=0.003），即抑郁程度越重、病

程越长，胼胝体 FA 值越低，白质纤维损伤越重。而

胼胝体 FA 值与年龄、受教育年限无相关关系

（p>0.05）。将患者组差异脑区（胼胝体）FA 值与异

常认知功能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胼胝体 FA 值与

认知功能无相关关系（p>0.05）。 

    结论  首发未用药青少年抑郁患者胼胝体白质

纤维损伤，提示在抑郁发作早期即存在白质微结构

的异常，这可能是青少年抑郁障碍潜在的神经病理

基础。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al Ex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e-

pression 

 

马瑞华 1 郭华 2 赵萌 3 陈楠 1 刘攀琪 1 刘思佳 1 石

晶 1 谭云龙 1 谭淑平 1 杨甫德 1 田莉 4 王志仁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2）河南省驻马店市精神病(第二人民)医院 

3）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4）Institute of Biomedicine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Objective  Considerable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bility and cognitive func-

tion are impaired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e-

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51 participants (31 depres-

sion patients and 20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underwent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ests measuring anger, fear, 

disgust, sadness, happiness, and surpris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 

(MCCB), which assesses seven cognitive domains, was 

us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expressions of 

sadness (p=0.036), happiness (p=0.041), and disgust 

(p=0.030)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In terms of cognitive 

function, the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the 

trail making test (p<0.001), symbol coding (p<0.001), 

spatial span (p<0.001), mazes (p=0.007), brief 

visuospatial memory test (p=0.001), category fluency 

(p=0.029), and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p=0.001)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accuracy of 

sadness and disgust expression re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s. Deficits in sadness ex-

pression recogni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trail making test (p=0.001, r=0.561), symbol coding 

(p=0.001, r=0.596), maze (p=0.015, r=0.439), and brief 

visuospatial memory test (p=0.044, r=0.370). Deficits 

in disgust expression recogni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

related with impairments in the trail-making test 

(p=0.005, r=0.501) and symbol coding (p=0.001, 

r=0.560). 

    Conclusion  As cognitive function is impaired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nega-

tive facial expressions declines, which is mainly re-

flected in processing speed, reasoning, problem-solving, 

and memory.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性别差

异 

 

马廷 1 王永前 1 张琪 1 赵文暄 1 杨文双 1 云雅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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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甫德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1.探索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与健康

人之间的差异性。2.探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男性与

女性认知功能之间的差异性。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纳入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住院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共 28 例作为试验组，同时纳入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匹配的 35 例正常被试作为健康对照

组。 

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的认知

功能评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健康对照组的 MCCB 总

分要高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组（t=5.367, P<0.05），在

MCCB 7 项认知功能维度方面，其中在处理速度、

工作记忆 、言语学习、视觉学习、推理及问题解决、

社会认知功能维度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均低于健康对

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注意

／警觉这个维度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MCCB 

10 项分测验评分中，患者组在符号编码、连线测验、

空间广度、言语记忆、视觉记忆、迷宫测验、情绪管

理测验得分要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组在语义流畅性，数字

序列、持续性操作测验与健康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其次，在 MCCB 7 项认知功能维度方面，言语

学习维度男性患者低于女性患者，两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在 MCCB 10 项分测验评分中；

其中在数字序列和言语记忆男性患者也低于女性，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维度和分

测验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

相比，有较差的认知功能。主要表现在：处理速度、

工作记忆、言语学习、视觉学习、推理及问题解决、

社会认知。2.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男性患者言语

学习维度较女性患者更差。 

 

 

 

MK-801 通过 NMDAR/PI3K/ERK 信号通路

可逆性调节海马星形胶质细胞 BDNF 表达 

 

于文娟 1 胡淼文 1 朱浩 2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仁济医院 

 

    目的  探讨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

D-aspartic acid receptor，NMDAR)非竞争性拮抗剂

MK-801 对海马星形胶质细胞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表达的影

响和涉及的机制，为明确星形胶质细胞在精神分裂

症病理生理及治疗中的作用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

据。 

    方法  体外培养海马星形胶质细胞，给予 MK-

801 孵育处理，或同时给予 ERK1/2 抑制剂 PD98059

或 PI3K 抑制剂 LY294002 或 JNK 抑制剂 SP600125

或 p38 抑制剂 SB203580 预处理，通过流式细胞术、

BrdU 分析、MTT、ELISA、qPCR 等检测星形胶质

细胞凋亡、活性、增殖以及 BDNF 表达分泌。 

    结果  海马星形胶质细胞用 20 µMMK-801 连

续孵育 48h 未出现明显的细胞凋亡，即使用 20 

µMMK-801 孵育 24h 后再用 20 µMMK-801 继续孵

育 24h 也未出现明显的细胞凋亡。海马星形胶质细

胞每天用 20 µMMK-801 孵育培养，在培养第二天和

第三天并未出现明显的细胞增殖，但第五天出现显

著的细胞增殖。海马星形胶质细胞用 20 µMMK-801

孵育 24h 后显著增强 BDNF 表达，而连续孵育 48h

后 BDNF 表达又降至初始水平，但用 20 µMMK-801

孵育 24h 后再用 20 µMMK-801 继续孵育 24h 后

BDNF 表达又显著提高。另外，NMDA 能显著减轻

MK-801 上调海马星形胶质细胞BDNF 表达的作用。

而且 ERK1/2 抑制剂 PD98059、 PI3K 抑制剂

LY294002能显著抑制MK-801增强海马星形胶质细

胞活力和 BDNF 表达分泌的作用；但 JNK 抑制剂

SP600125 和 p38 抑制剂 SB203580 却对 MK-801 增

强海马星形胶质细胞活力和 BDNF 表达分泌的作用

无显著影响。 

    结 论   NMDAR 拮 抗 剂 可 能 通 过

NMDAR/PI3K/ERK 信号通路可逆性调节星形胶质

细胞活力、BDNF 表达，进而参与精神分裂症的机

制。 

 

 

 

阿立哌唑联合抗抑郁药对抑郁症认知功能的

影响及临床疗效评价 

 

王应谈 1 寻广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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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2）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3）CSP 生物精神病学组 

 

    目的  探究阿立哌唑联合抗抑郁药物对抑郁障

碍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同时评价该疗法的临床疗

效和安全性。 

    方法  70例首发单相抑郁障碍患者随机分为研

究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艾司西酞普兰联合阿立哌

唑（5~10mg/日）、单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 8 周。在

基线、4 周末及 8 周末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评估病情严重程度，用 THINC-it 认知评估工具、威

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及连续操作测验（CPT）

评定认知功能，用锥体外系副反应量表（RSESE）及

不良事件记录表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1.与基线相比，8 周末两组 HAMD 评分

均显著降低（P<0.05），但组间 HAMD 减分率无显

著差异（（46.70±14.23）% vs. （48.22±10.27）% ，

P>0.05），组间治疗有效率无显著差异（51.51% vs. 

45.16%，P=0.611）。 

2.两组在执行功能、记忆力、注意力、处理速度

的表现较基线均显著改善。WCST 中，研究组的完

成总应答数在 8 周时较基线显著改善（P<0.01），而

对照组在两个观察点均未改善（P>0.05）；研究组在

4 周时的完成分类数、持续性应答数、持续性错误数

较基线显著改善（P<0.01），对照组则在 8 周时才观

察到改善。THINC-it 中，研究组 8 周时 CRT 分及

DSST 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CPT 中，研

究组 8 周末漏答数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3.认知功能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1）WCST：两组 HAMD 分与完成总应答数、

错误应答数、持续性应答数、持续性错误数、非持续

性错误数、完成第一个分类所需应答数呈正相关，

与完成分类数、概念化水平应答百分比呈负相关。 

    （2）THINC-it：DSST 分与 HAMD 分呈负相

关。 

    （3） CPT：二位数和三位数误答数、漏答数与

HAMD 分呈正相关。 

    4.治疗 4 周末、8 周末，两组 RSESE 评分均无

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不良反应均较轻微，组

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1. 联合低剂量阿立哌唑在 8 周的治疗中

未带来抗抑郁疗效的增加。 

    2. 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损害与抑郁严重程度

正相关，艾司西酞普兰联用阿立哌唑与单用艾司西

酞普兰均可有效改善抑郁障碍的认知功能，但联合

阿立哌唑能更早获得认知改善。 

    3. 相比单用艾司西酞普兰，合并使用低剂量阿

立哌唑不会导致不良反应的增加。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

能损害研究进展 

 

徐承裕 1  

1）梧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精神分裂症患

者认知功能损害研究进展。 

    方法  实验自 2018 年 1 月本开始实施，至 2020

年 12 月结束，抽取该时间段内入院治疗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 68 例，抛硬币法分成 2 个均数为 34 的小组

（对照组、研究组），对照组给予利培酮治疗，研究

组给予利培酮联合重复经颅脑刺激（rTMS）刺激治

疗，使用“8”字形线圈，治疗部位为左侧前额叶背外

侧的皮质，刺激强度为 110%运动阈值，频率设置为

10Hz，治疗时间为 20min，每天 1 次，每周治疗 5

次，治疗 4 周。对比两组认知功能、药物使用剂量。 

    结果  研究组威斯康星卡分类（WCST）测试总

时间、错误思考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同时明尼苏达

多相人格测试（MMPI）评分低于对照组，研究组利

培酮平均使用剂量、最大剂量均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

疗，对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较好，并且降低药物使

用剂量，rTMS 治疗对于大脑皮层兴奋性起到调节的

作用，直接影响脑功能的代谢活动、神经电生理活

动、局部脑功能，可实现脑部神经元的重塑，起到改

善认知功能的作用，该治疗属于一种无创方式，与

药物治疗不产生冲突，联合使用之后可起到协同作

用，减少精神类疾病治疗药物的使用剂量，治疗效

果较好可用于临床疾病治疗。 

 

 

 

精神科常见药物不良反应分析及合理用药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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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芳 1  

1）宁夏公安厅安康医院 

 

    目的   调查本院精神科常见药物不良反应

（ADR）发生情况，并进行合理用药分析。 

    方法  以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本院 2016 年至

2020 年精神科住院及门诊监测的 ADR 报告展开分

析，按性别、年龄、药物种类、给药情况、ADR 累

及部位、致 ADR 的前 8 种药物及转归情况予以统

计。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294 例 ADR 报告，其中涉

及男、女性患者分别 158 例、136 例，比例为 1：

0.86，平均年龄（47.20±5.73）岁，18～29 岁患者 ADR

构成比较其他年龄段高；口服给药所致 ADR 最为常

见；致 ADR 的药物共涉及 5 大类与 32 种，其中抗

精神病药所致 ADR 的构成比最高（67.01%），其次

是抗抑郁药（13.95%）。氯氮平所致 ADR 的构成比

最高（28.23%），其次是喹硫平（12.93%）；ADR 累

及的主要部位是神经系统（30.95%），其次是消化系

统（22.11%）。 

    结论  精神科药物所致 ADR 较为普遍，涉及药

物种类较多，累及部位以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为主，

还可累及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及淋巴系

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皮肤及全身系统等。故应

结合患者情况科学化给药，规范患者用药行为，加

强对患者及家属对合理用药的知识宣教，并加强

ADR 监测，以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Patients Coexist Psychiatric Illness May B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Into Severe Case af-

ter Infection with COVID-19: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 

 

斯亮 1 路晓文 1  

1）武汉市精神病院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sychiatric 

illness on the prog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fection and analyze possible causes of this influence. 

    Methods  Data of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OVID-19 infection in a single-center fever clinic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2020 were collect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coexist or without psychiatric illness, 

tho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existing psychiatric 

illness group and non-psychiatric illness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in those two groups who devel-

oped into severe case after the infection was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two groups were ana-

lyzed, and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were 

selected.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psychiatric illness on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OVID-19 and further analyze 

possible factors causing the influence. 

    Results  164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93 patients developed into severe case, and finally, nine 

patients died(5.49%,9/164). 71 patients coexist psychi-

atric illness and 93 patients without in 164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 who developed into severe case between those 

two groups(45/71,63.38% VS 48/93,51.61%, P=0.13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two 

groups from diagnosis to developed into severe case by 

K-M curve analysis(Breslow test, P=0.039). Multivari-

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 adjust to gender, 

age, and BMI, psychiatric illness was also one of the 

risk factors for patient who developed into severe case 

after infection with COVID-19(HRadj=1.49,95% 

CI:1.01-2.20, P=0.044).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

si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might be related to 

clozapine(HRadj=1.10;95%CI:1.01 -1.19; P=0.028). 

    Conclusion  Patients who coexist with psychiat-

ric illness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into severe case 

after infection with COVID-19. This effect may be re-

lated to the use of clozapine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psy-

chiatric illness. 

 

 

 

Age-dependent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in 

Social Visual Pathway in Adolescents with So-

cial Anxiety Disorder 

 

Yue Ding1, Yang Hu1, Wenjing Liu2, Shuyu Jin1, Yinzhi 

Kang1, Wenhong Cheng2,3, Zhi Yang1,4  

1）Laboratory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Imaging,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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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4）Institute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he brain develops rapidly in adoles-

cence, accompanying the high prevalence of social anx-

iety disorder in this period,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in developmental abnormality and social anxiety is 

largely unknown. Visual pathways play essential roles 

in processing social information, and thus their abnor-

mal development may be related to social anxiety disor-

der. We investigated age-dependent functional abnor-

malities in the three visual pathways (dorsal, ventral, 

and social). 

    Methods  We collecte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

onance imaging (fMRI) data during movie watching 

and resting-state from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 = 68 

with SAD and n = 68 typical controls (TC), ages 9-18 

years].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of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along the visual path-

ways was compared across diagnosis groups and age. 

    Results  The ALFF of the social pathway in the 

movie watching condi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interac-

tion effect between age and diagnosis groups. Along the 

social pathway,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age and 

group became more and more apparent. Simple effect 

analyses showed that for the SAD group, the ALFF in 

V1 increased with age, and the ALFF in other regions 

decreased with age. The TC groups showed the opposite 

trends. The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which responds to 

various social cues, show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e-

sponse patter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In the social visual pathway, the 

neural response patterns to a socioemotional movie 

showed different age-dependence in SAD and TC. 

Given that the social pathway has been argued to pro-

cess higher socio-cognitive functions, the findings pro-

vide evidence for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bnormal de-

velopment of social visual pathway and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Concordance of Brain Response To Socioemo-

tional Scenario Reflects Emotional Maturity 

in Adolescents 

 

Shuqi Xie1, Yang Hu1, Wenjing Liu1, Jingjing Liu1, 

Changminghao Ma1, Lei Zhang1, Yinzhi Kang1, 

Wenhong Cheng1, Zhi Yang1  

1）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Objective  We aimed to reflect the maturity pro-

cess of neural processing of socio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adolescence using an ecological naturalistic imaging 

paradigm and characterize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neural maturity using a norm-based approach. 

    Methods  We collected fMRI data from 75 

healthy adolescents when watching socioemotional 

movies and identified brain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inter-individual concordance between early 

(9-14) and older adolescents (15-18). 

    Results  Compared to early adolescents, older 

adolescents had higher inter-individual concordance in 

multiple brain regions in the parietal, occipital, and tem-

poral lobes and the precentral gyrus, indicating that as 

they grow older, adolescents form a typical brain activ-

ity pattern for processing socioemotional information. 

We further found that an individual’s similarity to the 

typical brain response of older adolescents was modu-

lated by emotional dimensions (valence and arousal), 

confirming the relevance of the brain response to the 

emotional contents in the stimuli. We defined an emo-

tional maturation index (EMI) based on the typicality of 

brain responses. The EMI performed better than cogni-

tive function measures, provided essential information 

beyond age and sex, and exhibited selectivity in predict-

ing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at forming 

typical brain response patterns may be a neuro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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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phenotype underlying the maturation of socio-

emotional ability. The proposed EMI represents a neu-

roimaging approach to refle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socioemotional maturation in adolescents. 

 

 

 

ZNF804A 基因 rs13009002 多态性与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关联性及精神症状严重程度影响

的研究 

 

孙乐乐 1 史新玉 1 孙丹丹 1 伊琦忠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 ZNF804A 基因 rs13009002 多态性

与新疆维吾尔人群精神分裂症的关联性；分析

rs13009002 基因型对新疆维吾尔人群精神分裂症患

者精神症状严重程度的影响。 

    方法  利用多重PCR靶向捕获二代测序技术对

628 例维吾尔精神分裂症病人及 628 例维吾尔正常

对照进行 ZNF804A 基因外显子区域 DNA 扩增，采

用适合于 DSM-IV 的结构式临床访谈(SCID)对病例

组患者进行病史收集和精神状况检查, 阳性与阴性

症状量表(PANSS)来判定维吾尔精神分裂症患者精

神症状的严重程度，Illumina HiSeq X Ten 平台进行

高通量测序，利用 PLINK、SPSS 22.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ZNF804A 基因 rs13009002 位点在病例

组与对照组中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rs13009002 位点基因型与精神分裂

症患者阳性症状严重程度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ZNF804A 基因 rs13009002 位点可能与

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群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存在关

联性。rs13009002 位点基因型对精神分裂症阳性症

状的严重程度有一定影响。 

 

 

 

Correlations between Working Memory Im-

pairment and Neurometabolites of The Pre-

frontal Cortex in Drug-naive Obsessive-com-

pulsive Disorder 

 

岳计辉 1 钟舒明 2 罗爱民 3 赖顺凯 2 罗宇翀 1 王颖

3 张一靓 3 温盛霖 1 贾艳滨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3）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working memory (WM) impairment in  

drug-naive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by 

using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and proton magnetic res-

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 

    Methods  A total of 55 patients with drug-naive 

OCD and 55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The working memory (WM)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Digit Span Test (DST), Visual space memory 

test (VSMT),and the 2-back task and Stroop Color Word 

Test (SCWT). The bilateral metabolite levels of the pre-

frontal cortex (PFC) were evaluated by 1H-MRS, then 

determined the ratios of N-acetyl aspartate (NAA), cho-

line-containing compounds (Cho), and myo-inositol 

(MI) to creatine (Cr).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as 

used to analyse the differences in WM performance and 

neurometabolite ratios.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scree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WM, with an introduction level of 0.05 and a rejec-

tion level of 0.10. 

    Results  1) Patients with OCD performed signif-

icantly worse on DST (score), VSMT (score), 2-back 

task (accuracy rate), SCWT (execution time) when 

compared with HCs.2) NAA/Cr and Cho/Cr in the left 

PFC (lPFC) and MI/Cr ratios in the bilateral PFC of 

OCD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when compared 

to HCs. 3) For OCD patients, the NAA/Cr ratio in the 

lPFC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DST 

(forwards), the Cho/Cr ratio in the lPFC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curacy rate of 2-back task, and the 

MI/Cr ratio in the right PFC (rPFC) wa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DST (forwards) and the accu-

racy rate of VSMT. We also found that the compulsive 

symptoms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I/Cr ra-

tio of the rPFC. 

    Conclusion  Drug-naive OCD patients have 

demonstrated WM impairments, including phonologi-

cal loop, visual-spatial sketchpad and central executive 

system, and the WM impairments might be asso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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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ypometabolism in the PFC, especially the lPFC. 

 

 

 

595 例门诊精神病患者使用药物情况分析情

况分析 

 

周映平 1  

1）广东省杨村复退军人精神病医院 

 

    目的  了解门诊精神病患者抗精神病药物的使

用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调查广东省第三荣

军医院 2019 年 8 月，10 月门诊 595 张处方用药情

况。 

    结果  595 张处方共涉及 39 种治疗方案，其中

使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方法共有 9 种，423 张，

占 71.09%，使用 2 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方案有 20

种，163 张（27.39%），使用 3 种抗精神病药物的治

疗方案有 8 种，9 张（1.51%）。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方

案居前 5 位的依次是利培酮（23.17%）、奥氮平

（20.09%）、利培酮+奥氮平（19.02%）、富马酸喹硫

平（13.00%）、舒必利（11.35%），使用率居前 5 位

的分别是利培酮（23.17%）、奥氮平（20.09%）、富

马酸喹硫平（13.00%）、舒必利（11.35%）、氯氮平

（9.46%）。 

    结论  我院门诊抗精神病药物单一用药方案占

主导，非典型抗精神病用药已成为临床首选。 

 

 

 

精神病临床高危人群血清免疫炎症细胞因子

和 C-反应蛋白水平及其与认知功能特点关系 

 

陶凤芝 1 李志行 1 苏文君 1 崔慧茹 1 徐丽华 1 王继

军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SZ）是重性

精神障碍中最常见的一种异质性脑部疾病，具有高

复发率、高致残率等特点。然精神分裂症病因未明，

临床疗效欠佳。使得对精神分裂症病因探讨及精神

分裂症发病前状态精准识别尤为重要。1982 年

Delisil 等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免疫炎症异常，随后

大量研究证明炎症与精神分裂症存在相关性。回顾

文献多焦聚于对精神分裂症发病后的研究，对发病

前阶段的探讨较少及。基于以上，本研究对精神分

裂症发病前状态—精神病临床高危（综合征）人群

探讨免疫炎症生物指标水平及其与认知功能相关性。 

    方法  根据纳、排标准共纳入精神病临床高危

人群（CHR）91 例，健康对照组（HC）86 例。1）

对 CHR 组用精神病临床高危综合症定式访谈

（SIPS）、前驱症状量表（SOPS)临床评估。用公认

认知成套测验工具（MCCB）对 CHR 和 HC 进行认

知评估。2）血样采集：对符合入组条件的受试者清

晨采集空腹外周血(7-10ml)，取血清。分别使用悬浮

微珠方法、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血清细胞因子

（IL-1β、IL-2、IL-6、IL-8、IL-10、TNF-α）及 CRP。 

    结果  CHR 组与 HC 组血清 IL-1β 浓度比较

（p=0.01）存在统计学差异，Bonferroni 矫正（BMI）

后两组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8）,且 CHR 组血

清 IL-1β 浓度高于健康对照组。血清 IL-2(p=0.33)、

IL-6(p=1.24)、IL-8（p=0.64）、IL-10（p=0.34）、TNF-

α(p=0.55)以及 CRP(p=0.70)两组无统计学差异。对

CHR 组血清细胞因子及 CRP 与性别-年龄标化的

认知因子 T 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提示 CHR 组

血清 IL-1β（β=0.42，p=0.019）、IL-2（β=0.86，p=0.001）、

IL-10（β=-1.00，p=0.005）、TNF-α(β=1.19，p=0.002)

与认知总分存在线性关系，控制变量（年龄、性别、

BMI、教育年限）后 IL-2（r=0.82,p=0.024）与认知

总分仍存在统计学相关。 

    结论  精神病临床高危人群与健康对照相比，

血清 IL-1β 浓度高于健康对照，进一步分析，CHR

组血清 IL-2 与认知总分存在线性相关。提示精神分

裂症发病前状态存在炎症水平异常，并可能参与认

知障碍发生发展的病理生理机制。 

 

 

 

喹硫平联合舍曲林治疗强迫症的对照观察 

 

姜静 1 鹿永坤 1 郝楠 1  

1）灵武市宁安医院 

 

    目的  探讨舍曲林联合喹硫平（舒思）治疗强

迫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将 64 例强迫症患者分成 2 组，研究组联

合奎硫平治疗，对照组单用舍曲林治疗，观察 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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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疗前及治疗 2w、4w、6w、8w 末采用 Y-BOCS、

HAMD、HAMA 评定临床疗效，TESS 评定不良反

应。 

    结果  治疗结束时两组 Y-BOCS、HAMD、

HAMA 的评分均显著降低，以研究组明显。 

    结论  喹硫平联合舍曲林治疗强迫症可以增加

疗效,安全性好，值得临床推广。 

    目前，强迫症是一种常见病，其患病率大约是

总人口的 1%～3%[1,2],虽然 SSRIs 对治疗强迫症有

效,但仅有 30%～40%的患者达到充分缓解，有文献

报道[3]，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强迫症具有一定

的增效作用，为此，作者用奎硫平联合舍曲林治疗

强迫症进行了相关对照研究，以探讨其临床疗效及

安全性，结果报告如下。 

 

 

 

齐拉西酮致粒细胞缺乏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王佳圆 1 高作惠 1 胡晓华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报道一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齐拉西酮

后出现粒细胞缺乏症，望能引起医务工作者们的注

意，在日后临床工作中对齐拉西酮少见的血液系统

不良反应有进一步的认识。 

    方法  将患者的基本信息、病史特点、辅助检

查、治疗经过、病情转归等临床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随后通过中国知网、万方、PubMed 数据库检索“齐

拉西酮”、“粒细胞减少症或粒细胞缺乏症”、“第二代

抗精神病药不良反应”、“特异药物引起粒细胞缺乏

症”等复习与本病例相关的文献。 

    结果  患者经停用齐拉西酮并予以升粒细胞治

疗后血象逐渐恢复正常，且换用其他抗精神病药治

疗后病情控制良好，未再出现类似血液系统不良反

应，故证实该患者的粒细胞缺乏症是由于齐拉西酮

所致。 

    结论  1.齐拉西酮可导致粒细胞缺乏症。2.由于

目前无法在中性粒细胞下降之前检测到所服药物产

生的少见血液系统不良反应，因此密切关注患者的

血象情况（尤其是在服药初期）依然是避免药物不

良反应导致粒细胞减少症和粒细胞缺乏症的第一道

防线。3.针对此类不良反应，及时察觉并立即停服相

关可疑药物是关键，同时积极予以升粒细胞治疗（目

前常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辅以补液支

持，若已发生感染则应尽快使用经验性广谱抗生素

抗感染。多数情况下，通过停用可疑药物并及时有

效地采取干预措施后，患者的血象将在 1～2 周内恢

复正常水平。但若同时合并存在：高龄、菌血症、肾

功能不全、淋巴细胞减少、骨髓发育不全、骨髓浆细

胞增多、休克以及极低的中性粒细胞绝对值计数

（<0.1×10^9/L）等情况时，则往往提示预后不良。 

 

 

 

刺激信息的编码与中枢解码 

 

胡存安 1  

1）西安大兴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探讨刺激信息的编码原理与在中枢的解

码原理。 

    方法  依据：①刺激信息由分门别类的感受器

接收换能，而感受器对适宜刺激敏感并产生强烈的

换能反应，继而产生相应的传入感觉神经信息传向

中枢相应的脑功能区或组织；②神经系统和体液所

传递的各种信息的实质都是强度；③兴奋性神经元

的功能特性能对传入的神经信息进行时空总和性的

整合，其结果决定是否传出神经信息；④神经网络

处理神经信息的方式有“聚合”与“发散”方式、或“并

行处理”和“串行处理”方式、或“自动处理”和“选择处

理”方式，等有关的研究结果，探讨刺激信息的编码

原理和传入感觉神经信息在中枢的解码原理。 

    结果  ①对刺激信息的编码原理是：通过“感受

器对适宜刺激敏感并产生强烈的换能反应，继而产

生相应的传入感觉神经信息”的功能，分门别类的感

受器将刺激信息“并行”“分解”为相应的适宜刺激信

息而接收换能为实质是强度的传入感觉神经信息，

再通过相应的特异性神经通路“串行”传向中枢相应

的感觉脑功能区或组织，并同时也将适宜刺激信息

的性质信息、强度信息、定位信息和持续时程信息

这 4 个方面的基础信息编码进传入感觉神经信息。

②对传入感觉神经信息的中枢解码原理是：在各传

入感觉神经信息“并行”传入中枢的相应感觉脑功能

区或组织，神经元通过具有时空总和性信息整合功

能作用的兴奋性神经元的功能特性，将实质是强度

的传入感觉神经信息在中枢相应的感觉功能区或组

织进行“自动处理”，使传入感觉神经信息逐级“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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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地进行“合成”，分别对传入感觉神经信息的性质

信息、强度信息、定位信息和持续时程信息这 4 个

方面的基础信息进行信息处理并感知，“还原”出刺

激信息的完整信息内容而产生整体感知觉，从而完

成对传入感觉神经信息的解码。 

 

 

 

产生神经精神活动的三大基础 

 

胡存安 1  

1）西安大兴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探讨产生神经精神活动的三大基础（物

质基础、功能基础和信息基础）与神经精神活动的

产生。 

    方法  依据：①在产生神经精神活动的物质基

础方面：兴奋性神经元是产生神经精神活动的基本

功能单位；皮层功能柱是产生神经精神活动的功能

单元，并赋予传出的兴奋性信息以特定的神经精神

活动内容组分；神经通路由兴奋性神经元相连接而

成，是产生神经精神活动的组织结构。②在产生神

经精神活动的功能基础方面：在神经元所具有的 4

种信息接收处理的功能中，经离子型受体介导的信

息接收处理功能（即神经元的功能特性）是产生神

经精神活动的神经元功能，而经 G 蛋白偶联受体、

酶活性受体和核受体介导的 3 种信息接收处理功能

则不是；兴奋性神经元的功能特性能对传入的神经

信息进行时空总和性的整合，其结果决定是否传出

神经信息。③在产生神经精神活动的信息基础方面：

通过神经系统和体液所传递处理的各种信息的实质

都是强度，也因此，神经元的功能特性能对传入的

神经信息进行时空总和性的整合处理。④神经网络

处理神经信息的方式有“聚合”与“发散”方式、或“并

行处理”和“串行处理”方式、或“自动处理”和“选择处

理”方式，等有关的研究结果。再结合其他神经精神

活动方面的有关研究结果进行探讨。 

    结果  神经精神活动的产生，是在产生神经精

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上，神经信息在神经通路或神

经网络中的兴奋性神经元上不断地进行着“发散”与

“聚合”式的神经信息传递与处理，神经元的功能特

性对传入的神经信息进行时空总和性的整合处理，

其结果决定是否传出动作电位（神经信息），从而筛

选出传入神经信息有效激活的兴奋性神经元；一个

皮层功能柱中的兴奋性神经元传出的神经信息蕴含

着该功能柱特定的神经精神活动内容组分，在一个

神经精神活动过程中，经“选择处理”而被筛选出的

一串有效激活的相关皮层功能柱中的兴奋性神经元

连续传出的神经信息，就形成了连贯的由相关特定

神经精神活动内容组分组成的神经精神活动。 

 

 

 

探究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常见精神障碍 

因果关系的孟德尔随机化研究 

 

余静 1 刘霞 2 郁昊 3  

1）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2）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3）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目的  探究血浆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 

Hcy）水平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SCZ）、重

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和双

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 BD）之间的因果关系。 

    方法  本研究采用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Two-

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TwoSampleMR）研

究来推断血清 Hcy 水平与主要精神障碍的因果关系。

利用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

ciation Studies, GWAS）数据（共计 44147 名受试者），

选取 11 个与血清 Hcy 水平显著关联的单核苷酸多

态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然后，基于公开的精神病学基因组学联盟

（Psychiatric Genomic Consortium, PGC）的 GWAS

数据，分别提取 11 个 SNP 位点与精神分裂症、重

性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的关联程度。利用上述

11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与血清Hcy水平以及 SCZ、

MDD 和 BD 的遗传关联数据，进行 TwoSampleMR

分析。TwoSampleMR 评估方法主要包括逆方差加权

（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 IVW）、加权中位数法

（Weighted median, WM）和 MR-Egger 回归分析。 

    结果  经过多重假设检验校正后，血清 Hcy 水

平与 BD 患病风险显著关联（ IVW: OR=1.24，

P=1.04×10-2）, 同时WM分析（OR=1.29，P=1.56×10-

3）和 MR-Egger（OR=1.32，P=1.59×10-1）分析结果

一致。血清 Hcy 水平与 SCZ 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OR=1.03，P=0.23），与 MDD 不存在显著的因果

关联（OR=0.96, P=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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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双相情感障碍

存在因果关系，而与精神分裂症和重度抑郁障碍无

因果关系。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Candidate Genes 

and Pathway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hrough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靳兴越 1 罗学荣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re a 

group of developmental dieases, charicterised by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deficits, and re-

petitive patterns of behaviors, interests or activities. Pre-

vious studies about genes and ASD were unable to get 

recognized resul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potential candidate gene and pathway in in Au-

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 so as to prepare for fur-

ther study in the mechanism exploration. 

    Methods  We got accesses to the microarray data 

set of GSE111176 from the website NCBI-GEO. After 

excluded data not meet the criteria of ASD of typically 

developing (TD) children, a total of 119 ASD children 

and 126 TD children were included in following analy-

sis. We used the software RStudio (R version 3.6.3) and 

limma package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The |fold change (FC)| ≥ 1.4 and adjust 

P value < 0.01 was used as cut-off criteria for DEGs, 

FC > 1.4 as up-regulated genes and FC <-1.4 as down-

regulated genes. Then we put these DEGs into gene on-

tology analysis, pathway analysis an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s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Results  We identified 275 up-regulated genes 

and 2 down-regulated genes (IFI27, ISG1)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Gene ontology analy-

sis revealed that in biological process,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ASD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cell 

death apoptotic process and immune response. Protein-

protein interac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7 

genes selected to be significant gene module, include 

PTGES3, SUMO2, ACTR3, SEPT7, CMPK1, PTMA, 

which are all up-regulated genes. 

    Conclusion  We identified some significant dif-

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which is referential in the further 

study about the mechanism of ASD. 

 

 

 

精神和神经疾病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易感性、

临床严重程度及死亡结局的影响：荟萃分析

与系统综述 

 

刘林 1,2 倪舒羽 1,2 闫薇 3 卢擎东 1,2 王云鹤 1,2 赵逸

苗 1,2 徐影影 1,2 师乐 3 袁凯 3 邓佳慧 3 孙艳坤 3 孟

适秋 1 姜振东 4 曾娜 1,2,5 阙建宇 3, Arun V, Ravin-

dran6, Thomas Kosten7 荣润国 8 唐向东 9 袁俊亮 3 

吴萍 1 时杰 1 鲍彦平 1,2 陆林 3,10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4）武汉市武昌医院 

5）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6）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精神科学系 

7）美国德克萨斯州贝勒医学院精神科学系 

8）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系 

9）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北京大

学 IDG 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 

 

    目的  评估精神和神经疾病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易感性、疾病严重程度以及死亡结局的影响。 

    方法  根据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优先报告的

条目（PRISMA）指南，我们检索了 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PsychInfo 和 Cochrane 图书馆

这五个数据库，查找了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16 日所

发表的研究。两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提取数据并进

行质量评估，提取的内容包括第一作者姓名、国家、

样本量、研究对象年龄、性别、暴露于结局等。根据

异质性大小，采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并的

优势比（OR）和 95%置信区间，同时也进行亚组分

析、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检验。 

    结果  本项荟萃分析共纳入 84 项研究，涉及

6493 万名研究对象，其中 12 项报告新冠肺炎的发

病率，31 项报告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和 68 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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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具体精神疾病分别包括情绪障

碍、抑郁、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焦虑、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神经系统疾

病包括痴呆、中风、谵妄、意识状态改变、癫痫、帕

金森病等。分析结果显示，神经疾病和精神障碍增

加该人群患新冠肺炎的感染风险（OR 1.84, 95% CI: 

1.20-2.82）、感染 COVID-19 后的疾病严重程度（OR 

1.42, 95% CI: 1.23-1.64）和 COVID-19 患者的死亡

风险（OR 1.66, 95% CI: 1.52-1.82）。对于具体的疾病

种类，抑郁症对易感性（OR 4.07, 95% CI: 1.16-14.22）

和临床恶化（OR 1.78, 95% CI: 1.11-2.86）有显著影

响，精神分裂症增加了新冠肺炎病例的死亡风险

（OR 2.02, 95% CI: 1.11-3.69）。多种神经症状可增

加新冠肺炎患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中风（OR 

1.82, 95% CI: 1.26-2.62）、痴呆（OR 1.97, 95% CI: 

1.66-2.33）、谵妄（OR 1.74, 95% CI: 1.24-2.44）和意

识状态改变（OR 2.23, 95% CI: 1.20-4.16）的患者比

无神经并发症的患者死亡风险更高。 

    结论  精神和神经疾病增加了新冠肺炎的易感

性和临床病情严重程度及死亡风险，早期发现和干

预神经病学和精神疾病是控制 COVID-19 大流行发

病率和死亡率的当务之急。我们的研究确定了更脆

弱 

 

 

 

多普勒血流仪检测首发精神病患者烟酸皮肤

反应异常的一项复制性研究 

 

甘冉飘 1 吴桂森 1 曾嘉慧 1 张天宏 1 王继军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大约 3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烟酸皮肤

潮红反应的敏感性受损。虽然这种烟酸反应异常

(NRA)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重要的内表型，但

很少有研究将 NRA 直接复制到未服药的首发精神

病(FEP)患者中，而且 NRA 在中国人群中的患病率

尚不清楚。 

    方法  通过激光多普勒血流仪测定 204 例 FEP

患者、16 例精神病性情绪障碍(PMD)患者和 68 例健

康对照者(HC)对烟酸皮肤潮红反应的敏感性，该敏

感性通过多普勒血流仪转化为血流量信号。分别计

算出最大血流量（MBF）以及引起半最大血流反应

所需的烟酸甲酯摩尔浓度(EC50)，再将 EC50 进行

以 10 为底的对数转换。 NRA 定义为 log10(EC50)

值高于HC组的第 90个百分位数且MBF值低于HC

组的第 60 个百分位数。 

    结果  总体而言，13.7%的 FEP、12.5%的 PMD

和 7.4%的 HC 组符合 NRA 的定义。FEP 组与 HC 组

的 log10(EC50)值有显著性差异(p=0.014)，FEP 组与

PMD组的MBF有显著性差异(p=0.011)。FEP中NRA

患者比烟酸反应正常的患者有更严重的阴性症状

（p=0.016）。 

    结论  这些数据代表了 FEP 患者的烟酸皮肤反

应的亚敏感性，其中的 NRA 亚组与有更严重的阴性

症状有关，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但在此研究中，

NRA 在 FEP 中的比例是低于既往所报道的。NRA

是一种生理亚型，可识别出早期精神病患者磷脂信

号缺陷的这一亚群。因此，更好地了解烟酸皮肤反

应异常可能有助于合理、早期、准确地识别和干预

精神病。 

 

 

 

不同亚型的精神病临床高危患者听觉oddball

反应的时域和时频特征 

 

吴桂森 1 甘冉飘 1 曾嘉慧 1 唐晓晨 1 王继军 1 张天

宏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脑电磁影像眼动研究室 

 

    目的  精神病临床高危人群（CHR）表现出

P300 反应的减弱，这表明其注意和工作记忆过程存

在缺陷。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在时域研究这些反应，

因而非相位锁定或诱导的神经活动可能已被忽略。

事件相关电位（ERP）和时频（TF）信息，结合临床

和认知特征，可能加深对 CHR 状态的病理生理学和

精神病理学的理解。 

    方法  在听觉 oddball 范式下记录脑电图。104

例 CHR 患者分别来自 3 个临床亚型：32 例来自

Cluster-1，34 例来自 Cluster-2，38 例来自 Cluster-3。

三种亚型的特征如下：Cluster-1：负性、认知和功能

表现的广泛、严重缺陷；Cluster-2：思维和行为紊乱，

部分和中度认知缺陷（工作记忆、注意力和视觉学

习）；Cluster-3：临床症状和认知能力的有限、轻度

缺陷（视觉空间记忆）。通过 TF 分析得到事件相关

频谱扰动（ERSP）和试次间一致性（ITC）。 

    结果  与其他两组相比，Cluster-1 的对目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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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的 P300 反应降低。此外，Cluster-1 的 P300 波幅

与加工速度（SoP）评分相关；Cluster-3 的 P300 波

幅与语言和视觉学习成绩显著相关。在 TF 分析中，

在 Cluster-1 中观察到 delta-ERSP 和 ITC 降低；

Cluster-3 的 delta-ITC 与 SoP 评分相关。 

    结论  结果表明，某些 CHR 亚型的 oddball 反

应相对减弱，这些电生理指标与不同 CHR 亚型的注

意、工作记忆和陈述性记忆密切相关。这些发现提

示听觉 oddball 反应是 CHR 不同临床亚型的潜在神

经生理学标志。 

 

 

 

Age-dependent Alternations in The Struc-

tural Co-variation of Subcortical Regions in 

Adolescents with Social Phobia 

 

Jingjing Liu1, Ynag Hu1, Shuqi Xie1, Yinzhi Kang1, Lei 

Zhang1, Wenhong Zhang1, Zhi Yangg1  

1）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Adolesc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disor-

der (SAD) have severe deficits in social function, and 

most of them show chronic and continuous progression. 

Adolescence is the most sensitive period of pathological 

social anxiety. Most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subcor-

tical area is very important for SAD patients, and i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bnormal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dult SAD. This study uses a structural covariation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developmental struc-

tural changes in the subcortical area of adolescent SAD 

patients.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143 participants, 

including 76 adolescents with SAD (SAD group) and 67 

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 group), with an age 

range of 11-17 years. They all underwent symptom as-

sessment and MRI scan. After estimating the volume of 

each brain region through FreeSurfer, w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structural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7 

pairs of subcortical regions in adolescent SAD patients, 

including the amygdala, putamen, caudate nucleus, thal-

amus, hippocampus, nucleus accumbens and Pale ball.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oordination of morphometric de-

velopment of subcortical structures, we examined the 

structural covariation of the subcortical areas of adoles-

cent SAD. We further compared the age differences in 

the covariation of subcortical regions of interest be-

tween SAD and healthy control adolescents. In addition, 

we examined the co-variation trend of the subcortical-

subcortical structure of SAD and healthy adolescents 

under the age window. 

    Results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volume 

of subcortical region in two group. We found that the 

volume of left putamen, left hippocampus and right thal-

amus were associated with symptoms for SAD adoles-

cents. Furthermore, we mainly found that the structural 

co-variance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left caudate and 

right putamen, left caudate and left putamen, right cau-

date and right putamen, left putamen and right caudate 

wer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n SAD adolescents espe-

cially starting from 14-year-old. In addition, we further 

discovered the cortex structural covariance tendency of 

subcortical region inclined to reduce from high to lower 

level in health controls while increase from low to 

higher level in patients. All supported abnormal brain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in adolescents with social anx-

iety disorder. 

    Conclusion  Our study mainly found age-de-

pendent differences in abnormal structural covariation 

within striatum and delayed coordination between sub-

cortex and cortex, which could suggest abnormal brain 

development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Elevated Serum 

Concen 

 

张元元 1 周谢海 1 单锋 1 梁俊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Objectiv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fection on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different antipsy-

chotics in in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treated with psychiatric drugs. 

    Method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therapeu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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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monitoring and routine blood tests during infection 

and non-infection periods. The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intra-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ose-corrected serum concentrations (C/D) levels in in-

fection and non-infection periods. 

    Results  The median C/D levels of RIS (RIS + 9-

OH, n=36) and CLZ (n=42)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01), whereas the median C/D levels of QUE 

(n=21) and ARI (n=13) were slightly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1) in infection than  non-infection perio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C/D levels 

and WBC parameters was observed for RIS, CLZ, and 

QUE.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reduced 

clearance of all drugs evaluated, especially CLZ and 

RIS, 

 

 

 

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边缘性人格障碍患

者的磁共振脑结构和功能成像的异常神经表

征：聚合多模态荟萃分析 

 

潘南方 1 王淞 1 秦堃 1 龚启勇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边缘型

人格障碍（BPD）在成年的临床人群个体中常作为共

病出现，并在亲属中存在聚集现象。行为失抑制和

情绪失调是成人 ADHD 和 BPD 共同的临床特征。

然而，对 ADHD 和 BPD 临床征象的跨疾病神经病

理机制知之甚少。 由此我们进行了多模态神经影像

荟萃分析，以识别绘制 ADHD 和 BPD 成年患者共

有的脑影像异常。 

    方法  我们对比较了成年 ADHD 或 BPD 患者

与健康人群的基于体素灰质体积的磁共振脑结构成

像和基于 BOLD 信号的任务态功能成像的全脑研究

文献进行了检索。我们将根据脑结构或功能异常的

峰值坐标以及相应的效应值构建数据库。为了探究

ADHD和BPD患者共有的大脑异常，我们使用Seed-

based d Mapping with Permutation of Subject Images

软件包进行了多模态脑影像荟萃分析，在对于特定

疾病和模态的亚组分析后进行聚合分析得出异常神

经表征，再用 Neurosynth 中对识别出的神经标记物

进行数据驱动的功能解码分析。 

    结果  多模态脑影像荟萃分析共纳入 125 篇全

脑文章（ADHD59 篇，BPD66 篇）。 在任务态脑功

能成像中，聚合分析表明左顶下小叶的神经功能异

常是 ADHD 和 BPD 病例中共有的，而在双侧颞上

回的功能改变二者是相反的。在脑结构成像中二者

并无共有神经基础。在多模态联合分析中，ADHD 在

右侧壳核表现出灰质体积减小和功能活动减弱，而

在 BPD 病例中的聚合改变位于左侧眶额叶皮层。 

    结论  成年 ADHD 和 BPD 患者的多模态聚合

脑异常集中位于额叶-顶叶-纹状体神经环路中，这将

会加深对 ADHD 和 BPD 合并症以及相似临床特征

的神经病理机制的认识，并有助于对 ADHD 和 BPD

进行鉴别诊断，据此改进相应的神经调控干预方案。 

 

 

 

肌苷调控青幼期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刺激小

鼠抑郁焦虑样行为及对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影

响 

 

刘雪儿 1 滕腾 1 向涯洁 1 李雪梅 2 樊力 1 蒋沅良 2 

杜康 2 周新雨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内科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精神科 

 

    目的  儿童青少年抑郁的临床特征与成人抑郁

不同，且绝大多数抗抑郁药物不仅对儿童青少年抑

郁患者无效，还可能增加儿童青少年患者的自杀风

险。肌苷（Inosine）作为潜在的抗抑郁药物，已被国

内外多项研究证实能够缓解成年啮齿动物的抑郁及

焦虑样行为。但目前尚缺乏基于青幼期动物模型的

研究。此外，肠道微生物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影

响啮齿动物抑郁样行为。因此，本研究主要探究肌

苷调控青幼期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刺激小鼠抑郁焦

虑样行为及对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影响。 

    方法  选取 80 只出生 21 天的雄性 C57BL/6 小

鼠进行为期 7 天的适应后，通过基线糖水偏好及自

发活动度测试排除了 5 只小鼠，随机分为 3 组：对

照+生理盐水组（n=15）、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刺激

组（CUMS）+生理盐水组（n=30）及 CUMS+Inosine

组（n=30）。在进行 4 周 CUMS 刺激后，通过小鼠

体重、糖水偏好、强迫游泳、旷场及十字迷宫高架等

行为学测试来评估小鼠的抑郁焦虑样行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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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16S rRNA 测序对小鼠粪便的肠道微生物菌群

进行检测。 

    结果   在基线测试时，对照+生理盐水组、

CUMS+生理盐水组及 CUMS+Inosine 组间没有显著

差异。在 4 周 CUMS 刺激后，与对照+生理盐水组

相比，CUMS+生理盐水组的糖水偏好、旷场运动总

距离，高架开臂时间显著降低，且高架闭臂时间显

著升高。而肌苷显著改善青幼期小鼠抑郁焦虑样行

为（即：与 CUMS+生理盐水组相比，CUMS+肌苷

组的糖水偏好、旷场运动总距离，高架开臂时间显

著升高，且高架闭臂时间显著降低）。基于 16S rRNA

测试结果表明，CUMS 造模刺激引起了青幼期小鼠

肠道菌群的显著变化，而腹腔注射肌苷可以部分恢

复 CUMS 造模导致的青幼期小鼠肠道菌群的改变。

此外，在门水平上，差异 ASV 主要来源于厚壁菌

(Firmicutes)和拟杆菌(Bacteroidetes)。进一步在科水

平 分 析 ， 差 异 ASV 主 要 来 源 于 鼠 杆 菌

(Muribaculaceae)，且鼠杆菌表现出与抑郁样行为学

存在显著正相关。通过 KEGG 功能富集分析提示：

肌苷可能通过脂质代谢及碳水化合物代谢两大代谢

途径改善 CUMS 刺激引起小鼠肠道菌群的紊乱。 

    结论  肌苷可以改善CUMS刺激引起的青幼期

小鼠抑郁样行为及肠道微生物紊乱。我们的研究为

肌苷的抗抑郁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精神分裂症患者海马结构与面孔情绪认知障

碍的关联研究 

 

雷家熙 1 金珠玛 1 陈从新 1 张馨月 3 赵晓鑫 2 吕一

丁 1 姚晶晶 4 隋毓秀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雷家熙，吕一丁，

隋毓秀，金珠玛）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赵晓鑫） 

3）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张馨月） 

4）金湖县人民医院（姚晶晶） 

 

    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SCZ）患

者海马结构体积与面孔情绪认知障碍间的关系 

    方法  入组 41 例符合 DSM -IV 精神分裂症诊

断标准的首发精神分裂症，同时匹配的 27 例健康对

照。分别进行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

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评定、面孔情绪认知评

估。同时，两组受试者均采集磁共振图像。应用

FreeSurfer 6.0 对进行海马结构测量。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组面孔情绪分

类测试的拐点、斜率均显著增加。（2）患者组海马总

体积及各亚区体积均小于对照组，两组左侧海马总

体积、CA1、前下托、旁下托、HATA，右侧海马总

体积、下托、CA1、前下托、旁下托、ML、HATA 亚

区体积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患者组右侧 HATA

亚区体积与面孔情绪认知斜率呈显著负相关（r=-

0.296，P=0.04）。（4）患者组左侧海马下托体积与阴

性因子分呈显著负相关（r=-0.317,P=0.044），右侧海

马总体积（r=-0.402,P=0.009）、CA1（r=-0.407,P=0.008）

和 ML（r=-0.416,P=0.007）亚区体积与瓦解因子分呈

显著负相关，左侧海马前下托（r=-0.317,P=0.044）、

旁下托（r=-0.512,P=0.001）亚区体积与抑郁因子分

呈显著负相关。（5）患者组面孔情绪认知斜率与

PANSS 评分总分（r=-0.327,P=0.037）、阴性因子分

（ r=-0.442,P=0.004 ） 和 抑 郁 因 子 分 （ r=-

0.310,P=0.049）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海马结构可能是精神分裂症面孔情绪

认知障碍的结构基础。 

 

 

 

Intelligence As Proxy Phenotype Providing 

Insight Into The Heterogeneity of Schizophre-

nia 

 

任虹燕 1,2 魏巍 1,2 王强 1,2 李涛 1,2,3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医学研究室 

3）浙江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杭州第七人民医院） 

 

    Schizophrenia is a mental disorder constituting dif-

ferent symptom clusters. Its high heterogeneity in both 

pathophysiology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hampered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t has long been rec-

ognized that one of the core features of schizophrenia is 

intellectual decline. Using an approach of proxy-pheno-

type method (PPM), we tried to identify core genes, the 

expression of which in the 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

tex (DLPFC) showed genetic dependence between in-

telligence (IQ) and schizophrenia (SCZ). The expres-

sion matrix of identified core genes was then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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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 the subtypes in patients. The subsequent profil-

ing of subtypes was carried out by comparing the differ-

ence in cognitive performance, whole-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GMV)and longitudinal clinical course between 

subtype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using PPM, we 

found ten genes (ALMS-IT1, GLT8D1, NDUFA2, 

NEK4, PCCB, PCDHA7, PCDHA2, ZMAT2, 

WBP2NL, CALN1) to be genetic dependence in their 

genetic expression in DLPFC between IQ and schizo-

phrenia. Subsequently, (2) a clustering analysis using 

the expression matrix of the ten genes revealed four sub-

types in our patient group.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demographic features (age, gender 

and years of education) between the four subtypes, (3) 

they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per-

formance, especially that of working memory, with sub-

type 2 scoring the lowest when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subtypes. Furthermore, we found (4) the GMV of 

five brain regions,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multiple 

comparisons, to be different between 4 subtypes, with 

subtype 2 showing significantly less GMV in all five 

brain regions, especially in lLimbicA_TempPole_2, 

rLimbicB_OFC_1, rContA_IPS_1 and 

rContB_PFClv_1. A comparison in composite and indi-

vidual PANSS scores disclosed that subtype 2 score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other three subtypes on one 

individual PANSS item (“N4”: Passive/apathetic social 

withdrawal, P = 0.023). Our current study explored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the genetic expression in DLPFC to 

clarify the heterogeneity of schizophrenia. It pinpointed 

a subgroup that exhibited notable deficits in working 

memory, GMV in limbic and prefrontal areas and core 

negative symptom. 

 

 

 

丙泊酚与依托米酯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麻醉

中安全性的随机对照研究 

 

罗德亮 1 赵锁良 1 张丽丽 1 常昱 1 何长江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对比观察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中使用丙

泊酚与依托咪酯作为麻醉剂的安全性及所产生不良

反应对比。 

    方法  选择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8 月在西安

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 MECT 治疗的住院患者 160 例，

按 MECT 常规每例患者每周行 MECT 治疗 3 次，共

计行 MECT 治疗 6-12 次，共 1824 例次。患者第一

次治疗时随机分为依托咪酯组共计 80 例及丙泊酚

组共计 80 例,确保每一个患者都完成一个疗程，每

一治疗组均完整进行 MECT 治疗 12 次。所有接受

MECT 的患者治疗前均禁食、禁饮 8 小时, 进入治

疗室后开放静脉通道，麻醉诱导根据组别分别给予

依托咪酯或丙泊酚及琥珀酰胆碱注射液，麻醉后给

予面罩给氧，手控呼吸。待全身肌肉松弛且腱反射

消失, 使用美国思倍通 5000Q 治疗仪通电治疗,通电

治疗结束后继续辅助呼吸至患者自主呼吸充分恢复, 

送返醒复室继续给予面罩吸氧，吸氧浓度 5-10L/min

直至患者意识完全恢复。观察并记录患者低氧、分

泌物增多、兴奋躁动、心动过速、恶心呕吐、头晕、

高血压、尿失禁、寒战、肌震颤等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 

    结果  丙泊酚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依托咪

酯组，在 MECT 治疗中行麻醉诱导丙泊酚和依托咪

酯是各有优劣，丙泊酚组：低氧、寒战发生率高；依

托米酯：分泌物增多、兴奋躁动、心动过速、血压增

高和肌肉震颤发生率高。两组发生恶心呕吐、头晕、

尿失禁等不良反应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丙泊酚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依托咪

酯组，在 MECT 治疗中两者各有优劣，在临床应用

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全身麻醉药

物。 

 

 

 

近 5 年 565 例使用氨磺必利出现不良反应报

告分析 

 

邵青 1 权伟 1 阎得胜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氨磺必利临床使用中不良反应的发

生特点及分布规律，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近

5 年来使用氨磺必利出现不良反应的 565 例患者，

其中男性 269 例（47.61%）、女性 296 例（52.39%）

平均年龄（34 岁），诊断项以临床诊断为依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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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ICD-10；通过对患者病历及长期医嘱中年龄、

性别、原患疾病、用药剂量、配伍用药、ADRs 发生

时间、处理方案和 ADRs 临床表现做出统计，分析

对产生不良反应的影响因素。 

    结果  氨磺必利临床使用中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1.99%；青壮年组（19-30 岁）发生率最高为 40.53%；

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女性的发生率高于男性，25.88%

的患者通过减量与停药不良反应得到缓解。ADRs累

及器官-系统分别为：心血管系统 418 例占比 73.98%，

神经系统 73 例占比 12.92%，内分泌系统 71 例占比

12.57%，精神疾病 55 例占比 9.73%，血液与淋巴系

统疾病占比 3.19%，胃肠道疾病 8 例占比 1.42%，皮

肤与皮下组织 8 例占比 1.42%，肾脏与泌尿系统 4

例占比 0.71%。565 例 ADRs 患者中，≤14 天出现

ADRs 的 291 例，占 51.50%，14 天--30 天的 128 例

占 22.65%，≥30 天的 124 例占 21.89%，22 例发生

时间不确定占 3.89%。565 例 ADRs 患者中以精神分

裂症（495 例）最多占 87.61% ，情感障碍 24 例占

4.24%、癔症性精神病 16 例占 2.83%、脑器质精神

病 13 例占 2.30%，其他 17 例占 3.00%。ADRs 发生

率高于说明书的有：心动过缓（7.87%），T 波改变

（4.47%），心动过速（3.45%），窦性心律不齐

（1.02%）；低于说明书发生率的是锥体外系反应

（3.96%）。 

    结论  氨磺必利在临床使用中不良反应发生较

多，其中引起心血管系统如心动过缓，T 波改变，心

动过速，窦型心律不齐等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说明

书中数据。治疗期间应该严格监视心电图，且应该

避免与导致心动过速、心律不齐的药物如 β-受体阻

滞剂，可乐定，维拉帕米，胺碘酮等药物合用，当使

用氨磺必利引起高泌乳素血症时不论剂量高低都应

该监测泌乳素水平，特别是女性患者；在出现锥体

外系反应，应根据患者症状予以对症治疗；在出现

严重不良反应时要及时减量或停药，尤应注意与其

他药物联用时出现的不良反应。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发作不佳的应对策略 

 

何长江 1 敖磊 1 赵锁良 1 谭全胜 1 罗德亮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临床中设置电休克治疗参数时常用年龄

的计算方式，但是仍存在部分患者发作不佳的情况，

为了分析发作疗效不佳的可能因素，减少多次通电

治疗的可能性，提高治疗有效性及不良反应，指导

临床电休克治疗的具体操作，特针对发作不佳的患

者进行分析，提升治疗发作成功率。 

    方法  针对某三甲精神病院2018年7月至2020

年 2 月期间，按照年龄计算的标准电休克治疗设置

治疗参数后仍存在的发作不佳情况，收集性别，年

龄、诊断、精神科用药情况、体重、第几次治疗，治

疗参数，通电次数等数据，并对数据通过 SPSS25.0

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在 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2 月精神病院

共进行电休克治疗 33706 例次，需要给予 2-3 次通

电治疗的为 180 例次，发生率为 0.53%，其中需要 3

次通电治疗的为 14 例次，发生率为 0.04%。男性 93

例次，女性 87 例次。年龄为 14-63 岁，33.5±10.7 岁。

体重 29-98kg，65.0±13.1kg。丙泊酚使用量 70-200mg，

102.3±18.4mg，1.61±0.31mg/kg。琥珀酰胆碱23-50mg，

38.1±7.0kg，0.60±0.10mg/kg。治疗次数 1-11 次，中

位数为 4 次。精神分裂症 114 例次，占比 63.3%，

双相障碍 38 例次，占比 21.1%，抑郁症 10 例次，

占比 5.6%，癔症 10 例次，占比 5.6%，其余 9 例次，

占比 5.0%。情绪稳定剂使用 74 例次，占比 41.1%。

两种药物联合使用 105 例次，占比 58.3%。常使用

抗精神病药物依次序为奥氮平 53 例次，占比 29.5%，

齐拉西酮 38 例次，占比 21.1%，喹硫平 18 例次，

占比 10.0%，氨磺必利 15 例次，占比 8.3%，利培酮

14 例次，占比 7.8%。常见联合用药为丙戊酸镁 54

例次，占比 30%，氯氮平 12 例次，占比 6.7%，喹

硫平 9 例次，占比 5.1%。发作不佳时首次通电能量

为 23.1±8.1J，再次通电能量为 30.0±11.0J，第三次

通电能量为 34.0±9.0J。 

    结论  通过年龄作为基础计算的电休克治疗发

作有效率高，在设定参数的时候除了考虑年龄外还

需要考虑诊断、用药及联合用药情况等因素。对于

第一次通电不能够引起足够发作的情况可以提高治

疗能量，二次通电能量建议提高 30%，第三次通电

能量再提高 15%。 

 

 

 

One-year Follow-up Investigation of Psycho-

logical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Guangzhou: A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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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兵 1 张俊国 1 王盛飞 1 熊一兴 1 薛坤喜 1 范长

河 1  

1）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Objective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about long-

term impact of COVID-19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survivors.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1) The psy-

chological status of COVID-19 patients at acute phase 

of infection and latent psychological patterns. (2) How 

individuals transitioned between these patterns one year 

later, and (3) Whether socio-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istinguished patients’ 

transitions. 

    Methods  Thirty mild and common type COVID-

19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with Chinese version of 

GAD-7, PHQ-9, PCL-5 and PSQI focusing on anxiety, 

depression, stress related symptoms and insomnia 

symptoms at 2 weeks after admission(T1) and one year 

after discharge(T2).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was per-

formed examining research questions. 

    Results  The rates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de-

pression, insomnia and traumatic stress experience were 

33.33%, 20.00%, 26.67% and 26.67% at T1 and were 

36.67%, 30.00%, 6.67% and 36.67% at T2, respectively. 

Two distinct psychological patterns were identified: 

class 1 (‘normal’) and class 2 (‘anomaly’). From T1 to 

T2, half of patients in class 2 transitioned to class 1, only 

31.8% of class 1 patients shifted to class 2. multiple lo-

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odds ratios for “character” (P<0.01) and a ten-

dency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sidual physical 

symptoms at discharge” (P=0.06). 

    Conclusion  About one third of covid-19 patients 

still have anxiety, depression and traumatic stress expe-

riences one year after discharge. Although most psycho-

logical healthy patients at acute phase of infection re-

main healthy, a small amount of them worsen in psycho-

logical status after one year of discharge. And patients’ 

character and whether having residual physical symp-

toms at discharge may be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for 

transition patterns. 

 

 

 

黄芩素通过抑制神经炎症反应改善脂多糖诱

导大鼠抑郁样行为 

 

卞合涛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黄芩素对脂多

糖诱导的大鼠抑郁样行为是否具有改善作用，同时

进一步研究黄芩素抗抑郁作用的可能机制。 

    方法  将 SD 大鼠随机分为四组：正常对照组、

脂多糖（LPS）组，黄芩素+脂多糖（LPS）组，黄芩

素组。LPS 组为隔日给予腹腔注射 LPS，共计给 7

次；黄芩素组为每日腹腔注射一次黄芩素，共计 14

次；黄芩素+脂多糖（LPS）组为腹腔注射 7 次 LPS

与 14 次黄芩素。14 天后进行体重及行为学检测（旷

场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麻醉后取大鼠海马，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大鼠海马 NLRP3、Caspase-1、

IL-1β 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体重与行为学检测结果 

    腹腔注射 LPS 后，与正常对照组大鼠相比，LPS

组大鼠体重较低，旷场总距离、直立次数及平均速

度均降低，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增加，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给予黄芩素后，与 LPS 组大鼠相比，黄芩

素组大鼠体重增加，旷场总距离、旷场直立次数及

旷场平均速度均增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减少，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Western blot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LPS 组海马组织 NLRP3、

Caspase-1、IL-1β 表达量增加；给予黄芩素干预后，

海马组织 NLRP3、Caspase-1、IL-1β 表达量下降。 

    结论  （1）腹腔注射 LPS 可诱导大鼠抑郁样行

为，黄芩素具有改善 LPS 诱导的大鼠抑郁样行为作

用； 

    （2）黄芩素通过抑制 NLRP3 介导的炎性反应

改善 LPS 诱导的大鼠抑郁样行为； 

 

 

 

下调海马 LRP1 表达可增加微管动态性进而

改善抑郁样行为 

 

王慧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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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探讨 LRP1 调控微管动态性在抑郁症中

的作用，阐明 LRP1 在抑郁症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 52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200-250g）

随机分为四组：CTRL AAV-GFP 组（AAV-GFP）

（n=13）、CTRL AAV-shLRP1 组（AAV-shLRP1）

（n=14）、CUMS AAV-GFP 组（AAV-GFP）（n=13）, 

CUMS AAV-shLRP1 组（AAV-shLRP1）（n=14）。AAV-

GFP 组注射阴性对照 AAV，AAV-shLRP1 注射

shLRP1。将注射 AAV-GFP 大鼠随机分为 CTRL 和

CUMS 组，AAV-shLRP1 组同样随机分为 CTRL 和

CUMS 组。CUMS 组同前一部分给予慢性不可预计

温和应激（CUMS，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CTRL 组正常饲养。CUMS 均是在注射 2 周 AAV 后

进行，并进行基础行为学评价所有大鼠在应激前一

天称取体重，之后每周称一次体重。为期 4 周的

CUMS 之后再次进行行为学评价包括糖水偏爱实验、

矿场实验及强迫游泳实验。行为学评价结束后处死，

取材，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 LRP1、tubulin、Acet-

tub、Tyr-tub 、Tau、Tau(262,404)及 PI3K/Akt/GSK-

3β 表达水平。应用投射电镜检测突触及微管超微结

构改变。 

    结果  基础行为学评价在各组未发现统计学差

异。各组 LRP1 蛋白检测结果显示 CTRL 大鼠 AAV-

shLRP1 组较 AAV 阴性对照组显著降低，而 CUMS

大鼠 LRP1 敲低组 LRP1 表达显著低于 AAV 阴性对

照组。体重变化检测结果显示 CUMS 模型组大鼠

LRP1 敲低在第四周并未显示出较阴性对照组显著

增加。4 周 CUMS 后行为学结果显示 CTRL 大鼠阴

性 AAV 与 AAV-shLRP1 相比行为学未表现出明显

差异，与 CTRL 相比，CUMS 大鼠阴性对照组表现

出显著的快感缺乏，空间探索能力减小，绝望行为

增多。而 CUMS 大鼠 LRP1 敲低组表现出抑郁样行

为明显缓解。微管系统检测发现 Acet-tubulin、Tau、

Tau(262,404)在CTRL大鼠AAV 阴性对照组与AAV-

shLRP1 组无显著差异，而在 CUMS 大鼠中与 AAV

阴性对照相比，LRP1敲低组可显著降低Acet-tubulin、

Tau(262,404)水平。 

 

 

 

MOR 通过介导 MAPK 信号通路的激活促进

抑郁症的发生发展 

 

陈国鹏 1 刘忠纯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阿片受体

MOR 在神经细胞系 HT22 和 CUMS 造模的抑郁症

小鼠中的作用，阐明 MOR 在抑郁症中的可能分子

机制。 

    方法  细胞层面：培养 MOR 敲低（和过表达）

的海马神经元细胞系 HT22，分别用 BV2 的条件培

养基上清和正常培养基去刺激，4h 后收取细胞，分

别提取 RNA 和总蛋白，进行分子生物学检测，检测

MOR、MAPK 通路中关键分子（MEK\ERK\P38 及

其磷酸化）的表达情况。 

    动物层面：将 C57 小鼠随机分为四组：海马区

MOR 敲除小鼠+CUMS 组、同窝 WT+CUMS 组、海

马区 MOR 敲除小鼠+NC 组、同窝 WT+NC 组，

CUMS 造模前对小鼠进行体重及行为学检测（糖水

偏好实验、旷场实验、新奇物体识别和强迫游泳实

验）。CUMS 组小鼠给予 4 周 CUMS 之后，所有小

鼠均再次进行体重和行为学检测（糖水偏好实验、

旷场实验、新奇物体识别和强迫游泳实验）。实验终

末点麻醉处死小鼠用多聚甲醛固定全脑、包埋切片，

采用免疫荧光方法检测小鼠海马 MOR、BDNF 和 c-

fos 表达水平，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小鼠海

马 MOR、c-fos 及 MAPK 通路中 MEK\ERK\P38 及

其磷酸化蛋白表达水平，采用免疫共沉淀方法检测

小鼠海马组织中 MOR 与 GRPR 的相互作用。 

    结果  （1）免疫荧光结果 

    在 WT 小鼠中，CUMS 应激后，与 NC 组小鼠

相比，CUMS组小鼠海马 MOR 的表达量明显上调，

BDNF 和 c-fos 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而在 CUMS 小鼠中，与 WT 组小鼠相比，海马神经

元 MOR 敲除的小鼠的海马组织中，BDNF 和 c-fos

明显上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Western blotting 结果 

    在 MOR 敲低 HT22 细胞系中，条件培养基刺激

后 MEK\ERK 明显下调。同样在 CUMS 小鼠中，与

WT 组小鼠相比，海马神经元 MOR 敲除的小鼠的海

马组织中，MEK\ERK 明显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 

    结论  （1）MOR 下调可以改善海马神经细胞

活性及神经细胞可塑性。 

    （2）MOR 通过介导 MAPK 通路的激活，从而

促进抑郁症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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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分离子代不同发育节点 NAD+、神经炎

症及神经损伤对应关系分析 

 

郝可可 1 王高华 1 王惠玲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通过制备母婴分离子代精神分裂症模型

大鼠，比较对照组、模型组仔鼠青春期及成年期行

为改变，以及不同发育节点 NAD+、神经炎症及神

经损伤情况，为补充和完善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

提供有力的线索和支持。 

    方法  选择10-11周龄的无特异病原体的wistar

种鼠，PND9 天的 Wistar 大鼠幼崽与母鼠分离 24 小

时造成幼年母爱剥夺模型，同一窝幼崽一半仅母爱

剥夺，另一半幼崽母爱剥夺的同时给予NAM处理。

之后正常喂养。以整窝均无无母爱剥夺的幼鼠作为

对照。于 35 天（青春期）、 56 天（成年期）对 CON

组、SZ 组的动物进行：行为学实验，随后检测 NAD+

的 mRNA、蛋白水平，中枢神经炎症以及神经细胞

损伤情况，初步确定模型动物不同发育阶段 NAD+、

神经炎症及脑损伤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实验数据

用 SPSS20.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以均数±标

准差（ ）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 

    结果  1.母婴分离仔鼠在成年早期海马和前额

叶 NAD+蛋白水平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青春期和对照组相比没有明显变化。 

    2. 母婴分离仔鼠在成年早期海马及前额叶炎

症因子包括 TNF-α、IL-1β、IL-6、IFN-γ 的基因水平

和对照组相比明显增加。青春期和对照组相比没有

明显变化，说明成年早期模型组大鼠中枢神经系统

炎症被激活。 

    3.母婴分离仔鼠在成年早期海马及前额叶尼氏

小体的数量和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少及断裂的 DNA

片段和对照组相比明显增加。青春期和对照组相比

没有明显变化，说明成年早期模型大鼠出现了神经

损伤。 

    结论  母婴分离子代精神分裂症模型大鼠在成

年早期出现了类精分样行为，并且模型组海马和前

额叶 NAD+蛋白水平和对照组相比均下降，中枢神

经系统炎症被激活 ，海马及前额叶出现神经损伤，

且三者具有同步对应关系。 

 

 

 

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的研

究进展 

 

许洪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文回顾了近年来 HMGB1 在抑郁症中

的研究进展，综述 HMGB1 参与抑郁症的病理生理

过程，其机制可能涉及神经炎症、犬尿氨酸通路、神

经发生、氧化应激等。 

    方法  抑郁症的具体的发病机制仍未确定，一

些临床和临床前研究表明，抑郁症状与炎症的表达

增加有很强的联系。促炎因子的免疫失调和增强是

神经炎症中重要的一环，危 险 相 关 模 式 分 子

（danger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是一

类重要的促炎因子。高迁移率族蛋白 1（high mobil-

ity group box 1，HMGB1）作为一种 DAMP，参与应

激诱导的先天免疫的激活和后续的神经炎症。

HMGB1 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核内的非组蛋

白 DNA 结合蛋白，由胶质细胞和神经元释放，具促

炎作用，在多种神经炎症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小

胶质细胞是主要的神经系统免疫细胞，HMGB1 在

应激状态下通过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参与小胶质

细胞的始动，从而释放炎症介质，诱导神经炎症。本

文将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

借鉴。 

    结果  HMGB1 在脊椎动物细胞中广泛表达为

两种形式，即核“结构”因子和分泌性炎症因子。在早

期大脑发育过程中，HMGB1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表

现出复杂的时空分布特点。它促进了神经元的生长

和细胞迁移至关重要的过程，如前脑发育。成年后，

HMGB1 可以诱导损伤后的神经炎症，如脊髓和大

脑的损伤。HMGB1 在胞外作为警报蛋白可以激活

RAGE 和 TLRs 神经炎症通路，进一步导致炎症性

级联。小胶质细胞、HMGB1/RAGE 和 HMGB1/TLRs

参与各种应激诱导抑郁样行为的病理过程，从而引

发炎症性级联，但是其具体机制和通路有待进一步

研究。HMGB1 可以激活犬尿氨酸通路，其具体机制

取决于 HMGB1 的氧化还原状态。 

    结论  HMGB1 与神经发生的关系尚未被广泛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216 

探讨，有待后续研究。少量研究表明 HMGB1 介导

抑郁样行为可能与氧化应激有关。 

 

 

 

游泳运动干预对抑郁样小鼠的治疗作用机制

涉及 AKT/GSK3β/CRMP2 信号通路介导的

神经可塑性、微 

 

谢雨萌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抑郁症和运动

疗法抗抑郁治疗中小鼠海马AKT/GSK3β/CRMP2信

号通路、微管动力学相关蛋白及小胶质细胞炎症相

关分子的改变，阐明运动在抑郁症及抗抑郁治疗中

的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本实验使用了48只雄性C57/BL6J小鼠。

经过一周的适应，24 只小鼠暴露于慢性不可预测的

轻度压力 (CUMS) 下 6 周，同时对照组的 24 只小

鼠不做处理。随后，12 只对照小鼠和 12 只 CUMS

小鼠接受了 5周的游泳计划（1周适应和 4周训练）。

旷场试验、十字高架迷宫试验、悬尾试验和糖水偏

好测试四种行为学测试分别在CUMS和游泳运动后

进行。麻醉后取小鼠海马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蛋白质印迹和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小鼠海马神

经可塑性和神经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 

    结果  （1）体重与 CUMS 介导的行为学改变 

    从第二周开始，CUMS 组小鼠体重低于对照

（Con）组，但没有观察到显着性。游泳方案后期，

对照加运动组（Con+E）和 CUMS 加运动组

（CUMS+E）的体重略高于对照不运动组（Con+NE）

和 CUMS 不运动组（CUMS+NE）组，未观察到显

着性。 

    （2）游泳运动逆转了 CUMS 介导的行为学改

变 

    我们研究了游泳运动对 CUMS 诱发的抑郁行

为的影响。单向方差分析表明运动治疗可以逆转行

为学表现。事后分析表明游泳改善了由 CUMS 引

起的抑郁样行为，包括增加旷场试验中心的时间和

速度（p=0.005；p=0.000），减少十字高架迷宫试验

闭合臂的时间和增加在开放臂的时间（p=0.000；

p=0.000），减少悬尾试验的不动时间（p=0.010）。在

蔗糖偏好试验中，CUMS+E 组显示出显着高于

CUMS+NE 组的蔗糖偏好（p=0.020）。 

    结论  游泳运动可有效改善CUMS诱发的抑郁

样行为。游泳运动的抗抑郁作用涉及神经可塑性损

伤的正常化、微管动力学的激活以及神经炎症的缓

解。游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健康小鼠的神经

炎症及增强神经可塑性。运动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

抑郁症治疗策略。 

 

 

 

SIRT1 在抑郁症中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 

 

司璐佳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抑郁症是一种高患病率、高自杀率的精神障碍，

其核心症状为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快感缺乏、

兴趣减退，会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很大的负担。全

球范围内有 3 亿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从 2005 年到

2015年抑郁障碍已经从导致残疾的第四大原因升至

第三大原因，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抑郁症的病因

十分复杂，涉及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其机制至

今也未阐明，导致抑郁症的治疗难度较大，临床上

抑郁症的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

治疗，但它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且治疗效果不佳，

甚至存在一些很明显的副作用，阐明抑郁症的病因

和发病机制，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抑郁症研究

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来大量研究表明表观遗传学在抑郁症的发病

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参与细胞核组蛋白的去乙酰

化，从而影响该基因的表观遗传。Sirtuins（SIRTs）

是酵母菌中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2（Silent infor-

mation regulator 2，SIR2）的同系物，又被誉为长寿

蛋白，是存在于所有需氧生物中的保守蛋白，为一

种依赖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NAD+）的去乙酰化酶。至今

已在哺乳动物中发现 7 种 SIRT 蛋白，从 SIRT1 到

SIRT7，它们有不同的亚细胞定位，可以调控一系列

细胞过程，具有不同的生物学功能，其中对 SIRT1

的研究最为广泛。SIRT1 属于Ⅲ型 HDACs，控制着

许多的代谢和生理过程，参与能量调节、昼夜节律

调节、细胞衰老、细胞凋亡、氧化应激和炎症等过

程，在糖尿病、肥胖、神经退行性疾病和抑郁症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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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本文对SIRT1与抑郁症的关系进行综述，

并从神经炎症、神经发生、昼夜节律、内质网应激等

方面概括 SIRT1 参与抑郁症的可能机制，并为以后

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Brief Postpartum Separation From Offspring 

Promotes Resilience To Lipopolysaccharide 

Challenge-induced Anxiety and Depressive-

like Behaviors and Inhibits Neuroinflamma-

tion in C57BL/6J Dams 

 

吴作天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Emerging evidence indicates an im-

portant role for neuroinflammation in depression. Lipo-

polysaccharide (LPS) immune challenge is widely used 

to induce depressive-like states in rodents that imitate 

depressive symptoms caused by inflammatory diseases. 

Brief maternal separation promotes resilience to depres-

sion in offspring, but relative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urations of postpartum separation 

(PS) from offspr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ve-like be-

haviors in dams following immune challenge. 

    Methods  Lactating C57BL/6J mice were sub-

jected to no separation (NPS), brief PS (15 min/day, 

PS15) or prolonged PS (180 min/day, PS180) from post-

partum day (PPD) 1 to PPD21 and then injected with 

lipopolysaccharide (LPS). Behavioral tests, including 

the open field test (OFT) and forced swimming test 

(FST), were carried out at 24 h after the injection to ex-

plore whether resilience exists in dams subjected to dif-

ferent PS protocols following LPS immune challenge. 

Microglia are important immune cells in the brain, and 

the NL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 

(NLRP3)/interleukin-18 (IL-18)/nuclear factor kappa-B 

(NF-κB) pathwa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tivation of 

these cells. We then further investigated microglial acti-

vation and the levels of some biomarkers of neuroin-

flammation in the hippocampus. 

    Results  LPS resulted in anxiety and depressive-

like behaviors in NPS dams and activated ionized cal-

cium-binding adaptor molecule (Iba1), an important bi-

omarker of microglia, in the hippocampus. However, 

compared with NPS+LPS dams, PS15+LPS dams spent 

significantly more time in the center of the OFT (anxi-

ety-like behavior) and exhibited lower immobility time 

in the FST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which indicated 

a phenomenon of resilience. Furthermore, the activation 

of neuroinflammation was inhibited in PS15 dams. Spe-

cifically, levels of the Iba1 mRNA and protein were de-

creased, while the mRNA expression of NL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 (NLRP3) inflammasome/in-

terleukin-18 (IL-18)/nuclear factor kappa-B (NF- B) 

was decreased in the hippocampus. Furthermore, posi-

tive linear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micro-

glial activation and LPS-induced depressive-like behav-

iors in dams. 

    Conclusion  1.This study confirmed that a brief 

PS protocol promoted resilience to anxiety-like and de-

pressive-like phenotypes induced by LPS challenge in 

dams. 

    2.A positive linear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

tween hippocamp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behav-

ioral deficits induced by LPS, indicating that neuroin-

flammation was involved in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dam-litter separation regimens throughout lactation on 

the behaviors of dams after LPS immune challenge. 

 

 

 

Effect of Isoflurane Inhalation on The Mor-

phology of Hippocampal Mitochondria and 

Neuron Dendrites in Mice at Different Ages 

 

彭正午 1 石青青 1  

1）西京医院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isoflurane 

on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hippocampal mito-

chondria and synapses and the microscopic morphology 

of neuronal dendrites in younger and older mice. 

    Methods  20 young (6 months old) and old (18 

months old) male C57BL/6 mice were randomly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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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d into 4 groups (n=10): younger group, ether-in-

haled younger group, elder group and ether-inhaled 

older group. The new object recognition experiment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of 

mice; Golgi stain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tiny mor-

phological changes of neuronal dendrites in CA1 region 

of hippocampu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ultrastruc-

ture of mitochondria and synapses in the hippocampus 

of mice. 

    Results  (1) The new object recognition experi-

ment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younger mice, older 

mice sniffed new objects less frequently, but the differ-

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after inhaling ether, the num-

ber of mice sniffing new object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001, P<0.01);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younger group and ether-inhaled older group. (2) 

Golgi stain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ngth of neuron 

dendrites and the number of dendritic spines in younger 

mic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older 

mice (P<0.01, P<0.001) ;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number of neuronal dendritic branches and dendritic 

spines in the ether-inhaled younger mice were signifi-

cantly reduced (P<0.01, P<0.0001), and the length of 

neuronal dendrites became shorter; compared with 

younger mice, the number of dendritic branches and 

dendritic spines in the ether-inhaling group decreased. 

(3)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younger mice, older mice had larger 

mitochondrial area, smaller mitochondrial density, and 

blurred synaptic structure; younger mice treated with 

ether showe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o older mice: the 

area of mitochondria increased (p < 0.0001) , the density 

of mitochondria decreased (p < 0.01) , and the synaptic 

structure (presynaptic membrane, synaptic gap, 

postsynaptic membrane) became blurr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morphology of mitochondria, 

but the number of synapses was decreased after ether 

inhalation in older mice., compared with the ether-in-

haled younger group, the number of mitochondria in 

ether-inhaled older mice is less and the regional distri-

bution is uneven, the synapse structure is vague and un-

recognizable, and the number of synaptic vesicles is 

small. 

    Conclusion  Isoflurane can cause damage to neu-

rons in the hippocampus,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learning 

and memory,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age of mice 

and the morphological damage of hippocampal mito-

chondria and neuronal dendritic spines.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抑郁症大脑半球功能

非对称性的影响 ——基于近红外功能成像

及经颅磁刺激技术的研究 

 

黄佳茜 1 郑重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神经影像学和电生理的研究发现抑郁症

患者大脑半球功能存在不对称性。重复经颅磁刺激

(rTMS)是无创性神经调控技术，已被证明是治疗抑

郁症的有效方式，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因此，本

研究旨在采用近红外成像及经颅磁刺激技术探讨抑

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者左右大脑半球功能的差异，

并探讨 rTMS 对抑郁症患者大脑半球功能非对称性

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2 例未服药的抑郁症患者

（患者组，20 分≤24 项 HAMD＜35 分），以及 22 例

健康对照者（对照组），均为右利手，年龄均为 18-

60 岁。抑郁症患者接受低频 rTMS 治疗，刺激部位

为右侧前额叶背外侧皮层，刺激频率为 2Hz，刺激

强度为 80%-120%静息运动阈值(RMT)，2600 脉冲/

天，每周治疗 5 天，共治疗 4 周；健康对照者不做

任何干预。HAMD 评估患者抑郁症状严重程度；近

红外功能成像检测受试者在组词任务中双侧前额叶

皮层平均氧合血红蛋白(oxy-Hb)浓度的变化；经颅

磁刺激检测受试者双侧运动皮层兴奋性，检测指标

包括 RMT、皮质内抑制(ICI-1ms, 2ms)、皮质内易化

(ICF-12ms, 15ms)、皮质静息期(CSP)、半球间抑制

(IHI)。抑郁症患者分别于入组时和第 4 周时进行评

估，健康对照者仅在入组时进行评估。 

    结果  （1）在组词任务中，患者组双侧前额叶

皮层 oxy-Hb 变化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

左侧前额叶皮层 oxy-Hb 变化大于右侧前额叶皮层

oxy-Hb 变化（P＜0.05），而对照组左右侧前额叶皮

层 oxy-Hb 变化无显著性差异(P＞0.05)。（2）患者组

左侧 ICF 低于对照组（P＜0.05），并且低于自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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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ICF（P＜0.05）。（3）经 4 周 rTMS 治疗后，患者

组 HAMD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25.9±3.45 

vs.17.24±7.80，P＜0.05），临床有效率（HAMD 减分

率≥50%）为 31.81%，组词任务中双侧前额叶皮层

oxy-Hb 激活程度均较治疗前增加（P＜0.05），左侧

ICF 较治疗前增高（P＜0.05）。 

    结论  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半球功能受损，在进

行认知任务时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低下，并且左右

大脑半球功能存在不对称性，左侧运动皮层兴奋性

低于右侧；右侧低频 rTMS 治疗可缓解抑郁症患者

临床症状，改善大脑功能，表现为增加前额叶皮层

激活程度，增加左侧大脑皮层的兴奋性。 

 

 

 

以简易炎性指标比较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

疗前后的炎性状态 

 

朱瑜 1 周佳 1 朱晓昱 1 韩笑乐 1 谭云龙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通过对首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简易炎性指标的追踪，分析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炎性状态的影响，

推测不同类型的炎性机制在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中

的作用。 

    方法  招募 2016 年 0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医院就诊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共 96 名（45 男，51 女）进行血常规检测，并在干

预后一年进行复测。对患者进行一对一匹配，收集

性别、年龄与患者的健康对照受试者，并进行血常

规检测。通过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LR)、血小

板淋巴细胞比率(PLR)和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率

(MLR)评价炎性状态。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两组间性别、年龄构成无统计学差异。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在治疗前 NLR 高于健康对

照组 [(2.61±1.33) vs. (2.25±0.92);P=0.03], 治疗前

MLR 高 于 健 康 对 照 组 [(0.26±0.13) vs. 

(0.18±0.07);P<0.01]，两组治疗前 PLR 无显著差异。

经过 1 年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平均氯丙嗪当量为

(234.70±172.70) mg/日。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 NLR

在治疗前与治疗后相关性不显著，治疗前后变化不

显著。MLR 在治疗前与治疗后相关性显著(P=0.01)，

治 疗 前 后 变 化 显 著 [(0.26±0.13) vs. 

(0.22±0.11);P=0.01]，PLR 在治疗前与治疗后相关性

显著(P<0.01)，治疗前后变化不显著(P=0.56)。在首

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MLR 的变化与患者接受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的剂量未呈现相关(P=0.25)。 

    结论  中性粒细胞在起病阶段明显的升高，但

复测结果与初测结果缺乏相关性，且与治疗无相关，

提示中性粒细胞参与的急性炎性反应与精神分裂症

的发病机制间的联系较为薄弱。单核粒细胞在患者

中复测结果与初测结果呈现较高的相关性，支持单

核细胞参与的炎性反应可能在精神分裂症炎性假说

中具有一定作用。单核细胞所参与的免疫反应，可

能作为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关键环节。单核细胞因抗

精神病药物干预而引起的下降，提示对单核细胞分

化的干预可能成为对精神分裂症治疗的新途径。血

小板相关的免疫炎性反应目前没有证据支持参与了

精神分裂症的发生。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胰岛素抵抗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刘亚菲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同

型半胱氨酸水平、胰岛素抵抗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6 年 03 月至 2017 年 05 月至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就诊的首发未用药精神

分裂症患者(患者组)80名和同期的健康对照者(对照

组)70 名，采用循环酶法测定受试者血清同型半胱氨

酸（Hcy）、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受试者空腹血糖

（FPG）、放射免疫法测定空腹血浆胰岛素（FINS），

采用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评价受

试者胰岛素抵抗情况，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定患者组入组时精神症状，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

成套测验(MCCB)评估患者组入组时的认知功能，并

对对照组进行认知功能评定。 

    结果  (1)患者组血清 Hcy 水平[(24±6)umol/L]

高于对照组[(16±4)umol/L](P<0.001)；血清 FINS 水

平患者组[(7.95士2.07)mU/L]高于对照组[(5.96±1.32) 

mU/L](P<0.001)；HOMA-IR 值患者组(1.61 士 0.45)

高于对照组(1.25±0.35)(P<0.001)；相关分析显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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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组血清 Hcy 水平和 FINS 水平、HOMA-IR 值及阴

性症状分均呈正相关(r=0.365、0.354、0.233，均

P<0.05)。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组在认知功能七大领

域中的得分下降较为明显(均 P<0.05)。(2)在患者组

中，血清 Hcy 水平与认知功能七大领域中的信息处

理速度(SOP)P 分、注意与警觉(CPT-IP)P 分和词语

学习(HVLT)P 分均负相关(r=-0.231、-0.339、-0.255，

均 P<0.05)，血清 FINS 水平与认知功能七大领域中

CPT-IP P 分、工作记忆(WMS-III)P 分和 HVLT P 分

均负相关(r=-0.317、-0.309、-0.318，均 P<0.05)，

HOMA-IR 值与 CPT-IP P 分、WMS-III P 分和 BVMT 

P 分均负相关(r=-0.286、-0.224、-0.266，均 P<0.05)。

经多元回归调整影响因素后，患者组血清 Hcy 水平

与认知功能七大领域中的 SOP P 分、CPT-IP P 分和

HVLT P 分的关联依然明显，HOMA-IR 值与 CPT-IP 

P 分和 BVMT P 分仍存在相关性(均 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升高、胰岛素抵抗与精神分裂症认知有关 

 

 

 

Altered Interhemispheric Coordination at 

Baseline Predicting The Outcome of Antide-

pressant Medication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Ran Xing1, Yang Luo1, Panqi Liu1, Ruihua Ma1, Sijia 

Liu1, Jing Shi1, Yunlong Tan1, Fude Yang1, Li Tian2, 

Zhiren Wang1  

1）Peking University Huilongguan Medical School, Bei-

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 Beijing 

2）Institute of Biomed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Uni-

versity of Tartu, Tartu, Estoni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euroimaging predic-

tor of remission/non-remission to antidepressant medi-

cations by measuring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

nectivity. 

    Methods  Sixty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pa-

tients who met DSM-Ⅳ criteria were given SSRI anti-

depressant medication（ADM） for eight weeks and 

went through resting-state fMRI scans at baseline. The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VMHC）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o compare differences 

between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Partial Corre-

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etween the outcome of 

ADM and VMHC of brain regions where there were ob-

viously differen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distinguish non-

responders from responders according to the altered 

VMHC. 

    Results  Compared with responders, non-re-

sponder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VMHC in the 

bilateral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recuneus, lingual 

gyrus and calcarine (t=4.64, GRF correction, P＜0.05).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VMHC values and the HAMD-17 scores 

after eight-week medications (r=0.71, P＜0.001)，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VMHC values and the 

decline rate of HAMD-17 scores (r=-0.71,P＜0.001). 

The ROC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VMHC in these brain 

regions above can identify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poor 

medication treatment respons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0.963 ， P ＜ 0.001 ， Sensitivity=85.7% ，

Specificity=94.3%， 95% CI=0.921-1.000).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VMHC may be 

related with the outcome of ADM, and appears to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Functional imaging plays an im-

portant role as valuable tools to explore the brain's func-

tional architecture and predict the outcome of ADM.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precuneus Pre-

dicting The Outcome of SSRI in First-episod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Ran Xing1, Yang Luo1, Panqi Liu1, Ruihua Ma1, Sijia 

Liu1, Jing Shi1, Yunlong Tan1, Fude Yang1, Li Tian2, 

Zhiren Wang1  

1）Peking University Huilongguan Medical School, Bei-

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 Beijing 

2）Institute of Biomed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Uni-

versity of Tartu, Tartu, Est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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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functional changes of key brain regions and net-

work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later symptom remission 

and clinical cure. Our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imaging 

predictors on acute SSRI response by the regional rest-

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ethods  Sixty first-episod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patients had a pre‐treatment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scan at baseline, followed by SSRI treatment (Escital-

opram, Fluoxetine or Sertraline) for 8 weeks. The Ham-

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17 items (HAMD-17) 

was used to assess the outcome of medications. Subjects 

whose 8‐week HAMD-17 score dropped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50% from baseline were defined as responders. 

Others were defined as non-responders. We conducted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to‐ROI FC analyses. Sig-

nificance threshold was set at |z| ＞2.576, P < 0.05 with 

Gaussian Random Field (GRF) correction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Results  Relative to the responder group, the non-

responder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connec-

tivity between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precuneus and the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MFG) and trigonometric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t=4.358, GRF correction, P＜0.05). 

    Conclusion  Our study highlighted the associa-

tion of the PCC/precuneus resting‐state connectivity 

with SSRI response. The default‐mode network (DMN) 

may be a potential predictor involving the outcome of 

SSRI medication. 

 

 

 

抑郁障碍眼球运动的临床研究 

 

温敏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抑郁症是一种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精神

疾病，是近年来造成社会负担最严重的神经和精神

疾病之一。在临床研究和实践中，探究抑郁症的生

物学标志物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内容，本文中首先着

重综述了抑郁症患者眼动的临床研究，探究眼球运

动的特点。 

    方法  总结了眼动的神经学基础与其与抑郁症

患者眼动运动异常的联系，介绍了眼球运动的研究

方法和各种实验范式。通过潜伏期、波幅、错误率等

运动参数，讨论抑郁症患者眼球运动相关的各项研

究结果，试图阐明眼动其重要临床意义及潜在的应

用价值。 

    结果  通过与健康个体相比得出，抑郁症患者

对正性信息的关注减少，而对负性信息关注增多，

且一旦负性信息成为关注的焦点，就很难将注意从

中转移出来，抑郁症患者的注视次数较多，扫视次

数较多，反扫视潜伏期延长，平均注视时间增长。在

不同程度抑郁症患者及单双相抑郁患者中，眼动特

征存在差异。眼动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抗

抑郁药物治疗前后症状的改善程度，注意偏向指标

的改善与抑郁症状的减轻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通过通过横断面数据比较，眼动指标可

以作为鉴别诊断的指标，眼动追踪范式收集到的眼

动指标和生理信号（瞳孔直径）作为分类特征，辅助

临床诊断诊断，鉴别抑郁与其他疾病。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erum Uric Acid Level and Depression 

Disorder 

 

Chang Li1, Ying-Li Zhang1  

1）康宁医院 

 

    Objectiv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the burden of disease and 

disability worldwide.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edicts that depression will be the leading cause of dis-

ability and premature death in addition to ischemic heart 

disease.Although there are many targeted treatments, 

they are not effective for depression.However, if diag-

nosed early, most patients respond well to medica-

tion.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trategies to im-

prove outcomes, including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

ment, would be of great benefit to patients with depres-

sive disorders.While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disor-

ders is increasing, there is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its 

early diagnosis.More often, key biochemical 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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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overlooked due to a lack of organized data available 

to clinicians.The assessment of such biochemical mark-

ers would certainly help in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mon-

itoring of treatment responses.As an important antioxi-

dant, uric aci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exes of non-

enzymatic antioxidant in serum, which accounts for 

more than 60% of the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in 

plasma.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is associated with oxidative stress in vivo, this prompted 

u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uric acid 

levels and depressive disorders. 

    Method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finition of se-

rum uric acid, its influ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disorder,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changes in uric acid on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the 

levels of uric acid in the depressed subjects were signif-

icantly higher, suggesting increased oxidative stress in 

the depressed patients. Furthermore, individuals with 

high uric acid level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 psychiatric 

diagnosis, are more likely to show higher levels of drive, 

disinhibition, hyperactivity, or irritability, which are as-

sociated with manic phenomena. Uric acid and other pu-

rinergic biomarkers may be used to clinically evaluate 

pa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Conclusion  High serum uric acid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ates of importa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such as smoking, age, body mass index, 

C-reactive protein, triglycerid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diabetes.On the other hand, serum uric acid is con-

sidered to be a pro-oxidant under certain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High levels of serum uric acid may cause 

more oxidative stress, limiting the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depression to a certain level of plasma uric 

acid.High levels of baseline serum uric acid can prevent 

depression, but the results are not conclusive and need 

to be confirmed in other studies. 

 

 

 

奥氮平引起药物性肝损伤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文顺 1 钟彩妮 1 曾环思 1 罗霞 1  

1）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目的  探讨奥氮平引起的药物性肝损伤（DILI）

及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108 例

使用奥氮平治疗引起 DILI 的住院患者，收集患者临

床资料，根据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CTCAE 

5.0）对 DILI 进行分级，分析 DILI 发生的情况及严

重程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  108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455，平均年

龄为（29.15±9.63）岁，奥氮平剂量为（16.97±4.72）

mg/d；单一用药的 70 例占 64.81%，合并 1 种药物

的 35 例占 32.41%，合并 2 种药物的 3 例占 2.78%；

治疗前肝功能正常的 57 例占 52.78%，轻度异常的

51 例占 47.22%，发生 DILI 的时间为（19.41±8.17）

d。DILI 以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

升高为主，1级29例占26.85%，2级21例占19.44%，

3 级 58 例占 53.70%，4 级 0 例；大部分患者无明显

的症状，仅有 1 例患者出现轻微的恶心；DILI 治疗

均采用护肝治疗，未停药减量的 62 例占 57.41%，

停药换药的 32例占 29.63%，减少剂量 8例占 7.41%，

减少合并用药的 6 例占 5.56%；DILI 治愈的 38 例占

35.19%，好转的 48 例占 44.44%，不明显的 22 例占

20.37%。根据 DILI 严重程度分级分为 3 组，经比

较，3 组间性别、用药前肝功能情况、用药剂量及合

并用药无显著性差异（均 P＞0.05）；3 级的患者平

均年龄较 1 级的小，发生 DILI 的时间较 1 级的短，

DILI 治疗未愈的比例较 1 级的高（均 P<0.05）。 

    结论  奥氮平引起 DILI 主要发生在 1 个月内，

应定期检测肝功能，防止发生严重的 DILI，保障临

床用药安全。 

 

 

 

抑郁症语音特征的临床对照及随访研究 

 

吕娜 1 肖泽萍 2 范青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在汉语语境下检验语音特征用于抑郁症

识别的可行性和应用价值，探索特定语音特征与特

定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和随访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根据入排标准纳入抑郁症急性期患者 32 例、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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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期患者 28 例和健康对照 30 例，在基线和 3 个

月随访期内对被试进行临床评估和语音收集，其中

抑郁症急性期患者组每两周随访一次，共随访 6 次。

抑郁严重程度及子症状评估指标主要采用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分数。语音收集任务包括背数、文本朗读、

自由应答和图片描述。从音频中提取基频（F0）、能

量（energy）和 1-12 维梅尔倒谱系数（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s，Mfccs）的均值（amean）和标

准差（stddev）作为语音指标。基线，以组别、性别、

任务情绪效价为自变量，在不同言语任务下采用方

差分析考察三组被试的语音特征差异；通过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方程考察语音指标对抑郁症患者的识别

效果。在抑郁症急性期患者组随访数据中分任务考

察抑郁严重程度和抑郁子症状与各语音指标随时间

变化的趋势以及相关关系。 

    结果  1、抑郁症患者与健康对照在部分语音指

标上存在差异，其中 F0_amean、Mfcc5_stddev、

Mfcc10_stddev 在跨条件情况下均表现出组间差异

（P <0.05），可能是稳定有效的抑郁症识别指标。2、

利用部分基频、能量和 Mfcc 语音指标可以有效区分

抑郁症急性期患者和健康对照，以及抑郁症急性期

患者和缓解期患者，分类正确率达 75%以上，并且

在分性别建模的情况下，预测效果得到进一步改善。

3、根据随访数据结果，基频的均值和标准差参数在

部分任务条件下，与抑郁总体严重程度、抑郁情绪

和兴趣减退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精神运动迟

缓症状无关。能量的均值与标准差在部分任务条件

下，与抑郁总体严重程度、抑郁情绪和精神运动迟

缓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兴趣减退症状无关。

一些 Mfcc 系数的均值总是与各抑郁指标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而标准差则与各语音指标呈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 

    结论  1、在汉语情境下，抑郁症患者有区别于

健康人群的语音特征。2、利用语音特征可以有效识

别抑郁症患者，考虑性别因素时识别效果更佳。3、

部分语音指标与抑郁总体严重程度以及特定抑郁症

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以反映抑郁症状的变

化情况。 

 

 

 

从眼动特征看精神病高危综合征人群转归 

 

张丹 1 徐丽华 1 唐晓晨 1 胡业刚 1 刘旭 2 吴桂森 1 

钱禛颖 1 唐莺莹 1 张天宏 1 王继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2）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目的  既往大量研究报告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存

在眼动受损的特征，也有几项研究表明精神病高危

综合征(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CHR)人群表

现出类似的缺陷，但仍需要进一步的纵向研究来确

认预测精神病转归的具体因素。本研究旨在探索

CHR 人群的眼动特征，以及眼动指标预测转归的价

值。 

    方法  对 148 例精神病超高危人群(前驱组)、67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首发组)、94 例健康被试(对

照组)进行注视稳定性（分为有干扰和无干扰条件）

和自由视图的眼动测试。应用 EyeLink 桌面式眼动

仪收集被试的眼动信息，包括注视稳定性任务（分

为有干扰和无干扰条件）的 8 个指标和自由视图任

务的 6 个指标。前驱组完成 3 年随访，其中 36 例高

危被试转化为精神分裂症(转化率为 24.32%)。采用

协方差分析比较三组被试在两个任务中的眼动指标

差异、LSD 进行组间多重比较。为了解影响转归的

风险因素，对存在组间差异的眼动指标根据均值进

行分组，然后进行K-M生存分析和Log-rank 检验。

最后，应用 Cox 回归(前进法最大似然比)分析精神

病转化的相关眼动指标。 

    结果  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注视稳定性任务的

8 个指标和自由视图的 4 个指标在三组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多重比较表明前驱组的 4 个指标得分处于

健康组和首发组的中间位置，包括注视稳定性任务

(无干扰)的平均注视时间和自由视图任务的注视次

数、眼跳次数以及注视偏斜度。K-M 生存分析结果

表示，注视稳定性任务(无干扰)的平均注视时间越短、

注视稳定性任务(有干扰)的注视次数越多，以及自由

视图任务的总眼跳幅度越低的 CHR 个体更容易发

生转化。Cox 回归分析显示注视稳定性任务(无干扰)

的平均注视时间可能是影响转化的保护因素，即基

线时的平均注视时间越长，危险率会下降。 

    结论  精神病高危综合征人群在基础眼动范式

中表现出受限的眼动模式，且一些眼动指标有希望

预测精神病高危人群的临床转化，这有助于建议或

开发针对临床高危个体的干预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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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Plasma Cell 

Adhesion Molecules Levels by Protein Micro-

array Technology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

der 

 

Wanying Liu1, Yanqun Zheng1, Fuxu Zhang1, Mo Zhu1, 

Qian Guo1, Hua Xu1, Caiping Liu1, Haiying Chen1, 

Xiaoliang Wang1, Yao Hu1, Tianhong Zhang1,2, Zhi-

guang Lin2, Chen Zhang2, Guanjun Li 1, Kaida Jiang1, 

Xiaohua Liu1,2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

cine, Shanghai, China, 

2）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a 

serious mental disorder, and there is a great difficulty to 

diagnose and treat. Hitherto, relatively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s of plasma 

cell adhesion molecules and MDD. 

    Methods  Thirty outpatients with acute episodes 

of MDD in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and 34 

healthy volunteers from the community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Protein microarray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plasma levels of 17 kinds 

of adhesionmolecular protei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Meanwhil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erent 

proteins in depression was discussed by using the re-

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esults  The levels of Carcinoembryonic Anti-

gen Related Cell Adhesion Molecule-1(CEACAM-1) 

and Neur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 (NrCAM) in MDD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s (P < 0.05).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of 

CEACAM-1 combined with NrCAM was 0.723, with 

the sensitivity 0.800 and 

    the specificity 0.676. 

    Conclusion  The plasma levels of CEACAM-1 

and NrCAM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MDD, 

and their combined application was of potential diag-

nostic value, deserving to expand the sample size for 

further verification. 

 

 

 

中国汉族人群 SNPH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

症的关联研究 

 

陆佳晶 1 吕钦谕 1 易正辉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SZ) 的神经

递质失调假说是目前最为重要的 SZ 发生机制假说。

其中，可溶性 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附着蛋白

受体（soluble N-ethylmaleimide-sensitive factor attach-

ment protein receptor，SNARE）蛋白的复合物对神经

递质的释放起着核心作用。而伸展蛋白 (Syntaphilin, 

SNPH) 能够通过竞争作用影响 SNARE 复合体的调

节过程，从而可能与SZ的发生存在关联。因此SNPH

基因是 SZ 可能的候选基因，本研究力图探讨 SNPH

基因与中国汉族人群 SZ 之间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 TaqMan 探针基因分型技术对 389

例 SZ 患者（病例组）和 433 例健康对照（对照组）

的 SNPH 基因 5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

tide Polymorphism, SNP) 位 点  (rs3764714, 

rs3795139, rs3803947, rs3803949, rs6134520) 进行检

测分型，随后采用 Haploview 软件进行连锁不平衡

分析，并分析等位基因、基因型以及单倍型频率分

布有无差异，其次比较两组不同遗传模式下基因型

分布有无差异。 

    结果  针对 SNPH 基因 5 个 SNP 位点进行的连

锁不平衡分析显示，该 5 个位点可构成一个单倍型

区块 (D’>0.8)。但后续研究中，该 5 个基因所组成

的单倍型 A-A-A-C-T、G-A-G-T-T、G-G-G-C-C 频率

分布在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78、P=0.535、P=0.524)。而 SNPH 基因 5 个

SNP 位点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分布在病例组与对

照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共显性、

显性、隐性及加性遗传模式下，该 5 个 SNP 位点基

因型频率分布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比较差异也无

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中国汉族人群中，SNPH 基因可能不

是 SZ 的易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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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双胍对奥氮平联合高脂饮食所致 SD 大

鼠认知损害的改善作用研究 

 

刘福如 1 吴仁容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对奥氮平联合高脂饮食所

致大鼠认知损害的改善作用。 

    方法  将 40 只雌性 SD 大鼠分为奥氮平+高脂

饮食（HFD）组、奥氮平+二甲双胍 HFD 组、HFD

溶媒对照组、普通饮食（NFD）溶媒对照组，每组各

10 只，高脂饮食为 45%,二甲双胍干预组和奥氮平组

分别给予 4mg/（kg · d）的奥氮平，干预组在给予奥

氮平的同时给予 500mg/（ kg · d）的二甲双胍，对

照组给予等量的溶媒液。溶媒浓度为 0.5%,奥氮平溶

解在溶媒中的浓度为 0.8%，连续给药八周，日常观

察体重变化，八周末采血检测代谢指标及 Y 迷宫自

发交替实验检测大鼠的认知功能。 

    结果   八周末，奥氮平组的平均体重增加

133.8±8.9g，二甲双胍组平均体重增加 100.6±6.8g,高

脂组平均体重增加 110.3±5.9g,普通饮食组增加

88.2±3.9g,奥氮平组的体重增加（p＜0.05）显著高于

干预组和对照组。奥氮平组脂质指标 LDL（p=0.011）、

Lpa（p=0.011）、CHOL（p=0.034）水平较对照组明

显升高，二甲双胍各指标平均值在干预组与实验组

之间，与后两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Y 迷宫自发

交替实验显示奥氮平组进入正确臂的正确率平均值

为 48%， 低于 HFD 组为 68%（p=0.026）和 NFD

组为 66%(p=0.037)，二甲双胍干预组为 58%，与其

他三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二甲双胍能够显著降低奥氮平联合高脂

饮食引起的体重增加，改善其诱导的脂代谢紊乱和

认知功能损害。 

 

 

 

慢性鼻内吸入催产素治疗对 MK801 诱导的

精神分裂症模型小鼠社会认知缺陷的影响及

机制 

 

丁闪 1 刘勇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精研所 

 

    目的  通过成年早期腹腔注射地卓西平马来酸

盐（ dizocilpine maleate, MK-801）建立精神分裂症

（ schizophrenia, SZ ）小鼠模型，探讨催产素

（Oxytoxin, OT）治疗对 SZ 模型小鼠行为学的影响

及影响机制。 

    方法  将 56 只 7 周龄的 C57 雄性小鼠随机分

为 4 组：①对照组，②MK801+saline，③MK801+OT, 

④MK801+RIS，每组 12-16 只。造模组腹腔注射

MK801,剂量为 0.6m/kg,持续 21 天,对照组以生理盐

水，自给予 MK801 的第 8 天起，造模组分别给予治

疗药物 OT 和 RIS，未治疗的组给生理盐水。

MK801+OT 组接受 OT 鼻腔给药，两次/天,剂量为

0.3IU/5ul；MK801+RIS 组接受 0.3mg/kg 腹腔注射。

治疗时间持续 14 天，最后一次给药后 24h 开始进行

行为学，行为学实验后立即断头取脑，分离前额叶、

下丘脑等核团，采用蛋白质印迹技术（Western Blot，

WB）检测上述核团 CD38，OXTR 的表达情况。 

    结果  ①旷场实验中，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造

模组在外周区域的运动距离增加（P<0.01)，与

MK801+saline 组相比，MK+RIS 组在外周的运动距

离增加（P<0.01）, 而 MK801+OT 组在外周的运动

距离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社会偏爱实验

中，在社会性测试阶段，造模组的识别指数较正常

组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 MK801+saline 组

相比，MK801+OT组和MK+RIS组的识别指数增加，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社会接触实验中，造模组

小鼠探索陌生鼠的时间比正常对照组显著降低

（P<0.05），与 MK801+saline 组相比，MK801+OT

组探索陌生鼠的时间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④PPI 实验中，造模组的 PPI%都降低，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⑤造模组的前额叶 OXTR 和 CD38 表达

量比对照组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造模组的下丘

脑 CD38 表达量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与

MK801+saline 组相比，MK801+OT 组下丘脑的

CD38 表达量升高（P<0.01） 

    结论  MK-801 可引起小鼠的焦虑增加及社会

认知功能损害，催产素和利培酮都可改善焦虑水平

但对社会认知功能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MK-801

可引起模型组小鼠的 CD38 表达量降低，鼻内给予

OT 可逆转 

 

 

 

通过 ceRNA网络分析寻找抑郁症诊疗相关的

分子生物学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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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瑜 1 韦锦学 1 马小红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近年，转录组学研究提示一些特定 RNA

分子可能与MDD发病有关，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 RNA 复杂的调控关系有关，即

ceRNA 网络假说。该假说对传统的 miRNA 调控

mRNA 方式进行了补充，提出转录组中多种 RNA

（包括 mRNA 、 lncRNA 和 circRNA 等）能通

miRNA 这个桥梁相互作用，共同调控靶基因的表达。

本研究旨在通过 ceRNA 网络分析寻找 MDD 外周血

中的转录组学标志物，探究 MDD 潜在的分子生物

学机制。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65 名符合美国精神疾病

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诊断标准的 MDD

患者及 65 名健康对照。在研究第一阶段，我们对其

中 15 名 MDD 患者和 15 名与之相匹配的健康对照

的外周血 RNA 样本进行全转录组测序，筛选两组间

差异表达的 miRNA、mRNA、lncRNA 和 circRNA，

并构建 ceRNA 调控网络。在研究第二阶段，我们基

于 ceRNA 网络，挑选 miR-16-2-3p、miR-486-3p、

miR-199a-5p 和 miR-132-3p，在 50 名 MDD 患者和

50 名健康对照者的独立样本中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RT-qPCR）检测，以验证测序结果的可靠性，

并进一步分析这 4 个 miRNA 对 MDD 诊断和预后评

估的价值。所有被试的一般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分析

均使用 SPSS22.0 软件完成。 

    结果  MDD患者中存在大量差异表达的RNAs，

包括 58 个 miRNA（20 个上调和 38 个下调），147

个 lncRNA（47 个上调及 100 个下调），826 个

circRNA（420 个上调及 406 个下调），1408 个 mRNA

转录本（977 个上调及 431 个下调）。我们构建了以

miR-486-3p、miR-16-2-3p 及 miR-132-3p 等为核心

节点的 ceRNA 网络，涉及 15 个 lncRNA、68 个

circRNA、39 个 miRNA 和 100 个 mRNA，提示这其

中任何 RNA 表达异常都会影响相应 mRNA 的表达

及靶基因功能。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提示外周血

中显著下调的 miR-132-3p（AUC=0.914）和 miR-16-

2-3p（AUC=0.806）对 MDD 有较大的诊断价值，且

对抗抑郁疗效有预测作用。 

    结论  本研究是首次通过 ceRNA 网络分析寻

找 MDD 外周血中的生物学标志物， 我们发现 miR-

132-3p 和 miR-16-2-3p 是 MDD 最具潜力的生物学

标记物。 

 

 

 

Eczema Is A Shared Risk Factor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

atic Review 

 

Qing Long1, Hongxia Jin2, Xu You1, Yilin Liu1, Zhao-

wei Teng1, Yatang Chen1, Yun Zhu1, Yong Zeng1  

1）昆明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2）资阳市中医医院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czema and the risk of developing anxiety or depression. 

    Methods  Two investigators independently iden-

tified and evaluated eligible observational studies from 

EMBASE and PubMed. In total, 20 relevant cohort and 

case-control studies comprising 141,910 eczema pa-

tients and 4,736,222 reference participants fulfilled the 

established criteria. Information extracted included 

study design, location, sample size, sex distribution of 

cases and controls or reference cohorts, measurements 

of outcomes, odds ratio (OR) with 95% confidence in-

terval (CI), and adjusted factors for exposur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outcomes. The meta-analysis was per-

formed by calculating the pooled OR with 95% CI. Het-

erogeneity was assessed by the Cochrane Q and I2 sta-

tistics.. 

    Results  The pooled effect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OR=1.63 [95% CI, 1.42−1.88], 

p<0.001) between eczema and depression or anxiety. 

Additionally,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depression (OR=1.64 [95% CI, 1.39−1.94], p<0.001) 

and anxiety (OR=1.68 [95% CI, 1.27−2.21], p < 0.001) 

groups. Subgroup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confirmed the 

findings were stable and reliable.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ec-

zema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hich may bene-

fit clinicians in the prevention or treatment of these dis-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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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红外光成像技术辅助诊断抑郁症的灵敏度

和特异度研究 

 

李小龙 1 张雄 1 祁冬冬 1 曹洋洋 1  

1）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近红外光成像技术辅助诊断抑郁症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20 年 6 月在本院

就诊的 150 例抑郁症患者以及 150 例正常对照组进

行 NIRS 数据采集。采用近红外脑成像装置（ETG-

4000）收集被研究对象大脑前额叶氧合血红蛋白

（oxy-Hb）浓度变化特点为依据，由专业精神科技

师分析辅助诊断抑郁症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抑郁症组前额叶 oxy-Hb 浓度低于

0.2mmol.mm，正常对照组前额叶 oxy-Hb 浓度高于

0.2mmol.mm。通过波谱判断 NIRS 检测抑郁症患者，

灵敏度为 68.00%，特异度为 95.00%。 

    结论  近红外光成像技术检测可以作为临床上

辅助诊断抑郁症的客观指标之一，且近红外光检测

对抑郁症患者特异度较高。 

 

 

 

内侧前额叶皮层延迟激活中VTA-PrL的多巴

胺能投射介导远期记忆的维持 

 

曹露 1 陆林 1  

1）北京市第六医院 

 

    目的  探索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是否存在晚期巩固现象，以及它是

如何介导记忆的长期储存和维持的。 

    方法  本文运用大鼠恐惧记忆模型，综合免疫

荧光、药理学干预实验、化学遗传学技术等， 

    结果  本研究发现恐惧记忆训练后前边缘皮层

（prelimbic cortex, PrL）存在早期激活和延迟激活的

现象。恐惧记忆训练后 0.5 小时于 PrL 内注射蛋白

质合成抑制剂茴香霉素（Anisomycin）可以特异性降

低大鼠第 2 天的近期恐惧记忆，而对第 14 天的远期

恐惧记忆没有影响；相反的，恐惧记忆训练后 18 小

时干预 PrL 脑区内蛋白质合成可以特异性降低大鼠

第 14 天的恐惧记忆，而对第 2 天的恐惧记忆没有影

响。恐惧记忆训练后 9 小时 36 小时于 PrL 脑区微注

射 Anisomycin 对大鼠的第 2 天和第 14 天的恐惧记

忆均无影响。在恐惧训练后 0.5 小时 PrL 脑区微注

射副作用比较小的蛋白质合成抑制剂雷帕霉素

（rapamycin）对大鼠的第 2 天和第 14 天的恐惧记

忆都没有影响；相反的，恐惧训练后 18 小时 PrL 脑

区微注射 rapamycin 可以特异性干预第 14 天的恐惧

记忆，而对第 2 天的恐惧记忆没有影响。在恐惧记

忆训练后在恐惧记忆训练后的 0.5 小时 PrL 在恐惧

记忆训练后 0.5 小时 PrL 脑区脑区微注射多巴胺

D1/D5 受体 SCH23390 抑制剂对第 2 天和第 14 天的

恐惧记忆都没有影响；而训练后 18 小时微注射多巴

胺 D1/D5 受体 SCH23390 抑制剂可以特异性破坏 14

天的远期恐惧记忆，而对第 2 天的恐惧记忆没有影

响。在弱的恐惧记忆训练后 0.5 小时 PrL 脑区微注

射多巴胺 D1/D5 激动剂 SKF38393 对第 2 天和第 14

天的恐惧记忆没有影响；而训练后 18 小时 PrL 脑区

微注射多巴胺 D1/D5 激动剂 SKF38393 可以显著提

高 14 天的远期恐惧记忆，而对第 2 天的恐惧记忆没

有影响。 

    结论  本研究发现恐惧训练后 PrL 脑区存在蛋

白质合成依赖的早期激活和晚期激活现象。其中早

期激活过程特异性介导了大鼠近期恐惧记忆的维持，

而晚期激活过程特异性介导了大鼠的远期恐惧记忆

的维持。另外，β 肾上腺素能系统只介导了近期记忆

的维持，而多巴胺系统只介导了远期记忆的维持。 

这些结果表明记忆的巩固和晚期巩固过程分别由相

互独立的神经环路和分子信号通路介导。接下来的

研究主要探索两个过程中不同的神经环路和细胞生

物学机制。 

 

 

 

NPAS4-BDNF 在限制摄食抑制大鼠恐惧记忆

复现中的作用 

 

李颜行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目的  有研究表明，限制摄食能够改善认知、

情绪、焦虑，延缓衰老，预防神经元变性所致神经退

行性疾病。我们实验室近期研究发现，限制摄食还

能降低恐惧记忆的维持时间，并抑制恐惧记忆消退

后复现（包括重建、重现和自发恢复）。初步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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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限制摄食显著降低前额叶脑区的神经元 PAS 结

构域蛋白 4（neuronal PAS domain protein 4, NPAS4）

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phic fac-

tor, BDNF）的 mRNA 水平。但是，NPAS4-BDNF 在

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和神经机制尚不清楚。NPAS4 是

一种活性依赖的神经元特异性转录因子，能够调控

神经元结构和功能的可塑性，而 BDNF 对神经元的

存活、分化、突触可塑性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其表达

受多种因素调控，其中包括 NPAS4。本实验拟采用

行为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大鼠采取限制摄食并

人为干预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试图探究限制摄食

抑制恐惧记忆重建的机制。 

    方法  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将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限制摄食组，后者通过隔天

禁食法接受为期 28 天的限制摄食。完成限制摄食之

后，将大鼠断头取脑，检测前额叶皮层的前边缘皮

层（prelimbic cortex, PrL）和边缘下区（infralimbic 

cortex, IL）中 NPAS4-BDNF 的表达。实验二将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在 PrL、IL 脑区进行脑

立体定位手术，之后进行为期 28 天的限制摄食，然

后进行巴甫洛夫听觉恐惧记忆训练，并在获得恐惧

记忆后分别在 PrL 和 IL 脑区注射 anti-BDNF 或生理

盐水对照。给药后进行恐惧记忆消退和重建

（reinstatement）测试，并在重建测试后断送取脑，

检测 PrL 和 IL 中 NPAS4-BDNF 蛋白的表达变化。 

    结果  实验一表明，限制摄食能够促进前额叶

皮层 PrL、IL 脑区中 BDN F 蛋白的表达,抑制 NPAS4

的表达；实验二发现，通过在 PrL 和 IL 微注射 anti-

BDNF 干预脑区 BDNF 正常表达，均可部分逆转限

制摄食对恐惧记忆重建的抑制能力。 

    结论  研究表明，限制摄食抑制恐惧记忆重建

的重要原因是上调前额叶皮层 PrL、IL 脑区的BDNF

表达。 

 

社会精神医学学组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老年热线来电者精神健

康状况 

 

安静 1 殷怡 1 赵例婷 1 童永胜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相关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公众的心

理健康状况有明显影响，然而老年人在疫情中是否

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仍不清楚。本研究通过比较心

理援助热线来电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来电者在疫情

前（2019）和疫情期（2020）的精神健康状况的差异，

探索老年人精神健康是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方法  收集北京心理援助热线自 2019 年 1 月

21 日到 6 月 31 日，以及 2020 年 1 月 21 日到 6 月

31 日的来电，其中 2019 年来电为疫情前来电（对照

组），2020 年为疫情期来电（研究组）。将来电分为

3 个年龄组（年轻组，中年组和老年组）。通过热线

咨询收集来电者精神健康状况，包括抑郁的严重程

度、心理痛苦感、希望感和自杀意念。通过卡方检

验、克瓦氏 H 检验和曼-惠特尼秩和检验和逻辑回归

等统计方法探索年龄（年轻组，中年组和老年组）、

年份（2019 和 2020）、以及年龄与年份的交互作用

对来电者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 

    结果  最终，1162 个来电者纳入到本研究中。

相比较于疫情前，疫情期来电者有自杀意念的比例

更低 (74.5% vs. 65%, ?2?=8.37, P=0.004)，不同年龄

组的来电者在希望感 (?2=31.15, P＜0.001)、抑郁严

重程度  (?2=38.30, P ＜ 0.001) 、自杀意念强度

(?2=8.66, P=0.013)和自杀意念比例 (?2=62.98, P＜

0.001)上有显著差异。疫情期来电者更不容易出现自

杀意念(OR=0.57, P<0.01)，年龄与年份的相互作用对

自杀意念比例有显著影响(OR=0.40, P<0.05），老年

来电者在疫情期间比疫情前更不容易出现自杀意念，

而年轻人的自杀意念比例在疫情前与疫情期没有显

著差异。年龄与年份的相互作用对希望感有显著影

响 (OR=2.17, P<0.05），与年轻来电者相比，老年来

电者在疫情期间有较高希望感的比例显著提高。 

    结论  尽管本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期间老年来

电者的精神健康状况好于年轻或者中年来电者，但

仍需要关注本研究未代表的特定老年人群，比如经

济条件差、有严重躯体疾病或者居住在老年院的老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229 

年人。此外也需要纵向追踪研究探索疫情对老年人

精神健康的长期影响。 

 

 

 

国内伏硫西汀治疗抑郁障碍的疗效、安全性

及认知功能的 Meta 分析 

 

李建峰 1  

1）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国内伏硫西汀治疗抑郁障碍的疗效、安

全性及认知功能的 Meta 分析。 

    方法  通过计算机文献检索中国知网、中国万

方医学、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医药等中

文数据库，检索时间均为 2017 年 11 月至 2021 年 5

月，使用“伏硫西汀”、“沃替西汀”、“抑郁症”、“抑

郁障碍”作为检索词并同时结合自由词和各数据库

的主题词进行检索，再通过手工方式筛查纳入文献

的参考文献，最后纳入随机对照试验，提取纳入文

献的有关资料。提取纳入文献的有关资料，由两名

评价者分别独立进行质量评价，所有文献是否纳入

由两名评价者共同决定，如有不同意见通过讨论或

经第三人裁定解决分歧。采用在 Cochrane 系统评价

中质量评价标准 Jadad 量表，对所纳入的随机对照

试验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提供

RevMan 5.3 软件及 Stata1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9 个研究，共 846 例患者。伏

硫西汀与其他抗抑郁药物治疗抑郁障碍的总有效率

比较[OR=1.53，95%CI（0.99，2.36），Z=1.92，P=0.06

＞0.05]，无统计学意义；伏硫西汀与其他抗抑郁药

物治疗抑郁障碍结束时 HAMD 量表评定总分比较

[OR=-0.94，95%CI（-1.69，-0.19），Z=2.45，P=0.01

＜0.05]，有统计学意义；伏硫西汀与其他抗抑郁药

物治疗抑郁障碍 8 周末时认知障碍因子评分比较

[OR=-2.41，95%CI（-3.83，-0.45），Z=2.49，P=0.01

＜0.05]，有统计学意义；伏硫西汀与其他抗抑郁药

物治疗抑郁障碍的不良事件总发生率比较[OR=0.69，

95%CI（0.48，0.99），Z=2.04，P=0.04＜0.05]，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伏硫西汀治疗抑郁障碍的疗效确切，但

是治疗效果要优于其他抗抑郁药物，且对抑郁障碍

患者认知功能改善效果更为明显。另外，伏硫西汀

较其他抗抑郁药物在治疗抑郁障碍过程中的不良事

件发生少，安全性要优于其他抗抑郁药物。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反复来电者特征 

 

王翠玲 1 王绍礼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反复来电是心理援助热线中常见的现象，

比例从 2.6%到 31.1%不等。反复来电对心理援助热

线提供单次、并且以危机干预为主的服务模式具有

一定的挑战性，但它又是热线无法回避的现象。反

复来电给热线带来一定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热线

咨询员认为反复来电者仅仅是因为孤单、想找人聊

天，并没有自杀的危险，导致热线人员感到受挫、无

力、失控、愤怒、情感枯竭等；反复来电对热线有限

资源的挑战可能会导致真正有危机的来电者无法得

到及时的帮助等。既往研究中，因反复来电定义不

统一，样本量有限，且很少有对照组等原因，使得研

究结果对管理和应对反复来电难有可以借鉴的依据。

本研究的开展，用不同于以往将一次以上来电定义

为反复来电的方式，并与非反复来电者进行对照比

较。希望为了解反复来电者提供多一些的视角，为

制定反复来电者的应对措施提供初步依据。 

    方法  应用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电脑咨询操作

系统收集来电者一般人口学信息、既往精神卫生机

构就医史及治疗史、自杀相关危险因素等。研究数

据为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拨打热线的

7526 例来电者。根据来电者在 2017 年拨打热线次

数是否大于等于 5 次，将来电者分为反复来电组

（n=517）和非反复来电组（n=7009）。运用 SPSS18.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比较两组在人口学特征、求

助问题类型、及自杀危险因素等差异性。 

    结果  反复来电者占比 6.9%，精神心理问题是

反复来电者求助的首位问题，63.1%的反复来电者有

既往有精神科诊断，来电时反复来电组与非反复来

电组自杀风险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7）；害

怕被攻击、亲友自杀行为史及高无望的出现率高于

非 反 复 来 电 组 (OR=1.379, 95% CI: 1.04-

1.83),(OR=1.32 ,95% CI: 1.06-1.64)(OR=1.30 ,95% 

CI:1.02-1.64)。 

    结论  研究结果或许可以打消反复来电者仅仅

是因为孤单、想找人聊天，没有自杀危险的假设。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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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示，热线需要关注反复来电者的精神心理问题、

害怕被攻击、亲友自杀行为史及高无望感。同时，热

线需要对反复来电者进行管理和转介，以求热线的

有限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使用,让反复来电者和非

反复来电者可以从热线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询问自杀问题会让来电者产生自杀意念吗？ 

 

王翠玲 1 王绍礼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任何人的自杀都是悲剧。自杀对家人、

朋友和社区等的影响深远且具有破坏性。事实上，

自杀是可以预防的。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推出的

《自杀预防――全球要务》手册中提到，热线已经

被证明是一个有效且可以广泛实施自杀预防与干预

的最佳实践方案。热线咨询员有能力尽早识别出高

自杀风险的来电者对自杀预防和干预至关重要。也

是确保实现热线自杀预防与干预功能关键的环节。

然而，并非所有危机干预热线人员主动询问并系统

评估来电者的自杀危险以及讨论自杀问题。原因之

一可能和人们对询问和谈论自杀问题所持的态度有

关。即，询问自杀问题会增加一个人的痛苦，让本没

有自杀意念的人产生自杀意念。国外针对上述担忧

开展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询问自杀问题不

会增加一个人的自杀风险。目前，以热线来电者为

研究对象的研究还未检索到。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

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工作中询问自杀问题是否会让无

自杀意念的来电者产生自杀意念，以及是否会对他

们造成影响。 

    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在 2018 年 3 月 1日

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间，因自己问题咨询，且当

下和既往无自杀意念的来电者。此期间热线共接听

2374 例来电。其中，首次来电并且咨询自己问题的

来电 1105 例。排除无效来电（沉默、骚扰、挂断）、

咨询中断电话、未完成问卷（问卷评估中电话突然

中断、精神症状丰富、躯体疾病不适、酒后、及刚刚

实施自杀行为需要立即救助者、拒绝做本问卷、咨

询员忘记做）来电。最终，569 例来电者完成问卷，

其中无自杀意念的来电者是 128 例，是本文章的研

究对象。 

    结果  127 例（99.2%）来电者表示询问自杀问

题没有让他们产生自杀意念；121 例（94.5%）来电

者表示询问自杀问题没有对他们产生消极影响；来

电者对自杀询问方式的建议包括：40.6%的来电者建

议咨询员直接使用自杀这个词询问，39.1% 的来电

者建议热线咨询员可以间接询问，使用“伤害自己”、

“想死”或“结束或放弃生命”等词语代替自杀的表达。 

    结论  接受自杀风险评估专业培训的热线咨询

员，询问来电者自杀问题时不会让本没有自杀意念

的来电者产生自杀意念，并且不会对绝大多数来电

者产生消极影响。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援鄂医疗队员创伤应

激反应调查 

 

潘润德 1 陈强 1 韦少俊 1 黄海燕 1  

1）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 

 

    目的  了解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参加援鄂

医疗队员完成任务后创伤应激反应发生情况。 

    方法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参加援鄂医疗

队员完成任务后返回原地进行休整期间，采用创伤

后应激清单民用版本（PCL-C）通过心理云平台进行

网络调查，该清单为自评量表，共 17 项，采用 5 级

评分，以自愿参与为原则，以创伤后应激清单民用

版本总分超过 38 分为阳性。 

    结果  有 573 人参与调查，其中男性 172 人，

年龄 36.31±0.34 岁；女性 401 人，年龄 32.81±0.22

岁；医生 150 名，年龄 38.45±0.35 岁，护士 423 名，

年龄 32.23±0.19 岁。有 46 人创伤后应激清单民用版

本总分大于 38 分，阳性检查率为 8%（46/573）。阳

性检出人群中，其中男性 8 名，阳性检出率 4.65%

（8/172）；女性 38 名，阳性检出率 9.47%（38/401）；

男女阳性检出率比较卡方检验 P=0.051（双侧），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阳性检出人群中，医生 9 名，阳

性检出率 6%（9/150）；护士 37 名，阳性检出率 8.74%

（37/423）；医生与护士阳性率卡方检验 P=0.287（双

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新冠病毒肺炎为爆发性发病，传染性、

致病性强，医护人员作为抗击新冠病毒性肺炎的主

力军，承受着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致使部分医护

人员出现了创伤应激障碍，女性与护士的阳性检出

率较高，因此在完成援助任务后，应对参与抗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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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保障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 

 

 

 

关于开展监狱精神医学研究的思考 

 

吕成荣 1 赵山 1 孔德志 1  

1）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精神病院 

2）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精神病院 

3）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精神病院 

 

    目的  随着押犯构成复杂，所致的不稳定因数

也随之增多，监所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罪犯中精神

疾病的问题也更加突出，特别是罪犯在出现精神卫

生问题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冲动攻击他犯或自杀、

自伤、自残、脱逃等行为，已成为影响监管安全工作

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明确要求“司法行政

部门应配合卫生部门制定和完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政策；要结合监禁及强制性教育改造场所的医疗卫

生工作，加强被监禁人群和强制性教育改造人群的

精神卫生工作。” 

    方法  罪犯作为被监禁的特殊人群，存在着严

重的精神卫生问题，据文献报道，国外监狱中的精

神障碍患病率约为 20%。国内（江苏）进行的精神

疾病调查资料显示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 47.80%。

明显高于国内一般人群。全国监狱系统治疗、处置

精神病犯人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集中收治，有的

则分散处置，或保外就医。如何科学、合理、实用地

管理、治疗精神病犯同样是摆在监管实践的问题之

一。目前全国监狱系统的精神卫生工作现状不容乐

观，监狱系统仅有一所专业精神卫生防治机构及少

数的专科病房，专科床位严重不足，专业卫技人员

明显不够，因精神卫生问题引发狱内事故时有发生，

引致的监管安全的问题较为常见。 

    结果  监狱精神医学是指研究监狱罪犯中精神

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疾病的发展规

律，以及管理、治疗和预防和研究监管、心理社会因

素对罪犯的精神作用和影响的一门科学。它是一门

涉及精神医学、法学及相关科学的交叉学科，它有

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进行

监狱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开展监狱中的精神疾病

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监狱精神疾病的防治模式；探

讨监狱精神卫生机构的设置与管理。 

    结论  监狱精神医学的发展不但是为了更好地

提高、服务于罪犯的精神健康，更重要的是能够维

护和保障监狱行使其职能。及时的发现和治疗、管

理这些病犯是保障监管改造秩序的有力措施之一。 

    这一学科的创立是对整个精神医学事业的丰富

和完善，为服刑罪犯这一特殊人群的精神疾病研究，

以及深入地研究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人犯罪、人格、

心理社会因素以及诈病研究将是重要的领域。 

    随着我国监狱及精神医学的发展，作为全国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目前我国的监狱精神医

学还只是一个雏型，从理论构建到临床实践，从基

础研究到学科体系，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北京市基层医务工作者职业倦怠感与其情绪

状态间的关联：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徐建库 1 王学好 1 闫芳 2  

1）北京市延庆区精神病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探讨心理健康状态、身体健康状态等因

素对基层医务工作者职业倦怠发生的影响 

    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延庆区

144 名医务工作者通过问卷星使用自制一般问卷、

工作倦怠量表（Chines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CMBI）、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

naire-9 items,PHQ-9），广泛性焦虑问卷 7 条目

（General anxiety disorder,GAD-7），失眠严重指数量

表（Insomnia Severity Index, ISI）， 压力知觉问卷

（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CPSS）、领悟社会

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ail Support Scale，PSSS）等

量表进行调查。将职业倦怠作为因变量，与研究因

素（包括一般人口学、情绪状态等指标）分别进行单

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采用 R3.6.1 软件

包采用 Netica 软件绘制贝叶斯网络图，通过图示的

方式给出各指标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联。 

    结果  单变量模型显示，50 岁以上、有健康风

险的压力感知、抑郁状态和低/中度社会支持的人群

中职业倦怠发生比例均较高，使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

模型后，在控制单变量中有显著关联的指标后，与

职业倦怠发生有显著关联的指标为低/中度社会支

持。贝叶斯网络模型显示，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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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直接的关联，抑郁通过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

之间有间接的关联。 

    结论  基层医务工作者职业倦怠与其情绪状态

关系密切，可通过高的社会支持改善其职业倦怠，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可减少基层医务工作者职业倦

怠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心理

援助情况调查 

 

马欣荣 1 江洪 1 周永玲 1 张瑞莉 1 张月兰 1 郭雨墨
1 常高峰 1  

1）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目的  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的心理援助情况，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对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提供适宜有效的心理援助服务提

供指导。 

    方法  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25 日通过问

卷星平台对宁夏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采用自编心理援

助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 2346 份，其中

有效问卷 2232 份，有效问卷率为 95.1%。接受调查

的临床医生 575 人，护理人员 1026 人，医技人员

213 人，药剂人员 85 人，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和感

控人员 102 人，行政管理人员 149 人，后勤保障人

员 82 人。 

    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的心理援助需求为 141 人（6.3%）认为“非常需要心

理援助”，964 人（43.2%）认为“需要心理援助”，1127

人（50.5%）认为“不需要心理援助”。对希望获得的

心理援助形式，595 人（26.7%）希望热线咨询，395

人（17.7%）希望面对面个体心理咨询，149 人（6.7%）

希望面对面团体心理咨询，321 人（14.4%）希望面

对面心理健康讲座，224 人（10.0%）希望视频个体

心理咨询，120 人（5.4%）希望视频团体心理咨询，

656 人（29.4%）希望微信语音或发文字咨询，682 人

（30.6%）希望获得心理健康图文资料。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接受心理援助的情况为 667 人（29.9%）进行

热线咨询，439 人（19.7%）进行面对面个体心理咨

询，395 人（17.7%）进行视频个体心理咨询，1178

人（52.8%）进行微信语音或发文字咨询。医疗机构

工作人员对心理援助效果的评价为拨打热线咨询的

人员有 35.9%人感觉非常有效、47.2%人感觉比较有

效、16.9%人感觉效果不明显，面对面个体心理咨询

的人员有 37.4%人感觉非常有效、46.8%人感觉比较

有效、15.8%人感觉效果不明显，视频个体心理咨询

的人员有 37.7%人感觉非常有效、44.8%人感觉比较

有效、17.5%人感觉效果不明显，通过微信语音或发

文字咨询的人员有 34.2%人感觉非常有效、51.2%人

感觉比较有效、14.6%人感觉效果不明显。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半数接受调查的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希望获得心理援助，微信语音或

发文字咨询是选择最多的心理援助形式，超过 80%

接受心理援助的人员认为心理援助有效。在突发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应针对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不同

心理健康需求提供适宜的心理援助服务。 

 

 

 

西安市流浪精神病人检验危急值报告分析 

 

吕小娟 1 郭彦祥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流浪精神疾病患者由于无人监管、长期

流浪，各项生活条件均较差，来院时往往伴随着不

同程度的躯体疾病及损害，通过回顾分析西安市精

神卫生中心社会救助科流浪精神病人检验危急值报

告分布特点，为流浪精神病人的紧急救治提供参考。 

    方法  对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社会救助重症精

神科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检验科危急值报告

登记本》上记录的 140 例危急值进行回顾统计分析，

计算出危急值项目构成比。 

    结果  社会救助重症精神科病房接收到的检验

危急值项目 12 项，出现率分别为肌酸激酶（63.57%）、

肌酸激酶同工酶（9.28%）、乳酸脱氢酶（1.48%）、

α-羟丁酸脱氢酶（5.71%）、肌钙蛋白（2.85%）、血清

转氨酶（7.14%，）、白细胞数目（4.28%）、血糖

（2.85%），钾、钠、氯硝西泮血药浓度及氯氮平血

药浓度的出现率均小于 1%。 

    结论  流浪精神病患者检验危急值以心肌酶谱

相关指标、血清转氨酶、白细胞数目、肌钙蛋白及血

糖为主，其中心肌酶谱相关指标危急值占比最大，

考虑与流浪精神病患者过度兴奋、激越导致骨骼肌

及心肌损伤相关，临床上加强对心肌酶谱的监测，

必要时进行心电图检测排除心脏病变，对流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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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患者调整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冠疫情期间精神病样体验与失眠的双向关

联 

 

孙梦 1 王东方 1,2 周亮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目的  既往研究发现，在非临床人群中，失眠

与精神病样体验（PLEs）的共患率较高，并且先发

的失眠预示着未来 PLEs 的发生，然而先发的 PLEs

与继发失眠的关系并不明确，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有

待进一步探究。本研究通过追踪新冠疫情前后大学

生人群中 PLEs 和失眠情况的变化，旨在探索两者间

的双相关联。 

    方法  共计 938 名大学生同时完成了疫情前

（2019 年 10-11 月）以及疫情期间（2020 年 4-5 月）

的调查。调查采用 15 条目的社区心理体验问卷

（CAPE-P15）评估疫情前后的 PLEs，采用三个问题

分别从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早醒三个方面评

估疫情前后的失眠情况。用配对卡方检验比较前后

PLEs 以及失眠的患病率变化。采用 logistic 回归及

多元线性回归探索 PLEs 与失眠的双相关联。 

    结果  相比于疫情前，疫情期间 PLEs 的患病率

显著下降（15.8% vs. 4.7%, p < 0.001），而失眠的患

病率无显著改变（p = 0.261）。疫情前存在失眠的学

生在疫情期间更可能出现新发的 PLEs（OR = 4.77; 

p = 0.002），但无法预测疫情前已存在的 PLEs 是否

持续（p = 0.071）。另一方面，疫情前的 PLEs 也预

测新发的失眠（OR = 2.23; p = 0.026），并与失眠的

持续存在显著关联（OR = 4.70; p = 0.004)。进一步

的线性回归显示，疫情前的失眠严重程度与疫情期

间 PLEs的严重程度间不存在显著关联（p = 0.430），

而疫情前更加严重的 PLEs 则预示了疫情期间更严

重的失眠（B = 0.839, p < 0.001）。 

    结论  失眠预示了随后 PLEs 的发生，先发的

PLEs 也同样预示着失眠的发生，并与持续的失眠相

关。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影响两者间时序关系的潜

在因素。 

 

 

 

新冠疫情期间青少年精神病样体验的患病率、

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 

 

王东方 1,2 孙梦 1 周亮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目的  青少年时期的精神病样体验（PLEs）是

未来多种精神障碍发生的危险因素。大量研究显示，

新冠疫情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存在着广泛的负面影

响。然而，针对这一人群中 PLEs 的研究仍然不足。

本研究旨在探索新冠疫情期间不同年龄段青少年人

群中 PLEs 的患病率、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 

    方法  在 2020 年 4 月到 5 月疫情封锁期间，我

们采用线上问卷的方式对 7 所高中和 9 所大学进行

调查。调查采用15条目的社区心理体验问卷（CAPE-

P15）评估疫情下的 PLEs，采用青少年心理弹性问

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儿童期创伤问卷评估评估

疫情前的心理弹性、心理弹性情况以及童年期创伤。

同时，采集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社会学变量。采

用描述性统计分析高中生及大学生的社会人口学特

征及 PLEs 患病率。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大学生及高中

生 PLEs 患病率。采用 logistic 回归探索高中生及大

学生 PLEs 的影响因素。 

    结果  研究共纳入 3229 份有效问卷，其中，11.6%

的青少年报道了频繁发生的 PLEs，其中，高中生中

PLEs 患病率显著高于大学生（15.9% vs. 10.2%, p＜

0.001）。其中，在高中生中，被害意念患病率最高

（11.0%）；而大学生中，奇异体验最常见（6.9%）。

高频 PLEs 的发生与女性（OR=1.77）、精神障碍史

（OR=3.07）、慢性躯体疾病（OR=2.04）、新冠疫情

媒体暴露时间超过 4 小时/日（OR=1.15），以及更多

的创伤体验（OR = 1.58-3.58）显著正相关，而年龄

较小（OR=0.93），较好的心理弹性（OR=0.35-0.55）

以及较多的社会支持（OR=0.62-0.72）则与高频 PLEs

呈负相关。其中，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慢性躯体疾

病和创伤史均为危险因素，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均

为保护因素。而精神障碍史以及媒体暴露时间是高

中生中的危险因素，女性是大学生中的危险因素。 

    结论  疫情封锁期间，青少年人群心理健康问

题需要更多关注，这一问题在高中生中更为严重。

同时，一系列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提示，在重点人

群中针对特定靶点的干预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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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精神病患者自杀的识别 

 

张亮堂 1 孔令光 1 陈策 1  

1）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精神科 

 

    目的  通过掌握有效的精神病患者自杀识别的

方法，提高精神病患者自杀的识别率。 

    方法  精神病患者进行自杀是临床医学当中非

常常见的、危害性非常大的意外医疗事件，其自杀

率是一般人群的 10～30 倍，因此，对精神病患者自

杀的早期识别极为重要。我们精神科医生通过临床

工作实践总结出了识别精神病患者自杀可行的方法。 

    结果  识别精神病患者自杀的方法：1.情绪变

化：精神病患者的情绪突然改变、明显不同于往常，

如出现突发的悲泣、愤怒或异乎寻常的平静；出现

相反的情绪反应，如：抑郁的患者情绪突然好转，或

症状已经改善的患者情绪突然低沉，或抑郁或焦虑

症状明显的加重，往往提示有发生自杀的可能。2.行

为变化：精神病患者出现行为异常，如饮食、睡眠出

现反常、个人卫生习惯变坏不讲究修饰、自制力丧

失不能调控自我、孤僻独行等非常态行为时, 就要

注意是否有自杀的可能了。行为变化也与情绪变化

密切相关, 不良的情绪必然导致行为的反常变化。

3.“清理”自己：这是十分典型的识别根据。如果精神

病患者不能正常有序的生活，把自己平时很珍爱的

物品随意赠人或丢弃等，有的病人则着意整理自己

的物品，清理自己的帐务，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告别

等。这意味着不正常的心理行为正在发生，极有可

能是自杀的前兆。4.自杀意图的流露：精神病患者在

自杀前一般会有自杀意图的流露，80%的抑郁症病

人在自杀前会有所流露。如公开谈论或表示要自杀，

有的病人常常会在与人谈话中或自言自语中流露出

“生不如死”的念头，如会对家属说“你们决不会再因

为我而烦恼了”，有的患者会打听与死有关的事情或

打听一些可供自杀用的药物等，或写下遗嘱之类的

东西。5.准备自杀工具：精神病患者开始收藏与自杀

有关的物品，如绳子、刀子、农药或积攒安眠药等，

这时候千万别掉以轻心，应快速进行自杀危机干预。

6.环境方面：精神病患者生活环境的突变，如突然失

去重要的人或人际关系；生活中发生重大变动如失

业、失财、离婚、亲人死亡、周围亲人自杀等，社会

经济地位低下，这些都是患者有自杀倾向的线索。 

    结论  运用有效的精神病患者自杀识别的方法，

早期识别精神病患者的自杀，有利于早期干预，减

少精神病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 

 

 

 

天津市中学生心理健康现况调查及相关因素

分析 

 

颜国利 1 王宇昊 1 尹慧芳 1 李佩瑶 2 苏旭阳 2 孙凌
1 徐广明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调查天津市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及相关

影响因素。 

    方法  便利整群抽取天津 13 所中学全部学生，

获取家长知情同意，学生通过手机填写中学生心理

健康调查表，收集有效问卷 10667 份。 

    结果  天津市中学生各项严重以上心理健康问

题检出率：强迫 180 人占 1.6%；偏执 295 人，占

2.7%；敌对 427 人，占 4%；人际关系敏感 245 人，

占 2.3%；抑郁 557 人，占 5.2%；焦虑 819 人，占

7.7%；学习压力 531 人占 4.9 人；适应不良 140 人，

占 1.35%；情绪不平衡 384 人，占 3.6%；心理不平

衡：67 人，占 0.6%；总心理问题 134 人，占 1.3%。

正常组正性注意偏向 46.344+8.038，问题组正性注

意偏向 41.176+11.330，两存显著性差异（t=5.268，

P<0.000）；正常组负性注意偏向 32.561+7.660，问题

组负性注意偏向 41.403+6.806，两存显著性差异

（t=14.919，P<0.000）。学生总心理问题 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危险因素分别是女性[1.661（1.135-

2.431）]，负性注意偏向[1.282（1.238-1.327）]，成

绩较差[1.341（1.113-1.616）]；保护因素分别是经济

条件较好[0.545（0.392-0.758）]，正性注意偏向[0.894

（0.876-0.913）]。 

    结论  天津市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前三位分别

是焦虑，抑郁，学习压力；学生的正负注意偏向对其

心理健康问题影响较大，在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时

应该关注女性，成绩较差，经济条件较差，负性注意

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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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百度指数的心理危机关注度特征分布研

究 

 

陈文材 1 王玫玲 1 佐飞燕 1  

1）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分析特定时期心理危机特定关键词的百

度指数及其分布特征，探讨其在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中的监测作用。 

    方法  根据心理热线结果和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确定关键词，收集全国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8 日特定关键词的百度指数的人群分布情况，

并利用词云图描述在地域间的分布情况。 

    结果  根据期间心理热线和专家咨询结果确定

失眠、抑郁、心理咨询、焦虑、心理热线五个关键词

作为网络心理危机关注度的关键词。2019 年 12 月

至 2020 年 3 月期间，各关键词的百度指数同比未出

现明显增加，失眠、焦虑、心理咨询日均值同比下

降，而抑郁和心理热线日均值同比上升；各关键词

百度指数呈‘V’字形波动，在疫情初期各关键词关注

度明显下降，而随着时间不断延长，各关键词的关

注度明显回升，12 月至 3 月间的波动存在统计学差

异（P＜0.05）；心理危机关注度最高的人群特征为：

经济发达地区、女性、年龄 39 岁以下。 

    结论  在疫情恐慌恐惧阶段，公众对心理危机

的关注度下降，而在情绪释放期，公众对心理危机

的关注不断上升。经济条件好，年龄女性对心理危

机关注度较高。特定关键词的百度指数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公众对心理危机的关注度，可作为危机

干预的网络监测指标。 

 

 

 

我国精神科医师遭受工作场所暴力调查 

 

夏磊 1,2 蒋锋 3 汤宜朗 4 刘寰忠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 

3）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 

4）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mory University 

 

    目的  工作场所暴力（Workplace violence，WPV）

是指工作人员在与工作有关的情况下，受到辱骂、

威胁或攻击，对其安全、福祉或健康构成明确或潜

在的影响。由于精神科医务人员的职业特点，精神

科医师遭受 WPV 的风险较高。本研究针对精神科

医师遭受 WPV 的流行率进行调查。 

    方法  于 2021 年 1 月至 3 月，采用标准化问卷

对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41 家省级精神专科医院

的精神科医师进行普查。记录社会人口学资料，并

采用改编版本的工作场所暴力调查问卷对参与者过

去 12 个月遭受的 WPV 进行调查，内容包括过去 12

个月遭受言语暴力（辱骂、威胁）、躯体暴力、性相

关暴力（性骚扰、性袭击）的频率。 

    结果  （1）3973 名精神科医生参与调查（应答

率为 81.1%），通过逻辑条件剔除后剩余 3795 例（有

效率 95.5%）。平均年龄为 38.8 ± 8.7 岁；其中男性

1521 例（40.1%）、女性 2274 例（55.9%）；来自东

部、中、西、东北地区分别为 1540 例 （40.6%）、

814 例（21.4%）、1039 例（27.4%）、402 例（10.6%）。

（2）精神科医师过去 12 个月至少遭受一种 WPV 的

比例为 69.1%（67.6%~70.6%），频率≤1 次/月为

53.0%，>1 次/月或更频繁为 18.6%；遭受言语暴力、

躯体暴力、性暴力的比例分别为 64.6%、33.6%、

16.6%。（3）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职称越高(中级

职称 OR: 1.70，高级职称 OR: 1.79)，中部地区(OR: 

1.35)和西部地区(OR: 1.29 )遭受心理暴力的风险更

高；男性(OR: 1.67) 、职称越高(中级职称 OR: 1.42, 

高级职称 OR: 1.49)遭受躯体暴力的风险更高，越高

的学历水平(硕士 OR: 0.81, 博士 OR: 0.54)，中部地

区（OR: 0.78）遭受躯体暴力的风险越低；越高学历

水平(博士 OR: 0.36)遭受性暴力的风险越低。 

    结论  精神科医师遭受职业场所暴力的比例较

高，需要医疗机构加强对医患纠纷的防范，加强安

全管理，切实保护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安全。 

    基金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 

 

 

 

基于社交网络分析的童年期虐待与人格发展、

应对方式多维度关系研究 

 

王骁 1 刘莎 1 徐勇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

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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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童年期虐待在临床和科研中都是一个敏

感且复杂的问题。有研究表明它是对终生精神障碍

最有影响的单一因素之一且是唯一一个可预防的因

素。本研究旨在探讨童年期虐待的潜在类别，分析

在抑郁患者和健康人群中不同类型童年期虐待、人

格维度以及应对方式的内在复杂网络关系。 

    方法  数据来源于，包括 1629 名受试者，其中，

1130 个抑郁症患者，499 个健康对照。使用童年期

创伤量表（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

评估童年期虐待，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评估个人应对

方式，艾森克人格量表简版评估人格特征。潜类别

分析使用 SAS9.4 软件。社交网络分析使用 JASP9.1

（Jeffreys’s Amazing Statistics Program）软件。 

    结果  抑郁症人群童年期虐待发生率（41.59%）

及严重程度均高于健康对照人群（31.02%），各类童

年期虐待中，除情感忽视外均是相同趋势。LCA 结

果表明三类别最佳，且健康人群与抑郁症患者类别

特征有所不同。网络分析表明情感虐待，情感护士，

躯体忽视在健康对照中形成三角相关关系而在抑郁

症患者中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强相关。与人格维度

相关性较高的是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情感忽视接

近中心性（centrality measures）最高，躯体忽视中心

性（closeness）最高. 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度中心性

（concerning degree）较高。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多类童年期虐待与人格维

度和应对方式的内在关系。与既往研究一致，抑郁

症患者人群童年期虐待发生率高于健康人群。社交

网络分析显示忽视在虐待与人格发展的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关系，有可能是中介效应。然而，忽视特别是

情感忽视在既往研究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被忽视，

它与躯体或性虐待子长期结果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

用，应该收到更多的公众关注及开展相应科学研究。 

 

 

 

领悟社会支持在远洋渔民舰艇应激与抑郁症

状/焦虑症状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李赛兰 1  

1）海南省安宁医院 

 

    目的  探讨舰艇应激和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症

状/焦虑症状的关系。 

    方法  选取海南省潭门渔港参加远洋航行的渔

民 432位作为调查对象，均为男性，平均年龄 38岁。

在渔民出海前一周内进行首次施测，施测问卷为流

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心境与焦虑症状问卷，经过至

少一个月的远洋航行（平均航海时间 58 天）返回到

港口的时候再次施测，施测问卷为舰艇人员心理应

激源调查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流调中心用抑

郁量表和心境与焦虑症状问卷。主试均为经过培训

的应用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专业本科大学生。所有

参与的被试均仔细阅读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结果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舰艇应激、领悟

社会支持、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进行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舰艇应激与抑郁症状、焦虑症状、领悟社会

支持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

症状、焦虑症状呈负相关，但是相关不显著(P>0.05)。

抑郁症状与焦虑症状呈显著正相关(P<0.01)。领悟社

会支持对舰艇应激与抑郁症状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β= -0.104，P<0.05)。在控制了出海前的抑郁症状和

焦虑症状得分后，领悟社会支持对舰艇应激与焦虑

症状关系的调节作用也显著(β= -0.143，P<0.01).简单

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在舰艇应激对抑郁症状方面，

在低领悟社会支持组中，舰艇应激影响抑郁症状的

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β=0.528, P<0.001），而在

高领悟社会支持组中无统计学意义（β=0.152, 

P=0.212），但相较于低分组，高领悟社会支持组抑郁

症状增加幅度更小。在舰艇应激对焦虑症状方面，

随着舰艇应激水平越高，领悟社会支持高分组的焦

虑症状水平显著升高（β=0.256, P<0.05），领悟社会

支持低分组的焦虑症状水平也显著升高（β=0.540, 

P<0.001），但相较于低分组，高领悟社会支持组增加

幅度更小。 

    结论  远洋渔民遭遇的舰艇应激会促进抑郁症

状和焦虑症状，且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起调节作用。 

 

 

 

特殊作息职业群体生物节律及调控研究进展 

 

李鑫 1 元小冬 2 郑慧 2 赵营 2 张萍淑 2  

1）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2）开滦总医院 

 

    特殊职业群体作息时间不规律，可导致内源性

昼夜节律紊乱，引起睡眠问题及多种躯体疾病。目

前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其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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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原因（如基因、行为模式等）及调控治疗缺乏相

应研究。这就提示我们有必要创建一套系统化、规

范化的预防治疗体系，通过检测睡眠-觉醒周期、褪

黑素、生物钟基因等，较早的筛查出生物节律紊乱

的人员，利用基因调控、心理行为治疗等进行干预、

修复，有利于维持心身健康、保证工作安全、提高工

作效率。 

    1、特殊作息职业与生物节律 

    特殊作息职业群体面临长期的加班和倒班工作，

致使生活作息和内源性昼夜节律之间不协调，破坏

了体内平衡，容易出现失眠或白天嗜睡问题；高压

力或高危险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承载着重要的安全

责任，加重了职业紧张。 

    2、特殊作息职业群体生物节律的自身调控机制 

    评估睡眠量表、睡眠日记和活动纪录、多导睡

眠图、多次睡眠潜伏期试验、觉醒维持试验等，都可

以反映昼夜节律问题，找出失调的睡眠-觉醒模式。

松果体是哺乳动物褪黑素（MT）的主要来源，MT

可增加脑内 γ-氨基丁酸（GABA）的含量，GABA 是

抑制性中枢神经递质，可产生中枢抑制效应，使清

醒警觉信号降低、维持睡眠。核心体温最低点一般

出现在睡眠自动觉醒前的 2 小时（清晨 4-5 点），正

常生理情况下相当于 DLMO 后 7 小时。 

    3、特殊作息职业群体生物节律紊乱对机体健康

影响 

    特殊作息职业群体因工作使作息时间不规律、

内源性昼夜节律紊乱，不仅可导致睡眠问题，还可

引起循环、神经、免疫、内分泌等多方面疾病。 

    4、特殊作息职业群体生物节律调 

    控调控建议：① 尽量减少倒班工作的时间和频

次或形成规律性的倒班② 坚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夜

班前适当的小睡③ 工作结束后戴太阳镜，避免大量

的暴露于明光或电子屏幕④ 增加查体次数，检测工

作人员的身体心理健康状况⑤ 创造适宜的工作环

境，对于不可避免的恶劣环境给予补偿薪酬。⑥ 团

体心理辅导，增强对生物节律的认识、提高心理素

质。 

    5、特殊作息职业群体生物节律研究的展望 

    对生物节律的认识已达到基因分子生物水平，

提示我们今后对特殊作息职业群体生物节律的研究

中可利用基因检测、调控等技术，发现更先进、更有

效的干预措施、修复手段等。这将有利于在帮助特

殊作息职业群体维持生物节律稳定性、心身健康的

同时，保证工作安全、提高工作效率。 

 

 

 

被隔离人群的心理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陶艳青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了解新冠疫情下荆州地区被隔离者在接

受医学隔离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

为特殊时期隔离人群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自行编制人口学资料调查问卷、焦

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使用

“问卷星”进行网络心理健康调查。在线调查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20 日疫情期间荆州市医学隔离人群的

心理健康状态，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影

响隔离者心理状态的因素。 

    结果   1、在 139 名被隔离者中 ,焦虑状态

(SAS>50 分 )者有 53 名 (占 38.13%),抑郁状态

((SDS>50 分)者 44 名(占 31.65%)。 

    2、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年龄、家庭人数、婚

姻状态、是否外出打工、对 NCP 知识的了解、外出

情况对焦虑自评量表（SAS）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0、0.044、0.004、0.00、0.000、0.026、0.000、

0.000),而不同身份、居住地、婚姻状态、职业类别、

自觉经济状况对抑郁自评量表（SDS）的评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42、0.030、0.038、0.014、0.002)。 

    3、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医务工作者、不

洗 手 戴 口 罩 的 、 对 是 否 接 触 NPC 不 详

(RR=1.708,P<0.018 ， RR=2.676,P<0.006 ，

RR=3.100,P<0.015)是疫情流行期间被医学隔离者出

现焦虑的危险因素,家庭人数多、宅家不外出、周围

人群未感染(RR=0.039,P<0.000，RR=0.560,P<0.001，

RR=0.574,P<0.030)是被医学隔离者不出现焦虑的保

护因素。无业人员(RR =1.759,P=0.019)是被医学隔离

者出现抑郁的危险因素，已婚、未外出打工是被医

学隔离者不出现抑郁的保护因素(RR=0.838,P<0.043; 

RR=0.981,P<0.047)。 

    结论  在新冠疫情下被隔离人群的心理状态变

化较为显著,他们的情绪变化与诸多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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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医校联动模式

对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邓小鹏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

医校联动模式对高中生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实

施方法及注意事项。 

    方法  于 2021 年 5 月（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

在对荆州某校高中生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采用 12

项一般健康问卷(GHQ-12)调查心理健康状况，与

2020 年 2 月（疫情早期）的改校高中生的心理健康

做对比。期间，我院和该校实施共同促进学生心理

健康的活动，包括心理讲座、考前咨询、个案督导、

科普宣传等方法，护航心理健康，畅通学生心理危

机和心理障碍诊断、转介、治疗的绿色通道等。 

    结果  其中 2020 年收集 230 样本，男 125 例、

女 105 例，年龄 16-19 岁，平均（18.55±2.78）岁，

GHQ-12 总分（2.91±2.78）、社会功能低下因子

（1.18±1.37）、焦虑抑郁因子（1.30±1.21）、自信丧

失因子（0.43±0.72）。2021 年经医校联动模式干预后

共收集 188 例样本，年龄 16-19 岁，平均（18.55±2.78）

岁，男 105 例、女 83 例，GHQ-12 总分（1.30±2.08）、

社会功能低下（0.66±1.12）、焦虑抑郁（0.48±0.88）、

自信丧失（0.17±0.48）。GHQ-12 总分、社会功能低

下因子、焦虑抑郁因子、自信丧失因子均较干预前

降低（P＜0.05）。 

    结论  推动医校合作，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中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干预新模式，对建设健康

校园、文明校园、和谐校园以及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 

 

 

 

Study on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in Jingzhou 

City after The COVID-19 

 

Huang Lu1,3, Liu Bo1,2  

1）Yangtz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Jingzhou Mental Health Center 

3）Jingzhou 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Jingzhou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after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2021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

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IA) among adolescents (16 to 

18 years old) in Jingzhou City. 

    Methods  Through on-site questionnaire surveys, 

survey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haracteris-

tics of network usage during and after the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and the 

level of exercise and social support during and after the 

epidemic.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A.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self-rating scale analy-

sis of the survey subjec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IA was 

compared. The frequency and duration of recreational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the degree of addiction to 

electronic products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epidemic 

has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ose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analysis of IA-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found that 

me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IA; exercise and social support are pro-

tective factors for IA. 

    Conclusion  After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2021, the frequency of recreational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by adolescents in Jingzhou City has decreased. 

Anxiety, depression, and frequent recreational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c-

currence of IA; exercise and social support are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IA. Reducing 

the frequency of recreational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by adolescents, actively intervening in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adolescents, and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and providing corresponding social support are ex-

pected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IA in adolesc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Han Chines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刘志伟 1 刘云 1 杨荣春 1 刘寰忠 2  

1）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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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Objective  There were few studies on the marit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especiall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clinical symp-

tom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310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Us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to assess the psychiatric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ISI) and Beck Suicidal Idea-

tion to evaluate the depression and insomnia conditions 

and suicidal ideation of the patients. SPSS 16.0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e age, age of onset and age of first 

hospitalization of married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nmarried group (P<0.001). In addi-

tion, marital status was correlated with gender, age, age 

of onset, first hospitalization and per-capita income, but 

not with depression, insomnia and suicidal ideation. 

    Conclusion  Compared to unmarried inpatients, 

married inpatients tended to have fewer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more clinical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nsomnia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addition, married pa-

tients tended to be female, older, later onset age, later 

first hospitalization age and better economic level. 

    [Funding]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Anhui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under Grant 

no. 1804h080263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

tion of the Institute for Translational Medicine under 

Grant no. 2017zhyx17. 

 

 

 

不接受社区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特征分

析 

 

胡丽丽 1 王延祜 1 谷灵犀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山东省不愿意接受社区随访管理的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人群特征，为更有针对性的开

展精神卫生宣教工作和出台政策提供参考和数据支

撑。 

    方法  对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了居民健康

档案、但不愿意接收社区随访管理的所有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并与接受管理的患

者进行比较，发现有意义的特征。 

    结果  目前全省登记在册的患者中共有 8810

人不愿意接受社区随访管理。男性 4517 人（51.3%），

女性 4293 人（48.7%）。农村居民 5572 人（63.2%）；

农民居多 (49.7%)；小学及以下学历居多（35.4%）；

已婚人群最多（55.8%）。 

    通过与接受社区管理的患者的特征进行对比发

现：1.城乡分布有差异，城镇患者不愿意接受社区管

理的比例高于农村。2.学历水平上，高中/中专/技校

和大专以上的患者不愿意接受社区的随访管理。3.

家族史 不愿意接受社区管理的患者中有精神障碍

家族史的比例高于接受社区管理的患者。4.经济情

况 不接受社区管理的患者贫困率较低。 

    结论  不愿意接受社区管理的患者的特点主要

为家庭经济条件好、文化水平较高和生活在城市。

患者一方面担心社区随访管理会泄露个人的隐私，

给自己生活或工作带了困扰；另一方面对社区的医

疗水平不信任，自认为无法提供专业服务。不接受

社区随访管理的患者具有精神障碍家族史的比例较

高，提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这部分患者开展随访

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本研究也发现，学生群体占

一定比例。近些年，学生因心理压力大发生自杀自

伤、校园暴力等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加强对学生的

心理健康宣教和家校联动管理非常有必要。 

 

 

 

精神分裂症早期住院患者的自伤史报告率与

抗精神病药使用 

 

殷怡 1 林晨 1 田宝朋 1 杨甫德 1 魏立京 1 谭云龙 1  

1）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北

京 

 

    目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杀死亡率在病程早

期达到最高峰。自伤史是自杀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精神分裂症早期

患者的各类自伤史的报告率，以及自伤史的有无与

治疗早期的抗精神病药物类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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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采用回顾性观察研究设计，纳入北京某

所精神专科医院病程短于 3年的 1100例精神分裂症

住院患者（年龄均数 = 30 岁，标准差 = 13.2 岁；

女性占比 55.8%）。按照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

量表对病历记载的入院前终身的各类自伤进行编码。

从医师处方中获得本次入院后的抗精神病药物的通

用名。 

    结果  终身自伤、自杀行为、自杀未遂、被中断

的自杀尝试、放弃的自杀尝试、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的报告率分别为 12.3%，7.5%，5.5%，1.7%，0.7%

和 4.6%。与精神病性症状有关的自伤行为的报告率

为 2.6%。25 岁以下人群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报告率

（7.2%）高于 25~59 岁组和 60 岁以上组（P = 0.003）；

60 岁以上组比其他年龄段组报告与精神病性症状有

关的自伤行为的比例更高（9.3%，P = 0.032）。性别

与各类自伤的报告率的关系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入

院后首次药物处方中，33.6%的伴自伤史的患者会被

处方利培酮，26.6%使用奥氮平，21.9%使用阿立哌

唑；伴自伤史的患者比无自杀史者更容易被处方氯

氮平（4.1% vs 0.74%, Fisher’s 精确检验，P = 0.007），

自伤史与处方其他各种抗精神病药物的关系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Cox 等比例风险模型显示，单位时间

内，有自杀未遂史的患者在入院后改用氯氮平的可

能性更大（调整后 Hazard Ratio = 3.85，95%CI：1.53-

9.69，P = 0.004）。其他各类自伤与改用氯氮平的关

系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病程早期的自伤报告

率较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伤风险评估应额外区

分和重视与精神病性症状有关的自伤史。虽然氯氮

平是唯一证明能够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倾向的

抗精神病药物，但本样本中，医师基本很少在精神

分裂症患者早期药物治疗中处方此药，在伴自伤史

的患者中处方此药的比例略高。 

 

 

 

跨性别及性别不一致人群的精神健康状况的

研究综述 

 

林晔喆 1, Hui Xie2, Runsen Chen3, Mark Joseph 

Messih4 赵旭东 1 齐安思 5  

1）同济大学 

2）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3）Vank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singhua University 

4）Drexel University 

5）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跨性别和性别不一致（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 TGNC）个体因面临少数群

体的压力而处于精神健康不良的高风险中。中国是

世界上 TGNC 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目前缺乏对

这一特殊人群精神健康的的综合回顾。本文总结了

国内 TGNC 个体精神健康领域的主要研究发现，整

合该主题下的研究，明确具体的精神健康差异，为

未来相关政策制定、临床实践、改善国内 TGNC 人

群精神健康状况等所需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方法  检索 PubMed,PsycInfo, Scopus, 万方和

CNKI 数据库中内中英文发表的相关文献，应用系统

综述和 Meta 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规范量表

(PRISMA)对纳入文章进行评价，检索时限均从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1 日。 

    结果  共纳入两篇定性研究和 21 篇定量研究，

研究主要数据来自国内一/二线城市。定量研究结果

显示，国内 TGNC 人群普遍存在精神健康问题，如

抑郁、焦虑、自杀、物质使用/成瘾、应激相关问题

和精神幸福感，都与歧视、获取医疗服务、社会支

持、性伴侣关系、HIV 知识及人口学分布（如年龄、

性别和教育水平）有很大关系。然而这一人群几乎

没有接受过性别肯定照护和精神健康干预。 

    结论  下一步迫切需要在多层次的教育和社会

干预中纳入多元文化结构，以减少国内对跨性别人

群的恐惧和排斥；为医护人员提供标准化的跨性别

包容培训，以建立一个对该人群安全的环境。政治

和社会影响方面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建立医疗服务

指南，倡导为特殊护理项目提供资金，并推动社区

教育和服务项目。 

 

 

 

扬州院前急救人员应付方式与心身健康的相

关性分析 

 

高霞 1 朱瑞轩 1  

1）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扬州 120 院前急救人员的心身健康

状况，对急救人员的应付方式与心身健康进行相关

性分析，为提高院前急救人员的心身健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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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横断面研究方法，将扬

州 120 急救中心的 55 名一线急救人员包括急救医

生、护士。55名纳入研究组.人员中女 10名，占18%，

男 45 名，占 81%；年龄最大 60 岁，最小 25，平均

年龄（40）；学历：本科：44 名，占 80%，大专 11

名，占 20%。发放问卷 55 份，回收问卷 55 份，回

收率为 100%。由一名心理咨询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填写焦虑量表、应付方式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 

    结果  焦虑自评量表结果分析：焦虑自评量表

的均值为 43.14，总分超过 40 分即筛查阳性。急救

人员均分为 38.76，高于全国常模。性别因素男女在

解决问题及合理化中呈显著性相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解决问题、求助与躯体化、人际

关系敏感呈极其显著性负相关（P<0.01），与强迫、

焦虑、敌对呈显著性相关(P＜0.05)，合理化、自责、

幻想、退避与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忧郁、

焦虑、敌对、偏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合

理化、自责、幻想、退避与恐怖呈极其显著性负相关

（P<0.01）。 

    结论  工作量逐年增加，急救人员心身健康堪

忧。长期面对应激源，躯体化症状明显。消极应对方

式，影响心身健康。院前急救人员心身健康与长期

应激因素密切相关,认知因素和应对方式是影响心

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重视急救人员的心身健康状况,

采取措施改变急救人员的认知，提高应对方式是保

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方法。 

 

 

 

早年地震应激暴露对精神障碍发病的影响 

 

贾宏学 1 张云淑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生命早期地震暴露对个体精神疾病

发病风险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 1973 年-1981 年出生的唐山

人群，根据应激时间建立不同队列：震后出生对照

组及早年地震应激暴露组，根据暴露时期不同将早

年地震应激暴露组分为不同亚组：胎儿期地震应激

暴露组及婴幼儿期地震应激暴露组。通过对唐山市

9 所精神专科医院的住院及门诊病历回顾，获得不

同队列中精神疾病发病人数及疾病诊断，探究不同

队列人群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差异。 

    结果  研究共纳入唐山出生居民 429767 人，其

中精神障碍患者 7812 例。与震后出生对照组相比，

早年地震应激暴露组个体精神疾病发病风险增加

（RR=1.31,95%CI:1.24,1.38）。亚组分析表明，胎儿

期 （ RR=1.37, 95%CI: 1.28,1.48 ） 与 婴 幼 儿 期

（RR=1.29,95%CI:1.22,1.37）地震应激暴露经历均

会增加个体精神疾病发病风险。精神疾病类别分析

表明，早年地震应激暴露增加了个体物质使用障碍、

神经症性、应激相关的以及躯体形式的障碍、心境

情感障碍及精神分裂症的发病风险。 

    结论  早年地震应激暴露增加了个体精神疾病

发病风险，早年地震暴露对不同精神疾病发病风险

的影响不同。 

 

 

 

早年地震应激暴露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自伤自

杀发生情况的影响 

 

贾宏学 1 刘欣 1 张丹 1 张云淑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早年地震应激暴露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自伤及自杀发生情况的影响以及不同时期暴露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伤自杀发生率差异。 

    方法  本次调查以唐山大地震为调查背景，研

究对象为 1973 年-1981 年出生的唐山精神分裂症患

者，根据应激时间建立不同队列：震后出生对照组

及早年地震应激暴露组，根据暴露时期不同将早年

地震应激暴露组分为不同亚组。通过对唐山市 9 所

精神专科医院的住院及门诊病历回顾，获得不同队

列中精神分裂症患者自伤自杀的发生情况，探究不

同队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杀自伤发生风险差异。 

    结果  本研究对在 1972 年-1981 年出生于唐山

的 331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早

年是否地震暴露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伤率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2=3.32, p=0.078），亚组中，幼儿期地

震暴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自伤发生风险显著性升高

（RR=1.63, 95%CI:1.09,2.44）；幼儿期地震暴露组中，

男性精神裂症患者自伤发生风险显著增高（RR=1.85, 

95%CI:1.02,3.36）。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任何时

期地震暴露经历均与自伤发生情况差异无相关性。

早年地震暴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发生率显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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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RR=1.54, 95%CI:1.38,1.99 ），其中胎儿期

（RR=2.05, 95%CI:1.51,1.17）地震暴露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自杀率增高最为显著。自杀行为级别分析发

现，早年地震暴露经历与自杀行为级别之间存在线

性关系（2=8.43, p=0.004），自杀行为级别随地震暴

露时年龄的降低而增加（RR=0.068, p＜0.001）。 

    结论  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自

伤、自杀发生情况有影响，且影响具有性别差异。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信息疫情”对人群心

理健康影响的随访调查研究 

 

黄明金 1 赵峻 1 黄国平 1  

1）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信息疫

情”的变化特点，分析“信息疫情”的特征及其对人群

心理健康的影响。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及头脑风暴，自编信息疫

情问卷，包含年龄、性别、职业等一般情况。疫情相

关问卷包含信息特征、信息浏览强度以及信息对个

体情行为影响三大类，共 24 个问题。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2020 年 5 月 19 日至 26 日，

通过微信平台，以问卷星形式发送上述问卷，由微

信使用者自行选择填写。 

    结果  第一次调查共收回问卷 639 份，第二次

调查共收回问卷 1089 份。第二次调查相对第一次

调查，应答者在手机使用频率（Z=5.09, P<0.01）、手

机用以关注疫情信息为主（Z=299.64，P <0.01）、被

推送的信息与疫情相关性（Z=97.43，P <0.01）以及

推送频率（Z=3.812，P <0.01）上均显著降低。两次

调查显示，公众对于信息的正面特征及负面特征选

择无显著差异。正面特征中“权威部门发布”（89.67%，

88.15%）的选择频率最高，而负面特征中“来源不明”

的选择频率最高（65.41%, 63.45%）。“信息疫情”对

调查对象的心理状况的影响中，“总感觉躯体不适”

在两次调查中均为最高比例（32.86%，36.36%）。“谈

及疫情感紧张 ” 在第二次调查中显著减少

（17.84%vs.13.50%, χ2=5.92, P=0.015），而“回避谈

论疫情”在第二次调查中则显著增加（2.66%vs. 

4.87%, χ2=5.04, P=0.025）。 

    结论  “信息疫情”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信息

疫情”对个体情绪行为的影响正负与否与信息本身

的特征相关，且这些特征在两次调查中相对稳定。

“信息疫情”易引起个体躯体化；疫情爆发时，个体对

谈及疫情感到更紧张；疫情控制后，个体倾向回避

谈及疫情。 

 

 

 

不同关系类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生存质量

的调查研究 

 

冯菲菲 1  

1）海南省安宁医院 

2）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分裂症

住院患者家属的问卷调查，分析不同关系类型患者

家属的特点及生存现况，检验不同关系类型是否对

其生存质量形成影响及深入探讨影响的原因。 

    方法  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要求，选取 2020 年

2 月-2020 年 11 月期间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分

裂症住院患者家属 200 例为研究对象，用住院患者

及家属基本情况调查问卷（附录一）及世界卫生组

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WHOQOL-100）（附录二）从

15 个项目、6 个领域全面了解精神分裂症不同关系

类型家属（父母、配偶、子女、同胞）的现况及生存

质量总分及各因子分，并分析各因子的相关性及差

异性，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及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生存质量除 SPIR

外，在 PHYS、PSYCH 、IND、SOCIL、ENVIR 和

DOM 领域均低于全国常模且有统计学差异（P＜

0.01）。不同关系类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在 PHYS、 

PSYCH 、IND、SOCIL、ENVIR、SPIR 和 DOM 领

域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结合 S-N-K 多重比

较，父母组生存质量最差，同胞组最好，配偶和子女

组得分无显著差异。精神分裂症照料者中父母组生

存质量最低，可能与该组以女性照料者为主、文化

程度低、收入低、农村人口居多相关。 精神分裂症

女性照料者生存质量普遍低于男性，在 PHYS、

PSYCH 、IND、SOCIL、ENVIR 和 DOM 领域有统

计学意义（P≤0.01）,在 SPIR 无差别（P＞0.05）。精

神分裂症照料者生存质量与文化程度及月收入呈正

相关，在 PHYS、PSYCH 、IND、SOCIL、ENVIR、

SPIR 和 DOM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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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症城镇照料者在 6 领域得分均高于农村照料者，

且在 PHYS、PSYCH 、DOM 领域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结论  精神分裂症照料者生存质量低于全国常

模，不同关系类型照料组中父母组生存质量最差，

同胞组最好。，PHYS 中父母组最差，同胞组最好，

配偶和子女组无显著差异；PSYCH 中子女和同胞组

得分较高（无显著差异），父母组得分最低；IND 中

父母组得分最低，余 3 组得分无显著差异；SOCIL

中同胞、子女得分较高(无显著差异)，父母和配偶得

分较低(无显著差异)；ENVIR 中配偶组得分最高，

父母组得分最低，余俩组得分无显著差异；SPIR 中

配偶组得分最高，父母组最差，同 

 

 

 

基于肠道菌群的睡眠限制与小鼠焦虑的研究 

 

张梦洁 1 宋会玲 1 寇广宁 1 李晏 1  

1）郑州大学 

 

    目的  通过动物实验，研究睡眠限制对小鼠焦

虑及肠道菌群的影响，并探讨肠道微生物与焦虑的

关系，从宿主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关系的角度，为

解释睡眠障碍导致的情绪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 8 周龄健康 C57BL/6J 雄性

小鼠，将适应性饲养 2 周的 30 只小鼠随机分成正常

对照组（NC 组，n=10）、环境对照组（EC 组，n=10）

和睡眠限制组（SD 组，n=10）。通过改良多平台水

环境法构建睡眠限制小鼠模型；采用旷场实验评估

小鼠自发活动及焦虑状态；16S rRNA 高通量测序分

析小鼠肠道菌群的变化；统计软件为 SPSS 21.0，多

组均数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定量数据的关联性分

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小鼠旷场实验路径的图片表明，SD 组小

鼠更倾向于在旷场的四周及四角活动，且其在旷场

中央区的路程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16S rRNA 高通量测序分析：Beta 多样性

分析结果显示 Anosim 检验 R 值为 0.392，P=0.016；

SD 组小鼠肠道菌群的 Shannon 指数和 Simpson 指

数明显降低，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21 和

P=0.010）；LEfSe 分析结果表明，在 SD 组中，福赛

斯坦纳菌科、红螺菌目、水曲柳菌和狄氏副拟杆菌

等微生物丰度明显增加；而在 EC 组中，瘤胃菌科

_UCG_013、毛螺菌科 NK4A136 群、毛螺科菌

_DW17、瘤胃菌科_UCG_010 和嗜木聚糖真杆菌等

微生物更加富集。进一步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小鼠

肠道内阿克曼氏菌科和理研菌科的细菌丰度与其旷

场实验中总路程和停留在中央区路程呈正相关

（r=0.699，r=0.735，r=0.637，r=0.836，P 均＜0.05），

而伯克氏菌科的细菌丰度与其旷场实验中总路程呈

负相关（r=﹣0.679，P＜0.05）。 

    结论  睡眠限制可致小鼠出现焦虑样行为，而

且可影响肠道微生物谱，对肠道内红螺菌目、水曲

柳菌等有害菌丰度的增多及毛螺菌科、瘤胃菌科等

益生菌丰度的降低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且这些微生

物在情绪调节中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的发现为睡

眠障碍患者肠道微生物组成的改变提供了新证据，

揭示了肠道菌群与焦虑之间的相关性，为睡眠障碍

导致情绪问题的诊治提供可能的方向。 

 

 

 

Suicide Attempt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Pa-

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Chen Ke2  

1）济宁医学院 

2）深圳市康宁医院 

 

    Objective  There is controversy on the magni-

tude of suicide risk in OCD and on the psychopatholog-

ical features that raise the risk.  Historically, OCD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relatively low 

risk of suicide. Recent studies, on the contrary, reveal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OCD and suicide at-

tempts and ideation.This systematic review aims to es-

timate the pooled prevalence of suicide attempts and su-

icidal ideation in subjects with OCD . 

    Methods  We conducted a literature search in 

PubMed/Medline, PsycINFO, Web of Science and 

CINAHL databases from May 31,2011 up to May 31, 

2021, according to PRISMA guidelines. 

    Results  We found 121 eligible studies including 

OCD patients:41 investigated suicide attempts or sui-

cidal ideation.OCD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the odds of 

having suicidal ideation as compared to the general pop-

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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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sion  One out of ten patients with OCD at-

tempts suicide during his/her lifetime, about one third 

has current suicidal ideation and about half has had sui-

cidal ideation in the past. Several clinical feature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and should be factored 

into clinical risk management.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and Its Associa-

tion with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in Chinese El-

derly 

 

林丽华 1 王诗镔 1 侯彩兰 1 贾福军 1  

1）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

医学科学院 

 

    Objective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SCD) is 

the first symptomatic manifestation of Alzheimer’s dis-

ease, but information on its health correlates is still 

sparse. This study aims to estimate SCD symptoms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hronic diseases 

in Chinese elderly. 

    Methods  Participants aged 60 years and older 

from 7 communities and 2 nursing home in Guangzhou 

were recruited and interviewed with standardized as-

sessment tools. The SCD symptoms were measured by 

SCD questionnaire 9 (SCD-Q9), with a higher score in-

dicating increased severity of the SCD. Multivariate lin-

ear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

lates of SCD symptoms. 

    Results  A total of 717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with the mean age of 73.72 (SD =8.27, 

range = 60-101), while 37.0%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males and 63.0% were females. The mean score of the 

SCD-Q9 was 3.86 ± 2.43 in the whole sample. Multi-

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older 

adults aged over 70 years, female, widowed/sepa-

rated/single marital status, primary or lower education 

level, living in nursing home, current smoking status 

and lower BMI were independently and positively asso-

ciated with high SCD-Q9 score.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lifestyle factors, 

the SCD-Q9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ose 

suffering from chronic low back pain, urolithiasis, 

chronic gastroenteritis/peptic ulcer, cataract/glaucoma, 

osteoporosis, insomnia,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onclusion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policy 

makers ne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SCD among 

older Chinese population to achieve early intervention 

for Alzheimer’s disease. 

 

 

 

The Rol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or Sleep Quality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Exploring Par-

allel, Serial,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王诗镔 1 林丽华 1 侯彩兰 1 贾福军 1  

1）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

医学科学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oor sleep quality and SCD, and explore what 

rol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its association.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older adult resid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outh 

China from November 2020 to March 2021. A total of 

717 adults aged 60 years and over were recruited for a 

face-to-face investigation on a range of socio-demo-

graphic factors, lifestyle behaviors, sleep quality, SC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Parallel, serial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s were used to examine whether de-

pression and anxiety mediated in the poor sleep quality-

SCD linkage. 

    Result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poor 

sleep quality on SCD were found.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or sleep qual-

ity and SCD (βAnxiety = 0.123, 95%CI: 0.079 to 0.173; 

βDepression=0.274, 95%CI: 0.200 to 0.348), respec-

tively. Serial mediat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depres-

sion and anxiety co-play a ser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association of poor sleep quality and SCD (βa=0.052, 

95% CI: 0.026 to 0.084; βb=0.077, 95% CI: 0.033 to 

0.128).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revealed that the 

mediation of depre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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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r sleep quality and SCD was moderated by anxiety 

(β=0.318, 95% CI: 0.164 to 0.472).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d new in-

sights into possible avenues for prevention and inter-

vention on SCD through sleep-based treatments with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on psychiatric disorders.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Sub-

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in Chinese Elderly 

 

林丽华 1 王诗镔 1 侯彩兰 1 贾福军 1  

1）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

医学科学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SCD) 

among Chinese elderly.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volving 717 

participants aged 60 years and older was conducted in 7 

communities and 2 nursing homes in Guangdong Prov-

ince, China.The participants were interviewed face-to-

face using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tools. The symp-

toms of SCD were measured by the SCD questionnaire 

9 (SCD-Q9). Anxiety symptom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module 

(GAD-7).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The 

comparison between short (<6h), normative (6-8h) and 

long sleepers (≥8h) by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

tics, lifestyle factors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were per-

formed using Chi-square test and one-way ANOVA. Re-

stricted cubic splines and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GAM)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pattern of the associa-

tion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SCD symptoms. 

    Results  Sleep duration of participants were sig-

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age, gender, residence, 

marital status, current smoking status, tea drinking habi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P<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U-shaped association between global SCD 

symptoms score and sleep duration (EDF = 3.855, P 

<0.001) in the age- and sex-adjusted GAM. The overall 

memory function and time comparison score (OMTC) 

(EDF = 4.616, P <0.001) and daily activity ability score 

(EDF = 2.083, P <0.001) were also found having a U-

shaped association with sleep duration. Lower score on 

global SCD symptoms and the OMTC were observed in 

those sleeping 8 hours per night. After adjusting for de-

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lifestyle behaviors and men-

tal health status, the strong U-shaped associations be-

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global SCD symptoms score 

(EDF = 3.830, P = 0.089), and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the OMTC score (EDF = 4.673, P=0.107) were still 

found through GAM. The association of sleep duration 

and daily activity ability score did not show an obvious 

U shape. But significant non-linear fit association be-

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daily activity ability score 

maintained in the age- and sex-adjusted model 

(EDF=2.083, P<0.001). After adjusting all confounding 

factors, non-linear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daily activity ability score was still observed 

(EDF=1.902, P=0.054). 

    Conclusion  Both longer (>8h) sleep duration 

and shorter sleep duration (<8h) was associated greater 

symptoms of SCD, and sleep for 8 h per night could be 

a protective factor of SCD. The overall memory func-

tion and time comparison was more closely related with 

SCD than daily activity ability. To prevent dementia, we 

recommend the older Chinese adults over 60 years to 

sleep for 8 hours per night.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居民疏离感和心理

健康状况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梅淑芳 1 刘修军 1 陈文材 1 胡雅妮 1 戴晓燕 1 陈思

婧 1  

1）武汉市精神病院 

 

    目的  探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居民疏

离感和心理健康状况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评估社交

隔离对居民心理造成的影响，为提供心理干预措施

提供依据。 

    方法  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23 日，采取

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在武汉市 15 个区以问卷星的形

式开展线上问卷调查。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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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后，共纳入 3062 名普通居民。采用一般疏离感

量表（GAS）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进

行评估。 

    结果  ①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

状态、家庭收入状况、健康状况、是否独居、社会支

持情况以及对疫情关注程度的居民疏离感具有显著

性差异（P < 0.01），年龄在 18 ~ 39 岁、未婚/离婚/

分居/丧偶、无业/非稳定工作、健康状况较差、独居

的人群的疏离感得分较高；②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态、健康状

况、是否独居、社会支持情况以及对疫情关注程度

是疏离感的影响因素；③疏离感与抑郁、焦虑和压

力均呈中度正相关（抑郁：r = 0.693；焦虑：r = 0.603；

压力：r = 0.665；P < 0.01）。 

    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居民疏离感

与心理健康状况相关，年龄低、文化程度低、健康状

况差、对疫情关注程度低是疏离感增加的危险因素。 

 

 

 

The Difference in Psychological Status be-

tween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pa-

tients and Other Inpatients: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A Non-severe Epidemic Are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颜峰 1 张莉莉 2 梁伟业 1 郭会敏 2 白璐源 1 杨旭 1 

安丽 2 尹玉华 2 王志仁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2）北京佑安医院 

 

    Objective  To examine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 in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during the pandemic. 

    Methods  From February 25 to March 4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to answer a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of 

sociodemographic data, medical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support level, and mental state. Psychological status 

was measured by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

item scale, and the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Medical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support level were assessed by 

the 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 and social sup-

port rating scale (SSRs). A total of 106 Patients with 

COVID-19 from Beijing Youan Hospital and 142 non-

COVID-19 patients in another hospital completed the 

survey.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tection rate of anxiety symptoms between the two 

hospitals. Patients with COVID-19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insomnia (depression 

symptoms were 55.7% vs 37.3% and insomnia was 43.4% 

vs 23.9%). We saw only mild effects on anxiety levels; 

however,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Beijing Youan 

Hospital we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more serious depres-

sion (5.0 [9.0] vs 3.0 [7.0]) and insomnia (6.5 [9.0] vs 

4.0 [6.0]. Scores reflecting total social support, subjec-

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and utilization of support 

in patients from other hospita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in Beijing Youan Hospital.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particula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motional health of 

COVID-19 patients and interventions need to empha-

size proper sleep hygiene and promoting good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新冠肺炎疫情不同阶段下青年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 

 

张绿凤 1 赵开建 2 段娜 1 张宏伟 1 张慧芳 1  

1）河南省驻马店市精神病(第二人民)医院 

2）黄淮学院 

 

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青年学生

的心理行为影响，在疫情不同阶段下青年学生睡眠

质量、抑郁焦虑情绪的变化。 

方法  采用网络在线调查方法，应用匹兹堡睡

眠质量指数（PSQI）、9条目患者健康问卷（PHQ-9）、

广泛性焦虑量表 7（GAD-7）、疫情认知量表等工具。

按调查时间分为前期阶段（2020.02.19-2020.02.28）

和后期阶段（2020.06.13-2020.08.10）。按职业类别分

组，学生为观察组，其他职业人员为对照组。 

结果  共收到问卷 2378 份，其中有效问卷共

1941 份，观察组 1046 例，对照组 895 例。1.前期阶

段：青年学生 139 例，焦虑情绪发生率为 66.67%，

轻度、中度、重度焦虑情绪发生率分别为 2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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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抑郁情绪发生率为 56.67%，轻度、中度、中

重度、重度抑郁情绪发生率分别为 36%、14%、4.67%、

2%。主观睡眠质量差发生率为 25.96%。后期阶段：

青年学生 907 例，焦虑情绪发生率为 6.82%，轻度、

中度、重度焦虑情绪发生率分别为 5.7%、0.74%、

0.37%。抑郁情绪发生率为 18%，轻度、中度、中重

度、重度抑郁情绪发生率分别为 15.76%、1.24%、

0.37%、0.62%。主观睡眠质量差发生率为 11.98%。

前期观察组与后期观察组 PHQ-9、GAD-7 得分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前期对照组与后期对照组 PHQ-9、

GAD-7 得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前期观察组与前期

对照组 PHQ-9、GAD-7 得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后

期观察组与后期对照组 PHQ-9、GAD-7 得分比较有

统计学差异。2. 前期阶段：焦虑程度作为因变量，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主观睡眠质量、居住地（武

汉、非武汉）、职业（学生、医护人员、教师等）、疫

情关注程度作为子变量，结果提示睡眠质量、文化

程度与轻度抑郁有关，睡眠质量与中重度抑郁有关。

后期阶段：焦虑程度作为因变量，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主观睡眠质量、居住地、职业、疫情认知作为

子变量，提示睡眠质量、文化程度与轻度抑郁有关，

睡眠质量与中重度抑郁有关。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青年学生普遍存在

不同程度的睡眠质量问题、抑郁和焦虑情绪，疫情

后期阶段抑郁、焦虑情绪较前期阶段减轻；学生比

其他职业人员抑郁、焦虑情绪更重，可能更需要社

会心理援助；抑郁情绪严重程度和睡眠质量有关，

焦虑情绪严重程度与睡眠质量、文化程度有关。 

 

 

 

Risk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in Aged 

Adults Increased During COVID-19 Out-

break 

 

Wei Hu1, Li Su2,3, Deyong Li1, Yi Zhou4,5, Jing Zhu1  

1）The Affiliated Xuzhou Eastern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China 

2）CAS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4）Department of Neurobiology, Army Medical Univer-

sity, Chongqing, China 

5）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Neuroscience, Chong-

qing, China 

 

    Objective  We noticed an unusual increase of 

aged adults in first-episod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schizophrenia (F20)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2020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ims to statistically validate this observation and find 

potential risk factors, if applicable. 

    Methods  The demographics of schizophrenia in 

outpatients (both first-episode and returned) from Janu-

ary to March 2020 (36,624 records in total) and similar 

periods of 2017-2019 (114,141 record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o minimize seasonal influence. Limited 

personal information (age, gender, approximate resi-

dence) was investigated to find risk factors. 

    Results  After considering seas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age of first-episode of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schizophrenia was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 in January (46.60 ± 15.14) and February 

(51.53±14.74 ) but went back to normal in March 2020 

(38.89±14.59), compared with similar periods from 

2017 to 2019 (Jan: 40.77±15.26, Feb: 39.69±15.10, Mar: 

42.04±15.83). Meanwhile, a slight but not significant 

change was foun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gender and ap-

proximate residence (urban/suburb). 

    Conclusion  Our data supported that risk of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in aged adults increased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that COVID-19 is more lethal to elders. Public 

healthcare should prepare in advance for potential risks 

in public mental health, especially for elders. 

 

 

 

二十年前后精神科医护人员对精神病态度的

变化 

 

李丽 1 白璐源 1 周衍芳 1 范宁 1 兰志敏 1 王绍礼 1 

高士元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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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 20 年前后精神科医护人员对精神

病态度的变化。 

方法  选取精神科医护人员，运用《精神病态

度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使用两样本 T 检验及协方

差分析比较两组间差异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使用

卡方检验比较各条目 20 年前后差异有无统计学意

义。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探索 2019 年精神科医护人员

对精神病的态度与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婚姻状

况、职业的关系。 

结果  二十年后精神科医护人员对精神病的态

度，在分量表精神病患者的暴力和攻击行为、精神

病的治疗希望、精神病患者的社会价值、是否应回

避精神疾病患者、是否应限制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

角色上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改善（P<0.05）。精神病是

家庭问题导致的、精神病患者违反社会道德行为与

其他人一样、大学应允许有精神病史的人上学、精

神病患者对家属和社会是一种负担、精神病患者是

对社会无用的人、有精神病史的人不应该结婚、有

精神病史的人不应该生育这七个条目卡方检验提示

20 年前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前三

个条目 2019 年精神科医护人员回答“同意”“非常同

意”的比例更高；后四个条目 2019 年精神科医护人

员回答“同意”“非常同意”的比例更低。各分量表态

度的变化分别受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的影

响。 

结论  二十年后精神科医护人员对精神疾病的

态度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性别、受

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与态度有相关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心理援助热线来电特征与

接线员的应对策略 

 

郑晓华 1 方芳 1 杨丽 1 王思萌 1 付立平 1 祁一单 1 

刘琦 1 刘洋 1 房禹 1 陈新 1 张雁 1 郝琳琳 2 彭冰 2 

郑晔 2 桑红 1 中华 CSP 抑郁障碍协作组 1  

1）吉林省长春市第六医院 

2）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目的  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心理援助热线来

电特征与接线员的应对策略，提高心理危机热线援

助能力. 

    方法  对长春市心理援助热线信息登记平台记

录的疫情前（2019 年 1 月 20 日-2019 年 4 月 20 日）

和疫情期间（2020 年 1 月 20 日-2020 年 4 月 20 日）

来电资料的人口学特征、来电问题、应对策略、来电

时段态势等信息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归属地、职

业类型来电者在疫情前与疫情期间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c2=11.205、234.240、152.083、265.458、

353.385，P 均<0.01）。不同求助问题的次数在疫情前

与疫情期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185.088，

P<0.01），接线员的不同应对策略次数在疫情前与疫

情期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226.810，P<0.01）。

疫情前来电主高峰集中在 16 至 18 时，次峰集中在

20 至 23 时；疫情发生后来电主高峰同样集中在 16

至 18 时，而次峰却集中在 9 至 12 时。 

    结论  疫情期间选择了拨打心理援助热线的主

要人群为 30~40 岁已婚家庭成员及老年群体；疫情

初期主要表现为心理应激反应，8 周后个别来电呈

现退缩回避行为；疫情期间接线员在使用倾听技术

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个体提供专业的稳定化技术，

发现、整合来电者的自身资源，对某些伴有生物学

改变的来电者提供必要的转介。 

 

 

 

中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评价 

 

黄筱琳 1 孟适秋 2 师乐 3 鲍彦平 2 陆林 3  

1）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 

2）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3）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大学），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低水平的心理健康素养与情绪症状、精

神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会增加个人与社会的经

济负担。然而目前全球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参差不齐，

中低收入国家对心理健康素养的关注较少，针对高

校学生的干预研究则更少。此外，关于高校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的异质性较大，有待采取适用

本土的干预措施进行探索与验证。 

    方法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分别从贵州

省贵阳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市三地

选取四所高校，并在四所高校招募高校学生参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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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线调查共 1766 名学生完成评估，主要结局指

标为心理健康素养（包括心理健康相关知识、态度

和寻求专业帮助的意向）和心理健康状况（包括抑

郁和焦虑症状）。在基线调查后，我们采用前后自身

对照的现场干预试验方法对基线纳入的所有高校新

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干预课程以提高心理健

康知识和求助意识、降低病耻感，改善情绪症状为

目标。分别在心理健康教育干预结束后 2 周内和

2020 年 10 月进行干预的短期和长期效果评估，并

评估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在不同特征人群中的作用。 

    结果  干预短期效果的评估共收集到 1564 份

有效问卷，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得分合格率

由 46.6%提高到 55.8%，同时抑郁症状检出率由 10.9%

下降到 7.5%，但焦虑检出率、心理健康相关态度和

寻求专业帮助的意向的变化无统计学差异，且与基

线相比，非医学生、家住乡镇和农村地区的高校学

生在干预后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得分合格率提高，非

医学生、家住农村地区的学生和非独生子女在干预

后抑郁症状检出率下降。1 年后的随访评估共有 744

人完成，与基线相比，抑郁症状的检出率由 10.9 下

降到 4.4%，焦虑症状的检出率由 5.0%降到 2.3%，

同时干预对抑郁症状的改善在女性、家住城市和乡

镇、医学专业的学生中均有长期效果，干预对焦虑

症状的改善在家住城市地区、医学专业、成绩排名

前 50%的高校学生中有长期效果。 

    结论  在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后，学生的心理健

康素养及抑郁、焦虑症状有明显的改善，其文化适

用性与本土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心理健康教

育干预对心理健康素养无长期改善的效果，但对抑

郁和焦虑症状有长期改善作用。心理健康教育干预

对不同特征人群的作用效果有一定的差异，可针对

不同人群特征进行不同实施力度的课程，从而达到

心理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的最大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精神卫生工作者职业倦怠

与心理健康相关性 

 

张利 1,2 阙建宇 1 王一杰 1 孟适秋 3 鲍彦平 3 师乐
1 陈丽霞 2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3）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研究所 

 

    目的  调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精神卫生工作者

职业倦怠及心理健康状况，进一步探索职业倦怠与

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以期为促进精神卫生工作者

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 

    方法  本横断面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26 日对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

工作者进行线上调查，分别应用职业倦怠问卷、广

泛性焦虑障碍量表、患者健康问卷和失眠严重程度

指数量表评估调查对象的职业倦怠、焦虑、抑郁和

失眠状况。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究职业倦怠与焦

虑、抑郁及失眠的相关性，并进一步应用多元线性

回归探索职业倦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统计分析采

用 SPSS 26.0 软件。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2328 名精神卫生工作者，

问卷收集有效率为 94.44%。研究结果显示，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工作者职业

倦怠、焦虑、抑郁和失眠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 38.3%、

36.1%、34.1%和 32.9%，职业倦怠总分及情绪耗竭、

去人格化和个人成就感低三个维度得分均与焦虑、

抑郁和失眠得分呈正相关（P<0.05）。情绪耗竭、去

人格化对焦虑、抑郁及失眠症状均有显著影响，而

个人成就感低仅对失眠症状有显著影响（P<0.05）。 

    结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精神卫生工作者

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和职业倦怠情况较为普遍，职业

倦怠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应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

者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的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精神卫生工作者职业倦怠

及影响因素 

 

张利 1 刘永义 1 南茜 1 贾淼 1 张娟妞 1 陈丽霞 1  

1）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精神卫生工作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职业倦怠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减少职业倦怠，制定

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

法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至 26 日对内蒙古自治区 18

岁以上精神卫生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状况进行调查。

以问卷星形式在线收集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运用

职业倦怠问卷通用版（MBI-GS）评估其职业倦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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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职业倦怠的影响因

素。所有统计分析均基于 SPSS 26.0 软件，检验水准

α=0.05(双侧)，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研究纳入自愿接受调查的研究对象

2328 名，问卷收集的有效率为 94.44%。COVID-19

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工作者职业倦怠检出率

为 38.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除与工作有关的工

作压力水平、工作应对能力不足、工作满意度等因

素外，与疫情有关的因素如对疫情的不确定/消极关

注（OR=1.67，95%CI：1.30-2.15）、感染病毒危险性

评估（OR=1.07，95%CI：1.03-1.12）是职业倦怠的

危险因素，对新冠知识了解程度（OR=0.88，95%CI：

0.83-0.94）、有日常锻炼（OR=0.78，95%CI：0.64-

0.96）、有心理学培训（OR=0.70，95%CI：0.57-0.86）

等是职业倦怠的保护因素。 

    结论  新冠疫情期间精神卫生工作者职业倦怠

问题较突出。受职业及疫情有关因素的影响，精神

卫生工作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并及时制定有效干预

策略，防控职业倦怠，提升职业稳定性。 

 

 

 

西安市自杀未遂者家庭因素及其心理因素的

调查研究 

 

李文 1 雷莹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自杀问题已经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关

注。国外学者对自杀未遂者的研究发现:自杀未遂者

人格有较多缺陷及相当一部分人患精神障碍，早年

与父母分离者占较高比例。近十余年来，国内的自

杀研究逐渐开展，但较少对自杀未遂者家庭因素及

其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详细研究。 为探讨其家庭因素

和心理健康状况，为今后对自杀的研究、预防和治

疗提供帮助，笔者于 2016 年 6 月--2019 年 6 月对自

杀未遂者和健康人群作了调查。 

    方法  对西安地区发生的 110 例的自杀未遂者

进行调查，采用家庭环境量表、生活事件量表、症状

自评量表、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评定，以 110 名正常

人为对照。 

    结果  自杀未遂者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正常

人群，自杀未遂者家庭环境特征表现为低亲密度、

低情感表达以及高矛盾性和组织性差，控制性差等，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自杀未遂者心理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在

其自杀行为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生活事件刺

激时更加容易诱发，在同样的生活事件下,她们的承

受能力较差，因此在预防自杀行为的时候要注意家

庭支持以及及时的心理干预。重视抑郁的及时发现

和治疗，救治自杀病人的同时，还应针对病人目前

存在的心理问题及应对方式，实施心理干预，防止

过激行为。 

 

 

 

基于生物生态学理论的中老年居民抑郁状况

的相关因素分析 

 

孙思伟 1,2 郑韵婷 2 孙艳坤 1 常春 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调查中国中老年人抑郁状况，并分析其

影响因素，为改善中老年人抑郁状况提供指导。 

    方法   选取 中 国健 康 与养 老 追踪 调查

（CHARLS）2015 年数据，并将相关变量按照生物

生态学理论分为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社区层面、地

区层面，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评价中老年人的

抑郁症状，采用 2 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探究

影响抑郁状况的因素。 

    结果  我国中老年人中有 28.2%（2822/10010）

有抑郁症状，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在个体层面上，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DL）＞0（OR=1.230，95%CI：1.115～1.345）、糖

尿病史（OR=1.312; 95%CI：1.125～1.529）、慢性肺

部疾病史（OR=1.535; 95%CI：1.353～1.741）、有意

外伤害史（OR=1.584; 95%CI：1.319～1.901）、有大

脑受损史（OR=2.004; 95%CI：1.508～2.663）是抑

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年龄＜60 岁（（OR=0.989，

95%CI：0.983～0.995））、男性（OR=0.525; 95%CI：

0.476～0.57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0.709; 

95%CI：0.596～0.843）是抑郁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

在家庭层面上，、在婚或者同居者（OR=0.672; 95%CI：

0.575～0.784）、生活条件指数高（OR=0.889; 95%CI：

0.858～0.922）、每周与子女联系者（OR=0.832; 

95%CI：0.705～0.982）是抑郁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

在社区层面上，、社区物理设施多（OR=0.962; 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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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7～0.987）、参加社区社交活动（OR=0.788; 

95%CI： 0.716～0.868）是抑郁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

在地区层面上，、所在地区精神科医师占比高

（OR=0.620; 95%CI：0.449～0.857）、所在地区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高（OR=0.771; 95%CI： 0.622～0.955）

是抑郁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 

    结论  中国中老年人口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

且在不同特征的人群中存在差异。应加强心理卫生

保健意识，改善中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

somnia Symptoms Among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Meta-analysis of Quality Ef-

fects Model 

 

刘超猛 1 潘伟刚 1 李莉 1 李冰 1 任艳萍 1 马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Evidence from previous SARS and 

MERS outbreaks suggests that viral infections and quar-

antine can rapidly culminate into insomnia, anxiety, and 

depressive episodes. Hence, to collect high-quality data 

on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preva-

lence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symptoms 

among patients infected with SARS-CoV-2 should be 

the immediate priority.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search of Medline, 

Embase, Web of Science, and PsycINFO databases was 

conducted from January 1, 2020 to December 26, 2020 

for eligible studies reporting on the prevalence of de-

press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Studies meeting the following criteria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1) included patients with 

COVD-19; (2) recorded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xiety, or insomnia symptom; (3) sample size ≥ 30; (4) 

with validated screening  tools; and (5) passed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 process. Data extraction 

and quality assessment was independently performed by 

two reviewers.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MetaXL (www.epigear.com), an add-in for meta-

analysis in Microsoft Excel. The pooled prevalence was 

synthesised using the quality effects model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score derived for each study. The funnel plot 

and Luis Furuya-Kanamori (LFK) index are used to es-

timate the publication bias when the number of included 

studies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10. Subgroup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differences in screening tools, 

gender, country, study design, severity, and disease 

stage to identify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preva-

lence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symptoms. 

Additionally, sensitivit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sub-

tracting each study and calculating the aggregated prev-

alence rate of the remaining studies to further identify 

the source of heterogeneity. 

    Results  Twenty-two studies were included for 

analysis with a total of 4,318 patients. The pooled prev-

alence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symptoms 

was 38% (95% CI = 25–51), 38% (95% CI = 24–52), 

and 48% (95% CI = 11–85), respectively. Neither sub-

group analysis nor sensitivity analysis can explain the 

source of high heterogeneity. In addition, the prevalence 

estimat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symp-

tom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t screening tools.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uggest that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

somnia symptoms are prevalent in a considerable pro-

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Thus, early detec-

tion and properly intervention for mental illness in this 

popul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dditionally, the 

quality of included studies to date has been variable, and 

ongoing surveillance is essential. 

 

 

 

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阶段武汉市城区居民强

迫症状的患病及流行特点 

 

郑雅格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新冠肺炎是 21 世纪危害极大的传染病

之一，它对人类的身心健康造成了诸多影响。尽管

少数国家已度过疫情高峰期，但全球范围类疫情仍

自肆虐侵袭。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和疾控中心都强调

清洁、洗涤、社交距离等防护方式，这些方面恰好与

强迫症状的许多维度重叠。本研究旨在考察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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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常态化防控期武汉城区居民强迫症状的流行状况

以及潜在的相关因素。 

    方法  在 2020 年 7 月 9 日-7 月 19 日期间，采

用滚雪球抽样方式，通过网络推送题为“武汉市中心

城区后疫情时代强迫症状调查问卷”，获得 541 份有

效问卷。问卷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耶鲁布朗

强迫症状量表（Y-BOC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比兹堡睡眠评定量表修订版（PSQI-R）。 

    结果  武汉解封 3 个月后，强迫症状的检出率

为 17.93%，89%的 pOCD 患者同时具有强迫思维和

行为，而仅有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者分别占 8%和

3%。最常见的 3 中强迫思维为混合类（84.0%）、攻

击类（76.6%）和污染（48.9%），最常见的 3 中强迫

行为是混合类（64.0%）、检查（51.7%）和洗涤/重复

（31.5%）。未婚者较已婚者更容易检出 pOCD（p＜

0.05，odds ratio=1.836），学生检出 pOCD 的风险是

医护人员的 2.103 倍（p＜0.05）。有精神疾患家族史

（p＜0.05，odds ratio=2.497）、共病其他精神疾患者

（p＜0.05，odds ratio=4.213）检出 pOCD 风险更高。

睡眠潜伏期每增加一个水平，pOCD 检出风险增加

0.646 倍（p＜0.05）。 

    结论  新冠常态化阶段，pOCD 检出率较高，症

状维度分布广泛。强迫思维常和强迫行为共同出现。

单身状态、学生、有精神疾患家族史，共病其他精神

疾患、睡眠潜伏期过长都是 pOCD 检出的独立相关

因素。早期认识与甄别有助于对强迫症的干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市大学生心理健康症

状和自杀行为的特征及危险因素 

 

徐影影 1,2 苏思贞 3 姜振东 4 郭遂怀 4 卢擎东 1,2 刘

林 1,2 赵逸苗 1,2 吴萍 1 阙建宇 3 师乐 3 邓佳慧 3 孟

适秋 1 闫微 3 孙艳坤 3 袁凯 3 林潇 3 卢羽 4 黄国付
4 时杰 1 鲍彦平 1,2 陆林 3,5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4）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武昌医院 

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北京大学

IDG 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 

 

    目的   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爆发，COVID-19 大流行导致了

较高的精神心理健康风险，而大学生群体更面临了

学校停课等应激事件，本研究旨在评估因 COVID-

19 大流行而经历长期停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自杀

行为的特征和危险因素。 

    方法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2020 年 7 月 18 日

期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武汉市武昌医院心理中

心研究人员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湖北省武汉市的

30 所大学网络招募了 11254 名来自全国 31 个省份

的大学生参加本次调查。研究采用患者健康问卷

（PHQ-9）、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失眠严

重程度指数量表（ISI）、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

（PCL-5）以及有关自杀想法及自杀未遂等行为的问

题来评估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失眠、创伤后应激障

碍(PTSD)症状和自杀行为。采用 Logistic 回归法探

讨心理健康问题与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 

    结果  在 11254 名大学生中，分别有 15.1%、

9.2%、6.7%、8.5%和 2.0%的学生报告了中度及以上

抑郁症状、中度及以上焦虑症状、中度及以上失眠

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或自杀行为。疫情期间

承受较高压力的调查对象发生抑郁（OR=1.67，

95%CI=1.43-1.95）、焦虑（OR=1.90，95%CI=1.63-

2.23）、失眠（OR=1.64，95%CI=1.44-1.87）、PTSD

（OR=1.71，95%CI=1.38-2.11）等症状和自杀行为

（OR=3.51，95%CI=2.28-5.40）的风险更高。大流行

期间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饮酒行为与心理健康症状和

自杀行为风险有关，而定期体育锻炼则降低了心理

健康问题的风险。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后需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问题。本研究表明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针

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的心理健康服务和自杀预防干预

至关重要，相关部门要制定长期心理健康管理和应

急情况下的心理干预措施及策略，以应对未来的流

行病和其他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躯体症状障碍患者肠道菌群特征研究 

 

董玲玲 1 梁韵淋 2 孙霞 3 季陈凤 3 倪开济 3 骆艳丽
3  

1）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2）深圳市康宁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理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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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探讨躯体症状障碍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

及物种相对丰度特征。 

    方法  入组 25 例躯体症状障碍患者（SSD 组），

同时招募与病例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匹配的健

康对照 25 例（HC 组），收集受试一般资料及临床资

料，采集大便样本并应用 16S rRNA 高通量测序分

析肠道菌群特征，比较组间 Alpha 多样性和 Beta 多

样性差异以及物种相对丰度差异。在 SSD 组中，对

组间差异菌群特征与临床心理特征作 spearman相关

分析。 

    结果  SSD 组 Alpha 多样性中的 observed spe-

cies 指数（Z=-2.089, P=0.037）、shannon 指数(Z=-

2.309, P=0.021)较低，simpson 指数较高(Z=-2.573, 

P=0.010)。Beta 多样性聚类分析未能有效区分 SSD

组与对照组。物种相对丰度分析显示 SSD 组在埃希

氏杆菌属及其所属的科、目、纲水平含量均较健康

对照增加(t=2.177、2.229、2.229、2.238, P=0.038、

0.032、0.032、0.032)。相关分析未发现差异 Alpha 多

样性指标或菌属相对丰度与临床心理特征之间存在

相关关系。 

    结论  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存在肠道菌群失调，

表现为菌群多样性降低，潜在致病菌埃希氏杆菌属

增加，或可促进了解相关病理机制。 

 

 

 

感恩书信干预对大学生感恩、情绪和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 

 

干若晨 1 张柳依 1 陈树林 1  

1）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目的  感恩干预作为积极心理学干预的重要方

法之一，对提高人们的感恩水平，减少消极情绪，增

加积极情绪，增强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设计(RCT)，探讨单

次感恩书信干预对大学生的影响。实验共招募了 107

名在校大学生 (平均年龄为 21.36±2.33，男性占

37.38%)，通过电脑程序随机化分组为感恩组(53 人，

平均年龄为 21.34±2.43，男性占 35.85%)和对照组(54

人，平均年龄为 21.39±2.26，男性占 38.89)。其中感

恩组被试被要求写一封对他人的感谢信，对照组被

试被要求对昨日生活进行日志形式的记录。两组在

完成写作后均需对其所写内容进行朗读。使用积极

消极情感量表(PANAS)、感恩问卷(GQ-6)和生活满

意度量表(SWLS)对被试进行前后测，并对重复测量

数据进行协方差分析(ANCOVA)。 

    结果  相比于对照组，干预组的感恩没有显著

上升(F 时间×分组=1.561，p=0.214，η=0.015)，消极

情绪没有显著改变(F 时间×分组=0.149，p=0.700，

η2=0.001)，积极情绪有增强趋势(F 时间×分组=3.695，

p=0.057，η2=0.034)，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提升(F 时间

×分组=7.848，p=0.006，η2=0.070)。 

    结论  写感恩信并朗读的干预方式无法显著提

升感恩、改善情绪，但该单次感恩干预能显著提升

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不同程度精神残疾患者的致残原因及影响因

素分析 

 

孙妍 1 马文有 1 梁晓亮 1  

1）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分析精神残疾患者不同残疾水平与致残

原因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2018 年在我院进行精神残

疾评定的 806 例精神残疾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精

神残疾程度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WHO-

DAS Ⅱ)和适应行为评估，致残原因按照《疾病和有

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版（ICD-10）精

神与行为障碍诊断要点进行分类。由 2 名经过培训

的精神残疾鉴定专家组医生对患者进行全面系统检

查，并结合家庭成员提供的患者相关病情资料，填

写患者一般情况调查表，对患者进行 WHO-DASⅡ量

表评分，确定残疾等级。专家组成员经过量表培训

取得良好一致性，Kappa 值为 0.82。 

    结果  精神残疾患者的残疾程度与婚姻、文化

程度、居住地和致残原因等因素有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已婚、居住城镇的患者残疾程度低，

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患者残疾程度高。精神分裂

症致残导致的精神残疾最多，是导致重度残疾的危

险因素；而心境障碍和神经症性障碍致残导致的残

疾程度较低。 

    结论  唐山市不同程度的精神残疾患者人口学

特征构成具有显著性差异，提示有必要加强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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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精神卫生防治工作建设，未来要关注精神分

裂症导致精神残疾的防治和监测，提高综合防治水

平。在基本卫生服务工作中，须着眼于与唐山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神卫生综合服务体系，制

订精准的精神卫生防治规划，鼓励社会积极参与. 

    婚姻、教育和城乡的差异以及致残原因是影响

精神残疾患者残疾程度的影响因素。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及重庆市重性精神

疾病社区管理的现状 

 

杨丽源 1  

1）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史及主要

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分析重庆市重性精神疾

病管理现状及不足。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综述文献。 

    结果  目前精神疾病的救治越来越重视患者的

社会康复，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西方国家将精神

疾病的救治服务中的重点转向精神病人发展社会技

能；20 世纪 50 年代起，随着西方国家“去院舍化”的

开展，促进了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尔后有了

“服务使用者俱乐部”、“自我管理”等社区服务模式

的探索，现在更提倡的是“家庭-社区康复模式”及“复

原模式”。我国精神卫生事业起步晚，经过几十年的

探索，从“城市模式”、“农村模式”，到“居家管理模

式”、“主动性社区治疗模式”、“优势个案管理模式”、

“一体化管理模式”等的探索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重庆重性精神疾病社区管理经过多年的探索与

发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着从事精神

卫生服务的医生不足、患者规律服药率低及重性精

神疾病肇事肇祸事件不时发生的现状。主要存在的

影响因素为医生专业知识不足、家庭支持不足、患

者人口流动及国家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 

    结论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经过 100 多年探索，

形成了比较好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我国精神

卫生事业起步晚，经过几十年发展，也取得了相应

的成就。目前重庆市社区重性精神疾病管理仍面临

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应该尝试将社区卫生服

务模式认真落实；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精神卫生专

业人才的培训，提高精神科医务工作者的待遇，让

更多人愿意去从事社区重性精神疾病卫生服务。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抑郁症表情与动作及其

心理整合变化的过程分析 

 

袁钦湄 1 杨峘 1 张骏 2 刘博雯 1 帅建伟 3 曹玉萍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厦门大学 

 

    目的  探索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抑郁症患者表

情动作变化与其症状转归及内在心理整合的关系。 

    方法  采集 1 例抑郁症患者 14 次认知行为

治疗的全程音视频资料，在基线期与治疗结束时评

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与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采用深度学习算法分析患者的表情熵、

表情成分和动作幅度；同时，转录音频为文本资料，

分析患者的语量占比，并采用整合分析方法评估患

者的问题体验整合顺序（APES）。 

    结果   量表评估结果表明，治疗前后患者 

HAMD 与  HAMA 减分率 分别为  90.91% 和 

91.43%。深度学习结果表明，患者表情熵值在初始

治疗时值为  1.63（明显低于普通人表情熵均值 

2.18）。随着治疗呈现出波动式上升，治疗结束时患

者表情熵值为 2.14。患者表情成分中，治疗初始时

患者悲伤出现的概率明显高于其他六类表情。随着

治疗的进行，患者抑郁表情出现的概率总体呈降低

趋势。动作幅度方面，在治疗初期患者整体动作幅

度偏低，随着治疗的进行，患者动作幅度逐渐增高，

以右侧肘关节、右侧腕关节、左侧肩关节及左侧肘

关节幅度改变尤为明显。基于文本的分析表明，语

量方面，治疗初期患者整体表现少语，语量占总体

语量的比例约 16.99%。随着治疗进行占比较前明显

增加，最高达 64.17%。整合分析结果表明，患者从

最初的 APES 评分 0 分，代表不能认识到自己的

问题。到治疗结束时能认识到压力来源及自身的行

为模式问题，并作出行为改变，APES 评分为 7 分。

总体上随着治疗的进行，患者对自身问题的认识和

整合能力逐渐提高，患者的表情趋于丰富、动作逐

渐幅度逐渐增大、 语量逐渐增多，运动抑制程度逐

渐减轻。 

    结论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抑郁症外显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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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作变化，与其内在的心理整合变化呈现一致性。

将深度学习算法应用于抑郁症患者的表情识别和姿

势评估是可行的，为抑郁症检测多模态数据融合研

究提供了参考范式。 

 

 

 

对精神医学的再思考 ——基于新冠疫情期

间与女性精神病患者共处的体验 

 

陈静 1,2  

1）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2）中国地质大学心理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目的  笔者疫情期间与女性精神病患者在封控

式管理下共处两月，因此获得不同于常态下的独特

体验，并从这一体验出发，对精神医学中的症状、精

神科医生的成长、以及新的精神医学诸多问题，进

行了再思考。 

    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方法。

疫情期间精神病医院某院区的封控式管理，让惯常

的医疗场所获得新的属性——人类学“田野”得以开

显，而笔者临时调入负责该院区某病区的医疗工作，

凭借独特而多元的专业背景，获得“边缘人”的身份。

由此，日程的临床工作转化为疫情下的人类学田野

研究。在这一转化中，笔者从对患者症状的关注转

换为对女性精神病患者主体性的关注。 

    结果  该病区在院女性慢性精神病患者在疫情

期间，精神病性症状明显改善，情感反应变得更加

丰富，人也变得更加生动。 

    结论  精神病患者的症状需要被分类加以分析，

一些不可以被常用的主流的对症治疗消除，也受限

于常规的心理治疗的症状，可以在主体间工作模式

下通过情感同频道以及共情-内省式倾听改善。精神

科医生的成长要经过上口-入脑-走心三个阶段。精神

医学的未来需要从业者不只是能够“在场”，还要具

有“相遇”的能力。这种基于“相遇”的精神医学，是一

种富有生命力与创造力的精神医学。 

 

 

 

新冠肺炎康复患者的认 知功能及影响因素

研究 

 

王汉卿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新冠肺炎康复期患

者的执行功能和注意偏倚等神经认知功能变化，评

估其精神心理健康状态，分析认知功能损伤的影响

因素，为早期干预、促进康复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本研究于 2020 年 7 月至 10 月，在武汉

市武昌医院和肺科医院及周边社区开展。共招募 242

名受试者参与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受试者的人

口统计学信息、新冠肺炎相关病史和精神心理状况

（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睡眠情况）。通过

N-back、Trail-making 和 Stroop 任务分别检测受试者

在基线状态和急性应激后的执行功能，通过点探测

任务检测注意偏倚。通过呼吸困难指数、呼吸肌力

检测和 6 min 步行测试检测心肺功能，并收集受试

者的唾液和血液检测皮质醇、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

死因子-α 和 C 反应蛋白。 

    结果  共 237 名受试者完成研究，包括 120 名

出院 4~6 个月的新冠肺炎康复患者和 117 名未感染

健康对照。心理量表结果显示，患者组的抑郁、焦

虑、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得分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基线执行功能任务结果

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组的抑制控制能力受到

损伤（p<0.05），且受损程度与感染时的病情严重程

度相关（F(2,111)=4.12，p<0.05）。比较应激前后执行

功能任务的结果发现，患者组暴露于急性应激后，

认知灵活性受损严重（F(1,213)=6.218，p<0.05）。进

一步分析表明，抑郁症状影响工作记忆能力，且患

者组的受损程度更加严重（F(1)=5.304，p<0.05）。相

关性分析发现，年龄高、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工作、

收入低、患有慢性疾病、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高或

存在呼吸困难的人群执行功能较差（p<0.05）。注意

偏倚的结果表明，患者组对于负性情绪图片反应更

快，表现出对负性情绪图片的注意偏向（F(1)=5.921，

p<0.05）。 

    结论  与未感染健康对照相比，新冠肺炎康复

患者的精神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基线抑制控制能力

受损，工作记忆受到抑郁症状的抑制，对负性刺激

存在注意偏倚，且急性应激后的认知灵活性受损严

重。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呼吸困难、肿瘤坏死因

子-α 水平高等是执行功能受损的危险因素，应对这

类人群给予重点关注和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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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胡雅妮 1 梅淑芳 1 陈文材 1 陈思婧 1 戴晓燕 1 刘修

军 1  

1）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武汉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精神障碍防

控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监测系统和精神卫生监测系统的

报告严重精神障碍合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

对发病的人群分布特征、时空分布特征和流行曲线

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武汉市累计报告

严重精神障碍合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共 345 例，

累计死亡病例 22 例，粗病死率为 6.38%。确诊病例

男女比例为 1.68：1，病例主要集中在 30～69 岁。1

月 21 日青山区首次出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2 月 10 后全市所辖 13 个行

政区域均出现确诊病例，分布主要以中心城区为主。

截至 3 月 31 日，武汉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呈现初发-高发-平缓-零星散发的

发展趋势，发病高峰为 2 月 1 日-2 月 20 日，3 月 5

日以后为零星散发阶段，无新增确诊病例。 

    结论  武汉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病例主要以中心城区为主，发病高峰为 2

月 1 日-2 月 20 日，主要集中在 30～69 岁年龄组人

群。武汉市采取的加强特殊场所管控和限制人员流

动等措施取得明显效果。 

 

 

老年精神病学组 

 

重庆市老年医学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谭小林 1 于婷婷 1 邓煜 1  

1）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2019 年，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率一跃成为

全国之最。面对骤然而至的老龄化难题，社会医疗、

法律、经济等方面存在仓促应战。面对新冠疫情，老

年人群精神卫生问题表现突出。在当今老年精神医

学研究还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重庆市老年医学的发

展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 

    方法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和现况调查分析，介

绍了我国老年精神医学的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分

析了重庆市该学科的发展需求以及建设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借鉴国外服务模式重点对老年医学发展进

行了思考和探索。 

    结果  （1）学科资源配置：我市现有公立综合

医院 170 家，老年病医院 1 家，设有老年科的医院

33 家，设有精神科的公立医院仅 22 家；共 53 家精

神卫生机构，公立精神专科医院 44 家；设老年精神

病房的有 8家，床位仅有 859张，整体占比不足 5%；

仅有 752 位固定精神科专业医师，不足 20%的重症

精神病患者能够接受系统有效的治疗，老年病人治

疗比率不足 6%。（2）学科诊疗现状：符合老年医学

要求设置科室床位、完成老年医学角色和任务的很

少；养老机构提供精神医疗服务的很少；部分医院

“压床现象”严重，平均住院日和药品比例明显超标，

长期住院、分解住院现象突出；老年综合评估未能

进入医保；医保对康复护理床位的支付标准明显低

于普通床位；老年病诊疗技术落后；老年医学专科

培训和资格认证很少；大量高龄、失能、失智的老人

在社区不能得到较好的照料和看护；三级医院恢复

期或康复期老年患者不能转回社区进行康复。（3）

国外服务模式：强调跨学科的早期培训；强调以个

人和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注重预防、以社区为基本

的方法；鼓励远程医疗。 

    结论  重庆市老年医学的发展存在着诸多不足

之处，重视不够，目标不明确，缺乏顶层设计，人才

队伍明显不足，医保政策与老年患者治疗康复不匹

配。未来可以借鉴国外老年医学新理念与新的医疗

模式，从单一政府为主体的服务体系逐步过渡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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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多面化主体的服务体系。发展集老年健康管理、

老年心理咨询、老年康复护理、老年常见病治疗等

为一体的专业医疗机构。加大对老年病医院的建设，

实现从危重症救治、慢病管理到安宁疗护的“一体

化”。鼓励综合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和护理院。鼓励

老年医学专业人员进入养老机构开展工作。重点发

展老年综合评估、记忆门诊和衰弱门诊等老年特色

技术。完善职业技术培训制度，制定行业规范，培养

专业照护师。实施老年医学科对社区、护理院和养

老机构的远程指导。 

 

 

 

老年抑郁症非理性信念、归因及应对方式的

关系建模 

 

王娜 1 毛佩贤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探讨非理性信念、归因和应对方式三种

常见的心理认知因素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影响及其

彼此间存在的关系。 

方法  采用归因方式问卷、非理性信念量表、

应对方式问卷与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于基线期

分别评估 100 名老年抑郁症患者（来自我院门诊及

住院患者）与 40 名北京市某社区正常老年人的各项

指标，且两组受试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基

本相匹配。老年抑郁症患者经过 12 周的常规治疗后

会再次复测上述评估问卷。通过对收集的上述数据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结合研究的测验构想模

型，进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分析。 

结果  研究发现，受试的问题解决方式、对负

性事件的低挫折耐受与稳定性归因方式等因素有均

可直接影响其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总分减分

率（β=0.37，0.14，0.27，P＜0.01)；解决问题方式、

针对负性事件的低挫折耐受等因素还可通过影响退

避方式（β=0.48，P＜0.01），从而造成对 17 项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的总分减分率的间接影响；而解决问

题应对方式、针对负性事件的低挫折耐受与持久性

归因方式之间则存在两两相关关系（P＜0.01）。 

结论  非理性信念、归因和应对方式这三种心

理中介因素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老年抑郁

症及其转归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上海社区主动健康人群痴呆风险的横断面研

究 

 

房圆 1 姜雯雯 1 高奕宁 1 张少伟 1 朱墨 1 聂静 1 龙

彬 1 李霞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中国人口众多，预防认知障碍的人力和

财力资源不足，故促进社区老年人甚至中年人进行

自我健康管理，增加主动健康行为是目前中国资源

不足的情况下预防认知障碍发生的高效率选择。但

是目前在中国对于社区人群认知障碍风险因素的研

究较少，对社区主动健康人群认知障碍危险因素的

研究更是欠缺。本研究旨在调查社区老年前期和老

年人认知损害的可控及不可控危险因素，并评估痴

呆风险因素暴露导致的的风险值，为在中国进行高

效的认知障碍的风险因素的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抽取中国上海中等收入地区的一个社区

作为试点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对象为 2017 年 4 月

至 5 月 50 岁及以上参加社区体检的主动健康人群。

本研究在在体检当日，对主动健康人群在社区免费

体检项目中增加了关于痴呆风险因素的面对面访谈

收集一般情况，应用 GDS 量表和 MoCA 量表进行

情绪和认知功能评估，进行血糖、血脂和 ApoE 基

因检测。 

    结果  1028 例社区老人参加了社区免费体检，

878 人完成社区认知筛查。受试者平均年龄为

66.29±7.037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8±3.219 岁，

男女比例为 39.2% vs 60.8%，载脂蛋白 E4 携带者与

非携带者的比例为 16.7% vs 83.3%。根据 MoCA 的

分数和教育水平，465 人被认为是认知正常，247 人

被认为是可疑认知受损，166 人被认为存在认知损

害。调查人群中 50~64 岁中年人有 365 例，平均年

龄 59.6±3.354；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有 502 例，平均

年龄 71.57±5.558。以性别、是否携带 ApoE4 基因、

年龄进行自变量赋值，以有无认知损害为因变量，

分别在中年组和老年组构建不可控痴呆风险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相比男性，中年组女性

患痴呆的风险增加 1.12倍，老年组女性增加 1.4倍。

65 岁之后年龄每增加 5 岁，痴呆风险增加 1.18 倍。

以有无认知损害为因变量，分别在中年组和老年组

构建可控痴呆风险因素回归模型，校正不可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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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年龄、性别、ApoE4 基因携带）后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抑郁情绪和认知障碍独立相

关，GDS 量表分数每增加 3 分，存在认知损害的风

险增加 68.3%。 

    结论  主动健康人群中，老年前期抑郁情绪和

痴呆的患病风险独立相关；在 65 岁以后，年龄成为

痴呆的风险因素；无论是 50 至 65 岁的老年前期人

群还是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女性都存在更高的痴呆

风险。 

 

 

 

老年抑郁障碍自杀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汪维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老年抑郁障碍患者中自杀相关影响

因素。 

    方法  回顾 2018 年 8 月至 2021 年 5 月在河北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心理科住

院的老年抑郁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从电子病历

系统中收集基本资料和临床数据。共收集 217 例 60 

岁及以上抑郁障碍患者，其中自杀组 96 例，非自杀

组 121 例。运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及 x2 检验对两组

间的一般资料（年龄、性别、躯体疾病、焦虑症状、

躯体症状、精神病性症状、睡眠障碍、家族史、MMSE、

MOCA）与临床特征（病程、药物治疗、MECT）进

行比较，并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老年抑郁障碍

患者自杀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在老年抑郁障碍患者中，自杀组和非自

杀组在焦虑症状（x2＝10.558，P＝0.001）、躯体症

状（x2＝5.932，P＝0.015）、睡眠障碍（x2＝10.850，

P＝0.001）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焦虑症状（OR＝2.400，95%CI：1.095-5.261）、

睡眠障碍（OR＝2.750，95%CI：1.142-6.621）与自

杀有关。 

    结论  在老年抑郁障碍患者中，焦虑症状、睡

眠障碍是其自杀的相关影响因素。 

 

 

 

体重指数变化与社区老年人认知的关系 

 

韩文娟 1 宋美 1 王岚 1 赵晓川 1 高媛媛 1 王学义 1 

安翠霞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中年、晚年体重指数的变化与认知

之间的关系。 

    方法  对 2009 年河北省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神

经系统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库中部分老年人，于 2016

年进行了认知的随访，采用简易心理状态量表

（MMSE）评定认知功能，随访过程中回顾了个体

40 岁时候的身高、体重，分析其体重指数的变化与

认知功能的关系。单变量协方差分析用来探索 BMI

和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共有 449 例患者，其中男性 191 例，女

性 258 例，年龄 67-84 岁(平均年龄 68 岁)。相对于

体重正常的中年人，中年超重与认知功能下降风险

增加显著相关( 95%可信区间 0.07-1.71，P=0.034)，

中年体重偏瘦群体总体认知水平也有下降趋势，但

因这部分人数较少，无明显统计学差异（95%可信区

间-0.32-2.08，P=0.151）；相对于体重正常老年人，晚

年消瘦与认知功能下降风险增加相关，但因体重消

瘦人数较少，可显示出认知下降趋势，但没有明显

统计学差异（95%可信区间-0.17-2.25，P=0.092）。 

    结论  中年超重是晚年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因

素；晚年体重下降是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因素。中

年的体重模式可能是晚年认知健康的前驱标志；中

晚年体重下降可能是晚年认知健康的提示信号。 

 

 

 

住院期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凝血指标变化 

 

宇淑涵 1 安翠霞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期间凝血指标

的变化。 

    方法  纳入于 2019-10 至 2020-02 于河北医科

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接受治疗且住院的 63 例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

后的凝血指标进行检测，探究其凝血指标的变化。 

    结果  观察 63 例患者治疗前后的凝血指标发

现，治疗后 PT（凝血酶原时间）、TT（凝血酶时间）

及 AP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D-二聚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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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治疗前，FIB（纤维蛋白原）低于治疗前，治疗

前后差异显著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通过探究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凝

血指标发现，治疗后患者的凝血指标会发现显著变

化，治疗时间越长则变化越大，主要是因为治疗过

程中需要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该类药物长期服用会

对患者的肝功能造成损害，从而导致患者凝血功能

发生紊乱。另一方面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不良生活

方式有关，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多表

现为懒散、被动，活动量较低，每日静坐或卧床时间

较长。同时精神分裂症患者日常生活习惯欠佳，如

饮食不规律或烟酒过度依赖等，长期食用高脂肪食

物的高脂血症者可引起血液粘度增加，酒精依赖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比不饮酒者Ｄ-二聚体水平明显升

高，故凝血功能紊乱可能性较大。 

 

 

 

缓解期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患者社会认知

差异以及和神经认知关系的研究 

 

云鹏飞 1 安翠霞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观察缓解期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患者

的神经认知与社会认知表现，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  自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收集河

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及石家庄市精神卫生中心诊断

为精神分裂症以及双相障碍并处于缓解期（阳性和

阴性症状量表 PANSS≦50，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DRS≦7，杨氏躁狂量表 YMRS≦10）的患者，进

行一般问卷以及神经认知和社会认知的评估。问卷

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疾病类型、体重指数、腰

围、血糖血脂、吸烟饮酒情况等。评估工具使用失言

察觉任务、社会感知量表，连线测试、持续操作以及

数字广度。共招募了 198 名患者，其中精神分裂症

105 例，双相障碍 93 例，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以及

卡方检验分析人口统计学差异。使用广义线性模型

比较两组认知功能的差异，偏相关分析统计神经认

知与社会认知的相关系数，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社会

认知和神经认知之间的关系。 

    结果  1.双相组与精神组在性别（51 例男性 vs 

56 例男性， p=0.893 ）、年龄（ 40.82±14.19 vs 

43.24±11.62，p=0.189）、受教育年限（10.52±3.19vs 

10.70±2.99 ， p=0.678 ） 等 无 差 异 。 在 病 程

（ 10.53±9.63vs15.85±8.84， p<0.001）、发病年龄

（30.23±11.74vs27.22±8.89， p=0.042）、吸烟（22 例

vs 12 例，p=0.023）、饮酒（20 例 vs 4 例，p=0.042）

等有差异。2.控制相关因素后，双相组在失言察觉任

务（失言识别：p =0.001；失言认知：p =0.001；失

言情感：p =0.001）、社会感知（识别总分：p =0.0013；

解释总分：p =0.005；命名总分：p =0.003）以及神

经认知（信息处理速度：p =0.004；注意力/警觉水平：

p =0.007； 短时记忆：p =0.047）中明显优于精神组。

3.社会认知的情感 ToM（心理理论）以及认知 ToM

与神经认知的子领域均具有相关性（p<0.001），其中

与信息处理速度相关性更明显。并且信息处理速度

在线性模型中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是最佳的

预测指标。 

    结论  1.双相患者的神经认知以及社会认知优

于精神分裂症患者；2.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认

知与神经认知存在明显的相关性；3.在神经认知中，

信息处理速度可以更好地预测社会认知能力。 

 

 

 

童年期情感忽视对个体成年后应激性抑郁的

影响 

 

卢文婷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童年期情感忽视对个体成年后再次

经历应激性事件后产生抑郁症状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河北医科大学精神

卫生中心门诊或住院抑郁障碍患者。采用自行设计

的一般情况调查表，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对受访者进

行一般状况及童年期创伤及近期应激性事件等相关

状况的调查。根据是否存在童年期情感忽视及近期

应激性事件暴露情况（生活事件量表得分总分小于

32 分即认为无近期应激性事件）将受试者分为四组：

单纯情感忽视组（n=24）、单纯应激性事件暴露组

（n=29）、情感忽视及应激性事件双重应激组（n=17）

和对照组（既无情感忽视又无应激性事件 n=49）。评

估抑郁症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童

年期情感忽视：童年期创伤问卷（CTQ）。对最终进

入分析的数据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多因素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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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或独立样本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计数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资料不全的受访者数据

不纳入统计分析。 

    结果  共入组抑郁障碍患者 119 例。1. 四组间

在平均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年限等其他一般资

料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2. 抑郁症状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四组人群在抑郁症状方

面有显著性差异（F=12.529,P＜0.001）。进一步采用

两因素两水平方差分析，结果显示：①童年期情感

忽视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具有主效应（F=18.737,P＜

0.001）；②近期暴露于应激性事件对抑郁症状的影

响具有主效应（F=19.397,P＜0.001）；③童年期情感

忽视与近期暴露于应激性事件对个体抑郁症状的影

响具有交互作用（F=6.417,P=0.013）。对童年期情感

忽视与应激性事件对个体抑郁症状影响的交互作用

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无童年期情感忽视的个体与

存在童年期情感忽视的个体相比，近期未经历应激

性 事 件 时 抑 郁 症 状 没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F=2.017,P=0.158）；但有童年期情感忽视同时存在

成年期应激性事件的个体存在抑郁症状评分显著高

于成年期有应激性事件但无童年期情感忽视的个体

（F=19.602,P＜0.001）。 

    结论  童年期情感忽视是个体成年期经历应激

性事件后产生抑郁症状的易感因素，即与未经历童

年期情感忽视的个体相比，存在童年期情感忽视的

个体在其成年后再次经历应激性事件后更容易出现

抑郁症状。 

 

 

 

Precision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ver The Left Parietal Cortex Im-

proves Memory in Alzheimer's Disease: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ham-controlled 

Study 

 

Yanli Jia1, Luoyi Xu1, Kehua Yang1, Yingchun Zhang1, 

Xinghui Lv1, Zhenwei Zhu1, Zheli Chen2, Yunlong Zhu3, 

Lili Wei1, Xia Li4, Mincai Qian2, Yuedi Shen5, Weiming 

Hu3, Wei Chen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ir Run Run Shaw Hos-

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

zhou, Zhejiang, China 

2 ）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uzhou, Huzhou, 

Zhejiang, China 

3）The Third Hospital of Quzhou, Quzhou, Zhejiang, 

China 

4）Department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5）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Objective  Alzheimer’s disease (AD) is a sub-

type of dementia with episodic memory impairment as 

the prominent symptom.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

netic stimulation (rTMS) has been proposed as a poten-

tial treatment for AD.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recision rTMS over the left parietal cortex on 

the memor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AD. 

    Methods  Based on th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left parietal cortex site 

with the highest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to the hippo-

campus was selected as the target of rTMS treatment. 

Sixty-nine AD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to either rTMS 

or sham treatment (800 pulses, 10 Hz, 100-110% motor 

threshold, 5 sessions/week for a total of 10 sessions).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12-Word 

Philadelphia Verbal Learning Test (PVLT), and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CDR) were assessed at baseline and 

after the last session. 

    Results  After two-week treatment, compared to 

patients in sham group, those in rTMS group scored sig-

nificantly higher on PVLT total score (t = 2.10, p < 0.05) 

and its Immediate recall subscale score (t = 2.38, p < 

0.05). Moreover, in rTMS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after two-week treatment, which were 

manifested in MMSE total score (t = -3.43, p < 0.01), 

and its Time orientation (t = -2.33, p < 0.05) and Recall 

(z = -2.29, p < 0.05) subscale scores, as well as PVLT 

total score (t = -6.99, p < 0.001), and its Immediate re-

call (t = -7.19, p < 0.001) and Short delay recall (t = -

3.26, p < 0.01) subscale scores. In sham group, PVLT 

total score (t = -2.57, p < 0.05) was significantly im-

proved. 

    Conclusion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target site 

of left parietal cortex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cognitive 

function, especially in memory, which provides a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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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mising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memory im-

pairment in AD patients. 

 

 

 

丙戊酸钠注射液联合美金刚治疗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激越症状的临床研究 

 

黄超 1 唐仕友 1 曾俊 1  

1）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 

 

    目的  探讨丙戊酸钠注射液联合盐酸美金刚片

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激越症状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将 70 例阿尔茨海默病伴激越的患者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35 例。实验组予以丙

戊酸钠注射和美金刚治疗，对照组给仅予美金刚治

疗。治疗 4 周后，观察患者的激越症状、精神行为

症状（BPSD）、神经精神问卷（NPI）、简易智能精

神状态检测量表（MMSE）、副反应量表（TESS）。

比较 2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情

况。 

    结果  治疗后，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

别为 90.62% ( 31 例/32 例) 和 67.64% (23 例/34 

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1)。实验组发生的

药物不良反应主要有肝功异常、便秘、嗜睡、乏力; 

对照组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主要有便秘、乏力、平

衡失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总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分别为 43.75% ( 14 例/32 例) 和 29.41% (10 例/34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结论  丙戊酸钠注射液联合盐酸美金刚片能有

效控制 AD 患者的 BPSD 症状，尤其是激越/攻击行

为症状。且与美金刚治疗阿尔茨海默的不良反应相

当。 

 

 

 

深圳市精神科门诊老年患者孤独感及相关因

素调查 

 

王建 1 刘慧铭 1 刘铁榜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深圳市康宁医院专科医院门诊老年

就诊者孤独感分布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采用系统抽

样法，在深圳市康宁医院专科医院设抽样点，对就

诊于精神科门诊的年龄大于 60 岁的就诊者进行随

机抽查，应用 UCLA 孤独感量表简化版(ULS-8)、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以及人生意义问卷对就诊者的孤独

感、社会支持和人生意义进行评估，采用单因素分

析方法及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与孤独感相关的影响因

素。 

    结果  本研究实际完成调查 177 例，应答率为

88.5%（177/200），其中男性 74(41.8%)人，女性

103(58.2%)人；年龄均数为 67.85±6.64 岁。在所有就

诊者中，ULS-8 平均分为 10.84±5.06。单因素分析显

示，丧偶或离异者(t=2.61，p=0.02)、独居或与其他

非配偶子女家属居住者(t=2.35，p=0.01)的孤独感更

高，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未发现有统计

学差异。诊断为睡眠障碍者平均分最低为8.82±4.17，

与诊断为焦虑抑郁障碍（平均分 11.01±5.01）及诊断

为精神分裂症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平均分为

12.06±5.27）相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22 以及

p＜0.01）。ULS-8 总分与社会支持量表总分（r=-0.373，

p＜0.01）和人生意义问卷总分（r=-0.258，p＜0.01）

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睡眠障碍患者（β=-0.280，＜0.01）及社会支持更好

（β=-0.263，p=＜0.01）的患者孤独感更低。 

    结论  在精神卫生服务的对象中孤独感普遍较

高，特别是在就诊者社会支持差、诊断为严重精神

障碍的患者中，提示需要对该群体进行积极的识别

和干预。 

 

 

 

Identification of Deficit Syndrome within 

Schizophrenia Using Multi-modal Brain Fea-

tures: A Combined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MRI Imaging Study 

 

高炬 1 崔再续 3 唐小伟 2 周超 1 陈玖 1 张向荣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2）扬州五台山医院 

3）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Objective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performed a 

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pproach to generate a 

multimodal voxel-based neuroimaging model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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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correctly discriminates deficit subtype of schizo-

phrenia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targets of the biologi-

cal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MRI imaging 

of 66 deficit schizophrenia patients (DS), 89 non-deficit 

schizophrenia patients (NDS) and 118 normal control 

subjects (NC) with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matched were scanned. Voxel-based vectors of frac-

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fALFF),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nd gray matter volume 

(GMV) within whole brain were extracted as the model 

features.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classification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using these MRI features sep-

arately and jointly. The fused classifier was evaluated 

with the leave-one-out and the 10-fold cross-validations.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features were restricted to the 

first 10% relevant features with the greatest weights and 

a cluster size threshold of 2,400 mm3 was setting up for 

better visualization of each metric. 

    Results  The combined classifier exhibited more 

accurate (ACC) of 74.84%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78 compared with single-type metric for 

distinguish DS from NDS. We also analyzed the classi-

fication distinguishing schizophrenia subgroups from 

controls. The results showed every single-modal (GMV, 

fALFF and REHO) provided an excellent discrimina-

tive pattern (ACC from 84.78% to 93.48%, AUC from 

0.91 to 0.99) respectively.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re-

gion of fused feature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left cingulate gyrus, bilateral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inferior parietal, bilateral precuneus, 

and bilateral middle temporal gyrus). A significant neg-

ative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decision value and 

negative symptoms of BPRS (r = -0.243, p = 0.049) in 

DS group, but not in NDS.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lo-

cal properties of brain regions extracted from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imaging data were able to distinguish DS 

from NDS, which could improve the neuro-marker 

identification and compensate for the clinical assess-

ment of deficit syndrom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Cognition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Late-life De-

pression：a Cross-lagged Design Study 

 

吴章英 1 钟笑梅 1 张敏 1 周华荣 1 陈贲 1 王强 1 欧

阳聪 1 张蔚茹 1 梁琬苑 1 宁玉萍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

tensively confirmed the cross-section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pression in de-

pressed elderly, the findings of its longitudinal associa-

tions are still mix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two-way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

pression symptoms and 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late-

life depression (LLD).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ith LLD were 

assessed across two time points (baseline and one-year 

follow up) on measures of 3 aspects of cogni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data were then fitted to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amine two cross-lagged 

effects. 

    Results  Depressive symptoms predicted a de-

cline in executive function (β=0.864,p=0.049) but not 

vice versa. Otherwise,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pre-

dicted by a decline in scores of working memory 

test(β=-0.406,p=0.023), respectively. None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bidirectional.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provide robust evi-

denc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and de-

pressive symptoms is unidirectional. Depressive symp-

toms may be a risk factor for cognitive decline. The de-

creas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predicts depres-

sive symptoms. 

 

 

 

The Effect of Olfactory Training on Olfaction, 

Cognition, and Brain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陈贲 1,2, Thomas Hummel2, Antje Haehner2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TU Dres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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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Olfactory system is early affected in 

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olfactory training is ben-

eficial to olfaction, cognition and brain abnormalities. 

The present randomized, controlled, double-blind clini-

cal trial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olfactory training may 

have an effect on olfactory function, cognitive impair-

ment and brain activation after odor stimulation in pa-

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Methods  A total of thirty-eight MCI out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lfactory training or a con-

trol training condition, which were performed twice a 

day for 4 months. Olfactory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A passive odor perception task was 

designed for exploring the brain functional change, and 

voxel-based morphometry was used for detecting the 

change of grey matter volume. 

    Results  The repeated measures suggested that 

olfactory training increas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and decreased short-term memory, but exhibite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olfaction, depression and other 

cognitive domains. Additionally, the olfactory training 

exhibited a positive effect on frontal activation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orbital-frontal cortex), but ex-

hibited no effect on grey matter volume. Correlation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the changes of olfaction, infor-

mation processing speed and frontal activation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change of 

frontal activation exhibited a complete mediated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lfact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Conclusion  Training with odors exhibited lim-

ited effect on the olfaction and 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MCI compared to a non-odor training condition, but in-

creased their functional response to odor in frontal area. 

The activation of frontal area may be a conjunction of 

the changing olfaction and cognition during olfactory 

training, and it may serve as target for early intervention 

for MCI. 

 

 

 

卡巴拉汀合并氨磺必利对阿尔茨海默病精神

行为异常的临床研究 

 

郝伟平 1  

1）太原市精神病医院 

 

    目的  痴呆的行为和心理症状”（BPSD），指的

是痴呆患者经常出现的紊乱的知觉、思维内容、心

境或行为等症状。近年来对于 BPSD 的研究，也是

一个热点，一方面 BPSD 严重影响痴呆患者和其家

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 BPSD 可以通过恰当精神

科干预和治疗，获得较好的控制，从而大大改善痴

呆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本研究主要是评估卡

巴拉汀合并氨磺必利对于AD患者的BPSD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7 年 5月至 2019年 5 月太原市

精神病医院老年科收治的共入组 90 例 阿尔茨海默

病 患者。 入组标准： （1） 符合痴呆的诊断标准 ；

（2）年龄 65 ～ 87 岁； （3） MMSE 1 ～ 13 分；

（4） 服用卡巴拉汀＞ 12 个月， 且近 6 个月一

直保持剂量稳定； （5） Hachinski 缺血积分评分

标准≤4 分； （6） BE-HAVE-AD 评分≥8 分。排

除：（1） 伴有严重的躯体疾病； （2） 过敏体质； 

（3） 其他疾病引起的痴呆。 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

后分别给于量表评定及实验室检查。以 BE-HAVE-

AD 减分率来判定临床疗效。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5.0 软件进行处理。方法：在服用卡巴拉汀(6mg/d)

的基础上加用氨磺必利，起始剂量为 50mg/d， 每

周递增 50mg， 4 周末增至 200 mg/d， 观察 12 周。 

    结果  治疗 12 周末， 有效率为 77.04%， 

BEHAVE-AD 评分由治疗前的 （12.35±0.42） 分降

低到 （4.63±0.78）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1） 。SIB、 ADL 评分分别提高和降低，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5）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4%。 

    结论  目前对 BPSD 的发病机制多数人认为：

AD 患者神经递质系统，如胆碱 能、多巴胺能、5-

HT 能系统异常可能是 BPSD 最直接的生物学因

素。抗痴呆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痴呆患者

认知功能或者延缓认知功能衰退，而且对部分精神

与行为症状也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胆碱酯酶抑制

剂卡巴拉汀，能同时抑制乙酰胆碱酯酶和丁酰胆碱

酯酶，对精神行为症状也有较好的疗效。氨磺必利

遵循小剂量起始，缓慢逐渐增量的原则下，小剂量

用药即可起到治疗效果。因此，卡巴拉汀合并氨磺

必利可以安全地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精神行为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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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D）  的治疗。 

 

 

 

美金刚合并阿立哌唑对阿尔茨海默病精神行

为异常的临床研究 

 

郝伟平 1  

1）太原市精神病医院 

 

    目的  痴呆的精神行为症状（BPSD）一般包括

四组：情绪障碍（抑郁，焦虑，冷漠/漠不关心），精

神病症状（妄想和幻觉），异常的运动行为（踱步，

徘徊和其他无目的行为），和不恰当的行为（激越，

脱抑制，和兴奋）。高达 90%AD 患者至少患有一项

BPSD 的症状。BPSD 的治疗基本上是基于抗精神病

药，抗抑郁药和苯二氮卓类药物。虽然美金刚对 

BPSD 有较好疗效， 但仍不能治疗所有 BPSD 症

状  。该临床试验主要是评估美金刚合并阿立哌唑

对于 AD 患者的 BPSD 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太原

市精神病医院老年科收治的共入组 10 0 例 阿尔茨

海默病 患者。 入组标准： （1） 符合 ICD-10 诊

断标准 ；（2）年龄 65 ～ 85 岁； （3）  MMSE2 ～ 

12 分；（4） 服用盐酸美金刚＞ 6 个月， 且近 3 

个月一直保持剂量稳定； （5） HIS 评分标准≤4 分； 

（6） BE-HAVE-AD 评分≥8 分。排除：（1） 伴有

严重的躯体疾病； （2） 过敏体质； （3） 其他疾

病引起的痴呆。疗效指标及安全性 采用 BE-HAVE-

AD 评价精神行为症状， 严重障碍量表 （SIB） 判

定患者的认知功能，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ADL） 

用于判定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后分别给于量表评定及实验室检查。以 BE-

HAVE-AD 减分率来判定临床疗效， 减分率≥75%为

痊愈， 50%≤减分率＜75%为显著进步， ＜50%为

进步， ＜25%为无效。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5.0 

软件进行处理。方法 ：  在服用美金刚(20mg/d)的

基础上 加用阿立哌唑，起始剂量为 2.5mg/d， 每周

递增 2.5mg， 4 周末增至 10 mg/d， 观察 12 周。 

    结果  治疗 12 周末， 有效率为 76.00%， 

BEHAVE-AD 评分由治疗前的 （13.45±1.25） 分降

低到 （4.32±1.25）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1） 。SIB、 ADL 评分分别提高和降低，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5）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3%， 症状轻微。 

    结论  美金刚作为 ＮＭＤ Ａ 受体拮抗剂，可

以改善 Ｂ Ｐ Ｓ Ｄ 患者的认知功能和控制精神

行为症状。  但是单用美金刚治疗 并不能完全控制

精神行为症状。阿立哌唑作 

 

 

 

电休克治疗对老年抑郁症患者主客观睡眠的

影响及与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王晨 1 孔晓明 1 陈领 1 张丽 1 朱囡囡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绝大多数老年抑郁症患者都伴随有显著

的睡眠障碍，而电休克疗法可以有效治疗，但机制

不明。我们从主观与客观睡眠状况两方面来综合观

察分析电休克治疗前后患者睡眠的变化及相互联系。

初步探讨电休克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睡眠特征的影响，

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27例符合纳入条件的老年抑郁症患者被

纳入本研究。利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多导

睡眠图(PSG)及 HAMD-24 分别评估患者 ECT 前后

的主观、客观睡眠特征及临床症状特征。分析 ECT

过程中主观及客观睡眠改变状况与基线 HAMD-24

和 PSQI 分的相关性。 

    结果  ECT 治疗结束后，主观睡眠时间增加，

主观睡眠潜伏期缩短，主观睡眠效率增加(P＜0.05)。

在客观睡眠质量方面，NREM1 时间、NREM2 时间

减少，NREM3 时间增加(P＜0.05)。相关分析发现，

ECT 治疗前后 NREM2 时间差值与 PSQI 总分呈正

相关(P＜0.05)。ECT 治疗前后的主观睡眠时间、主

观睡眠效率的差值与治疗前的 HAMD-24 总分及

HAMD 的迟缓因子、睡眠障碍因子呈正相关(p < 

0.05)。ECT 治疗前后主观睡眠潜伏期差值与 HAMD

总分及 HAMD 睡眠障碍因子呈正相关(P＜0.05)。 

    结论  电休克治疗可以明显改善老年抑郁症患

者主客观睡眠。经电休克治疗后，主观睡眠障碍的

改善与患者抑郁严重程度和睡眠障碍因子有关，客

观睡眠的改善与主观睡眠严重程度有关。 

 

 

 

老年抑郁患者的甲状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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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 1 秦素萍 1  

1）五台山医院 

 

    目的  许多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可能更容易出

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临床上甲状腺功能低下者常伴

有抑郁情绪。而老年抑郁症（特指年龄 60 岁及以上

特定人群首次发病的抑郁症）的临床症状并不典型，

关于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甲状腺功能状况研究较少。

我们测定了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复发抑郁症患者

及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的血清 T3、FT3、T4、FT4、

TSH 水平，并进行了比较，从外周血清激素水平探

讨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甲状腺功能状况。 

    方法  比较 47 例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首发

组）、53 名老年复发抑郁症患者（复发组）和 40 名

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的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测定

所有受试者的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3、游离三碘

甲状腺氨酸（FT3）、甲状腺素（T4）、游离甲状腺素

（FT4）水平和促甲状腺激素（TSH）浓度。 

    结果  三组间的血清 T3、FT3、T4、FT4、TSH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首发抑郁组和

复发抑郁组的血清 T3、FT3、T4、TSH 水平之间均

无显著差异，但两组的 FT4 水平有差异。 

    结论  三组间的血清 T3、FT3、T4、FT4、TSH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首发抑郁组和

复发抑郁组的血清 T3、FT3、T4、TSH 水平之间均

无显著差异，但两组的 FT4 水平有差异。 

 

 

 

The Role of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Dis-

ease 

 

陈嫣 1 于恩彦 2 苏衡 1 廖峥娈 1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As the most common degenerative disease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the world, Alzheimer's dis-

ease (AD) caused obvious memory impairment as the 

clinical symptom, which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pa-

tients'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In terms of drug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D, 

the lack of natural small molecule drugs was a key prob-

lem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 in a variety 

of cells and animal model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re-

ported, including many related effects of EGCG on the 

control of the incidence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also its diverse internal mechanism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revealed. The main feature is that it could 

modify the accumulation of proteins and further trig-

gered biological responses, such as inflammatory reac-

tion, oxidative stress, cell apoptosis, protein hyperphos-

phoryl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multiple signal path-

ways.In this review, we focused on the regulation of β-

amyloid (Aβ) deposition by EGCG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D, and also discussed specific mechanism of EGCG 

on AD patients, and further  tried to comprehensively 

reveal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EGCG on AD pa-

tients.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erum Thi-

oredoxin Levels and MMSE Score of Alz-

heimer’s Disease 

 

Xiaohong Xu1,2, Shengdong Wang1,2  

1）Hangzhou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2）Affiliated Mental Health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xidative 

stress proc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thological pro-

cess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Thioredoxin 

(TRX1)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tioxidant proteins in 

human.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ioredoxin-1 on the development of Alzheimer’s dis-

ease by detecting Trx1 levels in the serum of with AD 

patients. 

    Methods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health 

control (CTR, n=40),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n=28) and AD groups (n=31) by mini-mental state ex-

amination (MMSE). The serum Trx1 level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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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x1 levels and MMSE scores of AD patients was ana-

lyzed. 

    Results  The serum Trx1 levels of A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health control group 

(P<0.01),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

tween MCI group and health control group (CTL vs. 

MCI vs. AD=247.3±53.99 ng/ml vs. 253.7±78.20 ng/ml 

vs. 165.7±57.88 ng/ml). There was some correlation be-

tween the serum Trx1 levels and MMSE scores in AD 

patients (P=0.0135，r=0.4388). 

    Conclusion  To some extent, serum thioredoxin 

levels can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Alzheimer's disease. 

 

 

 

老年住院患者睡眠及认知水平调查 

 

仇雅菊 1 朱俊鹏 1 于恩彦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快速步入人口老龄化，老

年人的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各个方面关注的重要问

题。睡眠障碍属于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睡眠参与记

忆转换过程，有助于记忆的形成与巩固，不同认知

水平者其睡眠表现不尽相同。在睡眠期间，新的记

忆能力被激活，在海马和大脑皮质之间进行转化，

并整合成更为广泛的联系，促进并改善大脑的认知

能力。了解浙江省杭州市部分住院患者，包括一些

超高龄的老年住院患者的睡眠及认知情况 

    方法  访谈式睡眠调查法，结合问卷调查，包

括自制一般情况问卷（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职业、婚姻等），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简易智

能状况量表。 

    结果  总数 446 人，平均年龄 77.76 岁，平均上

床睡觉时间 21:12，平均起床时间 5:56，实际睡眠时

间 6.75h，睡眠效率得分比 77.14%，不同入睡时间

的年龄构成物明细统计学意义。MMSE 分数与起夜

次数成负相关，而与睡眠时间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老年住院患者出现睡眠障碍的原因很多，

但其中疾病因素可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睡眠

受损可导致不同认知领域水平的下降。社区老年人

记忆力与睡眠障碍负相关，改善睡眠有助提高记忆

力。但是，借助量表的评估需要受试者回忆并总结

近段时间的情况，认知症老年人可能会因记忆力和

计算能力下降而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银杏叶提取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

认知功能及 IL-1β、IL-6 影响的研究 

 

朱程 1,2 惠李 3 刘家洪 3 相福芹 3 黄奇 3 于恩彦 4  

1）浙江中医药大学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3）苏州大学附属广济医院 

4）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银杏叶提取物治疗

前后阴性症状、认知功能和外周血中 IL-1β、IL-6 的

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变化之间的联系。 

    方法  随机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住院且满足入组标准和排

除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各 60 例分别作为研究组

和对照组，分别于治疗前后使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

表(PANSS)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严重程

度，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BANS)评定认

知功能，同时检测外周血中 IL-1β、Il-6 水平，收集

并整理数据，运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研究组 IL-1β 差值、IL-6 差值、PANSS

总分及阴性症状分差值明显低于对照组，RBANS 总

分及各因子分差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②治

疗后研究组 IL-1β、IL-6 含量低于治疗前，PANSS 总

分及各因子分、RBANS 总分以及各因子分显著高于

治疗前（P＜0.001）；③研究组 IL-1β 差值和 IL-6 差

值与 PANSS 总分差值呈显著正相关，与 RBANS 总

分差值及刻记忆、言语功能、注意功能以及延时记

忆因子差值呈显著负相关（r=-0.612-0.560,P＜0.01）；

④IL-1β 差值和 IL-6 差值可以解释 PANSS 总分差值

变异的 34.70%，IL-6 差值可分别解释 RBANS 总分、

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力、延时记忆

变异的 34.80%，34.40%，21.80%，30.90%，36.40%，

38.60%（P＜0.05）。 

    结论  银杏叶提取物可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阴性症状、认知功能，可能与改善炎症因子 IL-1β、

IL-6 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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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痴呆精神行为症状

的初步研究 

 

沐楠 1 饶冬萍 1 邹灿芳 1 刘文滔 1 范敏珍 1 孙彬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利培酮、喹硫平、奥氮平治疗痴呆

伴发精神行为症状(BPSD)患者 4 周的认知功能、照

料者负担、神经精神症状改变。 

    方法  入组标准：符合 DSM-IV-R 痴呆诊断标

准 ；符合 NINCDS—ADRDA 的阿尔茨海默病（AD）

或 NINDS-AIREN 的血管性痴呆（VD）诊断标准；

患者目前的幻觉、妄想或激越行为等精神行为症状

影响患者社会功能。排除标准：患有其他精神障碍，

如分裂症等。患者随机进入利培酮、喹硫平、奥氮平

和空白对照组，使用中低剂量，治疗随访时间 4 周。

评定量表包括：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阿尔

茨海默病评定量表-认知部分（ADAS-cog），照料者

负担问卷（CBI）,神经精神科问卷（NPI）、临床痴呆

评定量表（CDR）等。方案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通过。所有数据采用 SPSS18.0 建立数据库，包括全

分析集（FAS）,符合方案集（PPS）,安全性分析集

（SS）,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有 121 例患者连续性入组，剔除 5 例，

实际有效例数为 116 例。其中 76 例诊断为 AD

（65.5%），VD40 例（34.5%）。总脱落率为 20.7%。

奥氮平组剂量为 4.4±2.5 mg/d，利培酮 1.0±0.6 mg/d，

喹硫平 111.9± 104.2 mg/d。其中男性 43 例，女性 73 

例，年龄 76.4±9.4 岁。四组间性别、教育年限、年

龄、躯体合并症（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卒

中）、促认知药物合并使用、AD 和 VD 组成、痴呆

严重程度等无统计学差异。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多

元方差分析显示四组间MMSE和ADAS-cog评分基

线、四周末、四周末-基线变化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采用 FAS 集和 PPS 集做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一致。

研究共纳入 108 名照料者，其中女性占 56.5%，配

偶占 24.8%，子女占 70.5%，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占

88.0%，四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统计无显著性差异。

分析结果显示四组间 CBI 评分基线、四周末、四周

末-基线变化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多元方差分

析，2 周末喹硫平组的 NPI 减分值大于空白组，4 

周末奥氮平和喹硫平组的减分值大于空白组，余项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初步研究提示奥氮平、喹硫平 4 周治疗

能有效改善痴呆伴发精神行为症状。三种抗精神病

药物对认知功能无显著影响，但未发现照料者负担

改善，提示需要更敏感适合中国人的量表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叶酸浓度水平与老年阿

尔茨海默病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颜慧 1 齐钢桥 1 许蔚倩 1 杨龙腾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叶酸浓

度水平与老年阿尔茨海默病（AD）发病的相关性，

以期为临床防治提供指导。 

    方法  将 2018 年 5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间于本

院接受诊治的 92 例老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作为研

究组，另选择同期于本院接受健康体检的 80 例正常

人员作为对照组。选择高效液相法对两组人员的血

清 Hcy 表达水平进行测定，并应用化学发光法对血

清叶酸水平进行检测；分析血清 Hcy、叶酸与 AD 患

者认知功能、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血清 Hcy 水平高于对照组，

但血清叶酸水平、MMSE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的血清 Hcy 过

高表达检出率、叶酸过低表达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 过高 Hcy 组患者

的血清叶酸水平显著低于 AD 正常 Hcy 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经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发

现，血清叶酸和认知功能、生活质量显示为正相关，

而血清 Hcy 和认知功能、生活质量显示为负相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过高表达和老年阿尔

茨海默病发病存在直接相关性，即高 Hcy 血症可能

是引发 AD 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人体缺乏叶酸能导

致血清 Hcy 表达升高，故认为叶酸的缺乏可能是引

发 AD 的间接危险因素。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Nu-

cleus Accumbens Network between The Defi-

cit and Non-deficit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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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超 1 薛晨 1 陈玖 1 唐小伟 2 张洪英 4 张付全 1 张

才溢 4 张向荣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扬州五台山医院 

3）苏北人名医院 

4）徐州东方医院 

 

    Objective  To date, few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ered pattens of nucleus accum-

bens (NAcc) network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deficit 

schizophrenia (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func-

tional connectivity (FC) of NAcc network in DS and 

non-deficit schizophrenia (NDS) patients. In addition, 

the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of altered FC with 

symptoms and cognitive assessments. 

    Methods  The brain regions of bilateral NAcc 

(L/RNAcc) were used as seed points for the whole-brain 

FC analysis. ANOVA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differ-

ences of the NAcc network among DS patients, NDS 

patients and HCs.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

du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C of al-

tered regions and clinical symptoms and neurocognitive 

assessments.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the HCs group, both 

DS and NDS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FC between 

LNAcc and bilateral middle cingulate gyrus, and be-

tween RNAcc and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RMFG), as well as increased FC between 

LNAcc/RNAcc and the bilateral lingual gyrus. Further-

more, in the DS group, the FC between LNAcc and the 

bilateral calcarine gyrus (CAL) was decreased, com-

pared to NDS patients. Correlat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FC value of LNAcc-CAL was negatively corre-

lated to negativ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Further-

more, FC values of aberrant regions within the NAcc 

network was correlated with severity of clinical symp-

toms and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DS and NDS 

patients.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altered pat-

terns of FC in the NAcc network between DS and NDS, 

and may suggest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declined cognition in schizo-

phrenia. 

 

 

 

CCRT 联合奥拉西坦治疗轻中度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的临床研究 

 

闻传毅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阿尔茨海默病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

核心，导致患者生活质量、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逐

渐减退。目前以药物治疗治疗为主，但药物治疗效

果有限，且增加脑血管的负性事件及死亡风险，大

多数情况下配合非药物治疗及认知功能训练以改善

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探讨计算机认知矫正训练

（CCRT）联合奥拉西坦对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的实施方法及临床疗效。 

    方法  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入住荆州

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的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74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CCRT 联合口服奥拉西坦，

40 例)和对照组(安慰剂联合奥拉西坦，34 例)，记录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事件，治疗前后以韦氏

成人智力量表(WAIS)评价认知功能，以威斯康星卡

分类测验(WCST)评价执行功能。CCRT 主要运用计

算机技术，结合神经心理，认知康复理论，通过自动

定位和靶向治疗技术进行的系统认知作业训练，提

高患者的认知功能、生活能力，八个治疗模块四十

三项训练，包括感知精度、注意警觉、工作记忆、执

行功能、语言功能、社会认知、前瞻记忆、运动协调

等。数据收集后，用 SPSS13.1 统计分析，采用 χ2 检

验、配对样本 t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等。 

    结果  ①训练期间研究组冲动、自伤等不良时

间发生数量低于对照组（P＜0.05）；②WAIS 量表显

示，治疗 3 个月后研究组在操作智商、总智商较对

照组改善更为明显(P＜0.05)。③WCST 量表显示，

治疗 3 个月后研究组在正确百分数、持续错误数、

随机错误数、分类数方面改善较对照组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CCRT 联合奥拉西坦能改善轻中度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和执行功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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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焦虑症患者躯体性不适症状与生活质量

的关系 

 

李于林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老年焦虑症患者的躯体性不适症状是影

响其就医的主要原因之一，且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

活质量，本研究旨在老年焦虑症患者躯体性疼痛症

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方法  选择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或住院的

90 例老年患者，年龄≥65 岁，符合“焦虑症”的诊断

标准，采用（WHO）推荐的“中文版健康调查简易量

表”（SF-36）评估，包含有 36 个单项问题，分别属

于以下各维度：①体能影响；②精神影响；③社会活

动；④心理健康；⑤体能影响；⑥精力问题；⑦身体

疼痛；⑧一般健康。并按有无躯体性疼痛及疼痛程

度（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进行分组比较。 

    结果  90例老年焦虑症患者中伴有躯体性不适

症状者 49 例（研究组，54.44%），没有躯体性不适

症状者 41 例（对照组，41 例）。躯体性不适症状组

QOL 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均

<0.05～0.01）。合并有躯体性不适症状焦虑症患者存

在明显的生活质量评分下降，后者且与 VAS 程度相

关。伴有躯体性不适症状的焦虑症患者大多存在较

差的生活质量评分，对这些病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干

预刻不容缓。 

    结论  老年焦虑症患者躯体焦虑症状较为显著，

合并有躯体性不适症状焦虑症患者存在明显的生活

质量评分下降，对此护理人员需要同患者家属及其

本人展开认真沟通，确保其家属能够了解对患者给

予更多陪伴以及关心的重要意义。将患者积极性进

行充分调动，确保对于护理人员系列治疗可以积极

配合，以此获得不良情绪减少以及治疗效果提升效

果。 

 

 

 

阿尔茨海默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与血

清炎症因子的相关分析 

 

胡姣姣 1 于恩彦 1 廖峥娈 2  

1）浙江省肿瘤医院 

2）浙江省人民医院 

 

    目的  为了探讨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s 

disease, AD）患者血清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认知功

能及日常生活能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为 AD 的临床

诊断提供可能的新的生物学指标，为后期研究 AD

新的治疗靶点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本研究纳入 AD 患者 30 例，正常对照组

（Normal Control，NC）30 例，采用简易精神状态

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

ment，MoCA），阿尔茨海默病评定量表-认知分量表

评估(Alzheimer’s Disease Assessment Scale-cognitive，

ADAS-cog)，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Hachinski 缺血量表，老年抑郁量表

对 AD 及 NC 人群进行评估，利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ELISA）检测 AD、NC 组受试者血清炎症因子

水平，并对 AD 与 NC 组之间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进

行比较，以及对 AD 组患者的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与

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AD 患者血清 IL-2、IL-6、IL-10、TNF-

α、IL-17A 因子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其中，血清 IL-6 水平与受试

者年龄、病程、受教育年限呈现显著相关性（r=0.369，

P=0.045，r=0.368，P=0.045；r=-0.397， P=0.030），

IL-10 与疾病病程有显著相关性（r=0.380，P=0.039）。 

    2、在 AD 组患者中，MMSE，MoCA，ADAS-

cog 的总体评分与血清 IL-17A 因子水平显著相关

(r=0.364，P=0.048； r=0.375，P=0.041； r=-0.387, 

P=0.034)。 

    3、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与日常生活能力无显著相

关性（P＞0.05）。 

    结论  1、AD 组患者血清 IL-2、IL-6、IL-10、

TNF-α、IL-17A 因子水平显著增高； 

    2、AD 组血清 IL-17A 与 MMSE、MoCA 呈正

相关，与 ADAS-cog 呈负相关，认知功能越好，IL-

17A 水平越高； 

    3、在 AD 组患者中，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与痴呆

的日常生活能力无明显相关性。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tico-stria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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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Network and Abnormal Risky De-

cision-making in Age-related Cognitive De-

cline 

 

Ping Ren1, Donghui Wu1, Jiayin Huang1, Meiling Tan1, 

Gangqiang Hou1  

1）康宁医院 

 

    Objective  Financial exploitation is a very com-

mon form of elder abuse, reflecting the impaired ability 

of processing risky information in aging. For example, 

older people often encounter financial fraud such as 

buying high-risk wealth investment products.  How-

ever, it is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about the neural basis 

of abnormal risky decision-making in older adults, 

which is help for understanding aging-associated brain 

degeneration such as Alzheimer’s disease. 

    Methods  In the current study, 82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39 young adults and 43 older 

adults. Cognitive functions were assessed with MOCA, 

MMSE and IADL. Iowa gambling task (IGT) and bal-

loon analogue risk task (BART) were conducted to col-

lect risky behavioral data. In resting-state fMRI data, 

three key subregions of striatum (caudate, putamen and 

pallidum) were defined as seeds and used to generate 

the cortico-striatal functional networks in resting stat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ly worse 

task performance of BART in the older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young group. The connectivity strength of the 

three cortico-striatal networks were found enhanced in 

older adults, especially in the frontal cortex, and parietal 

cortex. More importantly, the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indicated altered cortico-caudate connectivity was asso-

ciated with risky behaviors differently across the two 

groups, show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in young and neg-

ative relationship in old.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altered 

cortico-striatal network may be involved in the dis-

rupted risky decision-making of older adults. Specifi-

cally, the caudate network could be a possible biomarker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the early stage, as well as a 

target of cognitive intervention. 

 

 

 

八段锦对精神分裂症合并 2 型糖尿病的生活

质量干预效果 

 

李淑萍 1 曹媛媛 1 高淑英 1  

1）昌平区北郊医院 

 

    目的  探讨八段锦对精神分裂症合并 2 型糖尿

病的生活质量干预效果。 

    方法  选取 140 例精神分裂症合并 2 型糖尿病

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同时,进

行八段锦练习;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并于治疗前、

治疗后 6 周、12 周，应用糖尿病患者生命质量特异

性量表（DMQLS）进行测评，评定效果。 

    结果  在校正基线的总分及总病程之后，两组

受试者的 DMQLS 总分在 12 周末相对于基线的最

小二乘均值为 50.0（95%CI：（42.1，57.9），差异有

显著统计学意义;在校正基线的疾病特异维度得分

及总病程之后，两组受试者的 DMQLS 疾病特异维

度得分在 12 周末相对于基线的最小二乘均值为 8.5

（95%CI：6.6，10.4）;在校正基线的生理维度得分

及总病程之后，两组受试者的 DMQLS 生理维度得

分在 12 周末相对于基线的最小二乘均值为 10.7

（95%CI：9.0，12.5），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在校

正基线的心理维度得分及总病程之后，两组受试者

的 DMQLS 心理维度得分在 12 周末相对于基线的

最小二乘均值为 8.7（95%CI：6.6，10.8），差异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在校正基线的社会维度得分及总病

程之后，两组受试者的 DMQLS 社会维度得分在 12

周末相对于基线的最小二乘均值为 12.8（95%CI：

11.4，14.2），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在校正基线的

满意度维度得分及总病程之后，分组与时间交互作

用显著，两组受试者的 DMQLS 满意度维度得分在

12 周末相对于基线的最小二乘均值为 9.9（95%CI：

8.2，11.5），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论  八段锦可改善精神分裂症合并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Plasma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Levels of Β 

Amyloid and Tau Proteins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 Disease: A Follow-up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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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Fu1, Haihong Wang2, Tao Wang2, Shifu Xiao2  

1）Tong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Tongji Univer-

sity, Shanghai, 200065, China 

2）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examine plasma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levels of amyloid β pep-

tide 1-40 (Aβ1-40) and 1-42(Aβ1-42), total tau protein 

(T-tau) and phosphorylated tau at threonine 231 (P-

tau231) in patients with probable Alzheimer disease 

(AD) and vascular dementia (VD), and to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and variances of those biomarkers along 

with progression of disease. 

    Methods  There were 21 patients with AD and 7 

patients with VD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Diagnostic 

Statistical Manual 4th edition(DSM-IV) at baseline, and 

7 patients with AD and 6 patients with VD participated 

in a 6-month follow-up. Mini-Mental State 

Exam(MMSE) scores for cognitive function and global 

deteriorate scale(GDS) scores for severity of disease 

were assessed and the levels of plasma and CSF Aβ1-

40, Aβ1-42, T-tau, P-tau231 were measur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by means of a sandwich enzyme-linked im-

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In baselin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with mean levels of CSF T-tau (t=2.580, P=0.016) 

CSF P-tau231 (t=4.014, P=0.000) and CSF Aβ1-

40(t=2.766, P=0.010) in two groups. In 6-month follow-

up, plasma Aβ1-40 levels were significant variances in 

the AD group(t=-2.735, P=0.041). CSF P-tau231 levels 

were negtive correlation with duration (r=-0.485, 

P=0.026) and GDS scores (r=-0.482, P=0.027) in AD 

group; CSF Aβ1-42 level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MMSE scores(r=0.565, P=0.008) and inversely corre-

lated with duration(r=-0.565, P=0.008) and GDS 

scores(r=-0.634, P=0.002) in AD group.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CSF T-tau, CSF P-

tau231 and CSF Aβ1-40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D group than the VD group. Plasma Aβ1-40 levels in-

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AD group after 6-month follow-

up. CSF P-tau231 and CSF Aβ1-42 levels showed asso-

ciation with severity of dementia and cognitive impair-

ment. 

 

 

 

A Comprehensive Cognitive Health Manage-

ment Program for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

ment 

 

丘家源 1 张少伟 1 李玲 2 聂婧 1 白丽 1 钱时兴 1 杨

阳 3 赵璐 1 费立鹏 1 肖世富 1 房圆 1 李霞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上海爱照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

tive function in healthy elderly individuals and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in the commu-

nity through comprehensive cognitive health manage-

ment interventions. 

    Method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the el-

derly in the community cohort in the database of the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ing a Whole-process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Model for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Di-

agnosis, Treatment, and Recovery Based on Family and 

Community’. The 84 healthy elderly individuals and 43 

elderly individuals with MCI who received comprehen-

sive cognitive health management were included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hile 84 elderly people with normal 

cognitive function and 43 MCI-affected elderly who 

matched the general data and scale scores of the inter-

vention group but did not receive comprehensive health 

interven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 

(MoCA) and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 were 

compared after a one-year follow-up.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x, age, education level, MoCA score, and GDS score 

between the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groups at baseline 

(p>0.05). The MoCA scores of the MCI-affected elderly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272 

those at the end of the 1-year follow-up (24.07±3.674 

vs. 22.21±3.052, p < 0.05). In the MoCA subscale, ab-

stract and delayed memory scores also increased signif-

icantly.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MoCA score in the elderly with MCI at 

the one-year follow-up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Conclusion  After comprehensive cognitive 

health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elderly people with MCI in the community improved 

during the 1-year follow-up. It may be possible to estab-

lish a comprehensive cognitive health management in-

tervention model f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Altere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Distin-

guish Elderly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From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聂婧 1 房圆 1 仇琦 1 李媛 1 赵璐 1 刘翔 1 李霞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Research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late 

life depression(LLD)and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

pairment(aMCI)are both related to dementia and usually 

accompanied by inflammatory dysregulation, but few 

studies have compared the levels of chemokines and cy-

tokines between these two disorders. In this cross-sec-

tional study, we aimed at identifying differences in 

neuro-inflammation between patients with prodromal 

stage of AD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MCI; Late life depression LLD) and the normal con-

trols (NC).Additionally,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 be-

twee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cytokines characteristics 

was evaluated. 

    Methods  Using Luminex assays, we simultane-

ously measured 29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including 6 CXC chemokine lig-

and(CXCL5,CXCL6,CXCL8,CXCL9,CXCL11,CXCL

16),15 CC chemokine ligand(CCL1, 

CCL2,CCL3,CCL7, CCL8, CCL11, 

CCL13,CCL15,CCL17, CCL19,CCL20, CCL23, 

CCL24, CCL25, CCL27), IL-1β, MIP-2, IFN-γ, 

VCAM-1, IL-2, IL-4, TNF-α and IL-6 in plasma of sub-

jects. Demographics, 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festyle 

factors were also collected. All subjects (n=69, 23 each 

group)were age- and gender-matched outpatients with 

LLD or aMCI without dementia(based on DSM-IV cri-

teria)and normal controls(NC)in community. The Chi-

nese versions of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

ment(MoCA) and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battery (NTB)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rtici-

pants. 

    Results  LLD patients showed remarkably higher 

level of IL-6 than the aMCI and NC groups. We also 

observed decreased levels of multiple cytokines 

(9/29)in patients with LLD than the aMCI and NC 

groups. LLD patients exhibit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CCL2,CCL17,CCL15,CXCL11 and CCL13 

than the aMCI group. LLD group also had lower levels 

of CXCL5,CXCL6,CXCL16, and CCL5 than the NC 

groups. In addition, CXCL5 and VCAM-1 were corre-

lated with age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with gender 

difference. Importantly, using two parameters (IL-6 and 

CCL13) could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LLD from aMCI 

with an area under curve of 0.809(95% CI 0.68-0.93). 

    Conclusion  Under conditions of neuro-inflam-

mation, distinct dysregulated pro-inflammatory cyto-

kine and chemokines were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with 

predementia stage LLD and aMCI. 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model based on th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could distinguish LLD from aMCI. These novel find-

ings will give new clues to provide new therapeutic tar-

get for intervention or a marker for two diseases with 

similar pre-dementia syndromes. 

 

 

 

Correlation of Plasma Interleukin-1β and In-

terleukin-16 with Clinical Symptoms and Bi-

ochemical Index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and Re-

lapsed Schizophrenia 

 

Cheng Xialong1,2,3,4, Zhang Xulai1,2,3,4, Zhu 

Cuizhen1,2,3,4, Wang Anzhen1,2,3,4, Pei Wenzhi1,2,3,4,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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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fan1,2,3,4  

1）Affiliated Psychological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Anhui Mental Health Center 

3）Hefei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4）Anhui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plasma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16 with clinical 

symptoms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and recurrent schiz-

ophrenia. 

    Methods  Plasma levels of Flt-1, IFN-γ, IL-10, 

IL-1β, IL-2, IL-6, TNF-α, CRP, VEGF, IL-15 and IL-16 

were determined by MSD(Meso Scale Discov-

ery,K15049D-1).  Collect patients' general infor-

mation,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biochemical indica-

tors of partial be in hospit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

drome scale (PANSS),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ove 

plasma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biochemical indicators of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whether the level of plasma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

tients is an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 of the onset 

and recurrence of schizophrenia. 

    Result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lasma IL-1β 

and IL-16 level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5); 

Analysi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plasma 

IL-1β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re-

current schizophrenia and healthy subject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lasma IL-1β levels be-

twee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and healthy 

subjects (P>0.05); Plasma IL-16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and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subject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lasma 

IL-16 levels betwee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

phrenia and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P>0.05).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sma IL-

1β and general psychopathological scores in PANSS 

(r=-0.353, P =0.026). In the relapse group, plasma IL-

16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egative scale 

score of PANSS (r=0.335, P =0.03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mpound scale score (r=-0.329, P 

=0.038). Plasma IL-1β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eatinine (r=0.348, P =0.028) and calcium (r=0.500, P 

=0.001) in the first group.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plasma IL-16 and total bile acid in the re-

lapse group (r=0.317, P =0.046). Binary Logistic regres-

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L-16 level was an independ-

ent risk factor for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

nia [OR=1.034, 95%CI (1.012, 1.057), P=0.002], as 

well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patients with re-

current schizophrenia [OR=1.049, 95%CI (1.016, 

1.083), P=0.003].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IL-1β and IL-16 were 

different betwee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nd healthy 

people. Plasma IL-1β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and plasma IL-16 in patients with re-

lapsed schizophrenia were correlated with some clinical 

symptoms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and IL-16 level 

may be an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 of the onset 

of schizophrenia. 

 

 

 

Elevated Fasting Blood Glucose May Cause 

Cognitive Decline by Affecting The Cortical 

Thickness of Left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Shanghai 

 

Wei Li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Impaired peripheral glucose metabo-

lism might be a risk factor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asso-

ciation between elevated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and dementia. 

    Methods  A total of 279 elderly people (age 

ranges from 60 to 97 year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72.01 

± 8.270; among them, 173 were females, accounting for 

62.0%)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All the participants 

had completed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surveys, c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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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 assessments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and blood bi-

ochemical tests, and their APOE gene polymorphisms 

were determin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o exrplore the imaging mechanism of FBG's influence 

on cognition, we also recruited 54 elderly people as 

study subjects (matched by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 

by 1:1), and all of them underwent a standard T1-

weighted MRI, from which the volumes of the hippo-

campus and amygdala as well as the cortical thickness 

of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rACC)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 the demen-

tia group (7.80±3.893 mmol/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than that in the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group(5.75±2.158 mmol/L)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5.53±1.647 mmol/L),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

icant difference (p>0.05) between MCI group and nor-

mal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p=0.014, 

OR=1.050, 95%CI:1.010~1.092) was a risk factor for 

MCI, while education (p<0.001, OR=0.865, 

95%CI:0.802~0.933) was a protective one; age 

(p=0.016, OR=1.117, 95%CI:1.021~1.222), FBG 

(p=0.001, OR=1.448, 95%CI:1.153~1.818), APOE E4 

(p=0.029, OR=4.686, 95%CI:1.172~18.729) were risk 

factors for dementia, while education (p=0.014, 

OR=0.833, 95%CI:0.719~0.964)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What’s more, the left rACC cortical thickness of the in-

dividuals with ab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i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CA scores (r=-

0.333, p=0.015). However,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POE E4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or elevated FBG. 

    Conclusion  FBG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e-

mentia patients than in MCI and normal controls, and it 

is a risk factor for dementia, but not associated with 

APOE E4. FBG may affect cognitive decline by affect-

ing cortical thickness of the left rACC, but larger longi-

tudin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validate these findings 

 

 

 

Prevalence and Relative Factors of Health 

Anxiety of Elders in Community Health Care 

Centers 

 

Geng-Lin Yang1, Liantian Tian2, Yang Wang4, Jin Li6, 

Pei-Yuan Qiu3, Shan Rao5, Weihong Kuang6  

1）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2）华西医院 

3）四川大学 

4）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5）成都锦欣精神病医院 

6）华西心理卫生中心 

 

    Objective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i) to 

identify the prevalence of healthy anxiety (HA)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community health care centers, (ii) to 

see whether it was related to social, physical or psycho-

logical factors. 

    Methods  Design:Population-based observation 

study.Setting:Urban community health care centers in 

Chengdu, China,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8. 

Participants:893 participants with age ≥ 60 years.Meas-

urements:The Short HA Inventory was used for HA as-

sessment. Mental health status assessment was per-

formed using the Geriatric Depression Inventory and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Other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through face-to-face interviews.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PSS 19.0. 

    Results  The point prevalence rate of HA was 

9.53% (95%CI = 6.99%-12.07%). Positive factors asso-

ciated with HA was numbers of chronic conditions in 

regression analysis. Compared with participants without 

chronic diseases, people with ≥3 chronic diseases (OR 

= 6.452, 95%CI = 2.149-19.370) had higher odds of suf-

fering from HA. 

    Conclusion  Prevalence of HA in the elderly was 

higher than in general population. Certain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were significant impact factors, 

such as chronic physical diseases.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situation of HA in this population. 

 

 

 

耳压磁电刺激耳迷走神经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睡眠障碍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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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琳 2 张博 1 宋磊 1 白布加甫? 高娃 1 居西昆?阿

合买提 1  

1）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2）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 

 

    目的  观察耳压磁电刺激迷走神经耳支治疗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睡眠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88 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 43 例和治疗组 45 例，采用自主研发的耳压

磁电刺激仪治疗，治疗组患者双侧外耳耳甲部迷走

神经支配区作为剌激部位，对照组患者双侧耳舟部

作为刺激部位，进行刺激治疗，治疗 4 周。在基线

与 4 周后对 2 组进行匹兹堡睡眠质量问卷（PSQI）

及多导睡眠监测 （PSG）测评。 

    结果  治疗 4 周后，组间比较：两组治疗前基

线 PSQI 总分及各因子分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05)；治疗 4 周后，治疗组在睡眠质量、入

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日间功能

障碍得分及 PQSI 总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 ＜0.05) ；组内比较：治疗组治疗 4 周后

在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

障碍、日间功能障碍得分及 PQSI 总分均低于基线

期( P ＜0.05)；对照组治疗 4 周前后总分及各因子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组间比较：

两组治疗前基线睡眠监测各参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P ＞ 0.05)；治疗 4 周后，治疗组在 TST、

SE、REM 指标高于对照组，而 TIB、SOL、WASO、

NREMⅠ低于对照组，( P ＜0.05) ；组内比较：治疗

组治疗 4 周后在 TST、SE、AI 及 REM 指标高于基

线， 而 TIB、 SOL、 WASO、NREMⅠ指标低于基

线，( P ＜0.05)；对照组治疗 4 周前后总分及各因子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患者血常

规、尿常规、血生化及血压在治疗前后均无明显变

化，睡眠日记卡中也无不良反应记录。 

    结论  耳压磁电刺激仪可缓解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睡眠障碍，具有一定远期疗效，且较为安全。 

 

 

 

路易体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区局部一

致性的比较研究 

 

张明 1,2 谢腾 1 王志江 1 吕晓珍 1 于欣 1 王华丽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市痴

呆诊治转化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国家精神心理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

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100191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广州，

510630 

 

    目的  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探索路易体痴

呆和阿尔茨海默病脑区局部一致性（mReHo）的异

同。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纳入 200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记忆障碍诊疗与研究中心就诊的路易体痴呆患者

（DLB 组），共 43 例，选取年龄、性别、受教育年

限、疾病严重程度、总体认知水平相匹配的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AD 组）43 例以及年龄、性别、受教

育年限相匹配的正常对照（NC 组）43 例。所有研

究对象都收集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等一般人口

学资料，完成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临床痴

呆评定量表（CDR）评定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

采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间的 mReHo 值进

行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间的 mReHo 值

进行比较。统计学显著性水平为 α < 0.05。 

    结果  和 AD 组相比，DLB 组在双侧枕中回、

枕上回、距状裂皮层和楔叶的 mReHo 值存有显著降

低（P<0.05）。分别和 NC 组比较，DLB 组、AD 组

均未发现 mReHo 值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的

脑区。 

    结论  路易体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局区

部功能活动存在差异，这可能为二者的鉴别诊断提

供参考。 

 

 

 

Prevalence of Late Life Depression in Com-

munity-residing Elderly Adults From Pri-

mary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Institutions: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y Study 

 

段莉 1 朱刚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has exacer-

bated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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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xiety, depression / depressive disorder, loneliness 

in the elderly. With the degree of aged phenomenon 

worsening, family-focused pattern of elderly care ser-

vices popularized,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health services model of community family physi-

cians, we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valence 

of late life depression in community-residing elderly 

adults who had contracted with family doctors in the pri-

mary community service institutions (PCHSI), aiming 

at providing strong and suitable evidence fo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arly screening, early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ate life depression in community-

dwelling elderly resident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cross-sectional epide-

miological survey of the prevalence of late life depres-

sion (LLD) in a sample of elderly from PCHSI. One-on-

one, face-to-face constructed interviews were imple-

mented by trained interviewers with Geriatric depres-

sive scale (GDS), the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

atric Interview (MINI)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bjectiv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quality of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field survey was verified and corrected by the 

methods of logic check employing computers, phone-

call check by quality controllers and psychiatrics of the 

research group. 

    Results  The screening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656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residents (have 

contracted with general partitioners) with MINI, GDS 

and HAMD, and the prevalence of LLD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measurements were 20.7%，22.4% and 

20.6%. Further chi-square analysis found that 12 varia-

bles expres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in the 

prevalence of LLD, such as sample source, marital con-

dition, have children or not, habitation manner, history 

of chronic illnesses. 

    Conclusion  LLD in community-dwelling el-

derly residents is significant and frequent, which should 

be concerne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med-

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Measurement differences 

lead to the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about the preva-

lence of LLD. 

 

 

 

Based on Decision Tree Model for Exploring 

The Risk Factors of Late Life Depression 

 

段莉 1 朱刚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Objective  Depressive disorder has become the 

most common mental disorder that seriously endangers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leading to social impair-

ment, reduc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lderly. Previous studies were limited to investigating 

risk factors, but lacked any discussion of the internal re-

l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fact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 decision tree model as a screening 

tool for unrecognized late life depression by conducting 

large sample investigation in primary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institution (PCHSI). 

    Methods  We conducted a cross-sectional epide-

miological survey in a sample of elderly from six 

PCHSI. One-on-one, face-to-face constructed inter-

views were implemented by trained interviewers with a 

set of questionnaires, such as Geriatric depressive scale 

(GDS), Life Event Scale for the Elderly (LES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omatic Self-rating Scale (SSS), Irra-

tional Beliefs Scale (IBS), and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

ing Schedule (SDSS). Afterwards, data obtained from 

737 respondents was used to build models of late life 

depression by employing decision tree analysi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ecision tree 

analyses, social dysfunction, the mild and above level 

of somatization symptom, the elderly life events scores 

≥ 65, scores of strength (subscale of CD-RISC) < 25, 

neurotic personality trait, sleep disorder, and scores of 

optimism (subscale of IBS)＜26,  and scores of low 

frustration tolerance (subscale of IBS) ≥22 can be used 

as predicted risk factors of late-life depression. The cor-

rect classification judgment rate of the model was 

89.45%.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ere 83.10%, 

92.17%, 81.94% and 92.73%.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ere 0.951 (0.934-0.968). 

    Conclusion  Based on decision tree mode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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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 factors of late life depression included social 

dysfunction, significant somatization symptoms, high 

stress life events, low level of mental resilience, high 

level of irrational beliefs, poor sleep quality, neurotic 

personality.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odel has 

good performance and can be used for screening late life 

depression patients in clinical and community health in-

stitutions. Findings of the seven risk factors will help 

researchers and parents assess the risk of late life de-

pression quickly and easily. 

 

 

 

A Study of Regional Homogeneity of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Liu Li2, Wang Dong1  

1）苏州市广济医院 

2）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Objective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arly stage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but the diagnostic predictive markers for MCI pa-

tients are still unclear. 

    Methods  Here we have identified the brain func-

tion activity changes in MCI patients by using the rest-

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

fMRI). A total of 28 MCI patients and 38 age- and gen-

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from the Wuxi Mental 

Health Center were recruited, and their abnormal spon-

taneous brain activities in the MCI were examin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 MCI patients exhibited reduced re-

gional homogeneity (ReHo) in the right superior tem-

poral gyrus,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left angular 

gyrus and superior marginal gyrus. In addition,the cor-

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ReHo in these regions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AD Assessment Scale-Cog-

nitive score in MCI. 

    Conclusion  We concluded abnormalities in the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

rus, left angular gyrus and superior marginal gyrus with 

MCI, suggesting that the right language network may be 

impaired in MCI, which may provide a better under-

standing of dementia progression and potentially com-

prehensive treatment in MCI. 

 

 

 

胰高血糖素样肽改善 APP/PS1 阿尔茨海默病

模型小鼠认知行为功能及其机制研究 

 

毛延平 1 于恩彦 1  

1）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究胰高血糖素样肽改善 APP/PS1 阿尔

茨海默病模型小鼠认知行为功能和减缓其淀粉样蛋

白沉积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将采购自南京动物中心的 10 月

龄 APP/PS1 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按随机表法分

为胰高血糖素肽腹腔注射组（治疗组）和生理盐水

腹腔注射组（对照组），予 24℃恒温，12 小时光照，

12 小时黑暗，充足的饲料和水分。完成 3 周分组治

疗后，通过旷场实验监测小鼠的探索行为，通过水

迷宫实验评估小鼠的认知功能；采用 Western Blot 检

测小鼠脑内淀粉样蛋白，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通过

Pearson x2 检验、t 检验及协方差分析对研究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当 P＜0.05 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果  在旷场实验中，治疗组阿尔茨海默病模

型小鼠的大步伐运动距离（116.03±36.32）和对照组

（71.66±26.21）存在显著性差异，治疗组阿尔茨海

默病小鼠的大步伐运动时间（2281.46+1002.61）和

对照组（1244.83±565.87）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水迷

宫实验中，治疗组小鼠的穿越平台次数（1.43±0.90）

和对照组（1.00±0.92）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脑内病

理学标志物检测结果中，治疗组小鼠和对照组的脑

内淀粉样蛋白沉积量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胰高血糖素样肽治疗对 APP/PS1 阿尔茨

海默病模型小鼠具有增加探索行为和延缓认知功能

衰退的作用。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CM-based 

Constitution Among Elderly with Risk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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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墨 1 房圆 1 李霞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 

 

    Objective  This study observed the distribution 

of TCM-based Constitution of elderly people who were 

at risk of cognitive impairment(RCI) in the community, 

and studie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popula-

tion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such populations.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came from the popu-

lation who attended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Sijing 

community i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Evaluators 

who had  uniformly trained conducted neuropsycho-

logical assessment and collected general clinical data. 

The general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classified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TCM-based 

Constitution. 

    Results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dis-

tribution of TCM-based constitution included 4302 el-

derly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who completed TCM-

based constitu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ognitive screen-

ing. Among them, 431 were at cognitive risk, with an 

average age of 69.9±6.3 years old. There wer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al between 

the elderly with RCI and the normal elderly , p<0.05. A 

further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constitution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hlegm-damp constitution with RCI was 6.5%,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n-phlegm-damp constitu-

tion,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 further comparison of the physical distribution of peo-

ple of different genders found that among women, the 

proportion of phlegm-damp constitution with RCI was 

5.1%, which was lower than non-phlegm-damp. Among 

men, the proportion of blood-stasis constitution with 

RCI was 3.9%, which was higher than non-blood-stasis 

constitution,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Further comparison of the TCM-based consti-

tution  distribution of peopl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found that among the elderly 60-79 years old, the pro-

portion of phlegm-damp constitution with RCI was 

6.2%, which was lower than non-phlegm-damp consti-

tution,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CM-based constitution identification in the commu-

nity can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early iden-

tification of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CI.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小剂量氨磺必利治疗老年

抑郁症的疗效及对睡眠质量及认知 

 

殷世龙 1 钟晓珍 1  

1）福建省龙岩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小剂量氨磺必利

治疗老年抑郁症的疗效及对 睡眠质量及认知功能

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  70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 各 35 例，对照组患者单纯口服艾司西酞普兰治

疗，观察组患者口服艾司西酞普 兰联合氨磺必利，

两组患者均治疗 16 周，治疗前、治疗 8 周、治疗 

16 周结束时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

(PSQI)、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试(RBANS) 评

估睡眠质量及认知功能变化，采用蒙哥马利抑郁评

估量表 (MADRS)、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  17 项

(HAMD-I7)评判临床疗效，采用副反应量表 (TESS)

评判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结果 组内比较，对照组

和观察组治疗前、治疗 4 周、治疗 8 周 PSQI 评

分、MADRS 评分、HAMD-17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组间比较，观察 组治疗 4 周、治疗 8 

周 PSQI 评分、MADRS 评分、HAMD-17 评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组

内比较，对照组和观察组治疗前、治疗 4 周、治 疗 

8 周延时记忆、注意、言语功能、视觉广度、即刻记

忆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组间比较，观察

组治疗 4 周、治疗 8 周延时记忆、注意、言语功

能、视 觉广度、即刻记忆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 的临床总有效

率 为  91.43%(32/35) ，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74.29%(26/3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x2=8.333，

P<0.05。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7.14%，观察组

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 20%，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x2=0.094，P>0.05。 结论 艾司西

酞普兰联合小剂量氨磺必利治疗老年抑郁症疗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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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优于单一艾 司西酞普兰效果，能够更好改善抑

郁状态，且能有效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及认知功 能，

且起效速度更快，不良反应发生率未明显增加。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量表评分比较 组

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小剂量氨

磺必利治疗老年抑郁症疗效确切，优 于单一艾司西

酞普兰效果，能够更好改善抑郁状态，且能有效改

善患者睡眠质量 及认知功能，且起效速度更快，不

良反应发生率未明显增加。 

 

 

 

Mediative and Moderative Effect of Neuro-

psychiatric Symptoms on Cognitive Impair-

ment in Patients with Late Life Depression 

 

张敏 1 钟笑梅 1 陈贲 1 王强 1 陈辛茹 1 吴章英 1 周

华荣 1 张斯 1 杨铭枫 1 林高宏 1 宁玉萍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Late life depression (LLD) is a com-

mon psychiatric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persistent low 

mood, cognitive impairments and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NPS).The cognitive impairments frequently 

persist after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dementia. Since NPS is closely asso-

ciated with dementia conversion and is common in LLD, 

our study explored the NPS characteristics in LLD and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PS and cogni-

tion, aiming to clearify the role of NPS on cognition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on the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LLD. 

    Methods  The current study recruited 197 remit-

ted-state LLD patients (rLLD), 70 acute-state LLD pa-

tients (aLLD) and 141 normal controls (NCs). A battery 

of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were used to assess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and domains of 

memory, language, processing speed, executive and 

visuospatial skill.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and Neuropsychiatric inventory (NPI) were 

used to evaluate depression severity and NPS, respec-

tively. An explan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ex-

tract the principal factors from NPI. Medi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whether NPS aggravated the cogni-

tive impairments of LLD group, while moderation anal-

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of NPS 

between rLLD and aLLD groups.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HAMD, NPI-total and items except for euphoria, 

MMSE and all domains between NC and LLD groups.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xtracted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Emotional factor, Behavioral factor and Psy-

chotic factor, which accounting for 52.19% of variance. 

Give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NPI and cogniton found 

by partial analysis, a medi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nd found that NPI-total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groups and MMSE (β=-6.499, p＜0.001), 

memory (β=-1.936, p＜0.001) and processing speed 

(β=-1.828, p＜0.001). Behavioral factor partially medi-

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s and MMSE (β=-

6.499, p＜0.001) and further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LLD group and MMSE (β=-1.33, p=0.025). 

Furthermore, in patients with one-year follow-up, Be-

havioral factor on baseline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change of MMSE (r=0.175, p＜0.05). 

    Conclusion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firstly inves-

tigate the NPS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with LLD and 

found Emotional, Behavioral and Psychotic factors in 

this populat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Behavioral 

factor of NPS exerted a partial mediated effect on cog-

nitive impairments in LLD compared to NC and exerted 

a moderated effect on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rLLD 

compared to aLLD. Behavioral factor also predicted the 

global cognition change after one-year follow-up. In 

summary, clinician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relief 

of depression, but also value the treatment of NPS, es-

pecially the behavioral symptoms. This may be able to 

ease the aggravating effect of NPS on cognition and 

benefit LLD patients in the long term 

 

 

 

Abnormal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Anxious 

Depression 

 

李梦雪 1 孔令韬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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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Anxious depression is one of the sub-

type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defined as " with 

anxious distress specifier " in DSM-5. Compared to ma-

jor depressive disorders without anxiety, patients with 

anxious depression have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

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worse treatment outcomes 

and remission rates, and poorer prognosis. Current find-

ings regarding on abnormal integrity of white matter in 

anxious depression are inconsistent. This study applied 

DTI to explore the altered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pa-

tients with anxious depression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 non-anxious depression. 

    Methods  DTI data were acquired from 30 medi-

cation-naive outpatients with non-anxious depression 

and 55 with anxious depression and 88 demographically 

similar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Voxel-based analysis 

and Region of Interest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val-

ues among 3 groups. Pearson’s correlations were per-

form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 values 

and the score of HAMA-14 and HAMD-17.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anxious depression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FA values in left PTR, 

left FX and right ACR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nd there was variability in the integrity of the white 

matter in right PTR and Left FX between the anxious 

depression and non-anxious depression patients. We 

also fou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left FX and both depression 

(r=-0.174; p<0.05) and anxiety (r=-0.174; 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anxious depression 

had abnormal white matter changes. Abnormal WM in-

tegrity in fiber pathways, including right PTR and Left 

FX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uropathology of 

anxious depression and might help to identify anxious 

depression from non-anxious depression. 

 

 

 

纳洛酮+奥氮平治疗兴奋型老年性谵妄对患

者血生化指标、DRS 评分的影响 

 

张伟 1  

1）吉林省神经精神病院 

 

    目的  谵妄是一种多发于老年人群的精神运动

行为障碍，据调查重症患者发生率约 11%-80%，一

旦发生此症状，将会极大程度增加医源性肺炎、肺

梗死、压疮等发生风险，延长住院时间及增加住院

费用，致死率增加 3 倍，且谵妄每持续 1d，致死率

增加 10%。兴奋型是谵妄常见类型之一，患者激越、

躁动、言行及饮食异常，给临床管理工作带来了极

大挑战。因该病病因难以明确且治疗难度大，给予

对症支持治疗效果有限，采用能够控制兴奋激越症

状的药物方案尤为重要。本研究以 80 例患者为例进

行对比研究，主要探讨纳洛酮+奥氮平治疗的作用机

制，探讨纳洛酮+奥氮平治疗兴奋型老年性谵妄的作

用机制，观察患者血生化指标、谵妄评定量表（DRS）

评分变化。 

    方法  以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

的 80 例兴奋型老年性谵妄患者为样本，抽签法分为

对照组、观察组各 40 例，分别采用奥氮平治疗、奥

氮平+纳洛酮治疗，对比两组治疗效果、血生化指标

及 DRS 评分差异。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起效剂量较少，

起效时间较短（P＜0.05）；治疗后观察组 DRS-R-98

评分、PANSS-EC(阴性症状与阳性症状兴奋因子)评

分低于对照组,各项血生化指标水平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奥氮平+纳洛酮治疗联合药物方案治疗

兴奋型老年性谵妄的有效性高。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dor Identification and 

Cogni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 Spectrum: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王强 1,2 宁玉萍 1 陈贲 1 钟笑梅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 

 

    Objective  Odor identification dysfunction is an 

early predictor of develop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but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NPS), which are 

common in AD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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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odor identification dysfunction. 

When using odor identification dysfunction to predict 

cognitive decline in AD and MCI, whether its specific-

ity of may be affected by NPS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Patients (233 with MCI and 45 with 

AD) and 45 healthy controls underwent assessments of 

odor identification (Sniffin’ Sticks), NPS (Neuropsychi-

atric Inventory-12), and cognitive function (global cog-

nition, memory, language, executive function, Visual-

spatial skill, and atten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g (SEM) with bootstrapping estimation was con-

du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dor identifi-

cation dysfunction, NPS and cognitive decline. 

    Results  Patients with NPS showed significantly 

worse performance in odor identification and cognition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out NPS and healthy con-

trols. The SEM showed that odor identification was pos-

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gnition, and cognition exhib-

ited special indirect effects on odor identification 

through affective symptoms and psychosis symptoms 

(two factors extracted from the Neuropsychiatric Inven-

tory-12). Additionally, affective symptoms and psycho-

sis symptom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cognition 

on odor identification. 

    Conclusion  NPS is associated with odor identi-

fication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D and MCI. Stud-

ies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dor identifica-

tion dysfunction and cognitive decline in AD and MCI 

should include an assessment of affective symptoms and 

psychosis symptoms, and adjust their mediated con-

founding effects. 

 

 

 

女性老年抑郁症TSH升高与临床症状及认知

功能的关系 

 

田雪 1 孙达亮 1 白凤凤 1 李美娟 1 李宝珠 1 江芮 1 

李晓征 1 李敏 1 张冉 1 顾培 1 刘庆贺 1 于雪 1 周佳

男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探讨TSH升高对女性老年抑郁症的临床

症状以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5 月在天津

市安定医院老年科住院的女性抑郁症患者 19 人，采

用电化学发光法对甲状腺功能进行测定，根据促甲

状腺激素（TSH）是否大于 4.2μIU/mL，将患者分为

TSH 正常组（n=14 人）和 TSH 升高组（n=5 人）。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版（HAMD-17）评定

抑郁症状，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14 项版（HAMA-14）

评定焦虑症状，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北京版（MoCA）

评定神经认知功能，比较两组入院时以及治疗 6 周

后的临床症状以及认知功能。 

    结果  入院时 TSH 升高组 HAMD 焦虑/躯体化

因子以及 HAMA 认知功能项得分明显大于 TSH 正

常组（P＜0.05），MoCA 中抽象能力得分明显小于

TSH 正常组（P＜0.05）。治疗 6 周后，两组在临床

症状及认知功能评估中未表现出明显差异。TSH 升

高组治疗 6 周后与入院时相比，HAMA 中害怕项评

分显著降低，HAMD 及 MoCA 各项目分、因子分及

总分无明显差异。TSH 正常组治疗 6 周后与入院时

相比，HAMA 总分及各因子分以及 HAMD 总分及

焦虑/躯体化、认知障碍、阻滞、睡眠障碍因子分均

明显下降，MoCA 总分明显升高（P＜0.05）。相关分

析发现 TSH 值与入院时 MoCA 注意项得分呈显著

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9（P＜0.05）。 

    结论  女性老年抑郁症患者，TSH 升高可能导

致患者的认知功能减退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抽象

能力，且 TSH 升高可能导致其治疗效果较差，临床

症状及认知功能改善不明显。 

 

 

 

奥氮平群体药代动力学建模与仿真：应用于

老年患者的漏服研究 

 

肖桃 1 黄善情 1 李晓琳 1 刘舒静 1 尚德为 1 温预关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老年精神疾病患者漏服剂量是精神疾病

治疗时常见问题，如何合理的制定漏服补救方案，

对临床有效治疗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拟建立老年

患者服用奥氮平的群体药代动力学（PPK）模型，并

应用于依从性场景研究提供漏服药补服方案。 

    方法  回顾性收集奥氮平治疗的老年精神科住

院患者（≥65 岁）的治疗药物监测数据，通过高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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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色谱串联质谱法（HPLC-MS/MS）测定患者奥氮

平的血药浓度，建立老年人奥氮平 PPK 模型。以每

晚 21 点口服 10mg 为给药方案，设计一次漏服或连

续三次漏服场景，应用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

（NONMEM）模型仿真对患者不同时间段补服方案

进行模拟，以 68%的血药浓度数据范围作为老年人

个体有效治疗范围，评估不同漏服情况下对奥氮平

PPK 参数的影响，并设计相应的补救方案，补服剂

量可最小精确到常用规格（5 或 10mg）的四分之一。 

    结果  收集了来自治疗药物监测（TDM）数据

的 140 名老年患者的 474 个血药浓度信息。建立了

一室模型一阶吸收，无显著影响因素的奥氮平 PPK

模型。系统清除率（CL/F）和表观分布容积（V/F）

的群体典型值分别为 18L/h 和 785L。仿真策略采取

想起时立即服用 10 mg，然后在下一个预定时间（晚

上 9 点钟）服用第二个治疗剂量，并在随后的预定

时间服用常规剂量（10 mg）。第二个治疗剂量，取

决于时间延迟的长度，随着延迟的增加，补服剂量

减少。若漏服一次，想起时不补服，在下次常规时间

服用 16.25 mg；漏服三次，想起时不补服，在下次

常规时间服用 21.25 mg。 

    结论  患者发生漏服，不推荐直接补服加倍剂

量，应根据漏服时想起时间，补服对应剂量。本研究

提供了补救剂量的方案，为患者漏服用药时提供了

一定的参考。 

 

 

 

门诊老年抑郁症患者抗抑郁药物使用及共病

情况分析 

 

汪晓 1 陈雪彦 1 张新乔 1 王曾 1 马向林 1 张庆娥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了解门诊老年抑郁症患者的药物使用情

况及共病情况。 

    方法  基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心

理健康大数据平台，采用 OMOP 通用数据模型

（OMOP Common Data Model, OMOP CDM），筛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2013年1月至2019

年 8 月的门诊患者，明确诊断为抑郁发作、复发性

抑郁障、伴或不伴精神障碍的重度抑郁发作、伴或

不伴躯体症状的抑郁发作，年龄≥60 岁且资料完整

的门诊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老年抑郁症患者

的用药情况及合并疾病的情况。 

    结果  共提取 47334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女性

占 31854 例（67.30%）、男性占 15480（32.70%）。

年龄分布多集中在60~70岁，共31817例（67.22%）、

70~80 岁之间共 11097 例（23.44%）、80~90 岁之间

共 4129 例（8.72%）。共提取出 12177 例患者的病程

情况，病程 1 年之内的 5388 例（44.25%），病程 1~5

年的为 2965 例（24.35%）, 病程 5~10 年的为 1870

例（15.36%），病程 10 年以上为 1954 例（16.01%）。

门诊费用分布情况分析显示，平均每次就诊花费约

646.27 元，每次就诊花费多集中在西药（22.97%）

和中草药（19.38%），而化验费（6.92%）和检查费

（11.46%）较少。在药物使用方面，苯二氮卓类的

占比最大（77.77%），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占

59.0%，NE 能与 DA 再摄取抑制剂(Norepinephrine-

dopamine reuptake inhibitors, NDRIs)占 0.7%，NA 能

和特异性 5-HT 能抗抑郁剂(Noradrenergic and Spe-

cific Serotonergic Antidepressants, NaSSAs)占 36.2%，

选择性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

(Serotonin–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s)

占 18.44%，抗精神病药物类占 29.5%。老年抑郁症

患者共病前 3 名分别是广泛性焦虑障碍（83.6%）、

非器质性失眠（63.77%）和妄想状态（16.41%）。 

    结论  老年抑郁症女性比男性多见，反映出老 

 

 

 

经颅磁刺激联合言语康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Logopenic 型进行性失语一例 

 

龚倩 1 田思思 2 帅贤海 3 姚家树 1 陈炜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3）衢州市第三医院 

 

    目的  Logopenic 型进行性失语（Logopenic pro-

gressive aphasia，LPA）是罕见的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AD）特殊类型，临床容易误

诊，治疗方法有待探索。 

    方法  本文通过病例分析与文献复习，思考诊

断与治疗得失，为临床医生诊治 LPA提供新的思路。 

    结果  本例 59 岁女性患者，主要症状为言语不

利、认知功能下降。言语不利表现为语速慢，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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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有频繁的找词停顿，命名性失语，语量少，语

音、语调正常，句法简单，无语法错误；对句子的理

解和复述障碍，对单词的理解和复述保留。完善血

液和脑脊液、脑电图、磁共振成像、18F-FDG-PET

（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18F-flu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

mography 补充中英文全称），结合临床表现，诊断为

LPA。给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和康复言语训练 10

次，联合多奈哌齐等综合治疗后，患者语言流利程

度及认知功能较前改善，但仍存在取词困难。 

    结论  该例患者的就诊经历提示，对老年患者

的诊治，即使仅仅是精神病性症状、情感症状的表

现，也要重视认知障碍的筛查。目前关于 LPA 的治

疗仍没有较好的办法，通过本例患者证实短期重复

经颅磁刺激治疗联合言语康复训练可以一定程度改

善语言功能与认知功能，为今后临床治疗提供了新

的治疗方法。 

 

 

 

Autoethnography of An Existential Crisis:  

A Chinese Male’s Statement 

 

朱鑫浩 1 于恩彦 1  

1）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 

 

    Objective  The Existential Crisis is a name given 

to any confused and high-anxiety period in which a per-

son attempts to find thei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to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is autoethnography, 

I present my experience of Existential Crisis and outline 

the ensuing journey to create personal meaning in life. 

This paper also offers readers an insider's view of what 

it is like to be a young male growing up in China for the 

95s, with its background of eastern Confucian culture 

and collectivism. 

    Methods  This paper employs a qualitative re-

search method, autoethnography,  an approach to re-

search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 in a social and cul-

tural context that seeks to describe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 a person's own experience in order to under-

stand a particular cultural experience.  Using this 

methodology, I can reflect on my own experience of Ex-

istential Crisis in my particular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

ground, analyzing the impacts these social and cultural 

powers and values have on me. Using storytelling and 

self-dialogue, I explore how my Existential Crisis 

sprang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inner demands and the 

outside expectations, representing the clash between in-

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Results  During the journey of managing my past 

memory, I found that I was surrounded by numerous 

conditional regards, which tortured my wills to achieve 

autonomy and repressed the authentic self. Those con-

ditional regards, especially outside expectations, were 

from the family, education system,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as well as social expec-

tations for teenagers, focuses mainly on the abundance 

of knowledge and the way to use it, rarely concerning 

their mental demands nor wishes about the future. Be-

sides, with less support from the family and school, 

teenagers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explore the world 

themselves. Then, it may enhance difficulty in the pro-

cess of integrating personality and creating life meaning, 

contributing to an existential crisis. 

    Conclusion  This work examines how making 

subjective commitments and creating personal certainty 

    allowed me to ease the anxiety of uncertainty, to 

bravely face my Nothingness. Utilizing the ideas of ex-

istentialism and re-narrative, I was able to find a way to 

continually explore and exploit my balance between self, 

others, and society, which I use to allow me to live in 

here-and-now freely and thus engage with life. 

 

 

 

Agitation and Apathy Increase Risk of De-

mentia in Psychiatric Inpatients with Late-on-

set Psychiatric Symptoms 

 

邵园 1 许海云 2 王建 1 王永军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Objective  A diagnosis of dementia in middle-

aged and elder people is often complicated by physical 

frailty and comorbid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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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Ss).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NPSs as a risk 

factor for dementia.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figure 

out to what extent individual NPS and certain demo-

graphic factors increased the risk of dementia in middle-

aged and senior psychiatric inpatients. 

    Methods  127 middle-aged and senior patients 

admitted to psychiatric wards for late-onset (age ≥ 50 

years) psychiatric symptoms were included and catego-

rized into dementia or non-demented psychiatric disor-

ders (NDPD). The patients’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medical records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first hos-

pitalization and subjected to statistical analyses. 

    Results  41.73% of the registered psychiatric in-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dementia in which Alz-

heimer’s disease (AD) was the dominant subtype. The 

NDPD group consisted of nine individual diagnoses, ex-

cept for schizophrenia. The frequencies of dementia in-

patients increased with first episode age while that of 

NDPD inpatients decreased with first episode age. In the 

enrolled inpatients, most of dementia patients were 

males while females accounted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of NDPD patients. 58.49% of enrolled dementia inpa-

tients presented cognitive deficit (CD) as the initial 

symptom while the remaining 41.51% showed NPS as 

initial symptom. Of the 12 NPSs, agitation and apathy 

greatly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dementia in 

psychiatric inpatients with late-onset psychiatric symp-

tom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added evidence that 

the demented patients admitted to psychiatric ward are 

more likely to be male, older first episode age, and have 

characteristic NPS including aberrant motor behavior 

(AMB), hallucinations, agitation, irritability and apathy. 

Further, this stud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gita-

tion and apathy of NPSs functioning as risk factors of 

dementia in these inpatients. 

 

 

 

老年期抑郁障碍与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脑氧

合血红蛋白浓度变化的 fNIRS 研究 

 

霍璐瑶 1,2 仝玉杰 1,2 高盼月 1,2 刘瑶 1,2 刘莎 1,2 徐

勇 1,2,3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治疗

精神障碍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3）山西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系 

 

    目的  在老年期抑郁障碍（LLD）的人群中，认

知损害的存在使人很难区分抑郁发作的认知下降以

及退行性疾病特别是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认知障碍。

尽管目前 AD 的诊断已趋于成熟，然而 AD 的早期

阶段---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aMCI）与 LLD 常常难

以鉴别。aMCI 的老年人群中，抑郁的发生率可达

15.7%-44.3%。而老年抑郁症(LLD)患者约 60%存在

认知损害，因此探讨 LLD 与 aMCI 早期鉴别诊断的

生物标志物，对于疾病的治疗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应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ｆＮＩＲＳ）

研究 LLD 与ａＭＣＩ大脑活动的差异。 

    方法  选取 9 例符合 DSM-5 诊断标准的中重

度抑郁障碍患者，10 例符合 petersen 诊断标准的

aMCI 患者和 10 例正常对照，年龄均≥55 岁，应用

52 通道的 fNIRS 测评完成语义言语流畅性任务

（VFT）时前额叶及颞叶的血流动力学变化。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三组在VFT任务期间氧合血红蛋

白浓度（ｏｘｙ－Ｈｂ）变化的差异。 

    结果  VFT 任务期间，LLD 组组词明显少于对

照组[(6.4±2.2)个 vs. (9.0±1.5), p=0.004]，aMCI 组组

词 明 显 少 于 对 照 组 [(7.1±1.5) 个 vs. (9.0±1.5), 

p=0.025]，LLD 组与 aMCI 组组词数目无显著差异。

与 aMCI 组相比，LLD 患者进行 VFT 时，中央后回

（33 通道）ｏｘｙ－Ｈｂ的平均浓度变化增高

（p=0.015），经 FDR 校正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LD

与 HC，aMCI 与 HC 在 VFT 期间额颞叶各个通道的

oxy-Hb 平均浓度变化均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局限性：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可能出现

假阴性结果，且只采用了单一的认知任务，将来的

研究应在提高样本量的基础上，增加情绪及多个认

知维度的实验范式，更好地发现认知活动下 LLD 与

MCI 大脑活动的差异性。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在发现老年抑郁障碍和遗忘

型轻度认知障碍大脑活动差异方面具有潜在的作用。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健康教育模式在老年睡

眠障碍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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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娟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目的  探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健康教育模式

在老年睡眠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提升老年人群

的主观幸福感，改善其健康状况，进一步为医疗护

理服务提供借鉴意义。 

    方法  选取山西省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精神卫

生科 2020 年 8 月～2021 年 3 月收治的 158 例老年

睡眠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各 79 例，观察组采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健康教

育和常规健康教育策略，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

策略，比较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 、 匹 兹 堡 睡 眠 指 数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分和患者的

睡眠主观感受。 

    结果  观察组患者睡眠积极感受增加，睡眠效

率、入睡时间、日间功能障碍、睡眠时间、睡眠障

碍、睡眠质量、睡眠药物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 SAS 得分低于对照组（P<0.0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老年人群的睡眠障碍患病率高达 49.9%，

已成为睡眠障碍的多发群体，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

健康教育模式应用于老年睡眠障碍患者是护理质量

持续改进的有效手段，通过确定方针目标和活动计

划，肯定并推广成功经验，减少老年人的负性情绪，

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提高睡眠质量，进而提高其

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水平。 

 

 

 

基于 EEG 探索伴或不伴抑郁特征轻度认知

障碍的神经电生理机制 

 

高盼月 1,2 霍璐瑶 1,2 刘瑶 1,2 刘莎 1,2 徐勇 1,2,3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

生科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治疗

精神障碍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3）山西医科大学心理卫生系 

 

    目的  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是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不同特征的 MCI 患者转归大不相同，其中伴发抑郁

特征的 MCI 人群痴呆的发病率更高，而老年抑郁症

（late-life depression，LLD）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精神

障碍，认知功能损害是其重要特征。本研究旨在基

于 EEG 寻找 MCI 的神经电生理标志物，探寻 LLD

与 MCI 基于 EEG 的鉴别指标，以期对其神经电生

理机制进行探究。 

    方法  选取 LLD、MCI 及与其年龄、学历、性

别匹配的≥55 岁的健康老年人（HC）各 10 例，采集

5 分钟闭眼静息态的 128 导脑电图数据，用 eeglab

对其进行组间差异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收集23例受试者脑电数据（HC 

9 例，MCI 9 例，LLD5 例），对三组受试者脑电数

据分别进行两两比较分析，未经校正前三者两两比

较差异脑区主要集中在额颞叶电极区域，LLD与HC

相比出现差异的电极频域为 5Hz 左右；LLD 与 MCI

相比，出现差异的电极频域为 13-20Hz；HC 与 MCI

相比，出现差异的电极频域为 1-4Hz 与 10-15Hz，其

中，在两两组间比较中 C6 电极均出现了差异。然而，

经过 FDR 校正分析后，无阳性结果（p＞0.05）。 

    结论  本研究经 FDR 校正后虽无明显阳性结

果，但经过组间两两比较后，结果提示 EEG 可能为

LLD 与 MCI 的鉴别带来希望，尤其 C6 电极可能成

为三者鉴别的指标。本研究纳入病例数过少，研究

结果受到局限，在今后的研究中，可继续扩大样本

量，同时采集任务态脑电数据进行研究，以更好地

研究 MCI 及 LLD 的神经电生理机制。 

 

 

 

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加工速度状况调查 

 

薛小保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加工速度功能

状况。 

    方法  对 101 例我院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采用

计算机化的认知功能成套测验系统测评工具，通过

3 项基础认知测验——连线测验（按从小到大的顺

序尽可能快地依次点击 25 个带有数字的小球）、符

号检索（判断右边的五个图形中是否包含左边的两

个图形，找到任意一个即可）、编码测验（图形与数

字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当屏幕上出现图形时，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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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出对应的数字并点击），评估患者加工速度，所

得结果与数据库中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相匹配的

正常老年人群对比。 

    结果  3 项测验中，标准分均为 50 分，老年期

精神障碍患者的连线测验得分为 35.99 分，提示加

工速度存在中度下降；符号检索测验得分为 28.20 分，

提示加工速度存在中重度损害；编码测验得分为

28.32 分，提示加工速度存在中重度损害。 

    结论  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加工速度明显低于

正常老年人群，在不同的测验中结果有所区别。在

较简单的连线测验（简单、不需要加入更多的认知

成分即可完成）中得分相对较高，测出的认知损害

程度较轻；在难度稍高的符号检索测验、编码测验

（难度较大，需要加入更多的认知成分才能完成）

中得分相对较低，测出的认知损害程度较为严重。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与其血清中炎症

因子水平相关性分析 

 

孙旺迪 1 于恩彦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血清

白介素-1β（IL-1β）、白介素-2（IL-2）、白介素-4（IL-

4）、白介素-5（IL-5）、白介素-6（IL-6）、白介素-8

（IL-8）、白介素-10（IL-10）、白介素-17（IL-17）、

白介素-12p70（IL-12p70）、肿瘤坏死因子-α（TNF-

α）、干扰素-α（TNF-α）、干扰素-γ（TNF-γ）,探讨其

与 AD 患者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本院

就诊的首次诊断为 AD 患者 30 例，另外选取同期于

本院健康体检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匹配者 30 例为对

照组，按照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估两

组的认知功能，比较两组之间血清中炎症因子水平,

采用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AD 患者认知功能与其血清

中炎症因子水平的关系。 

    结果  AD 患者血清中 IL-6、IL-10、IL-12p70 水

平高于对照组（p＜0.05），AD 患者 MMSE 评分与

IL-6、IL-10、IL-12p70 呈负相关（r=-0.299、-0.265、

-0.315，P＜0.05）。逐步回归分析显示，AD 患者组

中，IL-10、IL-12p70 分别进入以 MMSE 为因变量的

回归方程，IL-10 可以解释 MMSE 变异的 7.6%，IL-

12p70 可以解释 MMSE 变异的 8.2%。 

    结论  AD 患者血清中 IL-6、IL-10、IL-12p70 水

平升高，IL-10、IL-12p70 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 

 

 

 

Smoking Cess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Older Americans: A Cross-Sectional 

NHANES Study (2011–2014) 

 

张乔阳 1 董冠忠 1 陈芸 1 张敏 1 曹音 1  

1）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Objective  Smoking is known to associate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s. Smoking cessation is a life-

style intervention to diminish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late-life. The purpose of our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moking cessation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among elderly Americans. 

    Methods  We used data from the 2011 to 2014 

U.S.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 A total of 2970 participants aged over 60 

years with available data on the history of smoking and 

cognitive assessments were enrolled in our analysi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was evaluated with the digit 

symbol substitution test (DSST). We applied multivari-

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stim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moking cessation and cognition. Further, the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GAM) and the smooth 

curve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oking cessation and the DSST 

score. 

    Results  Smoking cessation was positively asso-

ciated with the DSST score, independent of gender, age, 

rac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BMI, drinking, physical 

activity, depression, and history of diseases (hyperten-

si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troke, diabetes, cancer). 

Former smokers who quitte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t 

the DSST test were 5.45 points higher (95% CI, 2.95 to 

7.95) than current smokers. Additionally, the dose-re-

sponse shape between time since cessation and the 

DSST score was monotonic and then leveled off at 4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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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sion  Smoking cess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cognition among the American elderly,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tobacco control. This 

study also demonstrates a non-linear association be-

tween smoking cess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Changes of Gut Microbial Metabolism and 

Serum Lipid Level on Schizophrenia at Dif-

ferent Stages 

 

姚理慧 1 朱翠珍 1 陈苑苑 1 程鹏 1 李经纬 1 石丽 1 

张许来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serum lipid 

and gut microbial metabolism in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and further explore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is-

ease at different stages. 

    Methods  Forty-two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acute stage（group A），41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re-

mission stage（group B）and 40 healthy volunteers

（group C）were recruited from Anhui Mental Health 

Center from November 2018 to July 2019. General de-

mograph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gender，age，height，

weight，BMI，and duration of schizophrenia were col-

lected. Clinical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were as-

sessed b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The blood sample was collected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total cholesterol（TC），high-density lipo-

protein（HDL），triglyceride（TG）， apolipoprotein 

A1（APOA1），apolipoprotein B1（APOB1）.The stool 

sample was collected to det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

crobial metabolism by using the liquid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And the association of microbial 

metabolism and blood lipid levels with schizophrenia 

was explored.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s of cognitive，excite-

ment，and depression factors，positive and negative sub-

scales and PANSS scale in group 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P<0.05）. The group C had higher 

average levels of HDL and APOA1 than both groups A 

and B（P<0.05）. The average level of TG in group B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s A or C（P<0.05）.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C level and depres-

sion factor score in group A（P<0.05）.There was a neg-

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DL level and negative sub-

scale score in group B（P<0.05）.The APOA1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sitive subscale score

（P<0.05），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egative 

subscale score（P<0.05）.PCA suggested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the metabolic composition of intestinal flora 

in groups A, B and C; a total of 2741 metabolites (1505 

up, 1236 down) were identified in the differential me-

tabolites A-C group, and 2132 species (up 1300, down 

832) in groups B-C (p<0.05). There were 34 and 52 dif-

ferential metabolic pathways present in groups A and B,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group C（P<0.05）. Which 

steroid hormone synthesis, sphingolipid metabolism, 

cortisol synthesis and secretion, ovarian steroidogenesis 

and regulation of lipid metabolism in adipocytes were 

associated with lipid metabolism. Moreover, group A 

also demonstrated abnormal biosynthesis of unsaturated 

fatty acid, bile secretion, linoleic acid metabolism and 

arachidonic acid metabolism pathway. 

    Conclusion  Some abnormal changes in blood li-

pid and microbial metabolism were found in both acute 

and remissio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 of which 

dyslipidemia may be 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nic 

symptoms，and the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 of mi-

croorganisms may further affect the lipid metabolism 

process of the host，both of them are high risk factors 

for schizophrenia and should be valued in further re-

search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

sode Schizophrenia 

 

Fanfan Yan1, Xulai Zhang1, Cuizhen Zhu1, Xialong 

Cheng1, Wenzhi Pei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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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serum inflam-

matory facto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symptoms. 

    Methods  40 cases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case group) and 36 healthy control cases (control group) 

were selected from May 2018 to December 2019 in An-

hui mental health center (Hefei Fourth People's Hospi-

tal). Use of hypersensitive chemiluminescence before 

patient admission intervention (MSD, Meso Scale Dis-

covery)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levels of the plasma 

PIGF、Tie-2、IFN-α、IL-13、IL-1β、IL-2、IL-4、IL-

6、IL-8、IL-10、CRP.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 (PANSS) and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symp-

toms.Nonparametric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classified 

variables and continuous variables.Spearman correla-

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

tween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clinical symp-

toms.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pre-

dict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Results  The levels of IL-1β,Tie-2, IL-4 and IL-8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The level of IL-

1β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PANSS 

positive subscale (r = 0.373, P < 0.05).The level of IL-

1β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PRS score (r = 0.417, 

P < 0.01).IL-8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NSS general symptom subscale score (r = - 0.322, P 

< 0.05).IL-1 β、 IL-8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re-

dictor.Age, gender and body mass index were not re-

lated to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 receptor. 

    Conclusio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have abnor-

mal immune function.The levels of IL-1β,Tie-2, IL-4 

and IL-8 were increased and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ymptoms.These markers may help to guide patients to 

choose antipsychotic drugs and provide more individu-

alized drug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所致

便秘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研究 

 

邵苗苗 2 徐越 1 方新宇 1 潘信明 2 胡秀秀 2 胡雪峰

2 文璐 2 石锐利 2 张向荣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2）南京市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便秘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利于便秘的临床防

治。 

    方法  选择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6 月

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的临床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159 例，根据罗马Ⅳ功能性便秘诊断标准将患者分

为便秘组( 56 例) 和非便秘组( 103 例) 。采用阳性

和阴性症状量表( PANSS) 评估精神症状，便秘评估

量表( CAS) 和布里斯托粪便分型量表( BSS) 评定

便秘严重程度; 比较便秘组与非便秘组社会人口学

及临床资料，运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便秘的

影响因素。 

    结果   159 例患者中发生便秘  56 例 ( 35. 

22% ) ，其中 45 例患者服用氯氮平，服用氯氮平者

便秘发生率为 55. 56% ( 25 /45 ) ; 服用非氯氮平者

便秘发生率为 27. 19%( 31 /114) ; 服用氯氮平者便

秘发生率高于服用非氯氮平者( χ2= 11. 376，P = 0. 

001) 。便秘组 CAS 量表评分高于非便秘组，BSS 

量表评分低于非便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便秘组病程、住院次数高于非便秘组，体重和

BMI 低于非便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P ＜ 0. 01)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BSS 评分

与体重、BMI 呈正相关关系，与病程、年龄呈负相

关关系( P ＜ 0. 05)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服用氯

氮平、BMI 低、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低是服用抗精

神病药物所致便秘的重要危险因素( P ＜ 0. 05，P 

＜ 0. 01) 。 

    结论  抗精神病药物所致便秘发生率高，临床

中对服用氯氮平和低 BMI 患者需要重视其便秘症

状。 

 

 

 

Study of IL-2 Levels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at Different Phases of Schizophre-

nia 

 

Wenzhi Pei1, Xulai Zhang1, Cuizhen Zhu1, Xialong 

Cheng1, Fanfan Yan1  

1）Anhui Mental Healt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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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sma IL-2 levels in th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and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Methods  Selected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and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admitted to 

the Anhui Mental Health Center (Hefei No. 4 People's 

Hospital) from May 2018 to December 2019 as the re-

search subjects, Use of hypersensitive chemilumines-

cence before patient admission intervention (MSD, 

Meso Scale Discovery)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levels 

of the plasma PIGF, VEGF-D, bFGF, IFN-γ, IL-13, IL-

1β, IL-2, IL-4, IL-6, IL-8, VEGF, Eotaxin, IP-10, MCP-

1. Comparing the levels of plasma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h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and recurrent schizo-

phrenia groups, collected general data, including social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 some inpatient elec-

tronic medical record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 (PANSS) and their component scores,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clinical symptoms, and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sma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he first-epi-

sode schizophrenia and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schizo-

phrenia.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first-episode schizo-

phrenia group, Plasma IL-1β[0.094(0.014,0.191)] pg/ml, 

IL-2 [0.292 (0.154, 0.531)] pg/ml, IL-4 [0.012 (0.004, 

0.024)] pg/ml, Eotaxin [237.51 (154.70, 275.64)] pg/ml 

are higher than the first-episode group IL-

1β[0.014(0.014, 0.014)] pg/ml, IL-2 [0.205 (0.076, 

0.349)] pg/ml, IL-4 [0 (0, 0.006)] pg/ml, Eotaxin 

[151.44 (131.63, 219.84)] pg/ml, The differences a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

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maining levels of inflam-

matory factors, Plasma IL-1β, IL-2 i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symptoms in PANSS (r=0.247, p=0.028), (r= -

0.288, p=0.01), Last step by step regression analysis 

hints that IL-2 (t= -2.212, p=0.03) is a risk factor for 

positive symptoms. 

    Conclusion  Inflammatory factors are disordered 

and uncoordinated at different phases of schizophrenia, 

and plasma IL-2 levels are expected to be a marker of 

prominent positi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联合治疗研究进展 

 

朱丹迪 1 潘伟刚 1 刘超猛 1 马辛 1 毛佩贤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是一

种起病隐匿、慢性、进展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是痴呆

的主要原因，占全部痴呆比例的 65%-70%。目前全

球有 3000 多万 AD 患者，预计到 2050 年，这一数

字将达到 1 亿左右(每 85 人中就有 1 人)。AD 是一

种复杂的多因素疾病，普遍认为其病理特征主要为

β 淀粉样蛋白（β-amyloid，Aβ）沉积和 tau 蛋白缠

结。迄今为止，AD 的发病机制不明，主流假说有胆

碱能和谷氨酸假说、Aβ 神经毒性假说、Tau 蛋白假

说、氧化应激假说以及神经炎性假说等。 

    针对 AD 目前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为“症状性

治疗”，指延缓认知功能的下降或改善激越、焦虑等

症状，但无法从机制上改善 AD 的疾病进程；另一

种为“疾病修饰治疗”（Disease-modifying therapy，

DMT），即通过干预疾病进程中导致细胞凋亡的潜

在的病理生理改变，从而对 AD 发挥持久的治疗作

用。多年来，AD 的治疗一直采用“一分子一靶点”

（One-molecule-one-target，OMOT）的策略进行，由

于 AD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所以实际疗效

并不理想。近些年“药物-联合-多靶点”（Combination-

drugs-multi-targets，CDMT）的治疗方式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人的肯定，CDMT 在其他疾病如癌症、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HIV）等，已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这可能是 AD 未来的治疗方向。AD 的药效学治疗方

案可以是 2 种及以上对症治疗的药物组合，或 2 种

及以上 DMT 的药物组合，也可以是对症药物联合

DMT药物的组合治疗。本文从AD的发病机制出发，

总结了 CDMT 治疗方案的研究进展。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舍曲林对卒中后抑郁患

者疗效的临床研究 

 

李婷 1 于恩彦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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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联合舍曲

林治疗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疗效，及对焦虑、认知及

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同时在治疗后进行随访，评

估 tDCS 治疗的后效应持续情况。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纳入 40 名卒

中后抑郁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实

验组采用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对照组采用假经颅

直流电刺激治疗，均服用舍曲林 50mg/d。所有患者

治疗 4 周，治疗后随访 4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4 周、治疗结束 2 周、治疗结束 4 周时

行量表评估，分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简易智力状态检查

（MMSE）、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对患者抑郁、

焦虑、认知水平、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估。采用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两组各量表评分进行组

间及组内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一般资料、HAMD、

HAMA、MMSE、MBI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时间主效应、组间

主效应及交互效应对 HAMD 评分影响均有统计学

意义。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及随访期间

HAMD 评分均显著下降 (P＜0.05)。两组 HAMD 评

分在治疗及随访各时间点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在治疗及随访期间降分幅度较对

照组更大，随访期间实验组仍能维持 tDCS 治疗期

间带来的优势效应。时间主效应、交互效应对HAMA

评分影响有统计学意义，组间主效应对 HAMA 评分

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在治疗及随访期间

HAMA 分数均显著下降（P＜0.05）。实验组和对照

组 HAMA 评分在治疗治疗 4 周开始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实验组 HAMA 评分下

降幅度高于对照组，随访期间实验组仍能维持优势。

时间主效应、组间主效应、交互效应对 MMSE 评分

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与治疗前对比，实验组在治

疗 2 周后 MMSE 评分开始显著增加（P＜0.05），而

对照组在治疗 4 周后才开始出现显著的增加（P＜

0.05），提示实验组对认知的改善作用要早于对照组。

时间主效应、交互效应对 MBI 评分影响存在统计学

意义，组间因素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tDCS 联合舍曲林治疗能有效的减轻

PSD 患者的抑郁情绪，改善 PSD 患者的焦虑及认知

功能，但对其日常生活能力未能显示出显著改善效

果。tDCS 刺激停止后，PSD 患者的抑郁、焦虑及认

知功能改善效果仍能维持 4 周。 

 

 

 

睡眠状况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及血压

变异性的影响 

 

邱越锋 1 吴绪旭 1 吴月静 1 王磊 1 吴万振 1  

1）浙江医院 

 

    目的  研究老年高血压患者的睡眠情况对血压

控制及血压变异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1 年 5 月-2013 年 1 月在浙江医

院住院的老年高血压住院患者 160 例（≥60 岁）。收

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睡眠时间及动态血压指标，

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患者睡

眠质量，分析睡眠状况对血压控制及血压变异性的

影响 

    结果  160 例患者中 80 例患者睡眠质量优良，

PSQI 总分为 5.3±2.1 分；80 例患者睡眠较差，PSQI

总分为 10.6±2.3 分。其中不同睡眠质量组的 24h 收

缩压、24h 舒张压、白昼收缩压、白昼舒张压、夜间

血压变异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睡

眠时间段的白昼舒张压变异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各时间段血压水平以及血压变异性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睡眠质量组血压

控制达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睡眠质量

良好组达标率高于睡眠较差组。不同睡眠时间组别

的血压控制达标率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联合

睡眠时间和质量进行分组并进一步分析时显示，各

个组别之间的血压控制达标率不同，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其中睡眠质量较差合并<6h 组的

血压控制达标率最低（20.7%）。进一步两两比较发

现，睡眠质量良好合并>8h 组和睡眠质量较差合并

<6h 组间的血压控制达标率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

=6.77，p=0.009），睡眠质量良好合并 6-8h 组和睡眠

质量较差合并<6h 组之间的血压控制达标率有统计

学差异 （χ2 值=4.27，p=0.039）。 

    结论  本次研究表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

控制与睡眠质量相关，睡眠质量好的患者血压控制

达标率更高，与睡眠时间无明显相关。进一步分析

发现联合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对老年患者的血压

控制有协同效应，具体表现为血压控制水平随着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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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时间缩短和睡眠质量变差而变差，研究还发现睡

眠质量较差的患者夜间血压变异性更大。 

 

 

 

认知刺激疗法在住院老年精神病患者中的应

用 

 

李博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许多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表明，认知刺

激疗法（cognitive stimulation therapy, CST）是一种

能有效改善痴呆患者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的非药物

治疗方法。目前大部分研究在社区、门诊、日托中心

和家庭护理院中开展，尚未在住院病房开展。因此，

本研究在于探索CST在老年精神科患者的应用情况。 

    方法  收集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在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老年精神科住院的患者 194

例。干预按照 Spector 设计的 14 次小组课程，每周

2 次，每次约 45 分钟实施。课程前 10 分钟以非认

知性的热身活动开始，如传球游戏、唱歌等，并使用

“现实定位板”（RO board）注明小组名称、时间等以

展示定向信息，然后进行相应的趣味性主题活动，

最后是 10 分钟的结束活动，包括活动总结或者唱

歌。 

    结果  194 例患者中，平均年龄为 71 岁。男性

58 例，占 29.90%，女性 136 例，70.10%。其中痴呆

患者 57 例，占 29.38%，老年抑郁症患者 67 例，占

34.54%，精神分裂症患者 60 例，占 30.93%。其它

精神疾病患者 10 例，占 5.15%。文化程度为文盲 4

例，占 2.62%，小学文化 69 例，占 35.57%，初中文

化 53 例，占 27.32%，高中文化 42 例，占 21.65%，

大学文化 26 例，占 13.40%。患者的平均住院日为

20 天，平均参加次数为 3 次。参加次数与住院天数

的相关性 r=0.584（p<0.01）。 

    结论  参加CST的老年精神病患者中女性多于

男性，病种最常见的为老年抑郁症患者，其次为精

神分裂症患者、痴呆患者以及其它精神疾病患者。

老年精神患者住院天数越多参加干预的次数越多。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调整 CST 的频次，以及使

用合理的评估方法探索CST 对住院老年精神病患者

认知功能、生活质量的改善。 

 

 

 

社会心理因素对老年轻度认知功能损害的中

介效应分析 

 

张微 1 王涛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及焦虑抑郁情绪对社区遗

忘型轻度认知功能损害（aMCI）患者认知功能影响

的作用路径及其中介机制。 

    方法  筛查上海市社区 60 岁以上 aMCI 患者

186例，统计人口学资料，评估老年抑郁量表（GDS）、

焦虑自评量表（SA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等，采用 SPSS 22. 0、AMOS 24. 0 进行数据的描述

性分析、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构方程模型，运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与认知功能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  相关性分析显示性别和年龄与 MoCA 得

分呈显著负相关（均 P < 0.05），文化程度与 MoCA

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 < 0.05），MoCA 得分与 GDS

量表总分无显著相关性（P > 0.05），而 SAS 及 SSRS

量表总分均与 MoCA 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均 P < 

0.05）；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卡方自由度比为 

1.713、P < 0.0001、比较适配指数为 0.840、适配度

指数为 0.874、调整后适配度指数为 0.829、渐进残

差均方和平方根为 0.069，该模型拟合度较好；中介

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认知功能发挥直

接影响（β = -0.22、0.56, P < 0. 05）；社会支持度在

年龄、文化程度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β = -0.10、0.12, 均 P < 0. 05），在饮茶、运动

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发挥中介作用（β = 0.06、-0.08, 均

P < 0. 05)；焦虑在性别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中呈现中

介作用（β = 0.04，P < 0. 05）。 

    结论  社区老年人认知功能损害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社会支持及焦虑情绪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

用，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 

 

 

 

路易体痴呆误诊为额颞叶痴呆 1 例 

 

葛桐 1 吴东辉 1  

1）康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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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路易体痴呆（DLB）是一种常见的神经

退行性病变，通常为波动性病程。路易体痴呆的临

床表现包括注意力、执行能力、视空间能力等认知

功能下降、反复的丰富幻视、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

碍、帕金森样运动障碍（运动迟缓、静止性震颤、肌

强直）等。但 DLB 的诊断准确性在研究中只处于中

等水平，临床上 DLB 患者常被误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额颞叶痴呆（FTD）、帕金森痴呆（PDD）等其他疾

病，误诊率约为 80%。 

    病例特点  本例患者为 65 岁女性，早期主要表

现为记忆减退，后逐渐出现凭空闻声、凭空视物、疑

人害等精神病性症状，伴视空间功能及执行功能受

损、情感淡漠、怪异行为、生活不能自理等，呈波动

性病程。查体见姿势不稳，既往治疗示患者对抗精

神药敏感。FDG-PET 示双侧额叶、双侧颞叶皮层葡

萄糖代谢减低，DOPA-PET 示黑质-纹状体多巴胺能

系统 DA 受体结合位点明显减少。临床诊断为路易

体痴呆。 

    讨论  为避免误诊，临床上需结合多方面资料

加以鉴别。AD 与 DLB 的共同点在于记忆减退、视

空间及执行功能缺陷、精神病性症状，但是 AD 的

病程较长，为渐进性，临床症状以记忆障碍为主，且

影像学资料示 AD 的内侧颞叶萎缩程度更严重、枕

叶皮质的葡萄糖代谢水平较高，AV45-PET 也可以作

为诊断依据之一。行为变异性 FTD（bvFTD）的患

者也会出现人格和行为改变，如情感淡漠伴社交退

缩、脱抑制和冲动行为、注意力涣散且不连贯等，并

伴有认知功能缺陷，包括执行功能、判断能力、注意

力、组织和计划能力等，该类患者的影像学显示额

叶和前颞叶萎缩、低灌注。但是，bvFTD 的病程多

为渐进性而不是波动性，记忆力、视觉感知和视空

间功能保留较好，较少出现精神病性症状尤其是丰

富的幻视，一般不会出现帕金森样运动障碍，影像

上可行 DOPA-PET 区分二者。PDD 与 DLB 在神经

病理学和临床特征上十分相似，常被视为同一组疾

病，二者较难区分。一般来说，PDD 常先出现锥体

外系运动障碍，后出现认知功能损害，DLB 则相反。 

    结论  痴呆的类型有很多，治疗方案不尽相同，

故临床上明确患者的诊断对于患者的治疗有很大影

响。本文分享一份被误诊的病例，以期为同道所借

鉴，明确路易体痴呆的诊断标准，降低误诊率。 

 

 

 

首发抑郁障碍的严重程度与 12项外周血血清

细胞因子相关分析 

 

乐丹盛 1 于恩彦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究首发抑郁障碍的抑郁、焦虑、失眠

严重程度与 12 项血清细胞因子之间的关系，旨在为

抑郁障碍的临床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提供潜在的生

物标志物指标。 

    方法  本研究纳入抑郁组 113例，对照组 60例，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 项、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

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对所有受试者完成测评，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所有受试者 12 项外周

血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将抑郁组和对照组之间的量

表结果和 12 项外周血血清细胞因子水平进行比较，

包括 IL-2、IL-4、IL-5、IL-6、IL-8、IL-10、IL-12p70、

IL-17、IL-1β、TNF-α、IFN-α、IFN-γ。分析组间抑

郁、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程度与一般临床资料及 12

项外周血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的相关性，并探究 12 项

外周血血清细胞因子水平作为危险因素预测抑郁障

碍患病风险的可行性。 

    结果  ①抑郁组与对照组相比伴有更严重的焦

虑症状和失眠症状。②抑郁组外周血血清 IL-2、IL-

4、IL-5、IL-6、IL-8、IL-12p70、IL-17、IL-1β、TNF-

α、IFN-α、IFN-γ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③相对年

轻者抑郁症状更严重，伴随的失眠症状更严重；女

性抑郁症状更严重，伴随的失眠症状更严重；有饮

酒史者抑郁、焦虑症状更严重；BMI 较高者失眠症

状更严重。④抑郁、焦虑严重程度与外周血血清 IL-

2、IL-4、IL-5、IL-6、IL-8、IL-12p70、IL-17、IL-1β、

TNF-α、IFN-α、IFN-γ 水平呈正相关，失眠严重程度

与 12 项外周血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无统计学相关性。

⑤外周血血清 IL-6、IFN-γ 水平可作为危险因素预测

抑郁障碍患病风险，且预测模型具有较高准确性。 

    结论  与健康人群相比，首发抑郁障碍患者伴

有更严重的焦虑、失眠症状，外周血血清 IL-2、IL-

4、IL-5、IL-6、IL-8、IL-12p70、IL-17、IL-1β、TNF-

α、IFN-α、IFN-γ 水平显著升高。首发抑郁障碍的严

重程度受年龄、性别、饮酒史、BMI 影响，调整上

述因素后，首发抑郁障碍的严重程度与上述外周血

血清 IL-2、IL-4、IL-5、IL-6、IL-8、IL-12p70、IL-

17、IL-1β、TNF-α、IFN-α、IFN-γ 水平正相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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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血清 IL-6、IFN-γ 水平可作为危险因素预测抑

郁障碍患病风险。 

 

 

 

老年痴呆患者噎食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干预

措施研究 

 

徐雪 1  

1）常州市德安医院 

 

    目的  讨论老年痴呆患者噎食相关因素及护理

干预措施。 

    方法  将我院 2018 年 4 至 2020 年 4 月收治的

88 例老年痴呆患者当作观察对象，随机分组各 44 例，

观察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与研究组（加强落实噎

食预防性护理）的干预成效。 

    将我院收治的 88 例老年痴呆患者当作观察对

象，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排除临床资料不全与

配合度差及合并严重并发症者。随机分组各 44 例，

对照组年龄平均 66.5±4.6 岁；男性 22 例，女性 22

例。研究组年龄平均 66.7±4.5 岁；男性 21 例，女性

23 例。基线资料比对差异不明显，P＞0.05，可比。 

    1.2.1 进食指导，要求患者掌握适量与均衡、规

律、小口等进食的要求，掌握细嚼慢咽的进食原则，

掌握避免进食时分散注意力与讲话及行走等禁忌。

1.2.2 进餐观察，对唇舌震颤与面肌痉挛及吞咽困难

等噎食风险程度高的患者，以流质或半流质食物为

主。进餐中出现呼吸困难与面色青紫及呛咳等现象

时，应当及时施行清理呼吸道等抢救措施，确保呼

吸道通畅。对噎食高危险患者的进餐应当全程陪同，

避免癫痫发作出现噎食情况。1.2.3 体位指导，指导

患者以坐姿或半坐位进食，帮助食物在重力作用下

摄入与吞咽，防止出现误咽等情况。进食后保持该

体位 30min，防止出现反流与吸入性肺炎等不良情

况。1.2.4 观察噎食表现，患者会出现面唇青紫与呼

吸困难与大小便失禁等情况，及时判断是否出现噎

食。 

    结果  研究组的噎食率低于对照组，P＜0.05。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预防性护理可降低患者噎食率，提高医

疗服务满意度，值得应用推广。 

    老年痴呆患者发生噎食的原因；一是咀嚼功能

退化，无法嚼碎硬质或大块食物。二是受激动情绪

或病变较多、食道弹性下降等因素影响，促使患者

在进食中出现食道痉挛的情况。三是不具备良好的

进食习惯，进食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1]。四是受基

础疾病影响，患者吞咽反射迟钝，吞咽协调性差。五

是存在认知功能障碍，无法自理进食。六是躯体损

伤或药物不良反应等其他因素引起的噎食事件。为

降低老年痴呆患者的噎食发生率与风险程度，应当

加强饮食习惯及食速、情绪、食量、体位等相关因素

的控制[2]。护理人员的心理疏导与健康教育贯穿全

程，帮助患者及家属掌握更多预防噎食的护理知识

技能，提高自我管理水平。施行全程陪同模式，应当

加强指导与进食情况观察，噎食高风险患者重点防

护,实现医疗资源优化与高效利用[3]。 

 

 

 

临床护理路径对老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治

疗效果 

 

徐雪 1  

1）常州市德安医院 

 

    目的  临床上对老年双向情感障碍患者进行护

理时，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治疗效果进行深入的研

究。 

    方法  将来我院就诊的老年双向情感障碍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就诊时间为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患者共有 78 例。应用组间对比的研

究方式，设置对照组和观察组，分组方法选择为随

机平分法，护理人员在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时，给

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服务，观察组则应用临床护

理路径模式，以此为基础来对两组患者的 HAMD 和

BRMS 评分以及治疗情况进行对比。 

    护理人员在为对照组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时，开

展常规护理服务，为观察组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时，

在常规护理服务的基础上应用临床护理路径，首先

需要由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以及主管护师构建质

量控制小组，在经过专业的培训后，结合老年双向

情感障碍患者的实际情况以及治疗方案来制定临床

护理路径。具体护理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①

在患者入院治疗后，护理人员应主动向患者以及患

者家属介绍病区内的详细情况，包括环境、设施配

套以及主管医师和护士等等，来快速帮助患者以及

患者家属熟悉医院的环境，并为接下来治疗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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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良好的基础。②护理人员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

中，应该主动对患者表示关心以及尊重，以这样的

方式来快速拉近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距离。在患

者症状高峰期中，护理人员不应过分的进行心理干

预，以此来避免出现负面效果。③在患者进行各种

检查之前，护理人员应将检查的目的、具体时间以

及检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全面的讲解，通

过这样的方式来有效的增加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治

疗依从度。④在治疗开展初期，护理人员需要对患

者以及家属说明药物治疗的重要性，来提升用药的

科学性。在患者治疗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护理

人员应该及时讲解持续治疗和按时服药的重要意义，

以此来更好的对治疗效果进行巩固。⑤在患者出院

之前，护理人员应先对用药方法以及出院后注意事

项进行全面的介绍，并在患者出院后进行定期的随

访，为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解答遇到的问题。 

    结果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后，在 HAMD 和

BRMS 评分方面，观察组患者明显较对照组患者更

低（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除此之外，观察组

患者的治疗情况同样明显较对照组患者更优（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为老年双向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时，通

过应用临床护理路径模式，可以有效的调节患者的

HAMD 和 BRMS 评分，促进患者的康复，值得在临

床中大力推广。 

 

 

 

老年人睡眠时间与关键认知功能脑区体积的

相关性研究 

 

袁梦雅 1,2 王涛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阿尔茨海默病诊治中心 

 

    目的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

是一种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在

出现认知功能损害表现之前，大脑的表观特征已开

始发生退行性变化，发现认知功能尚且正常的老年

人相关脑区特征性改变的相关因素在 AD 早期诊治

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已有多项证据表明，睡眠问

题和 MCI 或 AD 之间存在双向关系。本研究旨在评

估认知正常老年人睡眠时间和关键认知功能脑区体

积的相关性。 

    方法  118 例认知功能正常的老年受试者，根据

睡眠时长分为短睡眠时间组（n=46，睡眠时间＜7 小

时）和长睡眠时间组（n=72，睡眠时间≥7 小时）。采

集 T1 MRI 数据并使用 Freesurfer 6.0 软件分割脑区。

分别分析睡眠时间和关键认知功能脑区体积的相关

性。 

    结果  认知功能正常的老年人睡眠时间大于等

于 7 小时组，睡眠时间和关键认知功能脑区体积不

具有显著相关性。睡眠时间小于 7 小时组，睡眠时

间和左侧丘脑（r=0.445， P=0.030）、尾状核（r=0.371， 

P=0.048）以及右侧海马（r=0.334， P=0.076）、杏仁

核（r=0.445， P=0.030）、丘脑（r=0.371， P=0.048）、

尾状核（r=0.414， P=0.036）体积均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在睡眠小于 7 小时认知正常老年人中，

睡眠时间和多数关键认知功能脑区体积呈正相关。

老年人睡眠时间可能与脑区神经退行性改变的发生

有关。 

 

 

 

Neuroimaging Study of Alzheimer's Disease 

with Mental Disorders 

 

李经纬 1 张许来 1  

1）合肥市精神病医院 

 

    Objective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of CEST 

imaging between in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group 

A)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group B) and its correla-

tion with mental symptoms, and analyze whether the 

mental symptoms of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are re-

lated to brain lactam proton content. 

    Methods  Incorporate 41 Alzheimer's disease pa-

tients (group A) who meet the enrollment criteria in the 

outpatient clinic of Hefei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nd a healthy control group 

(group B) that matches their age, sex, and years of edu-

cation (group B) 37 example. The MMSE scale, MoCA 

scale and BEHAVE-AD scale were used to comprehen-

sively assess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and MRI and CEST imaging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perform cranial radiography o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1) The brain lactam proton cont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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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ient group measured under 3ut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2ut, 4ut and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2)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ppocampal lactam 

proton cont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lusional 

factors (r=0.713, p=0.006), hippocampal lactam proton 

cont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llucination fac-

tors (r=0.582, p=0.037), and right hippocampal lactam 

The proton conten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ay and 

night rhythm factors (r=0.660, p=0.014). 

    Conclusion  The content of amide protons in the 

hippocampus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has 

changed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rease in its conten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ychiatric symptoms such as hallucinations and delu-

sions, providing a new clinical diagno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deas. 

 

 

 

甘麦大枣汤通过调节海马组织自噬相关蛋白

改善慢性应激小鼠抑郁症状 

 

刘洁 1 于恩彦 1  

1）浙江中医药大学 

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究甘麦大枣汤是否通过调节海马区自

噬相关蛋白从而改善慢性应激小鼠抑郁症状。 

    方法  使用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应激（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CUMS）建立抑郁症小鼠模型，

予以甘麦大枣汤灌胃给药后通过糖水偏好实验、旷

场实验、强迫游泳实验行为学实验评估抑郁症状改

变情况，Western blotting 检测自噬及凋亡相关蛋白

表达改变情况。 

    结果  行为学数据显示，与模型组相比，甘麦

大枣汤组糖水偏好显著增加( P＜0.01) ，强迫游泳不

动时间显著减少( P＜0.01) ，旷场实验总路程及穿格

次数显著增加( P＜0.05，P＜0.05)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甘麦大枣汤组小鼠较模型组小鼠而言，

海马区脑组织中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LC3 及抗

凋亡蛋白 Bcl-2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1)，自噬

蛋白 P62 及促凋亡蛋白 Caspase-3,Bax 表达显著降

低（P＜0.01）。尼氏染色结果示,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

组小鼠海马 CA1、CA3 区细胞层次不清晰,排列疏松，

形态不规则，神经元数量明显减少,与模型组相比,甘

麦大枣汤组神经元数量增多,可见大量正常细胞。 

    结论  甘麦大枣汤可通过激活海马区组织自噬

降低其凋亡从而改善慢性应激小鼠抑郁症状。 

 

 

 

基于问题解决的心理干预对老年抑郁的疗效 

 

季银银 1 薛冰 1 高奕宁 1 姜雯雯 1 朱墨 1 李霞 1 房

圆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老年期抑郁障碍对老年人的身心发展有

着深远影响。抑郁不仅会损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

力，更与其认知功能的减退有着密切联系。以往的

研究表明，心理治疗是改善患者抑郁状况的有效方

法，并且相对于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心理治疗的

副作用小、复发率低。本研究主要考察问题解决取

向心理治疗（PST）的治疗方法对中国地区老年期抑

郁障碍患者的适用性及其干预效果。 

    方法  2018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上海市

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招募符合入组条件的老年期抑郁

障碍患者共 52 例，分为干预组（n=36）和对照组

（n=16）。干预组在抗抑郁药物治疗基础上接受每周

1 次，为期 12 周的团体 PST 心理干预，对照组只进

行药物治疗，不进行心理干预。问题解决取向心理

干预的内容包括以下七步：1) 明晰存在的问题，2) 

确定客观的可以实现的目标，3) 头脑风暴，4) 解决

办法利弊评估，5) 选择解决办法，6) 实施解决办法

的具体步骤，7) 评估效果。分别于干预前和干预结

束后比较两组老年人在老年抑郁量表（GDS）、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焦虑自评量表（SAS）和

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上的得分。 

    结果  基线期的结果显示，对照组与干预组在

年龄，性别，生活习惯，以及 GDS、SAS、HAMD、

HAMA 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p> 0.05），两组具有

可比性。干预后的结果显示，被试干预前和干预后

的 GDS，HAMD 量表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

分别为 11.92 vs 7.43，13.28 vs 7.50。干预组在 GDS，

HAMD 量表的减分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问题解决疗法对缓解老年期抑郁障碍患

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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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I、AD、VD 血清 miRNA 水平差异和认

知功能损害的关系及其增进以上疾病识别的

探索 

 

刘欢 1 唐牟尼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了解 MCI、AD、VD 患者血清 miRNA-

107、206、132 含量的差异；了解 miRNA-107、206、

132 与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严重程度的关系；探索

miRNA-107、206、132 单个指标对识别和鉴别正常

老年、MCI、AD、VD 的作用，两个及两个以上

miRNA 水平检测的联合是否能提高上述各组患者

的识别与鉴别水平。 

    方法  按照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匹配原则

进行分组，应用 MMSE、ADL 及 CDR 对研究对象

认知功能及损害程度进行评定，最终分别筛选出 37

例 MCI 组、36 例 AD 组、30 例 VD 患者组及 37 例

正常对照老年人。应用 qPCR，采用 2-△△CT 法计

算各组人群血清中 miRNA-107、206、132 表达水平。

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1.痴呆患者血清 miRNA-107 相对表达含

量均明显高于 MCI 组；认知功能损害患者血清

miRNA-206 相对表达含量明显下降；血清 miRNA-

132 含量在 MCI、AD、VD 组下降显著,VD 组更明

显。2.血清 miRNA-206、132 相对表达含量鉴别正常

与认知功能减退的 AUC 分为别为 0.845、0.732，P

＜0.001，95%CI 分别为 0.790-0.901、0.659-0.805。

血清 miRNA-206 与 miRNA-132 含量联合鉴别正常

组与认知功能减退三组的AUC为 0.897，P＜0.001，

95%CI 为 0.858-0.936。血清 miRNA-107 相对表达量

鉴别 MCI 与痴呆的 AUC 为 0.987，P＜0.001，95%CI

为 0.977-0.997。血清 miRNA-132 鉴别 AD 与 VD 的

AUC 为 0.787，P＜0.001，95%CI 为 0.723-0.851。多

元线性回归显示血清 miRNA-206 含量与 MCI 组

MMSE 评分存在显著线性关系（B=15.079，P＜0.05）。 

    结论  1.AD 和 VD 患者血清 miRNA-107 相对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及 MCI 组；识别 MCI 与

痴呆可能有一定助益。2.MCI、AD、VD 血清 miRNA-

206、132 相对正常老人均明显下降；miRNA-206 对

识别正常老人和认知功能损害可能有一定价值。

3.AD 患者血清 miRNA-132 含量高于 VD 组；识别

认知功能受损及鉴别痴呆类型可能有一定作用。4.

血清 miRNA-206 联合血清 miRNA-132 检测可能有

助于提高认知功能损害的识别水平。 

 

 

 

中老年抑郁障碍的认知功能损害与代谢紊乱

的关联研究 

 

苏翔宇 1 姜红燕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中老年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损

害与代谢紊乱的关系 

    方法  入组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及

门诊 50 岁以上抑郁障碍患者 72 例：根据是否代谢

紊乱及代谢紊乱的程度分为 3 组：单纯抑郁障碍组；

抑郁障碍合并代谢紊乱组；抑郁障碍共病代谢综合

征组。采用 Rbans 比较、连线测验比较三组间认知

功能，最后分析中老年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影

响因素。 

    结果  三组间 RBANS 总分（P=0.001）及各认

知领域评分即时回忆（P=0.023）、视空间结构

（P=0.010）、语言能力（P=0.038）、注意力（P＜0.001）

均存在统计学差异。抑郁障碍共病代谢综合征组的

RBANS 总分（P＜0.001）、即时回忆（P=0.021）、视

空间结构（P=0.007）、语言能力（P=0.043）、注意力

（P＜0.001）均低于单纯抑郁障碍组；抑郁障碍合并

代谢紊乱组在 RBANS 总分（P=0.018）、注意力

（P=0.003）上低于单纯抑郁障碍组，仅发现抑郁障

碍合并代谢紊乱组注意力得分（P=0.035）低于抑郁

障碍共病代谢综合征组，未发现三组延迟回忆评分

存在统计学差异。连线测验各组比较：三组间 TMT-

A 耗时（P=0.004）、TMT-B 耗时（P=0.002）、干扰

量（P=0.010）均存在统计学差异。抑郁障碍共病代

谢综合征组的 TMT-A 耗时（P=0.001）、TMT-B 耗时

（P＜0.001）、干扰量（P=0.004）均高于单纯抑郁障

碍组；抑郁障碍共病代谢综合组的 TMT-B 耗时

（P=0.007）、干扰量（P=0.010）均高于抑郁障碍合

并代谢紊乱组；仅发现抑郁障碍合并代谢紊乱组的

TMT-A 耗时（P=0.013）高于单纯抑郁障碍组。 

    结论  与单纯抑郁障碍相比，抑郁障碍共病代

谢紊乱及共病代谢综合征的认知功能损害更严重，

其中共病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最重，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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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涉及注意力与执行功能的认知功能。 

 

 

 

“5E”伤害预防对策在精神科预防患者跌倒风

险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谢建芳 1 黄丹 1 付玉花 1  

1）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在精神科应用“5E”伤害预防对策对

于预防患者跌倒风险管理的价值。 

    方法  选择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间我

院精神科收治的 77 例患者，按照双盲法进行分组研

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给予对照组（38 例）常

规管理方式，给予观察组（39 例）“5E”伤害预防对

策（教育预防策略 Education、环境改善策略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工程策略 Engineering、

强化执行策略 Enforcement、评估策略 Evaluation），

将两组精神科患者的预防跌倒管理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跌倒发生率（2.56%）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 IPROS 评分（80.13±5.96）分高于

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包含责任心（18.33±1.05）分、护理水平（17.38±1.11）

分、服务态度（17.05±1.02）分、健康教育（18.38±0.32）

分、风险意识（17.34±1.30）分、总分（95.36±3.05）

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5E”伤害预防对策在精神科患者预防跌

倒管理中具有重要价值，对于改善跌倒情况具有积

极价值，值得在临床中进行推广。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与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

睡眠指标比较 

 

苏衡 1 于恩彦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分析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失眠规律以及

整个睡眠过程。 

    方法  对 68 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Alzheimer 

disease，AD）和 70 名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进行多

导睡眠监测，记录两组患者的失眠年数和总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等睡眠指标。 

    结果  AD 组患者组失眠年数显著大于非 AD

组患者（P<0.01）。AD 组患者总睡眠时间（Total Sleep 

Time，TST）、睡眠效率（Sleep Efficiency ，SE）、

睡眠潜伏期（Sleep Latency，SL）、快速眼动睡眠潜

伏期（Rapid Eye-Movement Latency，RL）、REM 睡

眠时间（REM Duration，RD）、NREM 睡眠时间

（NREM Duration，NRD）、NREM 睡眠占比、II 期

睡眠时间、II 睡眠占比、III 期睡眠时间、III 期睡眠

占比均显著少于非 AD 组患者（P<0.01）。AD 组患

者睡眠周期中的清醒时间（Wake Duration，WD）和

WD 占比均显著多于非 AD 组患者（P<0.01），I 期

睡眠时间也多于非 AD 组患者（P<0.05）。两组的

REM 睡眠占比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P=0.15），I 期

睡眠占比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P=0.3）。 

    结论  AD 患者的失眠年数多于非 AD 患者，睡

眠质量明显差于非 AD 患者，非快速眼动睡眠尤其

缺乏，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突触稳态假说”。 

 

 

 

老年抑郁症磁共振结构影像标志物的研究进

展 

 

刘超猛 1 潘伟刚 1 朱丹迪 1 毛佩贤 1 马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老年抑郁症（late-life depression, LLD）

是老年人最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之一，LLD、轻度认

知损害和老年痴呆均伴有较严重的认知功能损害，

临床上对三者的异质性识别存在困难，寻找抗抑郁

治疗前后可以表征抑郁症状或认知功能损害的生物

标志物有利于对 LLD 的正确诊断和治疗。作为一种

无创的检查方法，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日臻成熟，

与常规的症状学标准相比，其定位准确、结果客观，

已被广泛地应用于 LLD 的神经机制研究。本文从脑

网络功能障碍的角度出发，就 LLD 磁共振研究中常

见的结构影像标志物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方法  从中文数据库 CNKI、Wanfang、CBM 和

英文数据库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ClinicalTrials 进行文献检索。相关检索词为：老年抑

郁症 /late life depression/senile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elderly depression：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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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影像标志物/Structural image markers；临床试验

/Clinical Trial 

    结果   

    一、LLD 磁共振结构影像标志物 

    1.脑白质高信号与 LLD： 

    2.脑纤维素白质完整性与 LLD： 

    3.皮层或皮层下核团体积与 LLD： 

    二、结构影像标志物与抗抑郁治疗 

    1.脑白质高信号与抗抑郁治疗： 

    2.脑纤维素白质完整性与抗抑郁治疗： 

    3.皮层或皮层下核团体积与抗抑郁治疗： 

    结论   

    1.主要发现:（1）LLD 患者脑白质高信号更严重，

白质完整性降低，皮层或皮层下核团体积减小，这

些变化与抑郁症状或认知障碍密切相关；（2）LLD、

轻度认知损害和老年痴呆患者在脑白质高信号或白

质完整性指标上的表现有所不同；（3）一些研究发

现，脑白质高信号、纤维素白质完整性和海马体积

的变化可以预测出抗抑郁治疗无效的 LLD 患者。（4）

皮层或皮层下结构的损伤很可能是通过切断大脑功

能网络连接致使与情感和认知有关的节点交流减少

而导致 LLD 发生的。 

    2.存在的问题:（1）这些常见标志物在诊断正常

对照组、LLD 患者、轻度认知损害患者以及痴呆患

者方面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如何还需进一步验证；（2）

早发性抑郁和晚发性抑郁具有不同的磁共振结构成

像表现，未来的研究应注意区分。 

 

 

 

Risk Factors for Suicidal Behavior in Late-life 

Depression: A Retrospective Preliminary 

Clinical Study 

 

刘超猛 1 潘伟刚 1 朱丹迪 1 毛佩贤 1 马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behavior (SB)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 

among the Chinese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late-life de-

pression (LLD). 

    Methods  Patient information sheets were re-

triev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Revision (ICD-10) code from an electronic data-

base that comprised patient medical information, in-

cluding demographics, inpatient care, discharge diagno-

sis, medical procedure, as well as a drug prescription. 

Patients showing repetitive hospitalization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ere excluded eradicated, thereby avoid-

ing duplication and over-representation of individual 

patient data. Finally, 343 patients with LLD were in-

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collected data included age, 

gender, marital status, monthly income, interper-

sonal relationship, hobbies, impulsivity,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presence or absence of psychiatric symp-

toms, and a history of smoking, drinking, major mental 

trauma, and SB, which include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

icide attempt. Herein, we set SB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and gender, marital status, monthly income, interper-

sonal relationship, hobbies, impulsivity,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psychiatric symptoms or not, and having a 

history of smoking, drinking, major mental trauma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ccording to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previous finding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

sis could decide SB-related independent variables 

among LLD patients. In order to better demonstr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three com-

monly used regression models, namely enter, stepwise 

and univariate filtering, were used. The Hosmer-Leme-

show goodness-of-fit test was adopted to ascertain the 

validity o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the receiver op-

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employed for 

evaluating the regression model’s discrimination capac-

ity. For uncertai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B generat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pro-

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was done for further ver-

ification. 

    Result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B group and 

non-SB group in marital status, the severity of depres-

sion, drinking, and major mental traumas  were fou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univariate comparisons (P 

<0.05);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SM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 his-

tory of drinking, and major mental trauma were inde-

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B of patients with 

LLD with an odds ratio greater than one. 

    Conclusion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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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rinking, and major mental trauma were inde-

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SB of pa-

tients with LLD in China. Further longitudinal and pro-

spective studies are warranted to examin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confounding risk factors. 

 

 

 

老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

睡眠监测特点分析 

 

周莉萍 1  

1）灵武市宁安医院 

 

    目的  分析老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征（OSAHS）患者的睡眠监测特点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8 年 8 月我院收治

的 100 例 OSAHS 患者，按照不同年龄分成 40 例老

年组和 60 例中青年组，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和

睡眠监测结果，并应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在性别、体重、身高、BMI 及

颈围、微觉醒指数、Ⅰ期睡眠时间占总睡眠时间的百

分比、氧减指数、Ⅲ期睡眠时间占总睡眠时间的百

分比、总睡眠呼吸暂停时间上比较，P<0.05。 

    结论  相比中青年 OSAHS 患者，老年患者的

临床症状不显著，监测其睡眠结构杂乱。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作为老年人

群常见的一种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1]。为分析

老年OSAHS患者的临床表现，本文将我院选取2016

年 6 月-2018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100 例 OSAHS 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年龄分为老年组（n=40）

与中青年组(n=60)。该研究经相关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且参与研究者知情同意。中青年组患者中男

女比例为 55：5；年龄 18-60 岁，平均（38.54±2.65）

岁。老年组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45：15；年龄 60-90

岁，平均（74.54±3.76）岁。对比上述两组临床病例

资料，P>0.05，探讨其临床及睡眠监测特点。 

 

 

 

自贡市养老院老人和居家老人生活质量、幸

福度及焦虑、抑郁情况分析 

 

陈勇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自贡医院，四川自贡市第五人

民医院 

 

    目的  探讨养老院老年人和居家老人生活质量

现状、幸福度及焦虑、抑郁情况； 

    方法  对我市一民办民办养老机构 259 名老年

人进行调查分析，并和 127 名居家养老老人比较； 

    结果  养老院组及居家组 SF-36 生活质量量各

维度评估指标 RP、GH、VT、SF、MH 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老院院老人抑郁症状发

生率较高达 31.39%，明显高于居家组老人（16.54%），

养老院组焦虑发生率为 54.83%，明显高于居家组

（33.07%），两组 P<0.05,有显著差异，纽芬兰纪念

大学幸福度量表分析养老院组无论正性情感(PA)和

正性体验(PE)均低于居家组，而总幸福度也明显低

于居家养老组（P<0.05）； 

    结论  关注养老院老年人生活质量，并探讨提

高其生活质量，减轻焦虑、抑郁情绪，对于不断改善

养老院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幸福度，正确面对死

亡，解决其面临的实际问题，确保其身心健康以实

现健康老龄化，发挥健康教育的优势,全方位的开展

健康教育干预，组织社会义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等参与，加大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提高他们的生

活质量及幸福度，以满足老人生活和精神的各种需

求，减轻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感，促进身心健康，安度

晚年，到达人人享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具有重

要意义。 

 

 

 

Bone Metabolic Biomarkers and Bone Min-

eral Density in Male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Alzheimer’s Disease 

 

濮正平 1 汤晓清 2 费玉娥 1 侯庆梅 3 林勇 1 查显友
1  

1）嘉兴市康慈医院 

2）桐乡市中医医院 

3）鹤岗市第二专科医院 

 

    Objective  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osteo-

porosis (including osteopenia) are two common dis-

eases in aged people, sharing some similar pathophysi-

ological processes of degeneration. The aim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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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one 

metabolic biomarkers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and early stage AD in males. 

    Methods  Forty-two male AD patients at early 

stage and 40 age-matched healthy elderl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Serum calcium, serum osteocalcin, se-

rum 1,25 (OH)2 D3, uric deoxypyridinoline/creatinine 

(DPD/Cr) ratio, uric calcium/creatinine (Ca/Cr) ratio, 

and BMD were measu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rly AD and bone quality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uric DPD/Cr and uric Ca/Cr levels 

in the AD patients at early sta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HC) group 

(P<0.01). In addition, the serum osteocalci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AD patients at early stage 

a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s (P<0.05). The BMD data 

showed that the cortical and total BMD at 38% of the 

tibial length in the AD patients at early stage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HC group (P<0.05).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oCA score 

and serum osteocalcin and uric DPD/Cr levels. Abnor-

mal uric DPD/Cr, uric Ca/Cr and cortical BMD levels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in male AD patients at 

early stage. 

    Conclusion  Bone metabolic biomarkers and 

BMD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early stage of AD 

in male patients.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measurement 

of bone metabolic biomarkers and BMD may provid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screening the AD patients at 

early stag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triture and Cog-

nitive Function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徐丽芬 1 林勇 1 费玉娥 1  

1）嘉兴市康慈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tritur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D). 

    Methods  125 patients with AD were divided into 

mild (28cases), moderate (42cases) and sever (55cases) 

groups according to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 

(CDR), meanwhile, 40 healthy elderly people were also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their serum 

albumin and hemoglobin were tested at fasting state and 

Short-form Mini-Nutritional Assessment (MNA-SF) 

were evaluated. 

    Results  Levels of serum albumin and scores of 

MNA-SF in moderate and sever groups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levels 

of hemoglob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other groups (P<0.05). There’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the scores of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and MNA-SF, between scores of MMSE and 

levels of hemoglobin according to the multiple linear re-

gression analysis. The scores of MNA-SF was an inde-

pendent protective factor according to the logistic re-

gression analysis. 

    Conclusion  Changes of nutriture occurred in pa-

tients with AD. There’s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triture and the severit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More 

emphases should be put for the nutriture of patients with 

AD. 

 

 

 

Determining Appropriate Screening Tools 

and Cut-offs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Chinese Elderly 

 

张少伟 1 仇琦 1 孙琳 1 聂靖 1 房圆 1 李霞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It is important to determine appropri-

ate screening tools and cut-offs of cognitive tasks for 

effective and timely detection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

ment (MCI) and dementia. When choosing the commu-

nity screening scal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fac-

tors that affect cognition, such as age, education level 

and gender.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and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ar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ools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 

screening.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bility of MOCA and MMS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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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ly normal elderly, MCI and dementia at differ-

ent ages and education levels, and try to establish an op-

timal cut-off scores of MoCA and MMSE for MCI and 

dementia in the elderly. 

    Methods  2954 Chinese elderly who completed a 

comprehensive series of cognitive tasks were analyzed. 

MCI was detected in 599 individuals, and 249 diag-

nosed with dementia, and 1746 people with normal cog-

nition.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was used to com-

pare the MoCA and MMSE scores with the sample in 

different clinical groups. Sigma Plot 12.5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

istic (ROC) curve analyses. 

    Results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both MoCA and MMSE 

showed a similar level of performance for detecting de-

mentia. The AUCs of the MoCA (0.82) for detecting 

MC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MSE (0.75) (P

＜0.001). When the sample was divided according to 

age, education level, trends suggested that both MoCA 

and MMSE had a similar level of performance in distin-

guishing between normal cognition and dementia, and 

the AUCs of the MoCA (0.84) was higher than the 

MMSE (0.71) for MCI (P＜ 0.001) in younger and 

higher-educated group. The optimal cut-off scores of the 

MoCA for the groups aged ≤75 years old and education 

≤6 years, aged >75 years old and education ≤6 years, 

aged ≤75 years old and education >6 years, aged >75 

years old and education >6 years in screening for MCI 

were identified as 19.5, 15.5, 24.5 and 24.5 respectively, 

and the optimal cut-off scores for dementia were 18.5, 

10.5, 18.5 and 20.5 respectively. And for MMSE in the 

above four groups, the cut-off scores to detect MCI were 

26.5, 22.5, 28.5 and 26.5 respectively, and the optimal 

cut-off scores for dementia were 23.5, 19.5, 23.5 and 

23.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Both the MoCA and MMSE have 

similar accuracy for identifying dementia, but MMSE 

has low accuracy for distinguishing the normal elderly 

from those with MCI. The MoCA is more suitable as a 

screening tool for MCI in younger, and higher-educated 

Chinese elderly. However, the MMSE is more suitable 

for screening MCI in the lower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older Chinese elderly. The study provides the optimal 

cut-off scores for MCI and AD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age for elderly Chinese population using 

MoCA and MMSE which are easily administered. 

 

 

 

中国社区老年人脑健康、自我效能感与身体、

情绪、认知健康的相关研究 

 

高弈宁 1 孙飞 2 王凯鹏 3, Carson M, De Fries3 姜雯

雯 1 于洁 1 杨阳 1 宋燕 4 陈结男 5 崔明 6 李霞 6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密西根州立大学社会工作系 

3）丹佛大学社会工作系 

4）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 

5）上海市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 

6）上海市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中国已成为全球认知障碍人口最多的国

家之一。虽然通过早期的自我管理可以有效地延缓

和维持认知障碍，但人们对痴呆有强烈的病耻感，

往往不愿寻求诊断和治疗。本研究旨在探讨脑健康

自我效能感(即对认知功能的态度和预防痴呆的意

愿)及其相关因素，探讨慢性疾病、情绪和自我护理

效能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上海市殷行社区 660 名老

年人，采用团队自编且已发表的脑健康自我效能量

表(BHSES)、情绪评估量表（老年抑郁量表(GDS)、

焦虑自评量表(SAS)）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 

    结果  社区老年人BHSE总分为62.30±8.66分，

在性别、长期居住、教育程度、退休前职业、睡眠、

自我记忆和慢性疾病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多

元回归分析表明，自觉记忆是“记忆信念效能”的关

联因素；女性、焦虑、抑郁是“自我护理效能”的关联

因素；女性、抑郁症是“未来规划效能”的关联因素。

慢性疾病和自我护理效能之间的关系由抑郁和焦虑

介导。 

    结论  老年人的自我护理和预防痴呆计划意愿

行为与其自身情绪状态密切相关。中国社区中的老

年人需要被给予更个性化的干预，以促进积极的信

念和自我照顾行为，以期更好地防范认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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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区人群痴呆态度及知晓度调查 

 

刘翔 1 李霞 2  

1）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上海市社区人群对认知功能障碍态

度及知晓率的变化情况，为社区人群的认知功能障

碍的科普与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17 年在上海市殷行社区进行糖尿病筛

查的人群中依据自愿原则，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随机

对该社区 35 岁以上人群进行认知功能障碍态度与

知识的调查，并与 2010 年的社区调查进行比较。 

    结果  2017 年社区调查研究中共计发出问卷

1059 份，收回 957 份，因数据中个人信息不全无法

补充、缺项等因素，在后期整理后有效数据 669 份。

发现该地区对认知功能障碍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

37.6%，43.6%的人对认知障碍的名称不知晓，但有

80.4%的被调查者愿意学习有关认知功能障碍方面

的知识。认为“老了应该会糊涂”的比例为 34.5%.与

2010 年相比下降 10.5%；有 28.4%的被调查者对该

病存在病耻感，与 2010 年调查相比为下降了 28.6%；

在“老了应该会糊涂”和病耻感方面分别在两次调查

中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不同年

龄和学历的人群对认知功能障碍知识的正确应答率

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组间正确

应答率比较表明：大专或以上（47.1%）>中学

（37.5%）>小学及以下（29.3%），表明受教育程度

越高，对认知功能障碍知识的了解越好；而在年龄

分组中 55-74 岁组（38.6%）>75 岁及以上组

（34.0%）>35-54 岁组（32.1%）。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对该疾病是否存在病耻感与文化

程度高低呈负相关（P<0.001)，与性别、年龄及居住

地无相关性（P>0.05）。 

    结论  上海殷行社区人群对痴呆知识知晓程度

低，对该疾病未能正确认识，存在病耻感、回避和歧

视。 

 

 

 

奥尔夫节奏-声势-律动训练对轻度老年痴呆

患者积极情绪的干预研究 

 

刘敏 1 沈银萍 1 笪苗 1 庞士慧 1 朱月莉 1 陈海勤 1  

1）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奥尔夫节奏-声势-律动训练对轻度

老年痴呆患者积极情绪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属于类实验研究，严格根据纳排

标准筛选出研究对象共 72 例，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法

将其分成 2 组。对照组 35 例进行常规护理，干预组

33 例在此基础上进行为期 12 周的奥尔夫节奏-声势

-律动训练，第 1 到 4 周进行节奏练习，第 5 到 8 周

进行声势练习，第 9 到 12 周进行律动练习。研究人

员实验前调查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生活背景、

人际关系、乐曲偏好等，与主管医生商量后构建具

体音乐治疗方案。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鼓励患者

进行自我表达，密切关注研究对象情绪、情感的变

化，观察是否有退缩或互动等行为的发生；保证活

动开展中患者的安全与基本生理需要；每节次课程

结束后，根据患者表现及反馈对下节次课程的内容、

形式、策略给与适当调整。分别于实验前后使用积

极情绪消极情绪量表、淡漠症状评定量表、痴呆心

境评估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价。 

    结果  干预后干预组积极情绪得分（31.58±1.87）

分；消极情绪得分（21.97±23.80）分；淡漠症状得分

(44.88±5.22)分；痴呆心境（23.27±4.60）分，均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8.194、-2.322、

-4.467、-4.127； P＜0.05）。 

    结论  奥尔夫节奏-声势-律动训练适用于轻度

老年痴呆患者，可有效提升患者的积极情绪体验，

改善淡漠症状，优化心境。 

 

 

 

米那普仑与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老年首发抑郁

症患者的对照研究 

 

张开红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讨米那普仑治疗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183 例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米

那普仑组和艾司西酞普兰组，疗程均为 8 周，治疗

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评估疗效，记录不良反应、实验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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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生命体征。 

    结果  治疗第 1 周末，米那普仑组的 HAMD 及

HAMA 总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减分率

高于艾司西酞普兰组（P＜0.05） ，艾司西酞普兰组

HAMD 及 HAMA 总分在第 2 周末较治疗前明显下

降（P＜0.05）；治疗后第 2、3、4 周末，米那普仑组

的有效率分别为 6.52%、15.22%、54.35%，艾司西

酞普兰组分别为 2.2%、4.4%、46.1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第 8 周末，两组的治愈

率分别为 46.74%、42.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在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

21.74%、35.1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这些不良反应多在服药后的第一周或第二周出现，

程度较轻，给予观察或对症处理后可恢复或耐受；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均无血常规、血生化、心电图

的异常变化，本试验发现米那普仑组有 2 例患者出

现血压升高现象。 

    结论  米那普仑与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老年首发

抑郁症均疗效肯定，但米那普仑组起效较快，且相

对更加安全。 

 

 

 

认知行为治疗（CCBT）联合治疗老年抑郁症

的临床疗效分析 

 

罗光琼 1  

1）云南省楚雄州精神病医院 

 

    目的  探究分析认知行为治疗（CCBT）联合阿

戈美拉汀治疗老年抑郁症的临床疗效，以助于更好

地了解老年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为临床应用提供启

示和临床数据，为今后老年抑郁症的治疗提供新方

法和新角度。 

    方法  将我院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日收治的 20例老年抑郁症患者纳入本组研究，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为两组并展开分组调研，

各占 10 例。对照组，男性 6 例，女性 4 例，年龄

60~78 岁，平均（65.84±3.17）岁；观察组，男性 5

例，女性 5 例，年龄 60~82 岁，平均（65.67±3.23）

岁。两组患者对比基本病例资料（P>0.05）。对照组

（10 例）采取阿戈美拉汀治疗，观察组（10 例）采

取认知行为治疗（CCBT）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在

治疗后 1 周、治疗后 1 个月、治疗后 3 个月用临床

总体印象量表（CGI）、汉密尔顿抑郁评定量表

（HAMD）进行评定。 

    结果  （1）观察组的临床总体治疗有效率为

90%，高于对照组的 70%；（2）观察组经过治疗后，

其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以上数据经 SPSS22.0 统计

学软件分析对比均显示（P<0.05）。 

    结论  对老年抑郁症患者采取认知行为治疗

（CCBT）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

稳定病情，是一种操作简单且实用价值较高的心理、

药物联合治疗方式，可以考虑加大推广应用力度。 

 

 

 

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及心血管疾病风

险因素研究 

 

宋艳玲 1,2 张向荣 1 方新宇 1 周超 1 陈玖 3 刘栋梁
4  

1）南京脑科医院 

2）连云港市康复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精神医院研究所 

4）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MS）

及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连云

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的 391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

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基本病史、颈围、腰围、血脂等

生化指标。根据是否罹患 MS 将 391 例患者分为 MS

组和非 MS 组。以 Framingham 评分 (FRS）评估患

者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分析各指标预测精神分裂

症患者发生 MS 的价值，及与 FRS 的相关性。 

    结果  结果 391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MS 组 127

例，非 MS 组 264 例，MS 发生率 32.48%（127/391）。

MS组的颈围、腰围、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

低密度脂蛋白（LDL-C）、载脂蛋白 B（apoB）、载脂

蛋白 B/载脂蛋白 A1 比值（apoB/apoA1）、总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比值（TC/HDL-C）、甘油三酯/高密度

脂蛋白比值（TG/HDL-C）、FRS 均高于非 MS 组，

而 apoA1、HDL-C 均低于非 MS 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腰围、apoB/apoA1 和 TG/HDL-C 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发生 MS 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Spearman 相关分

析显示，颈围、腰围、TG/HDL-C、TC/H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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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B/apoA1 均与 FRS 呈正相关（r=0.235，0.209，

0.314,，0.204，0.338，均 P＜0.05），apoB/apoA1 与

FRS 相关性最大。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显

示，apoB/apoA1 预测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 MS 的曲

线下面积（AUC=0.934）最大，当 cutoff=0.96 时，

特异度为0.936，灵敏度为0.819，尤登指数为0.755。 

    结论  腰围、apoB/apoA1 和 TG/HDL-C 是精神

分裂症患者发生 MS 的独立危险因素。apoB/apoA1

预测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 MS 的价值最大，且与精

神分裂症患者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性最大。 

 

 

 

抗精神病药物所致便秘肠道菌群结构特征研

究 

 

徐越 1 张向荣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老年精神科 

 

    目的  便秘是抗精神病药物使用过程中较为常

见副作用之一，整体发生率介于 1.5%-60%，服用抗

精神病药物患者便秘发生风险是正常人的 1.9 倍。

抗精神病药物所致便秘(AIC)的机制未完全明确，除

药物抗胆碱能等作用外，肠道菌群的改变也是 AIC

另一种可能机制。与健康人群相比，无精神疾病的

便秘患者肠道菌群物种多样性以及特定菌种的丰度

会发生改变，但目前对于 AIC 肠道菌群的改变尚不

明确。本研究通过比较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后出现便

秘与未便秘精神分裂症患者肠道菌群组成结构差异，

目的探讨肠道菌群与抗精神病药物所致便秘间可能

存在的关系及相关机制。 

    方法  使用罗马 IV 便秘诊断标准及结肠传输

试验检查，纳入便秘组 45 名、年龄及性别匹配非便

秘组 45 名，共 90 名符合 DSM-V 精神分裂症诊断

标准患者。除收集一般人口学以及血清代谢指标外，

使用便秘评估量表(CAS)、Bristol 粪便分类(BSS)评

估两组患者便秘程度，收集粪便并采用 16s rRNA 测

序技术获得两组患者肠道菌群结构组成数据，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方法对人口学数据与肠道菌群结

构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便秘组便秘程度较非便秘组更严重(BSS、

CAS, P<0.05)，两组患者 PANSS、其他人口学及血

生化指标无统计学差异。与非便秘组相比，便秘组

患者 α 多样性显著增加(Chao1、ACE, P<0.05)。门水

平，便秘组拟杆菌门和梭杆菌门相对丰度较非便秘

组降低(29.81%vs.44.63%，P=0.012;0.50%vs.1.87%，

P=0.016)，而厚壁菌门、疣微菌门和互养菌门相对丰

度 在 便 秘 组 较 高 (53.07%vs.41.69% ，

P=0.024;2.25%vs.0.36%，P=0.041;0.59%vs.0.10%，

P=0.041)。LEfSe 分析(LDA>2)显示，两组在门至科

水平共有 113 个差异菌群。相关分析发现，患者肠

道菌群 α 多样性(Chao1 和 ACE)与血清总胆汁酸含

量正相关(r>0，P<0.01)，与 BSS 负相关(r<0，P<0.05)。

拟杆菌门相对丰度与 BSS 正相关(r=0.52，P<0.01)，

互养菌门和厚壁菌门相对丰度与 BSS 负相关(r<-0.4，

P<0.01)。 

    结论  AIC 患者肠道菌群与未便秘患者相比存

在差异，部分差异菌与肠道转运速率相关。本研究

为明确 AIC 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为其治疗提

供了新的思路。 

 

 

 

Delta Opioid Receptor in Basolateral Amyg-

dala Regulates Chronic Pain 

 

孟小靖 1 张许来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Objective  Pain is an unpleasant physical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chronization of pain will 

lead to anxiety or depression and other related disease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pain regulation 

may provide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In our study,we explored the role of ba-

solateral amygdala(BLA)  in the regulation of chronic 

pain, and how the Delta opioid receptor (DOR) in the 

BLA is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chronic pain, and 

to provide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 

    Methods  C57BL/6J SPF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CFA on the plantar to establish a chronic inflam-

matory pain model. Von Frey filament stimulation was 

used to detect the response of the mice's feet to the pain 

threshold after mechanical stimulation. Then, the im-

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hanges of neuronal activity in BLA , and the calcium 

signals of glutamate neurons in BLA of mic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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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ic inflammatory pain were recorded in vivo by op-

tical fiber spectrophotometry. The open field test (OFT) , 

sugar water preference (SPT) and tail suspension test 

(TST)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behavior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mice. The neuronal excitability and syn-

aptic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BLA glutamate were 

recorded by patch clamp in isolated brain slices. Gluta-

mate neurons in BLA were activated by optogenetics to 

detect the change of pain threshold or photoinhibition to 

detect the change of pain threshold in chronic pain 

model mice. The changes of excitatory synaptic trans-

mission efficiency of BLA were observed after DOR ac-

tivation. The changes of pain threshold in model mice 

were detected after DOR was activated in BLA by intra-

cranial duct administration 

    Results  Under chronic pain, increased excitatory 

synaptic transmission in BLA led to increased neuronal 

excitability, which is involv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chronic pain. Pain induces DOR transfer to the cell 

membrane, and activation of DOR relieves pain 

    Conclusion  In chronic pain, Delta opioid recep-

tors in the basolateral amygdala transfer from intracel-

lular to cell membrane. Activation of Delta opioid re-

ceptors can relieve pain,which maybe provide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 

 

 

 

皮层下小血管病轻度认知障碍伴或不伴抑郁

障碍患者的白质微结构改变 

 

徐紫云 1 侯刚强 1 曾林 1 王传海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目的  皮层下小血管病轻度认知障碍(svMCI)

主要由脑小血管病变引起，是皮层下血管性痴呆的

前驱期。在这一阶段，通过控制危险因素和适当的

药物治疗，可以延缓 svMCI 向痴呆恶化的过程。据

报道抑郁症状常伴随 svMCI 出现。然而，抑郁症状

是痴呆的风险因素之一，可加速认知能力下降。虽

然已有研究报道了 svMCI 中分数各向异性/平均扩

散系数（FA/MD）改变和白质纤维损伤，但对伴有

抑郁症状的 svMCI 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

讨 svMCI 伴抑郁症状相关的白质微结构变化。 

    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 18 名 svMCI 伴抑郁症状

患者（svMCI+D）、17 名 svMCI 不伴抑郁症状患者

（svMCI-D）和 23 名正常老年人（NC）。所有受试

者都经过了神经心理学测试和影像学评估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使用 3T GE MR750 扫描仪进行 MRI 扫

描，参数如下：25 个 b = 1000 s/mm^ 2 和 4 个无扩

散梯度图像 b0，TR = 8000 ms，TE= 101.1 ms，FOV 

= 256 × 256 mm^ 2，矩阵大小= 256 × 256，层厚= 4 

mm，层间距= 0 mm，层数= 38。采用 FSL 对每个受

试者的 DTI 扫描进行预处理，并计算指标 FA 和 MD

值。使用卡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

验对三组的人口学数据、临床评分、FA 和 MD 进行

统计比较。所有多重比较均采用高斯随机场（GRF）

进行校正（voxel-level P < 0.001；cluster level P < 0.05）。

最后使用皮尔森相关系数对 FA/MD 和临床评分进

行相关性分析，p < 0.05 为显著。 

    结果   结果发现与 NC 相比，svMCI+D 和

svMCI-D 患者双侧脑岛和左侧中央前回的 FA 降低，

小脑的 MD 升高。与 svMCI-D 患者相比，svMCI+D

患者左侧中央前回的 FA 升高。svMCI+D 患者小脑

的 MD 与 HAMD 系数呈现正相关。所有结果都具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本研究表明无论是否有抑郁症状，

svMCI 患者脑岛、左侧中央前回和小脑的白质微结

构均遭到破坏。其中左侧中央前回和小脑的白质变

化可能与 svMCI 患者的抑郁症状有关。小脑的损伤

可能继发于中央前回的损伤，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

究进行验证。 

 

 

 

Possible Role of The Traumatic Stress Events 

Related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al Atti-

tude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程鹏 1 朱翠珍 1 张许来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Objectiv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evidence 

showing that schizophrenia, suicide and traumatic stress 

might b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However, the spe-

cific correlation is still unknown.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chizophrenia, su-

icide and traumatic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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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We totally recruited 126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thes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isease: 43 first epi-

sode patients, 41 recurrent patients and 42 healthy con-

trols. We used PANSS to assess the psychiatric symp-

toms of patients; NGASR (the Nurses' Global Assess-

ment of Suicide Risk scale) and Beck’s suicidal ideation 

scale to assess the suicidal symptoms, LES (life event 

scales) and CTQ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to 

evaluate the traumatic stress.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an be read in 

PANSS, NGASR and beck’s suicidal ideation scale 

among three groups. And in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C5（physical abuse, a part of CTQ）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dividual’s suicide risk（P＜0.01;B=0.691）, 

suicide ideation（P＜0.01;B=1.868）;Duration of un-

employment (a tip of LES) aggravate individuals in su-

icidal words (p=0.001;OR=1.285), suicidal behaviors (p

＜ 0.01;OR=2.219)  and suicidal ideation (p ＜

0.01;OR=0.799); Duration of marriage influence (a tip 

of LE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uicide risk (p＜

0.01;B=0.212) and suicide ideation (p ＜ 0.01;B= -

3.598). 

    Conclusion  Traumatic stress can influence indi-

vidual’s suicidal ideation, especially C5, duration of un-

employment and duration of marriage influence. 

 

 

 

Implicit Attitud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Modulate Preattention  Processing of El-

derly People: Evidence From EMMN 

 

王露莼 1,2 李西营 2 王华丽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陕西师范大学 

 

    Objective  The results of studies on preattention 

bias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elderly individuals 

were mixed. Previous studies have also ignored the in-

fluence of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emotion regula-

tion on preattention bias.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emotion regulation on the preattention bias of 

elderly people.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Results  The ERP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of 150-250 ms, the amplitude of eMMN induced 

by negative faces was larger in elderly individuals with 

implicit emotion expression attitudes, while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amplitudes of eMMN induced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imuli in elderly individuals with 

implicit emotion control attitudes. In the late stage of 

250-350 ms, the amplitudes of eMMN induced by neg-

ative stimuli were larger in elderly individuals with the 

implicit emotion expression attitudes, while the ampli-

tudes of eMMN induced by positive faces were larger in 

elderly individuals with the implicit emotion control at-

titudes. 

    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emporal 

dynamic mechanism, elderly individuals with implicit 

emotion control attitudes can automatically process pos-

itive emotions in the preattention stage compared with 

elderly individuals with implicit emotion expression at-

titudes. 

 

 

 

抗阻力运动强度在衰弱老年人中剂量-效应关

系的 Meta 分析 

 

陈宝玉 1 王帅 2 孙建华 2 霍晓鹏 2 朱宏伟 2 薄琳 2 

赖小星 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抗阻力运动强度在衰弱老年人

中的剂量-效应关系。 

方法 全面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万方数据库中关于衰弱老年人抗阻力运

动剂量-效应关系的随机对照试验。筛选出符合条件

的文献，在提取资料与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后，使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本次研究共纳入 10 篇符合条件的 RCT，

研究对象为 454 例衰弱期及衰弱前期老年人。经

Meta 分析，抗阻力运动的训练强度与衰弱老年人的

肌肉力量、肌肉耐力、身体功能之间存在剂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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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无论是低强度还是高强度抗阻力运动，均可

以 显 著 增 加 衰 弱 老 年 人 的 腿 部 肌 肉 力 量

（MD=4.58,95%CI 3.34，5.82，P＜0.05）和肌肉耐

力 （MD=12.27，95%CI6.54，17.99，P＜0.05］。而

高强度抗阻力运动相比低强度抗阻力运动，增加衰

弱老年人的腿部肌肉力量（MD=7.97，95%CI 0.85，

15.09, P＜0.05）和肌肉耐力（MD=6.94，95%CI 5.21，

8.66，P＜0.05）的优势更明显。综合椅子坐立试验

和爬楼梯测试的结果分析，说明低强度抗阻力运动

对衰弱老年人的身体功能改善并无明显优势，而高

强度抗阻力运动则可以显著改善衰弱老年人的身体

功能（MD=-5.8，95%CI -7.3，-4.29，P＜0.05）、（MD=-

1.20，95%CI -2.17，-0.23，P＜0.05）。 

结论 抗阻力运动可以显著改善衰弱老年人的

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及身体功能，高强度抗阻力运

动比低强度抗阻力运动效果更明显。 

 

 

司法精神病学组 

 

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结果

的 meta 分析 

 

陈琛 1 刘露 2  

1）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2）浙江省中医院 

 

    目的  研究近 30 年来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患者

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结果的一致性和变化。 

    方法  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维普论文检测系统、PubMed 和 Cochrane Library 进

行文献检索，搜索关于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相关文

献，由 2 位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釆用 

CMA 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16 篇文献，共 618 例，其中

474 例评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比率为 83.3% 

（95%CI：67.4%-92.3%）；142 例评定为性自我防卫

能力削弱，比率为 16.4% （95%CI：7.5%-32.2%）；

仅 2 例评定为有性自我防卫能力。但不同研究之间

差异巨大，结果异质性显著。以是否为省会城市进

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患者性防

卫能力评定结果与是否为省会城市无关。Meta 回归

分析显示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评定为无性自我防

卫能力与发表年份无显著关联[Slope=-0.025，95%CI

（-0.057，0.008），P=0.14]，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患者

评定为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与发表年份无显著关联

[Slope=0.027，95%CI（-0.006，0.059），P=0.10]。 

    结论  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评定为无性自我

防卫能力的比率最高，达到 83.3%，其次为性自我防

卫能力削弱，比率为 16.4%，而评定为有性自我防卫

能力的比率微乎其微。然而不同鉴定机构在中度精

神发育迟滞患者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结果方面差异

较大，少数机构将中度精神发育迟滞全部评定为削

弱，与大多数机构鉴定结果相差甚远。这为性自我

防卫能力如何评定工作提供了数据参考，也提示性

自我防卫能力的一致性培训工作仍需继续开展。 

 

 

 

司法鉴定无精神病案例 2321 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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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绍敏 1 王岚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司法鉴定中心，精神卫生

中心 

 

    目的  探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司法鉴定中

心 2001 年-2020 年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例中鉴定为

无精神病案例的特点。 

    方法  对 2001 年-2020 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

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例中

2321 例无精神病案例的人口学资料、案件类型、法

律能力评定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以五年为一组，分为四组。四组间无精

神病的例数分别为 454（30.1%）、421（25.7%）、672

（31.3%）、774（26.4%），经卡方检验，四组间有无

精神病诊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2.494，

P<0.001）。2321 例无精神病案例中男性、21-50 岁、

初中以下低学历、文化为农民与无业、未婚人群为

主。案件类型以刑事案件为主，共 2012 例（86.7%），

服刑 183 例（7.9%），民事案件 61 例（2.6%），被害

人案件 48 例（2.1%），四组间案件类型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X2=101.750，P<0.001）。法律能力评定的

案例共 2244 例，刑事责任能力 1938 例（83.5%），

服刑能力 176 例（7.6%），性自我防卫能力 42 例

（1.8%），民事行为能力 38 例（1.6%），四组间案件

类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51.466，P<0.001）。 

    结论  无精神病案例比例较高，尤其是刑事案

件，对于无精神病案例的“精神症状”需要仔细甄别。 

 

 

 

早期营养支持对酒依赖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姚绍敏 1 宋志领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营养支持对酒依赖患者临床结局的

影响。 

    方法  选取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河北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酒依赖患者。

使用营养风险筛查量表(NRS 2002)对患者进行营养

风险筛查。纳入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 116 例(NRS≥3）。

以患者是否接受营养支持，分为营养支持组 70 例和

无营养支持组 46 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转归与并发

症状况。 

    结果  营养支持组震颤谵妄持续时间低于无营

养支持组(t=-2.290，P=0.028)；入院第 3 天和入院第

7 天营养支持组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分高于无营

养支持组(t=2.442，P=0.017；t=2.366，P=0.020）；营

养支持组发生并发症 15 例(21.4%），其中感染 11 例，

压疮 1 例，跌伤 2 例，静脉血栓 1 例；无营养支持

组发生并发症 18 例（39.1%），其中感染 12 例,压疮

2 例，跌伤 2 例，静脉血栓 2 例；单类并发症发生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并发症总发生率

比较，营养支持组低于无营养支持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X2=4.273，P=0.039)。 

    结论  营养支持能促进震颤谵妄等戒断症状和

精神状态、生活自理能力的快速恢复，有效地降低

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临床医师治疗酒依赖患

者的过程中，应关注营养支持疗法，宣教营养支持

治疗的必要性，减少并发症和死亡率，让更多的患

者早日康复。 

 

 

 

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首发儿童青少年抑郁障

碍患者大脑自发神经活动研究 

 

辛博 1 李娜 1 余明 1 王朝敏 1 郭新字 1 王蒙 1 刘前

莉 1 刘艳菊 1 刘春梅 1 刘虹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有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

injury，NSSI）行为的首发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静息状态下大脑自发神经活动特点及其脑功能异常

的病理生理机制。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就诊

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和住

院患者，招募首发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50 例，

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The Diagnos-

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

评估有无 NSSI 行为，将患者分为有 NSSI 组（n=27）

和无 NSSI 组（n=23）。对所有受试者静息态功能磁

共振数据进行低频振幅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分析，采用双样本 t 检验比较两

组 ALFF 值差异。采用 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24)评估患者抑郁

症状。 

    结果  有 NSSI 组较无 NSSI 组左侧颞上回、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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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丘脑 ALFF 值减低；左侧眶额回、左侧尾状核、

右侧海马 ALFF 值增高（GRF 校正，体素水平

P<0.001，簇水平 P<0.05）。 

    结论  相较于无 NSSI 行为的首发儿童青少年

抑郁障碍患者，有 NSSI 行为的患者存在多个脑区自

发神经活动异常。 

 

 

 

未成年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例分析 

 

姚绍敏 1 王岚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司法鉴定中心 

 

    目的  探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司法鉴定中

心 2001 年-2020 年未成年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例

的特点。 

    方法  对 2001 年-2020 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

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例中未

满十八周岁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收集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民族、职业等信息，并统计案

件类型、法律能力评定进行回顾性分析。医学诊断

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标准（CCMD-3）与《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

计分类》第 10 版（ICD-10）。 

    结果  20 年间鉴定案例 8302 例，未满 18 周岁

的案例 471 例（5.67%），其中被害人案件 245 例，

刑事案件 169 例，民事案件 50 例，其他 7 例。被害

人案件中以女性被强奸案例居多，刑事案件中以男

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盗窃案件居前三位；民事案

件中以交通事故案例为主。医学诊断的排序为：精

神发育迟滞，无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

碍，抑郁障碍。在评定法律能力的案例中：性自我防

卫能力、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位于前三。法

律能力评定中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居多，以轻度精

神发育迟滞为主，刑事责任能力中完全居多。 

    结论  未成年人智力低下人群中，女性精神发

育迟滞患者易成为被害对象，男性精神发育迟滞刑

事犯罪恶性案件较多，需引起重视。 

 

 

 

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攻击性及相关因素研

究 

 

李业平 1 施星明 1 张艳 1 李融 2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2）西交利物浦大学 

 

    目的  研究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攻击性状况

及其攻击性的影响因素，为其防治和管理工作提供

一定参考。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1 月在某

精神专科医院住院的 125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精神分

裂症住院患者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修改版外显攻

击行为量表（MOAS）、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AQ-CV 攻击问卷、自知力与治疗态度

问卷（ITAQ）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问

卷调查及量表评估，对同期在医院工作或学习的 101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健康对照组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

AQ-CV 攻击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在患者入组后的第

1 周选取 60 例患者进行 AQ-CV 攻击问卷的重测；

在患者入组后第 6 周进行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和 AQ-CV 攻击问卷的复测。 

    结果  （1）在 226 例研究对象中，有攻击行为

的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 69 例（30.5%），无攻击行为

的患者 56 例（24.8%），健康对照组 101 例（44.7%）；

三组研究对象在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

月收入等一般人口学特征构成比上有统计学差异(P 

<0.05)。（2）AQ-CV 攻击问卷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9，各分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687～0.901 之间；分

半信度为 0.917，各分量表分半信度在 0.488～0.829

之间；重测信度为 0.866，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

0.662～0.895 之间。（3）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攻击性

的影响因素分析：①对其总攻击性影响最大的因素

分别为病程因素（B = -5.877）和 PANSS 总分（B = 

1.373）；②对其身体攻击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分别为

打骂/训斥的管教方式（B = 4.826）和社会支持利用

度（B = -2.145）；③对其言语攻击性影响最大的因素

分别为高家庭人均月收入（B = -5.439）和疾病复发

及求助方式认识（B = -1.336）；④对其愤怒攻击性影

响最大的因素分别为高家庭人均月收入（B = -5.290）

和疾病复发及求助方式认识（B = -43.726）；⑤对其

敌意攻击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分别为病程因素（B = -

5.347）和住院的认识（B = -1.116）；⑥对其自我攻

击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分别为病程因素（B = -4.773）

和支持利用度（B = -1.153 ）。（4）精神分裂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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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特质研究 

 

张钦廷 1  

1）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的特点及

暴力行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特质相关性。 

    方法  设定具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具有一般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无攻击行为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健康对照共 4 个组别，通

过 PANSS、MAOS、IPAS、STAXI-2、SSP 等专门心

理测量学量表通过 SSP 量化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暴力行为及人格特质，分析暴力行为与精神分裂患

者人格特质的相关性。 

    结果  纳入具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87

例、具有一般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20 例、

无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80 例和健康对照组

1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凶杀行为以冲动性为主，

现症暴力行为与精神症状严重程度相关;攻击性人

格特质、神经质特质更多地与外显攻击行为相关，

表现出更多的状态性而非特质性。SSP 主要关注与

生物学因素关系密切的人格特质，共 13 个分量表，

其中躯体性焦虑、精神性焦虑、应激敏感性、缺乏自

信、怨恨归为神经质人格特征，神经质维度与植物

神经系统特别是交感神经系统的机能相联系；兴奋

性、不信任感、社交愿望、言语攻击、身体攻击归为

攻击性人格特质，与行为异常及精神病相关；冲动

性、冒险探索和冷漠特质归为内-外向性人格特质，

与神经系统的兴奋过程与抑制过程相联系。本研究

中，基本上一般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得分最

高，其次是无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再次是

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健康对照得分最低；

冲动性、冒险探索、冷漠特质在 4 组样本间无差异。

在攻击性人格特质中，言语攻击分量表在 4 组之间

也无差异；兴奋性、不信任、身体攻击 3 个分量评

分一般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得分最高，具有

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次之，无攻击行为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第三，健康对照组最低，有凶杀行为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得分低于与一般暴力行为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无攻击行为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健康对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差

异。构成神经质人格特征的 5 个分量表在 4 组之间

存在统计学差异，躯体性焦虑、精神性焦虑、应激敏

感性等 3 个分量表具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得分低于一般暴力行为和无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患

者；缺乏自信和怨恨分量表则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  愤怒特质、攻击性人格特质等更多与精

神分裂症患者现症暴力行为相关，表现出更多的状

态性而非特质性。 

 

 

 

司法鉴定中颅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者EPQ人

格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 

 

撒兰梅 1  

1）乌鲁木齐市安宁医院 

 

    目的  探讨颅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司法鉴定者

EPQ 人格特征，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400 例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中颅脑

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者纳入研究对象，采用龚耀先修

订本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

tionnaire，EPQ）评定人格特征，并用采用简明精神

病量表（Th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测

评心理健康状况，最常用的为 18 项版本。所有项目

按 1~7 分评分。 

    结果  研究组与常模组，EPQ 评定的内外向特

征高于全国常模（P＜0.05），精神质与神经质特征得

分均低于常模（P＜0.01），掩饰得分两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1）；BPRS 评分在焦虑抑郁、缺乏活力因

子分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多元线性回归

显示文化程度、受伤原因和 EPQ 的神经质(N)、内外

向(E)、精神质(P)进入 BPRS 阳性症状的回归方程。 

    结论  文化程度、受伤原因和 EPQ 的神经质(N)、

内外向(E)、精神质(P)进入 BPRS 阳性症状是发生精

神障碍的影响因素，应建立起相应的干预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颅脑外伤（目前主

要是交通事故）所致精神障碍[1]在司法精神病伤残

鉴定案件中的比例越来越高[2]，其中“颅脑外伤所致

人格改变”的诊断比例明显不一，颅脑外伤所致人格

改变诊断比例低的 2.4%，高的 81,7%。导致这种巨

大差异的原因很多。为了能客观的、一致性较高的

在伤残鉴定中诊断颅脑外伤所致人格改变，其心理

状况逐渐受到关注，为此本研究探讨司法鉴定中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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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者 EPQ 人格特征，以便更好地

为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注重颅

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者的日常状况及心理问题，可

以更好及时发现问题并积极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通过进一步分析，除人格特征外，文化程度和受伤

原因也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应当

成为日常工作中重点关注的对象。针对司法鉴定中

颅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者的不良人格特征及其出现

的心理卫生问题应及时进行干预。 

 

 

 

159 例故意杀人案精神病司法鉴定结果分析 

 

付培鑫 1 王靖 1 杨禹龙 1  

1）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司法鉴定中心 

 

    目的  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司法鉴定中

心主要负责北京市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相关法律

能力鉴定，本研究旨在了解本鉴定中心 2016 年至

2020 年 5 年间故意杀人案司法精神病鉴定情况。 

    方法  采用 EXCEL 表将 2016 年至 2020 年本

鉴定中心内网上的司法鉴定登记系统鉴定数据导出，

对数据进一步补充完善，包含人口学资料、案件性

质、案件类型、诊断、法律能力等数据，采用 SPSS11.5

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描述。 

    结果  近 5 年共鉴定案例 1868 例，其中故意杀

人案 159 例，占 8.5%。男性 130 例（81.8%），女性

29 例（18.2%）；年龄为 42.1±13.7 岁（18～87 岁）；

汉族 156 例（98.1%）、回族 2 例（1.3%）、满族 1 例

（0.6%）、；已婚 69 例(43.4%)、未婚 53 例(33.3%)、

离异 37 例（23.3%）；无业人员 100 例（62.9%）、打

工 14 例（8.8%）、农民 12 例（7.5%）、私营业主 7

例（4.4%）、离退休人员 7 例（4.4%）、工人 6 例

（3.8%）、学生 4 例（2.5%）、其它 9 例（5.6%）；初

中文化 61 例（38.3%）、小学 23 例（14.5%）、高中

38 例（23.9%）、本科 13 例（8.2%）、大专 18 例

（11.3%）、文盲 5 例（3.1%）、硕士 1 例（0.6%）；

北京籍 75 例（47.2%）、非北京籍 84 例（52.8%）；

责任能力评定 134 例（84.3%）、受审能力评定 25 例

（15.7%）。鉴定意见中显示精神分裂症 39 例

（24.5%）、精神状态正常 37 例（23.3%）、酒精所致

精神障碍 16 例（6.3%）、无精神病 14 例（8.8%）、

抑郁发作12例（7.5%）、器质性精神障碍10例（6.3%）、

双相障碍 8 例（5.0%）、幻觉妄想状态 7 例（4.4%）、

边缘智力 2 例（1.2%）、癔症 2 例（1.2%）、神经症

2 例（1.2%）、其它 10 例（6.3%）。评定为无责任能

力 33 例（20.8%）、限定责任能力 36 例（22.6%）、

完全责任能力 64（40.3%）、有受审能力 19例（11.9%）、

暂无受审能力 6 例（3.8%）、终止鉴定 1 例（0.6%）。 

    结论  近 5 年故意杀人案鉴定案例中鉴定诊断

前三位为无精神异常（包含无精神病和精神状态正

常）、精神分裂症、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责任能力评

定意见中以完全责任能力最多，限制责任能力和无

责任能力相当，完全责任能力占 

 

 

 

对 251 例限定责任能力司法鉴定分析 

 

李神赐 1  

1）杭州市安康医院 

 

    目的  对精神病司法鉴定为限定责任能力的案

例进行分析，为司法鉴定责任能力的评定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调查 2015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某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为限定责任能力

的 251 例，采用自编的调查表对鉴定案例的一般人

口学资料、疾病的诊断、犯罪特点、案由、作案时的

精神状态、作案时时是否有外因直接刺激、法律能

力等项目进行统计，将数据录入 SSPS23.0 系统分析。 

    结果  在 251 例鉴定为限定责任能力的案例中，

案由前三的为偷窃的 105 例，占 41.83%；伤害的 37

例，占 14.74%；妨碍公务的 23 例，占 9.16%；疾病

诊断数量前三的为精神分裂症 101 例，占 40.24%；

精神发育迟滞的 56 例，占 22.31%；诊断双相障碍

的 36 例，占 14.34%；在 101 例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的案例中，作案时处于发病期的 36 例（35.64%）、

不完全缓解或残留期的 54 例（53.47%）、处于缓解

期的 11 例（10.89%）；在 205 例案例中，鉴定人作

案时行为与精神症状直接相关的 19 例，占 7.57%；

受精神症状或疾病影响的 163 例，占 64.94%；与外

因直接刺激引起的 69 例，占 27.49%；同时发现鉴

定为限定责任能力的案例每年有增多的趋势。 

    结论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受到鉴定人员的主观

及外界因素影响，对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有扩大化

倾向，因此应加强更加具体可操作性的统一客观标

准培训与制订，确保精神司法鉴定的公信力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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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损伤治疗研究进展 

 

郭伟龙 1 王小平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认知损害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征，对

治疗和预后有重大影响。为了预防与精神分裂症相

关的认知缺陷，针对认知损伤的治疗至关重要。 

    方法   在各大数据库检索 schizophrenia；

cognitive；cognition；treatment 等关键词，对文献进

行综述。 

    结果  精神分裂症的认知损害涉及一系列非社

会和社会认知领域。这是疾病的核心特征，对治疗

和预后有重大影响。其中非社会认知又被称为神经

认知，包括最常见的心理能力，如注意力/警觉、工

作记忆、语言、视觉空间学习和记忆、加工速度、推

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非社会认知还可以包括

听觉和视觉感知过程。社会认知是指对他人和自己

的信息进行感知、编码、存储、提取和调节的心理过

程，包括情绪加工、社会感知、归因偏差、心智化。

社会认知的改善与社会功能的改善直接相关，而神

经认知与社会功能之间的联系是由社会认知功能介

导的。精神分裂症的认知补救是一种基于行为训练

的干预，旨在提高认知过程的持久性和普遍性。大

量的证据证明了认知补救的有效性。此外，新型的

如罗氟司特等 PDE4 抑制剂可能有益于精神分裂症

的认知功能损伤的治疗。 

    结论  这些研究对临床医生改善精神分裂症的

认知损伤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在他们的临床治疗框

架中增加一些这样的治疗方法(例如，认知补救等心

理治疗、罗氟司特等 PDE4 抑制剂的增效治疗)可能

更加有助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伤的治疗和临床

转归。 

 

 

 

3677 例司法精神病鉴定案例分析 

 

王丽娟 1 孔燕 1  

1）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顺义办公区（北京市

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北京市安康医院） 

 

    目的  通过对 2008 年 5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鉴定的 3677 例司法精神病鉴定案例的回归性

调查，从而对鉴定的特点及规律进行总结分析。 

    方法  采用自编的调查量表对被鉴定人的人口

学、疾病诊断及案件类别等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

年龄、婚姻、民族、职业、受教育程度、户籍所在地、

鉴定性质、案件类别、法律能力、疾病诊断等相关资

料，建立数据库。疾病诊断采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与诊断标准（CCMD-3）的分类。 

    结果  1.人口学资料：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比例

为 2.83:1(2721/956)，四十岁以下青壮年，初中文化，

汉族、未婚、无业者居多；2.疾病诊断：精神分裂症

类 1006 例，占 27.40%（1006/3677）,无精神病者 597

例，占 16.20%（597/3677），精神发育迟滞 562 例，

占 15.30%（562/3677），心境障碍 354 例，占 9.60%

（354/3677）,癔症、应激相关障碍、神经症 279 例。

3.案件类别：以刑事案件为主，3677 例中刑事案件

3210 例，占比 87.3%（3210/3677），其中责任能力鉴

定 2782 例，占刑事案件的 86.67%（2782/3210）；4.

涉案类型：刑事案件：故意伤害 566 例，盗窃 474

例，强奸 444 例，杀人 427 例，寻衅滋事 365 例，

妨害公务 178 例，抢劫 163 例，放火 120 例，强制

猥亵 83 例，诈骗 78 例；治安案件：殴打他人 144

例，扰乱公共秩序 90 例，盗窃 58 例，故意毁坏公

私财物 40 例，卖淫嫖娼 23 例，妨害公务 17 例，故

意伤害 16 例，传播、编造虚假恐怖信息 6 例，介绍

卖淫 4 例，倒卖有价票证 2 例。以故意伤害、盗窃、

强奸、杀人为主；性防卫能力鉴定 289 例，占刑事

案件的 9.00%（289/3210）。 

    结论  被鉴定人男性多于女性，四十岁以下青

壮年，初中文化，汉族、未婚、无业者居多；疾病诊

断上以精神分裂症类为多，无精神病的诊断的案例

仅次于精神分裂症类值得关注；以刑事案件为主三

大特征。人口学方面与既往的研究差异不大，与青

壮年期精神病好发，又易发生刑事案件有关，提示

社会仍要关注精神病人的管理与医治，尽可能减少

精神病患者的危害行为。所研究的案例中，刑事案

件数量比例高，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诊断中无精

神病的诊断的比率明显多于前者的研究，提示鉴定

工作者要有辩证的法律思辨能力，充分运用医学与

法学的知识为精神病人维权，为办案机关服务，为

社会服务。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313 

 

 

 

88 例在校学生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分析 

 

王敏 1  

1）北京市安康医院 

 

    目的  探讨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被鉴定人为在

校学生的精神病学和犯罪学特征，为预防和减少校

园犯罪的发生提供解决思路。 

    方法  对本鉴定中心 200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所承接的 88 例被鉴定人为在校学生的刑事

案件鉴定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被鉴定人以男性为主（70.5%），均为犯

罪嫌疑人；女性被鉴定人中多为性侵害相关案件被

害人（84.6%）。2.案件类型以性侵害相关案件占比最

大（37.5%），其次为故意杀人案（20.5%）和故意伤

害案（9.1%）。3.鉴定结论中诊断各类精神障碍者占

71.6%，以精神发育迟滞或边缘智力最常见（38.1%），

精神分裂症次之（25.4%）。4.在 66 例被鉴定人为犯

罪嫌疑人的案件中，鉴定结论半数为全责，限责次

之，无责最少。5.疾病诊断分类和案发前后是否具有

自我保护对责任能力评定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

性影响。6.女学生被性侵害案件中，以熟人作案居多

（59.1%），有 68.2%的被鉴定人最终诊断为精神发

育迟滞或边缘智力。 

    结论  在校学生所处生理和性心理特殊发育阶

段，导致其性侵害相关案件发生率高，应引起关注

并进行正确引导教育；对在校女学生伴智能障碍者，

应给予特殊关注和保护，尤其注意预防熟人作案的

可能性；在校学生涉嫌刑事案件中易造成死伤等严

重后果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案占比较大，应予以

重点预防；在精神检查过程中，对可能影响责任能

力评定的案发前后自我保护等相关信息，应注意收

集。 

 

 

 

南通硫酸毁容案二十年之回顾 

 

吕颖 1 王增良 2 韩臣柏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 

2）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 

 

    本文旨在回顾一例 20 年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的以硫酸故意伤害家人、先后进行了 5 次司法精神

病鉴定，并三抓两放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探讨病程

对于诊断的意义及本案带给我们的思考。 

    1、案件简介 

    王某 女 1971 年生。1998 年底，王某出现躯体

不适，怀疑患“心肌炎”及“菌痢”。5 月 28 日，王某

认为母亲害她，外出购买硫酸欲伤害母亲。当晚晚

饭后，王某将硫酸泼向母亲、妹妹及姨侄。2001 年

4 月 27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王某犯故意

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年 6 月入监

服刑。2013 年 3 月保外就医，至今仍随父母生活。 

    2、5 次司法鉴定，结论差异大 

    本案在终审判决之前共进行 5 次司法精神疾病

的鉴定。1999 年 6 月江苏省南通市精神疾病司法鉴

定委员会技术鉴定组鉴定，结论：精神分裂症，无责

任能力。1999 年 7 月江苏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

会技术鉴定组鉴定，结论：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

力。1999 年 11 月经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

所鉴定，结论：无精神病，完全责任能力。2000 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北京及西安相关专家再次

鉴定，结论：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2001 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王某故意伤害案组织司法精神

病学复核鉴定，组织了杨德森、郑瞻培、刘协和、贾

谊诚等著名专家参与，结论：抑郁性精神障碍，限定

刑事责任能力。 

    3、服刑表现： 2001 年 6 月入狱服刑。其表现

情绪低落，不停哭泣，被动少语，生活懒散，不能正

常参加劳动。2001 年至 2013 年数次住监狱精神病

院。表现被动，少与人交流，不主动参加病区娱乐活

动。遇事情绪不稳，纠缠，矛盾意向，缺乏自知力。 

    4.保外后随访：王某一直随父母生活，被动、懒

散、孤僻，退缩、不能独立生活。接触话少，问话不

答。 

    5、讨论 

    5.1 病程在明确诊断中的意义。 

    对于非典型病例的诊断，病程是明确非典型精

神障碍诊断的试金石。随访王某约 20 年，其无明确

的缓解期，且疾病转归逐渐走向衰退，孤僻、被动、

懒散，社会功能严重受损，靠父母照顾下生活。依据

标准 ICD-10，可明确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5.2 提高结论的一致性，节约司法资源 

    首先，完善行业标准，并加强培训。其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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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司法部主导司法精神病行业专业技术方面的

能力验证，每年进行一次，验证结果可以公开查询。

若每年能力验证结束后，如果能展开公开讨论、反

馈或总结，或可更大发挥能力验证带给行业的促进。 

 

 

 

精神分裂症与犯罪 

 

朱明霞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与犯罪的关系 

    方法  通过汇总各家研究结果综合分析得出结

论 

    结果  精神病中，和犯罪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精

神分裂症 

    结论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实施的犯罪中，暴

力型犯罪的比例显著高于其它类型犯罪，破坏社会

秩序和性欲型犯罪也比较突出。精神分裂症犯罪的

行为特征具有冲动性、单独性和公开性，主要表现

在犯罪不分场合，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大多数是个

人单独进行犯罪，比精神正常者更多地在公共场合

犯罪，并且在犯罪中更多地使用暴露的手段，这一

公开性特点，是精神分裂症犯罪比较容易被侦破以

及被当场抓获的重要原因之一。精神分裂症犯罪后

大多不能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随着法制的逐

步健全，我国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工作正步上正轨，

“有病无罪论”已基本得到纠正，“无病推定原则”已

广泛被认可，目前三分法（完全责任能力，限定责任

能力和无责任能力）的责任能力评定原则已被各界

所接受，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司

法精神医学鉴定应遵循医学与法学的双重原则，医

学-法学标准兼有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所长，把精神

障碍与犯罪行为纳入因果关系之中来考察，既考虑

行为人在犯罪时是否处于精神障碍状态，又考虑精

神障碍是否对行为人在犯罪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

力发生影响，为尽可能准确认定刑事责任能力设置

了双重保险。同时维护违法精神病患者与无辜受害

者双方的合法权益，更好地为法律公正服务。 

 

 

 

非自杀性自伤评估量表在精神障碍青少年人

群中的修订 

 

陈慧 1 周建松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

版（DSM-5）中非自杀性自伤的诊断标准，以渥太华

自伤量表为基础，修订适合我国文化背景的精神障

碍青少年人群的非自杀性自伤评估工具并进行信效

度分析。为国内针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临

床及科研提供有效的评估工具。 

    方法  本研究于 2020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

间，在全国 6 家精神卫生服务机构，连续招募符合

DSM-5 中非自杀性自伤诊断标准的 12-24 岁青少年

患者。由经验丰富的副教授或主治以上精神科医生

进行临床诊断后，完成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表、渥

太华自伤量表。应用 SPSS 24.0 统计工具对所得数

据进行条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完成量表的修订，

并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半信度、重

测信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等信效度检验，对结构

效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 234 例非自杀性自伤青

少年患者，最常见的诊断为抑郁障碍（57.4%）、双

相情感障碍（20.9%）、青少年情绪障碍（17.1%）等；

女性（85.9 %）比男性（14.1%）更常见；平均年龄

为 16.2±2.6 岁。 

    2.根据极端分组法、相关分析法及探索性因子

分析中主成分分析法等，删除非自杀性自伤功能量

表中的 9 个条目（2、7、11、13、23、24、10、17、

18）完成量表的修订； 

    3.信度分析结果显示非自杀性自伤想法与行为

频率、成瘾特征、功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

为 0.799、0.798、0.835，分半系数分别为 0.714、0.727、 

0.852，后两者的重测系数分别为 0.466、0.560。 

    4.根据各部分量表分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显

示内容效度良好；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非自杀

性自伤想法与行为频率部分提取到一个成分；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成瘾特征部分提取到一个成分；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功能部分提取到 3 个成分，三个功能

分量表分别为社会影响、外部情绪调节、内部情绪

调节，各个条目的因子负荷量均＞0.40，量表的结构

效度良好。且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量表的拟合程度

较为合理。 

    结论  本研究修订后的中文版渥太华自伤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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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为理想的信效度，量表的稳定性、可靠性较高，

结构稳定，拟合度较为合理，适合作为研究精神障

碍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临床和科研评估工

具。 

 

 

 

大学生首发抑郁症患者基于体素的大脑灰质

体积改变的研究 

 

刘霈蕖 1 周建松 1 王小平 1 陈慧 1 陈贤亮 1 刘佳丽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既往调查发现，抑郁症人群大多为青少

年，患病率高达 15～20%， 且绝大多数自杀死亡的

青少年为抑郁症患者。近年，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

率呈上升趋势，给个体和家庭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尽管近年来对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逐渐深入，但抑

郁症的诊断仍缺乏可靠的生物学标记物。本研究运

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法（voxel-based morpho-

logical analysis,VBM)分析大学生首发抑郁症患者

（First episode depression）大脑灰质体积异常以及与

临床特征的相关性研究，以期为抑郁症发病机制提

供生物学标记，且为临床干预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选取 31 例大学生首发 MD 患者， 及年

龄性别相匹配的 24 名正常对照者，进行高分辨 3.0T 

MR 扫描，使用统计参数图（SPM）8 软件，采用 VBM

方法处理三维 T1/3D 结构像，比较 MD 患者与健康

对照组大脑灰质体积的差异，并提取代表 MD 患者

有差异脑区体积平均值的特征值,与艾森克人格量

表分数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招募了 31 例抑郁症患者，24 例

正常对照者，均为 16-24 岁的未婚青少年，所有患

者均为首发抑郁症，两组在年龄、性别、受教育年

限、精神疾病家族史、父母婚姻关系等方面无显著

差异(p>0.05)。有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经过错误发现

率(FDR)校正,MD 患者双侧楔前叶，双侧扣带回，右

侧眶额叶的灰质体积减小（p＜0.001），且双侧楔前

叶，双侧扣带回，右侧眶额叶中回灰质体积与人格

神经质分数呈高度负相关，双侧楔前叶，双侧扣带

回灰质体积与心理弹性总分高度正相关。 

    结论  运用 VBM 方法发现，大学生首发抑郁

症患者大脑双侧楔前叶，双侧扣带回，右侧眶额叶

的灰质体积减小，且双侧楔前叶，双侧扣带回，右侧

眶额叶中回灰质体积与人格神经质分数呈显著负相

关，双侧楔前叶，双侧扣带回灰质体积与心理弹性

总分高度正相关。为大学生首发抑郁症患者的发病

机制提供了脑结构的神经影像学证据，且为临床干

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简式 UPPS-P 冲动行为量表在精神分裂症住

院患者中的信效度评价 

 

邵阳 1 袁丽娜 1 刘凤菊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为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性冲动性进

行有效评估，本研究在住院患者中检验简式 UPPS-

P 冲动行为量表(Short Version of the UPPS-P Impul-

sive Behavior Scale,S-UPPS-P)的信效度，得到冲动性

风险评估的有效工具。 

    方法  对 S-UPPS-P 冲动行为量表进行了翻译

和修订，并在 265 例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中进行信

效度分析。 

    结果  （1）S-UPPS-P 冲动行为量表除条目 1、

4、7 外，整体的同质性和区分度较好。（2）量表的

信度良好，总分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25，Spear-

man-Brown 分半信度为 0.769，Guttman 分半信度

系数为 0.764，一周重测信度系数为 0.759。（3）量

表的结构效度较好，五因素模型拟合度 χ2=342.985

（ df=160 ， P ＜ 0.001 ）， CMIN/DF=2.144 ，

RMSEA=0.066，GFI=0.886，CFI=0.868，IFI =0.870。

（4）量表的效标效度良好，S-UPPS-P 量表总分与

校标量表 Barratt 冲动量表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11)总分相关 r=0.539，P<0.01。 

    结论  S-UPPS-P 冲动行为量表除缺乏坚持性

因子有待改进外，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可以用于精神障碍患者冲动性的研究。 

 

 

 

两起立遗嘱能力鉴定 

 

刘彩萍 1 马金芸 1 杨晓敏 1 项志清 1 李冠军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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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

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做的个人

处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

在精神病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需要对被鉴定人立遗

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的情况。因鉴定时被

鉴定人已离世，故此类鉴定又称为缺席鉴定。缺席

鉴定相对比较少见，鉴定过程中鉴定人需要根据病

史资料、调查材料做出回顾性论证，通常难度较大。

因此，我们对实践中的两个相关案例进行了总结、

分析，希望有利于该类案例的鉴定。案例一中被鉴

定人于 2006 年 4 月 7 日立遗嘱，2008 年去世。鉴

定结论：患血管性痴呆，立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

案例二被鉴定人于 2001 年 5 月 17 日立遗嘱，2006

年去世。鉴定结论：患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痴呆），

立遗嘱时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对该两案例有几

点思考：缺席鉴定中详细的资料非常重要，包括病

史资料、脑影像检查结果、旁证资料等。病史资料尤

以不同医院神经内科、精神科的详细病史为关键，

或者有连续的病史也可相互印证。对于脑影像学检

查结果需认真阅片并结合临床表现判断；有时尚需

在鉴定时对案件争议双方做进一步详尽的调查，调

查应客观，除争议双方，还需调查第三方。在归纳总

结时鉴定人需要慎重，尽量引用、采纳经过法院质

证、可靠性强的资料。鉴定意见的撰写要留有余地，

行文、措辞应仔细斟酌。 

 

 

 

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 118 例鉴定资料分析 

 

周雅君 1  

1）灵武市宁安医院 

 

    目的  通过对颅脑外伤后产生的精神障碍问题

进行讨论，分析该现象的特点和产生因素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表对 118 例鉴定案例的资

料进行收集，内容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

况、受教育程度、受伤时间、受伤当时的 GCS 评分、

鉴定时间、中国修订版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RC）

的结论及鉴定意见等。 

    结果  在本次的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被鉴定

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超过八成的被鉴定人是初中

文化，且大部分人从事的是农业工作，男性所占据

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女性，这与国内的研究结论一致

[8-9]。 

    在本组的鉴定案例中，所占比例较大、排在前

四位的情况分别是器质性智能损害、器质性人格改

变、器质性神经症样综合征、器质性情感障碍，所占

比例分别为 39%、34.7%、16.1%以及 4.2%。脑损伤

程度越严重，可能导致的智能损害也就越严重。智

能损害程度与脑损伤分级、鉴定时间均无相关性。 

    结论  脑外伤所导致的精神障碍问题较为复杂，

尤其是和躯体障碍相比，存在更多的复杂因素，鉴

定结果不仅受到器质性因素的影响，心理因素的影

响也很重要。除此之外，被鉴定人受伤后送至医院

的时效、受伤情况的不同以及家人照顾是否得当等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鉴定人的智能恢复情况，

进而影响智能损害的鉴定结果。 

 

 

 

精神心理服务中的网络检索患者现象 

 

胡心悦 1 邵阳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厘清网络检索患者的伦理问题。 

    方法  文献检索与分析梳理。网络检索患者

(Patient Targeted Googling, PTG)是指医务人员通过

搜索引擎、社交平台等网络途径获取患者相关信息

的行为。 

    结果  精神心理专业人员检索患者的行为因其

复杂的伦理问题广受争议：一方面，PTG 可能破坏

治疗边界、影响治疗关系，另一方面，PTG 可以在

关键时刻保障患者安全。国内背景下 PTG 的原因、

影响以及准则等都亟待清晰，而国内尚缺乏 PTG 的

研究。不使用 PTG 的理由主要有：质疑治疗师的动

机，例如治疗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使用 PTG；对网

络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临床相关性存在疑虑；破

坏治疗师与患者的信任纽带，破坏治疗关系；有的

患者也许不会同意精神心理专业人员这样做，PTG

侵犯到了患者隐私不同身份下PTG的使用理由有所

差异。私人诊所中的首要原因是好奇心，精神病急

诊室中的首要原因是为了更好的护理患者；年龄因

素和治疗流派都有可能影响到 PTG。由于年轻的精

神心理专业人员会在日常生活中更为频繁的“网上

冲浪”，包括频繁的网络检索以及使用社交软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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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精神心理专业人员较于更年长的精神心理专业

人员对 PTG 似乎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迁移至专业

领域的可能性也更大。 

    结论  建议明确 PTG 目的、取得知情同意、与

督导小组商讨、注意信息甄别、与患者讨论、培训与

督导。 

 

 

 

宁夏地区涉酒法医精神病鉴定案例资料分析 

 

徐学兵 1 杨巧玲 1 常高峰 1 周丽红 1 周雅君 1  

1）宁夏宁安医院 

 

目的  对宁夏精神疾病鉴定所 2020 年因涉酒

委托鉴定的 29 例法医精神病鉴定资料进行分析，探

讨宁夏地区涉及饮酒而行法医精神病鉴定的案例特

征，为涉酒法医精神病鉴定提供经验和参考。   

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收集宁夏地区 2020 年

29 例涉及到饮酒的法医精神病鉴定案例一般人口学

资料、鉴定案由、委托鉴定目的、鉴定诊断、法律能

力评定等内容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宁夏地区 2020 年涉酒法医精神病司法

鉴定案例的疾病以精神分裂症最多（7/29，24.14%），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次之（6/29，20.69%），未发现精

神病性障碍排在第三位（4/29，13.79%）；案件类型

以危险驾驶最多（16/29，55.17%），伤害案次之（2/29，

6.9%）；责任能力评定以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最多

（12/29，41.38%），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次之（11/29，

37.93%），无刑事责任能力最少（5/29，17.24%）。   

结论   因涉酒委托进行法医精神鉴定仍以精

神分裂症为主体，以危险驾驶为案由居多，以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居上；也有未发现精神病性障碍的对

象提请委托。应加强对涉酒法医精神病鉴定案例的

研究，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病驾”和“酒驾”的管理。 

 

 

 

Prevalence of Suicidal Ideation and Corre-

lated Factors Among 1298 Chinese Detainees 

 

顾梦阅 1 彭吉军 2 邱俊 1 翟金国 1 刘燕 1  

1）济宁医学院 

2）济南市公安局监管支队一大队育仁医院 

 

    Objective  : Suicide is the most common acci-

dental death among detainees. This study aims to esti-

mate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hinese 

detainees and to identify the correlated factors. 

    Methods  :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

ducted in a detention center from January 15 to Febru-

ary 6, 2020, in Shandong Province. A total of 1298 par-

ticipants were examined with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riminal justice variables, 

health history, family context, social support and child-

hood trauma. Suicidal ideation was screened using the 

Suicidal Ideation Self-Rating Scale (SIOSS).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conducted for multivariate anal-

ysis. SPSS 23.0 Version was used. 

    Results  : The mean age of the participants was 

35.9±10.4 years old. 31% of all participants reported su-

icidal ideation in the past year. Previous suicide attempt 

(OR=3.86, 95% CI: 2.81, 5.30), higher psychological 

stress (OR=3.18, 95% CI: 2.27, 4.46), irritability 

(OR=2.24, 95% CI: 1.29, 3.90), physical neglect in 

childhood (OR=1.96, 95% CI: 1.45, 2.64), unwarm 

family relationship (OR=1.49, 95% CI: 1.07, 2.07) and 

employment (OR=1.35, 95% CI: 1.01, 1.81) were posi-

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in detainees. 

Help seeking (OR=0.64, 95% CI: 0.47, 0.86) was nega-

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in detainees. 

    Conclusion  :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al ideation 

was high in detainees. We need to make early identifi-

cation tools and screening strategies to prevent suicidal 

ideation and even behaviors in detainees. 

 

 

 

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分析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 1098 份判决书为样本 

 

刘浩 1 李钢琴 1 胡峻梅 1  

1）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法医精神病教

研室 

 

    目的  了解目前我国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刑事

责任能力鉴定以及鉴定意见采信的状况。 

    方法  使用自编调查表，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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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发生于 2012 年 1 月-2020 年 5 月的涉及毒品所

致精神障碍者刑事案件被告人为研究对象，对判决

书中被告人信息（如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

职业）、犯罪学特征、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有无因

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而从轻或减轻处罚等相关案件资

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收集的全国 2012 年到 2020 年有关毒品

所致精神障碍的相关案件共 1098 例。毒品所致精神

障碍者以男性、青年、低文化程度、无业人员为主。

犯罪类型最多的是故意伤害罪，占 16.97%。一半以

上的被告人有过前科（55.56%），大多数为暴力犯罪

（71.04%），在对人的暴力中，双方关系多为陌生关

系（50.18%），有预谋（有作案动机）的作案比例最

高（41.62%），作案后多数被告人会选择逃跑或离开

现场（61.29%），绝大多数为犯罪既遂（90.07%）并

且作案后未遗忘自己行为（96.27%）。在 1098 例案

件中，鉴定意见为不宜评定的有 143（13.02%）例，

给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意见的有 845（76.96%）例，

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110（10.02%）例。在评定为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的案件中，800（94.67%）例被告人未

从轻处罚（指有无因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而

从轻或减轻处罚）。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案件

中，有 13（11.82%）例未从轻处罚。不宜评定的案

件中，139（97.20%）例未从轻处罚。针对不完全刑

事责任能力组和不宜评定组处罚构成情况进行卡方

检验，卡方值等于 1.66，两组处罚构成情况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犯罪的人口学

特征、犯罪类型、作案对象、作案动机、作案后行为

等方面有一定的特征。大部分鉴定人对涉及毒品所

致精神障碍的案件仍给出了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

见，仅有少部分案件参照指南仅说明医学状态而暂

未评定责任能力。 

 

 

 

成都地区青年男性危险性行为现状及色情信

息使用影响的分析 

 

万巍峙 1 胡峻梅 1  

1）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目的  了解成都市地区青年男性危险性行为现

状及色情信息使用对其的影响。 

    方法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成都市

18-34 岁男性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基本情况

调查表、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HAD）、酒精使用障

碍筛查量表（AUDIT），自制的性经历、色情信息使

用情况调查表等。 

    结果  有效应答样本共 2087 人，其中有 66.4%

的男性曾有过危险性行为。采用 2 检验或 Fisher’s 检

验对有、无危险性行为男性比较发现，两组在年龄、

婚姻情况、性取向、宗教信仰、焦虑情绪、酒精滥

用、毒品使用、儿童时期不良经历、色情信息使用情

况等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logistics 回归

进行分析发现，酒精滥用（OR=1.290）及以下色情

信息使用条目对危险性行为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初次接触色情信息的年龄（OR=0.756）、需要获得更

刺激的色情信息兴奋自己（OR=4.138）、曾因担心使

用色情信息寻求帮助（OR=2.579）、因没有性伴侣使

用色情信息（OR=2.000）。 

    结论  成都市青年男性中危险性行为的检出率

为 66.4%。初次使用色情信息的年龄小、需要获得更

刺激的色情信息兴奋自己、曾因担心使用色情信息

寻求帮助、没有性伴侣、酒精滥用会增加危险性行

为的发生风险。 

 

 

 

429 例暴力犯罪者的双重伤害行为及危险因

素分析 

 

黄颖 1 张四美 2 苟宁芝 1 王小平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康宁医院 

 

    目的  暴力犯罪人群中发生自我伤害行为的情

况并不少见，有研究者将同一个体一生之中既出现

攻击他人，又出现自我伤害行为的现象称为双重伤

害（Dual-harm, DH）。本研究的目是探索暴力犯罪者

的双重伤害行为发生情况以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安

定医院、广州脑科医院、南京脑科医院、厦门仙岳医

院和广西脑科医院 7 个司法鉴定中心招募的 429 名

暴力犯罪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有无自我伤

害史将研究对象分为双重伤害组（74 人）和攻击他

人组（355 人）。比较两组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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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以及精神病态量表（PCL-R）、暴力历史、临

床、风险评估量表（HCR-20）、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BPRS）的评定结果。采用单因素及二分类

Logistics 回归分析暴力犯罪者发生双重伤害行为的

危险因素。 

    结果  74 例（17.2%）暴力犯罪者有双重伤害行

为，归为双重伤害组；355 例（82.8%）暴力犯罪者

仅有攻击他人行为，归为攻击他人组。与攻击他人

组相比，双重伤害组女性（χ²=4.59）、童年期遭受父

母虐待（χ²=7.19）、既往有精神病史（χ²=4.53）、目

前诊断为心境障碍更常见（χ²=9.22），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双重伤害组的 HCR-20 总分、HCR-20 风险

管理分量表得分、PCL-R 总分、PCL-R 反社会因子

分、BPRS 焦虑抑郁因子分高于攻击他人组（P<0.05）；

两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双重伤害的危险因

素为童年期遭受父母虐待(OR=3.66, 95％CI:1.72～

7.80)，既往有精神疾病史(OR=1.84, 95％CI:1.01～

3.34)，目前诊断为心境障碍(OR=2.82, 95％CI:1.06～

7.48) ， BPRS 焦虑抑郁因子分 (OR=1.78, 95 ％

CI:1.32～2.38) (P<0.05) 

    结论  有相当比例的暴力犯罪者存在双重伤害

行为，童年期遭受父母虐待、既往有精神病史、目前

诊断为心境障碍、抑郁情绪严重的个体更容易发生

双重伤害行为。 

 

 

 

法医精神病鉴定中伪装精神病问题的探讨 

 

王军 1 周德怡 1  

1）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实践中，常会遇到

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处罚或获得某种利益而伪装精

神病或诈病的情形，伪装精神病的识别是一项专业

性很强的技术，至今尚无公认、统一、操作性强的策

略与方法，本文旨在通过结合一具体鉴定案例，对

法医精神病鉴定实践中如何识别伪装精神病等问题

进行探讨交流。 

    方法  结合一被鉴定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实际

鉴定案例，对如何分析案卷材料尤其是被鉴定人就

诊的病历资料、如何识别伪装精神病等问题进行探

讨，并结合鉴定实践经验及文献回顾，对伪装精神

病的特点、应对策略、未来研究方向等进行了讨论。 

    结果  本鉴定案例中，被鉴定人及家属提供了

多份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历资料，且被

鉴定人在某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4 月余。但是经过对

相关资料的仔细分析， 发现了诸多疑点，针对疑点

制定了鉴定提纲，并在鉴定精神检查过程中重点围

绕所发现的疑点进行检查印证。通过从被鉴定人“精

神症状”本身特点、症状之间的相互联系、症状发生

发展与演变规律、症状严重程度与实际社会功能的

匹配性、症状消长与治疗的关系、症状与作案行为

的关系等方面综合分析，最终识别了被鉴定人系伪

装精神病，鉴定诊断为“无精神病”，该鉴定意见得到

了法院采信，鉴定后随访也证实了鉴定意见的准确

性。 

    结论  伪装精神病的情形在司法鉴定实践中并

不少见，鉴定人应该对伪装精神病保持高度警觉性，

通过认真阅卷、综合分析、秉持无病推定和辩证思

维、必要时采取住院鉴定，有助于去伪存真、准确识

别伪装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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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依赖学组 

 

精神分裂症认知控制缺陷的 ERPs 研究 

 

李冰 1,2 任艳萍 1 贾丽娜 1 潘伟刚 1 马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通过分析认知控制处理过程中的行为学

及事件相关电位（ERPs）指标，探讨精神分裂症主

动性认知控制及反应性认知控制缺陷背后潜在的神

经机制及特征性生物学指标，以及与临床症状、认

知障碍、功能结局的关联。 

    方法  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纳入精神分裂

症患者 17 例及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

康对照 17 例进行分析，对所有研究对象收集人口学

资料、完成 MATRICS 共识认知成套测验评估、完

成多感知觉版本的 AX-CPT 任务测量，并在执行认

知任务的同时采集脑电数据；精神分裂症患者还需

要评估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临床总体印象量表—

病情严重程度、功能大体评定量表、锥体外系不良

反应量表、Barnes 静坐不能量表。 

    结果  （1）在 BX 条件下，患者组的反应准确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在患者组中，BX 条件的反应准

确率显著低于 AX 条件。在 AY 及 BX 条件下，患者

组的反应时间都显著慢于对照组。两组内的比较中，

在对照组，AY 条件的反应时间显著慢于 AX 条件，

而 BX 条件的反应时间显著快于 AX 条件；在患者

组，AY 条件的反应时间同样显著慢于 AX 条件，但

BX 条件与 AX 条件的反应时间无明显差异。患者组

d’context 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 

    （2）在认知控制的预备阶段，健康对照组 B 条

件下顶上叶皮层感兴趣时间内平均 P3b 振幅显著强

于 A 条件，精神分裂症患者组结果与对照组一致。

在认知控制的反应阶段，两组间比较，对照组 BX 条

件下的 P3a 振幅显著强于患者组。 

    患者组 BX 条件的准确率与 MCCB 总分呈正相

关，d’context 指标也与 MCCB 总分呈正相关。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动性认知控制功能和

反应性认知控制功能均存在缺陷，个体遇到冲突时

更倾向于使用反应性认知控制功能。无论健康对照

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认知控制的预备阶段及反

应阶段，分配给主动性控制过程的神经资源更多。

而在反应阶段，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为主动性控制

调动足够的神经资源以维持正常的功能。精神分裂

症患者主动性认知控制功能损害越严重，认知障碍

程度越严重。 

 

 

 

线索暴露联合低频电针足三里预防酒依赖复

发的干预效果研究 

 

赵荣江 1,2 杨可冰 1,2 杨清艳 1,2 王君 1,2 牛雅娟 1,2  

1）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 

2）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探讨线索暴露联合低频电针足三里治疗

降低酒依赖者在面对酒相关环境线索时心理渴求的

作用。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将 122

例依 DSM-IV 诊断为酒依赖的患者，按患者年龄分

层，根据患者入院先后顺序编号，查随机数字表，用

区组随机化法，按照 1:1 的比例随机分为线索暴露+

电针治疗（试验组）及常规治疗（对照组）两组，每

组各 61 例。实验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线索暴露

+电针治疗 9 次。在治疗前和为期 3 周的治疗后，采

用可视渴求量表、饮酒迫促性量表评定患者的心理

渴求。完成治疗出院后的半年内进行 4 次随访，计

算患者该期间的戒酒天数。主要结局指标为复饮率

和校正累积戒酒时间。 

    结果  治疗后试验组VAS评分低于对照组VAS

评分（1.87±1.95 vs 3.56±2.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960，P=0.000）；试验组 VAS 评分减分值更高

（ 2.50±2.23vs0.92±2.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043，P=0.000）。治疗后 4 周、8 周、12 周随

访结果显示，试验组复饮率及复饮后日均饮酒量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

26 周随访结果显示，两组复饮率及复饮后日均饮酒

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线索暴露治疗联合低频电针足三里治疗

技术，短期内可以进一步降低酒依赖患者的心理渴

求，从而降低酒依赖患者的远期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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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uropeptide Y Single-nucleotide Poly-

morphism Rs16147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Alcohol Dependence on Depression：the Evi-

dence for Differential-susceptibility Model 

 

Wang Fan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Objective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ter-

actions between alcohol dependence and gene polymor-

phism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onset of depression. 

However, most of the interactions studied to date have 

been within the diathesis-stress model, which limits fur-

ther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findings.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d on Neuropeptide Y (NPY), which is re-

ported to protect individuals from high-stress stimula-

tion. Here, we sought to explore whether the NPY pro-

moter variant rs16147 regulates depression in individu-

als with alcohol depend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alco-

hol dependence withdrawal. 

    Methods  A total of 455 males with alcohol de-

pendence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The ro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PY rs16147 and alcohol depend-

ence on depress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acute alcohol 

dependence withdrawal was first analyzed. Then, region 

of significance analysis was used to confirm which 

model provided the best fit for the interaction (diathesis-

stress or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Finally, by using in-

ternal replication analyses, the accuracy and robustness 

of the interaction results were improved. 

    Results  CC homozygotes of NPYrs16147 exhib-

ited less depression when exposed to low alcohol de-

pendence, but more depression when exposed to high 

alcohol dependence. Individuals with the T allele 

showed the opposite result.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rs16147 

might be correl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for depression 

symptoms in males during alcohol dependence with-

drawal.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

ity model. 

 

 

 

酒精依赖症患者治疗后复饮的相关风险因素

分析 

 

刘彩兴 1 刘丽华 1  

1）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酒精依赖症（ADS）患者治疗后复

饮的相关风险因素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本院戒酒

科收治的 ADS 患者 207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 103 例

复饮患者设为复饮组，未复饮患者 97 例设为对照组。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评估简表中文版评估复

饮患者的生存质量。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由环境、社会关系、生理和心理 4 个领域组成，具

有较好的判别效度。治疗后进行为期 1 年的随访，

分别于治疗后 1 个月、6 个月、12 个月时进行电话

访问。随访内容包括是否复发，复发原因，复发准确

时间。本研究将“复发”定义为连续三日以上日均饮

酒量>50g 纯乙醇（根据受试者所饮酒类酒精含量换

算），将“复发时间”定义为“复发”的开始时间，如患

者报告未发生复饮，则需要同时随访该患者家属获

取复饮情况以与患者报告的复饮情况交叉验证。比

较两组临床资料差异及 WHOQOL-BREF 评分差异。

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素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

筛选有显著影响的风险因素。采用 SPSS23.0 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复饮的独立

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并计算

回归系数（β）、相对危险度（oddsratio，OR）和 95%

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 

    结果  复饮组中日摄入量、饮酒时间＞15 年占

比及 SADQ-C 评分＞30 分占比明显高于对照组；复

饮组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复饮组

WHOQOL-BREF 评分社会关系领域、心理领域及生

理领域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复饮组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

析中，年龄（OR =2.005， 95%CI:1.301-3.090，

P=0.002）、教育程度（OR=3.051，95%CI:1.332-6.988，

P=0.001）、社会关系领域（OR=1.678，95%CI:1.053-

2.674，P=0.029）、生理领域生存质量（OR=3.026，

95%CI:1.400-6.540，P=0. 

    结论  年龄小、教育程度低、生理领域及社会

关系领域生存质量低、饮酒时间长的 ADS 患者复饮

的可能性较大，临床上应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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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龙病 1 例报告 

 

韩超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1.病例资料 

    患者男性，64 岁，因“嗜酒 30 余年，妄闻妄视，

反复询问、悲观厌世 1 个月”入院。患者自 20 岁左

右开始饮酒，起初多为场合性饮酒，于 30 多年前饮

酒量渐增，每日饮 400ml-500ml 左右白酒，酒后有

自言自语，情绪不稳。近 1 个月病情加重，常以酒

代饭，妄闻、妄视，反复检查、反复询问，情绪低落，

悲观厌世，有自杀行为。 

    入院查体及辅助检查：颈部四周、双侧锁骨上、

枕部可见对称性肿物，质地较软，活动度良好，颈围

约 53cm，肿物宽约 8~11cm；双侧锁骨上肿物大小

约 16cm*11cm；枕部肿物大小约 19cm*6cm。余查

体未见明显异常。辅助检查：谷氨酰转移

酶:292.5U/L↑;总蛋白:55.4g/L↓;球蛋白:19g/L↓;葡萄

糖:3.5mmol/L↓。心电图示：窦性心律、T 波改变（II、

III、aVF）。B 超示脂肪肝。胸部 CT 示：双侧胸廓

对称，气管居中，双肺纹理增多，双侧肺门无增大，

段以上支气管开口通畅，纵膈未见肿大淋巴结影。

未见胸膜增厚及胸腔积液，心影大小、形态正常。胸

壁软组织未见异常。所示层面，颈项部，下枕部及上

胸背部皮下见对称性脂肪组织密度增多，未见包膜

形成。 

    2.讨论 

    马德龙病是一种多发性对称性脂肪瘤病，该病

相对少见，患者多为长期酗酒中年男性。该病发病

机制尚不清楚，有研究认为发病与长期酗酒导致线

粒体功能紊乱有关，但亦有少量病例无饮酒史。临

床表现以大量无包膜脂肪团块对称性聚积在颈部、

项部等典型部位为特征，影响颈部外观及活动，甚

至压迫气管及食管进而导致呼吸和吞咽困难，同时

多伴有高血脂、高尿酸及肝功能异常等酒依赖并发

症。临床上根据患者病变脂肪组织分布位置不同，

通常可将该病分为 3 种类型。马德龙病诊断多依靠

典型临床体征及酗酒史，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

可协助诊断，确诊依赖于术后病理检查，需与脂肪

肉瘤、甲状腺疾病、神经纤维瘤、库欣综合征等病鉴

别。该病治疗首先需戒酒及进行饮食控制，但上述

一般治疗无法阻止疾病进展。手术切除是目前治疗

马德龙病最有效的方法，但治疗效果有限，复发率

较高，术后整体复发率为 63%，极少数患者可发生

恶变。目前该病尚未无有效药物治疗。 

 

 

 

网络游戏行为对大学生情绪状态和执行功能

的影响 

 

赵伟 1 李艺婷 1 马猛弟 1 常磊鑫 1 翟长平 2 魏涛 1 

王宇婧 1 王妍 1 焦东亮 1  

1）蚌埠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2）蚌埠医学院附属安民医院 

 

    目的  自 2019 世界卫生组织将游戏障碍视为

精神疾病，纳入“成瘾行为所致障碍”的疾病分类以

来，网络游戏行为是否会导致精神障碍引起了很大

的争议，本研究调查了大学生网络游戏行为与焦虑、

抑郁和执行功能的相关性。旨在阐明网络游戏行为

对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影响的规律。 

    方法  采取整班随机抽样调查方法，于 2020 年

3 月 7 日至 3 月 27 日对中国安徽省北部部分高校

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的问卷包括网络游

戏成瘾量表、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成人版自评问

卷(BRIEF-A)，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抑郁症

状群量表（PHQ-9）。 

    结果  1.描述性统计结果：共有 850 名参与者

完成了本次调查，其中男生 353 人（41.53%），女生

497 人（58.47%）。年龄段总体分布在 18~27 岁之间

（91.53%）。学历主要为本科学历（94.7%）。根据被

试在过去 12 个月最主要的网络行为进行分组：主要

网络行为是网络游戏行为组（GAME 组）151 人（占

17.76%），其余的网络行为组（NO-GAME 组）（包

括观看影视作品、观看短视频和购物等）共 699 人

（占 82.24%）；在 GAME 组的 151 名人群中，又分

为网络游戏量表得分 1-10 分组（37 人），10-20 分组

（88 人），20-30 分组(26 人)，30 分以上（0 人），该

量表分数在 20-30 分范围内代表沉迷于网络游戏，

30 分以上代表网络游戏成瘾，本研究没有发现达到

网络游戏成瘾标准的大学生。 

    2.方差分析结果：网络游戏量表得分 1-10 分组

的人群在焦虑、抑郁与执行功能方面均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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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组、10-20 分组和 20-30 分组低；网游游戏量

表得分 20-30 分组的学生在焦虑、抑郁与执行功能

各方面均比其他各组要高。（P<0.05） 

    3. GAME 组的相关分析：网络游戏成瘾量表分

与焦虑、抑郁、执行功能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 

    4. GAME 组的回归分析：以网络游戏成瘾量表

分数为因变量，年级、性别、年龄、焦虑、抑郁和执

行功能得分为自变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焦虑和执

行功能进入回归方程，与网络游戏行为障碍成正相

关。 

    结论  网络行为主要是网络游戏行为的大学生

占 17.76%，没有发现达到游戏成瘾标准的人，达到

沉迷标准的人占总人数的 3%；适度网络游戏行为有

助于改善大学生的情绪状态和执行功能，但是过度

网络游戏行为，即使没有达到网络游戏成瘾的标准，

也会引起焦虑行为和执行功能障 

 

 

 

执行功能在甲基苯丙胺成瘾的中介机制研究 

 

王立金 1 沐林林 1 唐华军 2 凌强 2 王文娟 1 宋佩佩
1 朱琳 1 魏亚东 2 高贺 2 焦东亮 1  

1）蚌埠医学院 

2）蚌埠强制隔离戒毒所 

 

    目的  调查甲基苯丙胺成瘾者的执行功能和心

理健康等相关心理特征，分析心理特征与甲基苯丙

胺成瘾者复吸的关系，探讨与复吸有关的心理特征

的中介作用，为甲基苯丙胺成瘾者复吸的干预策略

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安徽某戒毒所的男性甲基苯丙胺成

瘾者 168 名(MA 组)和某社区男性居民 65 名(健康

对照组)，采用一般资料问卷，Barratt 冲动性量表、

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成人版 (BRIEF-A)和 90 项

症状清单（SCL90）调查甲基苯丙胺滥用者的的心理

特点和表现规律，以及与多次复吸行为的关系。 

    结果  发现 Barratt 冲动性量表、BRIEF-A 和

SCL90 量表测得的 MA 成瘾者的冲动行为、执行功

能和心理健康状况均差于健康对照组（P ＜0.05）。

相关分析显示，MA 组在攻击行为中身体攻击和自

我攻击与复吸次数呈正相关（p<0.05），执行功能的

转换、情绪、自我监督、启动，工作记忆、计划、任

务监督、材料组织 8 个因子以及 BRI，MI，总分均

分均与复吸次数呈正相关（p<0.05）；吸毒量与身体

攻击，执行功能总分（p<0.05）呈正相关；SCL90 个

因子分和总分相关不明显。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

process 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吸毒量

和执行功能总分会正向预测疾病复发次数（β=0.13，

t=1.50，p<0.05；β=0.20，t=2.0，p<0.05），执行功能

在吸毒量与复吸次数之间关系起完全中介作用

indirect effect =0.04,95%CI[0.006,0.102]，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26.5%。 

    结论  MA 滥用者存在执行功能，心理健康状

况，冲动行为和攻击行为的损伤。心理特征尤其是

执行功能对 MA 成瘾者复吸和渴求有预测作用，为

减少 MA 成瘾者复吸的高风险行为，促进对 MA 成

瘾者复吸干预方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下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网络游

戏障碍关系研究 

 

陈泓旭 1 李欣怡 1 李艺婷 1 徐振东 1 沐泽玥 1 焦东

亮 1  

1）蚌埠医学院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学生居家

上课期间子女网游游戏使用状况调查，以及父母教

养方式与子女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20 年 8 月 6 日—2020 年 8 月 27

日蚌埠医学院从大一到大五的大学生及其父母为研

究对象，父母问卷由子女转发给父母填写。子女问

卷采取整班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采用父母教养方

式问卷（PBI）和网络游戏成瘾问卷调查父母教养方

式与子女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采用网络游戏的认

知状况问卷分别调查父母和子女对大学生网络游戏

成瘾的认知状况。 

    结果  疫情期间，网络游戏是大学生主要的在

线娱乐活动，且其中有 42%的人认为自己的网络游

戏行为比疫情以前有所增加；父母关爱和控制的程

度越高，子女网络游戏成瘾总分越高，差异显著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父母教养方式中权威性和

专制型的网络游戏成瘾总分明显高于放任型和普通

型，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父母和子

女在对子女的网络游戏使用、引导和是否成瘾等方

面存在认知偏差，偏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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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父母高关爱和高控制与子女网络游戏成

瘾具有正相关性，原因可能是父母与子女在对子女

的网络游戏使用、引导和是否成瘾等方面存在的认

知偏差所导致的，因此在引导子女正确使用网络游

戏时，家长需要客观的认识网络游戏，并与子女沟

通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且有效的方法，这可能有利

于改善亲子关系，减轻子女网络游戏成瘾的问题。 

 

 

 

Efficacy of Group Music Therapy Based on 

Emotion-Regulation Skills on Male Inpatients 

with Alcohol Dependenc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Trial 

 

黄一 1 陈旭 1,2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2）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benefits and feasibility of using group music therapy 

(GMT) based on emotion-regulation skills to treat male 

inpatients with alcohol dependence (AD). 

    Methods  We recruited male inpatients with AD. 

Using Zelen's design, we obtained informed consent 

from included patients who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 study group (SG) or control group (CG). SG received 

GMT along with treatment-as-usual (TAU), while CG 

received only TAU. Primary outcomes, including anxi-

ety levels, sleep quality, and alcohol craving, were as-

sessed at baseline and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Sec-

ondary outcomes included feasibility measures such as 

dropout rates. We evaluated the acceptability of GMT 

base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feedback from 

patients and therapists. 

    Results  The average attendance rate of the SG 

patients who underwent GMT was 70.77%, and the 

drop-out rate was 7.69%. Based on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baseline (p > 0.05). Assess-

ment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showed that SG patients 

were less anxious, slept better, and had reduced alcohol 

cravings than CG patients.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GMT made them feel more relaxed and improved 

their mood. 

    Conclusion  GMT based on emotion-regulation 

skills can be used to treat men with AD in a closed in-

patient environment. We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AD patients on the benefits and acceptability of 

GMT. Further long-term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icacy of using GMT to 

treat AD. 

 

 

 

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病性障碍的脑结构影像

学研究 

 

吴秋霞 1 齐畅 3 谢安 4 廖艳辉 2 唐劲松 2 刘建滨 4 

刘铁桥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浙江省人民医院 

4）湖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尽管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病性障碍

（methamphetamine-induced psychosis，MIP）给个人

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目前 MIP 的神经

影像学机制尚不明了。本研究拟通过比较有、无 MIP

的甲基苯丙胺依赖（methamphetamine dependence，

MAD）者与健康对照者的脑灰质结构差异，探讨有

MIP 的 MAD 患者脑灰质结构改变特征，试图了解

MAD 患者精神病性症状发生的脑结构影像学机制。 

    方法  对符合 DSM-IV 关于 MAD 诊断标准的

102 名患者（其中 60 名有 MIP，42 名无 MIP）和

103 名健康对照者采集一般人口学资料、甲基苯丙

胺（methamphetamine，MA）使用特征和精神病性症

状量表。运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法计算三组被

试之间大脑灰质体积，运用基于表面的形态学测量

法计算三组被试之间的皮层厚度，并分析灰质体积、

皮层厚度与 MA 使用特征以及精神病性症状之间的

关系。 

    结果  （1）灰质体积：①两组 MAD 患者的双

侧额上回、额中回、楔前叶，右侧中央前回，左侧后

扣带回、缘上回和枕下回的灰质体积均较健康对照

组小（P＜0.017）；②无 MIP 的 MAD 患者的双侧中

扣带回、后扣带回灰质体积较健康对照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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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③有 MIP 的 MAD 患者的双侧角回、前岛

叶、颞下回、辅助运动皮质、额上回内侧段，左侧中

央前回、顶上叶、前扣带回，右侧梭状回、楔叶、颞

上回、枕中回、枕极、中央盖、枕下回等多个脑区的

灰质体积较健康对照小（P＜0.017）；④两组 MAD

患者之间各脑区的灰质体积未发现显著差异；⑤有

MIP 的 MAD 患者的前扣带回、左侧岛叶、右侧岛

叶灰质体积与MA使用时间呈负相关关系（P＜0.01）。 

    （2）皮层厚度：①无 MIP 的 MAD 患者的右侧

额下回、颞上回、颞中回、颞横回、顶上回、顶下回、

缘上回、中央前回、中央后回、岛叶、楔前叶、楔叶、

海马旁回、舌回、梭状回等脑区的皮层厚度较健康

对照薄（P =0.002）；②有 MIP 的 MAD 患者则在双

侧上述脑区（除海马旁回外）的皮层厚度较健康对

照薄（P＜0.001）；③两组 MAD 患者之间皮层厚度

无显著差异。 

    结论  与健康对照者相比，有 MIP 的 MAD 患

者表现出广泛的脑区灰质体积减少、皮层厚度较薄，

受损脑区主要涉及突显网络、默认模式网络、中央

执行网络等网络内的结构，提示这可能是 MIP 的结

构影像学基础之一。 

 

 

 

Effects of Chronic Alcoholism in The Visual 

Tilt Illusion 

 

高国庆 1,2,5,6 王正春 4 尹良爽 3 程君 1,2,5,6 陶睿 1,2,5,6 

刘钰 1,2,5,6 庞良俊 1,2,5,6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3）安徽省监狱总医院 

4）宁波大学医学院 

5）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6）合肥市酒精成瘾医学研究中心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d  on  

visual  spat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ex-

plored whether chronic alcoholic patients in abstinence 

period induced changes in inhibitory mediated tilt illu-

sion (TI) of luminance sinusoidal gratings  with spatial 

frequencies of 2 cycles per degree of visual angle in a 

center-surround configuration. These center-surround 

inhibition in TI are considered to come from spatial ori-

entati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orientation-tuned neu-

rons, which are attributed to the primary visual cortex 

(V1).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were 30 male volun-

teers (20–46 years of ol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consisted of 15 volunteers with a clinical 

history of chronic alcoholism abstinence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15 healthy volunteers. For measuring 

the tilt illusion where an observer is required to report 

whether a grating appears rotated clockwise or anti-

clockwise relative to a cardinal orientation in the pres-

ence of a tilted surround. 

    Results  The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ly 

weaker tilt repulsion effect under surround orientation 

15 degree (p < 0.05) in the chronic alcoholics compared 

to those of matched controls and there was a signifi-

cantly higher lapse rate (attention limitation index) un-

der all tested surround orientations (all p < 0.05) in pa-

tients with chronic alcoholism than healthy control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alterations in 

the visual perception related to chronic alcohol con-

sumption. 

 

 

 

Neural Mechanism of Manic-like Symptoms 

Induced by High-dose Zolpidem: Case Report 

and A Case Study of Magnetoencephalog-

raphy 

 

吕雪婵 1 胡业刚 1 赵燕 1 王海红 1 王继军 1 江海峰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Zolpidem is initially considered as 

having fewer adverse reactions than benzodiazepines. 

However, since Zolpidem was approved for medical use,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case reports of abuse or 

dependence. In the Zolpidem dependent cases, we we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paradoxical ‘euphoric’ effect 

of zolpidem. This article reports a case of a female 

Zolpidem dependent patient whose Magnetoenceph-

alography (MEG) was repeatedly measured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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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drawal. Our aim was to explore the phenomenology 

of zolpidem stimulant effect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

nisms. 

    Methods  A 23-year-old female presented with 6 

years of daily use of 400-1400 mg of zolpidem. She re-

ported subjective effects of euphoria, intense craving, 

and inability to stop use. Her diagnosis were zolpidem 

dependence and a depressive episode induced by sub-

stance abuse. We performed repeated MEG recording to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manic-like symptoms 

caused by high-dose Zolpidem. 

    Results  The MEG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er-

ebellar electrical signal activation increased when tak-

ing high doses of Zolpidem during the addictive phase, 

and the electrical signal activity of the prefrontal lobe 

and parietal lobe showed a tendency to recover as the 

withdrawal time extended to the end. 

    Conclusion  Dependence and severe abuse can 

occur also with zolpidem, which was previously consid-

ered relatively safe. This case suggests that the cerebel-

lum plays a role in manic-like symptoms induced by 

high doses of Zolpidem, which provides clues for fur-

ther research. 

 

 

 

医疗用药品的滥用问题与防治 

 

孟适秋 1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目的  分析国内外医疗用药品的滥用趋势、监

管措施和防治现状等，为未来医疗用药品滥用的有

效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全面检索医疗用药品滥用流行病学调查

及防治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荟萃分析和系统综述。 

    结果  易被滥用的医疗用药品主要有阿片类药

物（如吗啡、可待因、芬太尼等）、镇静催眠药（包

括苯二氮䓬类、非苯二氮䓬类等），以及中枢兴奋剂

（如利他林和阿德拉等用于治疗多动症的药物和莫

达非尼等治疗过度嗜睡的药物，俗称“聪明药”）等。

医疗用药品滥用对身体不同系统造成直接损害的同

时，显著增加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的患病风险，给

个人、家庭、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我国已针对有滥

用风险的医疗用药品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包括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格的处方管理、监测有滥用

风险的医疗用药品并及时列管等，但面对层出不穷

的新型药物和不断变化的滥用趋势，这些措施可能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目前医疗用药品滥用的治疗方

法疗效有限，且缺乏系统研究。 

    结论  医疗用药品的滥用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

生和社会问题，医疗用药品滥用的防治至关重要。

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监管，实时监测医疗用药品滥

用趋势，并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同时普及医疗用药

品滥用的相关知识，开发特异性的治疗药物和干预

手段，促进医疗用药品滥用的防治。 

 

 

 

不同饮酒量男性酒依赖患者冲动特质影响因

素研究 

 

李娜 1 曹璇 1 王莹 1 张顺 1  

1）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不同饮酒量的男性酒依赖患者冲动

特质的特点以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共选取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中

酒依赖诊断标准的男性患者 105 名，根据中位饮酒

量将患者分为低饮酒量组和高饮酒量组，收集其一

般人口学资料及饮酒相关资料，经治疗戒断症状消

除后，评定Barratt-11冲动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童年创伤问卷（CTQ），分

析两组各项资料的特点，通过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探讨不同饮酒量患者的影响因素。 

    结果  ①两组患者（SDS）评分（P=0.049）、CTQ

评分（P=0.036）、Barratt-11 冲动总评分（P=0.004）

分及其因子：注意冲动评分（P=0.014）、行为冲动评

分（P=0.0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②低饮酒量患者

组中，SDS 评分每增加 1 分，Barratt-11 冲动总评分

增高 0.466 分（P=0.044），注意冲动评分增高 0.170

分（P=0.011），无计划冲动评分增高 0.287 分

（P=0.015）；而开始饮酒年龄每增加 1 岁，注意冲

动评分减少 0.214 分（P=0.045）；③高饮酒量患者组

中，年龄每增高 1 岁，Barratt-11 冲动总评分减少

0.390 分（P=0.038）；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Barratt-

11 冲动总评分减少 1.077 分（P=0.010），注意冲动

评分减少 0.396 分（P=0.003）；出现成瘾年龄每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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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岁，Barratt-11 冲动总评分增高 0.498 分（P=0.026）；

SDS 评分每增高 1 分，Barratt-11 冲动总评分增高

0.349 分（P=0.030），注意冲动评分增高 0.120 分

（P=0.018）；而精神疾病阳性家族史者比非阳性家

族史者行为冲动评分高 4.859 分（P=0.013）；SAS 评

分每增高 1 分，无计划冲动评分酱烧 0.263 分

（P=0.016）。 

    结论  可以尝试通过减少患者的抑郁情绪来降

低其冲动性，以减少患者复饮的风险。 

 

 

 

饮用咖啡对米那普仑抗抑郁的疗效及有效剂

量的影响 

 

岳秀宁 1 刘建斌 1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饮用咖啡对米那普仑治疗抑郁症的

疗效及有效剂量有无影响。 

    方法  收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心理卫生科住院

部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患者 125 例，采用随机数

字法分为三组，即研究组（普通咖啡+米那普仑 75mg

组，n=43）、对照组Ⅰ（脱咖啡因的咖啡+米那普仑

75mg 组，n=41）、对照组Ⅱ（脱咖啡因的咖啡+米那

普仑 100mg 组，n=41），共治疗 12 周，于治疗前、

治疗 2 周、4 周、8 周、12 周后评定 24 项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24），并于 12 周末评定副反应量

表（TESS）。 

    结果  在治疗后各时间点，研究组[（19.58±3.55）

分、（14.14±3.90）分、（11.12±3.87）分、（9.14±3.99）

分]和对照组Ⅱ[（18.80±4.78）分、（14.46±4.54）分、

（11.78±4.31）分、（9.83±4.42）分]的 HAMD-24 评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Ⅰ[（25.93±4.09）分、（22.85±4.17）

分、（20.73±4.06）分、（18.80±4.14）分]，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但研究组的 HAMD-24 项评

分在治疗后各时间点与对照组Ⅱ变化不大，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和对照组Ⅱ的治疗总有

效率（97.7%、97.6%）高于对照组Ⅰ（92.7%）,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研究组和对照组Ⅱ总

有效率相差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组有 3 例心率加快、2 例头昏、1 例口干、1 例便

秘，对照组Ⅱ有 2 例心率加快、1 例鼻塞、3 例便秘、

1 例汗多，对照组Ⅰ有 2 例心率加快、2 例头晕、1 例

排尿困难、1 例恶心。 

    结论  饮用含低剂量咖啡因的咖啡可提高米那

普仑抗抑郁的疗效，并且可以降低米那普仑的有效

剂量。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液检

测指标及性格分析的比较研究 

 

马银珠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分裂症血

液检测指标及性格分析差异。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戒毒病房 24 例酒精所致精神

障碍患者（酒精组）和 24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精分

组）入院时血液检测指标及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应用统计描述、t 检验、二元 Logistic 回归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组相比，在谷丙转氨酶（p≤0.001）、总

胆红素（p=0.003）、乳酸脱氢酶（p≤0.001）、载脂蛋

白-AI（p=0.013）、肌酐（p=0.008）等指标差异存在

统计学意义；载脂蛋白-AI 和乳酸脱氢酶指标是酒精

组的危险因素；性格分析发现酒精组更倾向于外向

型性格，精分组更倾向于不是典型外向型性格。 

    结论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与精神分裂症具

有相似的精神症状，但本研究发现在住院患者入院

血液指标中前者除肾功外，肝功、心肌酶，尤其血脂

部分指标较后者更高，预示酒精组躯体健康隐患风

险更高；载脂蛋白-AI、乳酸脱氢酶水平在两组疾病

中的明显差异及两组性格倾向性差异，为临床两种

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部分证据，也为以后的

研究提供新新方向。 

    关键词：酒精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 艾森

克人格问卷 载脂蛋白-AI  乳酸脱氢酶 

 

 

 

强制戒毒所中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的冲动风险

及相关因素分析 

 

龚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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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强制戒毒所中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的

冲动风险，探索其相关因素，为预防冲动暴力事件

以及更好的管理强制戒毒学员提供帮助。 

    方法  纳入 2019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因

吸食甲基苯丙胺被强制戒毒的学员，经知情同意后，

采用自制简表，了解其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身

高、体重、职业、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等，评估其

精神症状，是否吸烟、饮酒，评估 Barratt 冲动性人

格量表（Barratt Impulsivity Scale，BIS-11）。采用

EpiData3.1 建立数据库，运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连续性变量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

用计数和百分比表示，将 BIS-11 量表得分及各分量

表得分与一般情况、精神症状、吸烟、饮酒等做线性

回归及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P<0.05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共纳入受试者 183 例，均为男性，平均

年龄 31.57±5.12 岁，独生子女 110（60.1%）人，其

中 135（74.3%）人有职业，48（25.7%）人无业，172

（94%）人吸烟，102（55.7%）人饮酒。居住地在一

线城市 36（19.7%）人，在二、三线城市 64（35.0%）

人，在县乡镇 43（23.5%）人，在农村 26（14.2%）

人，平均 BMI 为 23.00±3.76，物质平均使用时长

61.55±41.34 月。BIS-11 得分 41.57±16.89，其中无计

划冲动得分 50.44±26.25，认知冲动得分 50.77±24.67，

运动性冲动得分 23.49±19.09。与常模比较，甲基苯

丙胺使用者的冲动风险高于普通人，主要表现为无

计划冲动及认知冲动，居住地和无计划冲动得分相

关（P<0.05），其中县乡镇、农村的受试者冲动风险

高于一线城市，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物质的

使用时长与运动性冲动得分呈正相关（P<0.05）。而

年龄、BMI、职业、是否独生子女、吸烟、饮酒与 BIS-

11 得分无相关性（P>0.05）。 

    结论  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的冲动风险高于普通

人，主要是无计划冲动及认知冲动，其中居住地在

县乡镇和农村的冲动风险高于一线城市，并且物质

使用时间越长冲动风险越高。故而，在强制戒毒期

间，要重视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的冲动风险评估，必

要时可给予相关的干预，为保证强戒期间的安全以

及出所后的社会稳当提供基础。 

 

 

 

甲基苯丙胺物质使用障碍者长期戒断后的冲

动性特征分析 

 

黄书才 1 戴媛媛 1 刘珍霞 1 杨铖 2 黄秋平 2 谌红献
2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成瘾医学科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精神卫生所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表明正在用药或短期戒断

的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MA）滥用者普遍

存在高冲动性的人格特征，本研究则是进一步探讨

该类人群长期戒断后的冲动性特征。 

    方法  本研究以来自强制隔离戒毒所的 456 名

长期戒断后 MA 使用障碍者和 394 名与之匹配的正

常对照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

和物质使用情况调查表收集所有受试者的人口学资

料信息及 MA 滥用者的物质使用情况信息，采用巴

瑞特冲动量表（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BIS）和

奖惩敏感度量表（Sensitivity to Punishment and Sen-

sitivity to Reward Questionnaire，SPSRQ）评估所有

受试者的冲动性及相关特征。 

    结果  两组受试者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

入方面的差异并无显著性；在婚姻状况方面，MA 滥

用者未婚者比例则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

MA滥用组受试者的MA首次使用年龄平均为 24.33

岁；MA 使用的平均时间为 47.22 个月；最后一年的

使用天数平均为 181.38 天，最后一月的用药天数平

均为 14.80 天，末月用药剂量平均为 22.23g，表明本

研究纳入的受试者之前的 MA 滥用情况较为严重；

本研究纳入的 MA 滥用组受试者均为经过长期戒断

的个体，最短戒断期为 16 个月，平均戒断时间为

19.30 个月。MA 滥用组在 BIS-11 问卷的非计划因

子分（P<0.01）、行动因子分（P<0.05）、认知因子分

（P<0.01）和总分（P<0.01）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

正常对照组。MA 滥用组的奖赏敏感度分量表得分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即 MA 滥用组的个

体对奖赏刺激的敏感性更高；MA 滥用组的惩罚敏

感度分量表得分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即

MA 滥用组的个体对惩罚性后果的敏感性较差。 

    结论  长期戒断 MA 滥用者仍具有高冲动性的

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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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康复期甲基苯丙胺使用者肥胖的发生率

及相关因素 

 

王湖 1 王毅 1 解艳 1 高红艳 1 杜江 2 赵敏 2 金育华
3 李质彬 1  

1）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嘉定工作站 

 

    目的  本研究探讨社区康复期甲基苯丙胺使用

者肥胖的发生率及相关因素，为物质滥用者社区康

复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上海市嘉定区责令社区康复的 234

例社区康复期甲基苯丙胺使用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和

临床资料；检测体质量指数（BMI）、空腹血糖、血

脂水平；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患者的抑郁、焦虑状态；

以 BMI＞28 定义为肥胖，并据此将患者分为肥胖组

及非肥胖组；比较患者组与对照组（体检中心 300 名

一般情况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的肥胖率；比较肥

胖与非肥胖亚组间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分析社区康

复期甲基苯丙胺使用者肥胖的危险因素。 

    结果  患者组肥胖率（14.1%，33 例）显著高于

对照组（8.0%，24 例）（χ2=4.12，P=0.04）；肥胖亚

组 HAMA 总得分（F=8.257、P=0.005）、高血压患病

率（χ2=4.89，P=0.032）、空腹血糖（t=2.58，P=0.007）、

甘油三酯水平（t=3.29，P=0.004）显著高于非肥胖亚

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HAMA

得分高、空腹血糖、血脂是肥胖的影响因素（P＜0.05

或 P＜0.01）。 

    结论  社区康复期甲基苯丙胺使用者肥胖率高，

伴焦虑情绪、空腹血糖及血脂水平高是其危险因素。 

 

 

 

利培酮口服液与奥氮平治疗酒精所致精神障

碍对照研究 

 

刘静 1  

1）海南省平山医院 

 

    目的  于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患者中奥氮平和

利培酮口服液的治疗效果进行对照研究。 

    方法  对 2019 年 4 月到 2020 年 8 月的 100 例

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患者做分组（随机数表法）研

究，分为甲组同乙组，两组均 50 例患者。乙组奥氮

平治疗，甲组利培酮口服液治疗，比较不良反应和

疗效。 

    结果  ：不同治疗干预实施后，甲组体质量增

加率、嗜睡率低于乙组（P＜0.05）；甲组低血压率、

锥体外系反应率高于乙组（P＜0.05）；甲乙两组便秘

率、头痛率间差异均不显著（P＞0.05）；甲组和乙组

的治疗间差异不显著（P＞0.05）。 

    结论  ：于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患者中，奥氮

平与利培酮口服液的疗效相近，但奥氮平患者易出

现体质量增加、嗜睡等不良反应，而利培酮口服液

患者易出现低血压、锥体外系反应等不良反应，所

以应根据患者的耐受程度选择药物治疗。   对于酒

来说，属于神经系统抑制剂，人们长期酗酒会致使

周围、中枢神经系统出现病变，可发展为精神障碍。

对于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来说，就是因饮酒过度而导

致大脑功能失调，出现意志、认知、情感及行为等障

碍，对患者精神、身体产生严重影响，使社会活动能

力、生活自理能力等不同程度的丧失，增加家庭、社

会的负担[1]。 

 

 

 

Cortical Thickness of The Inferior Parietal 

Gyrus As A Predictor of Relapse in Men with 

Alcohol Dependence 

 

杨可冰 1 杨清艳 1 牛雅娟 1 范丰梅 1 陈松 1, 

Xingguang Luo2 谭淑平 1 王志仁 1 仝景慧 1 田宝朋
1, Thang M, Le3, Chiang-Shan R, Li2,3 谭云龙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Department of Neuroscience,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Alcohol dependence (AD) is a disor-

der with high recurrence rate that leads to a considerable 

public health burden. The risk of relapse appears to be 

related to a complex interplay of multiple factors. 

Herein, we aim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neural predictors 

of relapse in Chinese male patients with AD. 

    Methods  This study enrolled 58 mal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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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D who had undergone acute detoxification. Gen-

er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clinical features were 

collec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ata was used to 

measure cortical thickness across 34 regions of the brain.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at 6 months and 52 patients 

completed the follow-up visit. These patients were di-

vided into a relapser and an abstainer group.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

gate the potential risk factors of relapse. 

    Results  Compared to abstainers, relapsers 

showed higher inattention and non-planning impulsivity 

of the 11th version of the Barratt Impulsive Scale (BIS-

11). The cortical thicknesses of the inferior-parietal and 

supramarginal gyri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abstain-

ers compared to relapsers. Furthermor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hickness of the in-

ferior parietal gyrus predicted relapse. 

    Conclusion  Relapsers show poorer impulse con-

trol than abstainers, and MRI imaging shows decreased 

thickness of the inferior and supramarginal parietal gyri 

in relapsers.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thickness of the in-

ferior parietal gyrus as a potential relapse predictor in 

male AD pati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of Methamphetamine Use Disorder Se-

verity Scale 

 

陈昕昕 1 谌红献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Objective  To develop a self-rating scale, named 

methamphetamine use disorder (MUD) severity assess-

ment scale, comple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and 

provide a new tool for the measure of substance use. 

    Methods  To develop preliminary MUD severity 

scale referring to diagnostic items of stimulant use dis-

order in DSM-5. The valid information of 257 subjects 

was collected in the target population. Items of the scale 

was delet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scale dimension,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total scale and 

each dimension was test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verify the structural validity of the scale, 

and DSM-5 was used as criterion.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tem analysis, 

one item of preliminary MUD severity scale was deleted, 

and there were 18 items in the formal scale, including 

four dimensions: adverse consequences, tolerance, pri-

ority, and craving.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the total scale and the four dimensions ranged from 

0.646 to 0.909, and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anged from 

0.592 to 0.724.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nstruct validity is good, the criterion validity 

was 0.654. 

    Conclusi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MUD 

assessment scale is good, which is in line with psycho-

metric standard. The scale should be further verified in 

a larger sample of target population. 

 

 

 

探究心理剧治疗技术对青少年抑郁患者负性

情绪的影响 

 

赵芸芝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在青少年抑郁患者中应用心理剧治

疗技术对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方法  2019.8-2020.12，50 例青少年抑郁患者，

随机分组法，每组 25 例。常规治疗法用于对照组，

心理剧治疗技术用于观察组。对两组患者的不良心

理评分、REAE 评分进行观察。 

    结果  治疗后，焦虑、抑郁评分观察组比对照

组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

能感、调节生气/易怒情绪效能感等 REAE 评分观察

组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青少年抑郁治疗中使用心理剧治疗技

术，焦虑及抑郁不良心理改善显著，情绪自我效能

感提升，疾病治疗效果突出。 

 

 

 

The Role of Neurokinin-1 Receptor in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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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cohol-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

erence 

 

傅潇雅 1 张晓洁 1 向小军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Substance P is a member of the 

tachykinin family and selectively binds to the neuro-

kinin-1 receptor (NK1R).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neu-

rokinins mediate anxiety and stress response. Moreover, 

NK1R has been implicated in modulating alcohol re-

ward. NK1R knockout mice showed reduced voluntary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alcohol-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CPP).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NK1R in stress and alcohol pref-

erence. 

    Methods  Four-week adolescent male C57BL/6 

mice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elevated platform maze 

(EPM) tes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anxiety level of ani-

mals. According to the percentage of the time spent in 

the open arms (OT%), the half of mice with higher OT% 

were labeled as high-anxiety (HA) group, the other half 

as low-anxiety (LA) group. All HA and LA mice were 

then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one of which 

was treated with 7-day elevated platform stress (HA-S 

and LA-S) and the other was not (HA-NS and LA-NS). 

Then, mice of four groups were applied to alcohol-in-

duced CPP. After CPP test, the expression of NK1R in 

hippocampus and striatum was tes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mice exposed to chronic elevated 

platform stress showed lower CPP scores, that is, less 

alcohol preference. Stress only showed significant ef-

fect on CPP scores of LA mice (LA-NS vs LA -S: 

109.49 ± 20.89 vs 43.63 ± 22.15, p=0.039). The reduc-

tion of CPP scores of HA mice was not that considerable. 

In hippocampus, two-way ANOVA did not show signif-

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resulting from anxiety level 

or stress. But in LA mice, LA-NS exhibited higher ex-

pression of NK1R than LA-S. That is, the expression of 

NK1R in hippocampus showed similar pattern with CPP 

scores. In NS groups (LA-NS and HA-NS), the expres-

sion of NK1R showed mild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he 

CPP scores (r = 0.402, p = 0.088). But the NK1R level 

showed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to CPP scores in 

stress groups (LA-S and HA-S), which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mice without stress (r = -0.706, p = 0.003). 

To clarify the change of NK1R was due to stress 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lcohol-induced CPP, we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of NK1R of mice with and without 

chronic elevated platform stress. These mice did not ex-

perience the CPP paradigm. Two-way ANOVA revealed 

no main effect of stress, anxiety level or interaction be-

tween stress and anxiety level. 

    Conclusion  Chronic elevated platform stress 

could decrease the alcohol-induced CPP in mice, espe-

cially the mice with low anxiety level. The expression 

of NK1R in hippocampus showed similar pattern with 

alcohol preference.  especially the mice with low anx-

iety level. The expression of NK1R in hippocampus 

showed similar pattern with alcohol preference. But 

only chronic elevated platform stress did not alter the 

expression of NK1R in hippocampus and striatum. 

Therefore, the expression of NK1R appears to relate 

more to alcohol preference rather than stress. 

 

 

 

美沙酮维持治疗者的冲动性特质：基于

BART 和 BIS-11 的探讨 

 

任其欢 1 董玲萍 1 黄乐萍 1  

1）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究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

因依赖者的风险偏好和决策行为的特点。 

    方法  以上海某社区健康居民 40 人为对照组，

上海市某美沙酮门诊 40 名海洛因依赖者为实验组，

使用冲动性特质量表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11)和仿真气球冒险任务(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 , BART)。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earson 相关分

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健康人和美沙酮维持

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的冲动性特质、决策行为的差

异，并且讨论实验组冲动性特质、决策行为间的关

系。 

    结果  (1) 实验组的 BIS-11 无计划冲动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01)；(2) 实验组 BART 未爆气球的

次数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3) 实验组 BART 未

爆气球的次数与 BIS-11 无计划冲动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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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4, p<0.05)，个体无计划冲动特质水平越高，做

决策时越冒险。(4) 实验组 BART 未爆气球的次数、

BIS-11 和美沙酮维持治疗时长、美沙酮服用剂量相

关不显著(p>0.05)。 

    结论  (1)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具有

高无计划冲动的特点；(2)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

依赖者决策功受损，风险偏好高；(3)无计划冲动和

风险偏好有关；(4)海洛因依赖者的决策功能的损害

可能是不可逆的，美沙酮维持治疗既不会加重也不

会改善海洛因依赖者对风险的评估。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mpulsivity and De-

pression Among Individuals under Metha-

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任其欢 1 刘子琪 2 杜江 2  

1）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MMT) is a widely used replacement therapy to treat 

heroin dependence，but methadone is also addictive and 

has many side effects. Heroin dependence patients re-

ceiving MMT often combine with affective disorder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further induce low treatment 

compliance, self-injury and suicide attemp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

sive symptom and impulsivity, inhibit control by ana-

lyzing the scores of BIS and response inhibit reaction 

time (SSRT) in the stop-signal task (SST). 

    Methods  85 patients receiving MMT and 32 

healthy control participants (HC) finished self-report 

scales including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21 terms 

version (BDI-21), Barrett Impulsivity Scale (BIS) and 

completed stop-signal task (SST) behavior task. We first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ship between BDI-21 and BIS, 

SSRT, second preformed independent-sample t-test 

among HC and patients with (MMT-N), without (MMT-

D) depression. All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Results  BDI-21 and BIS, SSRT presented signif-

icant linear correlation (r=0.358, p=0.000; r=0.280, 

p=0.029). The attention, motion, nonplanned subscales 

scores of MMT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HC 

(t=3.180, p=0.002; t=3.012, p=0.003; t=4.828, p=0.000). 

SSRT of MMT-D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C (t=2.236, 

p=0.029). 

    Conclusion  Individuals receiving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tend 

to be more impulsive and process poor response inhibit 

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Addictive Smartphone Us-

ers Whose Most Frequently Used Function Is 

Gaming: A Larger Proportion, More With-

drawal and No Gender Difference 

 

王莹莹 1 王龙 2 龙江 3 刘岳衡 1 刘铁桥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三明市台江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 

 

    Objective  The essence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is that users are dependent on the specific functions pro-

vided by the devi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diction can 

vary with the most frequently function that addicts used.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dic-

tive smartphone users (ASUs) whose most frequently 

used function (MFUF) is gaming, including the preva-

lence, severity of symptoms and corresponding gender 

differences. 

    Methods  A total of 2,962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completed the Smartphone Addiction Proneness 

Scale (SAPS) and self-reported MFUF through an on-

line survey.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score of SAPS, 165 

(5.6%) were classified as ASUs and 2797 (94.4%) were 

considered as non-addictive smartphone users (NASUs). 

The proportion of participants with gaming as MFUF 

among ASU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mong NASUs (p<0.001). ASUs whose MFUF is gam-

ing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withdrawal than those 

whose MFUF is non-gaming (p<0.05). Furthermor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SAPS and its three symptom-related scales for A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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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MFUF is gaming, while female scored higher 

than male in the scores of SAPS and withdrawal for NA-

SUs whose MFUF is gaming (p<0.05). 

    Conclusion  The current study is the first to iden-

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Us whose MFUF is gaming, 

with a larger proportion, more withdrawal than those 

ASUs whose MFUF is non-gaming, and no gender dif-

ference in addictive symptoms. Our findings are condu-

cive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provide targeted guidance for intervention of prob-

lematic gaming related issues. 

 

 

 

刺五加对酒精戒断焦虑的作用及机制 

 

焦宇 1 王玉花 1 赵容杰 1  

1）齐齐哈尔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目的  酒精使用障碍(AUD)给人类健康和社会

带来巨大负担，但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戒酒

后复饮是治疗酒精依赖的主要障碍，而酒精戒断焦

虑(Ethanol withdrawal, EtOHW)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

键作用，因此被认为是治疗酒精依赖的重要靶点。

终纹床核(Bed nucleus of stria terminalis, BNST)被认

为是介导焦虑症的关键脑区，而 BNST 的去甲肾上

腺素（Norepinephrine, NE）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

放因子(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 CRF)信号的传

递的亢进是 EtOHW 焦虑症的重要机制。刺五加为

五加科植物刺五加的干燥根茎，不仅具有抗衰老、

抗炎、提高机体免疫力等作用，还有保护中枢神经

系统的作用，尤其表现出良好的抗焦虑作用，并无

成瘾性。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了刺五加对酒

精戒断诱导的焦虑的可能影响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成年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 40 只，

随机分为生理盐水对照组、EtOHW 模型组、

EtOHW+刺五加低剂量（250 mg/kg）治疗组、

EtOHW+刺五加高剂量（750 mg/kg）治疗组和刺五

加高剂量对照组，每组各 8 只。给模型组、刺五加

低剂量和高剂量治疗组，腹腔注射酒精（20%，

vol/vol），3 g/kg/次，2 次/day，共 7 day，后停酒精

3 day 制备酒精戒断焦虑症模型；对照组注射等容积

生理盐水。在 3 day 的戒断期，分别给大鼠灌胃刺五

加或自来水，1 次/day，共 3 day。第 3 天灌胃 1 h 后，

大鼠分别先后在旷场和高架十字迷宫进行行为测试；

后安乐处死大鼠，收集血液和大脑；利用 ELISA 法

检测血浆中皮质酮浓度；定点提取法收集大鼠BNST

组织，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 BNST 的 NE 水平。 

    结果  刺五加增加了 EtOHW 大鼠在中央区的

活动距离，并呈剂量依赖性地延长了在中央区的停

留时间。刺五加增加了 EtOHW 大鼠进入高架十字

迷宫开臂的次数和在高架十字迷宫开臂的时间。刺

五加可抑制 EtOHW 时血液中皮质酮的过度分泌。

同时，EtOHW 可促进 BNST 组织中 NE 的水平增

高，但刺五加治疗可显著抑制此增高。 

    结论  刺五加治疗有效改善 EtOHW 大鼠焦虑

行为，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抑制 BNST 的 NE 水平

增高，继而改善血液中皮质酮等应激激素浓度水平

有关。 

 

 

 

Factors of Negative Affect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王前进 1 王莹莹 1 王欣 1 杨倩 1 周亚男 1 任红红 1 

吴秋霞 1 刘岳衡 1 李满云 1 刘铁桥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The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has become the greatest pub-

lic health emergency and has attracted global atten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negative affect 

(NA)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SUDs) has also become a more serious public concern.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NA and its influ-

encing factor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UDs during the 

pandemic. 

    Methods  Two psychiatrists conducted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77 SUD patients aged above 

50 years to collect their dem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certain drug use characteristics. Barratt Impulse Scale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were used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patients’ self-reported impul-

sivity and NA. 

    Results  Un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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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N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re-

quency of drug use, type of SUDs, cravings during 

COVID-19 and impulsivit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being female, higher frequency of 

drug use, stronger cravings and greater impulsiveness 

jointly accounted for the variation of NA in elderly pa-

tients with SUDs. 

    Conclusion  This study confirmed tha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gender, frequency of drug 

use, cravings and impulsivity were associated with NA 

for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UDs. This study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linicians to reduce the patients’ 

NA. 

 

 

 

DSM-5 游戏障碍诊断标准对社交媒体使用障

碍的有效性评估 

 

罗涛 1  

1）江西省精神病医院 

 

    目的  近年来，社交媒体使用障碍已经受到广

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要将社交媒体使用

障碍定义为一种精神障碍，纳入诊断系统。鉴于社

交媒体使用障碍与游戏障碍具有许多共同的特质，

本研究旨在探索 DSM-5 游戏障碍的诊断标准用于

社交媒体使用障碍的有效性。 

    方法  于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从江西

省精神病院成瘾医学门诊及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身医学门诊招募 75 名社交媒体使用障碍者，从社

区招募 75 名规律性社交媒体使用者及 75 名偶尔使

用社交媒体者。采用改编后 DSM-5 游戏障碍的诊断

标准对参与者进行结构化的临床访谈。采用敏感度

和特异度分析来评估诊断的有效性。 

    结果  结果显示 DSM-5 游戏障碍诊断条目用

于诊断社交媒体使用障碍的正确率大多高于 80%。

“功能损害”这一条目的诊断准确率最高（96.0%），

其次是“即使导致问题仍继续使用”、“放弃其它兴趣

爱好”、“失去控制”。“因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而欺骗家

人及医生”是唯一一个诊断正确率低于 75%的条目。 

    结论  研究结果证实 DSM-5 游戏障碍的诊断

标准对于社交媒体使用障碍的诊断具有良好的适用

性。然而，“因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而欺骗家人及医生”

这一条目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酒精依赖事件相关电位与磁共振波谱相关性

研究 

 

周旭辉 1 曹潇云 2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郴州市精神病医院 

 

    目的  探讨酒精依赖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与大脑

关键脑区代谢物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湖南

省第二人民医院酒瘾网瘾科病房住院酒精依赖患者

60 例作为酒精依赖组，同期在我院招募健康志愿者

4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

评估观察酒精依赖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程度，并通过

磁共振波谱（1HMRS）技术观测酒精依赖者感兴趣

脑区额叶、杏仁核代谢物变化，分析酒精依赖患者

ERPs 的潜伏期及波幅与脑代谢物异常水平的相关

性。 

    结果  酒精依赖患者左侧额叶 NAA/Cr 与 P300

潜伏期呈负相关（r=-0.375，P<0.05），与 P300 波幅、

P200 波幅呈正相关（r=0.309，r=0.271，P<0.05）；左

侧杏仁核NAA/Cr与N100潜伏期呈负相关（r=-0.273，

P<0.05）；左侧杏仁核 Cho/Cr 与 P300 波幅、P200 波

幅呈正相关（r=0.308，r=0.264，P<0.05）；右侧杏仁

核 Cho/Cr 与 P300 潜伏期呈负相关（r=-0.255，

P<0.05），与 P200 波幅呈正相关（r=0.329，P<0.05）。 

    结论  酒精依赖患者额叶和杏仁核的代谢物质

水平的变化与其认知功能异常有关。 

 

 

 

伴或不伴攻击行为酒精依赖患者中医辨证分

型规律的研究 

 

陈晓帆 1 周旭辉 1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伴或不伴攻击行为酒精依赖患者中

医辨证分型规律特点。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 2018 年 2 月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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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医院酒瘾网瘾科住院病人，并参照美国精神障

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修订版（DSM-IV-TR）诊

断标准，收集 80 例符合酒精依赖诊断的男性患者。

按照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AS）评定标准，将评分

大于等于 8 分的患者归于伴攻击行为酒精依赖组

（40 例），小于 8 分的患者归于不伴攻击行为酒精

依赖组（40 例），对两组患者进行一般资料的收集，

并进行中医辨证分型，以探讨伴或不伴攻击行为酒

精依赖患者中医辨证分型规律特点。 

    结果  与伴攻击行为酒精依赖组相比，不伴攻

击行为酒依赖组在心脾两虚型和肝郁脾虚型分布有

显著性差异（t=-2.83, P＜0.05）,而痰热内扰型和脾

虚痰热上扰型分布则没有显著性差异（t=-0.50, P＞

0.05）。心脾两虚型+肝郁脾虚型与痰热内扰型+脾虚

痰热上扰型在伴或不伴攻击行为酒依赖组上中医辨

证分布未见明显差异（χ2=0.08，P＞0.05）。伴攻击

行为酒精依赖组中医辨证分型以为肝郁脾虚型为主，

不伴攻击行为酒依赖组以心脾两虚型为主。与心脾

两虚型和肝郁脾虚型相比，痰热上扰型和脾虚痰热

上扰型患者年龄更大（与心脾两虚型比较 t=5.34，P

＜0.05，t=5.86，P＜0.05；与肝郁脾虚型比较 t=5.97，

P＜0.05，t=6.46，P＜0.05）、饮酒量更多（与心脾两

虚型比较 t=8.65，P＜0.05，t=7.94，P＜0.05；与肝

郁脾虚型比较 t=7.85，P＜0.05，t=7.76，P＜0.05）、

饮酒年限更长（与心脾两虚型比较 t=12.15，P＜0.05，

t=14.26，P＜0.05；与肝郁脾虚型比较 t=10.97，P＜

0.05，t=11.38，P＜0.05）。 

    结论  伴攻击行为酒精依赖患者辨证更集中分

布在肝郁脾虚型，而脾虚、痰火扰神之证多见于久

病饮酒量大酒精依赖患者。年龄、饮酒年限和饮酒

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酒精依赖者的疾病转归。 

 

 

 

苍白球在酒依赖患者中的变化及其对复饮可

能的预测作用 

 

杨清艳 1 杨可冰 1 赵荣江 1 牛雅娟 1 于婷 1 范丰梅
1 范宏振 1 谭云龙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探讨酒依赖患者苍白球（Ventral pallidum，

VP）的体积变化及其对复饮的影响。 

    方法  采用横断面与队列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依据 DSM-IV 诊断标准，选取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

赖病房住院的男性酒依赖患者 33 人，停酒 14-28 天

内进行酒精戒断症状评定量表（Clinical Institute 

Withdrawal Assessment，CIWA）、酒精使用障碍筛查

量表测试（Alcohol Use Disorder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自制调查问卷等测查及头部磁共振检查。

以及自制的随访问卷用于评估治疗后的结局。选取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匹配的健康对照 35 人进行头

部磁共振检查，比较正常对照与酒依赖患者之间 VP

体积的差异。以半年内是否复饮，将酒依赖患者区

分为复饮组与非复饮组，比较两组间的临床资料及

VP 体积，明确两组间 VP 体积的差异。 

    结果  酒依赖患者的 VP 体积小于正常对照组

（1749.6±492.7 VS 2116.6±189.7，F=6.61，P=0.01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复饮组的 VP 体积较非复饮组

大（1956.1±452.9 VS 1555.2 ±458.7，F=5.62，P=0.025），

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VP 体积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用于预测酒

依赖复饮的生物学指标。 

 

 

 

Β 受体阻滞剂对非条件性刺激唤起酒精奖赏

记忆再巩固的影响 

 

徐鹏娇 1 张晓洋 1 于帅 1 李笑 1 王韩 1 吴方 1 徐亚

辉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 β 受体阻滞剂对非条件性刺激唤起

的酒精奖赏记忆再巩固的影响，为临床上治疗酒精

依赖提供新思路及科学依据。 

    方法  1.研究对象和分组 选取在成瘾医学科

住院治疗的符合入组标准的酒精依赖者，随机分为

三组，分别为：A.唤起/普萘洛尔组；B.唤起/安慰剂

组；C.唤起/6 小时/普萘洛尔组。 

    2.采集一般人口学资料和评估各项量表。 

    3.试验设计 本试验共分为 4 个阶段，分别为资

料采集阶段、学习阶段（CS+、CS-）、唤起再巩固干

预阶段、检测阶段。所有被试者进行与酒精相关的

关联学习，采用非条件性刺激唤起奖赏记忆后，立

即给予安慰剂 20mg 或普萘洛尔 20mg 或 6 小时后

给予普萘洛尔 20mg，在学习、唤起和检测过程中均

监测心率、血压，并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评定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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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程度。 

    4.统计学软件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进行

统计分析，当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被试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和各项量表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2.学习阶段（CS+、CS-）学习 CS+时，学习前、

后三组内的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均有不同程度的

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习前、后

三组间的心率、收缩压、舒张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学习 CS-时，学习前、后三组内的

心率、收缩压、舒张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学习前、后三组间的心率、收缩压、舒张压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唤起再巩固干预阶段 唤起前、后三组内的心

率、收缩压、舒张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唤起前、后三组间的心率、

收缩压、舒张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4.检测阶段 

    （1）心率、收缩压、舒张压检测 检测前、后 A

组的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B 组、C 组的心

率、收缩压、舒张压均有所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渴求、偏爱检测  检测前、后 A 组的“偏

爱”、“渴求”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而 B 组、C 组的“渴求”、“偏

爱”评分均有所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非条件性刺激唤起奖赏记忆后在再巩固

时间窗内予普萘洛尔进行干预可以消除新学习的和

旧的记忆与酒精相关的记忆。 

 

 

 

The Association of Serum Levels of S100B and 

BDNF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Alcohol De-

pendence Patients 

 

孙艳红 1 夏清荣 1 梁俊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S100B, BDNF levels in pa-

tients with alcohol dependence. 

    Methods  Serum calcium binding protein（S100B）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in 35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cohol depend-

ence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33 patients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cohol dependence (non cog-

nitive impairment group) and 32 healthy control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was evaluated by repetitive neuro-

psychological state test（RBANS）. 

    Results  (1) The concentration of S100B in cog-

nitive impairment group and non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5.46 ± 0.05) ± 0.92）ng/mL，（4.04 ± 0.85）ng/mL，

（2.05 ± 1.09）ng/mL，]（P < 0.05）； The concentration 

of BDNF in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and non cogni-

tive impairme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2.10 1 ± 8.28）ng/mL，（63.83 ± 9.10）ng/mL，

（69.76 ± 16.61）ng/mL]（P < 0.05）；(2) The concen-

tration of S100B in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5. 

46 2 ± 0.92）ng/mL，（4.04 ± 0.85）ng/mL] P < 0.05）. 

The scores of immediate memory, attention and delayed 

memory in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and non cogni-

tive impair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P < 0.01). Immediate memory, attention 

and delayed memory in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P < 0.01). The speech function in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 < 0.01),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peech func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im-

pairment group and the non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P > 0.05). S100B concentration in cognitive impair-

ment group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ttention and 

delayed memory in RBANS (r = -0.459, r = -0.458, P < 

0.05); BDNF concentr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mediate memory, attention and delayed memory 

in RBANS (r = 0.368, r = 0.375, r = 0.379, P < 0.05), 

but not in the group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Conclusion  Serum S100B and BDNF levels are 

related to some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lcohol de-

pendent patients, and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balance of nerve injury and neuroimmune abnormal-

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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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情绪在感觉寻求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

之间的中介作用 

 

郝玉竹 1 陈淑宝 1 刘铁桥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PSNSU）是指个体因长时间和高

强度使用社交网络，导致不可控制地延长使用时间，

并因此带来心理困扰和生理不适现象，从而影响个

体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目前，PSNSU 的发生机制及

其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国内有

关该领域的研究还刚起步。本研究探讨了 PSNSU 与

一般人口学资料、感觉寻求、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为识别 PSNSU 高危人群提供依据；负性情绪是否介

导了感觉寻求与 PSNSU 之间的关系，为预防、干预

和治疗 PSNSU 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社交网络发放问卷，收集了 1392 名

有效受试者的相关信息，使用的问卷包括一般人口

学资料、中文版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量表、中文版

感觉寻求量表（BSSS-C）和 21 条目焦虑-抑郁-压力

量表（DASS-21）来分别评估受试者的一般情况、问

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情况、感觉寻求特质和负性情绪。

分析受试者 PSNSU 与一般人口学资料、BSSS-C、

DASS-21 总分及各条目的相关性，然后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考察负性情绪在 PSNSU 和感觉寻求之间的

中介作用。 

    结果  1.PSNSU 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

庭月收入无关（p>0.01），而与性别、职业、过去五

年罹患精神疾病情况相关（p<0.01 或 p<0.05）。年龄

和 PSNSU 呈负相关（r=-0.089）。PSNSU 与感觉寻

求（r=0.147）和负性情绪（r=0.410）均呈正相关（p

＜0.01）。 

    2.负性情绪作为感觉寻求和PSNSU之间的中介

变量，模型拟合良好；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显示，

负性情绪在感觉寻求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发

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2.0%。 

    结论  1.PSNSU 与性别、职业、精神疾病罹患

情况相关。年龄和 PSNSU 呈负相关。PSNSU 与感

觉寻求及负性情绪呈正相关。2.负性情绪在感觉寻

求和 PSNSU 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河北省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情况及影响因

素分析 

 

贾宏学 1 张云淑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河北省 18 岁以上常住居民物质所

致精神障碍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物质所致精神

障碍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

河北省 11 个行政区域分别选取城市和农村逐层选

取 18 岁以上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

一般情况问卷收集人口学资料，采用一般健康问卷

12 项（GHQ-12）及八个有关精神障碍危险因素问卷

收集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情况，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模型分析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影响因素。 

    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 23 675 份，回收有效问

卷 20 884 份，回收有效率为 88.20%。物质所致精神

障碍、酒精相关障碍、镇静剂、催眠药或抗焦虑药相

关障碍及其他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后 1 个月患

病率分别为 3.69%、3.51%、0.18%、0.05%；终生患

病率分别为 6.20%、5.93%、0.24%、0.0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5～：OR=1.582，

95%CI：1.091～2.292；45～：OR=2.185，95%CI：

1.524～3.132；＞60：OR=2.061，95% CI：1.422～

2.986）、男性（OR=10.832，95%CI：8.265～14.196）、 

城市地区（OR=1.431，95%CI：1.202～1.703）、非贫

困家庭（OR=2.291，95%CI：1.652～3.177）、有躯体

疾病（OR=2.028，95%CI：1.678～2.452）、有遗传病

史（OR=1.574，95%CI：1.181～2.098）是物质物质

所致精神障碍的影响因素。 

    结论  河北省 18 岁以上常住居民物质所致精

神障碍一个月及终生患病率较高，主要与年龄、性

别、地区、家庭经济情况、躯体疾病史和遗传病史有

关。 

 

 

 

食欲素受体拮抗剂用于治疗酒精依赖的研究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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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磊 1 李发平 1 胡阿倩 1 向小军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酒精依赖是长期过度饮酒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紊

乱的一种慢性、复发性脑部疾病，是全世界范围内

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已给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

和经济负担。目前国内外用于治疗酒精依赖的药物

种类繁多，包括苯二氮卓类药物、戒酒硫、阿坎酸、

纳曲酮和托吡酯等，虽然这些药物在临床上的疗效

可以获得肯定，但长期使用可能导致的药物滥用、

副作用多、依从性差、停药后复饮率高等问题也同

样突出。这就迫使我们寻找一种更加安全、有效治

疗酒依赖的新型药物。食欲素（Orexin）是一种由下

丘脑特异性合成和分泌的神经肽，最初因能促进食

欲而得名，包括食欲素 A 和食欲素 B，主要通过两

种 G 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 

GPCRs）发挥作用，即食欲素 1 受体(Orexin 1 receptor, 

OX1R)和食欲素 2 受体(Orexin 2 receptor, OX2R)。

食欲素除了参与调节机体摄食、睡眠-觉醒和能量平

衡外，现也被证实在酒精等物质成瘾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动物研究表明 OX1R 拮抗剂 SB334867 可减

少酒精的摄入，消除由嗅觉线索诱导的酒精复饮，

而 OX2R 拮抗剂 JNJ-10397049 则可阻断酒精 CPP

行为重建。尽管目前关于食欲素和酒精依赖的临床

研究较少，但也有研究发现食欲素浓度和酒依赖患

者的戒断症状存在相关性。酒依赖患者的临床症状

主要表现为对酒精的渴求、不受控的过度饮酒，以

及戒酒后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如躯体不适、焦虑、

抑郁、失眠等。食欲素受体则在维持觉醒中起关键

作用，目前部分 OXR 拮抗剂已用于治疗成人失眠。

而应激作为诱发酒精复饮的关键因素，OXR 拮抗剂

可能对此同样有效。食欲素受体在大脑分布广泛，

OXR 拮抗剂对酒依赖相伴随的精神症状如焦虑、抑

郁等也可能起到治疗作用。目前美国国家药物物质

研究所（NIDA）也已将 OXR 拮抗剂列为开发新型

抗成瘾药物的“最高优先级”，并有望用于临床。但

OXR 拮抗剂是否有望成为酒精依赖治疗的一种潜

在的新型药物值得我们探究，本文就食欲素受体拮

抗剂用于治疗酒精依赖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食欲素在酒精依赖及复发中的研究进展 

 

郭磊 1 李发平 1 傅潇雅 1 向小军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酒精依赖是长期过度饮酒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紊

乱的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该疾病已给全球造

成了巨大 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但目前为止，酒精依

赖形成的机制仍不明确，且缺乏相对有效的治疗手

段，戒酒后的高复发率严重影响着酒依赖患者的身

心健康。食欲素  (orexin)，又称下丘脑分泌素

(hypocretin)，是由下丘脑特异性合成和分泌的神经

肽，包括食欲素 A 和食欲素 B。近年来研究发现，

食欲素除了参与调节机体的食物摄入、睡眠 -觉醒

和能量平衡外，在可卡因、尼古丁、吗啡、酒精等多

种物质成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食欲素神经元可

接受大脑多个区域的强投射，同时也可投射到腹侧

被盖区 (ventraltegmentalarea，VTA ) 和伏核 ( nu-

cleus accumbe ns， NAc ) 等奖赏相关脑区，这为食

欲素参与成瘾及奖赏相关行为的调控提供了解剖学

基础。 此外，食欲素可增加中脑边缘系统“奖赏通

路”的多巴胺 (dopamine，DA)递质，使机体产生欣

快感和奖赏效应，这一过程也是酒精依赖形成的重

要神经基础。基于大量动物实验，食欲素已被证实

在酒精摄入、依赖和复发中起到促进作用。本文主

要对食欲素在酒精依赖及复发中的作用做一综述，

为临床酒精依赖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线索暴露疗法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酒依

赖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及复饮率的影响 

 

郑高健 1 许学明 1 庞军委 1 梁胤 1 吕思烨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线索暴露疗法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

治疗对酒依赖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与复饮率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2019 年 3 月台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 98 例酒精依赖患者，利用随机数字表法

分成联合组和对照组各 49 例，对照组开展常规地西

泮替代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再给予环境线索暴

露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予治疗后第 2、4、6 周

末评估两组患者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对酒依赖

程度，出院后第 4、12、24 周末评估两组患者的复

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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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平均年龄、饮酒年限、

日饮酒量、MAST 评分、HAMD 评分、HAMA 评分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经治疗后，联合组HAMD 

评分（9.26±6.59）、HAMA 评分（7.43±3.30）明显低

于对照组（13.25±5.28）、（13.43±4.62），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联合组 MAST 评分（8.68±3.20）

以及出院后的复饮率（42.9%）与对照组 MAST 评

分（13.02±3.35）、复饮率（67.3%）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线索暴露疗法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能够有效改善酒精依赖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酒依

赖程度，及降低复饮率。 

 

 

 

酒精使用障碍风险决策功能和影像学研究进

展 

 

陶睿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酒精使用障碍( Alcohol use disorders, AUD) 的

成瘾机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本文综述了近

几年关于 AUD 患者风险决策及影像学改变的研究

进展发现 AUD 患者风险决策功能存在损害，AUD

患者风险决策能力的损害导致其较正常人更难学习

新的行为策略并难以做出适当的选择，使得 AUD 患

者对即刻奖赏的渴求和对长期饮酒损害的忽视，从

而更倾向于高风险决策，在模糊情境下个体的风险

决策能力研究发现 AUD 患者通过学习转移风险决

策功能存在异常，这种风险决策功能的损害阻碍了

对可能替代方案的概率分布的适当估计，导致爱荷

华博弈任务中从模糊条件到高风险条件的延迟过渡。

这可能与眶额叶皮质和杏仁核的结构和功能改变有

关。并且使用气球模拟任务探究酒依赖患者也出现

了较高的风险选择，这种较高的风险选择与酒依赖

的复饮密切相关。风险决策功能作为执行功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异常主要表现在执行控制网络中背

外侧前额叶和纹状体节点的认知表现和内在活动强

度之间的连接异常，这些皮层和皮质下节点之间的

功能连接主要参与目标导向的认知控制。因为气球

模拟风险任务和磁共振成像相结合的手段被证明具

有较好的可靠性，这对未来在功能磁共振成像中检

测大脑对冒险和决策的反应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方

式能更为科学的阐述相关疾病的神经机制，从而丰

富 AUD 患者的成瘾机制，而这也是未来神经和精神

科学的研究的重要手段。 

 

 

 

对甲基苯丙胺依赖基于评估的精准综合干预

模式（WARM 模式）探索与建立 

 

李瑞华 1 陈天真 1 江海峰 1 苏杭 1 杜江 1 赵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阐述对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 

MA）依赖基于评估的精准综合干预模式的探索、建

立、应用和展望。 

    方法  围绕 MA 脑病理损害及临床特征、基于

评估的精准综合干预模式的设想与理论依据、基于

评估的精准综合干预模式的实施框架与步骤、推广

应用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总结及综述。 

    结果  MA 为我国第一流行毒品，具有神经毒

性大、心理依赖更强的特点，目前尚缺乏有效干预

措施。本课题组针对 MA 依赖的脑病理损害及临床

特征，开发构建虚拟现实渴求评估系统，认知、冲动

损害评估，态势分析法分析社会心理因素等新型多

维度评估指标；并研发计算机化认知康复训练技术、

针对降低心理渴求的精准化神经调控干预、正念防

复吸和音乐治疗技术及基于移动医疗技术社区戒毒

电子系统。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创建 MA 依赖基

于评估的精准综合干预模式，即全病程（Whole 

course）、精准化(Accurately)、持续的（Repeatedly）、

基于临床评估的（Measurement-based）综合干预模

式，简称 WARM 模式。WARM 模式从 MA 依赖者

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入手，致力于实现 MA 患者的

多维度康复。WARM 模式将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辅

助的新布局。 

    结论  MA 依赖目前尚缺乏有效干预措施，需

要综合干预模式。WARM 模式结合了 MA 依赖干预

的新技术，具有全病程、精准化、持续的、基于临床

评估的特点，有助于实现 MA 依赖者多维度康复。 

 

 

 

Aberrant Expression of FOS Might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Cocaine Asso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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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sis: Insights From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Microarray Validation 

 

朱有为 1 赵燕 1 许晓敏 1 苏杭 1 李晓彤 1 钟娜 1 江

海峰 1 杜江 1 赵敏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Cocaine use disorder (CUD) and as-

sociated psychosis is a major public health issues world-

wide, along with high relapse outcome and limited treat-

ment options. Explor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

derlying CUD induced psychosis could supply integrat-

ed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 

and potential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potential alternations of CUD-

schizophrenia-target and identify core genes contrib-

uting to cocaine induced psychosis through data mining 

and network pharmacology approach. 

    Methods  Targets of cocaine was obtained from 

GeneCards, Comparative Toxicogenomics, Swiss Tar-

get Predicition platform and PubChem database. Then 

schizophrenia related targets were derived from Dis-

GeNET, GeneCards, MaleCards, and 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 databases. Secondly, the overlap tar-

gets of these two sets were regarded as potential targets 

contributing to cocaine induced psychosis. Based on 

these CUD-schizophrenia-related targets, functional an-

notation and pathwa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Database for Annotation, 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Discovery (DAVI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module detection were pre-

formed based on the Search Tool for the Retrieval of In-

teracting Genes (STRING) database and Cytoscape 

software. Gene expression da-taset GSE54839 and 

GSE92538 was applied for data validation and diagnos-

tic ca-pacity evaluation of interested hub genes. 

    Results  A total of 165 cocaine-schizophrenia-re-

lated targets were obtained. These targets were mainly 

contributing to chemical synaptic transmission, neuro-

peptide hormone activity, postsynaptic membrane and 

neuroactive ligand-receptor interac-tion pathway. Net-

work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FOS serve as a crucial tar-

get mediating cocaine induced psychosis. Validation 

analysis determined that FOS showed good diagnostic 

capacity.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generates a holis-

tic view of cocaine related psychosi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CUD-schizophrenia-

target genes involv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FOS was acceptable bi-

omarker underlying CUD induced psychosis develop-

ment and may be accepted as key biomarkers of disease 

pathogenesis. 

 

 

 

Efficacy of 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

tion (iTBS) on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in Opioid Addicts: A Randomized 

Trial 

 

Hengfen Gong1, Ying Huang1, Xingjia Zhu1, Zhengyi 

Cai1, Na Zhong2, Na Zhu1, Wei Lu1, Haifeng Jiang2, 

Min Zhao2, Xirong Sun1, Ying Jin1  

1）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Opioid Dependence is a major inter-

nation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that results in high mor-

bidity, recurrence and mortality. Methadone mainte-

nance therapy (MMT)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way to re-

duce opioid use or promote detoxification. However, 

previous studie have reported that patients receiving 

MMT exhibit significantly higher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ue-induced craving relative to normal people. To 

date, only a handful of treatment therapies for Opioid 

dependence have been developed, while patients’ needs 

during improvement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need to 

be respected. We sought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on craving and emotional symptoms of opioid addicts, 

and elucidate its possible mechanism of ac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e a basis for rTMS-based intervention as 

an auxiliary treatment for opioid dependence. 

    Methods  We enrolled 40 opioid addicts at the 

methadone maintenance clinic of Pudong New Area, 

with 38 cases included for various reasons. Subjec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ue and false st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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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then treated with new rTMS (iTBS mode) and 

false stimulation similar to iTBS, respectively. Individ-

uals in both groups received treatment 20 times, with 

each stimulation lasting for 5 minutes. 

    Results  At the end of intervention, subjects in 

the rTMS true stimulation group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rav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0.05) 

compared with baseline period, while these scores were 

also improved in the pseudo stimulation group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although the degree of improve-

men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MMT intervention causes signifi-

cantly higher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ue-induced crav-

ing in patients relative to normal people. rTMS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opioid 

addicts. Therefore, patients can use it to solve their psy-

chological needs while adhering to treatment compli-

ance. 

 

 

 

GHB,GBL 和 1,4-BD 成瘾研究进展 

 

张凯 1,2 周晓琴 1,2 刘寰忠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精神科 

2）安徽省精神医学中心 

 

    目的  γ-羟基丁酸(γ-hydroxybutyrate, GHB)是

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 GABA)的前体，也

是 GABA 代谢产物之一。GHB 是一种成瘾物质，已

被国家列为管制药品，但用于合成 GHB 的前体物质

γ-丁内酯(γ-butyrolactone, GBL)和 1,4-丁二醇(1,4-

butanediol, BD)不属于管制药品，所以 GHB 及其前

体物质滥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还没有能有

效治疗 GHB 及其前体物质中毒和戒断综合征的药

物。 

    方法  本文综述 GHB 及其前体物质 GBL、BD

的神经化学、急性毒性、成瘾和戒断、成瘾的分子机

制以及戒断和戒断的治疗等方面的文献。 

    结果  GHB 是一种 GABA 能神经系统中的神

经递质和神经调质，与 GABA-B 受体亚型结合发挥

生理作用。口服 GBL 和 BD 后，两者会通过内酯酶

和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迅速转化为 GHB，20-40

分钟后达到血药高峰。GHB 血药浓度 100 mg/L 时

可产生欣快感和脱抑制效应，当血药浓度达到 500 

mg/L 时引起呼吸和循环系统抑制而死亡。目前还没

有有效治疗 GHB 及其前体物质中毒和戒断综合征

的药物。针对 GHB 中毒患者，主要采用支持治疗。

GHB 戒断综合征治疗，以苯二氮卓类药物为主。 

    结论  GHB、GBL 和 BD 成瘾越来越多，需要

更多的研究探索相关机制，发现更加有针对性的治

疗药物。 

 

 

 

Association of Gene Polymorphisms in APOE 

and BIN1 with Dementia of Alzheimer's Type 

Susceptibility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Xiaoyue Li1,2, Yelei Zhang1,2, Kai Zhang1,2, Huanzhong 

Liu1,2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haohu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Anhui Psychiatric Center,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Dementia with Alzheimer’s Type 

(DAT) is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Although the rate of DAT progression varies, 

once diagnosed, the patient's survival time is only 3 to 9 

years. The etiopathogenesis of DAT remains unclear. 

The level of Apolipoprotein E (APOE) in cerebrospinal 

flui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phos-

phorylated tau protein. Therefore, the level of APOE 

may be a potential biological indicator of DAT. Bridging 

integrator 1 (BIN1), involved in regulating immune re-

sponse, presynaptic neurotransmitter release, and main-

taining calcium homeostasis., limits the extracellular 

pathological transmission of tau protein. They are 

thought to affect the entire course of DAT. 

    Methods  Since DAT is a polygenic disease, we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veral gene polymor-

phisms (including BIN1, STARD6, RIN3, APOE, 

PICALM, SPI1, BZRAP1-AS, PFDN1/HBEGF, 

Tmp21, MTHFR, TMEM106B, MC1R, CENPO, 

PVRL2, and KL) and DAT susceptibility and the effects 

of gender differences on the disease. Genotyping of the 

selected SNPs was conducted using a TaqMan SNP 

Genotyping Assay and an ABI PRISM 7900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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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system equipped with SDS2.1 software. 

    Results  Our study included 137 patients with 

DAT and 509 controls. It was found that the CC and CT 

genotypes of the rs429358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DAT in women.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APOE ε4 and 

D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8.7%), the fre-

quency of the ε4 allele in the pati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6.5%). The BIN1 gene 

rs7561528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d risk of male 

DAT. 

    Conclusion  In summary, APOE gene rs429358 

and BIN1 gene 7561528 genes may affect the suscepti-

bility to DAT in the Han population in southern China. 

 

 

 

氨磺必利对 QTc 间期的影响及风险因素分析 

 

张冰玉 1 邓红都 1 张瑞岭 1  

1）河南省精神病院 

 

    目的  1.研究服用氨磺必利对患者心电图 QTc

间期的影响。2.研究服用氨磺必利的期间，不同风险

因素对QTc间期的影响。3.研究不同风险因素对QTc

间期影响的贡献率。 

    方法  从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在我院住

院期间服用氨磺必利的患者中筛选出 444 例患者心

电图资料、一般人口学资料、血液生化检查资料等。

各组间心电图 QTc 间期构成比差异比较采用秩和检

验和卡方检验；QTc 间期延长发生率与时间关系采

用风险函数图；各组内服药前后 QTc 间期差异采用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各风险因素之间交互性检验采

用混合设计方差分析；其连续性变量相关性分析采

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各风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

验、风险贡献率、风险评分及拟合函数采用主成份

分析及因子分析法。统计软件采用 SPSS22.0，检验

水准：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444 例患者中，在服用氨磺必利后诊断

为 QTc 间期延长与服药后 QTc 间期较基线延

长>30ms 者总计 160 例；其中被诊断为 QTc 间期延

长者累积 32（7.21%）例，QTc 间期大于 500ms 者

2（0.45%）例，且服药初期增长最快；服药后 QTc

间期较基线 QTc 间期延长，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年龄与 QTc 间期均存在正向弱相关线性

关系（P<0.05）；其中在 18-45 岁区间患者服药第 2

周、第 4 周、第 6 周及第 8 周 QTc 间期分别较基线

延长 3.10ms、3.97ms、5.56ms、6.68ms，其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女性较男性更早出现 QTc 间期

改变，且频率较男性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服药剂量>400mg/d 较服用较低剂量更早

出现 QTc 间期延长，且频率更高（P<0.05）；服用氨

磺必利同时联合使用不同药物（主要为抗精神病药）

数量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主成份分析及因子

分析法结果显示服药时长（F1）、服药剂量（F2）、

性别（F3）、年龄（F4）、联合用药数量（F5）间互

相 存 在 相 关 性 （ P<0.05 ）， 拟 合 函 数 为 F=

（ 27.414%F1+12.902%F2+12.058%F3+11.843%F4+

11.381%F5）/75.599%。 

    结论  1.服用氨磺必利有导致 QTc 间期延长的

风险，且出现 QTc 间期改变的患者大多在服药初期。

2.相关风险因素包括服药时长、服药剂量、患者年龄

及患者性别（女性）。 

 

 

 

MiR-96-5p 对 Tp73 靶向调控和 Tp73 对酒

精依赖大鼠行为表征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琳 1 杜柯达 1 王荣荣 1 张瑞岭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酒依赖模型大鼠海马脑区中 miR-

96-5p 对 Tp73 的靶向调控作用，进一步研究 Tp73

对酒依赖大鼠行为表征的调控作用。 

    方法  1.miRNA inhibitor 干预 PC12 细胞，通

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从细胞水平验证 miR-

96-5p 对 Tp73 的靶向调控作用; 

    2.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 miR-96-5p 干预后

的 Tp73 蛋白水平，利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

检测 miR-96-5p 对 Tp73 的 3’端非翻译区结合情

况，验证 miR-96-5p 对 Tp731 的靶向调控作用; 

    3.建立酒精 CPP 大鼠模型，通过 Y 迷宫，新物

体识别，高架迷宫等行为学探讨酒依赖大鼠学习记

忆的损伤情况； 

    4.向大鼠海马区注射腺相关病毒使 Tp73 沉默, 

观察大鼠的学习记忆功能的受损的改变。 

    结果  1. 利用 miRNA inhibitor 干预细胞，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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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 miRNA 在酒依赖大鼠海马脑区中的表达水平，

下调 miRNA，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 miR-

96-5p inhibitor 的靶基因 Tp73 表达上调，初步证实 

miR-96-5p 与 Tp73 的靶向调控作用（P 均＜0.05）; 

    2.转染 miR-96-5p inhibitor 后，Tp73 蛋白表达

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双荧光素酶报 告基因实验中，

与对照组相比，转染了 miR-96-5p mimic 后，野生

型载体 r-Tp73-WT 的 报 告 荧 光 出 现 了 明 

显 的 下 调 ； 对 其 预 测 靶 位 点 进 行 突 

变 后 ， 突 变 型 载 体 r-Tp73-MUT 中的报告

荧光出现了明显的回升（P 均＜0.05）； 

    3.酒精 CPP 模型中显示，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

与对照组相比出现损伤（P 均＜0.05）； 

    4.向大鼠海马区注射腺相关病毒使 Tp73 沉默, 

大鼠的学习记忆功能的受损可能减轻（此部分未完

成）。 

    结论   本研究验证了  miR-96-5p 靶向调控 

Tp73 基因表达，miR-96-5p 对 PC12 细胞的凋亡

有调控作用，揭示了  miR-96-5p 可能通过调控 

Tp73 从而影响大鼠学习记忆能力。 

 

 

 

自贡市强制戒毒所人员复吸的危险因素研究 

 

梁玉雕 1 张莎 1 杨余 1 王磊 1  

1）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自贡市强制戒毒所人员的一般特征、

探索复吸的危险因素。 

    方法  在自贡市强制戒毒所调查吸毒人员，使

用自制一般情况问卷调查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就业压力、婚姻情况、家庭结构、居住地、是

否复吸等、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评估受试的的

社会支持状态, 该量表包含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

持利用度 3 个方面, 共 10 个条目, 评分越高表示身

心越健康。防御机制问卷(DSQ)用于对患者心理防御

方式的分析，其主要包含 4 个因子，因子 1：不成熟

的防御方式；因子 2：成熟的防御方式；因子 3：中

间型的防御方式；因子 4：掩饰因子。调查方法  问

卷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7 月-2019 年 8 月。参与调

查的研究人员经过统一培训，熟练掌握调查要点，

调查方法、技巧。保证被试准确理解每个问题，现场

保持安静，回答问卷时不准交头接耳，独自问答问

题，交回问卷是由研究人员当场检查是否回答完毕。 

    结果  在婚姻、SSRS 总分、主观支持分方面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首次吸毒年龄方

面，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过二元

logistic 分析，首次吸毒年龄、婚姻，具有统计学意

义，提示为复吸的危险因素。 

    结论  首次吸毒年龄越小、离婚是强制戒毒所

人员复吸的危险因素。 

 

 

 

Association between Alexithymia, Social Sup-

port and Duration of Methamphetamine Use 

Among Male Methamphetamine-dependence 

Patients 

 

崔舒 1,2 周晓琴 1,2 张凯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 

 

    Objective  China has 1.18 million methampheta-

mine abusers. Methamphetamine is the illegal drug with 

the highest abuse rate in China. However, the incidence 

of alexithymia, the total duration of methamphetamine 

dependence, social support,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them among methamphetamine-dependent pa-

tient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ave been rarely re-

ported. 

    Methods  A total of 113 methamphetamine-de-

pendence patients (all male, mean age 30.45±3.81 year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were collected. Alexithymia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measured by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Results  Duration of methamphetamine use 

among male methamphetamine-dependent patients in 

compulsory detoxification was 8.01 ± 3.80 years on av-

erage, 23% (26/113) methamphetamine-dependent pa-

tients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alexithymia personality 

traits. Compared with short-duration methampheta-

mine-dependent patients (≤8 years), long-duration 

methamphetamine-dependent patients (> 8 years) were 

characterized by older age, higher incidence of alexi-

thymia, less subjective support and support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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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reater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feelings.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total duration of methamphet-

amine us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feelings, while the total duration of metham-

phetamine us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feelings and subjective support in in maintaining meth-

amphetamine use methamphetamine-dependent pa-

tients,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adjuvant treat-

ment of methamphetamine-dependent patients, Overall,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development of psychotherapy 

based on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difficulty in iden-

tifying feelings may be a promising treatment approach 

for meth addiction in Chinese. 

 

 

 

加巴喷丁在酒精依赖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杜柯达 1 李琳 1 张俊俊 1 王传升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酒精是早已公认的成瘾物质，酒依赖和

酒滥用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已成为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也是

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伤残和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酒精依赖的治疗难点主要是在戒断反应期间的

治疗以及降低渴求，预防患者后期复饮。 

    方法  本文将从加巴喷丁可能的药理机制介绍

加巴喷丁在治疗酒依赖中的作用，以及在具体的临

床试验中加巴喷丁的疗效。通过回顾近十余年有关

加巴喷丁的药物临床实验，其中包括单独使用加巴

喷丁的疗效，加巴喷丁与苯二氮卓类药物联用对酒

依赖患者的疗效，加巴喷丁在预防患者后期复饮的

疗效，加巴喷丁的不良反应，以及加巴喷丁在用于

治疗其他成瘾物质时的疗效，分析其在治疗酒依赖

以及其他成瘾物质中的作用。 

    结果  多数研究表明，加巴喷丁在治疗酒依赖

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不管是在急性戒断期，还是在

后期预防复饮的过程中，都有文献表明其具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在药物剂量使用方面，临床试验显示

其疗效可能与剂量成正比。此外，加巴喷丁降低复

印率也可能是因为缓解了患者心理不适、焦虑等负

面情绪，改善了患者睡眠。与传统治疗药物相比较，

加巴喷丁在安全性上更具有优势。首先加巴喷丁没

有成瘾性，可以防止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依赖，另外

加巴喷丁与酒精无相互作用，保障了患者的安全，

其次加巴喷丁通过肾脏直接代谢，对肝功能影响较

小。在多数临床研究中未发现其它严重的副作用，

唯一比较明显的副作用为嗜睡。 

    结论  加巴喷丁在治疗酒依赖的过程中有一定

的疗效，展示了其未来的研究前景，补充了酒依赖

的治疗方法。但目前加巴喷丁的作用机制尚未明确，

临床研究较少，且样本量偏低，未来可以进一步明

确其作用机制，进行高样本量的临床研究，或探索

与其他药物联用时的效果，为酒依赖的治疗提供新

的思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Noci-

ceptin/Orphanin FQ and Anxiety in MMT Pa-

tients 

 

曹鹏辉 1 范妮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lasma 

level of Nociceptin/Orphanin FQ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N/OFQ concentration and anxiety level 

of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MMT) patients. 

    Methods  83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therapy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s the MMT 

group. The anxiety level of the subjects were evaluated 

by 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 All MMT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MMT anxiety group and 

MMT non-anxiety group based on BAI scores. 42 sub-

jects were assigned to the MMT anxiety group and the 

remaining 41 subjects to the MMT non-anxiety group. 

A normal control group, which included 41 healthy per-

sons, was set in this study. Blood sample were collected 

from all subject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lasma 

N/OFQ concentration. 

    Results  42 subjects in the MMT group had 

symptoms of anxiety. Among them, 36 subjects sh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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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d anxiety, 10 subjects showed moderate anxiety, and 

6 subjects showed severe anxiety. The concentration of 

plasma N/OFQ in the MM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0.05). The concentra-

tion of plasma N/OFQ in the MMT anxiet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MT non-anxiety group (p＜

0.05).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MT non-anxiety 

group and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plasma N/OFQ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low level of the plasma N/OFQ 

concentration in MMT patients may reflect the high risk 

of anxiety. 

 

 

 

伴和不伴有精神症状的甲基苯丙胺依赖者戒

断期睡眠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周鸿影 1,2 孔志 1 赖文涛 1 邓小亮 1 胡舒婷 1 官芬
1 杨梅 1,2  

1）深圳市康宁医院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虽然大量研究提示甲基苯丙胺依赖者戒

断期睡眠质量差并会因此复吸，但目前尚无将甲基

苯丙胺依赖者分为伴和不伴有精神障碍的两组分别

研究其睡眠障碍发生情况和特点的研究报道。本研

究通过研究伴和不伴有精神症状的甲基苯丙胺依赖

者戒断期的睡眠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来探究

改善甲基苯丙胺依赖者戒断期睡眠问题的方法。 

    方法  本研究使用自制的调查问卷、匹兹堡睡

眠质量量表（PSQI）、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收集 17 名不伴有精神症状的甲基苯丙胺依赖者

（MA）、35 名伴有精神症状的甲基苯丙胺依赖者

（MAP）和 39 名健康对照者（HC）的一般人口学

资料及甲基苯丙胺滥用相关情况、睡眠情况和精神

状况，比较并分析睡眠情况的相关因素，采用 SPSS 

24. 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以 PSQI总分＞7分即存在睡眠障碍为标

准，MA 与 MAP、HC 存在显著差异（p=0.019）。

MA 的睡眠持续性因子较 MAP 差（p=0.017）。MA

组的 PSQI 总分与阳性及阴性症状呈正相关

（p=0.028），其睡眠效率与日间功能障碍与阳性及

阴性症状呈正相关（P<0.05）；MAP 组 PSQI 总分与

PANSS 一般精神病分呈正相关（p=0.005），其日间

功能障碍与累计使用时长呈正相关（P<0.05）。 

    结论  MA 戒断期睡眠问题要比 MAP 严重。

MA 的睡眠情况与吸烟、饮酒、BMI、阳性及阴性症

状、戒断时长及一般精神病理状况等多方面因素有

关；MAP 的睡眠情况与累计使用时长、饮酒及一般

精神病理状况有一定关联。提示在甲基苯丙胺依赖

者戒断期间针对性地给予相应干预可能能够缓解其

睡眠问题并减少复吸的风险。 

 

 

 

粪菌移植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改善EAE小鼠炎

症反应 

 

王三旺 1 张雪 2 范雪丽 2  

1）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心理科 

2）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目的  多发性硬化（MS）是一种常见的,以中枢

神经系统炎性多灶性脱髓鞘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

病,肠道菌群失调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粪菌移植(FMT)对许多自身免疫性疾

病小鼠和患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但目前其作用机

制尚不清楚。我们通过对 FMT 治疗后实验性变态反

应性脑脊髓炎（EAE）小鼠肠道菌群与脊髓组织转录

组的相关性分析，评价 FMT 对 EAE 小鼠的保护作

用，为多发性硬化的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我们将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NS），

EAE 组和 FMT 组，采用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

35-55（MOG35-55）与完全弗氏佐剂（FAC）混合乳

液皮下注射法制备 EAE 模型。造模后第一天开始，

每天对各组小鼠进行临床症状评分。造模后第九天

开始，通过灌胃的方式给 FMT 组小鼠移植健康同龄

小鼠的粪便菌群，隔一天灌胃一次，共灌胃 5 次。

采用 16SrRNA 测序方法检测小鼠粪便肠道菌群的

情况，采用转录组测序方法检测小鼠脊髓组织的差

异表达基因。我们还对差异基因和肠道菌群进行关

联性分析。 

    结果  与 EAE 组比较,FMT 组小鼠也在造模后

第 9 天开始发病，但是达到疾病高峰期时间延迟,临

床症状评分减低(均 P<0.05)。与 NS 组及 FMT 组相

比，EAE 组肠道菌群 Beta 多样性显示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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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T 组肠道菌群 Beta 多样性与 NS 组相似。在属水

平上与 EAE 组相比，FMT 组上调 Tyzzerella_3、

Streptococcus、Prevotella_9、Rikenella、Sutterella 的

相对丰度，下调 Turicibacter、Odoribacte、Lactococcus、

Oscillibacter 的相对丰度。EAE 组和 FMT 组脊髓组

织共存在 1476 个差异基因。对差异基因的 GO 分析

表明，这些差异基因主要参与炎症反应。FMT 组下

调了 Clec4n、CcL6、Acod1、IL1a、IL6、IL7r 、IL27 、

TNF、 CcrL2、CcL8、Nfkbid 等基因。我们发现

Prevotella_9 与炎症相关基因 IL7r、IL27、Ccr8 显著

相关，Tyzzerella_3 与炎症相关基因 IL1a、IL7r、

CcL17、Ccl12、CxcL3 显著相关，Rikenella 与炎症

相关基因 IL27、Nfkbie、Casp6 显著相关 

    结论  FMT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减轻脊髓炎症

反应，改善 EAE 引发的神经功能障碍 

 

 

 

Positive Experiences Play An Antidepressant 

Role by Activating The VTA/BLA/NAc Shell 

Pathway 

 

王三旺 1 王静 2 东莹莹 1 马相贤 1 崔明湖 1 刘彬 2  

1）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理科 

2）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代谢与神经精神疾病研究所 

 

    Objective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 is an 

experimental neuromodulation treatments of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 (TRD), targeting specific brain net-

works or structures. Anhedonia is a prominent symptom 

of depression which involved the dysfunction of reward 

processing system. To identify reward processing neural 

circuitries or brain structures that could ameliorate th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induced by chronic restraint 

stress will provide appropriate targets for DBS treat-

ment. 

    Methods  We performed whole brain c-fos im-

munohistochemistry, coupled with injecting tracing 

AAV virus in specific brain areas, using WT and several 

transgenic mice, to identify the neural circuitry acti-

vated by a positive experience. Pharmacological and 

projection-specific chemogenetic blockade were per-

for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blocking this neural cir-

cuitry induced anxious-like or/and depressive-like be-

haviors. We reactivation the hm3D labeled VTA neuron 

during positive experience, using fos-CreERT2 mice, in 

a chronic restraint stress induced depression model, to 

determine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this neural cir-

cuitry. 

    Resul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c-fos 

positive cells in VTA, BLA and NAc shell after a posi-

tive experience. Reactivation of VTA neurons labeled 

by positive experience induce the increase of c-fos pos-

itive cells in BLA and NAc shell. Blocking the projec-

tions of VTA to BLA or BLA to NAc shell induced anx-

ious/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Reactivation of VTA 

neurons labeled by positive experience ameliorated th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induce by chronic stress. 

    Conclusion  The VTA/BLA/NAc shell pathway 

was activated by a positive experience and its blockade 

induced anxious-like and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Re-

activation of VTA neuron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ex-

perience acutely reverse the behavioral impairments in-

duced by chronic stress. 

 

 

 

前额叶皮层到伏隔核的神经投射参与调控小

鼠的社会地位 

 

王三旺 1 王静 2 游晶晶 2 东莹莹 1 马相贤 1 刘彬 2 

崔明湖 1  

1）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心理科 

2）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代谢与神经精神疾病研究

所 

 

    目的  大量研究表明心理力量和获胜史对社会

支配地位的决定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调节这些内

在和外在因素的神经环路仍然不清楚。此次我们采

用化学遗传结合优势管行为学测定的方法探讨参与

调控小鼠社会地位的神经环路。 

    方法  我们在小鼠 PFC 注射 cre 诱导的化学遗

传激活病毒 AAV2/9-hsyn-DIO-hm3D,对照组小鼠注

射 AAV2/9-hsyn-DIO-Mecharry 病毒，在 NAc core 或

NAc shell 注射携带 Cre 重组酶的逆向示踪病毒

AAV5-hsyn-Retro-cre，行为学测试前 45 分钟腹腔注

射 CNO，以达到通过药理学遗传的方法选择性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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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C 到 NAc core 或 PFC 到 NAc shell 神经投射的目

的，然后进行优势管行为学测试，以确定参与调控

小鼠社会地位的神经环路。 

    结果  选择性激活 PFC 到 NAc core 的神经投

射会显著增强小鼠在社交竞赛中的获胜几率、提高

其社交支配地位，与此相反选择性激活 PFC 到 NAc 

shell 的神经投射显著降低小鼠的社会竞赛中的获胜

几率、导致其社交支配地位降低。 鉴于从 PFC 到

NAc 的投射神经元主要为谷氨酸能神经元，我们推

测这一神经环路在调控小鼠社会地位中其主要作用

的也为谷氨酸能神经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验证

这一假设，并检测是哪种谷氨酸受体（AMPA/NMDA）

参与介导这一过程。 

    结论  前额叶皮层到伏隔核的神经投射参与调

控小鼠社会地位，有意思的是伏隔核的核区（NAc 

core）及壳区（NAc shell）在调控这一行为中起着相

反的作用，即激活 PFC-NAc core 会提高其社会地位

而激活 PFC-NAc shell 会降低其社会地位。 

 

 

 

酒依赖患者出院后结局及复发因素的研究 

 

汪仅 1 杨梅 1 廖源 1  

1）康宁医院 

 

    目的  探讨人口学因素、临床特征及坚持服用

药物对酒精依赖复发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深圳

市康宁医院招募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 4 版（DSM-Ⅳ）酒精依赖诊断标准患者 376

例, 完成急性脱瘾治疗后进行基线调查,并在出院后

第 1、3、6 个月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是否饮酒、

饮酒频率、饮酒时间点、有无坚持服用药物（包括抗

精神病药物、抗抑郁药物、情绪稳定剂）。基线调查

包括人口学资料、临床特征；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

归模型分析影响酒精依赖复发的因素。 

    结果  酒依赖患者 6 个月累积复发率为 63.6%，

其中有 6 人死亡(占 1.6%)；单因素 Cox 比例风险模

型分析显示居住地（HR=0.789  95%CI:0.632-0.985 

P=0.036）、文化程度（HR=1.127 95%CI:1.003-1.266 

P=0.045）、坚持服药（HR=3.035 95%CI:2.200-4.185 

P＜0.0001）、使用酒精年限（HR=0.987 95%CI:0.974-

1.000 P=0.046）与复发有关；采用条件先前法进行多

因素 Cox 比例风险分析，显示坚持服药是复发的强

保护因素（HR=3.027 95%CI:2.194-4.157 P＜0.0001），

其余因素失去显著意义。 

    结论  酒依赖患者高复发率是戒酒治疗的难题；

而坚持服药是酒依赖患者康复的强保护因素，有利

于酒精依赖患者的预后。 

 

 

 

The Role of Game Genre in Gaming Disorder: 

Investigating Difference of Personality and 

Game Use Characteristic Among Game 

Genre-specific Groups with GD 

 

廖振江 1 谌红献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DSM-5 in 

2013, research on gaming disorders has improved sig-

nificantly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influence of game genres on 

GD, especially in China, lack of systematic study based 

on large sampl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yers in game genre-specific 

groups with GD and determine predictors of GD in each 

group in a large sample of Chinese adolescent. 

    Methods  6,048 adolescent game players aged 

15–25 (males/females = 3,572/2,476, mean age: 19.36 

± 1.62) complete a self-report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containing questions regarding demographic infor-

mation (Gender,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and Internet 

gaming use characteristics (Gaming time/day, Money 

spend on game/month, Game motivation, the game 

mostly played), the Video Gaming Dependency Scale, 

and the Chinese Big Five Inventory-brief version. The 

Games they mostly played were categorized into eight 

genres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Action-shooter; 

Strategy; Brain+skill; Adventure; social simulation; 

Construction; Role playing games (RPGs) and Fighting. 

    Results  RPGs, strategy, adventure and Action-

shooter game players more frequently met the criteria 

for GD(²=183.875,p<0.001), play longer(F=9.15, 

p<0.001) and spend more money(F=26.31, p<0.001) 

than participants in the other groups. Males ar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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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ly to be addicted than females in all game gen-

res(²=21.782,p<0.001) .Escaping reality is the primary 

game motivation for GD players in each game genre-

specific groups(²=49.967,p<0.001). As for personality 

traits, RPGs players indicted higher openness and lower 

extraversion, strategy players showed lower neuroti-

cism and higher extraversion and Action-shooter play-

ers demonstrated higher openness and higher extraver-

sion. The logistic analysis indicted that there wer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d GD de-

velopment in each game genre-specific groups, these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game use characteristics, per-

sonality traits(neuroticism and conscientiousness).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ed small, but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of personality and game use charac-

teristic among variable game genre, and significant as-

sociations were found among specific game genre and 

GD. The strategies of the prevention and early interven-

tion for GD should consider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dentified as risk factors of GD in players of each game 

genre. 

 

 

 

杏仁核在可卡因厌恶记忆与奖赏记忆形成中

的差异性作用机制 

 

陈文茜 1 张力博 1 薛言学 1 陆林 1,2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药物成瘾作为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脑疾病，

其主要病理过程是成瘾性物质进入机体后，引起大

脑的突触可塑性发生异常改变。研究表明可卡因等

成瘾性药物不仅可以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使动物

出现愉悦等正性情绪，还可激活反奖赏系统，伴随

机体产生厌恶等负性情绪。既往研究表明杏仁核作

为边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整合欣快、兴奋

等正性情绪和焦虑、烦躁等负性情绪的信息来调节

情绪与行为反应，参与奖赏与厌恶过程，但杏仁核

在可卡因成瘾起始阶段中奖赏与厌恶效应的差异性

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采用条件味

觉厌恶与位置偏爱模型探索可卡因诱导厌恶与奖赏

过程中的差异性作用机制，可为未来预防和干预药

物成瘾提供新的神经环路及理论基础。 

    方法  本研究通过建立可卡因诱导条件性味觉

厌恶与位置偏爱模型，利用免疫荧光技术、原位杂

交技术和化学遗传学技术，探索杏仁核不同的亚区

在可卡因诱导厌恶与奖赏过程中的作用。 

    结果  与注射生理盐水的对照组相比，实验组

注射可卡因的小鼠对糖精溶液的摄入量显著降低；

c-Fos 染色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小鼠的

中央杏仁核（CeA）中 c-Fos 表达显著增多。使用化

学遗传学方法抑制CeA的活性检测其对小鼠厌恶行

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验组小鼠糖精溶液的饮用

量相比对照组显著增加，表明 CeA 参与了可卡因厌

恶记忆的形成过程。进一步研究发现，抑制基底外

侧杏仁核（BLA）并未影响可卡因厌恶记忆的形成。

采用条件位置偏爱模型，结果显示抑制 CeA 不影响

可卡因奖赏记忆的形成。综上表明 CeA 特异性参与

厌恶记忆的形成过程。通过化学遗传手段特异性干

预 BLA 和 CeA 中的 D1R 与 D2R 神经元，发现抑

制 CeA 中的 D2R 神经元的活性可特异性阻断可卡

因诱导的厌恶行为，而抑制 BLA 中的 D1R 神经元

的活性则阻断可卡因诱导的奖赏行为。 

    结论  杏仁核中的不同神经元分别参与可卡因

成瘾起始阶段的奖赏与厌恶过程，其中 CeA 中的

D2R 神经元参与可卡因诱导的味觉厌恶记忆，而

BLA 中的 D1R 神经元参与可卡因诱导的奖赏记忆

过程。 

 

 

 

下丘脑室旁核在可卡因诱导的条件性味觉厌

恶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张力博 1 张钟玉 1 陈文茜 1 陈玟君 1 张桂鹏 1 黄恩

泽 1 薛言学 1 陆林 1,2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药物成瘾是一种危害严重的脑疾病，目

前药物成瘾的研究多集中于成瘾性药物奖赏效应所

形成的关联性记忆，对其产生的厌恶性关联记忆如

条件性味觉厌恶（CTA）等的关注较少，关于参与药

物成瘾厌恶性记忆的脑区及其神经机制尚不清楚。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可卡因厌恶性记忆产生的机

制，为进一步理解药物成瘾记忆形成的机制提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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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 

    方法  （1）动物禁水 24 h 后进行 7 天的饮水

适应期，第 8 天给予动物新颖味觉溶液 30 min，并

在 30 min 后腹腔注射可卡因（30 mg/kg）或对照溶

剂（1 ml/kg），第 9 天恢复饮水 30 min，第 10 天进

行 CTA 测试；（2）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可卡因 CTA 形

成过程中各脑区 Fos 蛋白表达及其在目标脑区内与

特异神经元类型标志物的共标情况；（3）全细胞膜

片钳技术检测可卡因 CTA 形成后，目标脑区中特异

神经元类型的突触传递变化；（4）化学遗传学和光

遗传学手段对目标脑区及其特异神经元类型的活性

进行调控。 

    结果  （1）可卡因引起小鼠多个脑区内 Fos 蛋

白表达增加，但下丘脑室旁核（PVN）内 Fos 蛋白

表达在 CTA 关联后进一步增多，使用化学遗传学抑

制或激活 PVN 脑活性均可阻止小鼠 CTA 的形成；

（2）CTA 关联可引起小鼠 PVN 脑区的 Fos+神经元

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神经元的共标

率增加，同时引起 Fos+神经元与催产素（OXT）神

经元共标率下降。可卡因 CTA 形成后，PVN CRF 神

经元的自发型兴奋性突触后电流（sEPSC）和自发型

抑制性突触后电流（sIPSC）均没有变化，而 PVN 

OXT 神经元 sEPSC 的频率下降，其 sEPSC 的振幅

及 sIPSC 则没有改变；（3）化学遗传学或光遗传学

手段激活PVN OXT神经元可抑制小鼠CTA的形成，

化学遗传学抑制其活性则可增强可卡因 CTA；（4）

化学遗传学手段抑制 PVN CRF 神经元也可阻止小

鼠 CTA 的形成，而化学遗传学或光遗传学激活 PVN 

CRF 神经元则对可卡因 CTA 没有影响。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 PVN 脑区及其不同神经

元类型参与可卡因 CTA 形成的机制，结果发现 PVN

内 OXT 和 CRF 神经元介导了可卡因厌恶性记忆的

形成，新颖味觉与可卡因关联在引起 PVN CRF 神经

元活性增高的同时降低 PVN OXT 神经元的活性。

本研究阐明了可卡因CTA形成过程中的脑区及特异

神经元机制，为理解药物成瘾记忆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神经生物学基础。 

 

 

 

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抑制甲基苯丙胺成

瘾后的复吸行为 

 

陈亚云 1,2 张力博 2 薛言学 2 时杰 2 陆林 1,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2）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目的  成瘾记忆的持续存在是导致复吸的重要

原因，破坏成瘾记忆可以显著降低药物相关线索诱

导药物渴求的重现，是有效预防复吸的治疗策略。

研究发现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即在成瘾记忆

条件性刺激唤起后的再巩固时间窗内进行消退训练，

可以有效阻止大鼠可卡因、海洛因、酒精等多种物

质成瘾后的复吸，同时可以减少海洛因和尼古丁成

瘾者的线索诱导的渴求行为。近年来，甲基苯丙胺

的滥用形势日益严峻，但临床上尚缺乏有效的治疗

手段。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

范式在大鼠甲基苯丙胺成瘾后的复吸中的作用及其

神经机制，以期为治疗甲基苯丙胺成瘾者的复吸提

供行为学范式及理论基础。 

    方法  （1）本研究利用大鼠甲基苯丙胺自身给

药模型，在训练结束后进行条件性刺激唤起联合消

退训练，之后进行药物点燃测试、自发恢复测试以

及环境更新测试，观察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对

多种线索引起的甲基苯丙胺复吸的影响；（2）采用

免疫荧光方法检测条件性刺激唤起和不同消退方式

训练后大鼠不同脑区的激活情况；（3）采用化学遗

传学手段抑制下边缘皮层（IL），探索 IL 脑区在条

件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调控甲基苯丙胺成瘾记忆

中的作用；（4）采用神经元集群标记手段探索条件

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调控甲基苯丙胺成瘾记忆的

神经元集群机制。 

    结果  （1）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可以显著

减少甲基苯丙胺点燃、自发恢复以及环境更新引起

的甲基苯丙胺觅药行为的复燃；（2）免疫荧光检测

发现与未唤起组相比，条件性刺激唤起可以显著激

活 IL 脑区；（3）用化学遗传学手段抑制 IL 脑区可

以破坏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对于甲基苯丙胺

复吸的抑制作用，而抑制前边缘皮层（PL）则没有

影响，表明 IL 脑区特异性地介导了条件性刺激唤起

-消退范式对复吸的抑制作用；（4）标记并激活 IL 脑

区中与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相关的神经元集

群可以模拟该范式对甲基苯丙胺复吸的抑制作用。 

    结论  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可以破坏甲

基苯丙胺成瘾记忆，从而降低药物渴求和防止复吸。

IL 脑区内的神经元集群特异性介导了条件性刺激唤

起-消退范式对甲基苯丙胺成瘾记忆的抑制作用。本

研究结果为治疗药物成瘾和预防复吸提供了新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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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理论支持。 

 

 

 

肠道菌群在甲基苯丙胺潜伏心理渴求中的作

用机制 

 

于周龙 1 韩盈 1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目的  药物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病，其主

要的临床特征为强迫性用药行为和反复发生的复吸

行为。潜伏心理渴求是指在成瘾戒断过程中，个体

对于成瘾性物质的渴求会在一段时间内逐渐增强。

在成瘾形成的过程中，甲基苯丙胺可破坏紧密结合

蛋白，增加血脑屏障通透性，促进肠道中的细菌脂

多糖（LPS）进入中枢，激活小胶质细胞产生大量炎

症因子，进而增加神经元的兴奋性。本研究旨在探

究肠道菌群在潜伏心理渴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为未来治疗药物成瘾及预防复吸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及理论基础。 

    方法  （1）大鼠经历 10 天每天 6 小时的甲基

苯丙胺自身给药训练，分别于戒断第 1 天和戒断第

30 天采集粪便样本，取脑组织，通过 16S rRNA 测

序技术鉴定成瘾动物肠道菌群的组成特征，同时采

用免疫荧光、蛋白免疫印迹、实时定量荧光 PCR 等

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肠道细菌对戒断不同时期大鼠

伏隔核（NAc）核部神经小胶质细胞的激活程度及多

巴胺能受体转录水平的变化；（2）通过抗生素复合

物（万古霉素、链霉素、甲硝唑、新霉素）灌胃清除

肠道微生物后，并给予外源性 LPS 灌胃，观察小胶

质细胞激活状态，并进行消退测试，观察对大鼠甲

基苯丙胺潜伏心理渴求的影响。 

    结果  经过 10 天甲基苯丙胺自身给药训练大

鼠可形成稳定的自身给药行为，且戒断第 30 天大鼠

的心理渴求明显高于戒断第 1 天。经过抗生素复合

物灌胃，大鼠盲肠体积显著增加。戒断第 30 天抗生

素和 LPS 联合干预后小胶质细胞突起的总长度缩短、

突起分枝数减少，突起分枝末端的总长度缩短、突

起分枝数减少，小胶质细胞显著激活，Drd2 的转录

水平降低，有效鼻触次数显著降低。 

    结论  NAc 核部小胶质细胞的激活可能受肠道

LPS 的影响，通过外源性的 LPS 灌胃，增加 NAc 核

部小胶质细胞的活性，能够降低大鼠甲基苯丙胺潜

伏心理渴求。 

 

 

 

乳酸及胶质细胞—神经元间乳酸转运在可卡

因潜伏心理渴求中的作用及机制 

 

陈玟君 1 梁洁 1 张力博 1 张钟玉 1 梁逸森 1 张桂鹏
1 韩盈 1 陆林 1,2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药物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干

预并消除药物戒断后的潜伏心理渴求，是药物成瘾

治疗及预防复吸的关键。乳酸及胶质细胞与神经元

之间的乳酸转运参与了长期记忆的形成及奖赏记忆

的再巩固讨程，但其是否参与药物相关线索诱导的

潜伏心理渴求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央杏仁

核（CeA）中乳酸及胶质细胞与神经元之间的乳酸转

运在大鼠可卡因潜伏心理渴求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1）大鼠可卡因自身给药训练后，采用

蛋白免疫印迹分析（WB）检测戒断后乳酸转运体

（MCT1、MCT2 和 MCT4）在 CeA 中表达水平的

变化。（2）可卡因戒断后第 1 天或第 30 天在 CeA 微

注射糖原磷酸化抑制剂（DAB）或 MCTs ODN 分别

干扰乳酸的生成或转运。（3）给药前在 CeA 脑区微

注射乳酸，观察乳酸能否恢复被 DAB 或 MCTs-ODN

破坏的潜伏心理渴求。（4）采用 WB 检测给予 DAB

后 AMPA 受体亚基及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ERK1/2）

磷酸化水平的变化。（5）利用膜片钳技术探究给予

脑片DAB灌注后CeA中神经元的电生理特性。（6）

可卡因戒断后第 3 天在 CeA 微注射 AAV-MCT2 

shRNA 以敲降 MCT2，观察其对大鼠可卡因潜伏心

理渴求的影响。 

    结果  （1）和戒断第 1 天相比，CeA 中 MCT2

和 MCT4 在可卡因戒断第 30 天时的表达显著增加。

（2）戒断第 1 天或戒断第 30 天 CeA 微注射 DAB

可显著隆低戒断第 30 天时可卡因相关线索诱导的

渴求，提前给予乳酸可恢复被 DAB 破坏的潜伏心理

渴求。（3）戒断第 1 天给予 MCT4-ODN 及戒断第

30 天给予 MCT2-ODN 或 MCT4-ODN 均可抑制潜

伏心理渴求，乳酸可逆转 MCT4-ODN 对可卡因潜伏

心理渴求的破坏。（4）戒断第 30 天给予 DAB 能够

降低 CeA 中磷酸化 ERK1/2、GluA1 和 GluA2 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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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前给予乳酸能够逆转上述分子表达的下降。

（5）对戒断第 30 天大鼠的脑片进行 DAB 灌注后，

CeA 脑区中 sEPSC 的频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6）

戒断第 3 天给予 AAV-MCT2 shRNA 可降低戒断第

30 天 CeA 中 MCT2 的含量，并破坏潜伏心理渴求。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了乳酸以及胶质细胞与神经

元之间的乳酸转运在可卡因潜伏心理渴求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抑制 CeA 中的乳酸生成及乳酸转运能够

降低戒断期可卡因相关线索诱导的心理渴求，为治

疗药物成瘾和预防复吸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前岛叶皮层在可卡因强迫性觅药中的作用及

其机制研究 

 

陈杨 1 薛言学 1 陆林 1,2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成瘾的核心症状之一是不计后果地强迫

性觅药行为并对药物使用失去控制。自身给药(Self-

administration, SA)是研究药物成瘾的主要动物模型，

随着对 SA 模型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同一组 SA

动物在足底电击测试中的觅药行为具有两种截然不

同的反应，分别为对电击惩罚敏感的动物和对惩罚

抵抗的动物，其中对电击惩罚抵抗的动物会表现出

典型的强迫性觅药行为，既往研究表明眶额叶皮层

参与调控强迫性觅药行为，但其下游靶点尚不明确，

前岛叶皮层作为眶额叶皮层的下游投射脑区之一，

尚不明确前岛叶皮层是否参与调控强迫性觅药行为。

因此，本研究使用可卡因 SA 强迫性觅药行为的动

物模型，探索前岛叶皮层在其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采用 SD 大鼠可卡因自我给药模型，训

练大鼠通过鼻触获取可卡因（0.75mg/Kg·infusion，

120infusion /6h，12 days），并与声音线索相关联。完

成可卡因 SA 训练后进行 1 小时的足底电击测试，

连续测试 3 天并将动物分为惩罚敏感组和惩罚抵抗

组。使用免疫荧光技术和光纤记录技术探究前岛叶

皮层在上述行为中的激活情况，使用离体膜片钳技

术记录前岛叶皮层神经元的电生理特性。使用化学

遗传学手段分别激活或抑制前岛叶皮层以及眶额叶

皮层至前岛叶皮层投射，观察其对大鼠强迫性觅药

行为的影响。 

    结果  84 只可卡因成瘾动物中，25 只大鼠

（29.4%）表现出典型的强迫性觅药行为，两组动物

在自我给药训练及戒断训练中无显著的行为学差异；

全脑 c-fos 染色结果表明惩罚抵抗组在眶额叶皮层、

前岛叶皮层表达显著增加；光纤记录显示惩罚抵抗

组大鼠在测试中进行有效鼻触时前岛叶皮层神经元

显著激活；离体膜片钳结果提示前岛叶皮层内神经

元 sEPSC 发放频率增加；化学遗传非特异性激活/抑

制前岛叶皮层可以增加/降低大鼠强迫性觅药行为；

化学遗传手段特异性激活/抑制前岛叶皮层谷氨酸

能神经元可以增加/降低大鼠强迫性觅药行为；示踪

病毒表明眶额叶皮层至前岛叶皮层间存在神经投射；

化遗传学激活/抑制眶额叶皮层至前岛叶皮层投射

可以增加/降低大鼠强迫性觅药行为。 

    结论  具有强迫性可卡因觅药行为的动物占总

成瘾动物的比例为 29.4%，这一比例与人群中确诊

药物依赖患者占总使用药物人群的比例（15-16%）

接近。激活/抑制前岛叶皮层中谷氨酸能神经元或眶

额叶皮层至前岛叶皮层投射可以增加/降低大鼠强

迫性觅药行为，说明前岛叶皮层 

 

 

 

社区物质滥用者的人格特质及其特点 

 

于伟霞 1 李质彬 1 杜江 2 赵敏 2  

1）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近些年调查研究发现滥用物质者越来越

多，滥用物质会导致人格改变，本研究旨在了解社

区物质滥用者的人格特质及其特点。 

    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和 ZKPQ 人格问卷收

集一般情况和人格特质资料，使用分层随机抽样的

方法对 2020 年下半年上海市社区重点关注的物质

滥用者进行横断面调查。 

    结果  ①共 266 名物质滥用者完成此次调查，

其中男性 229 人（86.1%），女性 7 人（23.9%）；主

要滥用甲基苯丙胺者 214 人（80.5%），滥用其他物

质者（海洛因 42人、摇头丸 10人）共 52人（19.5%）。

调查对象中，同一时期仅滥用一种物质者为 190 人

（71.4%），滥用多种物质者为 76 人（28.6%）；每周

滥用物质≥3 次者为 100 人（37.6%），每周滥用物质

≤1 次者为 166 人（62.4%）；物质滥用剂量≥0.5g/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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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 106 人（39.8%），物质滥用剂量≤0.5g/次者为

160 人（60.2%）；物质滥用不满 1 年者有 55 人

（20.7%）、1 年至 5 年者有 119 人（44.7%）、大于

5 年者有 92 人（34.6%）。②不同性别的物质滥用者

在人格问卷量表各因子得分上差异不显著（P>0.05）；

甲基苯丙胺和其他物质的滥用者在人格问卷量表各

因子得分无显著差异（P>0.05）。③同时滥用多种物

质者攻击敌意得分显著高于仅滥用一种物质者

（P<0.01）,而活泼得分显著低于仅滥用一种物质者

（P<0.05），两组在冲动感觉寻求、神经质焦虑、社

交因子的得分无明显差异；物质滥用频率高者（每

周≥3 次）攻击敌意得分显著高于频率低者（每周≤1

次）（P<0.05）；滥用物质剂量≥0.5g/次者冲动感觉寻

求、攻击敌意得分显著高于滥用物质剂量<0.5g/次者

（P<0.05）；滥用物质时间长短根据上述时长分为三

组，方差分析显示三组在冲动感觉寻求、攻击敌意、

神经质焦虑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滥用物质时间长

者在此三个因子上得分均显著高于滥用物质时间较

短者（P<0.05），三组在其他因子上得分均无明显差

异。 

    结论  社区物质滥用者滥用物质的剂量、频率

及时间长短不同，其人格特质不同。 

    项目支持： 

    1.上海市嘉定区科委卫生系统科研项目 JDKW-

2017-W35 

    2.2019 年嘉定区卫生健康系统“嘉医新星”青年

人才培养计划科研立项项目 

    3.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科研项目 202040427 

 

 

 

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父母教养方式和人格特质

的相关分析 

 

于伟霞 1 李质彬 1 杜江 2 赵敏 2 班春霞 1 陈翔春 1 

孟美玲 1  

1）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父母教养方式和

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 ZKPQ 人格问卷和父母教养方式量

表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社区重点关注

的 226 名单一甲基苯丙胺使用者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①在甲基苯丙胺使用者中，人格特质方

面：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冲动感觉寻求和攻击敌意得

分显著高于高中及以上学历者（P<0.05）；离异者在

攻击敌意方面得分显著高于未婚者，已婚者与离异

者、已婚者与未婚者之间各因子得分差异均不显著。

父母教养方式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在母亲过度

保护、过度干涉和父亲过分保护方面的得分显著高

于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已婚者、离异者、未婚者三组

之间各因子得分差异均不显著。② Spearman 相关

分析显示，冲动感觉寻求与母亲惩罚、严厉

（r=0.191,P<0.01），父亲偏爱被试（r=0.180,P<0.01），

母亲偏爱被试（r=0.136,P<0.01）在得分上存在正相

关。神经质焦虑与父母亲情感温暖、理解（ r=-

0.221,P<0.01）存在负相关，而与父亲拒绝、否认

（r=0.210,P<0.01），母亲拒绝、否认（r=0.195,P<0.01），

父亲惩罚、严厉（r=0.285,P<0.01），母亲惩罚、严厉

（ r=0.341,P<0.01 ） 以 及 父 亲 过 分 干 涉

（r=0.178,P<0.01）存在正相关。攻击敌意与母亲情

感温暖、理解（r=-0.159,P<0.01）存在负相关，而与

父亲惩罚、严厉（r=0.152,P<0.05），母亲惩罚、严厉

（r=0.136,P<0.05）存在正相关。活泼与父亲情感温

暖、理解（ r=0.134,P<0.05 ）及父亲过分干涉

（r=0.171,P<0.01）存在正相关。社交与父亲情感温

暖、理解（r=0.150,P<0.05）存在正相关。③多元逐

步回归显示，母亲惩罚、严厉（β＝0.734，Ｐ<0.001）,

父亲偏爱被试（β＝2.046，P=0.006）对人格特质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母亲偏爱被试（β＝-1.486，P=0.043）

对人格特质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结论  甲基苯丙胺使用者人格特质的形成和父

母教养方式存在密切关系。 

    项目支持： 

    1.上海市嘉定区科委卫生系统科研项目 JDKW-

2017-W35 

    2.2019 年嘉定区卫生健康系统“嘉医新星”青年

人才培养计划科研立项项目 

    3.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科研项目 202040427 

 

 

 

男性甲基苯丙胺“功能性”使用者临床特征及

案例分析 

 

段春梅 1 孟怡然 1 孙荣基 1 王鲸 1 顾悦 1 邓媛 1 张

从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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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 

 

    目的  了解甲基苯丙胺“功能性”使用者具体使

用原因、临床特征及其共患精神疾病与物质使用之

间的关系。 

    方法  对昆明市某强制隔离戒毒所 2018年 8月

-2019 年 7 月间因使用甲基苯丙胺入所的 340 例男

性使用者进行问卷调查、量表评估。根据使用原因

区分出“功能性”使用者，再进一步根据使用目的将

“功能性”使用者分为“自我治疗”组及“增强功能”组。

对各组人口学特征、物质使用史、量表评分等进行

比较。并在“自我治疗”者中抽取 26例个案进行分析，

重点关注其是否存在原发精神障碍，以及物质使用

与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 

    结果  1.“功能性”使用人数为 175 例（51.5%），

其中以“自我治疗”为使用目的的 43 例，以“增强功

能”为使用目的的 132 例；2.功能性使用者与其它使

用者之间在人口学特征、物质使用史方面无差异（P

＞0.05），但两组在急性戒断期的 SAS、SDS 评分有

统计学差异（P＜0.05〉；而“自我治疗”组与“增强功

能”组相比，则在年龄、累计使用时间、使用频率及

SAS、SDS 评分都有统计学差异（P＜0.05〉；3. 26 例

“自我治疗”者中共患原发精神疾病的比率为 19.2% ，

且精神疾病与甲基苯丙胺使用之间有明确因果关系。 

    结论  甲基苯丙胺的功能性使用是一个较普遍

的问题，专业人员需要提高意识，识别功能性使用

背后隐藏的精神疾病或心理问题，对甲基苯丙胺使

用障碍者开展一体化治疗，改善治疗干预的效果。 

 

 

 

合成大麻对认知功能影响的研究进展 

 

孟怡然 1 段春梅 1 邓媛 1 吴天辉 1  

1）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 

 

    目的  近年来，合成大麻在世界范围内，尤其

是青少年群体中的流行，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其危

害不容小觑。2021 年 5 月，我国决定正式整类列管

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成为全球首个整类

列管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的国家。 本文旨在通过对合

成大麻对认知功能影响的文献梳理复习，了解目前

合成大麻对认知功能影响的研究进展。 

    方法  对截止 2021 年 6 月的国内外数据库（中

国知网、万方，pubmed,sciencedirect,Web Of Science

等）进行文献检索与整理 

    结果  合成大麻种类繁多，其对认知功能的影

响研究主要包括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两部分，其中

动物实验居多。研究均发现合成大麻对动物和人的

感知觉、学习能力、短时和长时记忆、工作记忆、注

意力有一定损伤，这种损伤呈剂量依赖性，且损伤

程度比天然大麻更严重。损害严重程度取决于几个

因素，包括药物类型、使用剂量、数量、发病年龄和

使用时间。 

    结论  合成大麻对认知功能的损伤主要体现在

对大脑执行功能的损害上，即以抑制控制、注意、工

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为核心的功能损害。未来研究

的方向将会是以脑成像为基础，探索合成大麻对认

知功能的损害程度、影响时长、是否可逆以及如何

康复的研究。 

 

 

 

精神专科镇静催眠药不规范处方使用干预 

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 

 

叶玉剑 1 钟娜 1 王绪轶 2 李传威 3 王刚 4 徐佳军 5 

赵敏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3）苏州市广济医院 

4）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5）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镇静催眠药是全球处方量最大的药物之

一，其不规范使用正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而

目前缺乏对医生的干预研究。本研究旨在针对精神

专科医生开发镇静催眠药规范化使用电子干预系统

并验证其有效性。 

    方法  1.结合门诊处方调查研究结果、镇静催

眠药专家共识、临床指南推荐，形成镇静催眠药规

范化使用干预提纲。经由 8 名成瘾医学专家焦点小

组访谈讨论拟定干预内容。与技术团队合作，嵌入

微信公众号，开发具有研究点管理、评估、干预、随

访提醒、数据管理等整套功能的镇静催眠药规范化

使用电子干预系统。 

    2.采用真实世界多中心临床对照研究设计，招

募每周固定门诊的精神专科医师（n=118），进入对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354 

照组（n=70）或干预组（n=48）。干预组接受为期 2

月的镇静催眠药规范使用电子化培训（11 次电子文

章推送+3 次线上讲座），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形式干

预。干预结束前后提取所有医生门诊处方数据分析

处方行为，自编问卷评估干预前后镇静催眠药知识、

态度、自我效能以及干预系统适用性。 

    结果  1. 完成镇静催眠药规范化使用电子干预

系统开发。 

    干预内容涵盖镇静催眠药基本知识、成瘾及滥

用识别及简要干预、相关使用指南、常见精神障碍

中的应用等。并整合在集合研究过程管理、评估、干

预、随访、数据管理等多功能电子平台。 

    2. 干预有效性 

    处方行为：基线时，总体不规范处方率为 31.1%，

超疗程处方率为 10.9%，超剂量处方率为 22.3%。干

预后，干预组镇静催眠药不规范处方减少

（31.2%vs30.1%；Χ2=4.267，p=0.039），超疗程处方

行为显著下降（9.4% vs7.2%；Χ2=42.397，p＜0.001）。 

    知识、态度主观问卷：干预后，干预组抗焦虑、

镇静、物质戒断处方目的显著减少（p=0.015、p=0.001、

p＜0.001），对不恰当镇静催眠药处方的损害认知提

高（ p=0.002），减少不恰当镇静催眠药处方的意愿

及行动提高（p=0.039、p=0.025）。自我效能有提高

的趋势（p=0.093）。 

    3.所有干预内容模块好评率均＞90%，94.4%认

为本电子干预项目适合所有等级医疗机构。 

    结论  镇静催眠药不规范处方使用在精神专科

是较为普遍的问题，需引起更广范围的注意和警戒。

本研究开发并初步验证镇静催眠药规范化使用电子

干预系统在精神专科降低医生相应不规范处方行为，

改善相关认知及态度有效，具有推广应用前景。 

 

 

 

Discriminative Stimulation Effects of Heroin 

and Methamphetamine 

 

张鑫 1 周文华 1,2  

1）宁波大学医学院 

2）宁波市康宁医院 浙江省戒毒研究重点实验室 

 

    Objective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heroin 

and MA discrimination models in rats, this project ini-

tially explored the behavioral mechanisms of the substi-

tution of MA and heroin,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 use disorders and drug co-dependence, and is ben-

eficial to the treatment of MA addiction. 

    Methods  During initial training, all rats were 

trained to touch the pokes in order to obtain sucrose pel-

lets, and after the rats were able to obtain sucrose pellets 

stably under the FR10 procedure, the two group of rats 

were trained to discriminated either heroin (0.4 mg/kg) 

from saline, and MA (0.8 mg/kg) from saline, respec-

tively. The sessions were performed by the repetitive al-

ternating training method, until the correct responses 

was ≥80%. After heroin and MA discrimination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the heroin group were injected intra-

peritoneally with 0.05 mg/kg, 0.1 mg/kg, 0.2 mg/kg, 0.4 

mg/kg, 0.8 mg/kg MA 15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training, and MA discriminated rats were injected sub-

cutaneously with 0.1 mg/kg, 0.2 mg/kg, 0.4 mg/kg, 0.8 

mg/kg, 1.6 mg/kg of heroin, all rats were placed in test 

chamber 15 mins later, observe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response rate of the two drugs. 

    Results  When heroin discriminated rats were in-

jected with 0.05 mg/kg, 0.1 mg/kg, 0.2 mg/kg, 0.4 

mg/kg, 0.8 mg/kg MA and start the test session, low (＜

20%) levels of heroin-appropriate lever selection oc-

curred，the %heroin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0.4mg/kg heroin)(P＜0.05), but the respons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 P＜0.05). After injection 

of each dose of heroin in the MA group, the %MA was 

less than 10%, which was ver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MA control group (0.8mg/kg) (P<0.05). More-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0.8 mg/kg heroin signifi-

cantly reduced the response rate of rats (P<0.0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eroin and MA could not be substi-

tuted to each other. 

    Conclusion  The present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heroin and MA cannot replace each other in subjec-

tive discrimination effects. 

 

 

 

The Role of Rno-miR-7b and Rno-miR-21-5p 

Targeting GABA Receptors  in The Nucleus 

Accumbens in Heroin Addiction and Re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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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ats 

 

周昀 1 刘惠芬 1  

1）宁波市康宁医院 

 

    Objective  This project mainly explores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rno-miR-7b and rno-miR-21-5p, 

which target and regulate GABA receptors in the nu-

cleus accumbens (NAc), in heroin addiction and relapse, 

and will be helpful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pathogenesis of heroin-induced complex mental illness. 

    Methods  Established a stable heroin self-admin-

istration model, then the NAc was decapitated for RT-

qPCR and Western Blot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Changes of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GABRA4, GABRB2, and GABBR1 receptors. Per-

formed RT-qPCR to clarify the changes in the expres-

sion levels of rno-miR-7b and rno-miR-21-5p, which 

are target rno-miRNAs of the NAc regulating GABRA4, 

GABRB2 and GABBR1 receptor subtypes by compar-

ing and analyzing the differential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 of heroin addiction and relapse in the previous 

laboratory. The dual luciferase report experiment was 

used to verify the effects of rno-miR-7b and rno-miR-

21-5p on the expression of GABRA4, GABRB2 and 

GABBR1 target genes, respectively. To observe the ef-

fects of rno-miR-7b overexpression and rno-miR-7b 

knockdown on heroin relapse behavior and GABRA4, 

GABRB2 and GABBR1 receptor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in NAc of heroin self-administered 

rats, the AAV-rno-miR-7b overexpression group and 

AAV-siRNA-GABRA4 knockdown group were in-

jected into the NAc. The heroin relapse behavior test 

was performed after transfection for 14 days. Then NAc 

were collected for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experi-

ment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rno-miR-7b and rno-

miR-21-5p in the NAc of heroin self-administration rats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rno-miR-7b in the brain region of heroin relapse in-

duced rats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14 days af-

ter heroin self-administration subsided, but the expres-

sion of rno-miR-21-5p was further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 In addition, overexpression of rno-miR-7b or 

specific knockdown of GABRA4 protein in NAC of 

heroin self-administration ra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eroin drug seeking behavior, while inhibition of rno-

miR-21-5p or overexpression of GABRB2 receptor and 

GABBR1 receptor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reduced 

heroin drug seeking behavior. 

    Conclusion  The GABRA4, GABRB2 and 

GABBR1 subtypes of GABA receptors ar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heroin addiction and relapse.Further ex-

periments speculated that rno-miR-7b may be involved 

in heroin addiction and relapse in the NAc through the 

direct action of GABRA4 and the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miR-21-5p on GABRB2 and GABBR1. 

 

 

 

氯胺酮类似物——氟胺酮的精神依赖性评价

研究 

 

周文华 1 杜晗 1 张鑫 1  

1）宁波市康宁医院 

 

    目的  氯胺酮 (ketamine)及苯环利啶类物质是

一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镇痛作用的全麻药，其

中枢作用包括致幻，产生精神与躯体分离的状态、

欣快感等，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氯胺酮已被世界多

个国家列为管制药品，我国于 2007 年将其列为第一

类精神药品。氟胺酮为氯胺酮的结构类似物，系北

京大学王世玉教授于 1987 年设计并合成的苯环利

啶类衍生物，具有分离性麻醉作用。近年来氟胺酮

作为替代药物进行非法销售、滥用。氟胺酮滥用流

行时间很短，但其有迅速蔓延的趋势，对其相关研

究非常有限。目前对于氟胺酮的精神依赖潜力尚未

见报道，因此我们将通过实验室研究明确氟胺酮的

精神依赖性。 

    方法  我们通过自身给药模型和药物辨别模型

这两种检测药物滥用潜力的模型以明确氟胺酮的精

神依赖性：应用大鼠自身给药试验，测定氯胺酮和

氟胺酮的剂量-效应曲线的 ED50 值和需求曲线的弹

性(α 值)；建立氯胺酮药物辨别模型，确定氟胺酮的

替代曲线。 

    结果  在大鼠自身给药实验中，氟胺酮和氯胺

酮一样能建立起稳定的大鼠自身给药行为，氟胺酮

的半数有效剂量小于氯胺酮，氟胺酮的需求曲线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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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α 值)与氯胺酮相似。药物辨别测试中，大鼠对氟

胺酮与氯胺酮的反应正确率相同，且 2.5mg/kg 氟胺

酮与 5mg/kg 氯胺酮具有相同的主观效应。 

    结论  大鼠自身给药模型证明氟胺酮和氯胺酮

一样具有强化效应，氟胺酮的强化效能(Potency)可

能强于氯胺酮，氟胺酮与氯胺酮的强化效价

(Effectiveness)相同。药物辨别模型证明氟胺酮能完

全替代氯胺酮的主观效应，同剂量氟胺酮产生的主

观效应略强于氯胺酮。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Disor-

der and Substance Abuse of Chinese Interna-

tional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李明晟 1 齐畅 1  

1）浙江省人民医院 

 

    Objective  :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has im-

pacted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negatively 

across the world. In addition, substance abuse also indi-

cates troubl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epi-

demic.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the gender differ-

enc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abu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

demic. 

    Method  : We conducted online questionnaires 

using PHQ-9, GAD-7, and two surveys that were related 

to substance abuse and suicidal thoughts. 535 male and 

475 female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during the epidemic whose ages ranged from 

18-23 years (M = 20.19, SD = 1.50). We utilize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our study to find 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stance abuse issues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cross gender. 

    Results  : Femal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suffering depression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igarettes (r = 0.074, p < 0.05) and drugs (r = 0.067, 

p < 0.05).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igarettes pre-

sented in the female students experiencing anxiety prob-

lems (r = 0.073, p < 0.05) an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uicidal attempt (r = 0.147, p < 0.01). 23.3% of 

male and 28.7% of female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ce of suicide and self-injury 

ideas (p < 0.05). 

    Conclusion  : The Coronaviru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abuse of Chi-

nese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ithin the same ad-

diction to alcohol, medicine, and drugs, the female stu-

dents who experiencing depression are more addicted to 

cigarettes than males. For anxiety disorder, the females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alcohol and drugs 

within the same addiction to medicine, drinks, and cig-

arette compared to males. 

 

 

 

睡眠剥夺对酒精成瘾记忆再巩固的影响及神

经机制 

 

王韩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睡眠剥夺对酒依赖患者成瘾记忆再

巩固的影响及长期效果，并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

术探索其相关神经机制。将有助于开发新的无创消

除酒精成瘾记忆的方法，为临床治疗酒依赖提供新

思路和科学依据。 

    方法  （1）探索睡眠剥夺对酒依赖患者成瘾记

忆再巩固的影响及神经机制。以酒依赖患者为研究

对象，根据患者人口学资料，评定其饮酒状况、心理

渴求程度、精神压力、睡眠质量及认知功能，将患者

将酒依赖患者随机分为 6 组，分别为：不唤起/不睡

眠剥夺组、唤起/不睡眠剥夺组、不唤起/立即睡眠剥

夺组、唤起/立即睡眠剥夺组、不唤起/6 小时后睡眠

剥夺组、唤起/6 小时后睡眠剥夺，监测其皮电反应、

血压、心率、渴求评分用于评估成瘾记忆及同步进

行磁共振扫描，对酒依赖患者的脑结构及脑功能网

络进行分析。收集健康对照人口学资料，评定其精

神压力、睡眠质量及认知功能，进行头部磁共振扫

描，分析其脑结构及脑功能网络。（2）探索睡眠剥夺

对酒依赖患者成瘾记忆再巩固影响的长期效果.将

酒依赖患者于首次试验后 1 个月以及 3 个月后再

次暴露于条件性刺激，监测皮电反应、血压、心率、

渴求评分，评定成瘾记忆，以探索睡眠剥夺对酒依

赖患者酒精成瘾记忆再巩固的长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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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睡眠有助于记忆的巩固、维持和长期记

忆的形成，在成瘾记忆巩固和再巩固中发挥关键作

用，调控睡眠可破坏成瘾记忆，影响成瘾行为。 

    结论  调控睡眠的神经环路与成瘾记忆的神经

环路高度重叠，且睡眠在成瘾记忆再巩固中发挥重

要作用，但睡眠剥夺对酒精成瘾记忆再巩固的影响

及其神经机制尚不明确。需要我们进行更大量的数

据去支持睡眠剥夺对酒精成瘾治疗的有效性及长期

疗效。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精神疾病共病及相关因

素 

 

张秋雨 1 魏辰 2 杨蕾 1 孔祥娟 2 肖心怡 1 苏中华 2  

1）济宁医学院 

2）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目的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研究单位 2011 年-

2019年间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与其他精神障碍的共病

率，分析其共病的相关因素。 

    方法  以 2011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出院的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 274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

否共病其他精神障碍，将研究对象分为共病组

（n=384 例）和非共病组（n=2356 例），比较两组患

者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差异，通过多因素逐步回归

分析探讨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共病其他精神障碍的主

要危险因素。 

    结果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共病其他精神障碍共

病率为 14.0%（384/2740）,精神分裂症占 27.6%；双

相情感障碍占 25.8%；抑郁障碍占 24.5%；其他共病

精神障碍占 22.1%。与非共病组相比，共病组患者女

性（χ2=8.283，P=0.008）、汉族（χ2=10.606，P=0.003）、

有害性使用（χ2=181.965，P=0.000）、无戒断状态

（χ2=51.553，P=0.000）、无伴有谵妄的戒断状态

（χ2=22.750，P=0.000）、无精神病性障碍（χ2=38.389，

P=0.000）、与餐同饮（χ2=8.620，P=0.004）、无晨饮

（χ2=209.504，P=0.000）、无睡前饮酒（χ2=130.584，

P=0.000）、合并躯体疾病个数（χ2=-18.275，P=0.000）、

住院次数 2-4 次（χ2=52.669，P=0.000）、住院天数

（χ2=-6.212，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 。共病其他精神障碍的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有害性使用和住院次数是影响共病的重要因

素。 

    结论  精神专科医院中，酒精共病其他精神障

碍在有害性使用、多次住院者中较高；在戒断状态、

伴有谵妄的戒断状态、精神病性障碍、晨饮、合并躯

体疾病多者中较低。重点关注共病的危险因素，有

利于早期识别、积极治疗酒精共病其他精神障碍。 

 

 

 

不同毒品类型使用人员冲动性、攻击性、 焦

虑及抑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罗丹 1 沈聃琳 1 余良明 1 来铭枫 1 汤乔 1 徐佳军 1 

李静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本研究是为了探讨使用不同类型毒品的

使用人员之间冲动性、攻击性、焦虑、抑郁的差异，

并进一步了解其重度抑郁障碍的影响因素。 

    方法  根据入排标准，纳入符合 DSM-IV 精神

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毒品使用人员，

进行人口学以及毒品使用情况的资料搜集、并对焦

虑、抑郁、冲动性及攻击性进行评估。本研究中采用

一般情况问卷（包括人口学资料、使用毒品种类、毒

品使用时间）、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ZUNG 氏焦虑自评量表(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Buss Perry 攻击性行为问

卷(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PAQ)以及

Barratt 冲动行为量表第 11 版中文版(Barratt Impul-

sivity Scale Chinese version 11, BIS-11)进行评估。单

因素方差分析用于评估使用不同毒品类型使用人群

之间的焦虑、抑郁、冲动性、攻击性特征的差异；相

关分析用于评估毒品使用情况与冲动性、攻击性、

焦虑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人

口学资料、毒品使用情况、冲动、攻击、焦虑等因素

对毒品使用人员 MDD 的影响。 

    结果  纳入吸毒人员 1486 名，以男性、青壮年、

低文化和无业为主，使用毒品种类方面主要以海洛

因和冰毒为主。单用冰毒（冰毒组）、单用海洛因（海

洛因组）以及使用多种毒品（多药使用组）三组的吸

毒人员在抑郁情绪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通过

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使用冰毒、敌意、愤怒、

焦虑是 MDD 的危险因素；而无计划冲动则是 MDD

的保护因素；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使用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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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度抑郁障碍的风险是海洛因的 2.469 倍

(P=0.015)，是使用多药的 3.650 倍(P=0.001)。 

    结论  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吸毒人员中焦虑症、

抑郁症的发病率很高，同时证实了滥用不同毒品对

冲动、攻击、焦虑、抑郁的影响。同时，我们发现使

用冰毒发生重度抑郁障碍的风险较海洛因和使用多

药均高。 

 

 

 

Comparison of Suicide and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Among Medical and Non-medical 

Undergraduat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China 

 

Qian Yang1, Yueheng Liu1, Xin Wang1, Qiuxia Wu1, 

Tieqiao Liu1  

1）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

ders, and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

sha 410011, Hunan, China. 

 

    Objective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and suicide 

of undergraduates has grown and received significant 

interes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for medical under-

graduate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se 

areas. We aimed to compare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and suicide between medical and non-medical under-

graduates in China.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on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between October 2020 and April 2021, with 

4792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The sur-

vey included questions about demographics,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Mental health outcomes 

were assessed with 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15-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

15), 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

7), 10-item 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10), Epworth 

Sleeping Scale (ESS), and 3-item Alcohol Use Disor-

ders Identification Test-Consumption (AUDIT-C). 

Burnout was measured with College Student Learning 

Burnout Scale (LBUS). 

    Results  A total of 4,708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and 3,511(74.58%) were medical undergraduates. 

Compared with medical undergraduates, non-medical 

undergraduates had significant higher rates of suicidal 

ideation (53.9% vs.42.3%, P<0.001), suicide attempts 

(15.7% vs.11%, P<0.001), moderate-risk drinking (7.0 % 

vs. 4.7%, P<0.001), and high-risk drinking (6.3 % vs. 

3.4%, P<0.001). Non-medical undergraduates showed 

higher total scores on the PHQ-9, GAD-7, PHQ-15, 

PSS-10 than medical undergraduates (P<0.001). Com-

pared to medical undergraduates, non-medical under-

graduates showed higher scores of emotional exhaus-

tion and depersonalization, and a lower score of per-

sonal accomplishment (P<0.001). Among undergradu-

ates, female, non-medical undergraduates, with a his-

tory of mental illness, higher scores of somatization, 

pressure, and depress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suicide.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medical undergrad-

uates, non-medical undergraduates showed poorer men-

tal health conditions, higher rates of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and a higher risk of dangerous 

drinking.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e should pay at-

tention to undergraduates’ mental health, especially for 

non-medical undergraduates.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se differ-

ences. 

 

 

 

滥用“笑气”所致精神障碍一例报道 

 

杨欣湖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在我国，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被滥用

的物质种类日新月异。2019 年我院收治一例滥用笑

气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因本病在临床上相对少

见，今结合文献，了解笑气（一氧化二氮）所致精神

障碍的诊断、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旨在提高临床

医师对其的认识水平，引起社会的重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 例 20 岁女性患者吸

入笑气所致经障碍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相关检查检验，

其诊断符合 ICD-10 关于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

碍的诊断标准，根据其物质滥用病史，其临床表现

与笑气滥用密切相关，有确切理由推断为笑气所致

精神障碍。详细分析并结合文献复习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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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患者吸入笑气一年余，既往史、个人史、

家属史均无特殊情况。因工作关系接触笑气，后滥

用笑气逐渐出现精神症状，临床上表现为笑气依赖

综合征，并导致幻听、关系妄想、被害妄想、思维被

洞悉等精神病性障碍。心理测试发现记忆和智能下

降。入院后给予氨磺必利、奥氮平等药物治疗，出院

时精神症状基本消失。 

    结论  长期滥用笑气可以引起精神障碍，其流

行病学及治疗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使用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有效。目前并无针对挥发性物质滥用的特

异性的治疗方案，对这类患者的治疗多是对症处理，

对这一类患者的治疗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儿童期创伤应激及相关 SNPs 对酒依赖复发

的影响 

 

孙广强 1 倪照军 1 程君 2 朱冉 1 庞良俊 2 李冰 1 孙

洪强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大学），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安徽省精神卫生中

心，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儿童期创伤经历作为慢性应激源，能够

影响酒依赖的发生以及应激激素基因的表达，进而

影响酒依赖复发。故本研究探索儿童期创伤应激及

相关的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SNPs）对酒依赖不同

时间点复发的预测作用。 

    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招募符合

DSM-Ⅳ酒依赖诊断标准的住院男性汉族患者 237

例，在急性戒断期后完成基线测查。采用儿童期（16

岁以前）虐待问卷中文版（CTQ）评估儿童期创伤严

重程度；采用临床机构酒精戒断评估量表修订版

（CIWA-Ar）评估戒断症状。采用 DNA 快速提取试

剂盒提取全血 DNA 样本，通过 Plink 软件提取肾素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RAAS）通路上的 AGT、NR3C2、

ACE 等 5 个基因的共 13 个 SNPs，以及血糖调节通

路上的 GCG、GCK 基因的共 2 个 SNPs。在基线后

的第 6、12 个月进行电话随访，评估患者的复发情

况。 

    结果  （1）经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发现年龄

大是第 6 个月和第 12 个月复发的保护因素（分别

RR=0.978，p=0.017；RR=0.973，p=0.004），CIWA-

Ar 评分是第 12 个月复发的危险因素（RR=1.079，

p=0.033）；（2）CTQ 评分是第 6 个月和第 12 个月复

发的危险因素，且年龄和性虐待评分共同影响第 6

个月复发（分别 RR=0.979，p=0.028；RR=1.052，

p=0.047），年龄和躯体忽视评分共同影响第 12 个月

的复发（分别 RR=0.971，p=0.002；RR=1.052，

p=0.049）；（3）经广义多因子降维分析，发现 AGT

基因 rs699、NR3C2 基因 rs12499208、ACE 基因

rs4343 分别与 CTQ 量表总分、性虐待量表评分的交

互作用能够影响第 6 个月复发（分别 p=0.011，

p=0.001）；GCG 基因 rs464447 与 GCK 基因 rs758989

的交互作用能够影响第 12 个月复发（p=0.011），且

二者分别与 CTQ 量表总分及各亚量表评分的交互

作用影响第 12 个月复发（p 值均为 0.011）。 

    结论  儿童期创伤应激增加酒依赖复发风险，

且 AGT 基因、NR3C2 基因、ACE 基因与童年创伤

相互作用，影响酒依赖第 6 个月复发；GCG 基因、

GCK 基因与童年创伤相互作用，影响酒依赖第 12

个月复发。 

 

 

 

Lack of Association between MTHFR C677T 

Gene Polymorphism with Alcohol Depend-

ence: A Meta-analysis of Case-control Studies 

 

梁亮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Many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MTHFR C677T (rs 1801133) polymorphism is associ-

ated with the risk of alcohol dependence(AD). However, 

there are conflicting results regarding this relationship. 

In this article,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case-

control studies to assess synthetically the influence of 

MTHFR C677T polymorphism on the risk of AD. 

    Methods  All relevant studies were searched 

from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7 studies were included to evaluate the strength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MTHFR C677T polymor-

phism and AD by pooled odds ratios (ORs) and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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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Results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evaluated a 

total of 1066 AD patients and 1049 controls and showed 

that MTHFR C677T polymorphism was not signifi-

cantly associated with AD susceptibility in all five ge-

netic models (Allelic, T vs C: OR = 1.04,95% CI: 0.83-

1.31, P = 0.73; Homozygous, TT vs CC: OR = 0.98,95% 

CI: 0.57-1.68, P = 0.94; Heterozygous, TT vs CT: 

OR = 0.87,95% CI: 0.64-1.19, P = 0.39; Dominant, 

TT + CT vs CC: OR = 1.12,95% CI: 0.92-1.35, P = 0.26; 

Recessive, TT vs CT + CC: OR = 0.93,95% CI: 0.58-

1.47, P = 0.74). On subgroup analysis by ethnicity, there 

was still in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detected in the 

Caucasians and Asians under the five genetic models re-

spectively.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the present data re-

vealed that MTHFR C677T polymorphism may not be 

associated with AD susceptibility. Further well designed 

studies in a larger population and biological functional 

analysis of MTHFR are needed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MTHFR C677T Gene polymorphism in AD. 

 

 

 

虚拟现实技术在酒依赖患者治疗中的应用研

究 

 

张俊俊 1 邓红都 1 杜柯达 1 闫俊丽 1 王传升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虚拟现实技术对酒依赖患者渴求、

焦虑、抑郁、冲动、睡眠症状的改善以及复饮情况的

影响。 

    方法  选取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五

科（成瘾医学科）住院治疗的符合入组标准的酒依

赖患者 90 例。选取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

五科（成瘾医学科）住院治疗的符合入组标准的酒

依赖患者 90 例。按随机化原则将其分为常规治疗组

（常规临床治疗）、VR 对照组（在常规临床治疗基

础上增加 25 分钟放松情境的 VR 干预）、VR 治疗组

（在常规临床治疗基础上增加 5 分钟放松情境、10

分钟高风险情境、10 分钟厌恶情境的 VR 干预），治

疗周期为 5 周，期间共进行 10 次干预。在初次干预

前测定相关量表（视觉渴求量表 VAS、贝克焦虑量

表 BDI、贝克抑郁量表 BAI、Barrat 冲动量表、匹兹

堡睡眠量表）作为基线值，在干预期间进行相关量

表的重复测定， VR 干预的同时的动态检测心率、

皮温、皮肤电导等生理指标的变化（短期疗效）。根

据自定的随访量表随访 AD 患者出院后 1 月、3 月、

6 月、12 月的复饮情况（长期疗效）。 

    结果  整个干预结束时，对比常规治疗组，VR

对照组可能对 AD 患者焦虑、抑郁、冲动及睡眠的

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VR 对照组对比常规治疗

组，可能其对渴求的改善不明显；VR 治疗组可能对

渴求、焦虑、抑郁、冲动及睡眠的改善差异显著。在

干预期间，VR 治疗组的 AD 患者在高风险情境后其

渴求、焦虑、抑郁、冲动、睡眠可能均经历先负性改

变后正性改变的趋势。随访出院后 1 月、3 月的复饮

率，VR 对照组和 VR 治疗组的复饮率可能均低于常

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访出院后 6 月、

12 月的复饮情况，可能 VR 治疗组对比常规治疗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该研究结果表明，只进行放松情境干预

的 VR 对照组对比常规治疗组，可能其在渴求、及

出院后 6 月、12 月的复饮情况改善不明显；进行高

风险场景和厌恶场景干预的 VR 治疗组则可能可以

显著降低 AD 患者渴求、焦虑、抑郁、冲动、睡眠

以及 12 个月内的复饮率。VR 技术相较传统治疗手

段在降低渴求、防止复饮方面具有安全、无创、有效

性高的优点，在 AD 患者临床治疗方面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但现有研究存在研究样本量较小，治疗

周期较短，缺乏双盲随机对照的试验设计等局限性，

有待后续研究者加以改进、完善。 

 

 

 

戒毒人员急性脱毒期体液平衡失调应对与处

置 

 

牛首明 1  

1）安徽省蚌埠强制隔离戒毒所 

 

    目的  安徽省蚌埠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一名等渗

性缺水的急性脱毒期戒毒人员的处置、医治案例。 

    方法  本案例中王某入所前长期吸食海洛因，

体质差，戒断症状重。王某在入所后即出现呕吐，腹

泻，流涕，流泪等戒断症状。医疗康复大队给予其糖

盐水口服补液。次日傍晚，王某自觉戒断症状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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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民警巡查时发现其异常情况后，立即通知医疗

康复大队值班医生前来诊疗。王某在值班医生诊疗

期间，抗拒医生治疗，经值班民警及医生耐心劝解，

王某最终配合。医生综合其体征和病状，进一步检

查血常规、电解质。初步诊断为等渗性缺水并消化

道感染。医疗康复大队值班医生第一时间通过静脉

滴注的方式予以平衡盐溶液、盐酸左氧氟沙星补液

抗感染治疗。 

    结果  约半小时后，王某血压恢复正常，小便

正常。后嘱其继续抗感染输液治疗并口服氯化钾缓

释片预防低钾血症。 

    结论  一、强化民警对急性疾病的识别能力。 

    二、丰富民警的急救知识、急救技能。 

    三、提升民警对患病戒毒人员的教育能力。 

    四、提高民警对戒毒人员患病的警觉性与辨识

度。不要因为戒毒人员片面的话语忽略或低估了疾

病的严重性。 

    五、提升戒毒所医务人员的医疗诊疗水平。 

    六、医疗康复大队要适时做好会诊、转诊工作。 

 

 

 

酒精使用障碍患者肠道菌群特征及其对认知

功能影响的研究 

 

杜易珊 1 夏炎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酒精使用障碍（AUD）是严重的社会问

题和医学问题，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既往有研究表

明 AUD 患者的肠道菌群失调，肠道菌群可通过多种

机制与大脑相互作用，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本实

验拟利用 16S rRNA 基因测序技术探究持续饮酒的

AUD 患者肠道菌群特征及其与认知功能的相关关

系。具体研究目的包括：①探讨持续饮酒的 AUD 患

者认知功能改变及其与酒精使用情况的关系；②探

讨 AUD 患者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度的改变及其

与酒精使用情况的关系；③评估 AUD 患者肠道菌群

变化与认知功能改变的相关关系。 

    方法  入组持续饮酒的男性 AUD 患者 32 例，

健康对照组 35 例，收集受试者一般资料和酒精使用

情况。利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简易

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估受试者认知功能。

收集受试者粪便样本，进行 16S rRNA 基因测序及

生物信息分析。 

    结果  1.1.AUD 组的认知功能比对照组明显降

低（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MoCA 分数与

饮酒年数(r=-0.621，P=0.000)和嗜酒年数（r=-0.357，

P=0.045）均呈负相关；MMSE 分数与饮酒年数(r=-

0.540，P=0.001)呈负相关。2. 2. 与对照组相比，AUD

组肠道菌群多样性降低及丰富度改变。在门水平上，

AUD 组厚壁菌门丰度降低，蓝藻门的丰度上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属水平上，AUD 组粪杆

菌属、芽殖菌属和 Lachnospiracea_incertae_sedis 丰

度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巨单胞菌属和

埃希氏菌属的丰度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梭杆菌属和 Lachnospiracea_incertae_sedis 丰度与

嗜酒年数呈正相关(P<0.05)；罗斯氏菌属丰度与近一

个月饮酒天数呈负相关(P<0.05)。4. 粪杆菌属丰度

与 MoCA 和 MMSE 得分均呈正相关(P<0.05)；罗姆

布茨菌丰度与 MMSE 得分呈负相关(P<0.05)。 

    结论  1.AUD 患者认知功能明显下降，饮酒时

间越长，认知功能损害越明显。 

    2.AUD 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降低及丰富度改变，

提示长期饮酒导致肠道菌群结构失调；且饮酒情况

与梭杆菌属、Lachnospiracea_incertae_sedis 和罗斯氏

菌属的丰度有关。 

    3.粪杆菌属和罗姆布茨菌丰度与AUD患者认知

功能改变有关。 

 

 

 

男性苯丙胺类药物成瘾戒断者的共情能力对

攻击行为的影响——以自我和谐为中介 

 

朱琳 1 焦东亮 1 王文娟 1 高贺 2  

1）蚌埠医学院 

2）蚌埠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目的  探讨男性苯丙胺类药物成瘾戒断者的攻

击行为、共情和自我和谐与普通人群的差异，以及

共情和自我和谐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方法  在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抽取男性苯丙胺类

药物成瘾戒断者 201 人，随机抽取正常对照组 267

人（均为男性），采用 Buss 和 Perry 攻击问卷中文

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和自我和谐量表进行施测，

将成瘾戒断组和正常对照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对成瘾戒断组的数据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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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优势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  成瘾戒断组和正常对照组在年龄和受教

育年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男性苯丙胺类药物成

瘾戒断者的攻击行为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共情和自

我和谐显著低于普通人群。男性苯丙胺类药物成瘾

戒断者的共情、自我和谐和攻击行为均呈显著正相

关。回归分析发现共情的想象、个人忧伤和移情三

个维度能够正向预测攻击行为，观念采择维度能够

负向预测攻击行为。通过优势分析检验共情各因子

对攻击行为的作用，其相对重要性依次为：想象、个

人忧伤、移情和观念采择（贡献率分别为 31.80%、

31.34%、27.20%和 9.68%）。中介分析发现男性苯丙

胺类药物成瘾戒断者的自我和谐在共情和攻击行为

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效应值为 0.289（95% 

CI:0.180-0.428），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 51.60%。 

    结论  男性苯丙胺类药物成瘾戒断者的攻击行

为、共情和自我和谐与普通人群均存在显著差异。

在共情各个维度中想象、个人忧伤和移情对攻击行

为影响更大，可以正向预测攻击行为。同时男性苯

丙胺类药物成瘾戒断者的自我和谐在共情和攻击行

为之间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医学院大学生网络成瘾

和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冲动特质的中介效

应 

 

郑欣 1 吴明飞 1 沈棫华 1 杭荣华 2 阳中明 1 陈方方
1 蒋巧 1 郎家俊 3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2）皖南医学院 

3）中国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常州医疗区 

 

    目的  了解医学院大学生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影响下，网络成瘾倾向现状，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冲

动特质和网络成瘾关系。 

    方法  本研究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式，选取某

医学院校 830 名在校大学生匿名填写纸质问卷，运

用 Young 编制的网络成瘾诊断量表（IAT）、父母教

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及冲动性量表中文版（BIS）

对被试进行调查，采用 spss 23.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被试网络成瘾率为 18.2%；父母情感温

暖理解，父亲过分干涉与网络成瘾之间有显著的负

相关（p<0.01）；父亲惩罚严厉、偏爱被试、拒绝否

认、过度保护、母亲过分干涉保护、拒绝否认、惩罚

严厉、偏爱被试等因子与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网络

成瘾呈显著正相关（p<0.01）；父亲情感温暖和非计

划对网络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β=-0.13~-

0.21,p<0.001)，非计划在父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之

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母亲情感温暖和非计划对网

络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18~-0.18,p<0.001)。

非计划在母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之间具有部分中

介作用。非计划在父母教养情感温暖理解与网络成

瘾的关系中扮演中介作用。 

    结论  疫情下父母教养时具有情感温暖理解青

少年，可降低青少年非计划性冲动，降低网络成瘾

倾向。 

 

 

 

Efficacy of SBIRT Implementation for Harm-

ful Alcohol Users in China’s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翟婧 1 王文政 1 杜江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Substance use is one of the most seri-

ou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and soci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In China, harmful alcohol use is particularly 

acute. Large populations of nontreatment-seeking harm-

ful alcohol users who have a high risk of alcohol de-

pendence exist in China’s community. Therefore, there 

was an urgent need to conduct screening and interven-

tion for this under-served population. The present study 

first used a random control trial, longitudinal design 

aimed to examin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BIRT in harmful alcohol users in China’s community 

and conducted two follow-ups 1-month and 3-month af-

ter the intervention,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further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multi-contact brief inter-

vention (MBI) and single-contact brief intervention 

(SBI). 

    Methods  362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di-

vided into MBI, SBI, and RT group and received differ-

ent interventions. Participants in the MBI group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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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ved brief intervention twice. Follow-ups were con-

ducted at 1 and 3 month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MBI showed greater effects than SBI. 

MBI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ASSIS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MBI group, 

ASSIST scores decreased during the 3-months fol-

lowed-up and other outcomes improved until the 1-

month follow-up. Besides, we found significant im-

provement on ASSIST and depression at the 1-month 

follow-up in the SBI group, whereas no further differ-

ence was found at the 3-months followed-up. 

    Conclusion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SBIRT had 

considerable effects on harmful alcohol users in China’s 

community. This study has clinical and practical impli-

cations for developing a novel screening and interven-

tion method targeted at harmful alcohol users in the 

community. 

 

 

 

The Effect of Gut Microbiota on Metham-

phetamine Addiction 

 

贺理 1 马月娇 1 王莹莹 1 刘梦琦 1 方婷 1 张晓洁 1 

刘铁桥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The current evidences suggest that the 

imbalance of intestinal microbe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susceptibility of MA, but so far, the studies are 

still mainly based on animal experimen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whether dysbiosis is involved 

in the mechanism of MA addiction among the MA users. 

    Methods  MA users of the compulsory drug re-

habilitation center in Changsha, Hunan, China, were en-

rolled from December 2017 to December 2019. MA us-

ers were grouped into MA non-addiction (n = 17) and 

MA addiction (n = 29) groups according to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 

The fec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microbiome 

composition was analyzed by high-throughout sequenc-

ing of the 16s ribosomal DNA.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microbiome data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mothur 

(Version 1.44.3), LEfSe, and vegan (version 2.4-2) R 

packages.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age on the com-

position of intestinal flora, we also selected 28 age-

matched participants (14 MA MA non-addiction pa-

tients and 14 MA addiction patients) from the eligible 

subjects for further analysis. 

    Results  After size filtering, quality control, and 

chimera removal, a total of 2,694,972 high-quality se-

quences were acquired from fecal samples of 46 sub-

jects, with an average of 58,586 sequences per sample. 

These sequences were clustered into 752 OTUs based 

on 97% sequence similarity, and then assigned to 10 

phyla, 17 classes, 29 orders, 51 families, and 109 genera. 

The alpha-diversity indexes such as Chao1 and Shannon 

index did not differ between MA non-addiction and MA 

addiction group (p=0.857, 0.391, respectively). Besides,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in beta divers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gut microbial community of MA ad-

dicted group was slightly altered with an abnormal de-

creased abundance of probiotics. Within the genera, the 

Wilcoxon rank sum tests analysis showed that Lactoba-

cillus (0.017% vs 0.008%) and Unclassified_Firmicutes 

(0.204% vs 0.132%) were over-represented in MA non-

addiction compared to MA addiction patients, whereas 

the opposite was observed for Elusimicrobium (0.001% 

vs 0.002%). Lactobacillus (0.021% vs 0.009%) and Un-

classified_Firmicutes (0.216% vs 0.099%) in the age-

matched MA non-addictio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age-matched MA addiction. At 

the same time, LEfS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a greater 

abundance of Lactobacillus (P=0.014) and Unclassi-

fied_Firmicutes(P=0.033) in MA non-addict group than 

that in MA addicts group. When comparing the age-

matched MA non-addiction group with the 

    Conclusion  This small sample cross-sectional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intestinal flora 

between MA addicted and MA non addicted MA users, 

which can provide a certain clinical basis for future re-

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stinal flora and 

MA addiction. 

 

 

 

Analyzing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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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ic Ketamine Users Using Hamilton De-

pression Rating Scale 

 

Minling Zhang1, Hongbo He1, Yuping Ning1, Yi Ding1, 

Xiaoyin Ke2, Ni Fan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康宁医院 

 

    Objective  Although studies linked ketamine 

abuse to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evaluation of depres-

sive symptom using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17) has not been done. In this study, we ana-

lyzed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ronic ketamine us-

ers using HAMD-17 and compared it with that in uni-

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ve patient. 

    Methods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342 

chronic ketamine users and 131 unipolar and bipolar de-

pressive patients (70 unipolar depression (53.4%) and 

61 bipolar depression (46.6%)) were evaluated by 

HAMD-17.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 with 

varimax rotation was done to identify the factor struc-

ture of the HAMD-17 in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While the severity of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chronic ketamine user was milder than 

that in uni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ve patients. The 

symptom pattern was similar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 four-factor structure explaining 54.5% of the variance 

was obtained from chronic ketamine users. Five factors 

were obtained from uni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ve pa-

tients group, which explained 61.5% of the variance. 

Somatic anxiety, depressed, and sleep disturbance were 

predominant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It was the first study to examine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HAMD-17 scale in chronic keta-

mine users, and compared it with that in uni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ve patients. Our results could provide 

some degree of insight in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

ences in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these two groups. 

 

 

 

Nrf2 偶联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和细胞凋亡

信号通路参与甲基苯丙胺神经毒性的研究 

 

魏涛 1 王宇婧 1 赵伟 1 王妍 1 翟长平 2 焦东亮 1  

1）蚌埠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2）蚌埠医学院附属安民医院 

 

    目的  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 METH）

成瘾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然而目

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本研究旨在探讨

Nrf2 偶联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和细胞凋亡信号通

路参与 METH 神经毒性的作用机制，以及为治疗

METH 滥用相关问题寻找新的靶点药物提供借鉴和

参考。 

    方法  12 只雄性 ICR 小鼠（30±5g）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单次腹腔注射 METH 40mg/kg)，每

组 6 只；对照组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16h 后取出

小鼠纹状体组织，用 Western Blotting 技术检测小鼠

纹状体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 GRP78、eif2α、P-eif2α，

氧化应激相关蛋白 Nrf2、P-Nrf2 及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 表达。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小鼠纹状体中

Nrf2 和 P-Nrf2 的表达下调(p<0.05)；GRP78 在实验

组小鼠纹状体的表达高于对照组(p<0.05)；eif2α 表

达低于对照组(p<0.05)，而 P-eif2α 水平较对照组显

著升高(p<0.05)；Caspase3 的表达显著升高(p<0.05)

（图 1）。讨论：METH 是一种新型合成毒品，成瘾

性强，大量或反复应用会导致神经毒性。以往认为

METH 成瘾形成的主要机制与单胺类神经递质，如

多巴胺释放过多有关。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氧化应激和内质网应激参与了METH诱导的成瘾和

神经毒性。有研究表明 METH 会通过多种途径导致

多巴胺在突触间隙的大量增多，多巴胺在降解过程

中释放大量活性氧簇，引起氧化应激反应，氧化应

激会激活内质网应激，并且内质网应激与氧化应激

可以互相协同反应，互为因果，共同影响 METH 对

机体的作用。此外，有研究发现抗氧化应激反应转

录因子 Nrf2 可以通过减轻氧化应激反应，衰减内质

网应激，发挥对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本研究检测

了内质网应激、氧化应激以及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

水平，我们发现 eif2α 表达下调， GRP78、P-eif2α

表达上调，  表明内质网应激通路的激活，而

Caspase3 的表达显著升高进一步说明了 METH的连

续应用会触发细胞凋亡反应。同时，我们发现 Nrf2

以及 P-Nrf2 的表达下调，提示 METH 的应用可能会

通过抑制Nrf2的表达而加重氧化应激和内质网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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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因此，我们猜测可以通

过优势化提高Nrf2功能来减弱氧化应激进而衰减内

质网应激以保护细胞免受损害。 

 

 

 

首发精神分裂症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

功能的影响因素研究 

 

张永林 1 翟长平 1 魏涛 2 赵伟 2 王宇婧 2 王妍 2 焦

东亮 2  

1）蚌埠医学院附属安民医院 

2）蚌埠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目的  探讨首发精神分裂与慢性精神分裂患者

认知功能的特点并分析可能影响患者认知功能的因

素。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就诊

于安徽荣军医院的患者，包括首发精神分裂患者 53

例（首发组）、慢性精神分裂患者 85 例（慢性组），

除采用自编量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

化程度、病前职业、经济收入、家庭关心程度、住院

次数、干预模式）记录患者一般资料外，均采用可重

复神经心理状态评估量表（RBANS）评估其认知功

能状态，并比较两组患者认知功能的差异，同时进

行相关和回归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的即刻记忆（词汇学习、故事

复述）、言语功能（图画命名、语义流畅性）、注意力

（数字广度、编码测验）、延时记忆（词汇回忆、词

汇再识、故事回忆、图形回忆）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视觉广度（图形临摹、线条定

位）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年龄与首发组

RBANS 评分显著相关（P<0.05），回归系数 17.657

（P<0.01）；年龄与慢性组 RBANS 评分显著相关

（P<0.05），回归系数 16.998 （P<0.05）；病程与慢

性组 RBANS 评分显著相关（P<0.05），回归系数-

0.847（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可受年龄、

文化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临床治疗过程中，

我们可以考虑从这几个因素着手，帮助患者早日摆

脱病魔回归社会。 

 

 

 

Attentional Bias To Visual Drug Cues in Opi-

ate-Addicted Patients under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Wenhui Li1, Jin Huang2, Nan Zhang3, Jun Li4, Chuans-

heng Wang1, Chencheng Zhang5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2）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4）Shang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ce or ab-

sence of an attentional bias to drug-related stimuli in 

patients with an opioid use disorder under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MMT). 

    Methods  Study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72 opi-

ate-addicted patients (age: 51.4 ± 7.8 years, M/F: 

54/18), who were recruited from three MMT clinics 

in the Xuhui, Hongkou, and Yangpu districts of Shang-

hai, and 32 healthy controls (HCs) (age: 43.5 ± 11.4 

years, M/F: 20/12) who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com-

munity.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 were given a dot 

probe task for the assessment of attentional bias to drug-

related visual stimuli.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tients and HCs were observed in the speed and ac-

curacy of their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neutral, emo-

tional, and drug-related stimulus information in the dot 

probe task. 

    Conclusion  MMT seems to be effective not only 

for controlling the abuse of opioids but also for elimi-

nating the patient’s attentional bias to drug-related 

cues in the environment, which may be essen-

tial to maintaining drug abstinence and preventing re-

lapse of addiction.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复吸倾向、自我概念与防

御方式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366 

顾铭淳 1 王平 2 赵敏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苏州大学苏南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 

 

    目的  研究强戒人员的复吸倾向、自我概念与

防御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探究结构化团体心理辅

导的作用效果。 

    方法  研究一在宜兴强制隔离戒毒所招募 120

名男性，完成人口学问卷、复吸倾向性问卷、田纳西

自我概念量表、防御方式问卷等基线调查，使用

SPSS 软件分析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自我概念及防

御方式的关系；研究二将研究一被试随机分为干预

组与对照组，两组均正常参加戒毒所日常活动，干

预组额外接受由专家团队设计、带领的 18 次结构化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干预结束后对两组被试的复吸

倾向、自我概念、防御方式进行后测，使用 SPSS 软

件分析两组被试的数据。 

    结果  研究一发现，复吸倾向性总分与自我概

念总分有负相关（r=-.326, p＜.01），复吸倾向性中戒

毒意愿维度与不成熟防御成正相关（r= .190, p＜.05）、

与自我掩饰程度成正相关（r= .262, p＜.01），复吸倾

向中的社会支持维度与成熟防御得分成负相关

（p=-.251, ＜.01）；被试的自我概念得分对复吸倾向

性有负向预测，标准化回归方程为：复吸倾向性＝-

0.326*自我概念＋68.41（R²= .11）。研究二发现，干

预后干预组的复吸倾向性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1），成熟防御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1）。 

    结论  强戒人员的复吸倾向性与自我概念成负

相关，自我概念水平可以负向预测复吸倾向性；复

吸倾向性与防御方式、掩饰程度也有一定程度的相

关；结构化防复吸团体心理辅导对于强戒人员的复

吸倾向与成熟防御方式有着较好的干预效果，但没

有发现被试自我概念水平的变化。 

 

 

 

酒精图片库的建立：基于物质线索注意偏向

的实验研究 

 

雒如燕 1 赵敏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物质依赖科 

 

    目的  根据酒精使用障碍者注意偏向的特点，

制定与之相关的酒精图片库，用于日后与酒精相关

的研究。一般而言，不同酒精种类、酒杯、使用酒精

的场所以及酒精售卖场所都会在不同程度激发酒精

使用障碍者的饮酒冲动。在本研究中，为了对酒精

图片做出评定，通过降低图片的复杂性，将图片库

图片分为单纯酒精、饮酒器具、超市等内容，以确保

酒精图片的有效性，探索个体对酒精图片识别及评

定结果。 

    方法  通过网络及研究拍摄，收集与酒精相关

的图片 156 张。物质依赖科相关医务人员依据工作

经验、图片清晰度等进行初筛，选择 96 张图片并要

求酒精使用障碍者进行图片评定。14 名酒精使用障

碍者参与了本研究，以熟悉度、渴求、效价、饮酒冲

动程度对每张图片进行评定。 

    结果  酒精使用障碍者对酒精图片的敏感程度

具有一定的地区差异。与个人饮酒回忆相关的图片

会使个体有更强烈的渴求，且饮酒冲动程度更高。

结合个体感受和实验结果最终确定酒精图片 32 张，

其中白酒 16 张，劲酒 4 张，啤酒 12 张。 

    结论  尽管酒精使用障碍者对酒精图片的选择

具有个体偏好，但仍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普遍性。

酒精图片库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酒精使用障

碍者的注意偏向，可作为眼动实验等材料依据。 

 

 

 

OPRM1、PDNY 基因 SNP 多态性与酒依赖

风险及酒精主观反应的关系 

 

罗晓 1 赵志强 2 张红 3 李秀弟 3 徐斌 1 胡红星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医学中心，乌鲁

木齐市，新疆，830054 

2）新疆精神卫生中心戒酒科，乌鲁木齐市，新疆，

830000 

3）新疆医科大学，乌鲁木齐市，新疆，830054 

 

    目的  探索酒精药效酶基因 OPRM1 与 PDNY 

SNP 多态性与酒依赖者的酒精主观反应、个体饮酒

行为之间的关系。 

    方法  所有酒依赖患者（汉族 100 例，维吾尔

族 93 例）与对照组（汉维族各 100 例）完成一般情

况调查表、知情同意书，抽取静脉血以备提取 DNA，

酒依赖组随后完成酒精挑战实验，饮用前、饮后 30、

60、120、180 分钟分别完成酒精双相问卷（BAES）、

药物效应问卷（DEQ）。利用效用程序计算遗传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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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 Hardy-Weinberg 平衡(HWE)。采用 Pearson’s

卡方检验并计算优势比 OR 值，使用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个体酒精主观反应的变化趋势。 

    结果  尽管 SNP 卡方检验中，汉、维族酒依赖

者 rs1799971（OPRM1）、rs1997794（PDYN）SNP

等位基因位点均未表现出与酒依赖风险的关系，但

OPRM1 基因 SNP 等位基因型 GG、GA 型者较 AA

型者最大饮酒量（F 汉=20.28，P<0.01；F 维=9.80，

P<0.01）、周饮酒量（F 汉=12.46，P<0.01；F 维=11.94，

P<0.01）更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饮酒后表现

出更高的兴奋作用和更高的“喜欢”（F 汉=13.38，

P<0.01；F 维=62.99，P<0.01）、“还想要一些”（F 汉

=26.37，P<0.01；F 维=76.05，P<0.01）效应。 

    结论  OPRM1 基因与酒依赖的内表型之一酒

精主观反应及个体饮酒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为酒

依赖患者提供个体化的干预提供理论基础，也为解

释酒依赖的发病机制提供一定的线索。 

 

 

 

No Smoking Signs with Strong Smoking Sym-

bols Induce Weak Cravings: An FMRI and 

EEG Study 

 

Wanwan Lü1, Qichao Wu1, Ying Liu1, Ying Wang1, 

Zhengde Wei1, Yu Li1, Chuan Fan1, An-Li Wang2, Ron 

Borland3, Xiaochu Zhang1  

1）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Addiction Institute at Mount Sinai,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New York, NY 10029, USA 

3）Schoo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el-

bourne and Cancer Council Victoria, Australia 

 

    Objective  Smoking prohibition rules are gener-

ally indicated through the placement of no-smoking 

signs (NSSs), which combine smoking symbols (SSs) 

and prohibition symbols (PSs), represent common ex-

amples of reward and prohibition competition. Prior 

work has shown the effect of the PS in discouraging 

smoking. However,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effect of the 

SS. 

    Methods  To evaluate how SSs within NSSs in-

fluence their effectiveness in guiding reward vs. prohi-

bition, we collected craving ratings, cue reactivity under 

fMRI and EEG, and smoking-behavior anticipation for 

paired NSSs and SSs in three separate cohorts of partic-

ipants (93 smokers in total). 

    Results  We found that NSS-induced craving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S-induced cravings 

and PS-induced inhibition. fMRI indicated that both re-

lationships were mediated by activation of th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precuneus, suggesting that the effects 

of SSs and PS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EEG revealed 

that the prohibition response occurs after the cigarette 

response, indicating that the cigarette response might be 

precluded by the prohibition, supporting the effect of 

SSs in discouraging smoking. Moreover, stronger SSs 

induced stronger slow positive waves and late positive 

potentials, and the stronger the late positive potentials, 

the stronger the late positive potentials. Both the ampli-

tudes of late positive potentials and slow positive wav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mplitude of N2, 

whic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ttention 

grabbed score by the NSS. In addition, the weaker the 

NSS-induced craving is, the greater the smoking behav-

ior anticipation reduction, indicating the capability of 

NSSs to decrease smoking behavior. 

    Conclusion  Our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

dence for selecting the most effective NSSs: those com-

bining strong SS and PS, offering insights about com-

petition between cigarette reward and prohibition and 

providing neural evidence on how cigarette reward and 

prohibition interact. We suggest that a strong conflict in 

the combined reward and prohibition information 

streams may be beneficial for producing positive results 

for prohibition, such as reducing cigarette cravings and 

anticipation of smoking in this study. In addition,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strong attention to the com-

petition of SSs and PSs in the context of NSSs is bene-

ficial for decreasing NSS-induced craving, which would 

provid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inhibition in addicted in-

dividuals.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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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分析 

 

王欣 1 刘岳衡 1 李满云 1 吴秋霞 1 刘铁桥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已经成为较为普遍

的社会现象，且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明显，但国内

尚缺乏针对性较强的测量手段。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SAPS）是国际上该领域较为可靠的测量工具，包

括生活干扰、虚拟生活导向、耐受表现、戒断表现四

个维度。本研究旨在汉化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并在

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检验量表的信效度，为研究智能

手机问题性使用提供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方法  2019 年 11 月-12 月间，采用随机抽样法

在湖南省长沙市某高校随机选取 10 个混合教学大

班共计 613 名学生，使用经翻译、回译、文化调试

及专家评议后形成的 15 个条目中文版手机成瘾倾

向量表（SAPS-C）进行问卷调查，经质量控制后得

到有效问卷共计 568 份（男性 246 人，女性 322人）。

使用 SPSS 22.0、AMOS 21.0 软件进行信效度分析以

及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   调整后的中文版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1，临界比率法分析问卷各

条目结果显示高分组与低分组在各条目得分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t=10.759-16.807，p＜0.001），各条

目得分与总分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r=0.414-0.668，

p＜0.001）。以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理论模型为标准，

对中文版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拟合指数为

CMIN/df=4.019; RMSEA=0.074; 

RMR=0.022;CFI=0.908; AGFI=0.908；IFI=0.91；GFI= 

0.934。量表各条目因素载荷介于 0.452~0.820 之间。 

    结论  调整后的中文版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具有

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模型拟合度良好，量表能够较

好地反映理论构建成果；量表简单易行，实用性、操

作性较好，适合作为国内大学生智能手机问题性使

用的调查工具。 

 

 

 

新冠肺炎疫情对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患者饮酒行为的影响 

 

王荣科 1 黄明金 1  

1）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使用酒精所致的精

神和行为障碍患者饮酒行为的影响。 

    方法  对 2019.01.01-2019.12.31 曾在我院诊断

为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的住院患者，用自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患

者饮酒行为调查表》调查其在新冠疫情发生前一个

月、疫情期间、疫情调控为 3 级后其饮酒频率、日

均饮酒量等进行自身前后对照。 

    结果  此次共纳入调查患者 116 例，在疫情发

生前、疫情期间、疫情调控为 3 级后患者的饮酒频

率、日均饮酒量前后相比均未见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疫情调控为 3 级后有对固定工作的患者比疫情期间

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966，P=0.002）。疫

情期间、疫情调控为 3 级后，饮酒与之前比较增加

原因，主要是因为有瘾，其次为情绪不好、无聊等。

疫情期间，饮酒量与疫情前比较减少的原因中有

81.25%是由于社交减少，62.50%是因为有家人的监

督、31.25%是因为获得家人的支持以及 31.25%是因

为没有朋友教唆。疫情调控为 3 级后，饮酒与之前

比较减少的原因中有 55.56%的患者是因为复工复

产。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患者的饮酒频率、

日均饮酒量与非疫情期间无明显变化，但在饮酒量、

饮酒频率减少的患者中，与其当时的工作状态、家

庭支持、社交圈子有着较大的关系。 

 

 

 

伏隔核胆碱能中间神经元在可卡因成瘾和复

吸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李月 1 薛言学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目的  可卡因成瘾导致伏隔核（Nucleus accum-

bens，NAc）核部神经元发生可塑性改变，并伴随出

现反复复吸行为。既往研究多集中于探索多巴胺

（Dopamine，DA）系统和伏隔核内中型多棘神经元

（Medium spiny neurons，MSNs）在成瘾和复吸中的

作用，但仅针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并未达到成功预防

复吸的目的。胆碱能中间神经元（Cholinergic inter-

neurons，CINs）是 NAc 中数量较少的一类神经元，

可以参与调节 NAc 内 DA 释放和动机行为，但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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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记忆和复吸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

拟探索 CINs 在条件性线索诱导可卡因复吸行为中

的作用及神经生物学机制，以期为可卡因成瘾和复

吸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方法  （1）采用大鼠可卡因自我给药作为成瘾

记忆模型验证条件性线索诱导复吸的有效性。（2）

应用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荧光探针结合

光纤记录监测成瘾记忆唤起时 NAc 内 ACh 的实时

动态变化。（3）应用光遗传学方法调控 CINs，确定

CINs 在可卡因成瘾记忆唤起和复吸中的作用。（4）

通过药理学方法干预超极化激活的环状核苷酸门控

（Hyperpolarization-activated cyclic nucleotide-gated，

HCN）通道，观察其对可卡因成瘾记忆唤起和复吸

的影响。（5）应用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可卡因成瘾记

忆导致的 HCN 通道各亚型的蛋白水平变化。 

    结果  （1）条件性线索能够诱发复吸行为的发

生，且在可卡因成瘾记忆唤起时，NAc 核部 CINs 内

ACh 释放增加。（2）在条件性线索诱导的复吸测试

时，光遗传学抑制 CINs 可以阻碍条件性线索诱导的

可卡因复吸行为的发生，而光遗传学激活 CINs 可增

加可卡因复吸，表明 CINs 对可卡因成瘾记忆唤起和

复吸存在调控作用。（3）在条件性线索诱导的复吸

测试前，药理学阻滞 NAc 核部而不是壳部的 HCN

通道可以有效地抑制复吸行为；可卡因自我给药训

练可以增加 NAc 核部 HCN2 和 HCN4 通道蛋白的

表达水平，表明 NAc 内 CINs 的 HCN 通道介导成瘾

记忆唤起和复吸。 

    结论  NAc 内 CINs 在可卡因成瘾和复吸中发

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这一作用可能是通过 CINs 的

HCN 通道介导的，本研究为可卡因成瘾治疗及预防

复吸提供了潜在的治疗靶点。 

 

 

 

酒依赖患者线索反应现象脑影像机制研究 

 

吴菲 1 董平 1 袁俊亮 1 孙洪强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戒断后酒精相关线索诱导的主观渴求和

生理反应是酒依赖患者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白质

微观结构的损害是酒依赖患者特征性脑损害，故本

研究探索酒依赖患者白质损害在线索反应中的潜在

作用，为临床酒依赖的治疗和复发预防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本研究招募符合 DSM-Ⅳ酒依赖诊断标

准的住院男性患者 51 例，健康对照者 27 例。在完

成急性戒断期后进行基线评估，使用自编调查问卷

收集受试者的人口统计学及饮酒相关资料；使用

CIWA-Ar、MAST、SAS、SDS 评估戒断症状、饮酒

严重程度、焦虑和抑郁情绪等临床特征；采集受试

者酒精线索（盛有酒的酒杯）和中性线索（盛有水的

玻璃杯）暴露前后的行为学指标，包括 SBP、DBP、

渴求 VAS、抑郁 VAS、焦虑 VAS、AUQ, 所有受试

者行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扫描,得到全脑白质纤维

束 FA 值。根据 SBP、渴求 VAS 指标将酒依赖组

（ADP）分为唤起组与未唤起组，比较对照组、唤起

组、未唤起组临床特征、行为学指标与白质微观结

构的差异。 

    结果  1.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ADP 酒精线索

暴露后，收缩压、舒张压、主观渴求较暴露前增加显

著；2.经双因素方差分析，ADP 酒精线索暴露前后

收缩压、舒张压、主观渴求的差值较中性线索、对照

组中性线索、酒精线索暴露前后的差值增加显著；3.

在 ADP 中，有 36 人（70.59%）唤起，15 人（29.41）

未唤起；4. ADP 白质完整性与对照组相比广泛受损，

ADP 白质纤维束 FA 值与饮酒时长、依赖时长、

MAST 呈负相关（P＜0.05）；5.唤起组与对照组相比，

SAS 评分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未唤起组相

比有增高趋势；6.与对照组相比，唤起组右侧终纹床

核、左右侧后放射冠、右侧外囊纤维束白质 FA 值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未唤起组相比有降低

趋势。 

    结论  ADP 酒精线索暴露后收缩压、舒张压、

主观渴求增加显著，其中唤起率约为 70%。唤起者

基线焦虑程度更高，终纹床核、放射冠、外囊白质完

整性受损是线索反应现象中的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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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精神医学学组 

 

PTSD 高风险人群筛查相关研究 

 

苏珊珊 1 胡昊 1 王乾 2 张立篪 2 周滟 3 王振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经历严重创伤事件者可能会患上创伤后

应激障碍(PTSD)，对受害者的生活造成显著的负面

影响。如果在创伤事件早期采取干预，PTSD 是可以

预防的，这使得在患者转化为 PTSD 前、在个体水

平上识别高危患者非常重要。以往的磁共振研究提

供了有限的证据来识别创伤事件后可能患 PTSD 的

高危人群。我们的研究旨在在个体水平上识别经历

创伤事件者后的 PTSD 高风险人群。 

    方法  所有受试者均在创伤事件后 48 小时内

获得 MRI 数据。在接下来的 6 个月里，对所有研究

对象进行了随访，在我们的研究中，有 32 名经历创

伤事件者被诊断为 PTSD。提取基线 MRI 特征并将

其输入复杂的特征选择和分类过程中，构建一个最

佳模型，通过该模型我们可以预测创伤暴露受试者

是否会转化为 PTSD。 

    结果  我们的最佳模型揭示了四个灰质特征和

两个白质特征作为 PTSD 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应用

该模型可以将高风险 PTSD 患者与低风险 PTSD 患

者分离出来，平均准确率为 87.57%。 

    结论  我们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医生在个体水

平上识别经历创伤事件后的 PTSD 高危人群，而且

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伤事件后导致 PTSD 发生的潜在

生物学标志物。我们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经历创伤事

件后的 PTSD 高风险人群及时获得医疗帮助。 

 

 

 

妊娠期女性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赵斌 1 谢守付 2  

1）大连医科大学 

2）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妊娠期女性心理健康状况，探讨妊

娠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了解妊娠期女性的生活

事件、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现状，分析其与妊娠期

女性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 

    方法  选取于 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9 月大连

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的 500 名妊娠期女性，使

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症状自评量表、生活事件量

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及生活质量量表进行评估。

使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分析。定量资料使用均数

和标准差表示，定性指标以率描述。分类变量采用

卡方检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正态分布的变

量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反之，使用斯皮尔曼相关

分析，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妊娠期女性躯体化和焦虑均分高于国

内常模，而强迫、人际关系、抑郁、敌对、偏执、精

神病性及总分均分低于国内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2.影响妊娠期女性心理健康社会人

口学资料和产科特征包括：年龄、家庭月收入、孕

次、流产史、是否计划妊娠、怀孕方式，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P＜ 0.05）。家庭月收入＜ 4000 元

（OR=0.356,95%CI：0.149-0.849，P＜0.05）和计划

妊娠（OR=0.270,95%CI：0.157-0.462，P＜0.05）是

妊娠期女性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流产史

（OR=2.069,95%CI：1.006-4.256，P＜0.05）和人工

助孕（OR=4.273,95%CI：2.102-8.686，P＜0.05）是

妊娠期女性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3.负性生活事件

分、生活事件总分与症状自评量表中各因子及总分

成正相关（r＞0，P＜0.05）。4. 妊娠期女性症状自评

量表中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与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

和社会支持总分之间存在负相关（r＜0，P＜0.05），

强迫、人际关系、偏执等三个因子得分与客观支持

之间存在负相关（r＜0，P＜0.05）。5.妊娠期女性症

状自评量表的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与生活质量各维度

存在负相关（r＜0，P＜0.05）。 

    结论  妊娠期女性易出现心理问题，尤其是躯

体化及焦虑。部分人口资料和产科特征会影响妊娠

期女性心理健康，如高收入、非计划妊娠、存在流产

史和人工助孕情况，应早期开展健康教育，及时进

行心理干预。生活事件情况、社会支持情况及生活

质量均会影响妊娠期心理健康。可通过减少负性生

活事件，增强社会支持，改善生活质量等方式来促

进妊娠期女性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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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抑郁症患者的性功能障碍调查 

 

肖乐 1 朱雪泉 1 丰雷 1 王刚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附属北京安医院 

 

    目的  性功能障碍（Sexual dysfunction，SD）在

抑郁症患者中普遍存在，在亚洲文化背景下相关研

究不足。本研究调查了中国抑郁症患者性功能障碍

的性别差异，并探讨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全国多中心研究，参与中

心共 16 家，连续筛选门诊抑郁症患者，纳入标准为

入组前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 8-12 周，所有参与者均

获得书面知情同意书。筛选成功的患者收集人口学

及临床资料，并完成亚利桑那性体验量表（Arizona 

Sexual Experience Scale, ASEX）、抑郁症状快速评估

量表（Brief 16-item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Self-Report，QIDS-SR16）、广泛性

焦虑自评量表（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及患者健康问卷（15-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15） 。统计分析使用

SAS 9.4 分析软件，单因素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卡方检验、Fisher 精确检验。Logistic 回归探讨性功

能障碍与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月收入、QIDS-

SR16、GAD-7、PHQ-15 的相关性。 

    结果  纳入 273 例患者，女性 174 例，男性 99

例，年龄 19 -67 岁，平均年龄为 41.2 岁±11.6 岁。

已婚或同居者居多（81.3%），72.7%的患者月平均收

入低于 5000 元。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2.6 年±3.8。平

均 ASEX 得分为 19.6 分±5.5 分，61.9%存在性功能

障碍。女性和男性在人口学、疾病特征及临床症状

（QIDS-SR16、GAD-7、、PHQ-15）方面无显著差异

（均 P>0.05）。女性患者 ASEX 评分 21.1±5.4 显著

高于男性 17.1±4.6（P<0.001），女性性功能障碍发生

率 75.3%，远高于男性 38.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年龄超

高 45 岁、低收入水平、迟钝和躯体症状与性功能障

碍相关。 

    结论  中国抑郁症患者普遍存在性功能障碍，

女性患者远高于男性，女性抑郁症患者的性功能障

碍程度要重于男性。抑郁症患者的性功能障碍与性

别、年龄、收入水平、迟钝和躯体症状相关。 

 

 

 

计算机化认知功能训练对MCI老年人认知干

预作用的多模态脑影像学研究 

 

周一芳 1 任璐煜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破坏性的神经

退行性疾病。迫切需要确定有效的治疗方法，轻度

认知损伤(MCI)，一种介于生理衰老性的认知功能轻

度减退和痴呆引起的严重认知功能减退之间的中间

阶段人群，成为预防 AD 的早期干预靶向人群。计

算机化认知功能训练（Computerized Cognitive Train-

ing， CCT）因其无创、操作性强等优势，成为主要

的干预研究手段。 

    方法  HC 组 50 人和 MCI 组 24 人分别随机分

成 2 组，一组为认知功能训练组（CCT），一组为空

白对照组。所有被试在基线完成成套认知功能评估

及多模态磁共振扫描。对训练组进行每周 3 次，每

次 35 分钟，12 周的 CCT，单人总计训练次数 36 次。

对照组不做任何训练，维持原本的生活方式。12 周

后，对所有完成全部训练的受试者以及对照组被试

再次进行成套神经心理评估及 rs-fMRI及DTI扫描，

获得每个被试的 ALFF、FC 和 FA 数据。对 4 组人

群的认知功能评分使用 SPSS 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对 ALFF、FC 和 FA 数据分布采用 dpabi 软件和 spm

软件进行配对 T 检验。 

    结果  （1）与基线数据相比，MCI 训练组、HC

训练组、HC 非训练组的延迟记忆得分均显著增高。

呈现 MCI 训练组增高最多，其次是 HC 训练组，最

后是 HC 非训练组的趋势。 

    （2）MCI 人群训练前后的 ALFF 比较：与基线

比较，训练后的 MCI 在右侧脑区显示出 ALFF 值的

显著增高，包括颞叶上、中、下回的大部分，颞极上

回和中回，三角部额下回，眶部额下回，额中回，豆

状核，尾状核。（GRF 校正，p＜0.05）； 

    （3）MCI 训练前后右侧海马与全脑 FC 比较分

析显示：与基线 MCI 相比，训练后 MCI 组的双侧

楔叶，双侧楔前叶，左侧枕上回，FC 显著下降（GRF

校正，p＜0.01）； 

    （4）HC 训练前后右侧海马与全脑 FC 比较分

析显示：与基线 HC 相比，训练后 HC 组的右侧楔

前叶，右侧中央后回， 右侧顶上回，右侧中央旁小

叶，FC 显著下降（GRF 校正，p＜0.01）； 

    （5）MCI 训练组与 HC 训练组，在训练前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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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海马与全脑 FC 均无显著变化。 

    （6）训练前后，各组 DTI 分析无显著改变。 

    结论  （1）与训练前相比，延迟记忆得分的提

高程度程度存在 MCI 训练组＞HC 训练组＞HC 非

训练组的趋势。说明，CCT 对 MCI 组认知功能有更

显著的改善作用。 

    （2）训练后 MCI 在右侧颞叶上、中、下回的大

部分，颞极上 

 

 

 

基于机器学习对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和双相障

碍患者进行识别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姜晓薇 1 赵文辉 1 吴枫 1 孔令韬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重性抑郁障碍（MDD）和双相障碍（BD）

的鉴别诊断是临床上的难点问题。对 MDD 患者进

行随访有助于从主观角度对两种疾病进行早期识别，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技术（rs-fMRI）则可以从客观角

度为两种疾病的识别提供神经影像学标记。但目前

研究结果尚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而机器学习方法

则可以通过训练数据建立一个能够区分不同个体的

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新的数据集进行分类或预

测，为研究结果向临床应用转化提供了可能。因此

本研究基于机器学习方法使用 rs-fMRI 特征建立分

类性能最佳的分类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缺乏主

观确诊症状的患者以测试该模型早期识别两种情感

障碍的能力。 

    方法  在基线收集 MDD 患者 110 名、BD 患者

128 名并扫描 rs-fMRI。之后对 MDD 患者进行 2 年

以上的随访，根据是否有躁狂或轻躁狂症状分出转

相前 BD 患者和 MDD 患者。采集患者的年龄、性

别、学历、病程、用药情况、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

项）总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总分、杨氏躁狂评定量

表总分。使用基于体素水平的度中心度（DC）比较

基线收集的 95 名 BD 患者和 77 名 MDD 患者（训

练数据集）之间的差异，之后基于逻辑回归分类器

使用以上 DC 差异建立分类模型，并将模型应用于

独立的测试数据集（转相前 BD 患者 33 名和 MDD

患者 33 名）。 

    结果  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中两组患者的

年龄、性别、学历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训练数据集中 MDD 患者和 BD 患者在双侧的额上

回、内侧额上回、眶部额上回、额中回、岛盖部额下

回、三角部额下回、眶部额下回、内侧眶额回、中央

前回、补充运动区、中央沟盖、中央旁小叶、顶上

回、顶下回、缘上回、角回、楔前叶、中央后回、枕

上回、楔叶、舌回、距状回、颞上回、颞极：颞上回、

颞中回、梭状回、岛叶、前扣带回、后扣带回、内侧

和旁扣带回，右侧的眶部额中回、枕中回、枕下回、

海马旁回、壳核以及左侧颞下回存在 DC 值差异

（GRF 校正，P<0.05）。在这些脑区的范围内建立分

类模型，该模型的分类准确率为 0.80，敏感度为 0.80，

特异度为 0.78，AUC 为 0.86。将该模型应用于测试

数据集，分类准确率为 0.55，敏感度为 0.61，特异

度为 0.48，AUC 为 0.54。 

    结论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使用皮质边缘纹状体

神经环路的 DC 特征建立的分类模型的准确率为

80%，所建立的模型可以识别出 61%尚未出现主观

确诊症状的转相前 BD 患者。 

 

 

 

Association between Gonadal Hormones and 

Osteoporosi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Un-

dergoing Risperidone Monotherapy: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Yaoyao Zhang2, Shuangshuang Wang1, Wei Tang2, Xia-

omin Zhu1  

1）Suzhou Psychiatric Hospital 

2）Wenzhou Kangning Hospital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re at in-

creased risk of osteoporosis. This study firstly learned-

first determined the osteoporosis rat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thenschizophrenia and then explor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gonadal hormone levels and 

osteoporosis among these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5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and 288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Osteoporo-

sis was defined by decreased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of the calcaneus. Serum fasting levels of gon-

adal hormones (prolactin, estradiol, testosterone, pro-

gesterone,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luteinizing 

hormone) were deter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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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oporosis and hormone levels was statistically ana-

lyzed b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had a markedly higher rate of osteoporo-

sis (24.4% vs. 10.1%) compared to than healthy controls 

(P < 0.001).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were older, had 

a longer disease course, and had a lower body mass in-

dex (BMI) compared to than patients without osteopo-

rosis (all P < 0.05). Regarding gonadal hormones, we 

found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lactin, but lower estradiol,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than in those without 

osteoporosis (both P < 0.05).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revealed that PRL  (OR = 1.1, 95%CI=195% 

CI=1.08~1.15, P < 0.001) and E2 levellevels (OR= 0.9, 

95%CI=095% CI=0.96~0.99, P =0.011) were signifi-

cantly associated with osteoporosi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indicate that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ho are being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have a high rate of osteoporosis in risperi-

done-treat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creased pro-

lactin and reduced estradiol levels are significantly as-

sociated with osteoporosis. 

 

 

 

心境障碍遗传高危人群局部功能一致性异常

与多基因风险的研究 

 

陈逸凡 1 汤艳清 1 王菲 1,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京脑科医院 

 

    目的  研究目的：重性抑郁（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和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 BD）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被统称为心境障

碍。两种疾病在早期症状上具有重叠，难以区分，且

都具有高度遗传性。局部功能一致性（REHO）是目

前一种较为稳定的功能影像学指标，在高危人群中

研究其与疾病多基因风险评分的关系是很有价值的。 

    方法  选取年龄 13-50 岁，性别、年龄、教育程

度相匹配的心境障碍高危人群（GHR-BD）63 人及

健康对照者 82 人。 其中双相情感障碍的高危人群

（ GHR-BD ） 29 人 ， 重 性 抑 郁 的 高 危 人 群

（GHR_MDD）34 人。比较心境障碍高危人群与 HC

的局部功能一致性差异，应用 PRSice 软件计算出不

同阈值(0.01-0.1)的 PRS，最后应用偏相关分析研究

GHR-BD 的 REHO 异常与 PRS 之间的关联性。 

    结果  1.与 HC 组相比，GHR 组双侧内侧前额

叶上回、双侧补充运动区、双侧前扣带回及内侧扣

带回，即双侧前额叶-前扣带回网络的 ReHO 值显著

降低。2. 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GHR 在双侧前额叶-

前扣带回网络的ReHO值与PRS(阈值为0.07，0.08，

0.09)呈显著正相关(阈值 0.07:r=0.324,P=0.039; 阈值

0.08:r=0.357,P=0.022；阈值 0.09:r=0.317,P=0.042)。 

    结论  结论：1.心境障碍遗传高危人群在双侧

前额叶-前扣带回网络的 ReHO 值异常，这可能代表

着心境情感障碍发病的危险性因素。 

    2. 双侧前额叶-前扣带回网络的 ReHO 值与

PRS 分数显著正相关，提示心境障碍遗传高危人群

的 REHO 值可能与基因变异有关，基因变异可能通

过影响脑功能一致性从而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与临

床症状的出现。既往研究主要针对单基因变异,其对

于遗传度的解释和对风险的预测是有限的。PRS 作

为评估心境障碍高危人群基因风险的新方法可以更

好地解释复杂的多基因遗传机制,实验结果为今后

进一步研究心境障碍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提供了新的

影像遗传学证据。 

 

 

 

Neurobiological Substrates of Major Psychia-

try Disorders: Transdiagnostic Associations 

between White Matter Abnormalities, Neu-

regulin 1,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 

 

Jia Duan1, Yanqing Tang1, Fei Wang1,2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PR China 

2）Early Intervention Unit,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ffiliated Nanjing Brain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P.R. China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SZ), bipolar disorder 

(BD)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re increas-

ingly conceptualized as a transdiagnostic contin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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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ruption of white matter (WM) is a common altera-

tion in these psychiatric disorders, ye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disruption remain unclear. 

Neuregulin 1 (NRG1) is genetically linked with suscep-

tibility to SZ, BD, and MDD, and is also related to WM. 

    Methods  Using a transdiagnostic approach,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WM dif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NRG1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ransdiagnostic symp-

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e examined WM of 1051 

individuals (318 healthy controls and 733 patients with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254 SZ, 212 BD, 267 MDD) 

who underwent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Plasma 

NRG1-β1 levels of 331 participants were measured.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ere also 

evaluated. 

    Results  In the patient group, abnormal WM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NRG1-β1 levels in genu of 

the corpus callosum, right uncinate fasciculus, bilateral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 right external cap-

sule, fornix, right optic tract, left straight gyrus white 

matter, and the left olfactory radiation. These NRG1-

associated WM abnormalities were also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and executive func-

tion in patents. Further, analogous alterations were ob-

served across three disorders in WM, NRG1-β1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 

    Conclusion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provide ev-

idence for an association of NRG1, WM abnormalities,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on in a transdiagnostic 

psychiatric cohort. These findings provide further sup-

port to understand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

lying neuroimaging substrates of major psychiatric dis-

orders and its clinical implication. 

 

 

 

孕产期抑郁症物理治疗研究进展 

 

刘志伟 1 刘寰忠 2  

1）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目的  孕产期抑郁症(Peripartum Depression，

PPD)指整个孕期至产后 4 周内发生的严重抑郁障碍，

目前发病率在逐年上升。临床上，药物治疗对孕产

妇精神疾病有所局限，因此物理治疗措施得已逐渐

推广。本文试以无抽搐电休克（MECT）、重复经颅

磁刺激（rTMS）、强光疗法（BLT）、运动疗法等常

用物理干预措施进行论述，以探讨它们在 PPD 患者

临床诊疗中的使用价值。 

    方法  以“ depression（Mesh）、depressive emo-

tion、depressive symptoms、 anxiety（Mesh）、anxious 

emotion、anxiety symptom、peripartum depression、

MECT、rTMS、light therapy、exercise、massage、ac-

upuncture” 为英文关键词检索 Medline（PubMed）、

Web of Science、Cochrane 数据库， 以“抑郁，焦虑，

孕产期，物理治疗”为中文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万

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检索时间截至 2020 年 2 月底。纳入标

准：已经发表的全文文献（包括临床研究、基础研

究、动物实验、系统综述），年代不限。排除标准：

排除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一般综述以及经验总结

性概述。 

    结果  尽管目前关于应用 MECT、rTMS、亮光

疗法、运动疗法等治疗 PPD 患者的文献相对局限，

但为其临床上的进一步推广亦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

据。 

    结论  除药物治疗外，目前出现的多种新颖的

物理治疗方法可作为辅助手段，为 PPD 患者的症状

缓解带来相当的益处。 

    基金项目：安徽省重点研究和开发计划项目（编

号：1804h08020263）；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科研

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7zhyx17）；2019 年度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省级项目编号：

81801341） 

 

 

 

Nuclear Receptors Modulating Inflam-

masome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and Treat-

ment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王瀚 1 张玲 1 王刚 1 杜静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Cumulative evidences have shown 

that immune inflammation, particularly inflammasome 

activ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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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bundant stud-

ies have shown that activation of the nucleus receptors 

may directly change the activity of inflammasome to 

modulate the levels of matured forms of Caspase-1 and 

IL-1β. However, the role of nuclear receptor activation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on is still unclear. 

    Methods  We performed a targeted literature re-

view to (1)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inflammasomes in the 

neuroimmune pathway of depression, (2) review the 

regulatory role of nuclear receptors in inflammasomes 

activation and pathophysiology of depression, (3) dis-

cuss these interactions as a foundation for a new thera-

peutic that target the nuclear receptors to treat depres-

sion. 

    Results  Increased NLRP3 activation in periph-

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re found in MDD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danger substances could acti-

vate the NLRP1 or NLRP3 inflammasome, which may 

lead to the release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induction of depression. The activation of nuclear re-

ceptors, such as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GR), mineral-

ocorticoid receptor (MR), estrogen receptor (ER),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 and peroxisome prolifera-

tor-activated receptors (PPARs) could inhibit the activa-

tion of inflammasome (in particular NLRP3) and the re-

leas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which will induce de-

pressive symptoms. 

    Conclusion  Current data suggests that direct 

modulation of nuclear receptors may offer new oppor-

tunities to mitigate depressive disorders. These modula-

tors of nuclear receptors can be safely used in combina-

tion with currently available antidepressants to simulta-

neously target multiple disease mechanisms and in-

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therapeutic success. 

 

 

 

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护理对其认知功能的影

响分析 

 

朱娟莉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将心理护理措施运用在改善精神分

裂患者认知功能方面的效果。 

    方法  以我院 2019 年 2 月-2020 年 1 月院内接

收临床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样本，以数

字随机法抽取上述总样本中的 100 例患者，以精神

科常规护理措施干预，研究组患者增加心理护理环

节，比较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认知功能与参照组

患者的差异。 

    结果  护理后研究组 PANSS 评分低于参照组， 

MoCA 评分高于参照组，P<0.05。 

    结论  精神分类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干预服务，

对患者的疾病症状改善、认知功能恢复意义重大，

建议临床在精神分裂确诊患者群体中推广应用心理

护理模式。 

 

 

 

The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Disability in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nd De-

pression: A Longitudinal Research Based on 

Chines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周莉娜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Depression and decline in the activi-

ties of daily life (ADL) are common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bidirectional re-

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disability in ADL in 

Chinese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Methods  Data from a baseline study of 17,596 

participants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

gitudinal Study (CHARLS) and two follow-up visits at 

4 and 7 years were included. In stage A, we selected in-

dividuals without depression at baseline and divided 

them into those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y in ADL at 

baseline. We then compared their depression levels at 

the two follow-up visits. In stage B, we compared the 

ADL of depressed and non-depressed individuals with 

normal ADL at baseline and compared their ADL at the 

two follow-up visits. 

    Results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y in ADL at 

baseline had adjusted odds ratios (OR)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of 1.331 (1.118, 1.584) and 1.969 (1.585, 

2.448) for developing depression compared with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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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disability in ADL at the 4- and 7-years follow-

up, respectively. Individuals with depression at baseline 

had an adjusted OR (95%CI) of 1.353 (1.127, 1.625) 

and 1.347 (1.130, 1.604), respectively, for developing 

disability in ADL 4 and 7 years later. 

    Conclusion  There was a bidirectional relation-

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disability in ADL. Depres-

sion increased the risk of disability in ADL, but did not 

increase with time, while the effect of disability in ADL 

on depression increased with time. 

 

 

 

男女抑郁症患者 Th17 免疫水平的比较 

 

邓亚洁 1 刘雨佳 1 何漪 1 庞剑月 1 何瑾 1 李恒芬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从抑郁症免疫学角度出发，探究

不同性别抑郁症患者间 Th17 免疫水平的差异。 

    方法  收集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5 月就诊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门诊及住院的抑郁症

患者 92 例,包括男性患者 45 例，女性患者 57 例。

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血浆中 Th17 免疫相关

的 8 个炎性细胞因子(五个促炎细胞因子: IL-1β、IL-

6、IL-17A、IL-21、IL-23;三个抗炎细胞因子:TGF-β1、

IL-10、IL-27)的水平；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 项

(HAMD-24项)对所有抑郁症患者进行抑郁严重程度

的评估。采用 SPSS 23. 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Mann-Whitney U

检验。 

    结果  女性抑郁症患者血浆中促炎细胞因子

IL-1β [12.002(3.143, 32.711)ng/L]水平高于男性患者

[5.516(2.733, 16.457)ng/L]，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814, P=0.006)，余血浆中促炎细胞因子 IL-6、

IL-17A、IL-21、IL-23 和抗炎细胞因子 TGF-β1、IL-

10、IL-27 水平在男女性别间的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除促炎细胞因子 IL-1β 外，未发现男女

抑郁症患者间 Th17 免疫相关炎性细胞因子存有差

异。 

 

 

 

额叶 α 波不对称对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抑郁症

的疗效预测 

 

桑文华 1 高敏 1 徐保彦 1 张彦恒 1 米琨 1 庞静娟 1 

刘增龙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观察低、高额叶 α 波不对称（FAA）抑

郁症患者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效果的差异，了解 FAA

对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抑郁症的疗效预测。 

    方法  选取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2 月河北省

第六人民医院门诊和住院的抑郁症患者 72 例，所有

患者治疗前进行FAA检测并且收集所有被试的一般

资料，进行 HAMD（汉密顿抑郁量表）、HAMA（汉

密顿焦虑量表）、CGI（临床疗效总评量表）和 HCL-

32（32 项轻躁狂症状轻单）量表评估，同时给予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 8 周，在治疗第 8 周复测 HAMD、

HAMA、CGI 评估及 FAA。 

    结果  FP1/FP2 通道、F3/F4 通道、F7/F8 通道

治疗前后 FA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Fisher

确切概率法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治疗 8 周时 F3/F4

通道低、高 FAA 组治疗有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FP1/ FP2 通道、F7/ F8 通道的低、高 FAA

组治疗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F3/F4 

通道低、高 FAA 组 HAMD 评分、HAMA 评分、CGI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 F3/F4 通道 FAA 值与 HAMD 减分值、HAMA

减分值、CGI 减分值正相关（P<0.01），而 FP1/FP2

通道、F7/F8 通道 FAA 与 HAMD 减分值、HAMA

减分值、CGI 减分值无相关性（P>0.05）。 

    结论  FAA 可能是抑郁症特质指标，低、高额

叶FAA的抑郁症患者对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效果存在

差异，FAA 可能是预测抗抑郁药物艾司西酞普兰疗

效的潜在指标。 

 

 

 

Transdiagnostic Neuroanatomical Endophe-

notypes Indexing Familial Risk for Major 

Psychiatric Diseases 

 

嘉林那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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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Nowadays increasing evidence have 

found transdiagnostic neuroimaging biomarkers across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MPDs). However, it re-

mains to know whether this transdiagnostic pattern of 

abnormalities could also be seen in relatives at familial 

high-risk for MPDs (FHR-MPDs). We aimed to exam-

ine shared neuroanatomical endophenotypes indexing 

familial risk across MPDs. 

    Methods  This study examined brain gray matter 

volume (GMV) of individuals by voxel-based mor-

phometry (VBM) method. A total of 302 individuals 

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105 first-episode medication-

naive MPDs (40 with MDD, 32 with BD, and 33 with 

SZ), 90 FHR-MPDs (29 of parents with MDD, 26 of 

parents with BD, and 35 of parents with SZ), and 110 

healthy controls (HC). They all underwent high-resolu-

tion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 group, MPDs group 

had obvious decreased GMV in several regions of the 

prefrontal cortices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the right triangular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imbic system 

(the bilateral middle cingulate and paracingulate gyri, 

the right lateral hippocampal gyrus), striatum (the left 

putamen). Compared with HC group, FHR-MPDs 

group and MPDs groups both had decreased GMV ab-

normalities in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the right 

triangular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the bilateral middle 

and paracingulate gyri.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GMV 

difference in the bilateral middle and paracingulate gyri 

among subgroups both within MPDs and FHR-MPDs 

groups. No significant GMV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and the right triangular inferior 

frontal gyrus within FHR-MPDs group, where GMV 

difference of subgroups within MPDs group was statis-

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neuroana-

tomical disruptions in cingulate may be transdiagnostic 

endophenotypes indexing familial risk across MPDs 

and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common disruptions 

to uncover the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MPDs.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

状和记忆的影响分析 

 

廖东升 1 沈君 1  

1）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阴性症状的临床疗效及对记忆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我院收

治的 104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住院时间顺序分

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各 5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抗精神

病药物治疗，治疗组采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分别

于治疗前、治疗 4 周、8 周、12 周末进行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及韦氏记忆量表(WMS)评定，两组患者临

床治疗效果和记忆影响。用副反应量表评定两组患

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结束时，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相当（P

＞0.05），治疗组起效快，尤其是阴性症状的改善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在开始治疗 4 周内

对记忆影响明显，与对照组相比有差异性（P<0.05），

但在治疗 8 周时逐步恢复，与对照组相比无差异性

（P＞0.05）。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与对照组相

比有差异性（P<0.05）。 

    结论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

患者起效快，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社会功能。无

抽搐电休克治疗尽管对患者记忆功能有一定影响，

但是短暂的，其不良反应小，治疗效果快，缩短了住

院周期，节约了住院费用，提高了患者治疗依从性，

应推广使用。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and Pre-

dictive Factors Among Pregnant Women in 

The Third Trimester 

 

张玲 1 周晓琴 1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Objective  Suicidal ideation is a key factor in su-

icidal behavior and suicidal ideation is also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pregnancy. Therefore, it is very im-

portant to explore the relevant predictors of suicidal ide-

ation in pregnant wome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women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378 

in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and related predictors 

including personality traits such as attachment.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cluded 432 

pregnant women in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The 

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 (EPDS) was 

used to assess prenatal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Zung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was used to 

evaluate anxiety for pregnant women. The Experience 

of Close Relationship (ECR) scale and general data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ttachment and demo-

graphic data.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PDS scale 

screened 6.71% of pregnant women with suicidal idea-

tion.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suicidal ideation, 

pregnant women with suicidal ideation had a higher per-

centage of insecure attachment, higher scores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attachment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at-

tachment anxiety), and higher scores for prenatal de-

pression and anxiet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marital satisfaction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sui-

cidal ideation, while attachment anxiety, prenatal de-

pression and prenatal anxiety were risk factors for sui-

cidal ideation. 

    Conclusion  Suicidal ideation is common in 

pregnant women in the third trimester. Marital satisfac-

tion, attachment anxiety, prenatal depression and prena-

tal anxiety were predictive factors. We should take these 

factors into account in preventing suicide during preg-

nancy. 

 

 

 

青少年家庭经济地位与抑郁的关系：一个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 

 

刘光亚 1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考察家庭经济地位、心理弹性、留守经

历与青少年抑郁间的关系。 家庭因素被认为是青少

年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

家庭环境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是个体从家庭中可获得或可支配的价值资源

的水平[4]，主要通过家庭经济和父母文化程度作为

衡量[5]。理论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

他们更重视对子女的投入，保障子女更好的学习条

件和教育机会，更有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6]。另

一方面，低家庭经济地位意味着家庭经济水平较差。

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父母一方

或者双方外出务工，与子女长期分离，导致了留守

儿童、留守青少年的出现。既往研究认为留守经历

作为一种慢性压力，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非常不利。 

    方法  采用自制社会人口学问卷、简易心理弹

性量表、流调中心抑郁问卷对湖南省 7514 名初中生

进行调查。 

    结果  ①留守青少年的家庭经济地位、心理弹

性水平更低，抑郁症状更高；②青少年抑郁症状与

家庭经济地位、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③心理弹

性在青少年家庭经济地位与抑郁间存在部分中介效

应；④留守经历在家庭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与青少抑郁间存在调节效应。 

    结论  家庭经济地位、心理弹性是青少年抑郁

的保护性因素，而留守经历可能会削弱其保护作用。 

本研究对湖南省 7514 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青少年抑郁与家庭经济地位、心理弹性存在密切关

联。高水平的家庭经济地位不仅可以减少抑郁风险，

还可以通过增强青少年的心理弹性间接影响抑郁症

状。同时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家庭经济地位更低，

且对其心理弹性的促进作用无显著，而无留守经历

的青少年，其心理弹性对抑郁症状的保护作用更强。 

    首先，本研究比较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差异。

研究调查的学校多分布在乡县地区，部分学校位于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部分地区的学生多为少数

民族、入学年龄偏早，家庭普遍存在多个子女，父母

外出务工的比例也更高。该人群特点一定程度解释

了留守和非留守在人口学上的差异。同时，相较于

非留守青少年，留守青少年的家庭经济地位更低、

心理弹性更低，但抑郁症状更高，这与前人研究结

果相吻合。李晓巍等人发现留守儿童的经济地位要

显著低于普通儿童[19]，经济地位底下，也是其父母

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之一。王东方等人在湖南省初

中学生中也发现非留守的学生要比留守学生存在更

高的心理弹性[20]。Liu 等人在大学生中发现经历 

 

 

 

精神药物治疗月子病的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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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心 1 王江涛 1 吴云云 1 张潇 1 张海平 1 王怀海
1  

1）西安工会医院 

 

    目的  月子病患者主诉症状多为怕风、多汗、

躯体冰凉、失眠等，无器质性病变证据。该类患者多

就诊于中医或风湿科，疗效均不理想。因此，少数患

者会被建议就诊于精神科。为进一步探讨月子病与

精神疾病的关联性，现将我科收治的 20 例月子病患

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报道精神药物治疗月子病的

病例，从精神疾病角度探讨该类症状的相关诊断及

治疗。 

    方法  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月子病的诊疗过程，

月子病患者的主诉症状多为怕风、躯体冰凉等躯体

症状或抑郁、焦虑等情绪症状，结合 ICD-10 中相关

疾病的诊断标准，月子病可初步考虑诊断为躯体形

式障碍、抑郁症，以躯体症状为主要症状的患者首

选用药度洛西汀，若患者因药物副作用不能耐受或

足量足疗程后效果欠佳可选用文拉法辛或 SSRIs；

以情绪症状为主要症状的患者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

及既往用药首选用药 SSRIs 或 SNRIs。 

    结果  月子病患者多为首胎发病（40%），大多

存在中药治疗史(75%)，主要症状为怕风(80%)、躯

体冰凉(85%)、抑郁(80%)等症状。20 例患者 6 周末

均可评定为临床有效，15 例可评定为临床缓解，其

中 3 例转躁狂发作。 

    结论  月子病可归纳为躯体形式障碍、抑郁症

和双相情感障碍三类精神疾病，应用精神药物可取

得较好的疗效。 

 

 

 

淋巴细胞线粒体损伤与精神分裂症临床症状

及疗效的相关性 

 

李发平 1 胡阿倩 1 郭磊 1 向小军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淋巴细胞线粒体功

能障碍，但对临床症状的影响机制不详。本研究探

讨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淋巴细胞线粒体损伤水平，

分析损伤水平与临床症状、疗效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了 34 名健康对照，41 名

急性期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其中 27 名患者完成了

治疗前后淋巴细胞线粒体损伤水平的检测和评估。

分别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临床总体

印象量表（CGI-S）评估临床症状和疾病严重程度，

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CD19+B 细胞、CD3+T、CD4+T

和 CD8+T 细胞线粒体损伤水平。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急性期精神分裂症

患者CD19+B细胞（123.70±15.00 VS 73.90±10.79）、

CD3+T 细胞（6.46±0.68 VS 2.53±0.47）、CD4+T 细

胞 （ 12.90±1.44 VS 6.25±1.00 ）、 CD8+T 细 胞

（17.87±2.08 VS 5.95±1.36）线粒体损伤水平升高，

差异具有显著性（所有 P＜0.05）。病例组经治疗后

损伤水平下降，仍高于对照组，其中疗效好的患者

治疗后 CD3+、CD4+、CD8+T 细胞线粒体损伤改善，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

细胞线粒体损伤水平与 PANSS 总分及分量表评分

无显著相关（P＞0.05）。 

    结论  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淋巴细胞线粒体

损伤增加；经治疗症状好转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线粒

体损伤水平降低，特别是疗效好的患者更明显。淋

巴细胞线粒体损伤水平可能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症

状改善的客观生物检测指标之一。 

 

 

 

抑郁症患者内在图式特征及其与人际功能的

相关性研究 

 

仇剑崟 1 林青青 1 姚佳宇 1 蔣文晖 1 党金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旨在考察抑郁症患者内在图式

（自我和他人图式）、人际信任和拒绝敏感性特征，

并探索其中相关性，以澄清抑郁症的心理机制。 

    方法  共入组 67 名处于抑郁发作期尚未服药

患 者（平 均年 龄 26.22±4.71 ；  HMAD 均分

21.63±3.44）， 42 名健康对照被试（平均年龄

25.00±2.48；HMAD 均分 2.31±1.80），使用简明国际

神经精神访谈（MINI）、17 项 Hamilton 抑郁量表

（HAMD）、14 项 Hamilton 焦虑量表（HAMA）筛

查和评估；外部情感西蒙任务（EAST）考察自我和

他人图式；人际问题量表（IIP-32）、信任量表（TS）、

信任博弈（TG）任务和 cyberball 游戏用于测量人际

信任和拒绝敏感性。 

    结果  自我图式方面，抑郁症组的消极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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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反应时无显著差异（t=0.95，p=0.34），对照组的积

极词反应时显著更短（t=4.47, p<0.01）；他人图式：

抑郁症组的消极词反应时显著更短（t=4.01，p<0.01），

对照组的积极词反应时显著更短（t=2.45，p=0.02）。

两组在自我（t=11.28，p<0.01）和他人（t=19.69，

p<0.01）EAST 效应上存在显著差异。人际方面，抑

郁症组 IIP-32 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8.39，p<0.01），

TS 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t=28.934，p<0.01）。TG 中

抑郁症组的总投资金额显著低于对照组（t=4.17，

p=0.04）。cyberball 游戏中抑郁症组猜测剩下 10 轮

接到球的次数显著低于对照组（t=7.93，p<0.01）。内

在图式和人际功能的相关性上，他人 EAST 效应与

IIP-32 的自我中心（r=-0.21，p<0.05）和距离感（r=-

0.23，p<0.05）显著负相关，与TS显著正相关（r=0.33，

p<0.01）。自我 EAST 效应与 IIP-32 的过度接纳（r=-

0.21，p<0.05）和顺从（r=-0.20，p<0.05）显著负相

关。抑郁症组的他人图式与 TG 第 1 轮（r=-0.30，

p=0.03）和第 2 轮（r=-0.28，p=0.04）投资金额显著

负相关。 

    结论  抑郁症患者有消极的自我和他人图式，

从而影响其人际功能。消极他人图式与人际互动中

对他人存在明显的不信任有密切联系。因此，内在

图式是理解抑郁症的心理机制和推动抑郁症治疗的

一个重要方向。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遗传高危人群

基于动态低频振幅的 fMRI 研究 

 

赵鹏飞 1 汤艳清 1 王菲 1,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京市脑科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SZ)的发病与遗传因素高度

相关。SZ 的一级亲属患病率为 13%，发展为 SZ 的

风险是普通人群的 10 倍多，提示此部分人群为 SZ

的遗传高危人群（HR），具有 SZ 的遗传易感性。因

此，对 SZ 和 HR 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疾病的发生发

展，并且对于识别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易感因素非常

有价值。随着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静息态功能

磁共振（rs-fMRI）已较为成熟的应用于精神疾病的

研究中。传统的 rs-fMRI 着重于测量空间尺度上各

脑区的变化，其中低频振幅（ALFF）指标可以反映

大脑独立区域自发的内在神经元活动改变，但对于

短时间内的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并不敏感。通过滑动

时间窗方法计算的动态低频振幅（dALFF）可以反映

整个扫描时间段内脑自发活动强度变化的大小，与

传统的 ALFF 相比更加着重于在时间尺度上测量人

脑自发活动的动态变化特征。因此，本研究拟对 SZ、

HR 及健康对照（HC）进行 dALFF 的比较研究，明

确 SZ 和 HR 的共同改变和特异性改变，确定 SZ 的

遗传易感性因素及疾病相关的改变。 

    方法  收集 13-30 岁被试共 327 名，包括 SZ 患

者 97 例、HR 被试 67 例以及 163 例 HC。SZ 患者

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

SZ 诊断标准；HR 为 SZ 患者的一级亲属。所有被试

均进行基本信息的收集，并进行简明精神病评定量

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的量表评定。随后进行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扫描。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方

法，统计三组受试的人口学资料及临床量表评分。

对脑影像的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计算 dALFF 值。

对三组的 dALFF 值进行协方差分析，确定具有组间

差异的脑区，并在组间差异脑区内对 SZ 和 HR 进行

两样本 T 检验。统计过程中将年龄、性别、受教育

年作为协变量。 

    结果  1、与 HC 相比，SZ 和 HR 在双侧舌回有

共同的 dALFF 改变。2、SZ 组在前额叶、颞叶、边

缘系统和枕叶呈现出特异性的改变；未发现 HR 特

异性改变的区域。 

    结论  1、SZ 患者的脑部自发活动异常主要表

现为枕叶的活动性降低和前额叶、颞叶、边缘系统

的活动性增强，这种异常改变的模式提示 SZ 的发病

可能与区域间功能整合的异常有关。2、SZ 患者和

HR 在舌回区域存在共同的改变，提示舌回可能是

SZ 的遗传易感性区域，有助于 SZ 的早期诊断和干

预。 

 

 

 

Incidence Trends and Risk Prediction Nomo-

gram for Suicidal Attempts in Patients with 

Diagnosed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梁思想 1 张津赫 2 赵茜 1, Amanda Wilson3 黄娟 1 刘

媛 1 史晓宁 1 沙莎 1 王圆圆 3 张玲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北京回龙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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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蒙福特大学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attempt (SA). Therefore, 

predicting the risk factors of SA would improve clinical 

interventions, research, and treatment for MDD patients. 

This study aimed to create a nomogram model which 

predicted correlates of SA in patients with MDD with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  :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among 474 

patients was analyzed. All subjects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D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

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

lems 10th Revision (ICD-10). Multi-factor logistic re-

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demographic in-

formation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SA. A nomogram was further used to predict the risk of 

SA. Bootstrap re-sampling was used to internally vali-

date the final model. Integrated Discrimination Im-

provement (IDI) an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 (AIC)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apability of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respectively.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 an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ere also used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pre-

diction model. 

    Result  :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

sis showed that being married (OR = 0.473, 95% CI: 

0.240 and 0.930) and a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OR = 

0.603, 95% CI: 0.464 and 0.784) decreased the risk of 

the SA. The higher number of episodes of depression 

(OR = 1.854, 95% CI: 1.040 and 3.303) increased the 

risk of SA in the model. The C-index of the nomogram 

was 0.715, with the internal (bootstrap) validation sets 

it was 0.703. The Homer–Lemeshow test yielded a P-

value of 0.33, suggesting a good fit of the prediction 

nomogram in the validation set. 

    Conclusion  :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e-

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 can be used in a nomogram to predict the risk of SA 

in Chinese MDD patients. 

 

 

 

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 ErbB4 与广泛性焦虑障

碍的关联性研究 

 

杜健 1 刘薇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目的  广泛性焦虑障碍在人群中患病率很高，

已成为影响我国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大

问题，然而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近年研究发现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 ErbB4 异常与焦

虑发病有关，ErbB4 与其上游信号——神经调节蛋

白 1 所组成的信号通路能调节焦虑相关神经元回路

功能和神经递质的分泌。但目前关于 ErbB4 与焦虑

的研究均为动物实验，尚不清楚它在焦虑患者外周

血中的表达水平。因此，本研究探讨广泛性焦虑障

碍患者血浆 ErbB4 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就诊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门诊的广泛性

焦虑障碍患者 53 例，纳入同期体检中心健康志愿者

35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受试者

血浆 ErbB4 蛋白水平，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进行焦虑评分。比较试验组

与对照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和血浆 ErbB4 蛋白水平，

进一步比较病例组在不同性别之间血浆 ErbB4 蛋白

水平差异。分析 ErbB4 水平与 HAMA 总分、精神性

焦虑和躯体性焦虑评分的相关性。此外我们还分析

了 ErbB4 水平与年龄、性别的相关性。 

    结果   （1）病例组血浆 ErbB4 蛋白水平

(0.18±0.06)ng/ml 高 于 对 照 组 (0.16±0.03) ng/ml 

(P<0.05)；（2）病例组 ErbB4 蛋白水平在不同性别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ErbB4 蛋白水

平与 HAMA 总分呈正相关(r=0.30，P<0.05)，并且与

精神性焦虑评分呈正相关（r=0.31，P<0.05），但与躯

体性焦虑评分无显著相关性（P>0.05）；（4）ErbB4 蛋

白与年龄、性别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1）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血浆 ErbB4 蛋

白水平较健康人群明显升高；（2）广泛性焦虑障碍

患者焦虑程度越高，血浆 ErbB4 蛋白水平越高；（3）

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 ErbB4 蛋白水平升高可能是机

体在慢性焦虑间期的代偿反应。 

 

 

 

Dynamics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

tuations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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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 Attempts in Bipolar Disorder 

 

王鹏硕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Bipolar disorder (BD) has been asso-

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suicidal behavior. Neural fea-

tures of suicidal behavior, including suicide attempts 

(SAs) and suicidal ideation (SI), in mood disorders may 

help prevent suicidal behavior. 

    Methods  We enrolled 23 BD patients with a his-

tory of SAs, 18 BD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SI, 34 BD 

patients without suicidal behavior, and 60 healthy con-

trols (HCs). 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structural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brain activity was as-

sessed using the dynamic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s).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dynamic ALFFs in the caudate region among the four 

groups. The post-hoc analysis showed that BD patients 

with SAs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ynamic ALFFs in 

the caudate region compared to the others. BD patients 

with SI or without suicidal behavior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ynamic ALFFs in the caudate region com-

pared to HCs.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dynamic ALFFs in the caudate region be-

tween BD patients with SI and HCs. 

    Conclusion  Abnormal dynamic ALFFs in the 

caudate region may be associated with SAs in BD. Fur-

ther investigations are warran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dynamic ALFFs in BD patients with SI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BD patients with SAs. 

 

 

 

早发与晚发抑郁障碍住院患者用药情况的回

顾性分析 

 

付冰冰 1 周佳 1 张玲 1,2 王刚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 

 

    目的  调查抑郁障碍住院患者的精神科药物使

用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京津冀大数据平台，对 2015 年至 

2019 年在北京安定医院住院、符合条件的抑郁障碍

患者的相关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早发与晚发

抑郁障碍患者的精神科药物使用情况。 

    结果  共纳入抑郁障碍患者 6043 例，其中早发

患者1820例（30.12%），晚发患者4223例（69.88%）。

早发患者使用的抗抑郁药类别主要为选择性 5-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61.54%、去甲肾上腺素再摄

取抑制剂(SNRIs)21.26%和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

5-羟色胺能抗抑郁药（NaSSA)7.25%，其中舍曲林

25.05%、草酸艾司西酞普兰 21.98%、文拉法辛

13.68%；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率为 68.08%，其中喹硫

平 29.67%、阿立哌唑 15.93%、奥氮平 10.11%；心

境稳定剂使用率为 33.85%，其中碳酸锂 18.08%、丙

戊酸盐 15.44%、拉莫三嗪 0.33%。晚发患者使用的

抗抑郁药物类别是 SSRIs61.59%、SNRIs27.97%和

NaSSA 19.37%，其中艾司西酞普兰 27.73%、舍曲林

9.91%、米氮平 19.37%。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率 59.10%，

其中喹硫平30.59%、奥氮平12.48%、阿立哌唑5.23%；

心境稳定剂使用率 8.69%，其中碳酸锂 3.84%、丙戊

酸盐 4.62%，拉莫三嗪 0.21%。早发患者未用抗抑郁

药物比例高于晚发患者(12.03%vs3.43%,P<0.001)，

联 合 抗 抑 郁 药 物 比 例 低 于 晚 发 患 者

(11.65%vs20.03%,P<0.001)。两组间舍曲林、艾司西

酞普兰、氟伏沙明、氟西汀、帕罗西汀、米氮平、度

洛西汀、碳酸锂、丙戊酸盐、阿立哌唑、氨磺必利、

氯氮平、 奥氮平的使用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早发抑郁障碍更多使用 SSRIs 类药物，更

多合并抗精神病药物和心境稳定剂。 

    结论  真实世界中早发抑郁障碍患者治疗药物

与晚发患者有较大区别，在临床治疗中应引起重视。 

 

 

 

2015 年-2019 年抑郁障碍住院患者抗抑郁药

物使用情况分析 

 

付冰冰 1 王雪琦 1 张玲 1,2 王刚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 

 

    目的  调查 2015 年-2019 年抑郁障碍住院患者

的抗抑郁药物使用情况，了解药物种类和治疗方案

的变化，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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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利用京津冀精神卫生大数据平台，对

2015 年-2019 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住院的抑郁障碍患者相关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描

述患者抗抑郁药物种类和用药方案的变化情况。 

    结果  2015 年-2019 年，符合条件的患者共 6 

043 例。抗抑郁药物使用种类方面，选择性 5-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类中的舍曲林、西酞普兰、

氟西汀处方比例呈下降趋势（P<0. 05 或 0. 01），艾

司西酞普兰处方比例呈波动趋势（P=0. 031）；5-羟

色胺去甲肾上腺素抑制剂（SNRIs）类中的度洛西汀

和米那普仑处方比例呈上升趋势（P 均<0. 01），新

药阿戈美拉汀（P=0. 001）、伏硫西汀（P<0. 01）处

方比例也呈上升趋势。从用药方案上看，单一使用

抗抑郁药、两种抗抑郁药联合使用比例均呈下降趋

势（P 均<0. 01），抗抑郁药联合心境稳定剂、抗抑郁

药联合心境稳定剂及抗精神病药物比例呈上升趋势

（P<0. 05 或 0. 01）。 

    结论  近 5 年住院抑郁障碍患者抗抑郁药物种

类分布呈现 SSRIs 类药物相对比例下降、SNRIs 类

药物及新药相对比例上升，治疗方案中抗抑郁药联

合心境稳定剂、抗精神病药物处方比例呈上升趋势。 

 

 

 

NLGN4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性

研究 

 

赵胜男 1 刘薇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神经黏连蛋白-4（NLGN4）是一种突触

粘附因子，在突触发育和修剪时起着关键作用，研

究证实 NLGN4 与多种精神疾病及神经发育性疾病

相关。因此，本次实验目的在于探究 NLGN4 基因多

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性。 

    方法  本次实验选取 18-45 岁之间的首发精神

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健康组各 106 例，对比两组样本

的基本资料及 PANSS 量表评分，随后对其进行分组，

留取两组样本血液，使用 PCR-RFLP 技术对其进行

基因型检测与分析，判断 NLGN4 基因（rs7049300、

rs1882260、rs5916271）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是否

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关。 

    结果  （1）在两组间，rs7049300 基因位点等

位基因、基因型的分布频率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

0.05），rs1882260 和 rs5916271 基因位点等位基因、

基因型的分布频率差异均不具有显著性（P＞0.05）。

（2）按性别分类后比较，两组间 rs7049300 基因位

点等位基因、基因型在男性群体中的分布频率差异

均具有显著性（P＜0.05），女性中差异均不显著；

rs1882260、rs5916271 两个基因位点的等位基因、基

因型在两组间的分布频率差异均不具有显著性（P＞

0.05）（3）按照临床症状分组比较后，基因 rs7049300、

rs1882260 和 rs5916271 位点的等位基因和基因型

分布频率差异均不具有显著性（P＞0.05）；（4）对基

因 rs7049300、rs1882260 和 rs5916271 多态性与精神

分裂症进行危险性分析，基因 rs7049300 位点的 AA

与 AG 型比较差异显著 (X²=12.211，P=0.000，

OR=3.175，95%CI=1.661-6.069），说明 AA 是 AG 发

生精分的 3.175 倍。 

    结论  （1）在 NLGN4 基因的 SNP 位点中，

rs7049300 基因位点多态性可能与精神分裂症具有

一定相关性，且与男性精神分裂症群体存在关联；

推测出携带 rs7049300 基因的 SNP 位点在男性精神

分裂症患者中的等位基因 A 为风险基因；（2）在

NLGN4 基因的 SNP 位点中，rs7049300 基因位点多

态性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阴性、阳性症状缺乏相关

性；（3）在 NLGN4 基因的 SNP 位点中，rs1882260

和 rs5916271 基因位点多态性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缺

乏相关性；且与性别，阴性和阳性症状也不具相关

性。 

 

 

 

伴自杀未遂史的双相障碍患者外周血浆细胞

因子浓度与脑白质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郭瑛睿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对伴有自杀未遂史（Suicide At-

tempt ,SA）的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 ,BD）患者，

无 SA 的 BD 患者，及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

的外周血浆细胞因子进行检测，并利用功能磁共振

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技术，

比较三组被试的脑白质改变，进一步对伴 SA 的 BD

患者的外周血浆细胞因子水平与脑白质改变进行相

关性分析，以期找到伴 SA 的 BD 患者外周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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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水平与脑白质改变的关联，为进一步了解BD患

者自杀的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  14 个伴 SA 的 BD 患者，14 个无 SA 的

BD 患者，及 26 个年龄性别相匹配的 HC，采用 Lu-

minex 多因子检测技术检测外周血浆中 TNF-α、IL-

6、IL-1β 浓度水平，并采集弥散张量成像数据。使

用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分析三组受试者的临床

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三组的 TNF-alpha、

IL-6、IL-1 beta 浓度水平的差异，以及三组之间 FA

值的差异。此外，使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测伴 SA

的 BD 患者外周血浆 TNF-α、IL-6、IL-1β 浓度水平

与脑白质改变的相关性。 

    结果  1.血浆细胞因子比较结果：伴 SA 的 BD 

患者外周血浆中 IL-6 水平较不伴 SA的BD患者及

HC 呈显著性升高（P<0.001），TNF-α 与 IL-1β 无显

著性改变。无 SA 的 BD 患者与 HC 之间无显著性差

异 2.脑影像比较结果：与无 SA 的 BD 患者及 HC 相

比，伴 SA 的 BD 患者，双侧中小脑脚，双侧胼胝体

体部及左侧上放射冠 FA 值显著降低（P<0.001）。无

SA 的 BD 患者与 HC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3.血浆细

胞因子与脑白质改变相关性分析：二者之间无相关。 

    结论  与无 SA 的 BD 患者及 HC 相比，伴 SA

的 BD 患者外周血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升高，及存在

明显的脑白质损伤。IL-6 水平升高，及双侧小脑中

脚，双侧胼胝体体部，左侧上放射冠脑白质的损伤，

可能是伴 SA 的 BD 患者的特异性改变。 

 

 

 

抗抑郁药与肠道微生物的相互作用 

 

朱华倩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人体肠道微生物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调节着人体宿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最近的研

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与常用药物之间存在复杂的

双向相互作用。与此同时，最近的研究表明，肠道微

生物群在抑郁症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

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是以药物为基础的，但抗抑郁药

物与肠道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引起人们的重

视。探讨了抗抑郁药对肠道微生物组组成的影响及

其可能的临床后果，并总结了肠道微生物组如何影

响生物利用度。抗抑郁药物通过酶代谢的生物活性

和毒性。研究抗抑郁药物与肠道微生物的相互作用，

将为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提高抗抑郁药物疗效开

辟新的治疗方法。 

    方法  对 pubmed，embass，medline，cohrane，

cnki，维普，万方进行搜索，收集与肠道微生物及抗

抑郁药物相关的文献。 

    结果  常用抗抑郁药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在

体内其使用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的组成结构，结构

的改变可能与其抗抑郁作用及副反应相关。在体外

培养过程中抗抑郁药可以被某些菌群所代谢，但目

前没有针对人体共生菌或常见菌株与抗抑郁药物共

培养后关于药物代谢率变化的研究。 

    结论  抗抑郁药所致肠道微生物结构改变所导

致的功能变化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进行菌株对抗

抑郁药物代谢研究，可能将为提高人群药物有效率，

改善治疗结果有所帮助。 

 

 

 

氢溴酸伏硫西汀治疗重度抑郁症患者肠道菌

群变化特点研究 

 

王冬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明确 MDD 患者与健康人群肠道菌群的

差异，以及经氢溴酸伏硫西汀治疗前后 MDD 患者

肠道菌群的变化特点，为肠道菌群作为诊断或者预

测 MDD 治疗效果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本研究通过使用 16s RNA 测序技术，对

26 名 MDD 患者和 28 名健康人群，以及经氢溴酸伏

硫西汀治疗 4 周、8 周后的 MDD 患者分组进行粪便

样本采集，最终得到 4 组样本肠道微生物的物种信

息、多样性、丰度及构成。 

    结果  1. MDD 患者与健康人群进行比较，在门

水平上，与健康人群组相比，MDD 患者组拟杆菌门

和变形菌门细菌比例和菌量上显著增加。而厚壁菌

门细菌比例和菌量显著减少。在属的水平上，与健

康人群组相比，MDD 患者组拟杆菌属 ，Alistipes，

细菌比例显著升高。菌量上只有 Alistipes 的菌量增

加。酸杆菌和双歧杆菌菌属比例和菌量显著减少。 

    2. 氢溴酸伏硫西汀治疗后 MDD 患者肠道菌群

构成比较，MDD 患者组与治疗 4 周组相比，治疗 4

周组的厚壁菌门明显增高。拟杆菌门比例的比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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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降低。随着治疗时间延长，治疗 8 周组的厚壁

菌门比例和菌量再次增高。在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

比例明显下降，菌量也明显下降。 

    结论  MDD 患者组肠道中拟杆菌门和变形菌

门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厚壁菌门低于健康对照组，

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氢溴酸伏硫西汀治疗时

间的延长，MDD 患者肠道中厚壁菌门的比例逐渐升

高，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比例逐渐降低。因此氢溴

酸伏硫西汀治疗可能通过调节MDD患者肠道菌群，

减轻患者抑郁程度改善抑郁症状。 

 

 

 

氟西汀合并奥氮平治疗伴自伤自杀行为的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分析 

 

张英 1 曾剑飞 1 齐玉 1  

1）康宁医院 

 

    目的  分析氟西汀合并奥氮平治疗伴自伤自杀

行为的青少年抑郁症（DD）患者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9.01-2020.09 我院收治的 128 例

青少年 DD 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以 1:1

的比例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 64 例，对照组

患者使用氟西汀治疗，研究组患者使用氟西汀+奥氮

平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 2 个月后临床疗效，治

疗前、治疗 2 个月后抑郁程度（HAMD-17 评分）、

自杀倾向（SIOSS 评分）、血清相关生化指标[5-羟色

胺（5-HT）、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

差异，并记录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 2 个月后，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3.75%，显著高于对照组 81.25%。治疗 2 个月后，

两组 HAMD-17 和 SIOS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

而血清 5-HT、BDNF 水平显著上升（P<0.05），且研

究组上述指标与同期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治疗 2 个月期间，研究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于伴自伤自杀行为的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应用氟西汀合并奥氮平治疗效果显著，可有效

改善患者抑郁状态，降低患者自伤自杀行为，改善

患者神经功能，且安全性高，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儿童期创伤和抑郁情绪对分裂人格特质与执

行功能关系的影响 

 

曾剑飞 1 张英 1  

1）康宁医院 

 

    目的  探究儿童期创伤和抑郁情绪对分裂人格

特质与执行功能关系的影响，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

供理论参考。 

    方法  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CTQ），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间，从某大学中随机抽取有儿

童期创伤史和无儿童期创伤史各 60 名大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利用 Chapman 分裂型人格倾向量表评价

受试者的分裂人格特质，zuang 氏抑郁自评量表

（SDS）评价受试者的抑郁情绪，成人版执行功能行

为评定量表（BRIEF-A）评价受试者执行功能，以此

了解受试者的心理健康和行为特征。分析儿童期创

伤分裂特质、抑郁及执行功能各变量的相关性，以

执行功能失常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  行为管理指数与躯体和情感虐待、躯体

和情感忽视、阳性和阴性分裂型特质、抑郁情绪等

呈正相关（r = 0.160-0.574，P＜0.05）。元认知指数

与情感虐待、躯体忽视、阳性和阴性分裂特质、抑郁

情绪呈正相关（r=0.175-0.602，P＜0.05）。回归分析

显示，CTQ-SF 的情感虐待、SDS 得分和 CPPS 的阳

性特质对 BRIEF-A 得分有正向显著的预测作用（β

分别为 0.64,0.62,0.31，P＜0.05）。 

    结论  儿童期创伤经历比较普遍，可诱发分裂

人格特质和抑郁情绪；分裂人格的阳性特质和抑郁

情绪影响了执行功能。 

 

 

 

抗抑郁药临床试验受试者脱落原因分析及依

从性管理策略 

 

钟潇琦 1 汪钦林 1 梁卉薇 1 李烜 1 杨婵娟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分析抗抑郁药临床试验受试者脱落原因，

讨论提高受试者依从性的对策。 

    方法  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013 年-

2020 年完成的 9 项抗抑郁药临床试验受试者资料进

行回顾性调查，使用自编调查表采集临床试验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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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周期、受试者人口学资料、疾病特点及试验完

成情况等信息，使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采用 t 检

验、χ2 检验、相关分析以及二元回归分析受试者的

脱落原因及风险因素。 

    结果  194 例受试者中，入组 157 例、完成 120

例、脱落 37 例，脱落原因分别为：疗效差 13 例

（35.14%），不良反应 12 例（32.43%），撤回知情同

意 8 例（21.62%），失访 4 例（10.81%）。比较完成

试验与脱落受试者的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资料，两组

在受试者教育程度、焦虑程度、总体疗效以及不良

事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是否完成试验与受试者的教育程度（r=0.209，

P<0.01）、总体疗效（r=0.545，P<0.01）呈正相关，

与焦虑程度（r=-0.224，P<0.01）、不良事件（r=-0.158，

P<0.05）呈负相关性，与其它因素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教育程度低、焦虑程度重、首次就诊、疗

效不佳、不良事件是抗抑郁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脱

落的不良影响因素。研究者应在开展临床试验的各

个阶段实施针对性的管理策略，提高受试者依从性、

有效降低脱落率，从而保证药物临床试验的数据质

量。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状况及影响因

素研究 

 

郭亚男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状

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研究采用多中心抽样的的方法，使用自

制一般资料调查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进行临床症状评估。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

估量表（MoCA）评估认知功能。变量的单因素分析

采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分析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年龄<60 岁，受教育年

限<12 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269 名，其中存在认知

功能损伤的患者有 238 名（88.5%），MoCA 量表总

分均值为 16.528，标准差为 0.395。 

    （2）单因素分析显示，影响认知功能的因素有

婚姻状况（F=3.539, p=0.025）、是否有共同生活者

（F=4.548, p=0.034），家庭年收入水平（F=2.215, 

p=0.043）。 

    （3）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认知功能

的变量有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PANSS 量表的阳

性症状（P 分）和阴性症状（N 分）、抑郁症状（HAMD

总分）。 

    结论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认知功能

损伤，认知功能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丧偶、独居、

家庭收入低的患者有认知功能水平较低；并且患者

的阴性、阳性和抑郁症状的状况与认知功能水平有

关，提示良好的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可能减缓认知

功能下降。 

 

 

 

家族聚集性 OSA 患者生活质量调查 

 

张智博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家族聚集性 OSA 患者生活质量，探

索影响患者心理健康的因素。 

    方法  在美国克利夫兰地区对家庭聚集性OSA

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使用 PSG 确定患者的疾病和

睡眠情况；生活质量量表（SF-36）评价患者的睡眠

情况和生活质量。对 SF-36 问卷各维度评分进行分

析，全面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入住标准：每名 OSA

患者同住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名 OSA 患者；每名患

者入组后需进行一次睡眠监测以确定 OSA 严重程

度。 

    结果  共有 111 名符合纳入标准的家庭聚集性

OSA 患 者 纳 入 研 究 。 受 试 者 平 均 年 龄 为

（50.85±16.94）,AHI 平均指数为（22.44±19.98）。在

SF-36 问卷涉及物理健康方面，生理机能（PF）、生

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一般健康状况（GH）

均显著低于美国健康人群（p<0.05）。在心理健康维

度，精力（VT）和社会功能（SF）显著低于常模

（p<0.05），而情感职能（RE）和精神健康（MH）

方面则与健康人群未存在显著差异（p>0.05）。此外，

量表各维度均未发现性别差异。 

    结论  与健康者相比，家族聚集性 OSA 患者生

活质量受到较大影响，不仅在物理层面严重困扰患

者，也使得患者精力和社会功能受到损害。对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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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治疗不应仅局限于物理治疗，也应加强患者的

社会功能恢复 

 

 

 

类急性惊恐发作对大鼠血管内皮的影响 

 

礼希曦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短暂惊恐发作后是否对血管内皮造

成损伤，进而启动和/或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并

导致长期损害，为 PD 致心血管系统损伤机制提供

新思路并为进一步干预、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通过电刺激大鼠的背侧导水管周围灰质

(dPAG)引起的防御反应已被提出作为人类惊恐发作

的模型。在本研究中，为探讨惊恐发作对血管内皮

的影响及相关机制，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

组、假手术组、电刺激组及普萘洛组。除空白组外，

各组大鼠 dPAG 均被植入电极。由于惊恐发作通常

持续 10 分钟以上，因此在相似的时间基础上进行电

刺激，以最低逃逸阈值强度对电刺激组及普萘洛尔

组的大鼠 DPAG 进行电流刺激。普萘洛尔组于电刺

激前 30 分钟注射普萘洛尔，假手术组及电刺激组相

应时间点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电刺激结束后 20 分

钟内采血、留取胸主动脉备用。 

    结果  1.四组基线血压、心率无统计学差异，单

纯电刺激组电流刺激后血压、心率较电刺激前升高，

心率达到统计学差异，P＜0.05；普萘洛尔组电刺激

后心率较与基线比降低，达到统计学差异，P＜0.05。

2.假手术组与空白组比较，血清儿茶酚胺类激素水

平无统计学差异。电刺激组与假手术组相比，血清

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水平明显升高，P＜0.05.普

萘洛尔组与假手术组相比，血清儿茶酚胺类激素水

平升高，但未达到统计学差异。普萘洛尔组与电刺

激组相比，可抑制血清儿茶酚胺类激素分泌。3.HE

病理形态学表明电刺激能够导致血管内皮病理损伤，

普萘洛尔可以减轻血管内皮损伤，具有保护血管内

皮作用。4.免疫组化分析：电刺激组与假手术组相比

上调胸主动脉 vwf、ET-I 表达水平，下调 enos 表达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普萘洛尔组

与电刺激组比下调胸主动脉 vwf、ET-I 表达水平，

上调 enos 表达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电刺激背侧导水管周围灰质致大鼠出

现类惊恐发作行为能够激活交感神经系统提高血清

儿茶酚胺水平致模型大鼠血压升高、心率增快。2.急

性惊恐发作能够导致血管内皮结构损伤及功能障碍，

类急性惊恐发作模型大鼠胸主动脉血管内皮出现病

理损伤，胸主动脉 vwf、ET-I 表达水平增高，enos 表

达水平降低。3.普萘洛尔能够抑制交感神经系统激

活改善急性惊恐发作模型大鼠血管内皮损伤 4.急

性惊恐发作通过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血管内皮结

构及功能障碍。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及其遗传高危人群海马亚

区静息态功能连接的研究 

 

朱明睿 1,3 陈逸凡 1 赵鹏飞 1 宋彦卓 1 常妙 1 黎超
1 马欢 1 汤艳清 1 王菲 1,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京脑科医院 

3）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重性抑郁障碍(MDD)是一种严重影响社

会和生活的精神疾病。MDD 的最大危险因素之一是

阳性家族史。许多研究发现，海马在 MDD 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海马可分为三个亚区：海马角

（CA）、齿状回（DG）和海马下托（SUB）。海马的

每个亚区都有独特的功能，并且与 MDD 的病理机

制有不同的联系。探索高危人群海马亚区功能，寻

找其可能存在的遗传易感性因素和疾病发生的生物

学标志，为疾病的预防、早期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28 名 MDD 高危，和性别、年龄及受教

育程度相匹配的 55 名 MDD 患者与 60 名健康对照

（HC），在同一地点完成了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检查。一种基于种子点的方法，在整个大脑上施

加一个模板，用来评估每个海马亚区的静息态功能

连接(rsFC)，并计算了每个海马亚区与全脑的 FC值。

比较高危人群、病人组与 HC 组 FC 值的相似与差

异。 

    结果  （1）海马 CA 亚区：与 HC 组相比，MDD

高危组和 MDD 组存在 CA-左侧梭状回/视皮层环路

连通性显著下降(P<0.05)，MDD 高危组和与 MDD

组在此环路的连通性无显著差异，但 MDD 高危险

组在此环路的 连通性下降更显著。（2）海马 DG 亚

区：与 HC 组相比，MDD 高危组与 MDD 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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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左侧眶额叶皮层/岛叶/颞极环路的连通性显著

升高（P<0.05），且 MDD 高危组在此环路的连通性

也显著高于 MDD 组(P<0.05)。与 MDD 高危组和 HC

组相比，MDD 组在 DC-左侧中央前回/中央后回/额

中回/额上回环路的连通性显著升高（P<0.05），且

MDD 高危组与 HC 组在此环路连通性无显著差异， 

MDD 高危组在此环路的连通性介于两者之间。（3）

海马 SUB 亚区：与 HC 相比，MDD 高危组和 MDD

组存在 SUB-右侧额中回/中央前回/额上回/双侧补

充运动区环路的连通性显著升高（P<0.05），且 MDD

高危组与 MDD 组在此处的连通性无显著差异，

MDD 高危组在此环路的连通性介于两者之间。 

    结论  这些发现暗示了海马在 MDD 发病及病

理生理学中的作用。此外，观察到的差异模式表明

MDD 可能存在疾病、易感性和恢复力的指标。 

 

 

 

基于生物信息学方法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海

马差异基因分析 

 

朱明睿 1,3 马欢 1 汤艳清 1 王菲 1,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京脑科医院 

3）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双相情感障碍（BD）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海马参与情绪疾病的发病。本研究通过对 BD 患者

海马区的差异基因表达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探讨 BD

的发病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以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 

网站GEO公共数据库中GSE53987芯片数据为研究

对象, 其中原始研究纳入 205 名患者，提取所有患

者的细胞因子，本研究仅选取海马区 19 例 BD 患者

和 19 例海马区健康对照组，应用 GEO2R 在线软件

筛选具有统计学意义差异性基因，应用 DAVID 软

件对前 1000 个差异基因表达数据进行 GO和KEGG

富集分析；应用 String 软件件进行 PPI 分析，通过

Cytoscape 软件筛选 hub 基因；相关的人口学资料应

用SPSS进行处理，其中P<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其中患者年龄、性别，种族人口学资料

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筛选的前

1000 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 571 个基因为上调基因，

429 个基因为下调基因，共筛选出 253 个与 BD 患

者海马区显著相关的基因进行分析（P<0.01）。Gene 

Ontology (GO) 基因功能注释分析结果显示, 差异

表达基因中 15 个基因参与生物过程，4 个基因参与

细胞构成，4 个参与分子功能。Pathway 通路分析发

现，差异基因主要集中在氧化应激、三羧酸循环、

WNT 信号通路、甘油磷脂代谢等通路。PPI 网络后

续分析显示，UBE2D2、  FBXW2 、KLHL20、 

ASB6 、LRRC41、 ATG7 、UBE2B、 TRAF7、 

TRIM71 等是双相情感障碍的 hub 基因，这些基因

在凋亡信号通路的调控、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信

号通路、女性妊娠、细胞周期的正调控，胶质细胞再

生、神经生长因子刺激的细胞反应等生物功能中参

与 BD 的生物学过程。 

    结论  通过对 GEO 数据的整合分析，为 BD 的

功能特征提供新的见解，并为 BD 提供潜在的生物

标志物和治疗靶点。 

 

 

 

疫情常态化阶段下上海徐汇社区居民心理健

康状况调查研究 

 

赵文清 1 陈双艺 2 仇剑崟 3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通过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社区普通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

为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2020 年 7 月-10 月，选取上海徐汇 5 个

具有人口学代表性街道（枫林、华泾、凌云、龙华、

斜土）展开筛查。通过社区精神卫生中心、街道办事

处等，在社区居民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社

区居民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问卷填写。问卷填写

使用纸质问卷和网络问卷相结合的形式。共计回收

问卷 3322 份，剔除无效问卷及重复作答问卷后，共

有有效问卷 2557 份纳入研究，有效率 76.97%。使

用问卷包括 PTSD 量表-平民版、焦虑自评量表、抑

郁自评量表、阿森斯失眠量表、心理韧性量表、领悟

社会支持量表及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等。 

    结果  （1）根据量表得分及评分标准，社区居

民的 PTSD 检出率为 16.46%；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15.84%，其中轻度 208 人，中度 185 人，重度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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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状的检出率为 7.27%，其中轻度 155 人，中

度 29 人，重度 2 人；失眠问题的检出率为 15.64%。

约有 24.29%的社区居民至少存在一种心理健康问

题。 

    （2）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被试间方差

分析对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

人口学变量的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单因素比

较。结果显示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较男性更差，

具体表现为应激水平更高，焦虑抑郁程度显著更高，

睡眠状况显著更差。相较于已婚组，未婚组的应激

水平和抑郁水平显著更高。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

组的焦虑和抑郁水平高于初中以上组，睡眠状况优

于初中以上组。无业或失业组的焦虑水平高于其他

两组；退休组的应激水平低于工作或上学组；睡眠

状况也优于工作或上学组，与无业或失业组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 

    （3）Pearson 相关性检验显示社区民众的心理

健康问题与更低心理韧性水平、更少的社会支持、

消极的应对方式有关。多元回归模型显示，社会支

持和积极应对方式与高心理韧性水平显著相关，更

多的社会支持和更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显著预测社

区居民的高心理韧性水平。 

    结论  相较于疫情爆发期，社区居民的心理健

康状况有所改善。但在目前疫情常态化阶段下仍约

有 24.29%的社区居民至少存在一种心理健康问题。

且社区民众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可能与女性、未婚、

低受教育程度、高工作或学业压力有关。针对此类

高危人群需要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进行重点预防和检

测。 

 

 

 

The Prevalence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mong Pregnant Healthcare Workers and 

General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COVID-19 Pandemic in Chongqing, 

China 

 

刘敏 1 熊鹏 1  

1）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系 

 

    Objective  Studies showed that healthcare work-

ers (HCWs) and pregnant women bore the burden of 

mental problem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le,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pregnant women 

who work at healthcare settings. This study aimed to in-

vestigate and compare the prevalence difference of psy-

chological symptoms between pregnant healthcare 

workers (HCWs) and general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online survey with 

anonymous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was conducted 

from February 15 to March 9, 2020. A total of 205 preg-

nant women in Chongqing, China was recruited.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was assessed using symptom 

checklist-90 (SCL-90). 

    Results  Our sample was comprised with 83 

pregnant HCWs (mean age = 29.8) and 122 general 

pregnant women (mean age = 30.8). The results sug-

gested the prevalence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s (the 

factor score ≥ 2) among all pregnant women ranged 

from 6.83% (psychosis) to 17.56% (obsessive-compul-

sive). Compared with general pregnant women, preg-

nant HCWs reported higher prevalence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 ten factors of SCL-90. After controlling 

the confounding variables,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demonstrated that pregnant HCWs experienced higher 

prevalence of somatization (18.07% vs. 5.74%, p = 

0.012, aOR = 4.09), anxiety symptoms (16.87% vs. 

6.56%, p = 0.025, aOR = 3.37) and hostility (24.10% vs. 

10.66%, p = 0.047, aOR = 2.51) than those among gen-

eral pregnant women. 

    Conclusion  Our study indicated that pregnant 

HCWs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mental health 

distress than general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COVID-19 pandemic. It is vital to implement 

targe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pregnant 

women, especially for HCWs to cope with distress when 

facing the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女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泌乳素水平升高的发

生率及相关因素 

 

朱海骄 1 金亚玲 1 虞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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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通市通济医院 

 

    目的  探讨女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泌乳素水平

升高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20 年在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精

神科住院治疗的女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175 例，以

血清泌乳素≥20.52ng/ml 定义为泌乳素水平升高，并

据此将患者分为泌乳素水平升高组（51 例）和泌乳

素水平正常组（124 例），比较升高组和正常组间人

口学及临床资料和各项实验室指标，分析女性双相

情感障碍患者泌乳素水平升高的危险因素。 

    结果  女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泌乳素水平升高

的发生率高达：29.1%；联合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物的患者中泌乳素水平升高的发生率为：40.7%；单

一使用心境稳定剂的发生率为：16.7%。未育患者中

泌乳素水平升高的发生率（39.7%）高于已育患者的

发生率（22.4%），差异有显著性（P<0.01）。泌乳素

水平升高组的空腹血糖、血脂水平高于泌乳素水平

正常组（均 P<0.05）；泌乳素水平升高组的杨氏躁狂

量表总分高于泌乳素水平正常组（均 P<0.05）。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泌乳素水

平正常组，联合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未育，空

腹血糖高、血脂水平高、杨氏躁狂量表总分高是女

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泌乳素水平升高的危险性因素；

与年龄、学历、病程、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是否行

电休克治疗无关。 

    结论  女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泌乳素水平升高

较为常见，显著的精神症状，未育，联合用药，肥胖

等是患者泌乳素水平升高的危险性因素。 

 

 

 

中西医结合治疗伴性功能障碍的女性抑郁障

碍对照研究 

 

王玮 1 陆艺 1 冉云 1 苏现彪 1 吴书鑫 1 杨永芹 1 米

国琳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对常规西医治疗女性伴性功能障碍抑郁

患者合并中药治疗疗效观察。 

    方法  将 62 例伴性功能障碍的女性抑郁障碍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艾司西酞普兰 20mg/天）和

研究组（对照组方案合并启阳娱心丹方），于基线时

及服药后第 2、4、8 周末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4）、女性

性功能指数（FSFI）、治疗中需处理的不良反应症状

量表（TESS）评定，同时监测泌乳素。 

    结果  研究组脱落率 6.1%与对照组脱落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第 2、4、8

周末及对照组第 4、8 周末 HAMD、HAMA 评分均

较基线降低（P<0.05 或 0.01）。研究组第 8 周末

HAMD、HAMA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或 0.01）。

研究组第 4、8 周末及对照组第 8 周末 FSFI 评分较

基线时均增高（P<0.05 或 0.01）。研究组第 4、8 周

末 FSFI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或 0.01）。研究组

第 4、8 周末及对照组第 8 周末 PRL 测定较基线时

降低（P<0.05 或 0.01）。研究组第 4、8 周末 PRL 测

定低于对照组（P<0.05 或 0.01）。研究组抑郁障碍总

有效率为 87%高于对照组 62%（P<0.05）。研究组

（16.1%）与对照组（19.4%）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合并启阳娱心丹方治疗伴

性功能障碍的女性抑郁症患者能更好的改善抑郁、

焦虑症状，降低泌乳素，改善性功能障碍，无明显不

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药物治疗对抑郁症患者

SSI 评分的影响 

 

熊健 1  

1）锦州市康宁医院 

 

    目的  分析研究为抑郁症患者应用重复经颅磁

刺激联合药物对其 SSI 评分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9 年 8 月~2021 年 5 月收治

的 50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本次观察对象，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对照组实施

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主要使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以重复经颅磁刺激

进行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的 SSI 评分变化情况、

焦虑、抑郁评分以及治疗总有效率。 

    结果   1.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自杀意念

（SSI）评分变化情况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自杀意念评分无明显差异不

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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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意念评分显著丢对照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2.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焦虑、抑郁评分 

    观察组治疗前焦虑评分为 76.89±7.89 分，抑郁

评分为 89.96±8.78 分，治疗后焦虑评分为 42.36±5.32

分，抑郁评分为 49.53±6.12 分；对照组治疗前焦虑

评分为 77.12±7.68 分，抑郁评分为 90.12±8.71 分，

治疗后焦虑评分为 53.45±5.63 分，抑郁评分为

60.12±6.23 分。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焦虑抑郁评

分运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对比，治疗前焦虑评分

（t=0.104，P=0.917），抑郁评分（t=0.064，P=0.948），

治疗后焦虑评分（ t=7.158，P=0.000），抑郁评分

（t=6.063，P=0.000）。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

评分无明显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对比两组治疗总有效率 

    观察组中显效为 20 例，占比 80.00%，有效为 4

例，占比 16.00%，无效为 1 例，占比 4.00%，总有

效率为 24 例，占比 96.00%；对照组中显效 14 例，

占比 56.00%，有效为 5 例，占比 20.00%，无效为 6

例，占比 24.00%，总有效率为 19 例，占比 76.00%。

将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运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对

比，（x2=4.152，P=0.042）。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实施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联合药物效果

较之药物治疗效果更佳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抑郁情绪与生活满意

度的相关研究 

 

谢瑜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轻度认知障

碍人群抑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为提高

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利用“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的调查数据，选取 60 岁及以上且具有轻度认知障碍

（MCI）的受访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收集人口学资料等基本信息，应用简明精神状态评

价量表（MMSE）评定受访者认知情况，流行病学研

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评定受访者抑郁倾向以及

生活满意度自评量表评定受访者生活满意度状况。

运用 SPSS 25. 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总纳入 558 例研究对象，年龄为

69.88±5.78 岁，其中无抑郁症状者 146 人，有抑郁

症状者 562 人，抑郁患病率为 99.29%；对现在生活

极其满意者 20 人、非常满意者 175 人、比较满意者

317 人、不太满意者 34 人、一点也不满意者 12 人，

将极其满意、非常满意以及比较满意归入满意则生

活满意率为 91.76%。按照 CES-D 评分将研究对象

分为无抑郁组和抑郁组，两组在教育程度、生活满

意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抑郁情绪在老年轻度认知障碍人群中偏

高,但具有抑郁情绪的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确普

遍对目前的生活叫满意，原因可能与现在物质生活

水平提高，提高了老年人幸福感有关，具体原因需

进一步分析。但不能忽视的是我们应加强对老年人

抑郁情绪的早期筛查与诊断，尽早识别，早期干预,

以提高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以及生活质量。 

 

 

 

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缓解期脑白质

网络的研究 

 

周俭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

der, MDD）和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 BD）

的鉴别不论是在缓解期还是在抑郁期都很困难。为

了排除抑郁发作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对处于缓

解期的 MDD 和 BD 患者进行研究。近年来，关于

MDD 和 BD 患者白质网络改变的研究越来越多。通

过比较 MDD 和 BD 缓解期患者的白质网络，我们

可以发现 MDD 和 BD 疾病特异性的改变进而鉴别

这两种疾病。 

    方法  我们纳入了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

手册（第四版）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诊断

标准的 34 名缓解期重性抑郁障碍（rMDD）、55 名

缓解期双相情感障碍（rBD）患者和 60 名健康对照

（Healthy Controls, HCs）。针对每一个被试进行了弥

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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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通过确定性纤维追踪的方法构建全脑白质网

络。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节点拓扑属性中的节

点中心度来描述全脑白质网络的改变。我们使用了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比较了三组被试的白质网络

的改变。 

    结果  我们发现在额叶、颞叶、枕叶包括皮质

下广泛区域存在节点中心度显著的组间差异（PFDR 

<0.01, 错误发生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校正

后）。事后分析发现：与 HCs 组相比，rMDD 和 rBD

组都呈现出右侧角回、左侧苍白球、左侧枕中回和

左侧颞下回节点中心度的升高。与 rBD 和 HCs 组相

比，rMDD 组在以下五个脑区：左侧中央前回、右侧

内侧额中回、右侧距状沟、右侧楔叶和左侧枕中回

表现出节点中心度的升高。 

    结论  研究表明 rMDD 和 rBD 在四个脑区呈现

共同的节点中心度的升高，rMDD 组在五个脑区呈

现出特异性的节点中心度的升高，这种疾病特异性

的改变可以用来鉴别这两种疾病。 

 

 

 

围绝经期抑郁障碍的临床表现与治疗进展 

 

邹璐璐 2 孙静 1 甘火琴 2  

1）南京市脑科医院 

2）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围绝经期抑郁障碍的临床特征和治

疗进展。 

    方法  对 2005-2020 年 Pubmed 及中国万方数

据上发表的有关围绝经期抑郁障碍研究文献进行综

述。 

    结果  围绝经期是女性生命周期中的特殊阶段，

抑郁障碍发病率显著升高。既往有抑郁症病史的女

性围绝经期具有较高的抑郁发作风险。围绝经期抑

郁障碍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躯体症状，如血管

运动症状、更年期生殖泌尿综合征等，躯体不适与

焦虑症状较为突出；情感症状和认知损害亦比较明

显；一些患者会出现精神病性症状、且以妄想为主。

围绝经期抑郁障碍的病因，诸多研究显示与该时期

女性卵巢功能衰退、导致激素水平明显变化有关，

但也与女性这一时期女性承受的心理和社会因素有

关。有关治疗仍显示抗抑郁药物是围绝经期抑郁障

碍的一线用药，雌激素的辅助治疗存在一定的争议，

主要是效益和风险平衡未能得到很多研究的支持。

现有的一些探索性研究显示，雌激素的辅助治疗可

以改善围绝经期女性的躯体症状，从而改善抑郁症

状。认知行为治疗亦有助于抑郁症状的改善，尤其

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对严重围绝经期抑郁障碍有

较显著的疗效。 

    结论  围绝经期抑郁障碍具有情绪、认知和躯

体等多维度症状，该时期抑郁障碍的治疗除了抗抑

郁药物治疗，联合激素治疗和心理治疗有一定辅助

增效作用，尤其需要进一步探讨激素联合治疗的效

应和风险。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精神分裂症幻听症状疗效

的 meta 分析 

 

高堂雨 1 杜健 1 敖媛媛 1 刘薇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目的   通过 meta 分析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对精神

分裂症幻听症状的疗效。 

    方法  系统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

brary、CNKI、万方、维普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搜索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精神分裂症幻听症状

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以“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Schizophrenia”“RCT”等为关键词检索

英文数据库，中文库检索“经颅直流电刺激”“精神分

裂症”“随机对照”等关键词，检索日期为自各数据库

建立至 2020 年 12 月，语言为英语或汉语，按照纳

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估，

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10 项随机对照试验，试验组

226 例，对照组 213 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tDCS 刺激可以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的幻听症状

（MD:-2.24,95%CI：-3.59～-0.89，P=0.001），并且

每天两次 tDCS 刺激疗效更显著（MD:-2.41,95%CI：

-3.78～-1.03，P<0.001）；在刺激后一个月和三个月

的随访分析中 tDCS 刺激与伪刺激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各项不良反应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刺激对改善精神分裂症

的幻听症状有效，且安全性较高，但远期疗效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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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一步研究。 

 

 

 

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高催乳素血症的遗传因素

研究进展 

 

刘莹 1 王惠玲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总结近年来国内外

关于抗精神病药物诱发 HPRL 的相关遗传标记的研

究，为后续机制研究提供参考和帮助。 

    方法   

    （1）检索 MEDLINE 数据库，范围为 2000 年

至 2020 年期间发表的期刊文章 

    （2）使用检索词如下：antipsychotic drugs and 

HPRL or（1）hyperprolactinemia or（2）prolactin or 

（3）biomarker or（4）genetic marker 

    （3）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结果  （1）多巴胺 D2 受体相关基因 

    1)DRD2Taq1A 基因型可通过降低 DRD2 的基

因表达来影响 AP 相关的 PRL 水平。 

    2)rs2440390 次要等位基因纯合子的 PRL 水平

明显高于主要等位基因携带者； 

    3)rs2440390 与 AP 治疗患者的体重增加有关 

    （2）5-HT 受体（HTR）相关基因 

    1)携带 HTR2C 基因 rs6318SNP 的 C 等位基因

与接触利培酮后高催乳素血症的发生有关。 

    2)HTR2C 基 因 rs569959 的 影 响 最 大 ，

rs17326429 的影响较小。 

    （3）催乳素相关基因 

    1)−1149TT 基因型与高水平血清催乳素相关。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PRL 基因的多态变异

rs1341239 的 G 等位基因在高催乳素血症患者中的

出现频率明显高于无高催乳素血症患者。 

    （4）CYP2D6 基因 

    CYP2D6 基因多态性可以预测非典型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后高催乳素血症的易感性 

    （5）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受体基因

NTRK2 

    4 个 NTRK2 基因多态性(rs3780634、rs7047042、

rs11140793 和 rs1221)处于高连锁或完全连锁不平衡

状态，与 PRL 水平相关。 

    （6）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基因 

    ACE 多态性(rs4343 和 rs4316)在高连锁不平衡

中似乎对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患者的催乳素水

平有影响，这些患者具有升高这一激素的高风险。 

    结论  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高催乳素血症的遗传

因素多种多样，确定导致抗精神病药物所致 HPRL

的相关遗传风险因素的携带者，可能有助于指导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选择。 

 

 

 

妊娠期抑郁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系统回顾和

Meta 分析 

 

徐影影 1,2 卢擎东 1,2 刘林 1,2 赵逸苗 1,2 倪舒羽 1,2 

梅欢 1,2 时杰 1 鲍彦平 1,2 陆林 3,4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4）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北京大学

IDG 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 

 

    目的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影响

着 5%到 15%的孕妇，了解妊娠期抑郁症和服用抗抑

郁药物对妊娠结果的影响至关重要。由此我们对孕

妇抑郁、接触抗抑郁药物和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进

行系统评估。 

    方法  本研究在 PubMed 和 Embase 上搜索了

从数据库创建到 2019 年 11 月 13 日的所有关于患有

抑郁症或服用抗抑郁药孕妇的队列研究，这些研究

评估了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我们通过比较患有或

不患有抑郁的孕妇以及服用和未服用抗抑郁药物的

孕妇，评估了孕妇和胎儿并发症的几率。本研究还

进行了亚组分析，比较了是否患有抑郁症（患有抑

郁症但未接受治疗的孕妇和没有抑郁的孕妇相比）

以及是否服用抗抑郁药物（在患有抑郁症的孕妇里

服用抗抑郁药和未服用抗抑郁药相比）对妊娠结局

的影响。我们使用 NOS 量表评估纳入研究的文献质

量，采用 I2 统计量评估纳入研究之间的异质性，若

异质性检验结果 I2＜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计

算合并效应量 RR 及其 95%CI；若异质性检验结果

I2≥50%，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并效应量 RR

及其 95%CI。 

    结果  在最初确定的 19342 项研究中，10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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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我们的纳入标准。与未服用抗抑郁药的孕妇相

比，服用抗抑郁药的孕妇出现几乎所有妊娠结局（流

产，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早产（<37

周），死胎，5 分钟阿普加评分，低出生体重，小于

胎龄儿，新生儿进入重症监护室，新生儿肺动脉高

压，子代患有 ASD，子代患有 ADHD）的风险都更

高。但在抑郁症孕妇中，服用抗抑郁药物的孕妇只

有早产和新生儿进入重症监护室的风险较高。与没

有抑郁症的孕妇相比，未接受治疗的抑郁症孕妇流

产，早产，新生儿进入重症监护室，子代患有 ASD

风险显著增加。 

    结论  与未服用抗抑郁药的孕妇相比，服用抗

抑郁药的孕妇妊娠风险显著增加，但在抑郁症孕妇

中，大部分不良结局变的没有意义，提示孕妇使用

抗抑郁药对孕妇和胎儿造成的不良影响，主要是由

于抑郁症发作本身造成的，所以尚不能说明抗抑郁

药与妊娠风险之间存在绝对关联，妊娠不应该成为

抗抑郁药的绝对禁忌症，提示要更加关注患有抑郁

症的孕妇，此外卫生专业人员在实际治疗中可根据

情况对抑郁症孕妇给予抗抑郁药物治疗。 

 

 

 

双相障碍共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和

治疗效应 

 

沈阿姿 1 孙静 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精神科 

 

    目的  探讨女性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 BD）

共病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患者的一般特征、临床特异性与治疗效应。 

    方法  纳入 2020.1.1-2021.4.27期间在南京脑科

医院确诊的双相障碍患者 18 例，所有患者既往或住

院期间卵巢 B 超检查显示多囊卵巢综合征，对 18 例

患者进行了一般情况调查、同时分析相关临床特征

和治疗效应。 

    结果  （1）患者年龄 15~38 岁，首发平均年龄

为 18.6 岁。（2）2 例为快速循环发作；1 例伴有混合

特征发作；4 例为躁狂发作；8 例为抑郁发作；3 例

处于缓解期。（3）2例使用丙戊酸盐治疗后（多久？）

卵巢 B 超显示 PCOS；11 例未曾服用过丙戊酸盐治

疗；5 例使用丙戊酸盐治疗前 B 超显示 PCOS。（4）

10 例患者病史中出现过精神病性症状；8 例病史中

仅出现情感异常症状。（5）4 例童年遭遇过不良生活

事件（具体为？），7 例精神病家族史阳性（具体为？

是否有多囊卵巢家族史？），2 例同时有酒精依赖， 

5 例共病进食障碍，5 例 BMI＞24。（6）12 例对碳

酸锂治疗效果反应欠佳，6 例对碳酸锂反应较好。对

碳酸锂治疗反应欠佳的其中 6 例换用丙戊酸盐治疗

后病情有所缓解（达到何种缓解程度？）。9 例因药

物治疗效果欠佳合并了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结论  女性双相障碍共病多囊卵巢为临床常见

现象，PCOS 和 BD 发病机制上可能存在共同通路。

抗惊厥药物丙戊酸盐使用与多囊卵巢发生与否到目

前为止研究未发现有明确相关性。然而，共病 PCOS

的双相障碍患者具有一定的临床特异性，如发病年

龄较早、更多出现精神病性症状、更多共病肥胖或

进食障碍、常规心境稳定剂碳酸锂治疗效应较差等。

有效的急性期治疗可能更多合并无抽搐电休克。对

碳酸锂反应欠佳共病多囊卵巢双相患者，其他心境

稳定剂如丙戊酸盐使用与否需要进一步探讨双相障

碍丙戊酸盐治疗与多囊卵巢发生的相关性，以帮助

共病 PCOS 双相障碍患者优化的治疗选择。 

 

 

 

双相障碍自残行为的风险因素 

 

陈书君 1 孙静 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脑科医院 

 

    目的  双相障碍患者自残行为临床上较为常见，

与普通人群及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相比具有较高的自

残率，且反复自残者自杀率更高。本文将对双相障

碍患者自残行为及其风险因素作一综述。 

    方法  通过查阅和筛选近几年国内外文献，综

述双相障碍患者自残行为好发人群、相关风险因素、

自残行为等对疾病的影响，并提出可能的治疗优化

方案。 

    结果  双相障碍患者自残行为较为常见，约

50%-60%双相障碍患者至少经历过一次自残行为。

双相障碍患者自残行为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其中

青少年患者自残行为发生率最高。自残行为好发于

具有童年不良遭遇及家庭关系不良的双相障碍患者

中；性别上以女性多见，与其他年龄层相比，女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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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比例最高。所有年龄层中，老年双相障碍患者

自残后自杀风险最高。有其他精神障碍共病的双相

障碍患者较无共病的双相障碍患者自残行为概率更

高。混合发作双相障碍患者自残发生率高于其他亚

型的双相障碍患者。药物治疗上，与其他药物相比，

锂盐可有效改善双相障碍患者自残行为。药物和心

理干预的联合治疗较单药治疗更有效。 

    结论  具有自残行为双相障碍患者存在明显的

风险因素，需要对这类患者进行早期正确识别和临

床干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联合干预可能更为

有效。 

 

 

 

鼻内催产素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一项随机

双盲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 

 

敖媛媛 1 刘薇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现有的鼻内催产素对精神分裂症治疗的

临床研究结果不尽一致。本研究采用双盲随机对照

试验进行荟萃分析，研究了鼻内催产素治疗精神分

裂症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Library、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CNKI）、CBM、万方、

维普数据库，确定精神分裂症相关的随机双盲安慰

剂对照试验，检索时间截至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

使用标准化均数差或风险比(SMDs或RRs)及其95%

置信区间(CIs)来综合分析纳入的所有研究结果。 

    结果  本文共纳入13项随机对照试验(n =460)，

其中 229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鼻内催产素[范围= 

40-80 国际单位(IU)/天]，231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

安慰剂，时间超过 2-24 周。总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ANSS)和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测得的总精

神病理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 项随机对照试验，

n=268 ， SMD:-0.25 （ 95%CI:-0.77,0.27 ），

P=0.34,I2=76%]。测得的阳性、阴性和一般症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8 项随机对照试验，n=270，SMD:-

0.21(95%CI:-0.66,0.24)，P=0.35，I2=69%；10 项随机

对照试验，n=320，SMD:-0.21（95%CI:-0.57,0.15），

P=0.24，I2=59%；5 项随机对照试验，n=144，SMD:-

0.28(95%CI:-0.63,0.08)，P=0.12，I2=10%]。同样的，

在总精神病理学的亚组分析中也没有发现组间差异。

剂量-反应效应分析发现鼻内催产素（≥48IU/天）在

改善阴性症状和一般症状评分方面优于安慰剂。测

得的 MATRICS 共识认知成套量表中的社会认知和

低级社会认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项随机对照试验，

n=82，SMD:-0.30(95%CI:-0.20,0.80)，P=0.23，I2=22%；

3 项随机对照试验， n=112，SMD:0.12(95%CI:-

0.46,0.70)，P=0.68，I2=56%]。鼻内催产素与安慰剂

由于药物不良反应而停药方面均无组间差异。 

    结论  虽然辅助鼻内催产素总体上没有明显的

症状改善，但高剂量的辅助鼻内催产素(≥48IU/天)在

改善阴性症状和一般症状评分方面似乎是有效和安

全的。 

 

 

 

RTMS 治疗抑郁症的脑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周标 1 戴南 1 张大福 2 孙朵 1 邹超杰 1 许秀峰 1 程

宇琪 1  

1）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抑郁

症及快感缺失的疗效，以及治疗前后静息态脑功能

改变的特点 

    方法  收集门诊确诊的轻-中度抑郁症患者，分

为两组进行治疗，刺激部位为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DLPFC），一组接受 3 周 rTMS 治疗（rTMS 组），

另一组接受 3 周 rTMS 伪刺激治疗（sham 组）。在

基线、1、2、3 周末进行 HAMD、SHAPS 评估，并

在基线期和 3 周末进行静息态 fMRI 扫描，运用

DPARSF 软件对影像学数据进行预处理和分析 

    结果  1.入组患者共 34 例，rTMS 组完成 3 周

治疗 20 例，完成基线和 3 周后 fMRI 扫描 17 例；

sham 组 14 例，入组对照组 23 例。经 3 周治疗后，

rTMS 组 HAMD 减分率为 72.88±9.12%，sham 组

HAMD 减分率为 52.42±13.14%，两组的 HAMD 均

明显下降，但 rTMS 组 HAMD 减分率优于 sham 组

治疗；但两组对抑郁症快感缺失疗效不明显。2.基线

rTMS 组与 HC 组相比未发现 fALFF 有统计学差异

的脑区，而 3 周后 rTMS 组左背外侧额上回的 fALFF

降低；基线 sham 组与 HC 组相比左额中回的 fALFF

降低，但 3 周后 sham 组脑区无统计学意义。rTMS

组 3 周后与基线相比，右侧距状裂（右后扣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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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后回的 fALFF 升高；sham 组 3 周后与基线相比，

未发现 fALFF 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3.功能连接分

析显示，rTMS 组与 HC 组相比，基线时 DLPFC 与

右丘脑、豆状壳核的功能连接增强，3 周后 rTMS 组

脑区功能连接无统计学差异；sham 组基线时、3 周

后与HC组相比，各脑区功能连接均无统计学差异。

rTMS 组 3 周后与基线相比，DLPFC 与左侧和右侧

眶额叶、左侧顶下缘角回和小脑后叶的功能连接降

低， sham 组 3 周后与基线相比，脑区功能连接无

统计学意义 

    结论  1.rTMS 组的 HAMD 减分率优于 sham

组，提示 rTMS 对轻-中度抑郁症疗效优于 sham 组；

但对快感缺失症状则两组治疗效果均不明显，针对

快感缺失症状可能需要优化刺激模式。2rTMS 治疗

前后抑郁症患者出现静息态局部脑区功能活动和功

能连接改变，尤其右后扣带、右中央后回的功能活

动增加以及左侧 DLPFC 与左侧和右侧眶额叶、左侧

顶下缘角回和小脑后叶的功能连接降，可能是 rTMS

治疗抑郁症症状改善的神经影像学机制之一；且与

sham 组的脑功能改变的区域不同，提示 rTMS 可产

生不同于安慰剂效应的脑功能改变 

 

 

 

抑郁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群落多样性与脑功能

磁共振研究进展 

 

王大海 1 汤艳清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系统综述抑郁症患者肠道微生物及

脑功能磁共振研究现状及肠道菌群和脑功能磁共振

关联性研究现状。 

    方法  抑郁症的治疗是建立在对大脑神经机制

的有效的了解基础之上的，但是大脑并不是孤立存

在的，作为机体的一部分是和整体生理功能相联系

的，寻找更多影响抑郁症患者大脑功能的生理机制

有助于寻找抑郁症新的治疗模式，同时也有助于弄

清躯体和精神疾病的联系，近些年研究发现肠道菌

群可能对抑郁症患者大脑功能存在影响。目前肠道

菌群与抑郁症发病的关系成为抑郁症发病机制研究

的热点之一，与抑郁症有关的肠道菌群包括拟杆菌

门，厚壁菌门，放线菌门，梭杆菌门，变形杆菌门，

研究结果目前仍存在差异，差异最大的是厚壁菌门。

目前关于抑郁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群落多样性与脑功

能磁共振相关性研究较少，有研究指出抑郁症患者

默认网络横跨左前叶内侧额皮质和左前额叶背外侧

的功能连接与拟杆菌属的数量呈负相关。 

    结果  对于抑郁症肠道菌群种类、丰度和脑功

能相关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探索抑郁症

的发病机制，从而促进我们理解肠道菌群与抑郁症

之间的关系，为抑郁症的治疗寻找新的方向。 

    结论  抑郁症肠道菌群种类、丰度和脑功能相

关性的研究将成为未来研究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热点。 

 

 

 

原发性失眠、抑郁性失眠与焦虑性失眠的睡

眠特征及 HPA 轴相关性的研究 

 

杨苗苗 1 高静芳 1  

1）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1)对原发性失眠、抑郁性失眠及焦虑性

失眠患者进行多导睡眠脑电图监测，分析不同类型

失眠患者的睡眠特征差异及其对临床鉴别的价值；

2）分析 HPA 轴相关激素与原发性失眠、抑郁性失

眠及焦虑性失眠患者之间的相关性,探索 HPA 轴相

关激素能否作为不同失眠类型患者临床鉴别的一项

生物学指标。 

    方法  通过对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中诊

断标准的中度抑郁发作的患者为抑郁性失眠组、符

合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患者为焦虑性失眠组、符合非

器质性失眠症的患者为原发性失眠组，并进行相应

量表测评，在消除药物对睡眠脑电图的影响后，分

别对三组患者进行整夜多导睡眠脑电图监测，记录

PSG 临床常用指标，并于次日晨行血浆 ACTH、

CORT 测定，采用多样本秩和检验、斯皮尔曼相关分

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原发性失眠、抑郁性失眠及焦

虑性失眠患者的睡眠特征，及其与 HPA 轴相关激素

的相关性。 

    结果  与焦虑性失眠和原发性失眠相比，抑郁

性失眠组表现出睡眠潜伏期更长，而快眼动睡眠潜

伏期更短，与抑郁性失眠患者和焦虑性失眠患者相

比，原发性失眠组表现 REM 睡眠比例更长、N2 睡

眠比例更短、N3 睡眠比例相对更长、REM 微觉醒

次数更多。而在总睡眠时间、N1 睡眠比例、NREM

微觉醒、WASO、睡眠效率上三组之间未见统计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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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P<0.05）。在三组中，WASO 都表现出与 ACTH、

CORT 成正相关，而与睡眠效率负相关。在原发性失

眠组，ACTH、CORT 还表现出与 HAMA 评分正相

关，与总睡眠时间负相关，这在与焦虑性失眠组中

的表现一致。 

    结论  1.原发性失眠、抑郁性失眠及焦虑性失

眠患者存在多导睡眠监测指标的差异，抑郁性失眠

组 REM 潜伏期较其他两组具有特征性表现，可作为

抑郁症鉴别的一项生物学指标；2.不同类型失眠患

者中血浆 ACTH 和 CORT 存在差异性，焦虑性失眠

组表现出更高水平的 ACTH 和 CORT，可作为一项

鉴别生物学指标；3.血浆 ACTH、CORT 与醒后觉醒

时间密切相关；4.患者的焦虑水平与 HPA 轴激素存

在相关性。 

 

 

 

睡眠纺锤波与抑郁障碍认知功能相关性的研

究进展 

 

杨苗苗 1 高静芳 2  

1）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生科 

 

    目的  探讨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功能与睡眠纺锤

波的相关性。 

    方法  通过对 2019 年 4 月只 2020 年 5 月在中

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CNKI）、万方学术期刊数据

库、PubMed、Web of Science 等进行检索，文献检索

时限为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同时对相关性

较大的文献进行参考文献的追溯检索，以保证纳入

全面的相关文献。检索策略：中文数据库的检索词

主要设置为“抑郁障碍”、“认知功能”、“睡眠纺锤波”；

英文数据库的检索词主要设置为“depressive disor-

der”、“cognitive function”、“sleep spindle”。 

    结果  睡眠纺锤波参与抑郁症患者疾病的发生

发展过程。 

    结论  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损害与睡眠结

构密切相关，其认知功能损害主要表现为注意力、

记忆力、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的下降，严重影

响了患者的预后及社会功能的恢复。近年来的研究

发现，睡眠相关的睡眠纺锤波与认知功能存在相关

性，可能参与了抑郁障碍患者认知损害的发生发展

过程。睡眠纺锤波密度的降低或活性下降与海马等

认知功能相关脑区的结构及功能连接异常存在一定

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抑郁障碍认知功能损

害的发生发展过程。理解抑郁症睡眠纺锤波的起源

和作用机制，可能为改善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

提供新的治疗靶点和方向。 

 

 

 

青少年抑郁障碍冷执行功能研究进展 

 

陈海思 1 高静芳 2  

1）浙江中医药大学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主要介绍冷执行功能的抑制控制、

工作记忆及认知灵活性三方面的神经心理学及其脑

影像学研究进展。 

    方法  本文从三方面介绍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冷

执行功能：1.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冷执行功能损害特

点 2.青少年抑郁障碍冷执行功能损害神经机制研究

3.总结与展望 

    结果  神经心理测验提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抑制控制能力是否存在损害仍不能确定，亟待更多

的研究证据，对负性事件的注意控制受到损害，并

影响工作记忆任务的表现。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认知

灵活性较健康组受损，或可成为抑郁症状的有效预

测因子。从神经影像学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

脑神经结构在磁共振成像(MRI), 静息状态功能磁

共振（rsfMRI）以及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DTI)等数据

上有显著改变，发现大脑白质在 14 岁时已出现神经

病理改变，远早于精神病理症状的出现。 

    结论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存在工作记忆、认

知灵活性等多个环节异常，主要与海马体、杏仁核、

额叶前扣带回皮层等多个脑区结构和功能活动相关。

此外，NAA、NAA/Cr、Cr、Cho 或可成为预测青少

年抑郁障碍冷执行功能损害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目

前大部分研究是横断面小样本研究，未来可进行更

多纵向研究及扩大样本量，探讨青少年抑郁障碍冷

执行功能的神经机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医护人员的心理健

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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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莹 1 高静芳 1 朱翔贞 1 王晓乐 1 李洋 2  

1）浙江省中医院 

2）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目的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医务人员

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提出针对性的心理防护改善措

施。 

    方法  采用匿名问卷形式，按照自愿原则，对

浙江某三甲医院 339 名医务工作者，使用症状自评

量表（SCL-90）进行心理状态分析。 

    结果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医务人员在 SCL-

90 结果各维度中，SCL-90 总分>160 分占 6.78%，

其中强迫、抑郁、人际关系敏感、失眠是最常见的症

状；已婚已育、已婚未育医务人员躯体化因子分比

未婚者高（P<0.05），未婚医务人员的人际关系因子

分比已婚已育、已婚未育者高（P<0.05）；护理人员

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敌对、其他及总

分均高于医师（P<0.05）。不同年龄分组、不同性别、

不同工作年限、不同学历的医务人员 SCL-90 各因子

分无明显差异。 

    结论  在新冠疫情期间，医务人员心理承受着

巨大的压力，并出现不良心身反应，护士比医师更

明显，已婚人员比未婚者更需要关注躯体症状，未

婚医务工作者需要在人际关系上得到更多的支持。

探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如何及时有效地针对

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干预，并在日常工作中排查高危

医务人员的心理状态，对于未来发生此类事件时的

心理健康促进有积极的作用。 

 

 

 

高龄孕妇心理治疗与新生儿健康状况的关系 

 

苏秀芳 1 吴小立 2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科 

 

    目的  高龄是围产期精神障碍的高危因素。妊

娠期的孕妇心理健康状况会影响到胎儿或新生儿的

健康。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轻中度精神障碍的高龄孕

妇进行团体心理治疗，探讨心理治疗与新生儿健康

状况的关系。 

    方法  三甲医院妇科门诊 413 名妊娠期 12 周

内、35 岁及以上的孕妇参了与本研究。所有的参与

者由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进行访谈、筛查。精神

障碍，如抑郁发作、焦虑障碍、强迫症和恐怖障碍根

据 DSM-IV 进行诊断。共 114 例孕妇被诊断为精神

障碍，其中 12 例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并转诊到精

神科(病例组，n=102，健康组, n=286)。病例组随机

分为干预组 (n=51)和对照组(n=51)。对照组每月进

行一次健康教育。在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干预组分

为 5 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同一位经过团体心理治

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带领, 每半个月进行一次团体

心理治疗，至产前一周结束。中文版 scl-90 评估孕

妇的精神心理状态。scl-90 评估的 90 个项目包括感

觉、情绪、思想、意识、行为、生活方式、人际关系、

睡眠和饮食。分别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科护士在

研究开始及产后一周对两组孕妇进行评估。同时产

后一周记录分娩方式、分娩孕周、新生儿出生体重、

Apgar 评分。 

    结果  经过团体心理治疗，干预组 SCL-90 各项

分数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01）。scl-90 抑郁、焦

虑分数与自然分娩呈显著负相关（校正 OR=-0.55,95% 

CI:-1.37-0.97,p=0.001; 校正 OR=-0.58,95% CI:-1.39-

0.99,p=0.003）；scl-90 抑郁、焦虑分数与早产呈显著

正相关（校正 OR=-1.32,95% CI:-0.97-1.97,p=0.003; 

校正 OR=0.97,95% CI:-0.58-0.99,p=0.016）；scl-90 分

数与低出生体重呈显著正相关（校正 OR=1.23,95% 

CI:0.95-1.99,p=0.003; 校正 OR=1.19,95% CI:0.58-

1.95,p=0.016）；scl-90 强迫分数、抑郁、焦虑与低 Ap-

gar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校正 OR=1.25,95% CI:1.07u-

1.74,p=0.029; 校 正 OR=1.32,95% CI:0.58-

1.95,p=0.001;校正 OR=1.03, 

    结论  对轻、中度精神障碍的高龄孕妇进行心

理干预有益于新生儿的健康。 

 

 

 

孕早期妊娠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睡眠质

量指数的中介效应 

 

龚蕾 1 沈聃琳 1 段秀玲 1 刘欢 1 林芳 1 李佩 1 曹钰

佳 1  

1）四川锦欣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孕早期女性的睡眠质量、妊娠压力

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提升孕早期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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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方法  在某三甲妇产科医院产科门诊招募 600

名孕早期女性（孕 0~13W+6），收集一般基本信息、

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妊娠压力量表（PSRS）

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量表得分。剔除无效

和极端值后，最终保留 579 份数据，录入统计软件

SPSS21.0 中。采用描述性统计、Pearson 相关分析和

bootstrap 分层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1、579 名孕早期女性的妊娠压力 PSRS

得分为 16.31±10.33 ，睡眠质量 PSQI 总分为

6.72±2.76 ，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SCL-90 总 分 为

126.47±34.82。2、相关分析发现，妊娠压力 PSRS 与

心理健康 SCL-90总分显著正相关（r=0.610,p＜0.01），

睡眠质量 PSQI 总分与妊娠压力 PSRS 得分正相关

（r=0.266, p＜0.01），睡眠质量 PSQI 总分与心理健

康水平 SCL-90 总分正相关（r=0.372, p＜0.01），睡

眠质量 PSQI 总分与 SCL-90 各因子分均呈显著正相

关（r=0.380, 0.345, 0.253, 0.351, 0.329, 0.251, 0.212, 

0.217, 0.295, 0.562; p＜0.01）。 3、线性回归分析发

现，妊娠压力 PSRS 对心理健康水平 SCL-90 的回归

系数为 0.372, p＜0.001；妊娠压力 PSRS 对睡眠质量

PSQI 的回归系数为 0.071, p＜0.001；bootstrap 分层

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睡眠质量 PSQI 对心理健康水平

SCL-90 的回归系数为 0.138，p＜0.001。 

    结论  在孕早期，孕妇的妊娠压力对心理健康

有预测作用，睡眠质量在妊娠压力与睡眠质量之间

起到了部分中介的效应。 

 

 

民族心理与精神医学学组 

 

电影《你好，李焕英》中具有临床意义的潜意

识 

 

李晓驷 1  

1）合肥市精神病医院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徽

省精神卫生中心、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目的  剖析电影《你好，李焕英》中具有临床意

义的潜意识。 

    方法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电影《你好，李焕

英》中具有临床意义的潜意识进行分析。 

    结果  电影《你好，李焕英》的故事情节简单却

耐人寻味。女儿贾晓玲从小就没给妈妈省过心，在

妈妈遭遇意外车祸后，她悲痛难言，趴在病床前失

声痛哭：“我当你一回女儿，连让你高兴一次都没有

过。”处于崩溃状态下的贾晓玲，竟意外穿越回到

1981年，和年轻时的妈妈李焕英相遇，成为好姐妹。

贾晓玲想尽办法让妈妈更高兴，付出种种努力想要

改变妈妈的命运，但妈妈却谢绝了女儿看似美好的

安排，毅然决然选择走自己走过的路。正是因为母

女间的这份简单、纯粹、诚挚的情感内核触碰了人

们内心柔软的地方，打动了千万观众。能让大家从

中感受到无私的母爱，应该与尽女儿管贾晓玲从来

都没让妈妈高兴过，但妈妈李焕英却给予了她最大

的包容有关。片中妈妈一句“宝儿，我的女儿只要健

康快乐就行了”这句朴实真挚的话，成了很多观众泪

水决堤的时刻。但在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的背后却

有许多具有临床意义的潜意识的作用，包括主人公

的现实冲突、潜意识冲突、创伤、和一系列的防御机

制：压抑、幻想、退行、假自体、自我贬低、反向形

成、自嘲、自虐、被动攻击等。这些防御机制固然能

使主人公保持表明上的心理平衡和满足，但却存在

不利于健康的一面，甚至会导致出现违反公德的行

为。 

    结论  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看，让孩子健康快

乐，真的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

看，李焕英的实际教育方式是“打着让孩子健康快乐

的旗号，做不利于子女健康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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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思维开拓健康研究新领域——文化健

康概念的提出 

 

杨理荣 1  

1）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目的  文化对健康以及综合素质与潜能发挥具

有重大影响。 

    方法  传统的健康内涵主要指人的道德健康、

社会健康、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现实经验表明应

有五大健康，即文化健康：人的哲学观、人生观、价

值观（包括道德伦理、审美观和宗教观）和习惯行为

等亦对上述健康有重大影响；健康还应包括人的综

合素质与潜能发挥。 

    结果  文化对人类健康及综合素质与潜能的影

响可归纳为：文化可铸造健康（强身健体），可酿成

疾病（致病），可抵御疾病（防病），可祛除疾病（疗

病），可促进/阻碍人体康复，可提升人/降低人的综

合素质，促进/阻碍人的潜能的发挥；文化分为健康

文化和非健康文化，即文化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

响：促进/损害人的生命健康，提升/降低综合素质，

促进/阻碍个体潜能发挥；非健康文化可导致五大类

健康甚至社会问题：一是源于哲学观错误导致的，

如健康意识过强产生的“健康焦虑”，二是源于人生

观错误引起的“颓废症”，如名牌大学毕业的学霸最

后出家当“和尚”及最近流行的年轻努力奋斗后达不

到预期理想而甘愿“躺平”，源于价值观错误引起的

“仰慕症”如“追星族”及“炫耀症”，审美观错误导致的

追求所谓“骨干美”，三是源于文化自身变化导致的

“未富先奢”，四是源于落后、不文明文化导致的“吃

野味”，五是源于外来有害文化导致的“虚荣症”，如

一些青少年热衷于某些毫无技能与艺术可言的所谓

破“吉尼斯”纪录，源于新科技、新产品使用不当带来

的问题，如“网络成瘾”及未来可预期的“机器人依

赖”、“机器人恐惧”等至少达四十余种问题，这些问

题会严重影响健康及削弱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及阻碍

人的潜能的发挥，甚至削弱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

文化健康是所有健康的根基，因思维决定行为，行

为决定后果，并成为决定健康的最终因素，如某男，

60 岁，非常注重锻炼，是社区公认的运动健将，新

冠肺炎流行期，不遵守防疫要求，自认为很健康戴

口罩别人讥笑，最后感染了新冠肺炎而死。 

    结论  要充分发挥文化对健康和综合素质与潜

能的积极作用，减少消极影响；文化健康是国民综

合素质的核心内涵，在我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建设事

业实践中，为了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呼吁全社

会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文化健康，并大力加强文

化健康建设。 

 

 

 

健康新概念：充实健康研究与应用内涵及扩

展医疗服务外延 

 

杨理荣 1  

1）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目的  健康新概念主要是指要有文化健康；健

康的内容除了维护人的机能正常、道德与社会功能

良好外还应包括应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及潜能得以较

好发挥。 

    方法  根据 WHO 对于健康的定义是，健康内

容有社会、道德、心理和生理健康。分别代表了社会

功能、道德情操、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但在现实生

活中和临床实践中还有文化健康，以及良好的综合

素质及潜能得以较好发挥。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才

能算是全面健康。 

    结果  人类健康应包含生命健康（如心理和生

理健康）、社会功能健全（道德和社会健康），还应包

括文化健康以及良好综合素质和潜能得到较好发挥，

即应该在现有的道德健康、社会健康、心理健康和

生理健康基础上增加文化健康。文化健康的内容重

在有正确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包括树立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如逻辑思维、科学论证方法、科学质

疑、创新思维，实验设计与实验操作；要有积极的人

生观并有进取精神，在伦理道德方面要有厚重的道

德修养，正确的义利观、正确的审美观和宗教观，修

炼善良、友善及方便他人的行为；在道德健康方面

要着重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在社会健康方面要强化社会适应能力与人际协调能

力；在心理健康方面，培养健全的人格，积极而稳定

的情绪，良好的自控能力和意志力，增强自主、自

力、自强能力，劳动能力等；在生理健康方面要有健

壮的体质。这些内容也是人的综合素质的反映；既

往的健康概念仅是注重单的人的心理和生理功能的

健康，而忽视文化健康以及人的综合素质与潜能发

挥。显然，这是不全面的，人的潜能也只有在全面健

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较好发挥。健康内容可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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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正确的思维方式、正确的人生观与义利观）、德

（厚重的道德情操）、智（正常的智力）、情（积极稳

定和乐观的情绪）、志（有志向、意志坚定、自强不

息）、能（较强的综合能力，如人际交往能力、自控

能力、动手能力）、为（行为友善，符合社会行为规

范）、美（正确的审美观和形体美）、体（体魄健康）、

效（个人的潜能能较好发挥）。这些有关健康的内涵

和外延极大地丰富了医疗与健康实践的内容，有的

可能超出了医疗服务范围，但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实现社会的需要。 

    结论  要重视文化健康，在重视人的生命健康

的同时更不可忽视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与潜能的良

好发挥。 

 

 

 

冥想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临

床研究 

 

盛嘉玲 1 崔东红 2 高慧 1 顾燕 1 戴晶璟 1 杨湘红 1 

彭红 1 高红锐 1 陆如平 1 沈怡 1 王俐 1  

1）上海市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

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冥想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

质量的疗效。 

    方法  选择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病程≥5 年、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60 分

的 64 名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按单双号随机分成冥

想组和对照组，每组 32 人。在原有治疗不变的前题

下，冥想组给予 8 个月冥想训练，对照组只维持原

来治疗不变，每月开展健康教育讲座一次。冥想训

练包括两个部分：每周冥想集中训练（60-90 分钟）

和每天冥想练习（20-40 分钟）相结合。集中训练包

括讲座、集体冥想打坐和相互交流三个环节；讲座

内容主要是介绍正念冥想相关知识和训练方法。冥

想分三个步骤：首先是七支坐姿；然后，调整呼吸，

即行腹式呼吸 10-20 个不等；最后，调整意念，即尽

量什么都不想，或只关注一点，如关注呼吸，以一念

压万念。每天训练方法是：病区医护人员带领受试

者每天坚持冥想打坐 20-40 分钟，并记录每天打坐

时间和体会。分别用 SF-36 生活质量表调查表评定

患者的健康状况，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定精神症状等，SF-36 量表分别于冥想训练前及训

练后第 1 月末、第 4 月末、第 8 月末各评定一次，

PANSS 量表分别于基线 1、基线 2，治疗后每月末

各评定一次。 

    结果  冥想训练前，两组患者 SF-36 生活质量

表调查表评分间差异无显著性；训练后第 4 月未开

始冥想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有五个方面的

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到治疗结束时生理机

能、生理职能、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

感职能和健康变化七个方面分值差异均有显著性（Z

值=-3.721，-2.282，-3.115， -2.619，-2.712，-2.488，

-2.252；P 值=0.000，0.022，0.002，0.009，0.007，

0.013，0.024），其中以生理机能和一般健康状况方

面提高最大。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定显

示，冥想训练前，两组患者精神症状评分间差异无

显著性；冥想训练后，冥想组精神症状的改善明显

优于对照组，其中以阳性症状和总分的减分最为显

著（Z=-3.231，-3.109），改善时间也出现的最早，多

在训练后的第四或第五个月就呈现差异。 

    结论  冥想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有改善作用。 

 

 

 

疫情中网络正念减压对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疗

效研究 

 

杨建中 1 康传媛 2 孙舒放 3 杨庄青 4 范昕昕 1 童慧

琦 5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上海同济大学东方医院 

3）布朗大学 

4）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斯坦福大学 

 

    目的  疫情发生后，使得很多线下的诊疗变得

困难和不可及。因此，线上的心理治疗成为了主要

的方法之一。但在广泛开展线上治疗的同时，线上

治疗有什么优势、特点，存在什么问题，大多数研究

还没有涉及到。线上的正念训练虽然很多，但也存

在同样的科学问题。因此，本研究拟探讨网络正念

减压对疫情期间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与治疗

依从性的关系。 

    方法  招募自愿入组 54 名乳腺癌术后患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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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48 名患者参加线上标准、8 周的网络正念减压

训练（iMBSR）。根据其参与程度，分为了未参与组、

部分 iMBSR 参与组和完全参与组。在 iMBSR 组中，

根据其每天训练时间，分为了亚组 1（<30 分钟/天）、

亚组 2（30 -60 分钟/天）和亚组 3（>60 分钟/天）。

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治疗中（第 4 周末）和治疗

后（第 8 周末）进行了抑郁、焦虑和失眠症状的评

估。 

    结果  1.在 8 周网络正念减压训练后，iMBSR 

参与者在治疗中、治疗后的抑郁、焦虑、失眠分数和

减分率均有显著改善。2.不同治疗亚组间在治疗中、

治疗后的抑郁、焦虑、失眠分数和减分率均有显著

差异。3.每天训练时间与抑郁、焦虑、失眠的减分率

正相关。 

    结论  乳腺癌术后患者的心理症状可以通过

iMBSR 改善，且疗效具有潜在的量-效关系。 

 

 

 

援鄂抗疫护士心理健康状况及正念减压治疗

对其产生的影响 

 

徐莉 1 金于雄 1 杨建中 1  

1）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为了进一步纵向观察援鄂护士的心理健

康状况，基于广义估计方程探索与其相关的影响因

素以及正念减压治疗对援鄂护士心理状况的影响。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在 2020 年初援助湖北武汉市及咸宁市

的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有 56 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自愿参与本研究，共进行了 3 个时间点的心理健康

水平测试，收集援鄂护士一般人口学资料以及 PHQ-

9、GAD-7、PSQI 3 个量表基线、正念减压治疗结束

时、正念减压治疗结束后 6 个月共 3 个时间点的资

料。 

    结果  在基线水平上，硕士学历的护士 PHQ-9、

GAD-7、PSQI 得分均高于本科学历（P＜0.05）；女

性护士的焦虑得分高于男性护士，职称在主管护师

及以上的护理人员焦虑得分高于护士/护师组的护

理人员（P＜0.05）。与正念治疗结束后 6 个月相比，

基线时的 PHQ-9 分值更高，与年龄≥30 岁的护理人

员相比，年龄<30 岁的护理人员 PHQ-9 得分更低。

由 GEE 各因素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结果可知：

测试的时间位点、被试的年龄与 PHQ-9 的得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性别、婚姻状态、职称、

学历与 PHQ-9 的得分差异尚未发现统计学意义

(P>0.05)。与正念治疗结束后 6 个月相比，基线时的

GAD-7 得分更高；与硕士学历的人群相比，本科学

历的护理人群 GAD-7 得分更低。由 GEE 各因素的

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结果可知：测试的时间位点、

学历与 GAD-7 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性别、年龄、婚姻状态与 GAD-7 的得分差异尚未

发现统计学意义(P>0.05)。与正念治疗结束后 6 个月

相比，基线时的 PSQI 得分更高；与年龄≥30 岁的护

理人员相比，年龄<30岁的护理人员PSQI得分更低。

由 GEE 各因素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结果可知：

测试的时间位点、被试的年龄与 PSQI 的得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性别、婚姻状态、职称、学

历与 PSQI 的得分差异尚未发现统计学意义(P>0.05)。

在正念减压治疗结束当时及结束后 6 个月，3 个量

表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基线时得分，P<0.001。 

    结论  1、在压力性事件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

出现心理健康问题。2、学历越高、职称越高，越容

易焦虑。3、经过系统的正念减压治疗后，援鄂一线

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有改善，这值得推广到危

机状态下的其他人群，以便于更好的调试心理压力。 

 

 

 

疫情期间在封闭式住院环境中体验密集型团

体音乐治疗的真实感受： 一项基于男性患者

视角的质性研究 

 

黄一 1 陈旭 1,2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2）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 

 

    目的  因 COVID-19 疫情防控需要，部分原本

为开放模式的精神病房转为封闭式管理，这导致部

分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本研究旨在

对其进行干预以减少其负性情绪体验。本研究从男

性精神科住院患者的视角，描述其在封闭式住院环

境中参与密集型团体音乐治疗(Group Music Therapy, 

GMT)后的真实感受，探讨密集型团体音乐治疗在封

闭式住院环境中的可行性及主观反馈。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某省级

精神专科医院招募并筛选符合条件的男性患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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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期 2 周、共计 10 次的密集型团体音乐治疗。对

其中 18 名患者进行真实感受的半结构式访谈，并对

访谈内容进行质性研究分析，主要步骤包括：转录、

编码、提取主题等。 

    结果  在经过密集型团体音乐治疗的干预后，

所有受访参与者均表示自己在下述一个或多个方面

得到了改善：对负性或消极情绪的感受减少，对积

极情绪的感受增多；住院生活得到了改善；自身状

态及心态有所转变；睡眠质量及人际沟通能力得到

了提高。 

    结论  密集型团体音乐治疗在封闭式住院环境

中是可行的，它获得了该环境中非重性男性精神障

碍患者的积极反馈，尤其是在情绪、睡眠、人际交往

等方面的主观感受。 

 

 

 

Sirt-1 在氧化应激诱导 SK-N-SH 细胞凋亡

中 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刘雷 1,3 王艺明 2  

1）苏大附属第二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3）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我们拟研究 Sirt-1 是否可能通过调节 

FOXO 或 p53 来保护神经细胞免受氧化应激。应

用 SK-N-SH 细胞研究 Sirt-1 表达对神经细胞生理

功能的影响。本研究首次确定 Sirt-1 可能通过其脱

乙酰反应调节 p53，清除氧化应激诱导的 ROS，证

明 Sirt-1 和氧化诱导的 ROS 在 AD 及相关疾病

进展中的重要性 

    方法  以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系 SK-N-SH 细

胞为研究对象，经由 Sirt-1 基因沉默/过表达处理，

同时设立对照，比较各组 Sirt-1 表达差异，分析 

Sirt-1 对神经细胞 SK-N-SH 的周期进程的影响。通

过不同实验方法明确 Sirt-1 及 p53 之间的关系，

分析这种改变对 SK-N-SH 细胞的生长和细胞周期

进程的影响。证实 Sirt-1 是否通过调控 p53 影响细

胞增殖，选用 SK-N-AS（p53 缺失）细胞，分析 Sirt-

1 能否影响 SK-N-AS 细胞增殖，明确  Sirt-1 及 

p53 在细胞的生长和细胞周期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将 200 μM H2O2 用于本实验，分析、探索氧化应激

是否会抑制 p53 的转录活性，促使 Sirt-1 在 SK-

N-SH 细胞中过表达探索,对细胞凋亡（氧化应激诱

导的）的抑制作用及机制。 

    结果  Sirt-1 基因沉默和过表达证实 Sirt-1 参

与了 SK-N-SH 细胞增殖整个进程具有显著的作用。

Sirt-1 基因过表达转染，可以削弱 SK-N-SH 细胞

的荧光素酶活性。使用 30 μM pifithrin-α 处理后，荧

光素酶活性明显减弱，表明 Sirt-1 是 p53 转录活性

的负调控因子。Sirt-1 主要通过 p53 的存在影响细

胞增殖和细胞周期的分布。 

    结论  Sirt-1 是神经细胞增殖的积极调节因子，

Sirt-1 可以促进细胞周期进程。Sirt-1 可以通过去乙

酰化影响 p53 转录活性，可能选择性地抑制 p53 

介导 p21，影响 Bax、Bcl-2 表达，以调节细胞周期

进程，促进 SK-N-SH 细胞的生长。在神经元细胞中，

氧化应激抑制 p53 的转录活性诱导 Sirt-1，可保护

它们免受氧化应激损害。Sirt-1 的去乙酰化活性对

于其 ROS 抑制活性至关重要。过度表达的 Sirt-1 

通过其脱乙酰化活性，抑制氧化应激诱导的凋亡细

胞死亡。 

 

 

 

代孕的伦理和心理问题 

 

周朝昀 1  

1）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代孕的伦理和心理问题。 

    方法  通过复习近年的文献，对代孕的伦理和

心理问题给予整理和分析。 

    结果  在一些高收入国家的研究，绝大多数代

孕母亲把代孕视为积极的经历，妊娠期与妊娠期的

心理结局无显著差异。缺乏社会支持、法律支持以

及社会缺乏接受度直接影响了印度代孕母亲的经历。

Lamba 等在怀孕期间及产后对代孕母亲进行了半结

构式访谈和标准化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与对

照组的母亲相比，代孕母亲在怀孕和分娩后的抑郁

水平更高，与胎儿的情感联系更弱。在低收入国家，

更应该为代孕母亲提供支持和咨询，尤其是在怀孕

期间，可以减轻代孕母亲面临的一些心理问题。在

怀孕期间，代孕母亲与婴儿在产前形成了紧密的联

系，因此产后抑郁、内疚或愤怒感的风险可能会增

加。母婴之间的重要纽带源于人性的生物学和认知/

心理方面，始于怀孕期间，持续至出生后。代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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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重要的纽带。Jadva 的研究表明有 32％的代

孕母亲在产后数周内出现情绪和心理问题。大多数

代孕代理机构在整个过程中都提供心理支持和干预。

在婴儿异常的情况下，代孕父母可以考虑选择人工

流产。然而，关于堕胎的不同道德观点有可能导致

无法解决的僵局。在预期父母不再想要孩子的情况

下，代孕者可能仍希望继续进行分娩。当代孕父母

可能会选择与预期父母相反的堕胎意见，会面临法

律挑战。由于存在法律空白、监管矛盾和颇具争议

的伦理，在代孕过程各阶段中将会产生许多的心理

问题。 

    结论  代孕在法律、科学、道德和公共政策提

出了许多复杂、有争议且不断发展的问题。但是现

阶段代孕在我国仍处于法律未许可状态，相关当事

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Effect of 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

tion (iTBS) for Alleviating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张冰 1 何孔亮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Background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vsWM) impairment is the most common cognitive im-

pairment in schizophrenia currently with no satisfactory 

treatments. Our study aimed to improve vsWM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rough 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iTBS) based on navigation equipment, 

to precisely regulate the activity of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DLPFC) in schizophrenia. 

    Methods  In this 2-week pilot study, 42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receive 

iTBS (n=22) or sham (n=20) treatment over the L-

DLPFC. Patients performed the vsWM n-back task and 

accepted neuroimaging data acquisition before and after 

iTBS or sham treatment. All patients also underwent a 

battery of symptom measures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illness. The main outcome measures were the accuracy 

(ACC) for n-back target responses, particularly 3-back 

ACC. 

    Results  The iTBS group showed a preponderant 

improvement in n-back accuracy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especially 3-back ACC. The improvement 

in 3-back ACC was also found to be at a level compara-

ble to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The interaction results 

showed increased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fALFF) in the right occipital areas, and de-

creased fALFF in right frontal cortex.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2-back re-

action time and clinical symptoms scores, and the 

fALFF changes in the left calcarine sulcus were corre-

lated with 0-back ACC. 

    Conclusions  These pilot data suggest that 2-

week iTBS intervention might be a novel, efficacious 

treatment for vsWM deficits in schizophrenia, tend to 

normalize vsWM functions to healthy controls after 

treatment and might provide a better protocol for clini-

cal treatment.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Connectivity-direc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Antici-

patory Anhedonia 

 

陈杨 1 何孔亮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Background  There are currently no effective 

treatments specifically targeting anticipatory anhedonia, 

a major symptom of severe depression which is associ-

ated with poor outcomes.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icacy of individualized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targeting the left dorsolat-

eral prefrontal cortex (lDLPFC)–nucleus accumbens 

(NAcc) network on anticipatory anhedonia in depres-

sion.  

Methods  This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ham-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NCT03991572) enrolled 56 de-

pression patients with anhedonia symptoms. Each par-

ticipant received 15 once-daily sessions of rTMS at 10 

Hz and 100% motor threshold. Stimulation was local-

ized to the site of strongest lDLPFC–NAcc connectivity 

by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Hamil-

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 was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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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 depression severity, the Temporal Experience 

Pleasure Scale (TEPS) to measure anticipatory and con-

summatory anhedonia, and the Apathy Evaluation Scale 

(AES) to specifically measure anticipatory/motivational 

anhedonia.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during the 

monetary incentive delay (MID) task were recorded to 

evaluate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reward 

anticipation and response. 

    Results  Patients in the Real group showed sig-

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anticipatory anhedonia and 

general depression symptoms post-treatment compared 

to the Sham group. The Real group also demonstrated 

altered (more positive going) cue-N2 and cue-P3 ERPs 

during MID reward trials. The baseline ‘high reward 

condition minus neutral condition’ cue-N2 difference 

amplitudes predicted improved anticipatory anhedonia 

scores, while the change in cue-N2 post-treatment was 

predictive of improved HAMD score. 

    Conclusion  Individualized rTMS of the 

lDLPFC–NAcc network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antic-

ipatory anhedonia in depression and the cue-N2 differ-

ence wave is a useful predictor of treatment efficacy. 

 

 

 

High Resolution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

nance Study of Cortical Morphology in Pa-

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高靖 1 何孔亮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re-

bral cortex morpholog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SZ),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set and cerebral 

cortex morphology MRI of chronic schizophrenia. 

Methods  From March 2019 to May 2020, 106 

chronic SZ patients were selected to our department as 

observation group,106 healthy people without SZ were 

recruited as control group. Their brains were scanned b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ll morphological indexes 

of cerebral cortex were calculated and extracted by Free 

Surfer 6.0 softwa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nset and 

MRI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Results  The brain cortical thickness of that left 

frontal pol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superior tem-

poral gyrus,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and bilateral lateral occipital gyrus, opercular 

part, 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 and precentral gyru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small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ll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The brain cortical surface area of the left 

pericalcarine gyrus and bilateral insula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all small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The brain cortical volume of that left paricentral lobule,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s,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middle frontal gyrus,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bilateral 

lateral occipital gyrus, lingual gyrus, pericalcarine gyrus, 

precentral gyrus, cuneus, precuneus,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s and insul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small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the differ-

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The 

time interval from onset to hospitalization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rain 

cortical thickness of left postcentral gyrus; that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ft parsorbitalis, right parihippo-

campal gyrus, superior frontal gyrus, frontal pole and 

temporal pole; and that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ight 

lateral occipital gyrus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all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Conclusion  The onset in chronic SZ patients is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the thickness, surface area 

and volume of the cortex in most brain regions, such as 

the frontal, temporal and occipital lobes. Early detection, 

early diagnosis and early treatment of chronic SZ pa-

tien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强迫症患者防御方式与内隐外显记忆的相关

性研究 

 

陈彬彬 1 郑洪宇 1 莫大明 2 沈晓霜 2 徐海琴 2 钟慧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406 

 

    目的  探索强迫症患者防御方式与内隐、外显

记忆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64 例强迫症患者，使用防御方式问

卷（Defence Style Questionnaire）调查患者的防御机

制，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ale-Brown Obessive-Com-

pulsive Scale）评估患者的强迫症状，词汇知觉速度

测验(Vocabulary Perception Speed Test)及词汇识别任

务(Vocabulary Recognition Task)评估患者的内隐记

忆及外显记忆水平。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强迫症

患者防御方式与内隐记忆、外显记忆、强迫症状的

相关性。 

    结果  1、不成熟的防御方式中的被动攻击、成

熟防御方式中的压抑、中间防御方式中的伴全能之

无能及否认分别与内隐、外显记忆准确性相关。2、

不成熟的防御方式总分与强迫思维呈正相关

（r=0.342，p＜0.05），其中躯体化因子与强迫行为呈

负相关（r=-0.300，p＜0.05）4、成熟的防御方式与

强迫行为严重程度呈负相关（r=-0.294，p＜0.05）。

6、中间性防御方式中的同一化因子与强迫行为严重

程度呈正相关（r=0.292 ，p＜0.05）。 

    结论  强迫症患者的内隐、外显记忆与部分防

御方式相关，强迫症状重者多采用不成熟及部分中

间性防御方式，轻者多采用成熟防御方式。 

 

 

 

Preval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hinese Han Male Inmates 

with 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刘军军 1 张宁 2  

1）上海梅山医院 

2）南京市脑科医院 

 

    Objective  Suicidal ideation (SI), which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of completed suicide, is com-

mon in 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PPD), but the 

prevalence of SI is mixed across epidemiological stud-

ies.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socio-de-

mographic and related correlates of SI in Chinese male 

inmates with PPD. 

    Methods  A total of 484 male inmates with PPD 

were recruited in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The para-

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subscale of the Personality Di-

agnostic Questionnaire-4 (PDQ4) was used to measure 

paranoid personality symptoms. Data pertaining to so-

cio-demographic and inmate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Suicidal ideation, anxiety symptoms, and depressive se-

verity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 (SIOSS),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 

scale (GAD-7), and the brief patient health question-

naire 9-item (PHQ-9),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SI was 27.9% among 

Chinese Han male inmates with PPD. Subjects with SI 

in the study population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educa-

tion level (χ2=4.52, P=0.038), higher percentage of drug 

behaviors (χ2=12.85, P=0.001), higher GAD-7 score 

(t=-7.15, P<0.001) and PHQ-9 score (t=-8.52, P<0.001) 

than subjects with non-suicidal ideation. Multiple lo-

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HQ-9 score 

(OR = 1.13, 95% CI = 1.07-1.20, P<0.001) and drug be-

haviors (OR=2.25, 95% CI=1.32-3.83, P=0.003)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SI. 

    Conclusion  SI is relatively common among Chi-

nese Han male inmates with PPD, which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HQ-9 score and drug behaviors. Regu-

lar screening and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SI in this population. 

 

 

 

躯体不适综合征患者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马菁 1 郑琳莉 1 魏镜 2, Kurt Fritzsche3 任洁 4 陈华
5 张耀尹 6 吴珩 7 马希全 8 李闻天 9 卢伟 10, Rainer 

Leonhart11 张岚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 

3）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中心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系 

4）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康复科 

5）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 

6）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 

7）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心身医学科 

8）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 

9）武汉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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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身医学科 

11）德国弗莱堡大学心理学研究所 

 

    目的   躯体不适综合征 (Bodily Distress Syn-

drome , BDS)是由 Fink 等人提出的一组以躯体不适

为主诉，但却难以找到明确病因加以解释的综合征，

该综合征与 ICD-11 中躯体不适障碍(Bodily Distress 

Disorder, BDD)的症状学标准相对应。在各级医疗服

务机构中，该综合征患者常有较高的比例，可造成

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疗资源的浪费。本研究拟调查躯

体不适综合征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多中心横断面研究。使用躯体

不适综合征检查表-25（The Bodily Distress Syndrome 

Checklist-25，BDS - 25）等量表对中国 9 所综合医

院的消化内科、神经内科、中医科、精神科门诊患者

进行结构化诊断访谈、人口学信息收集及评估，以

筛查出 BDS 患者，再采用健康调查简表-12（The 

Short-Form Health Survey-12 ,SF-12）评估其生活质

量，并比较患和不患 BDS 的患者生活质量的差异。

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组间与组内的差异，采

用逐步回归分析影响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 

    结果  共有 693 位参与者完成了问卷访谈和量

表评估。BDS 患者（185 人）SF-12 生活质量总分

72.61±15.08，其中躯体健康得分为 38.14±8.96，心理

健康生活质量得分为 34.72±11.87，与未患 BDS 患

者（508 人）得分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逐步回归分析显示，疑病症状、躯体症状和

健康相关焦虑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结论  该研究提示，中国躯体不适综合征患者

生活质量较低，可能与其疑病症状、躯体症状及健

康相关焦虑有关，临床上需要更多的关注。 

 

 

 

首发强迫性障碍患者脑白质弥散张量成像研

究 

 

黄百灵 1 郭慧荣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弥散张量成像技术(DTI)探索首发

未治疗的强迫症患者脑白质结构的完整性，并探讨

白质异常脑区的各向异性分数（ FA）与强迫症临床

症状及病程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依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 5 版（DSM-V）中强迫症的诊断标准，选取首发

未治疗的强迫症患者 38 例为强迫症组和 40 例健康

志愿者为对照组，强迫症组完成耶鲁-布朗强迫症量

表(Y-BOCS)、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

（SAS）的评估，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受试者使用 3.0T

结构磁共振进行全脑扫描，使用基于体素的分析方

法(VBA)比较两组白质的 FA 值。随后，对显著改变

脑区的 FA 值与强迫症患者 Y-BOCS 评分及病程进

行相关分析。 

    结果  ①强迫症组在右侧中央前回、左侧岛叶、

左侧额下回及右侧枕下回白质的 FA 值较对照组明

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发现强迫

症组存在 FA 值增高的脑区。②未发现上述异常脑

区 FA 值与 Y BOCS 总分、强迫思维评分、强迫行

为评分及病程之间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首发未治疗的强迫症患者存在额叶、枕

叶和岛叶等多个脑区白质微结构改变，提示这些脑

区白质微结构的改变与强迫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初

中生青少年分离个体化差异情况调查 

 

马晓洁 1 蒋佩佩 1 王芳 1 陈晓英 1  

1）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不同民族、不同

性别的初中生青少年分离-个体化差异情况。 

    方法  于 2019 年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11 所初

中开展分离个体化的情况调查，采用分层（年级）随

机抽样方法，利用青少年分离个体化量表中 9 个维

度进行研究，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不同民族、

不同性别初中生的青少年分离个体化的情况进行分

析。 

    结果  共 1142 名初中生完成本次调查。本次调

查覆盖民族有汉族（559，48.95%）、维吾尔族（442，

38.70%）、哈萨克族（27，2.36%）、回族（89，7.79%）、

柯尔克孜族（7，0.61%）、满族（2，0.18%）、蒙古

族（3，0.26%）、东乡族（1，0.09%）、乌兹别克族

（4，0.35%）、锡伯族（1，0.09%）、土家族（2，0.18%）、

达斡尔族（1，0.09%）、其他（朝鲜族、藏族、俄罗

斯族、瑶族）（4，0.35%），其中少数民族共 58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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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人数 51.05%，在过度师生亲密（18.10±4.15，

17.26±4.33 p<0.01）、过度同伴亲密（28.60±5.33，

26.86±5.33  p<0.01）、健康分离（ 22.61±4.33，

20.04±4.69 p<0.01）这3项积极分离-个体化指标中，

汉族高于少数民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理想化

老师（7.79±2.94，8.19±2.76  p<0.01）这项积极分离

-个体化指标中，汉族低于少数民族，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在拒绝依赖（15.75±6.33，16.98±6.44  p<0.01）、

预期拒绝（13.64±5.95，14.44±5.57 p<0.01）这 2 项

消极分离-个体化指标中，汉族低于少数民族，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本次调查男性（585）、女性（557）

分别占总人数的 51.22%和 48.78%，两种对于自我卷

入呈现出 0.01 水平显著性（24.67±6.65，23.40±6.49 

p<0.01），其余项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初中青少年分离-个体化在汉族与少数

民族间差异较为明显，汉族学生过度师生亲密、过

度同伴亲密度及健康分离程度较少数民族学生高，

而少数民族学生拒绝依赖、预期拒绝程度较汉族学

生高，但理想化老师较汉族学生高；性别分析中仅

自我卷入 1 项男生高于女生。这提示民族的差异对

于初中生分离-个体化有较大的影响，这可能与不同

民族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父母养育方式有关。 

 

 

 

痴呆患者抑郁的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吴晓平 1 戴彪 1 严凡凡 1  

1）合肥市精神病医院 

 

    目的  抑郁症，影响约 49%的痴呆患者，可进

一步恶化痴呆患者认知障碍，增加患者的死亡率和

自杀率。希望通过对 痴呆患者抑郁情绪相关危险因

素的研究，为 痴呆 患者的抑郁防治提供更多的临

床依据。 

    方法  选取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心理科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住院的痴呆患者共 120

例。收集住院病人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认知和

情绪功能评估。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痴呆患者发

生抑郁的相关危险因素，进一步分析 17 项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评分与痴呆患者 HbA1c 水平之间的关系。 

    结果  年龄、性别、高血压、高脂血症、2 型糖

尿病（T2DM）及脑白质病变的患病率(WML)在痴呆

患者伴抑郁组与痴呆患者无抑郁组之间差异有显著

性。高血压、T2DM 和 WML 是痴呆患者抑郁发病

的独立危险因素。HbA1c>6.5%的痴呆患者汉密尔顿

抑郁评分显著于 HbA1c≤6.5% 痴呆患者,且使用控

制糖尿病药物组与未使用降糖药物组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T2DM 是痴呆合并抑郁症患者的独立危

险因素。HbA1c 水平升高会加重痴呆患者的抑郁，

控制HbA1c的水平和控制糖尿病药物可以减轻痴呆

患者抑郁的严重程度。 

 

 

 

情境心理治疗：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技术 

 

薛殿凯 1 刘麦仙 1 郭田荣 1 王长虹 1  

1）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目的  探索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技术——情境心

理治疗（Situated Psychotherapy，SPT），作者开创性

地提出情境心理治疗钟表模式、心理度量衡、情境

反转以及目标心理状态(包括目标认知、目标情绪和

目标行为)等概念，并作为一项新技术应用于医院多

个科室。 

    方法  SPT 是专门针对各种精神障碍患者的治

疗与康复而创立的一种团体心理治疗技术，目前共

有二十余项训练内容，SPT 训练的目标人群主要包

括精神分裂症、各种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心境障

碍、人格障碍等各种精神障碍患者，由于本训练能

够提升心理应变能力与行动力，建构有效的、与价

值方向一致的生活目标，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和

生活目标的实现，因此，SPT 也可用于心理问题的

解决以及养心保健。按照症状特点及要解决的问题

不同选取训练内容，系统的团体治疗一般需要 8 到

20 次，训练内容及顺序的选择具有灵活生。 

    结果  SPT 治疗中所选取的内容均为生活中常

见而且内容健康情境及故事，故该疗法符合医学论

理学要求，没有过多的抽象理论或复杂的操作技术，

注重互动性训练与多媒体技术，内容及形式贴近生

活，趣味性强，通俗易懂，属于聚焦价值的短程心理

治疗技术，该疗法在精神专科医院康复科、精神科

病区、心理援助热线、出院患者微信群等多种场合

应用取得很好的效果。本治疗曾在医院康复医学科

多次作为自选康复治疗项目用于全院开放住院患者

及家属，他们参加该治疗的积极性与依从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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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自愿参加的人数远超过包括音乐治疗、舞蹈治

疗等多种艺术治疗在内的其它康复治疗项目的人数，

并且反响强烈。 

    结论  SPT 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心理治疗

的基础上，以功能性语境理论及情境认知理论为背

景，整合当代多种心理治疗技术，强调通过个体心

理之间协调及其与所处情境之间的互动来调整心理

状态，从而使人获益的一种心理治疗技术。SPT 突

出情境因素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以生活质量与价

值为导向，关注目标实现与影响效果为其特点，并

融入了认知行为治疗、元认知训练以及接纳承诺疗

法等多种心理治疗技术，是一种短程、整合性心理

治疗技术。同时，作者还对上述几种疗法的基本概

念与技术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接纳与承诺疗法的热点与前沿——基于 ISI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 CiteSpace 

 

魏莎 1 倪世芬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

ment therapy, ACT）是第三波认知与行为疗法，目前

对其研究多注重其治疗效果，缺少对其整体发展情

况的相关研究。因此，对接纳与承诺疗法的基础知

识、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进行梳理，了解国际接纳

与承诺疗法的基础知识、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及机

构、研究热点及前景，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

理论基础。 

    方法  检索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关于接纳

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相关文献，采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文献计量

分析，通过生成知识图谱对接纳与承诺疗法在国家

合作、机构合作、作者合作、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进

行可视化分析。 

    结果  1993-2020 年共发表接纳与承诺疗法相

关文献 1594 篇，近年来 ACT 相关研究报道逐年增

多。美国是接纳与承诺疗法文献的主要贡献者，发

文量达到 625 篇；内华达大学是最大的发文机构，

发文量达到 86 篇，STEVEN C HAYES 是发文最多

的作者，发文量达到 62 篇。作者之间有着积极的合

作。研究热点聚焦于心理灵活性、心理问题、接纳与

承诺疗法测量工具、第三波认知行为疗法、研究类

型、一日接纳疗法、三重积极育儿计划。研究前沿包

括心理僵化、精神障碍、治疗效果、疼痛接受。 

    结论  近年来接纳与承诺疗法研究逐渐增多，

研究范围增大，深度也越来越深，应进一步完善相

关研究质量，挖掘其研究价值，以更好地服务于人

类。 

 

 

 

团体心理游戏对焦虑障碍患者自尊及自我概

念的影响 

 

宋晨霞 1 韩玉琴 1 刘敏 1 刘飞 1 尹琳 1  

1）安医大附属心理医院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安

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团体心理游戏训练对焦虑障碍患者

自尊及自我概念的影响。 

    方法  以在某精神专科三甲医院住院的 40 例

诊断为焦虑障碍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对

照研究。实验组 20 例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团体心理游

戏训练，训练时间为每周 3 次，共 4 周。20 例对照

组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首发年龄、焦虑程度均

与实验组相匹配，进行 4 周常规的康复活动训练。

在训练前后分别对两组被试进行焦虑症状自评量表

（SAS）、自尊量表（SES）、自我概念量表（WSCS）

的测评，比较两组被试在焦虑症状、自尊、自我概念

测评方面的变化情况，以 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自尊、自

我概念、焦虑自评量表标准分上，时间*组别存在明

显交互效应，事后分析显示与基线水平相比，实验

组自尊量表得分和自我概念得分明显升高，焦虑症

状评分明显降低，而对照组则未见明显改变。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实验组基线水平的焦虑评分与自尊量

表评分成明显负相关，团体心理游戏训练后患者的

焦虑症状改变值与自尊改变值具有相关趋势。 

    结论  团体心理游戏训练能明提高焦虑障碍患

者的自尊和自我概念，可能为团体心理游戏改善焦

虑症状的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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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刺激对道德隐喻加工的 ERPs 研究 

 

陈玮 1 蒲明慧 1 宋思佳 1 张廷侠 1  

1）日照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厌恶词汇对被试道德隐

喻中黑白颜色刺激和垂直方位刺激的认知加工特点

及其电生理机制。 

    方法  随机招募河南省某高校的健康在校大学

生或研究生 41 人,年龄均在 19-28 岁之间。实验采用

被试内设计,双字词启动范式,先呈现启动词（道德厌

恶词、非道德厌恶词）,然后再呈现目标词（实验一,

目标词为黑颜色中性词、白颜色中性词;实验二,目标

词为屏幕上方的中性词、屏幕下方的中性词）,要求

被试对目标词的字形结构作判断。实验程序由 E-

prime2.0 程序编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

通过 Neuroscan 工作站对脑电数据进行记录与处理。

通过 SPSS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法矫正。 

    结果  在实验一中,行为数据结果显示:非道德

厌恶-白颜色中性词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道德厌恶-

白颜色中性词组[F（1,18）=5.37,P<0.05,η2=0.23]。

ERPs 结果显示:与非道德厌恶刺激相比,道德厌恶启

动后黑颜色中性词诱发了更大的 N1[F（1,18）

=4.69,P<0.05,η2=0.21] 和 N350[F （ 1,18 ）

=6.53,P<0.05,η2=0.27]波幅。在实验二中,行为数据结

果显示:道德厌恶词出现时屏幕上方的中性词的正

确率显著高于屏幕下方的中性词 [F （ 1,21 ）

=4.07,P=0.06,η2=0.16]。非道德厌恶词出现时屏幕上

方的中性词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屏幕下方的中性词[F

（1,21）=12.18,P<0.01,η2=0.37]。ERPs 结果显示:与

非道德厌恶刺激相比,道德厌恶启动后屏幕下方的

中性词在相关脑区诱发了更小的 P2[F（2,42）

=3.96,P<0.05,η2=0.16]以及更大的 N400[F（2,42）

=3.17,P=0.06,η2=0.13]波幅。 

    结论  1.道德厌恶启动后隐喻着不道德概念的

黑颜色中性词获得了更多的认知资源,受到了更精

细的加工。道德厌恶启动后个体通过更倾向于隐喻

着道德纯洁的白色,以缓解和释放厌恶感,保持良好

的自我道德意象。2.道德厌恶启动后与隐喻着道德

概念的“上”表现出了程度较高的语义连接,与隐喻着

不道德概念的“下”则表现出程度较低的语义连接。

个体通过更倾向于隐喻着道德概念的“上”,以缓解和

释放厌恶感,保持良好的自我道德意象。 

 

 

 

全维精神健康管理系统，传承中医哲学综合，

探索人类精神健康综合解决方案 

 

张辉腾 1  

1）全维（海南）精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摘要  全维精神健康管理系统是以精神学、心

理学、功能医学、能量医学、营养学、中医学（易经、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金匮要略、伤寒

杂病论、连式饮膳总论）六大学科理论体系做支撑，

以膳食疗愈、精神疗愈、心理疗愈、艺术（音乐、戏

剧、书法、绘画、舞蹈）疗愈、运动疗愈、睡眠疗愈、

经络疗愈和能量疗愈等八大疗愈手段作为康养呈现，

呵护大众精神健康。 

    全维精神健康管理系统将积极做好七件事：膳

食管理、压力管理、睡眠管理、情绪管理、心理管

理、藏象管理和心因性慢性病康复。 

    全维精神健康管理系统的主要观点： 

    1、以中医哲学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从道法术器

四个层次对客户进行全方位诊察，根据不同客户的

体质特征组织专家提供健康综合解决方案。 

    2、协助客户树立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

识；拯救灵魂与生理康复同步，力求标本兼治。全维

健康管理系统对客户的健康管理进行积极启发和引

导，辅助客户建立“自愈系统”，由精神健康进而达到

身心灵全面健康，重回积极健康人生的目的。 

    在海南省五指山市筹建全维精神健康促进中心

五指山示范基地，为精神健康管理提供全方位的研

究和实践提供应用场景。 

    目的  构建开放式健康资源汇聚平台，探索精

神健康的非化学药物疗法。 

    方法  中医、精神学、心理学、能量医学、营养

学和功能医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与精神健康管理实

践相结合 

    结果  不同专业的专家分工协同合作，为大众

的精神健康管理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结论  以膳食疗愈、精神疗愈、心理疗愈、艺术

（音乐、戏剧、书法、绘画、舞蹈）疗愈、运动疗愈、

睡眠疗愈、经络疗愈和能量疗愈等八大疗愈手段作

为康养呈现，呵护大众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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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Impairment of Response Inhibitio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Huicong Ren1, Haibin Li2, Yingying Zhang3, Nan 

Zhang4, Ruiqin Chen5, Jin Huang6, Wenjuan Liu2, 

Chencheng Zhang7, Zhaohui Zhang8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3）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Center for Functional 

Neurosurger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

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4）Research Center of Brain and Cognitive Neurosci-

enc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China 

5）Research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Deanery of Bio-

med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Edinburgh, 

United Kingdom 

6）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7）Departments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China 

8）Shanghai Research Center for Brain Science and 

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patients with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CD) perform poorly 

on tasks involving executive functions, which has been 

linked to dysfunctional frontostriatal circuit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studies are often not in accord-

ance with each other and many studies have been lim-

ited by small sample size,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and 

focus on patients liv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socie-

tal cultures. To address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we ex-

amined several executive function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OCD by means of a valid, standardized, and inter-

nationally wide used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battery. 

    Methods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47 Chinese 

patients with OCD (26 men, 21 women), ranging in age 

from 19 to 56 years, and 47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without any lifetime psychiatric disorder. Five 

tests [stop signal task (SST), spatial working memory 

(SWM), stockings of Cambridge (SOC), intra-extra di-

mensional (IED), and paired associates learning (PAL)] 

of the Cambridge Neuropsychological Automated Test 

Battery (CANTAB) were used to evaluate response in-

hibition, spatial working memory, planning, and cogni-

tive flexibility along with testing visual recognition 

memory.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overall patient-control group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assessing differences between 

patients classified as having either relatively mild symp-

toms or severe symptoms based on their scores on the 

Yale-Brown Obsessive-Compulsive Scale (Y-BOCS). 

    Results  Patients displayed a faster stop-signal 

reaction time than HCs in the SST. Furthermore, alt-

hough no significant overall patient-control group dif-

ferences were observed, patients with severe OCD 

symptoms made fewer errors than patients with rela-

tively mild symptoms specifically during extra-dimen-

sional rule shifts in the IED task. No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s were evident in performance of the other 

CANTAB tasks used. 

    Conclusion  Chinese patients with OCD seem to 

be characterized by abnormally enhanced inhibitory 

motor control occurring along with intact other cogni-

tive functions. Severely affected patients may also dis-

play overfocused attention and abnormally enhanced 

cognitive control. These results underline the presence 

of hyperactivated neurocognitive networks in OCD. 

 

 

 

接纳与承诺治疗在精神科医务人员中的应用

初探 

 

程小菁 1 王帮敏 2 关惠新 3 杨楠 1 殷爱华 1 张敬悬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2）滨州医学院 

3）济宁医学院 

 

    目的  探讨接纳与承诺治疗（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对精神科医务人员心理

灵活性及精神疾病污名化的影响与应用，从而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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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与承诺疗法在临床心理干预的推广应用提供更多

临床资料与理论依据，再者，探讨降低精神科医务

人员病耻感的有效措施，来丰富 ACT 在不同领域中

的干预研究。 

    方法  按照预设的 ACT 干预方案对山东省精

神卫生中心 30 名精神科医务人员进行干预。本研究

采用认知融合问卷、接纳与行动问卷第 2 版及贬低-

歧视感知量表，在接纳与承诺治疗干预前、后分别

对精神科医务人员进行评估。 

    结果  经过 4 次接纳与承诺疗法的干预后，采

用配对样本方差分析对 ACT 干预前、后研究对象的

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以及对精神疾病污名化程度

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干预后量表分均低于干预前，

其中经验性回避与认知融合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贬低-歧视感知量表分在干预前、

后差异虽未达到显著统计学意义，但得分仍有降低

趋势。 

    结论  接纳与承诺治疗可有效减少精神科医务

人员的认知融合，促进经验性回避程度降低，提高

心理灵活性水平。本研究为 ACT 在精神专业技术人

员中应用的初步探讨，研究结论可为 ACT 在精神专

科医院工作人员乃至更广范围人群的推广使用提供

可靠的参考与实践经验。 

 

 

 

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诊

断研究 

 

马晓洁 1 蒋佩佩 1 张文惠 1 李华 1 陈杨 1  

1）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

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

病，拉曼光谱是一种基于非弹性散射的分子识别技

术，它能够提供分子结构、含量以及组成的指纹信

息，特定的拉曼光谱峰值可以用来表示分子结构，

为提高 AD 早期诊断率，本研究运用拉曼光谱技术

检测 AD 患者血清，并加以分析进一步探究 AD 的

发病机制。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研究组纳入于

我院就诊≥60 岁老年人，采集 AD 患者（n=30 例）

及对照组（n=30 例）血清、尿液样本，采用拉曼光

谱技术进行检测，针对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物质,

如一氧化氮（NO）和 β-淀粉样蛋白（Aβ）等进行分

析研究。 

    结果  光谱分析中，可辨识出患者光谱数据多

处峰值与对照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本次实验采集

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血清、尿液平均光谱，血清光

谱在 744cm-1（色氨酸吲哚侧链）、1003cm-1（(C–

C)a, (C–O)a, 芳烃环呼吸振动）、1154cm-1（(C–C)a, 

(C–H)a, (C=S)a, (CH2) 摆动振动）、1285 cm-1（(N-

H), (C-H)）、1454cm-1（CH3 基团的拉伸振动）、

1515cm-1（酰胺 II）处（±5cm–1）出现明显峰值，

类似的，尿液光谱 1003cm-1、1154cm-1 等处也出现

了相应的峰值。 

    结论  光谱分析中，检测出的差异性峰值蛋白，

其相关病变引起相应的血液成分变化，以血清光谱

为主体进行分析，血清平均光谱中 1003、1154 和

1515 cm-1 处的峰值分别对应了类胡萝卜素的 C-C

和 C=C 振动，类胡萝卜素作为自由基清除剂，其缺

乏可能会加速大脑的退化过程，从而加剧阿尔兹海

默症，类胡萝卜素体内含量也常作为阿尔兹海默症

诊断及治疗的重要指标。从病理学的角度而言，这

些光谱峰值都有着相应的病理解释，这些为后续计

算机辅助分类诊断阿尔兹海默症和寻找最敏感的光

谱段提供了依据。 

 

 

 

焦虑抑郁共病患者的反刍思维与儿童期经历

相关性的探讨研究 

 

马盛兰 1,2,3 谢雯 1,2,3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3）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焦虑抑郁共病患者的焦

虑和抑郁程度与反刍思维以及儿童期经历的关系，

为焦虑抑郁共病患者的疾病早期干预、治疗及预后

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门

诊患者 98 人作为研究对象，符合 ICD-10 诊断准，

诊断为抑郁发作同时伴有焦虑症状，年龄均在 18-60

岁之间。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取患者的一般人口

学资料、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D）、反刍思维量表（RRS-CV）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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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期经历问卷（CTQ）。数据采用 SPSS21.0 进行相

关统计分析。 

    结果  1） 反刍思维与抑郁程度成正相关（p＜

0.001，r=0.549），与焦虑程度成正相关（p＜0.001，

r=0.555），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反刍思维中的三

个因子分中，其中焦虑与症状反刍的相关性最高，

（p＜0.001，r=0.44），抑郁与症状反刍的相关性也是

最高，（p＜0.001，r=0.531）.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2）儿童期经历与抑郁程度成显著正相关，（p＜

0.001，r=0.500），与焦虑程度成正相关（p＜0.05，

r=0.414），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抑郁程度与性

虐待成显著相关（p＜0.001，r=0.500），焦虑程度与

情感虐待成正相关，（p＜0.05，r=0.420），结果具有

统计学意义。 

    3）儿童期创伤经历与反刍思维成相关性，（p＜

0.05，r=0.405），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期创伤经历和反刍思维是焦虑抑郁

共病的危险因素，对成年人的焦虑抑郁程度可能有

预测作用，而文化程度和父母教养方式可能是其保

护因素；儿童期经历和反刍思维也互相影响，高创

伤的儿童期经历在成年后可能有更高的思维反刍，

其焦虑抑郁程度也更高。因此，在关注成年人心理

健康的同时，儿童期心理的健康发展也不容忽视。 

 

 

网络精神病学组 

 

重性抑郁障碍共病纤维肌痛综合征一例 

 

邓君凤 1 袁伊雯 1 欧颖 1 李喆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目的  纤维肌痛综合征（Fibromyalgia Syndrome，

FMS），是以全身弥漫性疼痛为主要特征的疾病，该

病可单独发病，也可与其他疾病共同存在，抑郁障

碍是其常共病的精神疾病。由于 FMS 的临床症状及

客观指标缺乏特异性，临床上容易误诊、漏诊。本文

回顾性分析 1 例抑郁障碍与纤维肌痛综合征共病患

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患者 20 岁，青年女性，长期居住在农村，

高中在读，因“全身疼痛、疲乏、眠差，情绪低落 3+

年，加重半月”入院。入院诊断：诊断为：重性抑郁

障碍，反复发作，重度。给予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150mg 每早、劳拉西泮 0.5mg 每晚，并辅以电针灸

及心理治疗。入院时 32 项轻躁狂症状清单

（Hypomania Checking List-32, HCL-32）评分为 6 分，

提示既往无轻躁狂发作。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评分 36 分，提

示重度抑郁。14 项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

iety scale, HAMA）评分 15 分，提示有焦虑。应对方

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aire, CSQ）评分 151 分，

提示应对方式欠成熟。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

（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 VAS）得分为 8 分，提

示患者较强烈的疼痛。 

    结果  第 3 天患者述全身疼痛、乏力无缓解，

夜间仍感入睡困难。文拉法辛缓释胶囊加量至

225mg 每日，加用酒石酸唑吡坦 5mg 每晚，患者仍

感疼痛无缓解，但焦虑、情绪、睡眠有改善。HAMD

评分 27 分，HAMA 评分 10 分，VAS 评分 8 分。请

疼痛科会诊，弥漫疼痛指数评分为 17 分，症状严重

程度评分为 10 分，纤维肌痛评分为 27 分。因此，

诊断修订为：1.重性抑郁障碍；2. 纤维肌痛综合征。

加用普瑞巴林 75mg 早晚，患者疼痛有明显好转，

出院时 HAMD 评分为 14 分，HAMA 评分为 7 分，

VAS 评分为 0 分。 

    结论  FMS 与抑郁障碍共病率高，且存在症状

重叠，在精神科临床容易漏诊和误诊。若患者存在

长期全身多部位的疼痛，需要警惕 FMS 可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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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低文化水平、经济水平低下及肥胖个体可

能是该病危险因素，需要重点关注。双通道抗抑郁

剂联合普瑞巴林可能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另外，

多学科联合也是对 FMS 及时诊治的有效策略。 

 

 

 

巴林特小组活动对精神科女护士心理健康和

共情疲劳的影响 

 

顾婉茹 1 谢守付 2  

1）大连大学 

2）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本次干预性研究，探索巴林特小组

对精神科女护士心理健康和共情疲劳的干预效果，

为我国护士共情疲劳干预方法的探究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于 2020 年 7 月

至 2020 年 9 月选取大连市某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

院 44 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对护士实施为期 8 周的

巴林特小组活动干预，干预形式为线上视频会议。

将 44 名护士随机分为 2 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22

人，实验组每人每周参加一次巴林特小组活动，每

次 60min；对照组仅参与院内日常培训及活动。对护

士分别于第 1 次干预前和最后 1 次干预结束后当天

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职业生活质量量表、杰弗逊共

情量表-医务人员版、症状自评量表进行评估。用

Excel 进行数据录入，运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描述，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描述。干预前后的计量资料采用配对样

本 t检验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干预前实验组护士与对照组护士各量

表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实验组护

士症状自评量表总分由干预前（150.18±29.55）分降

低到干预后（119.41±19.47）分，在总分及各维度得

分上，干预后得分均低于干预前得分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3.实验组护士共情满意由干预

前（32.56±5.48）分提升到干预后（38.46±3.87）分，

职业倦怠由干预前（28.47±4.78）分降低到干预后

（23.65±4.81）分，显著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二次创伤压力干预后得分与干预前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实验组护士

共情能力总分由干预前（97.58±5.84）分提升到干预

后（110.47±5.33）分，换位思考由干预前（11.3±2.58）

分提升到干预后（15.45±2.84）分，观点采择由干预

前（48.53±5.47）分提升到干预后（54.25±6.33）分，

怜悯关怀由干预前（37.86±7.57）分提升到干预后

（42.65±4.55）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精神科女护士存在心理健康和共情疲劳

等问题；巴林特小组活动可以有效改善精神科女护

士的心理健康水平；巴林特小组活动可以有效缓解

精神科女护士的共情疲劳问题；巴林特小组活动可

以显著提高精神科女护士的共情能力。 

 

 

 

2019 新冠疫情导致的国内女性焦虑抑郁心理

状态分析 

 

吕伟 2 唐伟 1,2 刘家洪 2 王孟璞 1  

1）温州医科大学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目的  为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的全

国女性焦虑抑郁的现状，改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中女性群体的心理健康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网络问卷调查 2020 年 1 月 26 日

~2020 年 8 月 31 日全国各个地区 2988 名女性，采

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对人群进

行心理测查。 

    结果  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 2988 份，青年女

性 1652 人，占比 52.29%，中年女性 1336 人，占比

44.71%；湖北籍 1896 人，占比 63.45%，非湖北籍

1092 人，占比 36.55%；高中以下学历 1762 人，占

比 58.97%，高中以上学历 1226 人，占比 41.03% ；

HAMA 和 HAMD 量表在年龄、地区、受教育程度

之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低学历、中

年群体的焦虑抑郁情绪严重程度更加明显。 

    结论  本研究显示年龄、所在地和受教育水平

在不同程度上对女性在新冠疫情后焦虑抑郁症状产

生存在影响。为了保障疫情后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

应重视对焦虑抑郁的筛查，特别关注低学历中年女

性群体，危机干预应针对此类人群设计对应的方案。

对短时间内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受害者进行心理

干预，对已出现不良情绪的患者应进行及时有效的

治疗，最大程度上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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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患重症精神类疾病的

患者的心理分析 

 

郎艳 1 吴洁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 2019 年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年)疫情中，全球已确认超过 16960 万人感染，

全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受感染的患者和前线应急着，

而社会中的一些边缘群体被忽视。本研究是对

COVID-19 期间对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的观察，我们

探讨了 COVID-19 疫情下患有抑郁障碍、焦虑障碍、

强迫障碍、精神分裂、双相情感障碍、躯体形式障碍

的心理状况。 

    方法  采用问卷星对 346 人进行网络调研，通

过逻辑回归分析新冠疫情与精神症状的关系。 

    结果  患者和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

上没有不同，患者在患者健康问卷(PHQ-9)、广泛性

焦虑量表(GAD-7)、应激自评量表(PSS-10)、心理健

康自评问卷、阿森斯失眠量表（AIS）、强迫量表（Y-

BOCS）和上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t=8.269，

p<0.05；t=6.825，p<0.05；t=6.423，p<0.05；t=-6.779，

p<0.05；t=7.486，p<0.05；t=5.925，p<0.05）。 

    结论  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和大规模隔离，严

重精神疾病患者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确实高于普通人

群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来自新冠肺炎爆发和封锁限

制的实际感受到的压力似乎是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患

严重焦虑的高风险的强有力的预测和调节因素，另

外，我们发现患重症精神疾病的人服药时间的长短

对量表的评分没有影响，这可能与患者的适应能力、

人格特征有关。尽管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普通人

群的痛苦上，但我们的发现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

即当前的大流行可能会对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精神

健康产生严重的后果。 

 

 

 

Differences in The Association of Anxiety, In-

somnia and Somatic Symptoms of  Medical 

Staff and The General Populatio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Yuanyuan Huang1, Yongjie Zhou2, Fengchun Wu1,3, 

Xiangyang Zhang1,4, Yuping Ning1,3,5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Affiliated Brain Hos-

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 Guang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henzhen Kangning Hos-

pital, Shenzhen, China; 

3）Guangdo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

ter for Translational Medicine of Mental Disorders, 

Guangzhou, China; 

4）CAS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5）The first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Southern Med-

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bjective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were recognized with respect to psychological issues, 

but there are no reports regarding the insomnia and anx-

iety comorbidities and their related factors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medical staff. Our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and anxiety with in-

somnia,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ymptom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ethods  A total of 605 medical staff and 1091 

public respondents were assessed through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ociodemographic data in-

cluded the following: occupation (medical staff or oth-

ers), gender, age, body mass index (BMI), ethnicity,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daily working hours, history 

of physical diseases, infection with COVID-19 in 

friends or relatives, and experience with the SARS pan-

demic.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7-item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ISI), the somatization subscale of 

Symptom Checklist 90-Revised (SCL-90-R), and the 7-

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 and χ2 test were 

used for comparisons between groups. Spearman corre-

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ISI scores and demographic and clini-

cal variables. Finally,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

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

somnia in anxiety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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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med-

ical staff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anxiety (45.5% vs. 

32.4%; p < 0.001, OR = 1.735). The incidence of insom-

nia in anxious participants was 52.7% in medical staff 

and 44.6% in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5, OR = 1.384). Among anxious 

medical staff and general public, the SCI-90 somatiza-

tion subscale, the scores of the ISI, and GAD-7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rticipants with insomnia than 

in those without insomnia (all p< 0.05),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SI score was signifi-

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 history of physical 

diseases, somatization subscores of the SCL-90, and 

GAD-7 score (all p < 0.001). Further,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GAD-7 score and somatiza-

tion subscore of the SCI-90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

ated with insomnia among anxiety participants in both 

groups (all p < 0.001).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of COVID-19, medical staff experi-

enced more anxiety and anxiety with insomnia. Somati-

zat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are highly correlated 

among medical staff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refore,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high-risk occupational worker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tates. 

 

 

 

Suicide Attempts, Neurocognitive Dysfunc-

tions and Clinical Correlates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Chines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Yuanyuan Huang1, Kai Wu2, Caimei Zou1, Ting Li1, 

Yuping Ning1,3,4, Mingzhe Yang1, Fengchun Wu1,4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Affiliated Brain Hos-

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 Guang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

sity of Technology (scUT), Guangzhou, china; 

3）The First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4）Guangdo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

ter for Translational Medicine of Mental Disorders, 

Guangzhou, China. 

 

    Objective  Suicide is a common and complex 

symptom of schizophrenia that may be related to clini-

cal variables and neurocognitive func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ed correlates of suicide 

attempts in Chines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cluding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gnitive level, which has not yet 

been reported. 

    Methods  A total of 426 schizophrenia inpatient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at the Affiliated Brain Hos-

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Patients who 

exhibited suicidal behaviour at least once in their life-

time were classified as suicide attempters. Clinical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

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Neurocognitive func-

tion was measured by the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

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 and χ2 test were 

used for comparisons between groups. A multiple lo-

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risk factors of suicide attempters in middle-aged and el-

derly schizophrenia patient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e attempts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Chines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as 13.3% (57/426), with rates of 19.18% (28/146) in 

female patients and 10.35% (29/280) in male patients, 

which represented a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X2 = 

6.442, p = 0.016). Patients with suicide attemp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ANSS-positive subscores, depres-

sive subscores, and RBANS-story recall than non-at-

tempter patients (all p < 0.05).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

sion showed that gender, positive subscore, depressive 

subscore and RBANS-story recall (OR = 1.10-2.19, p < 

0.05)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e at-

tempts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schizophrenia pa-

tients. 

    Conclusion  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rate of su-

icide attempts in Chines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s high. Compared to non-at-

tempters, there are less cognitive impairment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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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ymptoms, and more female patients in the sui-

cide attempters. 

 

 

 

新媒体时代精神卫生舆情现状分析 

 

宝家怡 1 张蕾 1 乔颖 1  

1）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舆情监测为例，为初步了解精神卫

生的网络舆情现状，为全媒体时代的精神卫生舆情

管控提出建议。 

    方法  通过中青华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对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018.11.01—2019.12.31 监测数

据。以医院名称的全称及简写和变体作为关键词，

对微博、微信公众号、论坛、新闻等多媒体类型进行

检测。被采集的舆情信息通过机器模型和人工双重

判断进行标记：正性舆情、中性舆情、负性舆情。 

    结果  舆情监测结果显示：（1）共收录医院相

关信息 126 159 条，微博（63.96%）和微信（15.02%）

是为监测期内舆情最为主要的传播阵地；（2）中性

以及正性信息较多（99.73%，125 818 条），负性舆

情占极少数（0.26%，328 条）；（3） 负性舆情大多

来源微博、论坛等自媒体平台，主要与“医疗诊断和

效果”（85 条）和“就医体验”（71 条）有关；（4）全

年热门的前 10 名文章中，有 7 篇文章、与精神障碍

的治疗技术和药物有关。 

    结论  民众在网络上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

评价整体良好，医院建设的全面发展中需要加强就

诊过程的细节考量和设计，促进患者就诊体验；未

来工作中，需要制定更为细化的精神卫生舆情评估

标准以及调查流程。 

 

 

 

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互联网诊疗的应用 

 

韩磊 1 魏立京 1 陈玉杰 1 徐德林 1 姚付新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精神心理障碍目前被认为是一种慢性疾

病，与躯体疾病不同，精神类疾病不依赖于仪器设

备的检查和生化指标的检验，通过临床症状和主诉

即可大致确定病情，治疗方式多以药物加心理治疗

为主，但治疗周期长，对于有复诊需求的患者，通过

互联网手段大大提高了就诊效率，缩短时间，提升

了患者就医体验。有心理咨询需求的患者更是可以

足不出户,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连线自己信任的医

生或咨询师。 

    方法  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于 2020 年开通

了互联网诊疗平台，目前患者进入互联网平台后诊

疗流程如下： 

    一、实名认证：身份证+人脸识别。 

    二、复诊资格认定：在我院有就诊记录并且最

后一次就诊记录不能超过 90 天。 

    三、预约挂号：目前我院互联网号源均为 50 元，

并且可以医保报销。 

    四、线上复诊和开方：医生和患者进行图文或

视频咨询后，医生可书写病历、开具处方（互联网处

方采用电子签名）并发送给患者。 

    五、线上支付：患者通过互联网诊疗平台支付

费用（目前由于医保政策问题，还无法实现线上医

保报销。如患者有需要可以持卡来院医保分解缴费） 

    六、审方发药：医院门诊药师对处方再次进行

审核后可根据患者需要，配送快递到家或来院自取。 

    结果  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现阶段互联网诊

疗平台发展规划：一、在政策开放的情况下实现医

保全部在线支付；二、扩大规模、扩大服务范围；

三、大力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四、开通心理测查量表

功能；五、改善患者预后实现全病程管理； 

    结论  复诊开药、心理问卷评估和心理咨询都

可以通过互联网诊疗平台有效开展，通过互联网诊

疗的方式就医还可以有效降低患者因病耻感而造成

更多的心理负担，因此互联网医疗的模式非常适合

精神心理科疾病的诊治。 

 

 

 

Associations of Neurocogni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 With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 

 

郭鹏飞 1 刘帅 1 胡淑文 1 莫大明 2 曹小梅 2 沈晓霜
2 钟慧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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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As the core feature of schizophrenia,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more serious in patients with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EOS). However, the neu-

roimaging basis of cognitive functions, including neu-

rocogni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 remains unclear in pa-

tients with EOS. 

    Methods  43 EOS patients underwent structural 

and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RI scans.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were evaluated by brain gray matter vol-

ume (GMV) and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

tions (ALFF) analysis.Neurocognition was assessed by 

Chinese auditory learning test、verbal fluency test(VFT)、

digit span test(DST) and stroop test.And social cogni-

tion was assessed by theory of mind(TOM) picture sto-

ries and Chinese ambiguous intentions hostility ques-

tionnaire(AIHQ-C).The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is 

used to detect the poten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

tive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brain imaging parameters. 

    Results  First,neurocognition was linked to brain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immediate memory 

score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GMV in the left tem-

poral pole gyrus and higher verbal fluency scores with 

increased GMV in the left temporal pole middle tem-

poral gyrus and higher stroop word scores with in-

creased GMV in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Second, 

social cognition was related to brain function character-

ized by lower reality scores of TOM associated with in-

creased ALFF in the left hippocampus and left precen-

tral gyrus. In the accidental scenes of AIHQ-C, the 

higher scores of hostility bias were associated with in-

creased ALFF in the left fusiform gyrus and right mid-

dle temporal gyrus,and the higher scores of aggression 

bias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ALFF in the left fu-

siform gyrus and left precentral gyrus.And we also 

found the total scores of aggression bia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FF in the left fusiform gyrus.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may not only expand 

the exis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brain relationship in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 but also 

have clinical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the neurological 

mechanism of neurocognitive and social cognitive im-

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 as 

well as providing potential neural targets for their treat-

ment. 

 

 

 

早发性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与脑结构差异的

相关研究 

 

刘帅 1 胡淑文 1 郭鹏飞 1 郑洪宇 1 江晓璐 1 曹小梅
2 钟慧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伴和不伴自杀意念的早发性抑郁障

碍患者的脑区结构的差异及其与抑郁严重程度的关

系，以期日后对早发性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意念及

自杀行为进行早期识别及干预。 

    方法  收集符合 DSM-5 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

青少年患者，由两名经过培训的精神科研究生对其

进行人口学资料及临床资料的收集并让所有被试完

成磁共振扫描和血液采取。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贝克自杀意念量表（BSSI-CV）对所

有被试进行临床症状评估。按照贝克自杀意念量评

分，将被试分成伴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组和不伴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组。采用

SPSS24.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如两组被试的年龄、受

教育年限、HAMD-17 评分之间采用双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性别）以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进行

比较，Pearson 相关分析被用于检验磁共振及血清炎

症因子水平数据与神经认知功能、神经心理相关性，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运用基于体素形态

测量学（VBM）技术分析两组被试的磁共振图像，

对于 VBM 统计分析获取的图像采用 SPM8 软件实

施组间 t 检验，将两组被试差异脑区作为感兴趣区

（ROI），提取感兴趣区（ROI）内所有被试的灰质体

积并作平均，再将获取到的感兴趣区（ROI）内所有

被试的平均灰质体积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17）量表得分做 Pearson 相关分析，统计水准以

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以协变量的形式去除性别、年龄和受教

育年限差异对研究的影响后，伴和不伴自杀意念的

两组被试存在脑区差异，差异脑区为右侧额中回及

左侧角回，相较于不伴自杀意念组，伴自杀意念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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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右侧额中回、左侧角回的灰质体积增大，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团块水平 FWE 校正，p<0.05），

并且两组被试的差异脑区灰质体积与 HAMD-17 得

分无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伴自杀意念的早发性抑郁症患者与不伴

自杀意念的早发性抑郁症患者存在脑区结构差异，

差异脑区为右侧额中回及左侧角回，未发现此脑区

结构差异与抑郁程度具有相关性。 

 

 

 

互联网医疗在精神科门诊初步应用 

 

胡恒章 1  

1）台州市博爱医院 

 

    目的  探讨互联网医疗在精神科门诊应用 

    方法  总结 5 年来利用好大夫、好睡眠 365、好

心情和怡宁网上医院，在精神科门诊开展网上医疗

服务 3885 例，提供精神科问诊、复查和配药服务，

受到家属和患者好评。 

    结果  互联网服务了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根

据网上咨询、心理测试和线下门诊，初步诊断焦虑

障碍2106例（54.20％），抑郁障碍1238例(31.87％)，

睡眠障碍 267 例(6.87％)，儿童青少年问题 128 例

(3.95％)，精神分裂症 111 例（2.86％），其他（性心

理等）35 例（0.9％）。发现年轻人多（平均年龄

35.2±38.16），性心理咨询等隐私问题多，复诊配药

方便。方便、快捷服务，及时满意率达到 80％。结

果可见，网上咨询的严重精神障碍只有 2.86％，轻

度精神心理问题占 95％以上，说明线下有许多轻度

精神心理障碍患者需要咨询和就诊，同时保护患者

隐私，方便患者及时就诊，积极引导线下医院门诊，

形成医疗服务闭环，增加患者的就诊的良好体验，

满足了患者精神心理服务的需求。 

    结论  总而言之，本人几年来网上医疗实践证

明，精神科门诊中可以积极使用网上医疗，提高服

务范围和效率。今后也可以扩大网上远程视频咨询，

提高诊断符合率。 

 

 

 

老年人听觉和视觉损害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

研究 

 

周莉娜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一项大型全国研究的数据分析，

探究老年人听觉和视觉障碍与其抑郁症状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6141 例年龄≥60 岁的老年人为研究

对象，根据是否合并听觉和视觉障碍分为：无障碍

组（n=5519）、视觉障碍组（n=195）、听觉障碍组

（n=335）、双重障碍组（n=72）。比较一般资料和 10

条目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10）评分的差异，

并分析与 CESD-10 评分有关的因素。 

    结果  （1）四组的年龄、性别构成、受教育年

限、婚姻状态和 CESD-10 评分存在组间差异（p 均

<0.05）。与无障碍组相比，视觉障碍组、听觉障碍组

和双重障碍组的 CESD-10 评分均较高；与听觉障碍

组相比，视觉障碍组和双重障碍组的 CESD-10 评分

更高（p 均<0.05）。（2）受教育年限低、合并听觉障

碍、合并视觉障碍、性别为女性、婚姻状态不佳和年

龄低与 CESD-10 评分升高有关（p<0.05）。 

    结论  老年人抑郁症状与其合并听觉和视觉障

碍有关，视觉障碍对抑郁症状的影响更明显。 

 

 

 

青少年女性患者抑郁症认知行为治疗的效果

研究 

 

运小彬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和探讨认知行为疗法在青少年女性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间

收治的青少年女性抑郁症患者 108 例，通过随机编

号法进行分组，单号为对照组，54 例患者，接受常

规药物治疗；双号为观察组，54 例患者，予以药物

联合认知行为治疗方法，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前

与治疗后 HAMD 评分、BDI 评分。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BDI 评分之

间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HAMD、

BDI 评分均明显降低，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各项

评分更低，组间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治疗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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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认知行为疗法，有助于缓解患者的抑郁症状，促

进患者康复，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Sex Difference i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Fa-

tigue of Frontline Staff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滕紫薇 1 苏玉涵 1 唐慧 1 向慧 1 伍海姗 1 李乐华 1 

黄兢 1 陈晋东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s spreading globally, and it is signific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frontline staff in 

this pandemic. This study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sex 

difference among the frontline staff in demographics, 

characteristics of mental state, and the potential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a total of 2614 Chinese frontline staff 

were recruited.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are 

used for assessing the mental status of frontline staff, 

and the Fatigue Self-Assessment Scale (FSAS) is used 

for detecting fatigue. 

    Result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anxiety for fe-

male frontline staff which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P=0.003), and the prevalence rate of depression is sim-

ilar between them (P=0.091). After comparing the risk 

factors of unhealthy mental state between different sex, 

it is found that family income below 100,000 [depres-

sion: odds ratio (OR) 1.37;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1.08-1.73; anxiety: OR 1.99;95% CI,1.44-2.75], 

unsupported of family (depression: OR 10.94; 95% CI, 

1.39-85.79; anxiety: OR 11.92; 95% CI, 3.80-37.36) 

and marriage (depression: OR 1.67; 95% CI, 1.15-2.43) 

are risk factors for male, and total fatigue (depression: 

OR 2.96; 95% CI, 1.46-6.02) is risk factor for female. 

    Conclus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re widespread among the frontline staff of 

COVID-19, and anxiety showed a higher prevalence 

rate among female frontline staff. From the sex differ-

ence in risk factor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focus of psy-

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may differ between genders. 

Males with low family income, unsupported by family 

or marriage, and females with a high score of total fa-

tigue require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复发精神分裂症病人的默认网络内功能连接

的研究 

 

孙云开 1 唐劲松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异常的默认网络(DMN)功能连接已经被

发现在精神分裂症（SCZ）的病人中。然而，复发的

SCZ 的 DMN 功能连接模式仍然不清楚。本研究的

目的是探索复发的SCZ病人DMN内功能连接模式。 

    方法  我们收集了 70 个 SCZ 和 81 个健康对照

组的静息态磁共振数据，其中 SCZ 被试包括 43 个

首发病人和 27 个复发病人。经过 8 周的随访，SCZ

的临床信息被收集。研究的焦点在 DMN 内部功能

连接。我们提取了 Dosenbach 模板中的 DMN 的平

均时间序列并计算了 DMN 内部的功能连接。弹性

网络的方法被用来拟合显著的 DMN 内功能连接是

否可以预测抗精神药物的治疗反应。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我们发现普遍降低

的 DMN 内功能链接仅仅发现在复发的 SCZ 病人

（p<0.05, FDR corrected），而首发未服药的病人并没

有显示出任何显著的异常的 DMN 连接（p>0.05, 

FDR corrected）。这些异常的 DMN 功能连接可以有

效地预测随访 8 周的阳性和阴性精神症状评定量表

（PANSS）总分下降率。 

    结论  我们的结果揭示了复发的 SCZ病人的异

常的 DMN 功能连接模式。这些发现为 SCZ 病人的

病理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首发精神分裂症及一级亲属与冲动特征相关

的抑制控制功能随访研究 

 

韩颖琳 1 花玲玲 2 周红亮 3 夏逸 3 姚志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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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精神三科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江苏省

抑郁症诊疗中心） 

3）南京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4）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属于最严重精神障碍之一，

它的冲动行为是精神分裂症常见的临床危害特征，

与抑制控制损害密切相关。抑制控制功能是认知功

能的核心成分。因此，通过一年随访，对首发精神分

裂症组、一级亲属组、正常对照组进行抑制控制相

关认知功能的神经心理学测试比较，为早期筛查提

供有效筛查依据。 

    方法  招募 5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50 例一级

亲属和 50 例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

对照者完成 Barratt 冲动量表及与抑制控制相关的部

分认知功能测验，包括连线测验 A(Trail Making Test 

A, TMT-A)，符号编码(Symbol Coding, SC)，神经心

理评估成套测验迷宫测验 (Neuropsychological As-

sessment Battery-Mazes, Mazes)，并分别在 6 月、12

月随访认知功能测试，分析三组在基线及随访时认

知功能差异。本实验数据采用 SPSS24.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1.Barratt 冲动量表 

    首发组在 B1 认知力冲动维度及 B3 无计划冲动

维度，明显低于另外两组(p<0.05)；而 B2 运动冲动

维度，首发组分值明显高于另外两组(p<0.05)。 

    2.认知功能测试 

    基线时，三组认知功能测试结果存在组间差异

及两两均有差异的是 TMT-A，SC，Mazes 总分，从

正常对照到高危人群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递进式

功能损害(p<0.001)。 

    随访时，在首发组与高危组认知功能测试结果

只有 SC 在一年随访中没有改善趋势的认知功能测

试，且在首发精神分裂症组及高危人群组均未见好

转。据此推出 SC 测试是较为可靠的辨别三组差异

的认知功能测试。 

    3.多元回归分析 

    将基线时 SC 作为因子建立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

型，在 p<0.05，α=0.05。结果示 B2 冲动行为因子及

符号编码能力对于高危组是保护因素，B2 冲动行为

因子对健康组也是保护因素，基于此回归分析结果

的分类预测正确率能达到 80%以上。 

    结论  结论： 

    1.首发组和高危组在信息处理及推理解决问题

两个维度、三个测试存在下降，其中首发精神分裂

症组下降最显著。 

    2. SC 可能代表的信息处理障碍是精神分裂症

素质特征，在高危组就已出现损害。结合 SC 多元回

归模型，提示 SC 可能是首发精神分裂症及高危人

群早期筛查的有效工具，提示人群发展的趋势。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Re-

duces Clinical Symptoms and Modulates Cor-

tical Inhibi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

order: A TMS-EEG Study 

 

程佳月 1 李璞玉 1 王振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is a disabling condition with about 40% patients 

show no response to first-line treatments.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is a safe, accessible 

technique to modulate cortical excitability and inhibi-

tion but with inconsistent evidence in treating OCD.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tDCS in OCD and the altera-

tion of cortical excitability and inhibition following the 

treatment which is measure by Concurrent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electroencephalography (TMS-

EEG). 

    Methods  Twenty-four OCD patients underwent 

ten 20-min sessions of 1.5mA high-definition tDCS 

with cathode placed over right OFC and anode elec-

trodes set surround cathodal electrode. TMS-EEG was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tDCS treatment. The sever-

ity of OCD symptom was assessed by Yale-Brown Ob-

sessive-Compulsive Scale (Y-BOCS), moreover,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 (BDI-II) and the 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 were used respectively to as-

sess severity of depressive and anxious symptoms. 

Twenty-seven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with 

TMS-EEG recorded. 

    Results  Following tDCS, the Y-BOCS, BDI-Ⅱ 

and BAI scor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ll P=0.000).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422 

TMS-evoked N100 amplitude, thought to be related to 

GABAB receptors function, reduced significantly after 

tDCS (Z=-2.143, P=0.032) which had been higher in 

OC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t base-

line (Z=-2.151, P=0.031). 

    Conclusion  Cathodal high-definition tDCS ap-

plied over OFC could improve obsessive-compulsive, 

depressive and anxious symptoms along with alleviated 

abnormality of GABAB receptors function. 

 

 

 

网上医疗在精神科门诊初步应用 

 

胡恒章 1  

1）浙江台州市博爱医院 

 

    本人自 2016 年利用好大夫、好睡眠 365、好心

情和怡宁网上医院，在精神科门诊开展网上医疗服

务 3885 例，患者来自全国 26 个省市和自治区，极

大方便了患者及家属的咨询问诊，受到家属好评。

具体情况总结如下 

    一、资料 

    共咨询检查 3885 例，其中男 2881 例，女 1004

例。平均年龄 35.2±38.16。网上心理测试 827 例，引

导线下门诊 296 例，网上复诊配药处方 287 张。 

    二、咨询检查初步分类 

    根据网上咨询、心理测试和线下门诊，初步诊

断焦虑障碍 2106 例（54.20％），抑郁障碍 1238 例

(31.87％)，睡眠障碍 267 例(6.87％)，儿童青少年问

题 128 例(3.95％)，精神分裂症 111 例（2.86％），其

他（性心理等）35 例（0.9％）。及时满意率达到 80％。 

    结果可见，网上咨询的严重精神障碍只有

2.86％，轻度精神心理问题占 95％以上，说明线下

有许多轻度精神心理障碍患者需要咨询和就诊。 

    三、讨论 

    近年来，互联网+进入各行各业，医疗行业也不

例外。互联网医院建设的初衷是缓解医疗分配不均，

解决贫困地区医疗资源缺乏等问题。根据国家卫健

委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有近 70 多亿人次的门

诊量，其中超过 60%为复诊，而有些复诊可以通过

线上完成。2019 年，我国互联网医院迎来大爆发，

前 11 个月新建互联网医院 148 家，创造历史高峰。 

    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加快了互联网医

疗发展，此次抗击疫情中，互联网医疗优势得到凸

显。微医互联网总医院上线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

为全国用户不限地区、不限次数提供在线义诊服务，

短时间内平台问诊量就突破了 100 万人次，共有 21

万名医生提供了问诊服务。此外，京东健康、百度医

生等互联网医院平台也在疫情期间采取了类似举措，

均收到了良好效果。通过在线诊疗，不仅提高了平

台影响力，还缓解了线下医疗机构的压力，加速了

分级诊疗的进程，推广和加深了民众在线诊疗的消

费意识。 

    精神科主要通过病史和心理检查，服务各种精

神心理障碍，目前主要依靠长期药物治疗。由于大

多数都有隐私性，网上不见面咨询可以减轻患者的

顾虑，畅所欲言，便于和医生深入交流，有利于明确

诊断。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精神科

专科医院发展落后，许多县乡偏远地区没有精神专

科医院和服务，网上精神科医疗服务为他们提供了

快捷和优质的服务和心理检查，早期发现并指导他

们就近去精神专科医院治疗。疫情期间，为明确诊

断的精神 

 

 

 

两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男性酒依赖患

者的疗效分析 

 

曾婷婷 1 伍力 2 冯祖幸 1 何林 2 杨建中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目的  探讨 2 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治疗对男性酒依赖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睡眠质量

以及复饮率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将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2 月，云南省精神病医院酒依赖科

符合 ICD-10“酒精依赖综合征”入组标准的 73 例男

性酒依赖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在地西泮替代治疗的

基础上，治疗组（n=41）接受为期 2 周,每周 7 次,共

14 次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高频（10Hz）经颅磁刺

激治疗,对照组（n=32）接受伪刺激治疗。患者于治

疗前后接受焦虑症筛查量表（GAD-7）、抑郁症筛查

量表（PHQ-9）、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

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定。并于出院后，进行 2 周

末、4 周末、8 周末、12 周末、24 周末，总共 2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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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饮情况调查。 

    结果  治疗后 2 周末，两组 VAS 评分均较治疗

前降低 ,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后 2 周末，治疗组 GAD-7、PHQ-

9、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对照组 GAD-7、PHQ-9、PSQI 评分未出

现明显改变（P>0.05）。2 周末、4 周末、8 周末治疗

组和对照组复饮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

12 周末和 24 周末治疗组和对照组复饮率没有显著

性差异。 

    结论  2 周高频（10Hz） rTMS 治疗可改善男

性酒依赖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提高睡眠质量，降

低患者的渴求感，并可延长操守时间、降低短期的

复饮率。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A Cognitive Model of Pathological 

Network Risk in Adolescents with Non-sui-

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李琳波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Objective  Network risk perception is a subjec-

tive percep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an individual’s neg-

ative consequences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consequences 

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network information, net-

work communication, network entertainment or net-

work business transactions, etc. The theoretical con-

struction of adolesc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on cyber risk perception involves the measure-

ment of their cyber risk perception level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perception of cyber risk. 

This study preforms a pathological network cognition 

model for adolesc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harm, and 

evaluates the cognitive level of pathological network 

risk in this specific population, and provides interven-

tion studie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n non-suicidal self-

harm behavior. 

    Methods  Purpose sam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266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

haviors in a tertiary A general hospital, and the psycho-

metric paradigm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ognitive 

level of pathological network risk in this specific popu-

lation. For the high-risk internet cognition group, the ad-

olescent internet risk cognition risk factor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analyz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factors. 

    Results  The pathological network cognition 

model of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

harm is composed of endogenous factors, external fac-

tors,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the outcome of non-su-

icidal self-harm.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erception of 

pathological network risk in this particular population 

include endogenous factors such as individual charac-

teristics, network knowledge, network use experience, 

network trust, network risk attitude, and network risk 

experience.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type of network 

behavior, network activity venues, media communica-

tion, family background, family education, school edu-

cation, peer groups, etc.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in-

clude interviews and likert 5-level assessment. Risk per-

ception includes two parts: the possibility of occurrence 

of hazards and the severity of consequences. For the in-

terven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a follow-up study of 3 

months, 6 months, and 1 year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on-suicidal self-harm. 

    Conclusion  Adolesc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

harm behaviors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online be-

haviors. Model construction is conducive to a clear anal-

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ctors and outcomes, 

and specific interventions are given to the factor mod-

ules. Science reduces non-suicidal self-harm behaviors 

caused by pathological network cognition and use. This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精神分裂症患者 5-羟基吲哚和工作记忆及脑

皮层厚度的关系 

 

黄隽超 1 仝景慧 1 张苹 1 周衍芳 1 谭淑平 1 王志仁
1 杨甫德 1 田宝朋 1 谭云龙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5-羟基吲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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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I）与认知功能和脑皮层厚度关系，探讨 5-HI

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发病机制。 

    方法  研究共入组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计手册第 IV 版精神分裂症患者 195 例（患者组），

健康对照组 70 例（对照组组）。采用 MATRIC 认知

功能成套测验(MCCB)评估所有研究对象认知功能；

应用高效液相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仪检测5-HI水平

浓度；使用 3.0 T 核磁共振检测 68 个脑区皮层厚度。 

    结果  患者组 5-HI 与工作记忆存在正相关（r = 

0.18, p = 0.03），5-HI 与左侧横向眶额叶皮层厚度

（left lateral-orbital frontal）存在正相关（r = 0.28, p 

= 0.0004），且工作记忆与左侧横向眶额叶皮层厚度

存在正相关（r = 0.21, p = 0.008），但是左侧横向眶

额叶皮层厚度对5-HI与工作记忆作用的中介效应不

显著。健康对照组相关不显著（均 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5-HI浓度与认知功

能及左侧横向眶额叶皮层厚度密切相关，5-HI 可能

与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相关，或为精神分裂症治疗

靶点提供新依据。 

 

 

 

新冠肺炎期间中国普通群众心理健康状况的

改变 

 

金坤 1 滕紫薇 1 黄兢 1 唐慧 1 邱妍 1 李素娟 1 李乐

华 1 陈晋东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研究基于对中国社会公众疫情初期及疫

情发生 9 个月后的纵向测评，探讨疫情初期及我国

疫情常态化后社会公众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 

    方法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分别在新冠

肺炎爆发初期（2020.02.10-2020.02.18；t1）和爆发

后 8 个月(2020.10.21-2020.12.29；t2)两个时间点进

行数据收集。分别用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总分

≥5 分为轻度抑郁）、焦虑自评量表（SAS，标准分≥50

为轻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CL5，总分

≥33 分认为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评估抑郁、焦虑和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采用卡方检验比较 T1 期和

T2 期抑郁、焦虑评分的变化，并通过 spearman 秩相

关分析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TI 期有 1200 人参与了问卷调查，T2 期

有 168 人做出了回应。T1 期有 47.9%（81 人）的参

与者有轻度以上的抑郁症状，有 17.9%（30 人）的

参与者有轻度以上的焦虑症状；T2 期有抑郁症状的

参与者占 30.8%（52 人），有焦虑症状的参与者占 9.5%

（16 人），PCL5 的平均得分为 5.32（SD=7.02）。卡

方检验结果显示：T1、T2 期的抑郁和焦虑评分均存

在统计学差异（p=0.001；p=0.026）。相关分析显示：

PHQ9 量表的评分与 PCL5 量表的得分正相关

（r=0.685，p<0.01），SAS 量表的评分与 PCL5 量表

的得分正相关（r=0.595，p<0.01）。 

    结论  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随着时

间的推移，普通群众的焦虑、抑郁情绪明显减少，很

少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和

严重的抑郁、焦虑有关。 

 

 

 

药师对精神病居家服药患者开展优质药学服

务的效果分析 

 

张玉良 1  

1）江苏省如皋市精神病防治医院 

 

    目的  探讨药师在精神科门诊药房窗口现场、

及借助“互联网+”模式远程对长期居家服药精神病

患者开展优质药学服务的效果分析。 

    方法  选取 2019.1-2020.12 月就诊于我院精神

科的长期居家服药门诊患者，共计 53 例，2019.1-

2019.12 月期间药师对患者采取常规现场用药指导，

2020.1-2020.12 月期间药师对患者加强现场和借助

“互联网+”模式远程优质药学服务指导，对比开展优

质药学服务前后的效果差异。 

    结果  药师实施现场和借助“互联网+”模式远

程优质药学服务之后，精神病患者不合理用药情况

显著低于实施前（X²=4.7223，P＜0.05）；实施优质

药学服务后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实施前

（X²=4.3367，P＜0.05）；实施优质药学服务后患者

对药学服务满意度明显高于实施前（X²=5.5720，P＜

0.05）。 

    结论  在精神科门诊药房窗口现场、及借助互

联网+，药师积极开展优质药学服务效果显著，可明

显改善不合理用药情况，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

高患者药学服务满意度，使得药师药学服务不仅贴

近患者，充分实现药师专业价值，履行家庭药师的

部分职能，而且更能体现新时代药师药学服务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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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广度、和温度！值得借鉴推广、建议持续开展。 

 

 

 

失眠障碍患者自我限制手机等电子产品使用

对疗效的影响 

 

王玮 1 陆艺 1 杨永芹 1 米国琳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失眠的症状通常包括入睡困难，维持睡

眠困难，或早醒且不能再度入睡等，但若需诊断为

失眠障碍则还要满足其他标准，包括对睡眠质量不

满意，症状的高频率（1 周 3 次以上）、高持续时长

（3 个月以上）和日间功能损害。目前我国失眠人数

众多，而失眠障碍带来的危害也非常严重，因失眠

障碍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及疾病负担是我国进入老

年化社会后遇到的重大困难之一。有研究证明，改

善睡前行为对入睡前的不良行为进行改善，可以有

效降低睡前焦虑，尤其是不看手机等电子产品，营

造良好的睡眠内外环境，对失眠障碍的治疗有明显

效果。故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对睡前限制

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手机、电脑、

电子阅读器、电视等），分析睡前行为改善对失眠障

碍的影响，以期为进一步改善睡眠内外环境提供有

利证据。分析慢性失眠患者自我限制手机使用对睡

眠的影响。 

    方法  选取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符合研究的慢

性失眠患者 62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对照组（31 例，不限制手机使用）和观察组（31

例，限制手机使用），收集基线时及限制后第 2、4、

8 周末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S）、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14）、匹斯堡睡眠指数（PSQI）、视觉模

拟评分法（VAS）评分。 

    结果  限制后第 2、4、8 周末进行各量表评分

比较，PSQI 评分、HAMA 评分、MPAIS 评分及 VSA

评分两组评分均较观察前明显下降，且观察组四量

表评分在第 4 及 8 周末时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限制后第 8 周末观察

组睡眠改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87.09% vs. 

61.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改善睡前行为，降低睡前焦虑，尤其是

不看手机等电子产品，可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对

失眠障碍的治疗效果显著。 

 

 

 

基于精神疾病新发变异知识库构建遗传解读

方案 

 

王卫娣 1 郭思佳 2 镇旭阳 2 宋炜宸 1 王晗 3 林关宁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3）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目的  在众多的神经精神发育性疾病的遗传研

究中，新发变异(De novo variants, DNVs)是导致严重

精神障碍的关键遗传因素，而如何从遗传上充分解

读新发变异则是一个重要研究。随着高通量测序技

术渐趋成熟，基于家系研究已鉴定识别了大量的神

经精神疾病新发变异，并已报道了相关的突变解析

注释来了解这些变异在基因及生物体内的影响。课

题组一直致力于构建完善的精神疾病新发变异知识

库（NeuroPsychiatric Mutation Knowledge Base，

PsyMuKB），并初步已完成了基于转录本水平的注

解。注重从蛋白功能层面理解变异的生物学功能，

可以实现对新发变异的遗传影响解读。 

    方法  基于前期完成的数据基础，我们进一步

收集齐备更新的公开报道文献及数据库来源的神经

精神疾病新发变异数据，通过双人互检核对方式进

行临床信息校验，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同步整合已

发布的注释内容，集成大规模组学数据，保留前期

构建的一个包含全方位解析转录和翻译注释信息，

可识别可变剪接转录本特异性；针对未见报道的新

发变异，增加突变的生物功能层面注释，同时聚焦

在基因功能来解析变异可能造成的功能缺失；参考

ACMG/AMP 2015 对遗传性位点的致病性解读，设

定评分规范及标准；另外，纳入变异对基因编码蛋

白的结构域及互作蛋白功能的深度预测模型评分，

以实现在功能通路上检测异常。 

    结果  当前已发布的 PsyMuKB 是一个多层次、

多维度探索新发变异的综合资源平台,可用于识别

组织特异性相关的变异；本研究则更加侧重于进一

步关联疾病风险基因注释、基因所在分子通路与发

病 机 理 探 索 的 知 识 库 。 目 前 可 通 过

http://psymukb.com 免费访问知识库查看已发布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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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PsyMuKB 包含了多方位多层次注释的

转录和翻译的新发突变集合，提供了功能齐全的可

视化界面，能够识别有组织特异性转录本的新发突

变。课题组正通过不断优化更新，并整合对用户更

有帮助的组学数据，着重体现临床遗传解读时效，

并不断提升和完善临床解读方案体系。 

 

 

 

A Data-driven Study on The Rest-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uring Early-

abstinence of Alcohol Dependence and Its Pre-

diction for Relapse 

 

邓仁昊 1 杨霞 1 孟雅婧 1 陶煜杰 1 汪辉耀 1 李晓晶
1 魏巍 1 余华 1 王强 1 邓伟 1 赵连生 1 马小红 1 李

名立 1 徐佳军 1 李静 1 柳艳松 2 汤臻 2 杜向东 2, 

Jeremy W, Coid1, Andrew J Greenshaw3 李涛 1 郭万

军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苏州市广济医院 

3）阿尔伯塔大学 

 

    Objective  Alcohol dependence (AD) is a 

chronic encephalopathy with high relapse rate which 

become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of a large disease bur-

den in the world caused by alcohol use, although spe-

cific neuroimaging biomarkers is not ascertainable for 

AD and not available for its relapse. This study aimed 

to conduct a data-driven neuroimaging research to in-

vestigate the brain change during early-abstinence of 

AD and its potential ability for prediction of relapse. 

    Methods  Participants including 68 AD patients 

and 68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recruited and under-

went rest-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

fMRI). During a six months follow-up period, the Alco-

hol Use Disorder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 scale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outcome of relapse. Reginal homo-

geneity (ReHo) and the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

quency fluctuations（fALFF）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AD group and the HC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re-

lapse group and the non-relapse group. The brain re-

gions, whose ReHo and/or fALFF were significant dif-

ferent between AD patients and HCs, and/or between 

the relapse and non-relapse group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to calculate their functional 

connectivities (FCs) with other brain regions. 

    Results  The 35 (52.24%) of the AD patients 

were relapsed. Compared to the HCs, the AD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ReHo reductions in the bilateral 

Postcentral and the bilateral Precentral, significant 

fALFF reductions in the Fusiform, the bilateral Postcen-

tral and the right Precentral, 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C between the right Fusiform and the right middle Cin-

gulum. A regression model for differentiating the AD 

and HC showed the ReHo of left Postcentral, the fALFF 

of right Fusiform, and the FC between the right Fusi-

form and the right middle Cingulum were inde-

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AD, with an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of 0.84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0.776, 0.906). Com-

paring to the non-relapse group, the baseline FCs be-

tween the left Precentral and the left Cerebellum de-

creased significantly, whose AUC to predict the relapse 

of AD was 0.774 (95%CI: 0.663,0.886). 

    Conclus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among the AD 

male patients who were during alcohol early abstinence 

and found that the dysfunction of several brain regions 

which are related with cognitive, attention, working 

memory and emotion control might associate with AD. 

Furthermore, we documented a novel finding that the 

decrease of the FC between the Precentral Gyrus and the 

Cerebellum at early alcohol-abstinence was longitudi-

nally associated with AD relapse during follow-up, and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to predict the relapse of 

the AD. These findings are meaningful for further re-

search on the neurobiological etiology and biomarkers 

of relapse for AD. 

 

 

 

在疫情前后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与大学生网

络游戏成瘾程度的关系 

 

崔健 1,2 杨可冰 2 杨清艳 2 刘艳 2 赵荣江 2 王占强
2 牛雅娟 2  

1）承德医学院 

2）北京回龙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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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调查大学生在型冠状病毒疫情前后对游

戏使用的变化。了解新疫情期间中国大学生游戏使

用程度及特点，并从亲子关系与家庭养育方式的角

度分析对游戏成瘾的影响。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健康

教育及心理疏导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参考。 

    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纸质版问卷对 1582 名来

自全国 5 所大学的大学生进行调查，有效回收 144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1.40%，问卷内容主要包含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问卷、游戏成瘾诊断量表、自

编游戏使用特点的问卷以及人口学基础调查。自编

游戏使用特点问卷主要包括游戏使用时间、地点、

消费情况、首次玩游戏的时间，从多个行为特点上

调查游戏使用特点。 

    结果  居家前后的网络游戏成瘾水平男性大于

女性（2.47>1.26;1.78>0.93）。居住于城市的大学生游

戏成瘾水平高于城镇与农村（F=6.552，P<0.001）。

疫情后的大学生游戏成瘾程度显著大于疫情前（t=-

14.452，P<0.001）。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玩游戏时

长呈负相关（r=-0.142，P<0.01）。在二元 logistic 模

型中，女性对游戏成瘾具有较高的保护作用

（OR=0.355，95%可信区间 0.246–0.514）。 

    结论  疫情加重了大学生游戏成瘾水平。家庭

亲密度与适应性和游戏成瘾关系显著，两者成负相

关。 

 

 

 

情感障碍患者治疗康复资源可及性与互联网

服务需求和偏好：一项质性研究 

 

谭羽希 1, Emily G, Lattie2 邱妍 1 滕紫薇 1 唐慧 1 向

慧 1 伍海姗 1 陈晋东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目的  了解当前医疗资源下我国情感障碍患者

治疗康复支持的可及性；了解患者对基于互联网的

心理健康服务偏好，为针对我国情感障碍患者的移

动心理健康服务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方法  对被诊断为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的患

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访谈采用微信远程语音

通话形式进行，访谈时长 60-90 分钟，全程录音并

进行逐字转录，使用 QSR Nvivo12 进行主题分析，

达到理论饱和后停止招募。 

    结果  共招募 30 名情感障碍患者。基于既往治

疗康复经验，参与者普遍认可药物治疗在临床症状

康复层面的有效性，但较难获得个人康复层面需求

的专业心理支持，其有效性也参差不齐。互联网现

有资源，如自助式的移动应用 App 等被视为对疾病

康复有部分作用，但也存在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支持、

难以实际应用等缺点。在对互联网心理健康服务偏

好上，与专业人员的顺畅交流，情感上的共情、理解

与陪伴，个体化的专业指导，以及针对个人康复层

面（如情绪管理、问题解决技能、自尊自信、人际关

系等）的系统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是尤为需求的服务

类别；同伴支持社区、症状跟踪或提醒、智能机器人

等服务在本研究参与者中尚存争议。在平台偏好上，

微信是参与者最为偏好的服务接受平台。 

    结论  我国情感障碍患者在个体康复层面可获

得的心理健康支持还很不充足。涵盖源自真人的个

性化情感支持、专业指导和系统心理健康知识等内

容的移动心理健康服务有望弥补这一差距。与独立

的移动应用 App 相比，利用微信等常用社交媒体平

台可能更容易为中国患者所接受。未来还需要开展

更多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的

需求与偏好研究，以促进基于互联网的心理健康服

务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与循证证据积累。 

 

 

 

Efficiency of Automated Digital Intervention 

on Smoking Cess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沙雷皓 1 杨霞 1 郭万军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bjective  Smoking has been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Pharmacotherapy and traditional be-

havioral therapy all showed disadvantages. Novel evi-

dence demonstrated that digital interventions could be 

effective. Thus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to assess 

the efficiency of automated intervention delivered via 

mobile devices, and whether reported theory use is re-

lated to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Methods  An electronic search of random con-

trolled trial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Pubmed, Embase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428 

and Cochrane Library. Eligible studies had to compare 

digital intervention to whether a self-help guideline or 

no intervention. Participants are current smokers (age 

16+). Baseline characters and abstinence after 3 months 

were extracted from studies. 

    Results  17 trial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Almost all interventions showed higher rates of absti-

nence than placebo.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interventions was higher than placebo (RR 1.57, CI 1.35 

to 1.82). Of all the reported theory us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behavior change (76.47%) and cognitive be-

havioral therapy (52.94%) were the most use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detected between reporting of 

theory use and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Conclusion  Automated digital interventions 

provide an innovative and cost-effective method to 

manage smoking cessation. This paper suggested that 

digital interventions had an clear effect compared to pla-

cebo, but how theories effects effectiveness is not clear. 

More evidence is needed to improve and regulate digital 

interventions. 

 

 

 

叙事护理在一例抑郁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李芳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研究叙事护理对精神科抑郁障碍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探讨精神科患者实施叙事

护理的标准化流程，为促进叙事护理在精神科的临

床应用与推广提供依据。 

    方法  将叙事护理贯穿于整个护理过程中，应

用质性研究的个案研究法，以 1 名抑郁障碍患者护

理过程为例，从入院介绍叙事护理相关内容，观察

患者的言行举止，感知患者是否需要帮助，到如何

在临床案例中具体运用外化、解构、改写、外部见证

人、治疗文件、平行病例等叙事护理技术手段和实

施意义，这些都在本文中给予清晰的解释及说明，

最后在出院时告知患者病区叙事护理活动信息，叙

事护理贯穿患者护理的全过程，最终观察干预效果。 

    结果  患者来院前是一个痛不欲生整天躺在床

上认为自己是个“废人”的人，通过开展叙事护理，帮

助患者将困扰自己的心理问题进行改写，使其愿意

尝试转移注意力，相信付出总有回报，变得积极对

待疾病，更加配合医护工作。干预后患者的焦虑情

绪评分和抑郁情绪评分均较干预前有明显改善，患

者病情稳定康复出院。 

    结论  叙事护理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帮助患者逐步恢复自尊自信。本研究对抑郁障

碍患者护理的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帮助

护理人员更好地理解开展叙事护理的意义、作用和

实施叙事护理的步骤流程，为叙事护理的进一步完

善和扩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类脑启发下的难治型强迫症心理病理学模型 

 

刘凯 1 王傲楠 1  

1）渤海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目的  基于通用人工智能相关理论及类脑系统

平台，对强迫症的“病理”两个层面进行探究，整合强

迫症心理病理学模型。在经验的抽象层面，源于对

信念系统中某类目标产生强烈的期望，表现出强烈

的向往或回避，在其自身的信念系统中形成了强化

回路。但此强烈期望的任务无法完成，继而会因焦

虑和目标追求对任务再次执行，如此循环往复；在

经验的个体层面，表现形式因人而异，个体将无意

义的偶然事件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不易实现但自己

却强烈期望或逃离的目标，不断强化其强迫行为。

本研究以一名强迫症患者为例，根据强迫症病理病

因学模型找出患者疾病模型，根据患者经验层面任

务循环的各个任务和通路进行干预，切断强迫循环

回路。 

    方法  基于个体纵向历时性大数据的案例研究。 

    结果  得到类脑启发下的难治型强迫症心理病

理学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验证疾病发生模式。 

    结论  阐明了强迫症心理病理学模型的构成情

况，揭示了强迫症疾病在个体任务系统中的运行模

式，运用 openNARS 类脑系统复现强迫症发病的经

验过程，以便观察经验结构的变化。本文中强迫症

患者通过治疗后强迫行为大幅减少，强迫循环被打

破，逐渐回归正常生活。在应用层面，能够根据强迫

症病理病因学模型，有效有针对性的对其强迫回路

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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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住院患者代谢综合征、风险因

素及干预现状调查分析 

 

王淑贤 2 张瑞岭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双相情感障碍共患代谢综合征的患

病率及风险因素，了解精神科医师对代谢综合征知

识的知晓率及对代谢异常情况的干预现状，为精神

科医师早期筛选高危人群及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依据。 

    方法  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郑州市

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并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中双相情感障碍诊断标准和入组标准的所有患者

共 619 人，用自制调查表收集患者病历资料。取 2019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郑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

的所有精神科医师共 53 人，用自制问卷调查医师对

代谢综合征知识的知晓率。收集的数据利用 SPSS 软

件进行处理和分析。 

    结果  在入院时、四周末、八周末，患者共患代

谢综合征的患病率分别为 17.0％、36.2%、46.2％，

且随着住院时间的延长患病率也随之提高，并均高

于我国成人的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抑郁相患者代

谢 综 合 征 的 患 病 率 均 低 于 躁 狂 相 患 者

（11.4%vs19.3%，Ρ＜0.05；26.6%vs40.2%，Ρ＜0.05；

35.1%vs50.5%，Ρ＜0.05）。单一药物治疗的患者在出

院 时 的 代 谢 综 合 征 患 病 率 高 于 入 院 时

（35.7%vs23.4%，Ρ＞0.05）,联合两种及以上药物治

疗的患者在出院时的患病率均高于入院时

（42.8%vs17.5%，Ρ＜0.01；41.8%vs15.0%，Ρ＜0.01），

其中以心境稳定剂联合抗精神病药的治疗方式最为

显著，如丙戊酸镁+奥氮平。患者共患代谢综合征的

独立风险因素：入院时为性别、BMI 和年龄，四周

末为性别、BMI、临床相和年龄，八周末为性别和

BMI。精神科医师对代谢综合征知识的知晓率为

64.2％。代谢异常情况干预现状为：在入院及出院时，

属于临界人群的患者受干预的比例为 25.5%、24.2%，

但属于代谢综合征人群的患者均受到了干预；干预

药物使用现状为：在入院及出院时，降压药使用率

为 11.1%、20.5%（Ρ＜0.01），降脂药使用率为 0.6%、

1.8%（Ρ＞0.05），降糖药使用率为 7.3%、8.7%（Ρ＞

0.05）。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住院患者共患代谢综合征

的患病率较正常人偏高，且随住院时间的延长而升

高；患者共患代谢综合征与治疗方式、年龄、性别、

病程、BMI 等因素相关，其中性别和 BMI 是独立风

险因素；精神科医师对代谢综合征知识的知晓率偏

低，对属于临界人群患者的临床干预度欠佳，对降

血脂的诊治经验较薄弱。 

 

 

 

人类演化史对脑疾病与社会行为的塑造作用 

 

宋炜宸 1,2 王卫娣 1,2 禹顺英 1 赵敏 1 林关宁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  理解脑表型与脑疾病的遗传结构对研究

其生理、病理机制有重要意义，而自然选择在塑造

其遗传结构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本研究旨在分析脑

表型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受到的自然选择压力特点及

其与其它性状所受压力的异同，以对自然选择在塑

造脑表型遗传结构中的作用作出全面的理解。 

    方法  我们收集了包括 19 种脑疾病与 231 种

脑表型在内的共 870 种人类性状的全基因组关联分

析（GWAS）数据，并使用孟德尔随机化、SDS 分

布、古人类多基因风险评分、连锁不平衡分数回归

以及GWAS位点作用方向分布来衡量这些表型在当

代、近两千年、新石器时代及更久远的时间尺度上

受到的自然选择方向及强度。所得统计量经矫正后

通过线性回归估算不同时间点的自然选择压力间的

相互关系。 

    结果  从整体上看，脑表型均受到较强的负向

选择，但其正向选择压力小于体型、色素、饮食等性

状的选择压力，且在不同时间点受到的压力方向基

本保持一致。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度高度富集于受强

烈负向选择作用的基因附近，而控制神经性厌食及

饮酒量的遗传位点则在特定时间段受自然选择促进。

与之相反，智商则在某些时间受自然选择的压制。

此外，包括精神分裂症及脑卒中等在内的脑疾病富

集于连锁不平衡水平较低、碱基多样性较低以及突

变时间较晚的区域，而这些区域易于逃脱负向选择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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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本研究绘制了人类表型组的自然选择压

力图谱，并对脑疾病未被自然选择淘汰的原因找到

了部分解释。 

 

 

 

互联网医疗在精神卫生服务的应用现状及前

景 

 

杨丽源 1 罗庆华 1  

1）重庆医科大学 

 

    目的  探索互联网医疗在精神卫生服务中应用

的可行性和不足，分析互联网医疗在精神卫生服务

应用的前景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综述文献。 

    结果  目前我国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为 16.6%；

精神障碍具有高未治愈率、高复发率和高致残率的

特点，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第

一位；精神障碍中的六类重性精神疾病，在发病期

有肇事肇祸风险，发生肇事肇祸行为后，社会影响

大。受病耻感、文化程度及精神卫生知识欠缺等因

素的影响，精神障碍患者首诊到精神科就诊的比例

低。我国目前存在精神科医生短缺，精神卫生服务

资源供给不平衡等问题。我国互联网医疗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制度正在一步步完善，在近几年，尤其是

新冠疫情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证明力其

可行性。互联网医疗在精神卫生服务中已有一定的

应用，应用中体现了其能缓解医疗信息不对称问题、

提高医疗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优化用户体验等

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信息安全、治疗关系难建立、

部分药物受限制、部分操作者使用困难等问题。 

    结论  互联网医疗有很多利弊，在实践中已证

实其可行性，随着探索的深入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

发展，互联网医疗体制也会愈加完善，会更加方便

人们的生活。互联网医疗在精神卫生服务中的应用，

有优点，也有不足。互联网医疗在精神卫生服务中

应用是可行的，也有着美好的前景。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建德市医务人员的心

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姜明刚 邵续 1,2 张岩 3 胡媛媛 2 闫玉鹏 2 凌宇 2 唐

劲松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建德市第四人民医院 

3）丽水市二院 

 

    目的  通过调查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浙江

省建德市医务工作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为心理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通过线发放电子调查问卷，包括一般状

况、7 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9 项患者健康问卷(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s，PHQ-9)对建德市医务人员进

行心理状况横断面调查，并分析影响医务人员焦虑

以及抑郁检出率的影响因素。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进行描述，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检验对

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分类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进

行描述，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焦虑及抑郁得

分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2139 份；不同年龄、

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工资收入、不同科室类别、不同

职称等级在 GAD-7、PHQ-9 均存在差异；身份认同

感（t=-4.61，p<0.001）、暴力伤害（t=16.13，p<0.001）、

工作满意程度（t=-4.02，p<0.001）、科室类别（其他

科室与精神科相比）（t=-3.04，p=0.002）、性别（女

性与男性相比）（t=2.83，p=0.005）可以显著预测

GAD-7 得分；暴力伤害（t=16.57，p<0.001）、身份

认同感（t=-6.40，p<0.001）、心理服务种类（t=-3.01，

p=0.003）、性别（女性与男性相比）（t=2.98，p=0.003）、

工作满意程度（t=-2.88，p=0.004）、科室类别（其他

与精神科相比）（t=-2.52，p=0.012）可以显著预测

PHQ-9 得分。 

    结论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今天，疫情对浙江

省建德市医务人员心理状态影响仍然存在，年龄、

教育、税后工资年收入、科室类别、职称等级在GAD-

7 和 PHQ-9 中都有统计学意义，而且身份认同感、

暴力伤害、工作满意程度、科室类别（其他科室与精

神科相比）、性别可以显著预测 GAD-7 得分，暴力

伤害、身份认同感、心理服务种类、性别、工作满意

程度、科室类别（其他科室与精神科相比）可以显著

预测 PHQ-9 得分。我们认为可以对身份认同感、暴

力伤害、工作满意程度、心理服务种类等可控因素

进行针对性心理干预，可能对浙江省建德市医务人

员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状态改善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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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脑科学和脑计划-精神专科医院建立神经

内科的发展愿景 

 

袁俊亮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回顾历史，之前存在的脑科医院，如神经内科，

精神科，神经外科，缺乏有机联系，学科整合欠佳。

目前呼唤新型的神经和精神科合作与整合模式，从

临床，研究和培训上做到互相渗透，互相学习，和共

同提高。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作为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是全国精

神卫生行业的领军者。结合我院神经内科的建立与

发展为例，对精神专科为什么要成立神经内科、与

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有什么区别、精神科和神经科

能否融合、未来精神专科医院神经内科如何建设和

发展等四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精神专科医院成立神

经内科，将有利于促进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的融合，

全面提高医院的综合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让患者

从多角度、多学科的系统化诊疗中获益，从而推动

我国精神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 

    我们希望促进交叉学科更好的融合，全面提高

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神经和精神疾病

患者的不同诊疗需求，利用北大、北大医学部、北大

精神卫生研究所，国家精神心理临床中心和双一流

等平台，开展科研合作，突出学科优势，成为北大的

硕士点和博士点，成为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立足于神经和精神交叉疾病特色，紧密结合

中国脑计划和十四五规划，在全国神经病学学术界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成为集医、教、科、产为一体的

现代化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诊治中心，成为全国神经-

精神学科融合的新典范。 

 

 

儿童精神病学组 

 

住院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分析与护理对策探讨 

 

林建葵 1 邝仕源 1 林晓阳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分析住院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特点，为该类患者的护理提供事实依据。 

    方法  使用案例回顾的方法，分析 26 例非自杀

性自伤青少年患者的病历、护理记录等临床资料，

对患者的自伤行为特点、及对应护理措施进行分析。 

    结果  1 临床资料 

    26 例患者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有以下特征：①

自伤史，26 例患者入院前都有自伤行为；住院期间，

13 例患者发生自伤，5 例成功，8 例未遂，被及时阻

止。②自伤手法，住院前，19 例患者曾用刀片、牙

签等锐器、钝器划伤前臂，4 例用火烧灼四肢，3 例

用头撞墙；住院期间，患者使用铁片、螺丝、口罩中

的铁丝进行自伤。入院后，自伤的部位都是前臂。③

自伤时间段、地点：入院前，实施自伤或有强烈自伤

倾向的时间段不定；住院后，实施自伤或有强烈自

伤倾向的时间段为：夜晚和入院初期。④自伤的地

点，以病房和病房洗手间为主。⑤特殊自伤情况-群

体自伤：入院前，13 人曾组织或参与群体性自伤。

当中，2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曾组织他人一同自伤，

5 例曾相约或参与他人一起自伤。⑥自伤行为的诱

因，与负性情绪调节无效，寻找情绪宣泄口有关。 

    精神症状：①情绪不稳，8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曾

出现大幅度的情绪波动，其中：6例出现极端化情绪；

2 例情绪极度不稳定，出现兴奋、低落快速切换。②

情绪低落 12 例，兴奋躁动 3 例。③毁物行为，有 3

例患者出现。④失眠，大部分患者存在睡眠方面的

问题。 

    2 护理对策 

    2.1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患者出现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背后的动机与

诱因，帮助护士更好地理解患者和帮助患者。 

    2.2 做好风险评估工作：防自伤是护理的工作

重点，所以，做好风险评估，可以预测患者发生自伤

行为的可能性，做好防范。 

    2.3 做好重点监护和巡视：本研究中，多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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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多次自伤，护理上应重点关注和巡视，护士的

不定时巡视，及时发现了 2 次聚集性自伤和 4 次单

独性自伤，并及时劝止。 

    2.4 做好安全检查工作，避免危险物品的带入，

减少自伤的用具。 

    2.5 针对睡眠障碍和抑郁、情绪低落做好相应

护理，改善睡眠、抑郁等症状，有利于避免 NSSI 的

发生。教导患者学习疏导情绪的方法，适当地增加

对患者的陪伴与关注，让其感受到关爱与希望，更

愿意与工作人员分享，有利于护士更好地制定和实

施防自伤计划。 

    结论  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有一些特点，护士可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

精准进行预防。 

 

 

 

Use of ECT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

ric Inpatients in China:from A Nation-wide 

Survey 

 

耿峰 1 蒋锋 2 刘庭芳 3 刘远立 4 刘寰忠 5 汤宜朗 6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 

3）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 

4）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5）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6）Emory 大学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ate of  use of 

ECT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inpatients in 

China and to examin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use of this 

therapy. 

    Methods  As part of an official national survey, 

41 provincial tertiary psychiatric hospitals in China 

were selected. Data from 196 youth inpatients dis-

charged from these hospitals from March 19 to 31, 2019 

were retrieved and analyzed. 

    Results  1. The overall rate of ECT use was 15.3% 

(N=30). 2. Compared to patients who did not received 

ECT, ECT groups had more girls, presented older age, 

had lower GAF scores on admission, got more marked 

improvement when discharged, had more frequent self-

injury/suicide behavior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had 

a significantly longer length of stay. 3. A logistic regres-

sion showed that self-injury/suicide behavior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ECT (OR=8.991, p<0.01), along with other four fac-

tors: female, older age, marked improvement when dis-

charged and a lower GAF score at admission (all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to previous regional sur-

vey in China, our results presented a moderate fre-

quency of ECT use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inpatients. 

Developing more specific and more operational criteria 

to guide ECT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the 

addition of more research for side effects of ECT in 

these patients, will promote more appropriate use of 

ECT in youth psychiatric patients. 

 

 

 

双相障碍高危人群常见前驱症状及其对整体

功能的影响 

 

卢玮聪 1 张若曦 1 徐贵云 1 林康广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双相障碍是一种遗传度高的重性精神疾

病，其前驱症状表现不典型。本研究纳入双相障碍

患者的未患病子代，筛选需要重点关注的临床前驱

症状,并分析其对整体功能的影响，为双相障碍的早

期干预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纳入双相障碍 I 型及 II 型患者的生物学

子代，年龄 8-25 岁，男女不限。参考国外文献，自

编双相障碍前驱症状清单。该量表共纳入和双相障

碍临床表现及共病相关的症状共 76 项。每一条症状

的评估内容包括有生以来是否明确存在、第一次出

现的年龄及近 3 月该症状的频率。如 3 月内症状出

现频率为每周 1 次或以上，则定义为当前存在。采

用儿童情感障碍及精神分裂症问卷-父母终生版（8-

18 岁）或 DSM-IV 轴 I 障碍临床定式检查-病人研究

版（18 岁以上）排除符合 DSM-IV 标准轴 I 诊断。

使用大体功能评定量表（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

tional Scale，GAS）评估整体功能。使用软件 SPSS 

23.0 分析数据。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纳入年龄、

性别和 GAS 得分相关的症状作为自变量，GAS 得

分作为因变量，进一步筛选对 GAS 有影响的前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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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结果  共纳入 104 位被试，47 男，57 女，平均

15.55±5.36 岁。将超过 15%被试中存在的症状定义

为高频症状。在所有被试中，一生以来存在任一高

频症状的人数为 71（68.3%），高频症状主要为抑郁、

躁狂及焦虑症状，其中 44.23%的被试存在情感低落，

大部分高频症状为儿童及青少年早期开始出现。精

神病性障碍症状患病率较低（0%-5.36%）。被试当前

存在的高频症状主要为抑郁及躁狂症状，其中接近

30.77%被试曾有心境低落，大部分前驱症状与 GAS

得分呈负相关。有高频前驱症状的被试 GAS 评分较

低。将年龄、性别及相关分析中提示和 GAS 评分有

显著性（P<0.05）的症状作为自变量，GAS 评分作

为因变量，多重线性回归模型（F=13.720，P<0.01，

调整 R2=0.502）提示有 3 个症状对 GAS 得分有预

测意义，分别为焦虑/担忧（系数-7.048，P<0.01），

学习成绩下降（系数-12.124，P<0.01）及易怒/易激

惹（系数-5.262，P<0.05）。 

    结论  双相障碍高危人群的前驱症状以抑郁、

躁狂及焦虑相关症状为主，精神病性症状出现频率

较低，前驱症状在疾病全面爆发前已对功能有显著

影响。 

 

 

 

MECT 治疗在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中的

应用概括 

 

苏亮 1,2 贾玉萍 1  

1）上海市 精神卫生中心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MECT 虽然疗效明确，但儿童青少年患

者使用 MECT 的研究相对较少，疗效、风险获益、

知情同意等多方面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故我们回

顾国内外儿童青少年患者使用 MECT 的有关文献，

以了解儿童青少年患者使用 MECT 的有效性、安全

性、耐受性、临床获益及风险等。 

    方法  检索中英文电子数据库，包括 PubMed、

Ovid、Web of scienc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国

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儿童青少年患者 MECT 治疗的

文献报道进行分析。 

    结果  在 MECT 治疗未广泛得到推广之前，国

外就有儿童青少年患者接受传统 ECT 治疗的报道，

例如 1940 年法国 Dr. Bour Heuyer 就曾报道了 ECT

在儿童青少年患者中的应用。尽管有人担心电休克

治疗在儿童青少年患者中对大脑发育有不良影响，

但近年来多数研究者认为年龄年轻的病人使用电休

克治疗的不良反应无论在表现形式、发生率方面都

与成年病人相似，且亦未见相对于成人患者有更严

重的不良反应报道。Lima 等 2013 年对青少年 MECT

治疗的循证医学研究进行了系统评价，研究结果显

示 MECT 治疗抑郁的有效率为 63%，MECT 在 13-

18 岁的儿童青少年患者中和成人患者一样具有良好

的疗效和安全性。 

    结论  总体来说 MECT 治疗对于儿童青少年患

者和成人患者一样安全有效，但对于儿童青少年等

特殊患者群体，MECT 治疗前知情同意时应需要特

别谨慎，MECT 治疗过程中应给予必要的儿童青少

年时期针对性的医疗和麻醉处理，应减少电量以防

抽搐延长、应适当减少治疗次数避免脑发育受损风

险，对高危人群建议定期复查认知功能、监测脑电

图等。国内仍缺乏儿童青少年患者 MECT 治疗的知

情同意等方面的具体操作指南、儿童青少年患者

MECT 治疗相关的立法等。 

 

 

 

极端型家庭类型、同伴欺凌、学业压力与青少

年抑郁症的相关性研究 

 

胥寒梅 1 张航 1 殷莉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科 

 

    目的  探索现阶段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相

关社会心理因素 

    方法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1 月招募来

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住院部 11～18 岁的 207 

例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通过张贴广告至社会及

学校招募 80 名健康儿童青少年。采用贝克抑郁量

表对病例组进行抑郁严重程度评分；使用童年期慢

性应激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家庭亲密度与

适应性量表对 2 组对象进行调查并进行组间比较。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法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两组 间 家庭 类 型分 布 存在 差异

（χ2=22.554，p<0.001）。抑郁症组中家庭类型为极

端型者 119 人（占比 57.5%），是抑郁症组中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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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类型，。抑郁症组童年期慢性应激量表总分（Z 

= -7.452，p<0.00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总分（Z 

= -6.674，p=0.016）得分较健康对照组更高。童年期

慢性应激量表中童年期同伴欺凌因子得分每增加一

分，儿童青少年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 1.036 倍

（OR=1.036，p=0.014）。极端型家庭儿童青少年患

抑郁症的风险为平衡型家庭的 3.862 倍（OR=3.862，

p<0.00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学习压力因子得

分每增加一分（OR=1.134，p=0.002），儿童青少年患

抑郁症的风险增加 1.134 倍。儿童青少年女性患抑

郁症的风险是男性的 2.019 倍（OR=2.019，p=0.014）。 

    结论  女性、极端型家庭类型、童年期同伴欺

凌、学习压力大是儿童青少年患抑郁症的相关因素。 

 

 

 

Sex Difference on Mental Health Disorder 

and Substance Us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Chang Qi1, Mingsheng Li2, Heng Su1, Zhengluan Liao1, 

Yaju Qiu1, Yan Chen1, Junpeng Zhu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Zhejiang Provincial Peo-

ple's Hospital, Zhejiang, China 

2）Psychology Department, Denison University, Gran-

ville, OH, U.S. 

 

    Objective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has im-

pacted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globally. Previous stud-

ies focus on the general public, health care workers, 

older adults, and loca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however, 

the research for college students was limited, especially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the substance use situation is also big troubl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Thus, this 

paper aims to find the sex difference in Chinese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and substance 

use situation during COVID-19. 

    Methods  We conducted online questionnaires, 

such as PHQ-9, GAD-7, EES, and two surveys were re-

lated to substance use and suicidal thoughts, recruiting 

537 male and 438 femal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Results  The individuals' self-reported score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anxiety disorder showed a 

correlation with substance use. Compare to males, the 

female stud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showed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a cigarette (r = 0.149, p＜0.01). 

For anxiety disorder, the females showed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lcohol (r = 0.134, p＜0.01) 

and drugs (r = 0.172, p＜0.01); by contrast, the males 

did not correlate with these two substances. 

    Conclusion  Our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Corona-

viru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in the same addic-

tion to alcohol, medicine, and drugs, the female students 

who might have depression by the self-reported score 

are more addicted to cigarettes than males. For anxiety 

disorder classified by the self-reported score, the fe-

males are more likely to drink alcohol and use drugs 

within the same addiction to medicine, drinks, and cig-

arette compared to males. 

 

 

 

存在非自杀性自我伤害的青少年社会认知特

点及其与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的相关性研究 

 

易峰 1  

1）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存在非自杀性自我伤害（NSSI）行

为的青少年的社会认知特点及其与述情障碍、抑郁

情绪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选择 42 名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计手册第 5 版》诊断标准的 NSSI 的青少年作为研

究组，选择年龄、教育水平、病程年限相匹配的 42

名非 NSSI 者作为对照组。两组均给予评估失言察觉

任务测试（FPT）、多伦多述情障碍 20 个条目量表

（TAS-20）、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对两

组所测得结果加以比较，并对研究组的 FPT 评分与

TAS-20、HAMD 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组间比较，研究组的 FPT 总分、失言故

事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621，

11.583, 均 P＜0.05），组间的 FPT 控制故事分比较，

无统计差异 (t=0.851，P＞0.05)；两组间 TAS-20 总

分、各因子分及 HAMD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t=2.047~9.695, P 均＜0.05）。研究组 FPT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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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失言故事分与 TAS-20 各项评分、HAMD 评分

的相关性分析均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 

-0.720～-0.402, 均 P<0.01）。 

    结论  存在 NSSI 的青少年，其社会认知能力受

损，且与述情障碍、抑郁情绪有关。 

 

 

 

Prevalence and Socio-demographic Corre-

lates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Problems in Chi-

nese Adolescents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Shuang-Jiang Zhou1, Li-Gang Zhang1, Lei-Lei Wang1, 

Zhao-Chang Guo2, Jing-Qi Wang3, Jin-Cheng Chen4, 

Mei Liu5, Xi Chen6, Jing-Xu Chen1  

1）Bei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HuiLongGuan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2）The First High School of Juxian 

3）Binhai Eco-City School-Tianjin Nankai High School 

4）The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of Chengde 

5）The Hospital of Nankai University 

6）Hebei Tangsha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bjective  Psychological health problems, espe-

cially emotional disorders, are common among adoles-

cents. The epidemiology of emotional disorders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stressful events. This study sought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rate and socio-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ffected by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Methods  We conducte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Chinese students aged 12–18 year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period. An online survey was used 

to conduct rapid assessment. A total of 8079 participants 

were involved in the study. An online survey was used 

to collect demographic data, assess students’ awareness 

of COVID-19, and assess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

toms with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and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7) ques-

tionnaire,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xiety symptoms, and a combination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was 43.7%, 37.4%, and 31.3%, re-

spectively,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

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emale gender was the higher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terms of grades, senior high school was a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the higher the grade, 

the greater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how there is a high 

prevalence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ad-

olescents, which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level 

of awareness of COVID-19.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sycho-

logic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while combating 

COVID-19. 

 

 

 

我国青少年自杀研究的分析和思考：影响因

素系统综述 

 

徐改玲 1 甄龙 1 徐广明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青少年自杀对其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是

极大的伤害。我国青少年自杀问题越来越严重，牵

动着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有必要探索其影响因素

和防范措施，本文即系统综述了我国 42 年来青少年

自杀的相关原因和影响因素。 

    方法  对 1979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3 月 1 日

发表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及 PubMed 上的文献进

行检索，最终纳入 132 篇文献，对最终纳入的文章

逐一进行数据提取，包含：研究设计、研究对象、年

龄、样本量、期刊级别、研究内容以及各个内容应对

的文献篇数，然后利用 SPSS25 制作数据列表。 

    结果  结果和不足 ：研究以学校或社区人群为

研究对象的横断面调查为主，所用统计学方法有统

计描述、T 检验、卡方检验、logistic 回归分析及结

构方程模型；研究内容上生物学相关因素研究 7 篇、

精神疾病 11 篇、创伤和应激 16 篇、社会环境研究

61 篇、心理因素 74 篇。社会环境及心理因素研究较

多，认为家庭中爱的缺失，来自环境的人际或学习

压力，使得感情片面发展，造成孤独感、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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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消极，出现自杀行为，但更多因素可能是中介

了自杀；人格、应激因素研究较少，但与自杀关系较

为密切，认为创伤、PTSD 或持续的慢性应激，可影

响心理发展，最终导致青少年精神病理的发生与维

持，如，冲动行为、边缘型人格的形成。缺乏大型研

究及生物、心理机制的探讨。 

    结论  结论和建议 研究更倾向于生存环境中

诸多因素、尤其是家庭因素导致青少年自杀；精神

疾病、人格、创伤与应激相关问题的研究均少，但这

些研究可能更接近机制研究，可相对好地阐释青少

年自杀，应该予以特别重视；未发现特异性的自杀

因素。青少年自杀问题有较多未知，有广阔的领域

可探索。希望改进研究思路，扩大研究规模，尝试生

物学和深层次的心理学机制探索，包括尝试整合进

人格形成机制等，理清青少年自杀诸多现象和因素

的重要程度和之间关系，探索青少年自杀真相。 

 

 

 

听觉统合训练对孤独症谱系障碍 ABA 训练

效果的影响 

 

曹娟 1 周洋 2 陈一心 3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南京市脑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探讨听觉统合训练对孤独症谱系

障碍（ASD）的临床疗效，为 ASD 康复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 84 例年龄 2-5 岁的

ASD 患儿，42 例编为试验组；42 例编为对照组。试

验组接受 2 个疗程听觉统合训练，疗程结束后接受

3 个月 ABA 训练；对照组接受 3 个月 ABA 训练。

两组患儿分别在入组后及训练结束后，进行儿童孤

独症评定量表(ABC)及孤独症治疗评定量表(ATEC)

量表评估比较疗效。 

    结果  试验组及对照组在训练后各量表分值均

有所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与对照

组相比，训练后，试验组各量表的减分值较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进一步计算 Cohen’s d

值，两组 ATEC 语言分量表减分值差异效应较大

（d>0.8），ABC 量表减分值及 ATEC 感知觉、行为

分量表减分值的差异具有中等效应（0.5≤d＜0.8），

ATEC社交分量表减分值差异效应较小（0.2≤d＜0.5）；

以入组基线分值为协变量，进一步对于两组各量表

减分值进行协方差分析，组别效应对 ABC 减分值、

ATEC 语言、感知觉及行为分量表减分值的影响具

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对 ATEC 社交分量表减

分值的影响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量表基线

分值对各量表减分值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1），且组别与基线分值之间无交互作用。 

    结论  听觉统合训练配合 ABA 训练可改善

ASD 症状，对于语言、社交、感知觉、行为等各项

能力发展有促进作用，可引入 ASD 综合康复治疗体

系。为减少训练不良反应，听觉统合训练不宜与其

他干预训练同时进行，其疗程较短，可在训练结束

后进一步接受其他干预训练。 

 

 

 

青年抑郁症奖赏网络局部结构和功能的磁共

振研究 

 

邱海棠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应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结构（灰质密度）

和局部功能（ReHo、ALFF）的方法，研究青年抑郁

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奖赏网络感兴

趣区的脑功能和结构。 

    方法  对伴自杀未遂的青年 MDD 患者（sMDD

组）41 例（男/女：12/29），不伴自杀未遂的青年 MDD

患者（nMDD 组）44 例（13/32），以及性别、年龄

及受教育年限匹配的健康对照者（HC 组）（17/35）

进行结构和静息态 MRI 扫描。应用 DSM-IV-TR 轴

I 障碍临床定式检查作为评估诊断工具；采用杨氏躁

狂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估情绪；哥伦比亚自

杀量表、自杀意念量表评估目前自杀意念及既往自

杀经历。提取 11 个奖赏网络的感兴趣区，分析每个

区域三组之间的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及与临床量表之

间的相关性。 

    结果  双侧腹侧纹状体的灰质密度在 nMDD组

和 HC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0.005）；

且 nMDD组左侧腹侧纹状体的灰质密度与自杀意念

的总分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腹内侧前额叶的 ALFF

值在 nMDD 组和 HC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1）；左侧腹内侧前额叶及 vmPFC 的 Re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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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 nMDD 组和 HC 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8，0.025），nMDD 组快感缺乏与腹内侧前

额叶的 ReHo 平均值呈显著负相关（r=-0.65，P<0.05）。 

    结论  青年 MDD 患者奖赏网络的核心区域双

侧腹侧纹状体及腹内侧前额叶发现结构和功能的变

化，且与临床症状密切相关。 

 

 

 

萨提亚模式心理干预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负性情绪和自尊的影响 

 

鲍丽萍 1 沈棫华 1 李业平 1 丁宁 1 胡俊 1 汪琳 1 程

万良 1  杨萍 1  黄书才 1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萨提亚模式心理干预对青少年抑郁

障碍患者负性情绪和自尊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9 年 7 月～2020 年 4 月收治的

42 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为对照组，2020 年 5 月～

2021 年 2 月收治的 40 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为观

察组。对照组采用精神科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

础上给予萨提亚模式心理干预措施。采用抑郁-焦虑

-压力量表（DASS-21）、自尊量表（SES）进行评定，

比较两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负性情绪和自尊的改

变。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入院时、3 周后、6 周后 

DASS-21 各维度评分依次下降（P<0.05），且观察组

3 周、6 周后 DASS-21 各维度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入院时、3 周后、6 周

后 SES 评分依次升高（P<0.05），且观察组 3 周、6

周后 SES 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在精神科常规护

理基础上给予萨提亚模式心理干预措施，能够有效

改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负性情绪，重视自我价

值，提高自尊，增强沟通能力，改善家庭成员之间人

际关系，提高治疗依从性，主动改变不健康行为和

生活方式，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有利于患者重返

社会。 

 

 

 

舍曲林联合小剂量阿立哌唑对伴 NSSI 抑郁

障碍青少年的疗效观察 

 

杨宁波 1 孙文文 1 张宏波 2  

1）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科技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抑郁障碍青少年发生自伤行为的比例高

达 44％，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社会功能及学

习成绩等各个方面，且 NSSI 与个体冲动水平密切

相。舍曲林是首个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

SSRI 类药物,对青少年焦虑、抑郁障碍具有良好的

治疗效果。阿立哌唑为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是多

巴胺、5-HT 系统平衡与稳定剂, 在青少年中广泛使

用。本研究观察舍曲林联合阿立哌唑治疗伴非自杀

性自残（NSSI）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疗效。 

    方法  纳入伴有NSSI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110

例，治疗前后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健

康问卷-9(PHQ-9)、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SI)、青少

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及 Barratt 冲动量表

(BIS-11)评估，使用药物副反应量表( TESS) 评定副

反应，后随机纳入单纯舍曲林治疗组和舍曲林联合

阿立哌唑治疗组，舍曲林治疗量维持在 100mg-

200mg/天、阿立哌唑维持在 5mg-15mg/天，观察 8

周。比较两组第 2、4、8 周末 HAMD-17 评分、(PHQ-

9)、CG、NSSI 频次及程度、Barratt 冲动量表评分，

并统计副反应的发生率及程度，并比较各组内治疗

前后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第 2、4、8 周末 HAMD-

17 评分、PHQ-9、冲动量表及 NSSI 次数与治疗前

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或 P<0.01），且联合

治疗组 HAMD-17 评分低于单纯舍曲林组（P<0. 05），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舍曲林联合阿立哌唑治疗伴有 NSSI 青

少年抑郁症的疗效确切，且能减少 NSSI 频次及程

度。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Children 

Psychologic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ross-sectional Study 

 

仇晓艳 1 于广军 1 陈津津 1  

1）上海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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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Background: Studies reported the 

negative emotions were existed during pandemics 

around the world owing to restricted daily activities. We 

therefore performed this study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chil-

dre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ethods  A total of 1,124 primary school chil-

dren aged from 6.0-10.0 year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out online survey forms.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

naire (SDQ), and the domains including prosocial be-

havior, hyperactivity-inattention, emotional symptoms, 

conduct problems, and peer relationship. Multiple lo-

gistic regression were appli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risk 

factors for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odds ratio (O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used as effect 

estimate. Stratified analyses according to gender were 

also reported. 

    Results  Of 1,124 recruited children, a total of 

668 children presented abnormal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the number of abnormal for prosocial behavior, hy-

peractivity-inattention, emotional symptoms, conduct 

problems, and peer relationship were 86, 169, 111, 132, 

and 323 children, respectively. The risk factor for abnor-

mal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overall cohort (P=0.035) 

and male cohort (P=0.006) was times of fruit intake per 

week, while number of interest classes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abnormal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female (P<0.050). Moreover, the risk factor for ab-

normal prosocial behavior was the duration of exercis-

ing (P=0.020) in overall cohort, while the risk factors 

included family formation (P=0.044), education level of 

mother (P=0.007), and time for mother with children on 

workday (P=0.032) for male cohort. Education level of 

father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abnormal 

hyperactivity-inattention in overall cohort (P=0.039) 

and female cohort (P=0.017), while duration of sleeps 

of children could induce abnormal hyperactivity-inat-

tention in overall cohort (P=0.012) and male cohort 

(P=0.032). The risk factors for abnormal emotional 

symptoms included single-parent family (P=0.007), ed-

ucation level of mother (P=0.049), and the number of 

interest classes (P=0.020). Furthermore, the number of 

interest classes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abnormal emotional symptoms in male cohort 

(P<0.050), while the risk factors for abnormal emo-

tional symptoms in female cohort contained family for-

mation (P=0.012), and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P=0.028). We noted the number of interest classes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abnormal conduct 

problems in female cohort (P=0.017). Mother’s educa-

tion level could affect the risk of abnormal peer relation-

ship in overall cohort (P=0.032) and male cohort 

(P=0.046), while dairy intake per day could affect the 

risk of abnormal peer relationship in male cohort 

(P=0.038).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ported comprehensive 

risk factors for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domains of 

prosocial behavior, 

 

 

 

新冠疫情隔离期间学龄儿童家庭功能状况研

究 

 

仇晓艳 1 郑宏 2 陈津津 1  

1）上海市儿童医院 

2）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 的   目 的  探 索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疫情隔离

期间学龄儿童家庭功能现状，为未来类似公共卫生

事件提供相关干预策略。 

    方法  方法 通过简单随机抽样选取上海某区

四所小学按照班级进行整群抽样，对学生家长共

1168 人进行社会人口学信息调查及家庭亲密度与适

应性量表调查。对过去 6 个月（2020 年 1 月到 2020

年 6 月）新冠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孩子及家庭进行

基本状况及家庭功能的调查。 

    结果  结果 疫情隔离期间学龄期儿童家庭适

应性得分为 48.31±8.43 ，家庭亲密度得分为

71.62±10.33。其中是否独生子女、留守儿童、家庭

人均收入和父母文化程度对儿童家庭适应性的影响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是否留守儿童、家庭类

型、家庭人均收入和父母文化程度对家庭亲密度得

分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 疫情期间学龄儿童家庭功能发生

变化，应综合考虑家庭环境因素，特别是对脆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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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重点干预，为今后的类似公共卫生事件中建

立对儿童心理等方面分层分类干预提供证据及策略

支持。 

 

 

 

新冠疫情隔离期间学龄期儿童情绪和行为变

化的研究 

 

仇晓艳 1 陈津津 1  

1）上海市儿童医院 

 

    Objective  Objective: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

tion and changes of school-age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during COVID-19 outreak, and 

provide relevant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similar pub-

lic health crisis in the future. 

    Methods  Method:Randomly selected a primary 

school in Shanghai, China for sampling. Parents of stu-

dents were surveyed by both general questionnaires, and 

surveys of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Data were col-

lected for th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y’s basic condi-

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quarantine for the 

past 6 months at their home, with individual case com-

parison and analytical results. 

    Results  Results:During the pandemic quarantine, 

the school-age children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

lems were noticeably changed. Compare with the previ-

ous Shanghai normal children it was found that the be-

havioral problems with girls in some age groups were 

increased, while boys in some age groups decreased for 

hyperactive attention. Compare with SH2018 data, in 

contrast, children’s behavioral problem during quaran-

tine were increased, while prosocial behavior scores 

were decreased. It also found that the emotional symp-

toms of children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the con-

duct problems of children from direct families, and the 

prosocial behaviors of children from joint families, were 

score higher. 

    Conclusion  Conclusion: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chool-age children’s emotions and behaviors have 

change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amic. More atten-

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motional problems of chil-

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direct families, and 

the behavior problems of children in single-child fami-

lies and direct families. When similar public health in-

cidents occur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hierarchical and classified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social, school and other psycho-

logical assistance agencies should give them priority at-

tention and support. 

 

 

 

青少年首发精神障碍阴性症状的发生率、评

估及早期治疗的意义 

 

许祥先 1 尹其国 1 刘逍 1 胡梦笑 1  

1）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双相

情感障碍”首次发作时阴性症状的发生率是否存在

差异，对首发精神障碍的阴性症状进行评估，以及

在早期有效治疗阴性症状对于预后的意义。 

    方法  从 2012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住

院、门诊的部分青少年首发精神障碍患者中选取 75

例精神障碍患者：39 例精神分裂症、22 例抑郁症、

14 例双相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组，以及 62 例受

试者（12-18 岁，无精神病史及服药史）作为普通人

群对照组进行评估。1、精神障碍组：阴性症状量表

(SAN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及精神病

前驱期问卷（PQ16）、治疗时出现的症状量表；2、

对照组：抑郁自评量表、躁狂症状问卷及情绪障碍

问卷。 

    结果  1、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及双相障碍组的

阴性症状发生率分别为 81.5%、72.4%、79.3%；对

照组 VS 精神障碍组的阴性症状发生率：普通人群

阴性症状发生率 31.3%，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阴

性症状发生率 78.2%（以＞4/8 为临界值，确定发生

率）；2、在总体人群中，用 SANS 评分测量的阴性

症状与精神障碍显著相关，而抑郁症状和精神病史

则不与精神障碍相关，与非阴性症状青少年相比，

阴性症状有较高的发生率，青少年首次精神障碍发

作时对于阴性症状自我评估、诊断和预后的相关性

尚不清楚，但首发精神障碍阴性症状的发生率与普

通人群对照组相比，是存在差异的；3、首发精神障

碍常见的阴性症状是情绪退缩 41.6%，与非阴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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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相比，前者表现出较高的“反应不足和不良反应” 

轨迹发生率，及较低的依从性相关轨迹发生率；4、

首次就诊时非阴性症状患者治疗有效率明显增高，

而阴性症状与多重治疗失败风险增加有关。 

    结论  1、阴性症状包括情感迟钝、情绪退缩、

快感缺乏、意志力减退和社交障碍等，常见于精神

分裂症，但其他精神障碍也存在，在疾病早期，识别

和治疗或许可以降低阴性症状的发生率；2、青少年

首发精神障碍通常表现出明显的阳性、阴性症状以

及紊乱行为，相对于成人，通过评估，前者可能具有

未经治疗的精神病持续时间更长、病态前适应能力

更差和共病(如神经发育和物质滥用障碍)数量更多

的特点；3、纵向影像学研究表明，阴性症状可能是

一种明显异常的神经发育轨迹的标志，可能更难用

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导致更严重的病程损害，

阴性症状可能有助于识别对抗精神病药物反应不佳，

因此在精神障碍早期有效治疗阴性症状，对于预后

意义重大。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with Sui-

cidal Ideation Or Behavior-a Retrospective 

Chart Study 

 

李晓 1 艾明 1 陈晓鹭 2 陈其彬 1 张琪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一分院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report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or behavior. 

    Methods  Medical records of 278 adolescents 

aged from 12-17 who had received ECT i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2017 to 2020 were reviewed. Details regarding their so-

cio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treatment data were ex-

tracted from these records for the present study. 

    Results  The mean ± SD age of subjects was 

15.41±1.50 years and male sex was 14.7% (n = 41). Ma-

jor depressive disorder (n = 174, 62.6%), comorbid di-

agnoses were present in 104 patients (37.4%). The num-

ber of ECT sessions ranged from 1 to 22 (mean ± SD = 

10.22±3.74), 217 patients (78.1%) took sessions 1-12 

times, 61 patients took sessions more than 12 times 

(n=21.9%).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depressive and suicidal symptoms as evi-

denced b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scores in outcome measures including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ilton Depres-

sion Rating Scale item 3,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 

Severity Scale (P < 0.001). The CGI-S scor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subgroups 

(P＞0.05)，but the HAMD item 3 Scores in 1-12 ECT 

sessions subgroup showed better outcome than more 

than 12 ECT sessions subgroup (P < 0.001).  Electro-

convulsive therapy was generally safe with memory 

loss (n=189, 68.0%), headache (n=150, 54.0%), body 

pain (n=28, 10.1%), delirium (n=95, 34.2%) and nausea 

(n=31, 11.2%) as the reported adverse effects possibly 

related to ECT.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ECT was found to de-

crease suicidal ideation and behavior,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mprove overall functioning. Prospec-

tive studies using larger samples are needed to deter-

mine its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in depression in ado-

lescents. 

 

 

 

De Novo Mutations Identified by Exome Se-

quencing Implicate Missense 1 Variants in 

Cases of Childhood Onset Schizophrenia 

 

周玉明 1 何凡 1 戚艳杰 1 黄环环 1 罗杰 1 关霖 1 程

宇航 1 郑毅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is an extremely poly-

genic disorder with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from com-

mon and rare 12 risk alleles. Current sequencing re-

search has identified potentially causal de novo variants 

(DNVs) in 13 cases of adult-onset schizophrenia and au-

tism. Childhood-onset schizophrenia (COS), defined by 

the 14 onset of disease before age 13 years, is an unu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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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of unknown 15 eti-

ology.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exome 

sequencing data for DNVs in a new sample of 8 COS 

16 cases in order to detect the susceptibility genes of 

COS and test whether the DNVs could contribute to 17 

this illness. We identified 27 de novo variants in 8 COS 

case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shed data 18 of de 

novo mutation rate in adult schizophrenia. 

    Results  Interestingly, the missense DNVs in 

COS found by our 19 research seemed vulnerable to 

pathogenicity and were enriched for genes less tolerant 

to variants. 20 Some genes shown mutated, such as 

CHRNA7, CNTNAP2, FOXRED1, ASAH1, UTRN, 

and PDZD2, 21 have been reported to link to psychiatric 

disorders or to neuronal function, and therefore would 

be 22 thought as the susceptibility genes of COS. 

    Conclusion  To sum up, this research provides 

one list of candidate genes such as CHRNA7, 

CNTNAP2, 124 FOXRED1, ASAH1, UTRN, and 

PDZD2 which are candidates to be involved in the eti-

ology of childhood 125 onset schizophrenia (COS). 

 

 

 

父母幼时 ADHD 症状经历与其教养 ADHD

儿童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程芳 1 张文武 1 胡长舟 1 汪贝妮 1 周东升 1 胡珍玉
1  

1）宁波市康宁医院 

 

    目的  探讨 ADHD 儿童父母幼时 ADHD 症状

经历对其教养方式的影响,为 ADHD 父母培训是否

纳入 ADHD 症状体验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宁波市康宁

医院儿童心理门诊就诊的 ADHD 儿童 360 例，采用

自编一般情况问卷、父母幼时 ADHD 症状回忆问卷

和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问卷进行调查。按父亲、母亲

幼时有无 ADHD 症状经历分组，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和 χ2 检验比较一般情况，spearman 相关分析父母

幼时 ADHD 症状经历与其教养方式的相关性。 

    结果  按父亲幼时有（无）ADHD 症状经历分

组，仅健康状况构成比有差异（χ2=8.657,p=0.034）;

按母亲幼时有（无）ADHD 症状经历分组，仅家庭

人均住房面积构成比有差异（χ2=11.561,p=0.021）。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父亲幼时有 ADHD 症状经

历与情感温暖理解 ADHD 儿童正相关（r=0.383，

p=0.000），与惩罚严厉、拒绝否认 ADHD 儿童负相

关（r=-0.172，p=0.003；r=-0.181，p=0.001），与过分

干涉、过分保护 ADHD 儿童无相关（r=-0.065，

p=0.238；r=-0.022，p=0.687）。母亲幼时有 ADHD 症

状经历与情感温暖理解 ADHD 儿童正相关（r=0.438，

p=0.000），与其拒绝否认、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分

保护 ADHD 儿童无相关（r=-0.107，p=0.051；r=-0.065，

p=0.236；r=-0.009，p=0.876）。 

    结论  幼时有 ADHD 症状经历，能激发父母感

同身受理解 ADHD 儿童问题行为，促发积极教养方

式，因而 ADHD 父母培训可考虑加入 ADHD 症状

体验。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氟西汀治疗青少年抑郁

症随机对照研究 

 

徐道祥 1 徐国帆 2 史惠敏 1 林小东 1  

1）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氟西汀治疗青

少年抑郁症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9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本院

住院治疗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氟

西汀（20mg/次，1 次/d，根据病情逐渐以每周增加

20mg 为阶梯递增，治疗剂量范围为 20mg～60mg/d），

实验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给予配合重复经颅磁刺激

疗法，连续治疗 8 周，采用汉密顿抑郁 17 项量表

(HAMD-17)及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评定临床疗

效，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对比分

析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治疗效果及治疗前后的不良

反应。 

    结果  实验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89.5%，明显高

于对照组的 7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2 周、4 周、8 周后，实验组 HAMD 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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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治疗前 CGI 评分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2 周、4 周、8 周后 CGI 评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期间，两组不良反

应均较轻微,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氟西汀治疗青少年

抑郁症起效快、疗效确切、安全性高，具有较高的临

床价值，值得推广。 

 

 

 

儿童期创伤的流行病学特征、心身影响及致

病机制分析 

 

刘剑波 1 卢建平 1  

1）康宁医院 

 

    目的  开展儿童期创伤的流行病学调查，并探

讨儿童期创伤影响心身健康的致病机制。 

    方法  采用问卷/量表调查的方法评估家庭经

济状况、儿童期创伤、情绪不稳定性、情绪调节、抑

郁情绪、非自杀性自伤与自杀行为、欺凌行为、体像

和躯体健康。采用改良多重高温连接酶反应技术检

测基因多态性。 

    结果  （1）家庭经济“差”的人群暴露情感虐待、

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的发生率

分别是22.10%、20.97%、14.23%、35.02%和35.58%，

家庭经济“差”人群的童年期创伤的发生率远高于家

庭经济“好”人群的童年期创伤的发生率，差异有统

计意义（P＜0.05）。儿童期创伤中介家庭经济状况与

抑郁之间的关系（Bootstrapping 法的 95%区间不包

括 0），在中介模型中，“欺负他人”与儿童期创伤交

互作用预测抑郁情绪（P＜0.05）。（2）仅在男性后代，

母亲的情绪不稳定性影响后代的儿童期创伤（P＜

0.05），母亲的情绪不稳定性是通过男性后代的儿童

期创伤和情绪调节的间接途径来影响男性后代的抑

郁/情绪不稳定性/自杀相关行为（Bootstrapping 法的

95%区间不包括 0），而母亲的情绪不稳定性不影响

女性后代的抑郁/情绪不稳定性/自杀相关行为。（3）

儿童期创伤* FKBP5 基因单倍体型交互作用影响认

知重评（P＜0.05）。携带 FKBP5 基因单倍体型 CATT

的人群，认知重评中介了儿童期创伤与躯体健康之

间的关系（Bootstrapping 法的 95%区间不包括 0）。 

    结论  （1）家庭经济“差”的童年期创伤的发生

率高，“欺负他人”与儿童期创伤共同影响了家庭经

济状况与抑郁之间的关系。（2）母亲的情绪不稳定

是通过后代儿童期创伤和情绪调节能力的间接途径

来影响男性后代心理健康。（3）儿童期创伤与 FKBP5

基因交互作用影响情绪调节，从而可能间接影响躯

体健康。 

 

 

 

人际心理治疗对青少年焦虑障碍患者的临床

疗效及执行功能的研究 

 

张静 1 沈红艳 1 杨志磊 1  

1）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人际心理治疗对青少年焦虑障碍患

者的有效性及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70 例青少年焦虑障碍患者，采取随

机分组，一组给予人际心理治疗纳入研究组，另一

组给予集中心理教育纳入对照组。在治疗前后均采

用儿童青少年焦虑筛查量表(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SCARED)、威

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对患者的焦虑程度及执行功能进行评价。 

    结果  两组治疗前 SCARED、WCST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治疗后研究组

SCARED 总分及各因子分比治疗前显著降低

(P<0．01)，WCST 的持续性错误数低于治疗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总应答数、正确应答数

及完成分类数均明显高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P<0．01)。对照组治疗前后 SCARED 总分及

各因子得分、WCST 各因子分差异无统计意义

（P>0．05）；组间比较，治疗后研究组 SCARED 在

总分、躯体化/惊恐、广泛性焦虑、社交恐怖因子分

方面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后研究组 WCST 错误应答数、持续性错误数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确

应答数及完成分类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人际心理治疗能有效降低青少年焦虑障

碍患者的焦虑程度，且能明显改善执行功能。 

 

 

 

亲子关系和质量对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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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慧 1 许蔚倩 1 汤义平 1 杨龙腾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和评估青少年抑郁患者抑郁水平的

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亲子关系和质量青少

年抑郁患者抑郁水平的影响 

    方法  我们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 2019 年 1 月

至 2020 年 12 月在台州市某三级医院因抑郁就诊，

且符合纳入标准的青少年抑郁患者 196 例。采用一

般情况调查表、亲子关系量表（Child-parent Relation 

ship Scale）、友谊质量问卷 (Friendship Quality Ques-

tionnaire)和流行病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进行

调查，使用单因素分析、Pearson 相关和分层多元回

归分析青少年抑郁患者抑郁水平的影响因素。 

    结果   青少年抑郁患者抑郁水平总分为

26.62±5.97分，回归分析显示，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

亲子关系中的亲密性、依赖性维度和友谊质量中的

亲密性、可信赖和争吵与冲突维度共可以解释其抑

郁水平的 47.8%。 

    结论  青少年抑郁患者的抑郁水平较高，亲子

关系和亲子质量是青少年抑郁患者抑郁水平的重要

影响因素，青少年的亲子关系与亲子质量均为青少

年抑郁患者抑郁水平的保护因素。医疗工作者应提

高对青少年抑郁患者亲子关系和亲子质量的重视力

度，以降低青少年抑郁患者的抑郁水平。 

 

 

 

Exosomes Derived From Human Mesenchy-

mal Stem Cells in Alleviating Autism Symp-

toms 

 

Yujie Liang1, Jianhong Wang1, Juan Chen1, Jianping Lu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Objective  We developed an intranasal delivery 

of exosomes form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UC-MSCs),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n the 

autism-related behaviors in VPA-induced animal model. 

    Methods  Exosomes administered through in-

tranasal route successfully enter the brain tissue. The so-

cial ability of the mice, and the repeated stereotyped be-

haviors and other abnormal phenotypes in a valproic 

acid-induced mouse model of autism were tested by 

open-field test and three-chamber test. 

    Results  Exosomes from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UC-MSCs) that efficiently 

enter the brain tissue through the intranasal route restore 

the social ability of the mice and correct the repeated 

stereotyped behaviors and other abnormal phenotypes 

in the offspring of valproic acid (VPA)-treated mice, 

which show autism-like symptoms. The alleviate of au-

tism like symptoms can be attributed at least partially to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the MSC exosomes. 

    Conclusion  This work thereby reports brain-

specific delivery of hUC-MSC exosomes, as a cell-free 

therapy to relieve autism-related symptoms, providing a 

promising dire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mental devel-

opment disorders. 

Acknowledgments  This work was partially 

funded by Supported by Shenzhen Fund for Guangdong 

Provincial Highlevel Clinical Key Specialties

（No.SZGSP013); 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JCYJ20200109150700942 and 

JCYJ20180306170922163), Shenzhen Key Medic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und（No.SZXK042), Shen-

zhen Double Chain Grant [2018]256. Key Realm R&D 

Program of Guangdong Province (2019B030335001).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2020A1515011581), and Sanming project of medicine 

in Shenzhen (No. SZSM201612079). 

 

 

 

父母养育方式和生活事件对儿童青少年情绪

行为问题影响的调查 

 

杨杨 1 戚艳杰 1 陈旭 1 何凡 1 张之霞 1 周玉明 1 郑

毅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首都医

科大学 北京 100088 

 

    目的  了解父母养育方式和生活事件对儿童青

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 

    方法  采用儿童行为量表 (Achenbach’s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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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Checklist, CBCL)、父母教养方式 (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EMBU)和青少年

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ASLEC）对北京 420 名儿童进行调查，

分析父母养育方式和生活事件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

响。 

    结果  1.男孩主要有交往不良、分裂样和强迫

性问题；女孩主要有抑郁、分裂样问题。2.CBCL 异

常的儿童，母亲养育因子中的拒绝否认（t = -3.00）

和惩罚严厉（t = -2.38）得分高于正常儿童，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3.父亲惩罚严厉（OR = 1.11，

95% CI：1.02-1.22）、过度保护（OR = 3.41，95% CI：

1.34-15.96）和母亲偏爱（OR = 1.74，95% CI：1.08-

3.11）可能分别是男孩体诉、不成熟和社交退缩行为

问题的危险因素（均 P<0.05）；母亲偏爱（OR = 1.31，

95% CI：1.04-1.74）、拒绝否认（OR = 1.23，95% CI：

1.06-1.47）和温暖理解（OR = 1.04，95% CI：1.01-

1.08）可能分别是女孩体诉、残忍和不成熟行为问题

的危险因素（均 P<0.05）。4.CBCL 异常者的总应激

量，人际关系，学习压力，丧失和健康适应问题多于

正常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3.48、2.87、

2.90、3.29、3.16，均 P<0.05)。5.学习压力和丧失问

题与情绪行为问题有关，可能是危险因素（OR 值分

别为 1.10、1.21，均 P<0.05）。 

    结论  结论 不良的父母养育方式和负性生活

事件可能对儿童情绪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意念与情绪记忆的

相关性研究 

 

胡淑文 1 郭鹏飞 1 郑洪宇 1 江晓璐 1 莫大明 2 钟慧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伴或不伴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抑郁

障碍患者情绪记忆的差异，以及情绪记忆与自杀意

念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86 例 13-18 岁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及

41 例正常青少年，并根据贝克自杀意念量表评估青

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分为伴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抑郁

障碍组（n=36）和不伴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抑郁障

碍组（n=50）。入组对象采用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17）、14 项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14，

HAMD14）、国际神经精神科简式访谈问卷版本6.0.0

中 文 版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

view,M.I.N.I.)B 单元进行症状评估，采用情绪记忆测

试对三组受试者进行评估。采用 SPSS25.0 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在情绪记忆测试中，病例组正性评

分、正性图片再认率显著低于健康组，有自杀意念

正性评分更低于无自杀意念组；中性图片评分有自

杀意念组显著低于无自杀意念组、健康组，三组中

性再认率无显著差异；负性图片效价评分病例组显

著高于健康组，负性图片再认率自杀意念组显著低

于健康组；三组在每一类别图片错认数无显著差异。

（2）在情绪记忆任务测试中，负性图片再认准确率

与 HAMD17 总分、焦虑躯体化、认知障碍、HAMA14

总分、精神性焦虑、自杀意念强度显著负相关(r=-

0.352、-0.326、-0.309、-0.319、-0.302、-0.345，P＜

0.01)，正性图片再认准确率、中性图片再认率与焦

虑情绪、抑郁情绪、自杀意念强度无显著相关。（3）

单因素二元 Logstic 回归分析显示，情绪记忆中性图

片评分对有无自杀意念造成影响，二元 Logstic 回归

分析显示，情绪记忆中性图片评分中性评分（OR=-

0.503，P<0.01）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出现自杀意念

的保护因素。 

    结论  伴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情绪

记忆任务中正性、中性图片评分下降，负性效价图

片评分增高，而且自杀意念者在情绪图片再认任务

表现中更差，负性图片再认率与焦虑、抑郁、自杀意

念强度密切相关。中性图片评分是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出现自杀意念的保护因素。 

 

 

 

ADHD患儿与ADHD共病焦虑抑郁患儿局部

脑血流的差异--基于功能近红外线脑成像的

研究 

 

张雨晨 1  

1）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最常见的

神经发育障碍之一，共病其他精神障碍的几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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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抑郁症和焦虑症相对常见。研究表明，在合并焦

虑症的 ADHD 中单独使用 SSRI 或 SNRI 类的药物

治疗效果不佳，并且 ADHD 的症状可能加重。遗憾

的是 ADHD 共病情绪障碍的诊断率并不高，本研究

希望借助功能近红外线脑成像（Functional Near－In-

frared Spectroscopy，fNIRS）测量 ADHD 和共病焦

虑抑郁的 ADHD 在言语流畅性实验（VFT）下脑激

活和激活速度的差异，为 ADHD 共病焦虑抑郁的临

床诊断手段提供新的方法。 

    方法  研究对象均来自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门

诊，纳入 19 例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

版》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诊断的儿童，其中合并焦

虑抑郁障碍的 ADHD 患儿为实验组，单纯 ADHD 患

儿为对照组。两组均接受儿童焦虑和抑郁量表、

SNAP-4 测评，以及 VFT 下的 fNIR 测试，记录重心

值、积分值、斜率和组词数。数据采用 SPSS 19.0 进

行统计分析。采用 2 检验和 t 检验分析两组人口学

资料的基线可比性，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

量表分数和积分值、重心值、斜率、组词数组间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检验水准 

α=0.05，双侧检验。 

    结果  两组在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上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在前额叶皮质，两组积分值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t：-3.621，p:0.002*），重心值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0.644, p:0.527），斜率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t：-2.455, p:0.024*）。在左右颞叶区，两组

在积分值、重心值和斜率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积

分值：t:-1.934，p：0.068；重心值：t:1.041, p:0.311,

斜率： t:-1.858 , p:0.079）。组词数无差异（t:0.522，

p：0.608）。 

    结论  本实验中，共患焦虑抑郁组与在前额叶

皮质区积分值和斜率远大于与 ADHD 组。说明共患

焦虑抑郁的 ADHD 患儿在 VFT 任务期间前额叶皮

质区脑血流更丰富，激活的神经活动更多，且激活

速度更快。在左右颞叶组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DHD 共患焦虑抑郁患儿与 ADHD 患儿在 VFT 试

验下脑血流差异主要存在与前额叶皮质区，fNIRs 有

望为区分 ADHD 共患焦虑抑郁患者与单纯 ADHD

患者提供新的辅助检查手段。 

 

 

 

Somatization Symptoms Regulate Emotional 

Memory Bias in Adolescents with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莫大明 1,2,3 李欣 1 胡淑文 1 郭鹏飞 1 刘帅 1 耿峰
1,2,3 曹小梅 1,2,3 陈彬彬 1,2,3 钟慧 1,2,3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3）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Objective  Somatization symptoms are com-

monly comorbid with depression. Furthermore, people 

with depression and somatization have a negative 

memory bias. We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s in emo-

tional memory among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depres-

sive disorders, with and without functional somatization 

symptoms (FSS). 

    Methods  We recruited 30 adolescents with de-

pression and FSS, 38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but 

without FSS, and 38 healthy participants. Emotional 

memory task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motional 

memory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three groups.The clin-

ical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Hamilton De-

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 and the Children’s So-

matization Inventory(CSI). 

    Results  The valence ratings and recognition ac-

curacy rates for positive and neutral images of adoles-

cent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F = 12.208, P < 0.001; F = 6.801, P < 

0.05; F = 14.536, P < 0.001; F = 6.306, P <0.05; respec-

tively); however,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rate for neg-

ative images of adolescent patients of depression with-

out FS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FSS and control group participants (F = 10.316, P 

< 0.001). These differences persisted after controlling 

for HDRS scores. The within-group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atients of depression with FSS showed signifi-

cantly higher recognition accuracy rates for negative 

images than the other types (F = 5.446, P < 0.05).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rate for negative images was pos-

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SI scores (r = 0.352, P < 0.05). 

    Conclusion  Therefore, emotional memory im-

pairment exists in adolescent patients of depression and 

FSS are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emotional memory re-

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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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自杀未遂的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

功能特点分析 

 

李君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家庭功能在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的发生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心理成长的一个重要

因素，家庭功能功能可能与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自杀未遂行为相关。因此，本研究探索伴自杀未

遂的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功能特点分析，

研究儿童青少年抑郁症自杀未遂患者的家庭功能特

点，以期为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自杀预防提供线索。 

    方法  选取我院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收

治的抑郁症同时伴自杀未遂现象的儿童青少年患者

50 例，设为观察组。同期收集到院体检的健康儿童

青少年 50 例，设为对照组。应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FAD），对两组进行评定。此量表包括7个分量表，

即行为控制、问题解决、情感介入、沟通、情感反

应、角色、总的功能，共 60 个条目，单条分值介于

1～4分，部分采取的为反向计分的形式，分值越低，

提示健康程度越理想。同时，依据评分结果，对观察

组展开家庭治疗干预。即由心理咨询师或神经科医

师，对患者及家属展开系统的干预治疗，包括对家

庭成员间的关系掌握，改善成员间现存情感矛盾，

重构成员间互动模式等内容，对比治疗前后抑郁评

分。 

    结果   观察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评分为

（154.24±20.17）分，对照组为（129.34±17.29）分，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针对观

察组开展家庭治疗 8 周后，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HAMD）评估抑郁，分值为（7.92±1.24）分，明

显低于家庭治疗前（28.03±2.34）分，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抑郁症同时伴自杀未遂现象的儿童青少

年患者家庭功能居偏低水平，而重视结合评估结果

展开家庭干预，可明显改善患者抑郁心理，开展价

值显著。 

 

 

 

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与网络成瘾间关系的研

究 

 

周丽芳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了解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

的发生现状，探讨其与网络成瘾间的关系，为有效

预防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提供支持。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21 年荆

州地区某校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人口学信息、

家庭状况、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网络成瘾、心理状况

等。将最近 1 年内任何一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包

括故意打自己、故意拽头发、故意撞头、割腕等 8 

项） 发生 1 次及以上判定为有自伤行为，合计自伤

次数 1～3 时判定为偶尔自伤行为，大于等于 4 次

判定为反复自伤行为。使用 Epidata3.1 软件进行数

据录入,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①共调查 560 人，报告过去一年曾有过

NSSI 者 31 人，检出率为 5.54%。男生的检出率

（5.29%）高于女生检出率（5.18%），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②在  NSSI 的实施方式上，拔扯头发

（60.9%）、用力咬自己(56.1%)，抠或抓自己(36.6%)，

割腕用力拔扯自己的头发(21.96%)；采用1种、2种、

3 种及以上 NSSI 方式的比例分别为 49.33%、31.72%、

21.94%；③网络成瘾报告率为 1.39％，疑似网络成

瘾率为 19.53％；④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在不同学段、

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收入、家庭类型、教育方式、精

神病家族史、网络成瘾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④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网络成瘾疑似

(OR=1.35)、网络成瘾存在(OR=2.08)与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呈正相关(P 值均＜0.05)。 

    结论   目前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为

5.54%，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网络成瘾与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密切关联，可从降低网络成瘾的角度降

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 

 

 

 

A Study o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in P300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

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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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qiong He1, Yaru Zhang1, Qianting Yu1, Xilong Cui1, 

Xueping Gao1, Chunxiang Huang1, Xuerong Luo1  

1）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

ders, and Department of Psychai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

sha 410011, Hunan, 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g-

nitive related endogenous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energy activity of theta band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Methods  30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first-epi-

sode depression and 21 healthy adolescents were en-

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general data, behavioral data 

(reaction time and reaction accuracy) and EEG data (in-

cluding amplitude of N2 and P3)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llected by using double choice visual oddball para-

digm. Hamilton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symp-

toms of the patients. Matlab 2013b and SPSS 22.0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xperimental data. 

    Results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age and years of edu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reaction time between the patients group and 

health control, but the reaction accuracy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control,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in the N2 

applitude of the two group.（4) No matter in the case of 

standard stimulation or deviation stimulation, the P3 

amplitude of the patient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ase group at Cz, CPz, Pz, POz and Oz, and the dif-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5) The 

energy activity of theta band in patients group and con-

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etween 200-600 

ms after stimulation, and the energy activity of healthy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ase 

group at Fz, Cz, Pz and Oz electrodes. 

    Conclusion  In conflict detecti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reflected by the decrease of P3 amplitude in 

first-episode adolescent depression was damaged to var-

ying degrees. The decrease of theta oscillation in ado-

lescent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may be in-

volved in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disease-

related cognitive dysfunction 

 

 

 

699 例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住院患者临床

特征及用药分析 

 

杨听雨 1 崔夕龙 1 何玉琼 1 孟凡超 1 张雅茹 1 罗学

荣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通过对长沙市某综合医院精神科儿少病

区 2018至 2019年期间住院患儿临床数据进行分析，

了解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疾病构成、

临床特征、用药情况及患者生物学指标的变化。从

而为临床提供参考，为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科学

诊疗，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及医疗卫生相关政策

的制定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从该医院电子病例信息管理系统

中提取 699 例儿童青少年住院患者的一般资料、临

床特征（病程、疾病诊断等）和用药情况（治疗方案

及药物不良反应等）。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

患者 699 人，其中男性 315 名（45.06%），女性 384

名（54.94%）。患者年龄范围为 4-18 岁，青少年人

群占 79.83%，其中 80.5%是慢性病程，91.42%经住

院治疗后症状改善。（2）病种分布：从高至低排列前

三的精神障碍分别为抑郁发作或复发性抑郁障碍

241 例（34.48%）、双相情感障碍 150 例（21.46%）

和精神分裂症 129 例（18.45%）；青少年分别占这三

种疾病人群的 89.21%、86.00%和 82.17%。（3）自伤

自杀冲动风险：入院时分别有 264 人（37.77%）、209

人（29.90%）存有自杀想法/行为、自伤想法/行为，

其中男性分别占 28.41%、27.75%；131 人（18.74%）

有攻击或毁物行为，男性占 58.02%。（4）药物使用：

抑郁发作或复发性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和精

神分裂症患儿中最常使用的药物分别为舍曲林 118

人(48.96%)、喹硫平 76 人(50.67%)和利培酮 76 人

(58.91%)。（5）药物对患儿影响：203 名(29.04%)住

院患儿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比较住院患儿出入院客

观指标水平，出院时患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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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和 BMI 水平较入院时显著增加，总胆红素、直

接胆红素和尿酸水平显著降低，但均未超出正常参

考范围。 

    结论  (1) 儿童青少年住院患者以青少年、女性、

慢性病程居多，病种以抑郁发作或复发性抑郁障碍、

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为主；自杀或自伤想法/

行为、攻击或毁物行为普遍存在，青少年患者相较

于儿童更多见，男性攻击或毁物行为更多，女性自

杀和自伤想法/行为频率更高。（2）抑郁发作或复发

性抑郁障碍患儿最常使用舍曲林，双相情感障碍和

精神分裂症患儿分别使用喹硫平、利培酮最多，药

物不良反应较常见。 

 

 

 

事件相关电位在早发精神分裂症中的临床应

用及价值 

 

刘志伟 1 刘寰忠 2  

1）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目的  早发精神分裂症（Early-onset schizophre-

nia，EOS）特指发病于 18 周岁之前的精神分裂症，

其临床严重程度、对发育的影响和预后不良与成年

精神分裂症有所差异。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作为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有效的神经

电生理学标记物，在慢性精神分裂症中表现出较大

的应用前景；而在儿童、青少年患者中研究较少。本

文以 P300、失匹配负波（MMN）、N100 等 ERPs 常

见成分进行论述，以探讨其在 EOS 患者临床应用中

的价值。 

    方法  以“事件相关电位，早发精神分裂症”为

中文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时间

截至 2021 年 2 月底。纳入标准：已经发表的全文文

献（包括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动物实验、系统综

述），年代不限。排除标准：排除学位论文、会议论

文、一般综述以及经验总结性概述。 

    结果  精分前驱期、CHR 儿童青少年或 EOS 患

者中，P300、MMN、N100 均存在波幅降低，潜伏

期异常。 

    结论  ERPs 成分（如 P300、MMN、N100），

已在慢性 SZ 患者中得到广泛证明，作为精神分裂症

的一类潜在有效生物标记物。 

    基金项目：2019 年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

设项目（省级项目编号：81801341） 

    阜阳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科研项目（市级项

目编号：FY2020xg14） 

 

 

 

Cyberbullying, Maltreat Were Correlated 

with Sleep Deprivation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with Mental Disorders 

 

刘志伟 1 杨荣春 1 刘云 1 刘寰忠 2  

1）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cid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sleep depriva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A total of 137 patients who met ICD-

10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schizophrenia (SZ), depression 

disorder (DEP) and childhood emotional disorder (ED) 

were enroll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annual Evolution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2009 and 2020" and 

"Healthy China Action (2019-2030)" reports, prim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slept less than 10h, 9h and 8h per day were defined as 

sleep deprivation. IBM SPSS 22.0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1) The disease category (47.6%SZ, 

81.8%DEP and 69.1%ED vs. 52.4%SZ, 18.2%DEP and 

30.9% ED, X2=9.845, P=0.020) in the sleep deprivation 

group and the adequate sleep group, the patients who 

had been beaten (X2=4.712, P=0.030) or being scolded 

(X2=4.021, P=0.045) in the last 6 months and cyberbul-

lying within one year (X2=4.566, P=0.033) were statis-

tically significant. (2) Among the patients with insuffi-

cient sleep, 91.2% (70/96) reported difficulty in falling 

asleep, and 72.1% (58/96) reported sleep maintenance 

difficulty at night. (3)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sleep duration wa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scolded or beaten 

in the last 6 months (r=0.141, P=0.005) and cyberbully-

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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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si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men-

tal disorders in the sleep deprivation group showed 

more depressive disorders, had been beaten or scolded 

in the last 6 months, and may have experienced cyber-

bullying in the last year. 

    Funding  This study was funded by grants from 

the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Anhui 

Province (1804h08020263)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of the Institute for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7zhyx17). 

 

 

 

经颅磁刺激应用于儿童精神障碍性疾病的研

究进展 

 

邵小骏 2 朱刚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儿童精神障碍性疾病发病率及疾病负担

逐渐升高。常见儿童精神障碍性疾病除了精神分裂

症、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等同时常见于成年人的精

神疾病以外，还包括一些特发于儿童期者，如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等。儿童精神障碍

性疾病因识别率低、治愈率低给临床诊断及治疗带

来了极大的挑战，严重危害我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和生命安全。现阶段儿童精神障碍性疾病病因和发

病机制迄今不明确，同时目前绝大多数抗抑郁药物、

抗精神病药物等精神科药物对于儿童青少年患者用

药缺乏临床证据，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性疾病

是否应使用药物以及如何选用药物一直存在争议。

经颅磁刺激是一种非侵入性、无痛的以法拉第电磁

感应定律为理论基础的神经生理技术，在临床治疗

一般采用重复性经颅磁刺激，广泛应用于神经病学

与精神病学的诊断和治疗中，如抑郁症、脑卒中、偏

头痛等疾病。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将其应用于儿

童精神障碍性疾病（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孤独

症谱系障碍）的研究。本综述以期为儿童精神障碍

性疾病患者相关非药物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本综述基于近年来国内外相关临床指南，

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对经颅磁刺激在儿童精神障碍性

疾病中的研究做一系统综述，总结经颅磁刺激应用

于儿童精神障碍性疾病的研究进展。 

    结果  经颅磁刺激应用在儿童精神障碍性疾病

中利大于弊，可作为一种安全的治疗技术供临床选

择，但必须是遵守安全指南的前提下且结合患者具

体情况。 

    结论  经颅磁刺激应用在儿童精神障碍性疾病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需要更多的研究验证，临床应用

时应根据患者症状加以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药物治疗联合行为训练对 ADHD 儿童青少年

的疗效分析 

 

张琴琴 1 黄春香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探讨药物治疗、行为训练和药物治疗联

合行为训练对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抽取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018 年 8 月-

2020 年 12 月精神科门诊就诊的 85 例 ADHD 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药物治疗组、行为训练组

和药物治疗+行为训练组，其中药物治疗组和行为训

练组各 30 例，药物治疗+行为训练组 25 例。治疗时

间为期 12 周，在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及治疗 12 周

后使用 SNAP-IV 量表（父母版）、Conners 父母症状

问卷（PSQ）和父母版长处与困难问卷（SDQ）对

ADHD 患者的核心症状、行为和情绪进行评估，通

过各组自身治疗前后对照和组间对照，对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1）治疗 4 周后，药物治疗组 SNAP-IV 中

注意缺陷因子和多动因子、PSQ 中 II 因子、IV 因子

和多动指数及 SDQ 中困难总分和多动注意不能评

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行为

训练组 SNAP-IV 中对立性因子和注意缺陷因子、

PSQ 中 II 因子和 III 因子评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药物治疗+行为训练组 SNAP-

IV 各项因子、PSQ 中 I 因子、II 因子、IV 因子和多

动指数评分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2）治疗 12 周后，药物治疗组 SNAP-IV

各项因子、PSQ 中 II 因子、IV 因子及多动指数及

SDQ 中多动注意不能评分显著低于基线水平，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行为训练组 SNAP-IV 对立

性因子和注意缺陷因子、PSQ 中 I 因子、II 因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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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动指数评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药物治疗+行为训练组 SNAP-IV 各项因

子、PSQ 中评分及 SDQ 中困难总分、情感症状、品

行问题和多动注意不能评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3）治疗 12 周后，药物治疗组、

行为训练组和药物治疗+行为训练组 PSQ 中 I 因子

和 V 因子评分低于治疗前，药物治疗+行为训练组

与药物治疗组、行为训练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P<0.05），药物治疗组和行为训练组间无统计学差

异(P>0.05)。 

    结论  1）药物治疗、行为训练和药物治疗联合

行为训练均可以改善 ADHD 患者的注意缺陷、多动

冲动等核心症状及学习问题。2）药物治疗联合行为

训练可以更好的改善ADHD患者的品行问题和焦虑

情绪。 

 

 

 

高中生焦虑抑郁情绪自评及 meta 分析 

 

蒋向阳 1 楼巧珍 2  

1）浙江省金华市第二医院 

2）浙江省金华市艾青中学 

 

    目的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重点高中开学之际，

释放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开展个体化心理辅导，提

高情绪自我管理水平，促进身心健康。 

    方法  重点高中高一学生 44 名，用焦虑自评量

表(SAS)和患者健康问卷(PHQ-9)自评，团体午睡时

渐进肌肉放松冥想训练(音频)，班主任个体化心理辅

导重度焦虑或抑郁 4 位同学，用 SPSS 22.0 统计软

件处理数据；万方数据库查询高中生心理健康相关

文献 26 篇，用 Review Manager 5.3 统计软件 meta

分析。 

    结果  重点高中学生学业压力大，情绪问题突

出，22.7%有焦虑症状，高于国内常模，75%有抑郁

症状，男生比女生多，焦虑与抑郁相关系数(r=0.794)。

Meta 分析显示 2011~2016 年高中生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评定轻度心理问题多于中度以上心理问题，

焦虑和抑郁情绪比 2004 年常模低，焦虑情绪发生率

高于抑郁情绪(51%/42.9%)。高中生自杀未遂发生率

3.4%，低于初中生 3.8%。 

    结论  高中生的整体情绪自我管理水平在提高，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学生学业压力大，班主任

通过个体化心理辅导，结合团体渐进肌肉放松冥想

训练、正念观呼吸练习等，稳定情绪，提高学习效

率。 

 

 

 

加味酸枣仁汤与劳拉西泮对高中生焦虑症的

疗效以及安全性比较 

 

宋明芬 1 刘文娟 1 闫盼 1 王姝琪 1 王晟东 1 李静 1 

许凯娜 1 王泽民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因未成年人各系统功能尚未发育成熟，

与成人相比，药物的副反应（如自杀倾向和自杀行

为）可能更严重。目前，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在内，批准可应用于未成年人的抗焦虑药很少，

劳拉西泮是其中之一。中药因其药材的自然来源性，

副作用相对较小，因此未成年焦虑患者及其家长趋

向于寻求中医治疗。本次研究比较加味酸枣仁汤与

劳拉西泮治疗高中生焦虑症的疗效以及安全性。 

    方法  高中生焦虑症患者 68 例随机分为加味

酸枣仁汤组和劳拉西泮组，并给于相应的治疗。于

0、1、2 周测定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得分评价其疗效，2 周测定副反应量

表（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 TESS）评价

其不良反应。比较两组间 HAMA 减分率、治疗有效

率、起效时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  1、2 周，两组 HAMA 得分均显著下降 

(P<0.001)。虽然两组总有效率无统计学差异 (90.91% 

vs 90.63%, χ2=0.002, P=0.97)，但是，加味酸枣仁汤

组疗效显著的比例（57.58%）明显高于对照组

（31.25%）（χ2=4.56, P=0.03），且 HAMA 得分

（10.82±5.80）显著低于对照组（14.88±5.50）（t=2.92，

P=0.005）。加味酸枣仁汤组起效时间（3d）则稍晚于

对照组（1d）（T=449，P<0.01）。加味酸枣仁汤组乏

力和头痛的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劳拉西泮组

（P=0.01 和 0.02）。 

    结论  在高中生焦虑症的治疗中，加味酸枣仁

汤比劳拉西泮更安全、有效。 

 

 

 

童年期虐待对心理障碍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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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汪莲籽 1 查贵芳 1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在心理障碍青少年的童年

期虐待与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关系之间的

作用。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知情同意后对专

科医院就诊的青少年使用儿童期虐待问卷、儿童及

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进行

问卷调查。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Hayes 开

发的 PROCESS 程序检验中介效应。 

    结果  参与调查的 206 名青少年 NSSI 水平为

17.14±34.24，其中仅 14 名青少年 NSSI 水平为 0，

伴 NSSI 人数占 93.20%。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年龄

和性别后，NSSI 水平与儿童年期虐待（r=0.33）成

显著正相关（P<0.01），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r=-

0.27，P<0.01）。儿童期虐待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

NSSI，直接效应为 0.3783（P<0.01）。控制年龄和性

别变量后，社会支持在童年期虐待与青少年 NSSI 的

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β=0.1017，P<0.01），占总

效 应 的 21.19% ， 95% 水 平 的 置 信 区 间 为

0.0123~0.2005。 

    结论   儿童期虐待是影响心理障碍青少年

NSSI的重要因素，并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影响NSSI，

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减少 NSSI 的发生。 

 

 

 

脑瘫患儿行为问题干预对策研究 

 

查贵芳 1 刘苓 2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2）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脑瘫患儿行为问题及社会生活能力

状况，探讨心理行为干预等措施对脑瘫患儿行为问

题的干预效果。 

    方法  采用 Achenbach 儿童行为评定量表、婴

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对 53 名 2~10 岁脑瘫患

儿（家长填写）进行前后测调查评估，通过“知、信、

行”理论培训指导家长矫正脑瘫患儿的心理行为问

题的行为干预。 

    结果  （1）本研究中 53 例脑瘫患儿行为问题

检出阳性人数 28 例，检出率为 52.83%，显著高于

全 国 普 通 儿 童 的 行 为 问 题 检 出 率 12.97%

（ 2=73.96,P＜0.01）。（2）53 例脑瘫患儿中有 44 例

（83.0%）的脑瘫患儿社会生活能力异常（评分≤8

分）。（3）经过一系列干预后再次对脑瘫患儿行为问

题进行评估，53 例脑瘫患儿检出行为异常患儿 19 例，

检出率为 35.8%。干预前后脑瘫患儿行为问题总检

出率前后差异显著（P＜0.05），而各年龄组脑瘫患儿

行为问题检出率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不同年龄组脑瘫患儿行为问题总分干预后较干

预前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每

组单项行为因子改善不同。（5）对脑瘫患儿社会生

活能力标准分干预前后比较结果显示，独立生活、

运动、作业操作、交往、集体活动、自我管理及总分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知、信、行”理论培训指导家长矫正

脑瘫患儿的心理行为问题的行为干预模式，能够有

效降低患儿的社交退缩、抑郁、攻击等心理行为问

题，尤其以低龄脑瘫患儿效果更为显著，而对脑瘫

患儿社会生活能力影响较小。 

 

 

 

DBT-ST 对改善青少年抑郁伴自伤行为的临

床对照研究 

 

方海燕 1 吴刚 1  

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辩证行为治疗核心技能训练（DBT-

ST）在青少年抑郁伴自伤行为的改善、维持改善及

预后方面的的作用优势。 

    方法  收集 120 例青少年抑郁伴自伤行为患者，

分成两组（A、B 组），A 组予以氟西汀联合 DBT-ST

治疗，B 组予以氟西汀治疗，治疗 12 周，分别对两

组治疗前后检测，主要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 DSM-5）中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使用中国

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抑郁自评量表（SDS）、

焦虑自评量表（SAS）、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进行检

测。采用独立样本的 t 检验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1、A 组与 B 组被试的 HAMD 评分：治

疗前 A、B 组 HAMD 总分为（23.7±5.3 vs 2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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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A、B 组 HAMD 总分为（7.6±5.9 vs 15.3±1.9），

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 A、B 组也存在显

著差异(P<0.05)，表明两种治疗方法对患者均有效，

但 A 组的疗效更明显，症状缓解更显著。 

    2、A 组与 B 组被试的 SDS 评分：治疗前 A、

B 组 SDS 总分为（87.5±3.5vs 86.3±4.3），治疗后 A、

B 组 SDS 总分为（50.4±2.4 vs68.7±2.2），均存在显

著差异(P<0.05)，治疗后 A、B 组也存在显著差异

(P<0.05)，表明两种治疗方法对患者均有效，但 A 组

的疗效更明显，症状缓解更显著。 

    3、A 组与 B 组被试的 SAS 评分：治疗前 A、

B 组 SAS 总分为（70.3±1.9vs 70.9±2.9），治疗后 A、

B 组 SAS 总分为（53.4±1.2vs66.4±2.7），均存在显著

差异(P<0.05)，治疗后 A、B 组也存在显著差异

(P<0.05)，表明两种治疗方法对患者均有效，但 A 组

的疗效更明显，症状缓解更显著。 

    4、A 组与 B 组被试的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评

分：治疗后 A、B 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明 A

组对于维持自伤症状的缓解过程存在明显优势。 

    结论  1、 辩证行为治疗核心技能训练可通过

增强患者的情绪调节、痛苦耐受和建立有价值的生

活的相关技能。 

    2、辩证行为治疗核心技能训练通过提高患者的

自我能动性，对于维持症状持续缓解的过程有优势。 

    3、其疗效，与国际上的研究结果一致，丰富了

青少年抑郁患者多元化的治疗方案。 

 

 

 

利用客观行为量化的方法探索孤独症儿童的

行为特异性 

 

赵众 1  

1）深圳大学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客观行为测量的方法，

探索孤独症儿童在运动和真实人际交互过程中的行

为特征，为自动化筛查孤独症提供指导。 

    方法  本研究以 6-13岁的孤独症和正常发育儿

童为研究对象，包含两个实验：手部运动复杂性实

验和社交交谈实验。手部运动复杂性实验要求被试

儿童执行尽可能复杂的手部运动，使用熵的计算方

法量化被试儿童运动的受限程度；在社交交谈实验

中，被试头戴眼动仪，以记录其与访谈者交谈过程

中的眼动行为，查看被试对各个关键区域的注视情

况。另外，使用摄像机拍摄被试儿童在社交过程中

的头面部运动情况，利用头部运动追踪软件输出头

部三轴运动的时间序列，最后利用运动时序分析方

法量化头部运动的刻板性和运动量。 

    结果  手部运动实验表明，孤独症儿童的运动

速度熵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提示复杂度降低。社

交实验表明，孤独症患者在真实社交过程中更少地

观看访谈者的嘴巴和全脸，且更多地观看背景。此

外，孤独症儿童头部运动的刻板性程度更高，且头

部运动量较正常儿童有显著地提高。本研究的部分

研究结果发表于 Autism Research 等杂志上。 

    结论  孤独症儿童在多种测试任务当中存在一

系列异于常人的行为，行为量化技术有望为自动化

筛查孤独症提供良好的理论和技术指导。 

本研究基于的论文： 

    Zhao, Z., Tang, H., Zhang, X., Zhu, Z., Xing, J., Li, 

W., . . . Qu, X. (2021).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 fixation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autism during face-to-face 

conversations. Journal of Autism & Developmental Dis-

orders, in press. 

    Zhao, Z., Zhu, Z., Zhang, X., Tang, H., Xing, J., 

Hu, X., . . . Qu, X. (2021). Atypical Head Movement 

during Face-to-Face Interaction in Children with Au-

tism Spectrum Disorder. Autism Research. doi: 

https://doi.org/10.1002/aur.2478 

 

 

 

伴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情感障碍患者的炎性

细胞因子对照研究 

 

杨永涛 1,2 崔利军 1,2 邸均萌 1 李林 1 崔伟 1 郭艳梅
1  

1）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研究伴有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情感障碍

患者的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及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020 年 4 月-

11 月 15-24 岁住院的单相抑郁障碍和双相抑郁障碍

患者 85 例，符合 DSM-5 的诊断标准；其中单相抑

郁 32 人，双相Ⅰ型 12 人，双相Ⅱ型 41 人；收集同期

健康对照 25 人，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密尔顿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453 

焦虑量表、32 项轻躁狂症状清单评定患者的临床症

状；采用 ELISA 法测定样本血清炎性细胞因子和血

浆 BDNF 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样本

BDNFmRNA 水平； 

    结果  伴有非自杀性自伤情感障碍患者的发病

年龄（14.63±2.17 岁） 明显早于不伴有非自杀性自

伤的患者（16.36±2.27）（P＜0.05）。双相抑郁障碍患

者中伴有非自杀性自伤的比例（71.15%）明显高于

单相抑郁障碍患者（44.0%）（P＜0.05）。伴有非自杀

性自伤的情感障碍患者患者 HAMA、HCL-32 评分

（19.75±6.45、15.96±4.98）均明显高于不伴有非自

杀性自伤患者（8.21±5.12、5.36±4.93）（P＜0.05）。

伴有非自杀性自伤的情感障碍患者的炎性细胞因子

水平（IL-1β、IFN-γ、TNF-α）高于不伴有的患者，

抗炎细胞因子水平（IL-4、IL-10、IL-13）低于不伴

有的患者，可溶性炎性细胞因子水平（sIL-6R）高于

不伴有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

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小、女性、低白介素

4 水平、低白介素 13 水平、双相障碍是情感障碍患

者伴非自杀性自伤的危险因素。 

    结论  伴有非自杀性自伤情感障碍患者的炎症

水平高于不伴有非自杀性自伤情感障碍患者，表现

为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的升高和抗炎细胞因子水平的

降低，是一种预测情感障碍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物。年龄小、女性、双相障碍是情

感障碍患者出现非自杀性自伤的危险因素，这对于

我们临床上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 

 

 

 

绘画疗法对非自杀性自伤抑郁症患者的干预

研究 

 

孙科 1 李安妮 1 谢俊 1 童永号 1 李轶琛 1 马筠 1  

1）武汉市精神病院 

 

    目的  非自杀自伤行为多见于青少年，呈逐年

上升趋势和低龄化趋势，已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卫

生问题。绘画治疗是心理艺术治疗的方法之一，是

让绘画者通过绘画的创作过程，利用非语言工具，

将潜意识内压抑的情感和冲突呈现出来，并且在绘

画的过程中获得纾解与满足，从而达到诊断与治疗

的良好效果。研究绘画疗法对非自杀性自伤抑郁症

患者的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选取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病区住

院治疗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抑郁症患者 40 人，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 20 人和对照组 20 人，

干预组采用绘画疗法、一般的健康宣教和药物治疗，

对照组采用一般的健康宣教和药物治疗，用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分别评估基线、治疗 2 周、6 周后情绪状态，比较两

组间的疗效差异。 

    结果  2周时干预组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组焦虑评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 周时，

两组间抑郁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间焦虑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绘画疗法可早期显著降低非自杀性自伤

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为降低临床管控风

险、提高治疗依从性提供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大陆地区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状况的调查性研究 

 

段莉 1 朱刚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目的  新冠疫情(COVID-19)的爆发对社会公众

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巨大影响。本研究即通过在大陆

地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明确儿童青少年群体在疫

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以问卷星网络平

台（https://www.wjx.cn）为依托对 359 名儿童和 3254

名青少年在线发放及回收儿童焦虑量表（the Chinese 

Version of Spence Child Anxiety Scale, SCAS）、儿童

抑郁量表（the 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应

对方式量表等问卷（the Coping Style Scale, CSS）、

手机依赖量表（the Short Version of Smartphone Ad-

diction Scale, SV-SAS）及网络依赖量表（th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IAS）。 

    结果  儿童群体（7-12 岁）青少年群体（13-18

岁 ） 的 焦 虑 水 平 分 别 为 （ 23.87±15.79 ） 和

（29.27±19.79）。其中，22.28%的儿童青少年还出现

抑郁症状。与焦虑水平增加相关的危险因素共 7 个，

包括女性、城市居民、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等。

而与抑郁水平增加相关的危险因素共 9 个，包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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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机成瘾（OR 1.411, 95% CI 1.099-1.180）、网络

成瘾（OR 1.844, 95% CI 1.209-2.811）和湖北省居民

（OR 3.107, 95% CI 1.52 - 7.708）等。此外，与抑郁

症状降低相关的两个保护性因素为疫情前每天使用

网络的时间（OR 0.652, 95% CI 0.609-0.697）以及倾

向于以问题为导向的应对方式（OR 0.937, 95% CI 

0.923-0.951）。 

    结论  COVID-19 疫情的爆发对儿童青少年群

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显著影响。本研究结果不仅强

调对关注及解决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情绪困扰（焦

虑、抑郁）的必要性，还为研究人员针对上述危险因

素制定有效干预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互联网模式在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中的

应用研究 

 

邱婷 1 蒋新液 1 王丽珍 1 章恒 1  

1）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

der, ASD)是起病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全球

数据显示患病率达 1%~2%，早期筛查从而早期诊断

是改善预后的关键。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纸质版量表

进行孤独症谱系障碍线下筛查， 但耗费人力、经济

和时间成本，且筛查和管理效率低，不利于大样本

人群普筛；因此本研究基于微信平台，利用二维码

技术和 chat-23 量表，开发了“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

筛查网络中心”线上筛查系统，探讨互联网模式在孤

独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中的应用。 

    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社区儿童保健医生，使用

“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网络中心”线上筛查系统，

对符合条件的 1139 名常规体检的 18-24 月龄儿童进

行孤独症早期筛查。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包录入

数据并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初筛阳性情况分析：通过线上筛查系

统，共筛查了 1139 名儿童，初筛阳性 39 例，初筛

阳性率 3.42%；其中男童 3.07%（35/1139），女童 0.35%

（4/1139）； 

    2.复筛阳性情况分析：共对 37 人进行了复筛（2

人失访）；复筛阳性率为 1.05%（12/1139）；其中男

童 0.96% (11/1139)；女童 0.09%（1/1139）。 

    3.随访结局：孤独症复筛阳性共 12 例，其中 9

例确诊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男童 8 例，女童 1 例，

其余 3 例多次电话随访，拒绝进一步确诊监测。 

    结论  互联网模式下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

筛查网络中心”线上筛查系统，不受时间、空间、地

域、人力限制，其筛查可行，家长依从性较好，适合

用于 18~24 月儿童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 

 

 

 

淮安市青少年人群抑郁状况调查及危险因素

分析 

 

黄成兵 1 李彩君 1 沈念红 1 侯学媛 1  

1）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对江苏省淮安市青少年人群的抑郁状况

进行调查，并结合其家庭状况及性别、年龄等资料

分析其分布特点及危险因素。 

    方法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淮安市 1077 名 13-17

周岁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使用简明儿童少年国际

神经心理访谈儿童版（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

chiatric Inter-view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I.N.I. 

Kid）、抑郁心理自评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

naire-9, PHQ-9）等测评工具对受试对象的抑郁状况

进行调查，将所得结果和受试对象的一般资料一起

录入电脑后，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 

    结果  1077 名受试对象中抑郁症状（M.I.N.I.量

表抑郁筛查阳性，或 PHQ-9 分值>4 分）的阳性率高

达 46.38%，其中女性高于男性（54.24% Vs 41.83%, 

P=0.003）,7年级＞8年级＞9年级（54.89% Vs 47.38% 

Vs 36.01%, P=0.018）,问题家庭（单亲、离异或重组）

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高于普通家庭（49.22% Vs 45.97%, 

P=0.037)；而中至重度抑郁（M.I.N.I.量表抑郁筛查阳

性且 PHQ-9 分值>10 分，抑或存在自伤行为）的检

出率 17.64%，其中女性高于男性（23.98% Vs 13.87%, 

P=0.002）,7 年级＜8 年级＜9 年级（7.45% Vs 11.36 

Vs 20.69%, P=0.018）,问题家庭（单亲、离异或重组）

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高于普通家庭（20.97% Vs 16.97%, 

P=0.175)。在抑郁症状阳性的学生中，PHQ-9 均分比

较，7 年级＜8 年级＜9 年级（7.08±1.69 Vs 6.22±1.26 

Vs 4.35±1.80, P＜0.001）。 

    结论  青少年中学生抑郁状况堪忧，尤其女生、

问题家庭学生的风险更高，低年级学生的抑郁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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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更多，随着年龄增长和心理发育，多数青少年中

学生的心理问题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如因各种原因

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往往抑郁症状加重，而出现自

伤等严重不良行为。 

 

 

 

住院抑郁障碍青少年中精神病性症状与抑郁

症状的关系及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林玲 1,2 卢建平 1  

1）康宁医院 

2）深圳大学 

 

    目的  关于精神病性症状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

系的研究结论尚存争议，本研究调查住院抑郁障碍

青少年中精神病性症状的发生率及分布特征，并将

抑郁障碍患者中精神病性症状与抑郁症状独立测量，

探讨二者间的关系，及儿童期创伤和校园欺凌在抑

郁障碍的两个主要症状中的影响效应。 

    方法  选取 2019 至 2021 年于深圳市康宁医院

住院的 10-17 岁的抑郁障碍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

宗氏抑郁自评量表评估抑郁症状，校园欺凌问卷评

估传统形式及网络欺凌，精神病性体验量表评估患

者精神病性症状。独立样本 T 检验及方差分析比较

测量指标上的组间差异，多重线性回归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调查 153 名被试，有效问卷 144 份，

有效回收率 94.12%。报告伴至少有一种类型精神病

性症状的比例为 94.44%，49%的被试报告传统形式

校园欺凌，48%为网络欺凌受害者。84.9%的患者显

示经历过至少 1 种类型的童年期创伤。精神病性症

状数量、童年期创伤总分与抑郁症状总分显著正相

关，校园欺凌与精神病性症状数量及抑郁症状总分

显著正相关。伴有不同数量儿童期创伤的抑郁症患

者间的抑郁量表总分存在显著性差异。精神病性症

状数量正向预测患者自评抑郁症状总分（β=0.233，

p=0.021），精神病性数量越多（OR: 1.330, 95% CI: 

1.046-1.691）患者则有更大可能性自评抑郁症状达

重度。 

    结论  抑郁障碍青少年相较于普通人群具有更

高的精神病性症状、儿童期创伤、校园欺凌发生率。

精神病性症状数量的增加是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增加

的预测因素，除了传统关注的重度抑郁发作外，临

床上还应当关注不同程度抑郁障碍患者伴随的精神

病性症状，并对其儿童期创伤、校园欺凌等伴随因

素作相应干预以改善疾病整体预后。 

 

 

 

DRD2 基因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焦虑抑郁

症状相关性的初步分析 

 

孙雨蒙 1 卢建平 1  

1）康宁医院 

 

    目的  抑郁障碍是环境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导

致的重性精神疾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表观遗

传异常可能与抑郁障碍的病因及预后密切相关，本

研究的目的是探索 D2 型多巴胺受体(dopamine re-

ceptor D2,DRD2)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与抑郁障碍发

病的联系，为抑郁障碍的诊治提供新的靶点及方向。 

    方法  选取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 月深圳市

康宁医院儿少精神科收治的 50 例青少年抑郁障碍

患者，其中男性 14 人，女性 36 人。收集 50 例患者

的外周血，使用 MethylTarget 技术对 DRD2 基因启

动子区甲基化水平进行检测，同时采用宗氏抑郁自

评量表(SDS)和宗氏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研究 DRD2 基因甲基化与性别、临

床特征的相关关系。 

    结果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男性患者中

DRD2 基因甲基化与宗氏抑郁总分呈负相关（r=-

0.542，P＜0.05），女性患者中 DRD2 基因甲基化与

人际问题呈正相关（r=0.359，P＜0.05），与宗氏抑郁

总分不相关（r=0.285，P＞0.05）。DRD2 基因甲基化

与焦虑症状不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DRD2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与青少

年抑郁障碍患者的抑郁症状存在性别差异，DRD2

基因甲基化可以中度负向预测男性青少年抑郁水平，

SDS 得分越高的患者其 DRD2 启动子区的甲基化水

平越低，即症状越重甲基化水平越低，而对女性青

少年抑郁水平无显著的预测作用，说明性别可能影

响该区域的甲基化水平，DRD2 基因甲基化与抑郁

发作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未来将增大样本容量，

持续深入探讨 DRD2 基因与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相关

性，争取更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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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欺凌行为对自伤自杀的影响：抑郁的

中介作用 

 

徐健昌 1 卢建平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目的  本研究探索青少年自伤自杀的危险因素，

并分析青少年抑郁情绪在欺凌行为和自伤自杀关系

中的中介作用，为自伤自杀预防与干预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以随机整群抽样抽取目标人群；采用问

卷调查法研究自伤自杀等的发生情况，测验工具包

括流调中心用抑郁评定量表（CESD）、自制自伤自

杀问卷、自制欺凌行为问卷；以在校初中生样本（共

4005 人）中检出抑郁症状（CESD 总分≥16 分）的

学生为研究对象，共纳入 1857 人，男性 871 人

（46.9%），女性 986人（53.1%），平均年龄 13.24±1.00

岁；探讨青少年自伤自杀的危险因素，并采用

SPSS24.0 软件 Processv2.16.3 插件通过 Bootstrap 法

对青少年抑郁在欺凌行为和自伤自杀间的中介效应

进行验证。 

    结果  （1）单因素分析显示，除不同学习压力

自伤行为发生率、不同性别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均＞0.05）外，不同性别、年龄段、

欺凌行为、手机成瘾、吸烟、学习压力的自伤行为、

自杀意念、自杀尝试、总的自伤自杀检出率差异基

本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 均＜0.05）；（2）相关分析

显示欺凌行为、抑郁情绪、自杀自伤行为两两相关

（相关系数为 0.25、0.28、0.48）；（3）Logistic 回归

分析显示，自伤行为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女性

（OR=2.02）、相对高年龄段（14~16 岁 vs11~13 岁，

OR=1.56）、手机成瘾（OR=1.83）、欺凌行为（OR=2.61）

以及吸烟（OR=4.48），自杀尝试的危险因素包括女

性（OR=2.35）、高年龄段（OR=1.44）、欺凌行为

（OR=2.39）以及吸烟（OR=3.06）；（4）中介分析显

示，欺凌行为对自伤自杀影响的直接效应及抑郁的

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

包含 0，表明抑郁在欺凌行与自伤自杀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直接效应(0.20)和中介效应(0.10)的效应占

比分别为 66.67%、33.33%。 

    结论  （1）青少年自伤自杀的危险因素包括女

性、相对高年龄段（14~16 岁 vs11~13 岁）、存在欺

凌行为、手机成瘾、吸烟、学习压力大；（2）青少年

欺凌行为对自伤自杀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外，并通过

抑郁情绪对自伤自杀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存在欺

凌行为的中学生，包括传统欺凌、网络欺凌的受害

者和实施者，更易产生抑郁情绪，进而导致自伤自

杀的发生。 

 

 

 

性别与年龄对青少年使用 PHQ-9 的影响 

 

魏艳萍 1 陈树林 1  

1）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魏艳萍 

 

    目的  在使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评估青少年抑

郁障碍时，许多研究发现性别与年龄对于 PHQ-9 总

分、抑郁症检出率甚至划界分等存在影响。因此本

研究采用大样本数据考察性别与年龄对青少年使用

PHQ-9 的影响。 

    方法  12411 名 10~19 岁青少年通过整群抽样

法纳入研究，采用 PHQ-9 进行抑郁评估，并收集年

龄与性别的人口学变量。通过多元回归方程以及潜

类别分析探究性别与年龄对于 PHQ-9 得分、抑郁特

征以及划界分的影响。 

    结果  全体青少年的 PHQ-9 得分的平均数为

5.22（SD=4.59），其中男性为 4.95（SD=4.52），女性

为 5.52（SD=4.64）。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以 PHQ-9

得分≥5为标准）平均为 49.62%，其中男性为 53.35%，

女性为 47.01%，二者具有显著差异（χ2 (1) = 48.344，

p < 0.01），且年龄（χ2 (1) = 416.8，p < 0.01，OR=1.34）、

性别（χ2 (1) = 21.0，p < 0.01，OR=3.55）、性别与年

龄的交互作用（χ2 (1) = 32.4，p < 0.01，OR=0.90）

影响显著。此外，3~17 岁每一岁男女之间的抑郁症

状检出率具有显著性差异（p 均小于 0.01）。通过潜

类别分析将青少年抑郁情况划分为无抑郁、中度抑

郁和重度抑郁三类，分别占比 45.74%、43.59%和

10.66%，其中年龄与女性为危险因素，且在 PHQ-9

得分为 6-9 分时存在无抑郁、中度抑郁与重度抑郁

的分类结果。 

    结论  本研究探究了性别与年龄对青少年使用

PHQ-9 的影响，发现性别与年龄对于抑郁症状检出

率存在交互作用，女性的抑郁水平开始显著增长的

时间早于男性，但最终男女性会趋于一致，因此在

未来的研究以及 PHQ-9的使用中应当考虑性别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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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交互作用。 

 

 

 

以亲子依恋和童年创伤比较非自杀性自伤青

少年及抑郁障碍青少年患者的心理维度 

 

袁秋雨 1,2 周晓琴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精神科 

2）安徽省精神医学中心 

 

    目的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常与消极情绪紧密联系，且青少年阶段是自伤

及抑郁的高发年龄，本论著旨在比较非自杀性自伤

的青少年和抑郁障碍青少年患者的亲子依恋及童年

创伤的心理维度。 

    方法  临床征募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

39 例及诊断为抑郁障碍的青少年患者 38 例，另同

期选取当地中学生 84 例为健康组（年龄均为 12~15

岁），接受一般人口学问卷、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

和儿童期创伤问卷（CTQ）的自评调研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除了“是否为独生子”之外，三组的父母

关系和亲子关系比较（父母冷战、打架、离异及亲子

相处关系等情况）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自

伤组较抑郁组情况更为糟糕；自伤组均为不安全型

依恋，其中 M4 恐惧型占比最多（61.54%），而大部

分抑郁组（占 47.37%）呈 M2 冷漠型，两组患病组

的不安全型依恋比例显著高于健康组（2=10.298，

P<0.01）；将两量表各因子分进行比较显示自伤组除

依恋回避外均明显高于抑郁组（P 均<0.05），所有因

子分均显著高于健康组（P 均<0.05）。而抑郁组与健

康组比较仅有依恋回避、情绪忽视、情绪虐待及 CTQ

总分分数较高（P 均<0.01）；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均得出两组病例组中唯一的危险性因素——依恋回

避，且情绪虐待与其强烈正相关（自伤组 r=0.434、

p=0.007<0.01；抑郁组 r=0.433、p=0.009<0.01）。 

    结论  亲子依恋回避及父母情绪虐待影响青少

年心理的差异化发展。 

 

 

 

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生活事件与脑功能磁

共振的相关性研究 

 

李杨 1 梁丽君 1 冯若涵 1 周明 1 黄晓琦 2 黄国平 1  

1）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负性生活事件与首发青少年抑郁症

(MDD)患者脑功能活动的相关性，以便为未来进一

步探索青少年抑郁症病因与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于四川省

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和住院的 54 例符合 DSM-5

的诊断标准的首发青少年 MDD 患者（MDD 组）和

招募的性别、年龄等匹配的 30 例正常健康青少年

（HC 组），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24 项（HAMD-24）、青少年生活事件

量表（ASLEC）对其进行评定，然后进行静息态脑

功能磁共振扫描。使用 SPSS24.0 软件对一般资料和

临床量表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两组之间一般资料

及量表比较采用双样本 t 检验和 x2 检验，采用基于

SPM 软件的 ALFF、fALFF、ReHo 分析方法对 MDD

组和 HC 组脑功能活动进行比较，得出两组间差异

脑区。采用 Pearson 分析方法对 ASLEC 与 HAMD-

24 进行相关分析；将两组差异脑区与 HAMD-24 进

行相关分析；把 HAMD-24 作为控制变量，将 MDD

组差异脑区与 ASLEC 总分进行偏相关分析。 

    结果  1.临床量表结果比较：MDD 组 HAMD-

24、HAMA、ASLEC 量表得分均高于 HC 组(P＜

0.05)。2.两组间脑功能活动比较：与 HC 组相比，

MDD 组在双侧丘脑、右侧梭状回、双侧海马旁回、

楔叶、内侧前额叶、小脑、距状回和右侧小脑较 HC

组增高(P＜0.01)。3.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结果发现

ASLEC 总分与 HAMD-24 总分呈正相关（r=0.320,P

＜0.05）。MDD 组差异脑区与 HAMD-24 相关分析：

楔叶 fALFF 值与 HAMD-24 总分呈负相关（r=-

0.373,P＜0.05）。5.差异脑区与 ASLEC 进行偏相关

分析：双侧丘脑 ALFF 值与丧失因子呈正相关

（r=0.286,P=0.044）；MDD 组内侧前额叶 fALFF 值

与 ASLEC 呈正相关（r=0.293，P＜0.05)；小脑 ReHo

值与 ASLEC 中的健康适应因子呈负相关（ r=-

0.317,P=0.028）。 

    结论  1.首发青少年 MDD 患者 NLE 影响程度

越重，抑郁程度越重。2.丘脑、颞叶、枕叶、内侧前

额叶皮质、小脑和边缘系统等脑区可能参与了首发

青少年 MDD 患者情绪的形成、控制及表达。3.NLE

与首发青少年 MDD 患者丘脑、mPFC 脑功能活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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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性，可能是首发青少年 MDD 患者脑功能活

动异常的重要影响。 

 

 

 

童年创伤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的影响及 SAS 评分分析 

 

殷世龙 1 钟晓珍 1  

1）福建省龙岩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童年创伤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self-injury,NSSI)的影响。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选择的时间区间在 2018

年 4 月-2021 年 4 月期间，以我院收治的 100 例青少

年抑郁症患者为调查对象，根据 DSM-5 对患者进行

评估，判断是否存在 NSSI，结合评估结果将 50 例

伴有 NSSI 行为的患者设为甲组，将其他 50 例不伴

有 NSSI 的患者设为乙组。对入组青少年患者进行儿

童期创伤问卷(CTQ-SF)评估，使用抑郁自评量表

( 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对心理状态进行评估 ，

使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对症状进行评估，并比

较两组结果。 

    结果  甲组患者的 SAS/SDS 分数高于乙组，p

＜0.05，存在差异性；CTQ-SF 评分中显示：躯体虐

待与 SAS、强迫状态、人际关系、敌对、偏执、精

神病性因子分数呈正比;情绪虐待与 SDS、SAS 以及

躯体化、强迫状态、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

病性呈正比;性虐待与强迫状态、焦虑和精神病性因

子分呈正比;躯体忽视与 SDS、SAS 以及偏执、精神

病性因子分呈正比;情绪忽视与 SAS 以及偏执、精神

病性分数呈正比， 

    结论  经以上研究分析，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

存在较多非自杀自伤性行为的患者，经分析，和童

年创伤存在一定关系。 

 

 

 

儿童阅读障碍与父母养育方式、儿童自我意

识的相关性研究 

 

黄燕虹 1 张绚智 1 林宇行 1 黄安延 1 吴库生 2  

1）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2）汕头大学医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目的  阅读障碍影响儿童知识的获取和学业的

发展，导致儿童出现低自尊、高焦虑和抑郁情绪以

及行为问题，因而对其心理健康发展极为不利。本

研究主要探讨父母养育方式、儿童自我意识与儿童

阅读障碍的相关性，为寻找阅读障碍的影响因素和

早期干预提供线索。 

    方法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自汕头

大学精神卫生中心读写障碍专家门诊 2020 年 5 月

至 12 月期间诊断的 53 名阅读障碍儿童，对照组按

照性别、年龄、年级进行 1:3 成组匹配，选取 159 名

正常儿童，由家长填写自编社会人口学量表，采用

父母养育方式量表（儿童版）、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对

两组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阅读障碍儿童平均年龄 9.13 岁，标准差

为 1.345，其中男性有 38 名，占 71.7%。二至五年

级人数分别为 18、16、12 和 7 人，分别占 34%、

30.2%、22.6%和 13.2%。两组儿童在单亲家庭的比

例、家住农村的比例上存在差异，同时阅读障碍儿

童家庭月收入也偏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

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量表得分比较情况，在总体分

析下，阅读障碍儿童的父亲的养育方式总分

（88.06±17.311）显著低于正常儿童（97.72±15.377），

母亲的养育方式总分（101.00±14.397）显著低于正

常儿童（105.74±12.82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主要体现在情感温暖、抚养焦虑、过度保

护等 3 个维度的得分上。在性别分层下，男性阅读

障碍儿童在上述维度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男性正常儿

童（P＜0.05），而女性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得分中，

仅母亲的抚养焦虑这一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女性正

常儿童（P＜0.05）。阅读障碍儿童的自我意识量表总

分（53.81±10.428）显著低于正常儿童（59.00±9.457），

其中智力与学业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

4 个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正常儿童（P＜0.05），同时

阅读障碍自我意识低下的比例（28.3%）显著高于正

常儿童（10.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父

亲的养育方式总分、儿童自我意识得分与阅读障碍

发生呈负相关关系。 

    结论  父母养育方式和儿童自我意识水平与阅

读障碍密切相关。提高父母的养育方式可能是阅读

障碍的保护因素，应重点提高对男童的养育方式，

特别是父亲在养育儿童方面应投入更多情感温暖和

关怀保护。而阅读障碍儿童更容易出现自我意识低

下的情况，应重点鼓励孩子学习和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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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睡眠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孟佳 1 孙正海 2,3 王玉花 2 肖健 2 吕丹 2 李平 2  

1）齐齐哈尔医学院 

2）齐齐哈尔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3）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睡眠障碍研究协作组专

家 

 

    目的  了解中学生的睡眠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

为制定中学生失眠干预措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方法  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法，于 2021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9 日，选择 810 名 18 岁以下中学生为研究

对象，使用一般资料问卷、阿森斯失眠量表、广泛性

焦虑量表、9 条目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和心理压

力量表进行调查评估，并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采用((x ±s)及百分

比表示，对失眠、焦虑、抑郁和心理压力进行多因素

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一共有 64 人失眠，占总人数的 7.90%；

失眠伴焦虑有 50 人，占总人数的 6.17%；失眠伴抑

郁有 56 人，占总人数的 6.91%；失眠伴焦虑和抑郁

有 49 人，占总人数的 6.05%；有心理压力的有 100

人占总人数的 12.35%，失眠伴心理压力有 45 人，

占总人数的 5.56%；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焦虑、抑

郁和心理压力的 P 值均＜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焦虑、抑郁和心理压力均可影响中学生

的睡眠，失眠会使其情绪不稳定、注意力难集中、记

忆力减退，从而影响中学生的学习效率。针对中学

生失眠问题，应进行情绪和压力等方面的心理评估，

采取有针对性干预措施。 

 

 

 

非自杀性自伤抑郁青少年反刍思维与抑郁及

正念注意觉知的关系 

 

刘典英 1  

1）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非自杀性自伤抑郁青少年反刍思维

与抑郁间及正念注意觉知的关系 

    方法  于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选取来我

院门诊就诊和住院的青少年 257 人。入组标准：（1）

患者年龄为 12-18 岁；（2）符合 ICD-10 抑郁症诊

断标准；（3）患者认知功能正常；（4）排除标准：（1）

伴发躯体疾病或脑器质性疾病；（2）合并其他精神

障碍；（3）严重酗酒和药物滥用、成瘾史。本研究通

过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

及家属知晓研究内容，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研

究工具：（1）自编人口学调查问卷：收集被试性别、

年龄、身高、体重、受教育年限、居住地、是否独生

子女、居住方式。（2）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评估抑郁状况；（3）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量表：MAAS 量表共 15 个条目，能

有效评估个体在最近一周日常生活中当下的注意觉

知水平；（4）反刍思维量表 （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由 美 国 耶 鲁 大 学 Susan Nolen 

- Hoeksema 编制，评估反刍思维。 

    结果  抑郁青少年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占

54.50%，其中女性(60.22%)自伤率高于男性(40.79%)，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4);年龄越小自伤发生

率越高(12-14 岁组：60.91%，14-16 岁组：57.58%，

16-18 岁组：32.56%)，(p=0.005）。伴 NSSI 的抑郁症

青少年抑郁症状与正念注意觉知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r =-0.705,P＜0.001)，与反刍思维总分(r = 0.449,P＜

0.001），症状反刍（r =0.594,P＜0.001)和强迫思考(r 

= 0.361,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正念注意觉知

与反刍思维总分(r =-0.450,P＜0.001），症状反刍（r 

=-0.547,P＜0.001)、强迫思考(r = -0.371,P＜0.001）和

反省深思（r =-0.173,P＜0.05)均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非自杀性自伤抑郁青少年反刍思维可正

向预测抑郁症状， 正念注意觉知水平负向预测抑郁

症状，临床可通过提高青少年正念注意觉知水平，

降低反刍思维来减轻抑郁。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y and Life Re-

lated Problems and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cence after Starting School 

During COVID-19 

 

柯程仁 1 叶兰仙 1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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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After the epidemic eased, Chinese el-

ementary,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returned to 

school one after another, experiencing various learning 

or life problems, showing that they were not adapting to 

school learning and lifestyle, and there were reported 

multiple suicides among teenagers after going back to 

school. 

    Methods  Participants were elementary,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Gansu and Sichuan Province, 

China. The data source was an anonymously-completed 

structured self-report survey. Problems related to study 

and life after returning to school was assessed using a 

self-made questionnaire for Elementary,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Related Issues with New Term 

during The Epidemic (SRINT); Dep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SI) was assessed by the the Zung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Data were collected between 

May and June, 2020 and were analys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factors, depression and SI. 

    Results  Female, “worried about getting fat and 

being laughed at by classmates”, “unable to concentrate 

on learning”, “inexplicable anxiety, heavy learning 

task”, “concealing the epidemic from teachers” were all 

more likely to report depression and SI, which of the 

“worried about getting fat and being laughed at by class-

mates” related to severe depression and continuous SI.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I, and the 

more depression, the stronger the SI. 

    Conclusion  The learning and life related prob-

lems for teens after school starts are obvious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and SI, and female was more likely de-

pression and SI.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低频振幅与功能连接的研究 

 

盛莹莹 1 胡书威 1 原小惠 1 彭娟 1  

1）遵义医科大学 

 

    目的  本研究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基于低频振幅、功能连接分析方法探讨 NSSI 青少年

人群脑功能表现特征，分析异常脑区与临床特征的

相关性，从而探索非自杀性自伤的神经影像学机制，

为临床防治非自杀性自伤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9 年 10 月到 2020 年 12 月期间

就诊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心理门诊部符合《精神疾

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SM-5）非自杀性自

伤诊断标准的青少年（13-18 岁）患者 23 例 (NSSI

组)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招募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与之相符的健康青少年 18 例 (HC 组) ，

对所有入组者完成一般资料收集，安徽医科大学编

制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24 项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24) 评估后，采用 GE 公司 Signa HDxt 3.0T

型号磁共振进行颅脑 fMRI 扫描。运用 MATLAB 

2018b 平台运行的 DPARSF 软件、SPM12 对所有受

试者的原始图像进行预处理，然后使用 DPABI 软件

分析 NSSI 组与 HC 组低频振幅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

以差异脑区为种子点分析全脑功能连接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并对差异脑区的影像指标ALFF结

果与临床症状量表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两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成长环境

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与 HC 组比

较，NSSI 组低频振幅值升高的脑区包括双侧杏仁核、

右侧背外侧额上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FDR 校正) ；以双侧杏仁核作为种子点进行全脑功

能连接分析，经组间比较，NSSI 组左侧杏仁核与右

侧前扣带回、左侧前扣带回、右侧丘脑、左侧丘脑

FC 强度升高，与左侧眶部额上回、左侧眶部额中回

FC 强度减低 (P＜0.05，FDR 校正) ；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 NSSI 组左侧杏仁核 ALFF 值与

HAMD24 评分呈正相关（r=0.627, P=0.004）。 

    结论  NSSI 青少年静息态下多个脑区存在神

经元异常活动，主要涉及杏仁核、背外侧额上回，并

且左侧杏仁核与多个脑区的 FC 存在异常，左侧杏

仁核的异常活动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可能对

病情评估意义重大。 

 

 

 

社交焦虑对初一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手机

依赖的中介作用 

 

崔舒 1,2 周晓琴 1,2 张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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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精神科 

2）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 

 

    目的  调查安徽初一学生手机依赖、社交焦虑

和抑郁症状现状，验证手机依赖在社交焦虑和抑郁

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从安徽阜阳市某重点初中初一学生中随

机选取 185 人，使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流调中心

儿童抑郁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进行评分，通过

Spearman 相关分析以及 Bootstrap 检验手机依赖的

中介作用。 

    结果  185 位初一学生中，89（48.1%）名学生

可能伴有明显的抑郁症状,85（45.9%）名学生可能伴

有社交焦虑，20（10.8%）名学生伴有手机依赖，59

（31.9%）名学生同时伴有明显的抑郁症状和社交焦

虑。社交焦虑指数和手机依赖指数呈正相关（r＜0.23, 

p=0.002），与抑郁症状指数呈正相关（r＜0.54, p＜

0.001）。手机依赖在社交焦虑和抑郁症状之间有显

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 14%）。 

    结论  社交焦虑指数和手机依赖指数、抑郁症

状指数显著相关，社交焦虑水平越高，手机依赖越

多，抑郁症状越多。社交焦虑学生可能通过过度和

有害使用智能手机导致明显的抑郁症状。本研究结

果不仅提示了青少年社交焦虑导致手机依赖和抑郁

症状的潜在病理路径，同时也提醒心理健康专业人

员在今后制定针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干预措施时要重

视青少年共存的社交焦虑和手机依赖，以促进青少

年心理的健康发展。 

 

 

 

Associ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t-

tachment Avoidance,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Junior High 

School Freshme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Anhui 

 

崔舒 1,2 周晓琴 1,2 张凯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 

 

    Objectiv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age is a crit-

ical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emo-

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type of parent-

child attachment style, the incidence of significant de-

pressive symptoms and its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freshmen (JHSF). Moreover, we investi-

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85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ttachment avoidance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Ex-

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 the Child and 

Youth Resilience Measure,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and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

pression Scale for Children. 

    Results  A total of 155 (83.8%) participants dis-

played an insecure attachment style, and 89 (48.1%)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depressive symptoms. Secure 

attachment participants had higher level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resilience, self-esteem, well-being, and 

experienced fewer depressive symptoms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insecure attachment. After adjusting for ma-

jor confounding factors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hree significant factors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depressive symptoms, including an increased level of 

attachment avoidance (OR=3.23, p=0.001), attachment 

anxiety (OR=1.64, p=0.04), and decreased level of self-

esteem (OR=-1.02, p<0.001). An increased level of at-

tachment avoidance (OR=32.20, p=0.04) was signifi-

cantl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tandardized test score 

ranking. 

    Conclusion  The study findings suggests that at-

tachment avoidance ma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

pact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mong Chinese junior 

high school freshm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ttach-

ment avoidance may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suggesting the potential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nterac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t-

tachment avoidan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not 

only indic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attachment in emo-

tional regulation and academic exploration of adoles-

cents, but also remi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in the 

future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parent-

child attachment when developing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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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

lescent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t is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to conduct attachment-based interventions for ad-

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with insecure attachment 

through family therapy or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

tion, to cultivate secur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he in-

novative point of our research is that whe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d depressive symp-

tom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we use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ttachment avoidance as two dimensions, 

which may guide the direction for attachment interven-

tion in subsequent studies. 

 

 

 

EMDR 用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效果观察 

 

陈燕 1 许志平 1 汪刚 1 方金仙 1  

1）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 EMDR（眼动脱敏与再加工）对青

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心理康复的效果。 

    方法  此文选取 60 例对本研究知情的抑郁障

碍患者，患者在 2019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期间经

我院确诊并被收治，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和研究两

个组别，各 30 人。对照组患者行艾司西酞普兰 20mg

治疗 4 周，研究组于对照组基础上以 EMDR 行心理

治疗，每周 2 次，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SAS（焦

虑量表）、SDS（抑郁量表）评分。。入组标准：① 符

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第 10 版

( ICD -10) 抑郁障碍 的诊断标准; ② 抑郁自评量

表( SDS) 17 ～ 21 分( 含 21 分) ; ③ 年龄 14-18 

岁，性别不限;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能独立完成相关

心理测验; ④ 入组前 2 周内未服用任何精神类药

物。⑤本研究获得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⑥排除

标准 伴有消极观念，严重躯体疾病; 酒精及药物依

赖; 妊娠及哺乳期妇女;及其他精神疾病者; 正在接

受系统心理治疗者; 既往服用过艾司西酞普兰治疗

无效者。 

    结果  治疗前无差异（P＞0.05），治疗后均改善，

且研究组效果更佳（P＜0.05） 

    结论  对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心理的康复治

疗来说，EMDR 的应用可获得理想效果，提高抑郁

障碍缓解率，因此可行应用及推广。 

 

 

 

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抑郁障碍因果信念和自

我污名感 对求助意愿的影响 

 

黄传浩 1 王会秋 1 王秀珍 1 林贝尔 2  

1）沈阳市安宁医院 

2）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目的  对当下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抑郁障碍因

果信念和自我污名感三个变量的特点研究。并进一

步分析青少年抑郁情绪、抑郁障碍因果信念和自我

污名感对求助意愿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以 900 名 12-24 岁

的青少年为被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疾病感知

问卷-心理健康部分》、《抑郁自我污名量表》和《寻

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态度问卷》分别考察了他们的

抑郁情绪、对抑郁障碍的因果信念、自我污名感和

求助意愿态度。其中有效问卷 853 份，回收有效率

为 94.8%。 

    结果  存在轻度抑郁情绪有 220 人，占 27.8%；

存在中度抑郁情绪有 104 人，占 13.1%；存在重度

抑郁情绪有 22 人，占 2.8%，抑郁障碍的因果信念

的各维度【社会心理因素（F 性别=17.518，P<0.001；

F 学段=3.544，P<0.05）、生物（F 性别=5.438，P<0.05；

F 学段=9.691，P<0.001）、社会结构（F 性别=12.944，

P<0.001）、压力（F 学段=3.217，P<0.05）】和自我污

名感（F 学段=7.088,P<0.001）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学

段差异。抑郁障碍自我污名感在青少年的抑郁情绪

和求助意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χ2= 2.116，df=2，

RMSEA=0.010 ， SRMR=0.014 ， TLI=0.998 ，

CFI=0.999），即青少年的抑郁情绪会通过增加自我

污名感而降低他们对专业帮助的求助意愿。在抑郁

障碍的因果信念中，非生物因素能够与抑郁情绪一

起增加青少年的抑郁障碍自我污名感。 

    结论  1.不能排除青少年群体中存在较多的抑

郁障碍潜在患者；2.高中生有较高的自我污名感；初

中生自我污名感最低；大学生因其知识的逐渐丰富，

对抑郁障碍因果信念的生物因素开始有所认识； 3.

青少年抑郁情绪越高，自我污名感会越高，求助意

愿越低；4.对抑郁障碍的非生物因果信念会增强抑

郁情绪对自我污名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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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童年期虐待与自杀行为的

关系研究 

 

何现萍 1 王皋茂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了解不同类型童年期虐待对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的影响,评估不同类型童年期虐待是否是青

少年抑郁症发生自杀行为的风险因子。 

    方法  选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精神

科门诊及住院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

中不伴童年期虐待组(52例)、童年期虐待组(53例)。

收集入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基本信息、汉密尔顿

焦虑抑郁量表、临床疗效总体印象量表之病情严重

程度、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Beck 自杀意念量表，

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两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吸烟、

一种虐待经历、存在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的例数之

间比较无差异（P＞0.05），但病程、体重指数、饮酒、

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各因子数与两种及以上虐待种

类数、无自杀意念及有自杀未遂行为的例数比较差

异显著（P＜0.05）。2.两组 HAMD-17、HAMA、贝

克自杀意念总分、自杀意念及自杀危险评分比较，

发现差异显著（P＜0.01），但 CGI-SI 比较无差异（P

＞0.05）。3.对童年期虐待组各量表进行相关分析后

发现，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与 HAMD-17、

HAMA、CGI-SI、贝克自杀意念总分、自杀意念、自

杀危险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躯体虐待与

HAMD-17、HAMA、CGI-SI 呈显著正相关（P＜0.01），

与贝克自杀意念总分、自杀意念、自杀危险无相关

性（P＞0.05）；情感忽视与贝克自杀意念总分、自杀

意念、自杀危险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 HAMD-

17、HAMA、CGI-SI 无相关性（P＞0.05）。4.对青少

年抑郁症患者童年期虐待与自杀未遂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发现青少年抑郁症自杀未遂组童年期

虐待的 5 个因素均进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情感虐

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P＜0.01），躯体虐待、性

虐待（P＜0.05），回归系数都＞0，比值比（OR）

=Exp(b)均＞１。 

    结论  伴童年期虐待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病情

更重、病程更长，更可能存在偏胖、饮酒，甚至肥

胖、过度饮酒行为,而且他们在童年期可能大多数经

历过不只一种创伤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童年期虐

待 5 个因子与焦虑抑郁情绪、自杀意念及自杀危险

大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尤其是情感虐待、性虐待、躯

体忽视；而且都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未遂行为

的危险因素。 

 

 

 

辨证行为疗法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应用

研究进展 

 

崔佳丽 1 周曹 1 舒燕萍 1  

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非自杀性自伤做为一种独立的精神疾病，可对

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学习成绩不佳、自尊心受伤、童

年期经历虐待等均可导致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同时有研究表明非自杀性自伤是导致自杀的危险因

素，故非自杀性自伤目前已成为严重威胁青少年身

心健康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青少年辩证行为

疗法是一种基于情绪失调的多成分的认知行为疗法，

以减少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和自杀企图为目标，主

要应用于具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自杀企图等暴力

倾向的患者。本文旨在对辨证行为疗法及其对青少

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应用进行综述，以期能够推动辨

证行为疗法在临床上的普及应用。 

    非自杀性自伤（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是指在没有自杀倾向、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对

自己的身体组织造成破坏的行为，最常见的是通过

切割或灼烧皮肤而造成自我伤害。长期以来，人们

对 NSSI 行为没有统一的认识，使用了如自残、自虐、

蓄意自伤、准自杀、非自杀性自我伤害等不同的称

谓。全球 17～18%的青少年有 NSSI 行为，我国 NSSI

青少年的检出率一般在 5.4%～23.2%。青少年 NSSI

行为逐渐引起精神卫生工作者的重视。鉴于 NSSI 的

严重危害，NSSI 目前已被列入第五版的《精神障碍

诊断与统计手册》，作为一项单独的临床精神障碍进

行研究。家庭环境、经济条件、学习压力、同伴影

响、校园欺凌、童年虐待以及人格倾向等心理社会

问题与青少年 NSSI 行为相关，具有 NSSI 行为的患

者常有情绪不稳定、情感反应强烈、易冲动以及频

繁更换治疗师甚至拒绝治疗的临床表现。 NSSI 可

导致青少年产生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风险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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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杀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NSSI 与自杀具有相同

的基因表达及生物学机制，有过 NSSI 行为的人群，

一年内发生自杀行为的机率是一般人群的 66 倍，5

年内、15 年内和 15 年后发生自杀的危险性较一般

人群也有显著增加。 

 

 

 

辩证行为疗法对抑郁症青少年伴非自杀性自

伤的疗效研究 

 

林信竹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 

 

    目的  探究基于辩证行为疗法个体治疗前后患

者焦虑抑郁水平的变化以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水平

的变化，为辩证行为疗法的进一步探索和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2019

年 7 月~2021 年 3 月期间门诊及住院部收治的 30 例

伴非自杀性自伤的抑郁症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随机

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予以舍曲林药物治

疗和健康教育，研究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为

期 6 周，每周 1 次的辩证行为疗法心理治疗。且在

治疗前和治疗后，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

自评量表（SDS）、渥太华自伤量表（OSI）评估其焦

虑抑郁情绪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严重程度，应用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AQ-II）评估其经验性回

避水平。采用 SPSS22.0 进行描述性统计、t 检验、

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等数据分析。 

    结果  （1）研究组的焦虑自评量表得分和抑郁

自评量表得分在治疗前后存在显著差异（P<0.01）。 

    （2）在治疗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焦虑自评量

表得分和抑郁自评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0.01）。 

    （3）在治疗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非自杀性自

伤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的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存在与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4）在治疗后，研究组和对照组关于非自杀性

自伤的抵制动力水平的秩和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

试的抵制动力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5）经验性回避在辩证行为疗法治疗过程中，

中介效应显著。 

    结论  辩证行为疗法能显著缓解伴非自杀性自

伤的抑郁症青少年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提高对非

自杀性自伤的抵制动力水平，减少非自杀性自伤的

行为的发生，帮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

量。 

 

 

 

心理资本、心理痛苦及心身状态对青少年精

神分裂症患者强迫症状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 

 

李素萍 1  

1）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心理资本、心理痛苦及心身状态对

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强迫症状的影响，并分析其

影响路径和效应值。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2020 年 9 月-

2021 年 3 月对山西省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精神卫生

科 260 例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强迫症状进行问卷

调查。所用评估工具有心理资本量表、心理痛苦管

理筛查 T 具、慢病心身状态量表、强迫症状量表。

统计分析有 Pearson 双变量积差相关分析， AMOS 

23.0 软件分析包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极大似然法进

行数据拟合，绝对和相对拟合指数进行模型拟合评

价。 

    结果  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强迫症状处于中

等水平；心理资本和心理痛苦对症状发生既有直接

影响又有间接影响。而心身状态对症状发生仅有直

接影响；心理痛苦及心身状态对症状影响既有直接

效应又有间接效应，而对症状发生仅有直接效应。 

    结论  心理资本、心理痛苦及心身状态是青少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强迫症状的重要影响因素，临床

医护人员应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在其强迫症状期

间重点关注并及时干预。此外强迫症状是个变化发

展的过程，患者生理、心理及社会因素也不可能一

成不变，未来应针对此类患者不同康复周期强迫症

状影响路径展开纵深动态研究，并构建相应干预模

型。 

 

 

 

Mechanisms of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Emo-

tional Warmth on Extraversion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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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dolescents 

 

Jing Li1,2, Guanqun Yao1, Sha Liu1,2, Xinrong Li1,3, 

Yong Xu1,2,3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Hospital /First Clin-

ical Medical College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2）Shanxi Key Labora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sist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Mental Disorder,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3）MDT Center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Sleep 

Disorders,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be 

into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on extravers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role of brain func-

tional activity. 

    Methods  Thirty-two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underw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s and completed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EMBU) and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

tionnaire (EPQ). Small-worldness of brain networks,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fALFF), and region-of-interest to region-of-interest 

(ROI-ROI)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ere calculated to 

study intrinsic neuronal activity. 

    Results  We found that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had a positive direct effect on extraversion, and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current study showed an efficient 

small-world structure.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and extraversion was medi-

ated by small-worldness. Furthermore, the fALFF and 

extraversion we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

lated in the right precuneus and dorsolater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mall-worldness 

was moderated by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right precuneus and the right dorsolater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 The indirect effect was significant with 

lower level of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right precuneus and the right dorsolater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mall-

worldness of brain networks may be a key factor that 

accounts for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and extraversion in children and ad-

olescents and the level of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

tween the right precuneus and the right dorsolateral su-

perior frontal gyrus could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Research Progress on Suicid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Type of 

Literature: Review 

 

PeiPei Meng1, Yanfang Wa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Hospital/First Clin-

ical Medical College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

yuan, China. 

 

    Objective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illness 

among adolescents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Data show that mental illness patients who commit sui-

cide account for 30%-40% of the suicide popul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behavior is 6-12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mental population. And, sudden, 

impulsiveness and concealment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icidal behavior of psy-

chiatric patients, therefore, its suicidal behavior has a 

greater risk and unpredictability, to the individual, fam-

ily effect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linical atten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 on adolescent suicidal behav-

ior,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recent progress of ado-

lescent suicidal behavior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aim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guidance for clinical preven-

tion and nursing. 

    Methods  through the medical database query re-

lated literature, the adolescent mental disorders, autism, 

impulse control disorders, depression and stress disor-

der, etc.) for attempted suicide, suicide death happened 

and point of view,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evel ac-

cording to the diversity of adolescent suicide mental 

factors and complexity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study shows that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occurrence of su-

icide attempt and death among adolescents.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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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 bipolar disorder, substance-related and addic-

tion disorders, traumatic and stress-related disorders 

and some type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may directly 

lead to the occurrence of suicidal behavior. People with 

comorbid mental disorders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to 

suicide and should b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Anxiety 

disorder and impulse control disorder often promote or 

mediate suicide under some adverse factors. In addi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uicide problem of people 

with mild autism. This shows the diversity and com-

plexity of psychotic factors of adolescent suicidal be-

havior and provides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ideas for in-

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 number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such as eat-

ing disorders, somatic symptoms, and related disorders 

have been clinically found to be associated. 

    Conclusion  Adolescent suicide is a major glob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Suicide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death among adolescents.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suicide behavior and 

mental disorder, timely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dolescent mental disorder patients, in order to help the 

healthy growth of adolescents. 

 

 

 

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自杀行为研究进展 

 

蒙培培 1 王彦芳 1,2  

1）山西医科大学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目的  近年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不断

增加。有数据显示，精神疾病患者存在自杀行为者

占自杀人群的 30%-40%，其自杀行为的发生率高出

非精神病人群的 6-12 倍。并且，突发性、冲动性和

隐蔽性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自杀行为的重要特征门，

因此，其自杀行为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和不可预测性，

给个人、家庭效的护理干预已经成为临床关注的焦

点。为探讨不同精神障碍对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影响，

本综述将精神科青少年患者自杀行为新进展加以总

结，旨在为临床预防以及护理提供有效的指导。 

    方法  通过在医学数据库查询相关文献，对青

少年精神障碍（孤独症、冲动控制障碍、抑郁障碍及

应激障碍等）对自杀未遂、自杀死亡发生的不同程

度和角度的影响进行综述。 

    结果  研究表明不同的精神障碍对青少年自杀

未遂、自杀死亡发生的影响并不相同。抑郁障碍、双

相情感障碍、物质相关及成瘾障碍、创伤及应激相

关障碍及一些类型的人格障碍易直接导致自杀行为

的发生。而共病精神障碍者是最易自杀的人群，应

予密切关注。焦虑障碍、冲动控制障碍则往往在一

些不良因素下促进或介导自杀。另外，要注意轻症

孤独症患者的自杀问题。这展示了青少年自杀行为

精神病性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干预和治疗提

供理性而科学的思路。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有一些

精神障碍如饮食障碍、躯体症状 及相关障碍等临床

中发现之间有相关性。 

    结论  青少年自杀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

生问题，自杀是青少年的重要死因。通过对青少年

自杀行为与精神障碍关系研究，及时干预和治疗青

少年精神障碍的患者，以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非自杀性自伤现况调查及其危险因素研究 

 

王睿 1 卢瑾 1 肖媛媛 2 冉海良 2 许秀峰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 

 

    目的  了解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自杀性

自伤相关行为的流行状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对该地区中小学中进行横断面研究，采

用三阶段整群随机抽样获得具有代表性样本。研究

共纳入 3234 名在校学生，有效样本 3146 名。采用

自编的自评量表评估不同性别中小学生的有关非自

杀性自伤相关行为及其危险因素。 

    结果  1. 某市儿童青少年在过去 12 个月中非

自杀性自伤、重复自伤、严重自伤的患病率分别为

47.0%（95%CI:36.3-58.0）、30.4%(95%CI:21.9-41.0)、

12.1%(95%CI: 8.1-18.0)。 

    2. 非自杀性自伤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是

否发生自伤而言，在控制了混杂因素的影响之后，

总人群及男女生共同的风险因素有手机依赖、冲动

性、与家人关系不好、孤独感。细化手机依赖及冲动

性的维度分析后，男生相关风险因素有手机依赖的

失控性 OR=1.06（95%CI:1.04-1.08）及低效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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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8（95%CI:1.01-1.16）、冲动性的行为冲动

OR=1.03 （ 95%CI: 1.02-1.05 ）和认知冲动维度

OR=1.01（95%CI:1.00--1.03）；女生的风险因素包括

手机依赖的失控性 OR=1.04（95%CI:1.00-1.08）和逃

避性 OR=1.10（95%CI:1.05-1.15），而冲动性维度中

与男生结果类似。女生中冲动性 OR=1.66（95%CI: 

1.31-2.11）、手机依赖 OR=2.24（95%CI: 1.28-3.92）

会增加其重复自伤的发生风险；冲动性的行为冲动

维度 OR=1.03（95%CI:1.02-1.04）、手机依赖的失控

性 OR=1.05 （ 95%CI:1.01-1.10 ）与逃避性维度

OR=1.04（95%CI:1.00-1.09）显示出与女生重复自伤

呈正相关，而男生中却没有得到具有相关性的结果。

男生的分析结果中只有冲动性 OR=1.55 (95%CI: 

1.24-1.94)与其严重自伤的发生存在正相关。而手机

依赖 OR=1.63（95%CI: 1.21-2.18）、冲动性 OR=2.02

（95%CI:1.34-3.04）均会增加女生严重自伤的发生

风险。 

    结论  某市非自杀性自伤相关行为的患病率高

于其他地区，并且不同性别之间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手机依赖、孤独感与女生的自伤相关行为总体上表

现出更显著的相关性。 

 

 

 

感觉统合失调通过执行功能障碍影响注意缺

陷/多动障碍的核心症状 

 

李静 1,2,3 王文辰 2,3 程嘉 2,3 李海梅 2,3 丰雷 2,3,4 任

园春 2,3,5 刘璐 2,3 钱秋谨 2,3 王玉凤 2,3  

1）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同济医

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3）国家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国家精神

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障碍

临床研究中心，北京市精神障碍重点实验室 

5）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 

 

    目的  感觉统合能力发展可能是高级认知功能

发展基础，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存在感觉统

合能力缺陷，目的是探究 ADHD 的核心症状与执行

功能、感觉统合能力失调之间的关系。 

    方法   以符合 DSM-Ⅳ诊断标准的 371 名

ADHD 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感觉统合能力测试（平

衡仪）和儿童感觉统合能力发展评定量表分别进行

感觉统合能力的实验室评估和量表评估，通过

Stroop 色-词任务、Rey 复杂图形记忆测试、连线测

试进行实验室执行功能评估，以及通过执行功能行

为评定量表（BRIEF）进行生态执行功能评估。采用

偏相关分析，分析感觉统合能力与 ADHD 核心症状

及执行功能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Bootstrap 分析方法

检验执行功能在 ADHD 核心症状和感觉统合失调

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  在儿童感觉统合能力发展评定量表结果

中，发现前庭失衡、触觉过分防御、本体感失调三个

维度与 ADHD 注意缺陷症状均存在负相关（r =-

0.154～-0.180），同时，前庭失衡与多动冲动症状也

存在负性相关（r =-0.355～-0.467）。另外，儿童感觉

统合能力发展评定量表中的前庭失衡维度与 BRIEF

（生态执行功能）的抑制控制因子、工作记忆因子

呈负相关（r =-0.264～-0.364）；触觉过分防御与

BRIEF 的抑制控制因子、转换因子、工作记忆因子

呈负性相关（r =-0.177～-0.382）(均 P＜0.05）。感觉

统合能力测试与核心症状、执行功能存在较弱相关。

进一步中介分析，发现抑制控制能够部分中介前庭

失衡与多动/冲动症状之间的关系[B= -0.045 (SE= 

0.008)，95% CI (-0.06, -0.03)]，工作记忆可完全中介

前庭失衡与注意缺陷症状之间的关系[B= -0.01 (SE= 

0.003),95% CI (-0.016, -0.004)]；抑制控制、工作记忆

能完全中介触觉过分防御与注意力缺陷症状之间的

关系 [B= -0.003 (SE= 0.002)，95% CI (-0.0086, -

0.0004)]；工作记忆可以完全中介本体感失调与注意

缺陷症状之间的关系[B= -0.01 (SE= 0.002),95% CI (-

0.01, -0.001)]。 

    结论  ADHD 的感觉统合能力与核心症状以及

执行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感觉统合缺陷可

能通过影响执行功能进而导致 ADHD 核心症状。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决策行为研究 

 

尹胜健 1 陈旭 1 郑毅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探究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决策行为

异常，进而反映其社会功能的问题。 

    方法  纳入 49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 25 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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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少年，通过最后通牒博弈范式，考察青少年抑

郁症患者及健康青少年对于方案的接受率和反应时

的差异。并纳入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病人健康

问卷抑郁量表、广泛性焦虑量表、儿童期创伤量表、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分析相关指标与社会决策行

为的关系。 

    结果  接受率方面：青少年抑郁症组和正常对

照组的接受率未见明显差异(P＞0.05)，但公平性的

主效应（F=201.760,P＜0.001）以及公平性与提议者

类别的交互作用（F=8.791,P=0.004）对接受率影响有

统计学意义。反应时方面：两组未见明显差异。但方

案公平性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42.755，P＜

0.001，partial η2=0.373），方案提议者的主效应也有

统计学意义（F=5.333,P=0.024, partial η2=0.069），公

平 性 及 提 议 者 的 交 互 作 用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F=8.946,P=0.004, partial η2=0.111）。 

    结论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

组在社会决策行为中无明显差异。对方案公平性的

相似认知可能是两组被试的方案接受率无统计学差

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本研究发现两组对于不公

平分配方案的接受率均低于公平方案，这可能是因

为不公平的方案会引起更负性的情绪，进而影响接

受率。最后本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面对不公

平方案时，对于人类和计算机有明显的区分，这可

能和抑郁症患者更能沉浸于负性社会互动情景中有

关。 

 

 

 

运动和久坐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基于云南省

临沧市在校中小学生的横断面调查 

 

刘漪 1 卢瑾 1 许秀峰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临沧市在校中小学生睡眠、

运动、久坐行为情况和不同年级段情况，研究该市

中小学生睡眠的相关影响因素并研究运动及久坐行

为与睡眠健康的关系，以及抑郁和焦虑症状是否存

在中介效应 

    方法  在云南省临沧市对在校中小学生进行多

阶段随机整群抽样，采用自评问卷的形式，以自编

社会人口学问卷采集一般人口学以睡眠时长资料，

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评估睡眠质量，全球基于学校

的学生健康调查问卷评估运动和久坐行为，GAD-7

评估焦虑症状情况，PHQ-9 评估抑郁症状情况。使

用单/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睡眠质量相关的影响

因素，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运动和久坐行

为对睡眠的影响 

    结果  研究最终纳入受试者 3046 名(年龄：

13.5±2.2，男 /女：1385/1661，小学 /初中 /高中：

1005/1037/1004)。平均睡眠时长为 7.94±1.43h/天（小

学为 9.00±1.01h/天，初中 8.21±1.10h/天，高中

6.58±0.91h/天）；睡眠不足者占总人数的 55.09%（小

学 21.27%，初中 22.77%，高中 55.96%）；睡眠质量

不良者占总人数的 34.67%（小学 12.88%，初中

29.64%，高中 57.48%）。 

    在所有受试者中，中久坐行为（OR=1.38,95%CI：

1.03-1.84）、高久坐行为（OR=1.48,95%CI：1.15-1.90）

与不良睡眠质量的正相关；小学组中运动和久坐与

不良睡眠质量无关；初中组中中久坐行为

（OR=1.82,95%CI：1.44-2.31）与不良睡眠质量正相

关；高中组中中等运动频率（OR=0.78,95%CI：0.65-

0.93）与不良睡眠质量负相关，久坐行为与不良睡眠

质量无关。中介效应分析中，抑郁症状对于睡眠质

量总间接效应为 0.179，总效应为 0.224，中介效应

占比为 79.9%；虑症状对于睡眠质量总间接效应为

0.132，总效应为 0.205，中介效应占比为 64.4%。 

    结论  这是一项针对云南省临沧市在校中小学

生睡眠健康情况以及运动和久坐对睡眠影响的横断

面调查，总的来说该市在校小学生和初中生的睡眠

情况比高中生好，高中生普遍存在睡眠不足，睡眠

质量也不甚理想。政府、学校、老师以及家长应对学

生睡眠健康引起重视，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睡眠监

督，合理安排课程及作息时间，减轻学生的学业压

力和久坐行为，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良好就

寝环境 

 

 

 

童年期创伤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压力知觉

的中介作用 

 

孙琦 1,2 闫静怡 1,2 姚晶 2 杨兴洁 2 刘华清 2  

1）承德医学院 

2）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探讨高中生童年期创伤、压力知觉与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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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之间的关系，为预防和识别高中生抑郁提供参考

依据。 

    方法  采用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童年期创伤

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 ）、中

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CPSS）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

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对安

徽省滁州市 2310 名高中生进行调查，采用描述性统

计、独立样本 t 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中介效应

检验等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平=0.05。 

    结果  ①不同性别和有无留守经历的高中生的

压力知觉和抑郁量表总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1）；②童年期创伤总分与压力知觉总分

（r=0.42）、抑郁总分（r=0.27）均呈显著正相关（P

值均＜0.01）；压力知觉总分与抑郁总分呈正相关

（r=0.44），（P 值均<0.01）。③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

明，压力知觉在高中生童年期创伤与抑郁间中介作

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65.22%。 

    结论  压力知觉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间起部分

中介效应，压力知觉能直接或间接增加高中生患抑

郁的风险。家庭和学校应帮助高中生学会积极应对

压力事件，进而预防抑郁的发生。 

 

 

 

Study on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keta-

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dolescent Depres-

sive Disorder 

 

Xiaoping Yuan1,2, Yating Yang1,2, Wenjun Zhang1,2, Kai 

Zhang1,2, Huanzhong Liu1,2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haohu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64 North Chaohu Road, Hefei, An-

hui Province, China 

2）Anhui Psychiatric Center,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suicidal behavior (suicidal ideation, su-

icidal behavior), but so far, traditional drug therapy can 

not quickly alleviate the suicidal behavior of patients. 

Ketamine has been proved to have a rapid antidepres-

sant effe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e the ef-

ficacy and safety of Sket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do-

lescent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This is an open-ended study in which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diagnosed by 

DSM-5 received ketamine injection in addition to tradi-

tional antidepressant therapy two weeks before hospi-

talization.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y HAMD, 

HAMA, Montgomery Depression scale, pleasure loss 

scale, PHQ-9 and repeated Cognitive function scale 

RBANS. 

    Results  The general condition and depression 

degree of 30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no signif-

icant difference.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on the 3rd, 5th, 7th, 9th, 11th and 13th 

day after admis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HAMD, HAMA, suicidal ideation and 

the factor scores of each scal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funct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main side effects were dizziness and 

headache, and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progress of 

treatment. 

    ConclusionS  -ketamine is effective and safe in 

the treatment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has no effect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so it can be used as a treatment for rapid relief of de-

pressive symptoms. 

 

 

 

外周血甲状腺激素水平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的影响 

 

孙旺迪 1 于恩彦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外周血甲状腺激素水平对青少年非

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

影响，以及 TH 水平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版

（HAMD-24）评分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1 月至 2021 年 5 月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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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住院的符合 DSM-5 非自杀

性自伤诊断的青少年患者 82 例，其中单相抑郁症患

者 41 例，双相抑郁症患者 37 例；同期在医院进行

健康体检的健康青少年对照者 81 例。比较 NSSI 组

与健康对照组外周血 TH 水平，并分别分析单相抑

郁症、双相抑郁症患者外周血 TH 水平与 HAMD- 24

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NSSI 组与健康对照组外周血促甲状腺

激素（TSH）、T3、T4、FT3 、FT3/FT4 水平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FT4 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单相抑郁组患者

外周血 TSH、T3、T4、FT3、FT3/FT4 水平均低于

健康对照组（均 P＜0.05），双相抑郁组患者外周血 

T3、T4、FT3、FT3/FT4 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单相抑郁组与双相抑郁组患者外周血 TH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相抑郁症

患者外周血 TSH 水平与 HAMD- 24 评分呈负相关

（r= - 0.405，P＜0.01）。双相抑郁症患者外周血 T4 

水平与 HAMD- 24评分正相关（r=0.335，P＜0.05）。

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抑郁组中，TSH 进入以 HAMD-

24 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TSH 可以解释 HAMD-24

变异的 14.2%。 

    结论  青少年 NSSI 患者外周血 TH 水平较健

康对照者明显降低。 

 

 

 

An Exploratory Cohort Study of The Associa-

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Testosterone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Hospitalized Adoles-

cent Female with Depression in China 

 

刘艳 1 王少华 1 薛闯 1 周圆月 1 周国岭 1 胡希文 1 

方丹 1, Wencong Chen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心理卫生中心，杭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 

2）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aid the de-

velopment of strategies to intervene the suicidal behav-

ior for the depressed female adolescent. 

    Methods  In this single cente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adolescent femal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with 

depression, we collected baseline demographic data, 

age adjusted level of testosterone, Symptom Self-rating 

Scale,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uicidal ideation, NSSI, 

and attempted suicide. We use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

gression to determine the risk factors for the suicidal 

ideation. 

    Results  Total 113 hospitalized adolescent female 

enrolled with a mean age of 13.5 (1.20). Among these 

patients, there were 86 (76.1%) subjects suffered from 

the suicidal ideation, while 59 (52.2%) of them had 

NSSI and 23 (20.4%) had attempted suicide behavior. 

In the final model, higher level of testosterone (p = 0.04) 

and higher age (p = 0.02)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r odds of having suicidal ideation. 

    Conclusion  In this exploratory cohort study, su-

icidal ideation was prevalent. It is important to assess 

the level of testosterone in the adolescent female with 

depression. Consistent with other studies, the age is a 

potential predictor for the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hospi-

talized adolescent female with depression. 

 

 

 

在校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流行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 

 

张喜燕 1 孙喜蓉 1 胡建军 1 郭红云 1 李欣 1 王菲 1 

严彩英 1 陈燕华 1 张成芳 1 张璐璐 1 戴婧 1  

1）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索在校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的年级流

行趋势、焦虑抑郁的共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有

针对性的开展学校心理卫生服务提供参考。 

    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法对上海市某区初中

和高中进行调查，抽取具有代表性的青少年 4959 人，

采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评定其

焦虑症状，儿童抑郁量表（CDI）评定其抑郁症状，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问卷调查相关人口学资料。 

    结果  1.焦虑症状的总体检出率为 34.7%，其中

预备年级 27.6%，初一 33.0%，初二 28.1%，初三

36.4%，高一 35.3%，高二 38.1%，高三 45.3%。抑

郁症状的总体检出率为 17.4%，其中预备年级 10.4%，

初一 18.0%，初二 16.4%，初三 20.3%，高一 13.4%，

高二 20.6%，高三 26.1%。SCARED 评分和 CDI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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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随着年级的增高、学业压力的增大而增长，初

二和高一出现下将，之后又出现上升，高三最高，预

备年级最低（P<0.05）。2.在焦虑症状检出率中，女

性明显高于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在抑郁症状检出率中，女性和男性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3.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共病的

检出率为 12.4%。在有焦虑症状的青少年中，35.8%

合并有抑郁症状。在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中，71.0%

合并有焦虑症状。4.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年级高、

学习成绩差、同伴关系差是青少年焦虑抑郁情绪的

共同危险因素。 

    结论  在校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和严

重程度的年级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曲线上升，初

二和高一出现下降，之后又出现上升，高三最高，预

备年级最低。焦虑症状有性别差异，女性高于男性；

抑郁症状未发现性别差异。在青少年中焦虑抑郁情

绪共病普遍存在，抑郁共病焦虑比例较高。年级、学

业压力、同伴关系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发生有关。 

 

 

 

疫情后青少年身体心理及社会适应状况调查 

 

张祖芳 1 周刚柱 1  

1）信阳市精神病院 

 

    目的  评价青少年在疫情前后青少年身体心理

及社会适应状况。了解我市青少年心身健康状况。 

    方法   采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

（MSQA)》对我市一小学五年级 200 名学生其中男

生占 53%，女生占 47%，及初二 200 名学生其中男

生占 51%，女生占 49%，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从

躯体亚健康、心理亚健康两个方面对青少年健康状

况进行评价。躯体亚健康领域的躯体活力、生理功

能低下和抵抗力下降 3 个维度；心理亚健康领域的

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和社会适应困难 3 个维度进行

评定，其中心理亚健康领域内容涵盖了青少年的学

校和社会适应状况。调查结果按全国青少年学生亚

健康症状数的 P90 作为亚健康状态的界定标准进行

评定，并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运用 SPSS10.0 统计

软件包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及相关分析。 

    了解疫情后青少年躯体亚健康状况、心理亚健

康状况和身心亚健康状况。 

    结果  疫情后青少年躯体亚健康领域的躯体活

力、生理功能低下和抵抗力下降 3 个维度；心理亚

健康领域的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和社会适应困难 3

个维度均高于全国常模。其中躯体活力不足表现为

轻微活动后就感到肌肉酸痛。生理功能低下表现为

食欲明显增加，入睡困难。抵抗力下降表现为反复

出现口角溃烂，常常感到鼻塞等。心理亚健康表现

为情绪问题、常常害怕空旷的场所、品行问题。其中

总感觉别人在跟我作对。社会适应困难  其中一听

到考试，总感觉坐立不安等 。 

    结论  新冠疫情后青少年的身体心理及社会适

应状况有所下降。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障碍患者的自杀意念及其

危险因素分析 

 

李振阳 1 王皋茂 2 宋京瑶 1 何现萍 2 曾巧羚 2 高贺
1 王小春 2  

1）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探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障碍（NSSI-D）

患者的自杀意念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连续纳入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在我

院住院的符合 DSM-5 对 NSSI-D 诊断标准的 202 例

患者，评估其一般资料问卷（包括性别、年龄、NSSI

病程、童年创伤史、自杀未遂史等）、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使

用贝克自杀意念量表将患者分为有自杀意念组和无

自杀意念组，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NSSI-D 患

者出现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结果  202 例 NSSI-D 患者年龄 12-24 岁，平均

16.7±2.7 岁，以女性（ 85.6%/173 例）和学生

（92.6%/187 例）为主，其中有 135 例（66.8%）患

者伴有自杀意念。单因素分析中，自杀意念在童年

创伤、自杀未遂史、HAMD 评分、HAMA 评分、NSSI

病程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分类 Lo-

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童年创伤（OR=12.575）、自杀未

遂史（OR=8.581）、焦虑评分（OR=1.124）、NSSI 病

程（OR=1.026）均为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 

    结论  住院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障碍患者的自

杀意念发生率高，在临床上，应针对高危人群进行

重点干预以减少医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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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联合舍曲林治疗青少年非自杀性自

伤共病焦虑抑郁的临床效果 

 

宋京瑶 1 王皋茂 2 庞辉 1 李振阳 1 高贺 1 何现萍 2 

曾巧玲 1  

1）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探究阿立哌唑联合舍曲林治疗青少年非

自杀性自伤共病焦虑抑郁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收治的 80 例住院的青少年非自

杀性自伤共病焦虑抑郁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例，对

照组采用单一使用舍曲林的治疗方法，观察组采用

阿立哌唑联合舍曲林的治疗方法。分别于基线及治

疗 1、2、4 周末应用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副反应量表

（TESS）评定疗效及安全性，采用渥太华自我伤害

调查表（OSI）评估 NSSI 行为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总效率比较，观察组（95.0%）总有

效率高于对照组（8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 HAMD-17、HAMA 评分在基线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比较，

治疗后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1、2、4 周末，观察组 HAMD-17、HAMA 评

分较对照组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 NSSI 发生率在基线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在治疗 1、2、4 周末，两组患者 NSSI

行为的发生率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且观察组 NSSI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对照组不良反应 11 例（27.5%），观察

组不良反应 12 例（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阿立哌唑联合舍曲林治疗青少年非自杀

性自伤共病焦虑抑郁安全有效。 

 

 

 

小剂量喹硫平、阿立哌唑增效治疗青少年抑

郁症的临床分析 

 

宋京瑶 1 王皋茂 2 李振阳 1 高贺 1 庞辉 1 何现萍 2 

曾巧玲 2  

1）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探讨小剂量喹硫平和阿立哌唑增效治疗

青少年抑郁症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90 例，采取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B 组、C 组，每组各 30 例，

A 组单用舍曲林治疗，B 组、C 组分别在 A 组治疗

基础上联合阿立哌唑和喹硫平治疗。采用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 17（HAMD-17）及副反应量表（TESS）评

定疗效及安全性。 

    结果  A 组、B 组、C 组总效率分别为 83.33%、

93.33%、93.33%；B 组、C 组总有效率均高于 A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三组患者

HAMD-17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1、2、4 周末 HAMD-17 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组、C 组在

治疗第 1 周末开始，HAMD-17 评分下降程度均显著

低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

（33.33%）、B 组（36.67%）、C 组（30.00%）不良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剂量喹硫平和阿立哌唑增效治疗青少

年抑郁症疗效显著，可快速控制抑郁症状，且安全

性高，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青少年抑郁症人群中性虐待情况及其与自杀

意念的关系 

 

刘寰忠 1,2 李晓月 1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2）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抑郁症是一种复杂而常见的疾病，在

2015 年的调查中发现它的平均终身患病率为 11%。

童年期的性虐待可能与成年后的非自杀性自伤有关。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儿童青少年抑郁症人群性

虐待的发生情况。探讨抑郁症人群中的性虐待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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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意念的关系，为抑郁症人群自杀行为发生的防控

提供参考。 

    方法  272 名确诊为抑郁症的青少年患者参与

了这项研究。除了对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进行调

查外。采用童年创伤量表，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对

患者进行了性虐待及自杀意念的评估。 

    结果  在被调查的 272 名青少年抑郁患者中有

68 名曾经遭受过性虐待，占总人数的 25%。其中遭

受性虐待的女性有 55（80.9%）名，比例显著高于男

性（19.1%）。有自杀意念的患者有 195 名，占总人

数的 71.7%。没有发现性虐待的抑郁症青少年在自

杀意念得分上有所差异。性别与与自杀意念也没有

统计学相关性（P=0.64)。对性虐待与自杀意念进行

二元 logstic 回归分析发现，两者无明显的统计学意

义相关性（P=0.900,OR=0.999）。 

    结论  本研究发现抑郁症青少年受过性虐待的

女性人数明显高于男性，女性可能是性虐待发生的

危险因素，因此有必要重视青少年人群中开展的预

防性虐待教育工作。此外，本研究没有发现性虐待

与自杀意念的关 系，可能需要更大的样本量来证实

这一结论。我们将进一步探究抑郁症患者人群中性

虐待与其它因素的关系。 

 

 

 

失眠严重程度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抑郁严

重程度的关联 

 

胡钰 1 刘寰忠 1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目的  抑郁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主要

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低，悲观，思维迟缓，缺乏

主动性，自责自罪，饮食、睡眠差，担心自己患有各

种疾病，感到全身多处不适，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

头和行为。本研究拟通过横断面研究对安徽省 4 个

地区的的 119 名 13-18 周岁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的失眠严重程度进行调查，以了解青少年抑郁障碍

患者的失眠严重程度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可为抑郁障碍与失眠的预防和治疗提

供重要的依据。 

    方法  以调查问卷形式，对诊断抑郁障碍的青

少年患者进行失眠严重指数量表(ISI)的测评。由受

培训的专业人员（经检验具有一致性）进行汉密尔

顿 24 项抑郁量表的测评，测得总分。研究者收回监

督问卷质量，在整理和输入数据后，采用 SPSS22.0

软件根据数据类型进行 t 检验、方差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检测。 

    结果  在 145 份问卷中，原始资料经逻辑检查

后，剔除无临床意义的失眠问卷 26 份，有意义问卷

为 119 份，整体有意义率达 82%。轻度失眠与抑郁

严重程度有关(P=0.01,P<0.05)，有统计学意义。中重

度失眠抑郁严重程度没有相关(p>0.05)，可能与服用

了相关药物有关对结果造成了影响。 

    结论  轻度失眠与抑郁严重程度有关，中重度

失眠与抑郁严重程度无关。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

失眠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 

 

 

 

舍曲林联合经颅磁刺激对首发青少年抑郁症

早期疗效及冷执行功能影响 

 

陈海思 1 高静芳 1  

1）浙江省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左侧高频 rTMS 联合舍曲林对首发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早期疗效及对冷执行功能影响。 

    方法  将 77 例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随机分

成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给予左侧高频 rTMS 联

合舍曲林治疗，连续治疗 2 周后停 rTMS 治疗，继

续予舍曲林治疗，对照组予舍曲林治疗 4 周。分别

在治疗前及治疗第 2 周、第 4 周给予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 17 项版本(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

ing scale，HAMD-17)、儿童抑郁评定量表-修订版

(Children's Depression Rating Scale-Revised, CDRS-

R)，此外在治疗前和治疗第 2 周给予视听整合持续

操作测验 (integrated visual and auditory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IVA-CPT) 及 THINC-it 成套神经心

理测试行执行功能评估。 

    结果  研究组治疗 2 周后总有效率（92.11%）

高于对照组（71.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2、4 周后研究组 HAMD-17、CDRS-R 总分低

于对照组（P＜0.05）。治疗 2 周后研究组 HAMD-17

的 4 个因子分焦虑/ 躯体化、睡眠障碍、认知障碍、

体重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 2 周后研究组

注意力商数（听）、注意力商数（视）、综合注意力商

数指标高于对照组（P＜0.05）。在 THINC-it 成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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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测试中，治疗 2 周后研究组的 PDQ5 及两组患者

的 Spotter、Symbol Check、Codebreaker、Trails 指标

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 

    结论  舍曲林联合左侧高频 rTMS 治疗不仅能

提高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早期疗效，并可早期

改善冷执行功能。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ypomania and 

Self-harm Behavior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方叠 1 车玉三 1 冉海良 1, Ahouanse Roland Dona1 王

思凡 1 彭俊玮 1 陈琳 1 肖媛媛 1  

1）昆明医科大学 

 

    Objective  Depression is a well-recognized risk 

factor of self-harm (SH). As hypomania and depression 

are usually coexistent,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part of 

depression-SH associ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hypoma-

nia. However, the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between hy-

pomania and SH has never been thoroughly discussed. 

    Methods  Based on a two-stage simple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ith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ample size (PPS) design, a total of 4609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between 10 and 17 in southwestern 

China Yunnan Province were surveyed by using a self-

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

yse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adjusted associa-

tion between hypomania and SH prevalence, SH repeti-

tion, and SH severity.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SH among partici-

pants was 38.70% (95% CI: 32.70%-45.00%). For hy-

pomania, both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but discord-

antly associated with SH prevalence, after adjusted for 

prominent covariates, especiall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every one-point increase in scores of factor I and factor 

II were associated with 0.96 (95% CI: 0.95-0.98) and 

1.29 (95% CI: 1.22-1.36) folds of odds in SH. Further 

analyses based on the quartiles revealed prominent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 I and SH 

prevalence, SH severity, SH repetition. 

    Conclusion  Hypomania was significantly and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H in Chinese adoles-

cents. For hypomanic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t is cru-

cial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type of their hypomania. In-

dividuals with elevated factor II level are probably of 

greater intervention benefit in reducing SH or even sui-

cidal risk. 

 

 

 

Mediation of Resilience in The Association be-

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Yusan Che 1, Hailiang Ran 1, Die Fang1, Ahouanse Ro-

land Dona1, Lin Chen1, Sifan Wang1, Junwei Peng1, Le 

Cai 1, Yuanyuan Xiao1  

1）昆明医科大学 

 

    Objective  The pos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er-

sonality traits and suicidal ideation (SI) has been estab-

lish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studies. However, the 

possible mediation of resilience within this association 

has never been thoroughly discus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by using a pop-

ulation-based 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 of 4,858 Chi-

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the participants. Uni-

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adopted to measure the crude and adjusted associ-

a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SI, and resilience. Path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mediation of re-

silienc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I. 

    Results  For one-week SI, after adjusted for po-

tential covariates, personality traits (measured by tem-

perament typ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ne-

week SI. For one-year and lifetime SI, after adjusted for 

prominent covariates, personality was also a significant 

associated factor. Analytical results revealed a promi-

nent mediation of resilience, moreover, for different di-

mensions of personality traits, the proportion of media-

tion by resilience va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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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sion  Our major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

silience-bas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could b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personality traits related suicidal risk 

among youngster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measuring of personality dimensions may also be help-

ful in targeting key subpopulations of intervention pri-

ority.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哌甲酯缓释片血药浓

度与临床疗效研究 

 

吴为阁 1 王文强 1 李宗磊 1 李韵 1 卢大力 1 黄雅玲
1  

1）厦门市仙岳医院 

 

    目的  研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哌

甲酯缓释片（MPH）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方法  自身对照研究，共纳入 31 例 ADHD 患

者，用 LC-MS/MS 法测定 MPH 的血药浓度，用

Conners 多动指数（CIH）评定临床疗效。使用 SPSS 

v22.0 统计分析，根据资料类型分别采用和（%）进

行统计描述；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

较采用 χ2 检查；血药浓度和临床疗效间的关系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按滴定的最适剂量分为 18mg 组（n = 21）、

36mg 组（n = 10）两组。试验结束时两组的血药浓

度分别为 5.55±0.64 μg•L-1，8.70±0.50μg•L-1，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临床总体有效率为

70.97%，两组有效率相似(P > 0.05)。18mg 组患者在

用 18mg 治疗剂量时即有显著疗效（P > 0.05），增

加剂量疗效并未相应提高（P < 0.05）；36mg 组患者

增加治疗剂量到 36mg 时,疗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36mg 组患者提高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

具有正相关(r = 0.82，P < 0.05) 。血药浓度越高者，

消化道不良反应概率可能会增加。本研究初步探索

临床疗效的阈血药浓度值为 5.17μg•L-1。 

    结论  MPH 治疗 ADHD 疗效肯定，需要根据

体重个体化治疗，36mg 组患者提高血药浓度进一步

改善临床症状，但需注意监测药物不良反应。

5.17μg•L-1 可以作为预测临床疗效的客观指标。 

 

 

 

Revisiting The Premonitory Urge in Tourette: 

Assessment, Neurobiology and The Computer 

Psychiatry Perspective 

 

李彦霖 1 褚佳慧 1 李瑛 1 崔永华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Objective  Premonitory urges (PUs) are aversive 

bodily sensations that indicate the occurrence of tic dis-

order---a common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that is 

characterized mainly by motor and phonic tics. PU is the 

key in the etiology and non-drug therapies of tic disor-

der. We review the previous studies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PU.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was car-

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methodology outlined in the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PRISMA) Statement.17 

    Five scientific databases (PubMed, PsycInfo, ISI 

Web of Science, Cochrane Library and Scopus)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for articles published until May 

2021. 

    Results  There are five tools was identifi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PUs. The Premonitory Urge for Tics 

Scale(PUTS)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tool for PUs. The 

imaging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Us associates with the 

insula, prefrontal cortex (PFC), anterior cingulated cor-

tex (ACC) and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 no 

matter from the structural level nor the functional level. 

In addition, th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odel was al-

ways used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ic processes.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current 

tools of PUs are insufficient which need to be revised. 

The neurobiology of PUs need further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circus level and the network level. Computational 

psychiatry perspective might be the new direction to un-

derstand the PUs. 

 

 

 

一例儿童强迫症的认知治疗 

 

陈敏榕 1 杨雨逍 2 杨珮琼 3 黄婷 1 柯晓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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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 

2）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3）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4）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脑科医院 

 

    以认知重建技术对一例诊断为强迫症的 10 岁

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强迫障碍是一种以反复持久出

现的强迫观念或者强迫行为为基本特征的精神障碍，

多采用抗精神病药物来进行有效缓解。但考虑到该

患儿认知水平高，逻辑思维能力强，为避免长期使

用抗精神病药物对其认知功能造成损伤，未使用药

物治疗，而是对其在门诊中使用认知疗法进行心理

教育与认知重建。 

    儿童精神障碍除了自身的生物学因素外，与家

庭养育环境，养育方式也密切相关，本案例中患儿

的母亲极爱干净，性格暴躁，而父亲缺乏对孩子的

教育管理使得患儿受母亲情绪、行为影响深重，母

亲的教育方式与性格使患儿平时也有一定洁癖。在

社会环境方面，社会心理因素也不可忽略，本案例

发病于疫情期间，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蔓

延使得患儿对细菌病毒更加敏感，患儿在频繁的防

疫宣传下反复受到刺激，强化了其强迫思维。综合

以上因素，通过四次认知治疗，帮助患儿意识并找

到引发强迫的习惯性思维，尝试矫正它们，形成正

确的认知以消除强迫行为。最终结果显示，治疗后

患儿焦虑缓解，再无紧张不安与强迫行为，社会功

能恢复，人际交往能力有显著增强。该病例展示了

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治疗在低龄精神障碍儿童中的

良好应用，针对认知良好的强迫症儿童应尽量尝试

对患儿功能障碍性思维进行矫正与认知重建，或可

取代药物治疗，呼吁对精神科医生进行规范化的

CBT 培训，为强迫症早期的治疗提供更优的选择。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初中生自尊水平及其相关

因素研究 

 

文竹 1 李焱 1 江文庆 1 林裕雄 1 孙智信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索高风险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初中生，

自我意识水平及相关因素。 

方法  随机抽取上海市浦东新区 5 所初中阶段

学校的全日制在校生 1261 名，由父母完成 WEISS

功能量表（WFIRS-P )、长处和困难问卷 (SDQ)，由

青少年完成 Piers-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iers-

Harris 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PHCSS)。采用

SDQ 的多动与注意不能因子（以 7 分为分界）划分

为 ADHD 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对其自我意识进行

独立 T 检验，对其相关因素进行探讨。 

结果  PHCSS 量表与 WFIRS-P 量表、SDQ 量

表的各因子分及总分呈负相关（ r=-0.28~-0.12，

P<0.001）；r=-0.61~-0.34, P<0.001)。PHCSS 量表的

“行为因子”与SDQ量表的多动与注意不能（r=-0.49，

P<0.001）、品行问题因子（r=-0.44，P<0.001）及总

的困难（r=-0.54，P<0.001）显著相关性。PHCSS 的

“自我幸福与满足因子”与 WFIRS-P 的社会活动（r=-

0.26，P<0.001）、自我管理（r=-0.24，P<0.001）相关。

ADHD 高风险组（ 48.02±12.32 ）与低风险组

（60.86±10.49）在 PHCSS 的各维度及总分上的差异

均有显著性（T=4.23~11.49，P<0.001），其中在“行为”

（9.75±2.41；12.65±1.93）和“智力与学校情况”

（8.54±3.43；12.10±3.48）差异最大。以“自我幸福与

满足因子”为因变量，PHCSS 量表中其他因子为自

变量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R=0.711，矫正 R= 0.505，

DW 值 2.044，拟合良好，提示“躯体外貌与属性因

子”贡献了已解释方差的 52.3%，行为、焦虑及合群

的分别为 23.8%、20.8%及 11.8%，另外智力与学校

情况因子为-18.8%。 

结论  自我意识水平低下的儿童青少年也表现

出社会功能水平低下，存在多动与注意、品行问题

的孩子，其自我意识水平更低。ADHD 高风险组的

自我意识水平明显低于 ADHD 低风险；躯体外貌与

属性因子的对幸福与满足的回归效应显著，提示躯

体外貌因素是现阶段初中生认为正向影响到幸福感

的重要因素, 而智力与学校情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却

是负面的。 

 

 

 

认知迟缓特质量表中文版信效度及其在我国

ADHD 患儿中表现初探 

 

文竹 1 江文庆 1 李焱 1 孙智信 1 林裕雄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认知迟缓特质（sluggish cognitive 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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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被认为是一类与 ADHD 高度相关、又各自独

立的稳定特质，其独立的特征及其与 ADHD 共病时

的特征性表现提示差异化的治疗效果，可能预测预

后。本研究评价 SCT 量表的中文版信效度，初探我

国 ADHD 患儿中 SCT 的相关特征。 

方法  随机抽取上海地区两所普通小学的在校

生  1724 名，由抚养人完成中文版 SCT 量表和

ADHD 诊断量表父母版（ADHDDS-P），并在各个年

级随机选取 2 个班的学生（N=266），以 1 个月为间

隔对 SCT 量表进行重测，得到重测信度。选取在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门诊就诊且符合 DSM-5 对

ADHD 诊断的患儿（N=106），完成 SCT 量表、

ADHDDS-P 及神经心理评估。  

结果  SCT 量表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920（完整版）及 0.843（简版）；重测信度为

0.746（完整版）及 0.656（简版）。先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n=958），KMO 值为 0.946 （完整版）和 0.851

（简版）(P ＜ 0. 001) ，用 SCT 完整版得到 3 个因

子：白日梦、迟缓和认知能力减退。扩充样本后用验

证性因子分析检验（n=1724），符合三因子模型，得

出结 构效度（ X2/DF=7.739 ， RMSEA=0.084 ，

GFI=0.895，CFI=0.905）。SCT 量表与 ADHDDS-P 量

表相关系数 r=0.753（完整版）和 r=0.640（简版）。

ADHD 病例组在 SCT 量表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儿童(T=10.931,统计量P ＜ 0. 001)。在ADHD组中，

SCT 量表与 ADHDDS-P 量表相关系数 r=0.488（完

整版），r=0.363（简版），值得注意的注意缺陷因子

与迟缓因子的相关性较高（r=0.737）；而多动冲动因

子与 SCT 得分相关性不大（r=0.154）；其中男性在

白日梦因子（T=2.765，P=0.006）及 SCT 总分

（T=2.645，P=0.008）上均较女性得分更高。WCST

测试的言语理解、直觉推理、工作记忆皆与 SCT 量

表为负相关（r=-0.371~-0.253，P＜ 0. 05） 

结论  SCT 量表中文版总体信效度良好，通过

探索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三因子模型适配度尚可；

ADHD患儿的SCT分更高，与注意缺陷的关联性强，

与多动冲动关联性弱。男性 ADHD 的 SCT 特质更

更显著。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述情障碍与手机滥

用的调查和比较 

 

汪晓静 1 许瑞智 1 陈倩倩 1 汤义平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患者与健康

青少年之间的述情障碍和手机滥用程度的差异，探

索述情障碍和手机滥用的相关性，了解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青少年存在述情障碍和手机滥用情况。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台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就诊或住院治疗的存在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患者 58 名为观察组，选取台州

市本地相同年龄段的健康中学生 60 名为对照组。通

过评定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和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

得分，了解两组间述情障碍和手机滥用情况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总分和因子

二评分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1），

因子三（外向性思维）评分结果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评定，四个维度

中除了突显行为维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

0.05），观察组在戒断症状、社交抚慰和心理改变三

个维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 

    结论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存在述情障

碍的比例要高于健康同龄人，更难以描述和表达情

感，存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患者还是健康

人群，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手机过度使用现象，并且

在使用手机过程中比健康同龄人更容易引起滥用。

述情障碍可作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和手机滥用的共

同中介作用。 

 

 

 

抑郁症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及影响因素

分析 

 

李安妮 1 孙科 1 谢俊 1 童永号 1 李轶琛 1 马筠 1  

1）武汉市精神病院 

 

    目的  探讨抑郁症青少年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的影响因素，为临床诊治活动提供有力参考。 

    方法  对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病区住院

的 324 名抑郁症患者入院时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

容包括一般资料、9 项患者健康问卷、7 项广泛性焦

虑障碍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青少年生活事

件量表、儿童期创伤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贬低

-歧视感知量表及自杀态度问卷。以青少年危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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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量表评估结果判定存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抑郁

症患者 130 名，设为自伤组，其余 194 名无自伤行

为抑郁症患者设为非自伤组。对抑郁症患者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的危险因素进行 Logistic 单因素分析。 

    结果  自伤组女性、失眠重、抑郁焦虑水平高、

病耻感强、经历童年创伤（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和

生活事件（学习压力、人际压力、适应、丧失、受惩

罚）占比显著高于非自伤组（p<0.01）。 

    结论  女性、抑郁焦虑水平高、失眠重、病耻感

强、经历过童年创伤（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和生活

事件（学习压力、人际压力、适应、丧失、受惩罚）

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多见于青少年，呈逐年上升趋势

和低龄化趋势，已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 

 

 

 

自我价值感在童年期虐待和抑郁青少年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关联中的中介作用 

 

丁强 1 孙锦华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 

 

    目的  探讨童年期虐待与抑郁青少年非自杀性

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 ) 之间的关系,

以及自我价值感在童年期虐待和抑郁青少年 NSSI

中的作用。 

    方法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5 月在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就诊的患者中纳入符合美国

DSM-5 抑郁障碍诊断标准并符合 NSSI 标准的 10-

18 岁的患者进行调查。采用自编问卷收集一般人口

学资料；使用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评估患儿其童年期遭受虐待和

被忽视的经历；使用青少年自我价值感量表中的总

体自我价值感分量表来评估儿童的自我价值感水平；

使用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调查青少年 NSSI 发

生的方式和严重程度，并使用自伤行为发生的频次

和对身体的伤害程度的乘积来综合评估自伤水平。 

    结果  共有 70 名患者参加本研究，其中 3 例

问卷漏填超过 30%，分析时被排除，总共纳入 67 例

被试。其中男性 5 例、女性 62 例，平均年龄（14.5±0.2）

岁。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童年期虐待得分与总体

自我价值感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 = -0.474，P<0.01），

童年期虐待与 NSSI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 = 0.354，

P<0.01）；总体自我价值感与 NSSI 水平呈显著负相

关（r = -.368 ，P<0.01）。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童年

期虐待能显著正向预测抑郁 NSSI 水平（β = 1.57，

SE = 0.51，P< 0.001）和显著负向预测抑郁自我价值

感水平（β = -0.22， SE = 0.51，P<0 .001）。而当童

年期虐待、自我价值感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童年

期虐待不能显著预测 NSSI 水平（β = 1.03， SE =0.57， 

P=0.08）；青少年自我价值感能显著负向预测抑郁青

少年 NSSI 水平（β =-2.43， SE =1.21，P<0.05）。

Bootstrap 方法检验表明，自我价值感在童年期虐待

和 NSSI 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 =0.54，SE 

= 0.26，c′=1.03，95%的置信区间为[0.09，1.12]不包

含 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4%。 

    结论  自我价值感可能在童年期虐待与抑郁青

少年 NSSI 关联中存在中介效应，提升抑郁青少年的

自我价值感将有助于有童年期遭受虐待经历的抑郁

青少年 NSSI 的预防和控制。 

 

 

 

药物联合工娱治疗治疗儿童首发抑郁发作的

疗效观察 

 

王丹 1 敬琳 1 赵荔 1 周晓秋 1 王蕊 1 蒋威巍 1  

1）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药物联合工娱治疗和药物治疗两种

治疗方案对儿童首发抑郁发作的疗效差异，为完善

儿童抑郁发作的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我院儿童心理卫生科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入院的首发、符合 ICD-10

抑郁发作诊断标准、入院前未药物及心理治疗的所

有患者进行研究。治疗前完成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等测试。主管医生负责制定药物

治疗方案，按照药物治疗规范、根据患者病情变化

调整药物剂量，但不参与接受工娱治疗患者的确定

及工娱治疗的实施。研究者按照患者入院先后顺序，

将单数患者名单交团体心理治疗师。团体心理治疗

师负责对入组患者开展包括瑜伽、绘画、舞动、棋牌

游戏、手工、放松等内容的工娱治疗，但不知晓患者

的药物治疗情况。治疗 2 周后复评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治疗前后的心理评估由不

被告知分组情况和治疗情况的评估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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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研究者选出使用舍曲林的患者为研究对

象，其中接受工娱治疗的患者为研究组，在未接受

工娱治疗的患者中按照性别、年龄、基线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得分上下不超过 2 分的标准一一对应确定

对照组，用配对研究比较两组舍曲林最大剂量、治

疗 2 周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减

分率的差异。研究组和对照组舍曲林最大用量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减分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减分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工娱治疗不能减少儿童首发抑郁发作患

者的药物剂量。药物联合工娱治疗有利于缓解患者

抑郁症状，对缓解焦虑症状不优于单一药物治疗。 

 

 

 

某精神病专科医院儿童青少年抗抑郁药超说

明书用药情况及影响因素 

 

李晓英 1 陈平 1 李红梅 1 张心华 2 姜秋波 1  

1）烟台市莱州荣军医院 

2）青岛大学 

 

    目的  了解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儿童青少年抗抑

郁药门诊使用现状、超说明书用药情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自编临床用药情况调查表，通过门

诊电子处方系统，调查近 4 年在某精神病专科医院

门诊就诊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抗抑郁药使

用现况，并进行超说明书用药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  儿童青少年的门诊抗抑郁药处方占门诊

总抗抑郁药处方的 2.0%，其中 SSRIs 的处方占比为

84.7%，抗抑郁药使用频率前三位为艾司西酞普兰

（41.5%）、氟伏沙明（20.8%）、舍曲林（18.0%）；

儿童青少年抗抑郁药超说明书用药处方占比为

70.30%，是否超说明书用药在年龄（2=22.908，

P<0.01）、医生职称（2=9.012，P<0.01）、疾病诊断

（2=23.698，P<0.01）、联合用药（2=12.728，P<0.01）

方面有显著差异；儿童青少年超说明书用药的影响

因素有年龄 (Wald=13.728， P<0.01)、医师职称

(Wald=13.332，P<0.01)、疾病诊断(Wald=18.224，

P<0.01)、联合用药(Wald=13.484，P<0.01)。 

    结论  儿童青少年门诊抗抑郁药使用占门诊总

抗抑郁药使用的比例较小，以 SSRIs 类为主，超说

明书用药现象较常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青少年多动症状与儿童期创伤、生活事件的

关系探索 

 

吴舒娴 1 罗学荣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既往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多动症状可能

会增加暴露于儿童期创伤以及生活事件的风险，因

此本研究在 12-16 岁青少年人群中探索其多动症状

与儿童期创伤、生活事件暴露的关系。 

    方法  2014 年 4 月至 7 月在湖南省 3 市抽取 13

所中小学的在校学生完成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

流行病学研究调查，其中 12-16 岁男性青少年 1596

名。所有受试者完成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

（CBCL）、儿童期创伤问卷（CTQ-SF）、青少年生

活事件量表（ASLEC）。多动症状由 CBCL 中的多动

亚因子评估，儿童期创伤问卷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

表分别评估其儿童期创伤经历和近期的生活经历。 

    结果  伴有多动症状的男性青少年在情感虐待、

躯体虐待和生活事件得分高于不伴有多动症状的男

性青少年(p 均＜0.05)。多动症状得分和情感虐待、

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以及生活事件的得分

呈正相关(r=0.088-0.534, p 均＜0.01)，多动症状得分

和躯体忽视的得分呈互相关(r= -0.049, p ＜ 0.01)。 

    结论  伴有多动症状的青少年更容易经历儿童

期创伤和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多动症状的干预应该

考虑青少年儿童期创伤和生活事件的影响。 

 

 

 

中国大样本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患

病率、风险因素及其临床相关性的分析 

 

康传依 1 郑月 1 杨丽颖 1 王晓红 1 赵娜 1 胡建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目的  自杀是青少年主要致死原因，其中自杀

意念(SI)在青少年中有很高的风险，更容易造成严重

的后果，现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然而，关于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系统研究很少。因此，

本研究旨在评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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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其临床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共收集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1635

例，男 748 例，女 887 例。临床和人口学资料由自

填式问卷收集。自杀意念采用访谈法评定。采用儿

童抑郁量表(CDI)评定抑郁症状，采用青少年生活事

件自评量表(ASLEC)评定应激性生活事件。我们使

用 IBM SPSS23.0 执行所有统计分析。 

    结果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38.2%(625/1635)。伴有 SI 组与不伴有 SI 组相比，

年龄(F=6.053，p=0.014)、性别(x2=20.142，p<0.001)、

受教育年限(F=3.944，p=0.047)、抑郁家族史(x2=8.28，

p=0.004)、睡眠不足 8 小时(x2=19.203，p=0.001)、

CDI 总分 (F=133.517 ， p=0.001) 、 ASLEC 总分

(F=160.11，p<0.001)、ASLEC 人际关系分(F=168.02，

P<0.001)、ASLEC 学习压力分(F=114.47，p<0.001)、

ASLEC 惩罚分(F=101.67，p<0.001)、ASLEC 剥夺分

(F=41.14，p<0.001)、ASLEC 健康适应分(F=63.94，

p<0.001)、ASLEC 其他分(F=178.70，p<0.00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然而，在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家族抑郁

史方面的显著差异没有通过 Bonferroni 校正

(Bonferroni 校正 p<0.0 5/17=0.0029)。进一步的 Lo-

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

与女性（Wald X2=28.845, p<0.001）、睡眠时间不足

（  Wald X2=8.548, p=0.003）、抑郁程度（Wald 

X2=13.751, p<0.001）和较高的学习压力（ Wald X2 

= 10.826, p=0.001）显著相关。 

    结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自

杀意念的发生率为 38.2%。此外，抑郁的严重程度、

性别、睡眠时间和学习压力都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的自杀意念有关。 

 

 

 

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院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质性研究 

 

张小梅 1 石艳 1 韩利 1 吴雅萍 1 米滢 1 张红 1  

1）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期间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的体验及护理需求，制订相关预防对

策，为优化精神科儿少病区护理安全管理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 18 名住院期间发

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访

谈，访谈前取得知情同意，访谈过程全程录音，6h

内转录核对，以五要素学说为基本框架，采用内容

分析法提炼主题。 

    结果  本研究提炼出 3 个主题:一 青少年精神

障碍患者住院期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主要受不良情

绪影响，原因包括：1 住院环境不适应；2 模仿、求

关注；3 受刺激后情绪失控；4 疾病本身伴有的情绪

问题；5 症状支配；二 自伤过程中躯体感受不明显，

自伤后极端情绪短暂释放，但会感到痛苦、担忧伴

随胸闷等不适；三 患者希望得到医护人员的帮助，

但是并不清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也不知道如何求

助因而最终大部分未求助。 

    结论  本研究应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青少年

精神障碍住院患者 NSSI 展开深入访谈，探索其自伤

的动机、体验与护理需求。研究结果提示，青少年精

神障碍患者院内 NSSI 事件主要与不良情绪有关，通

过自伤只能短暂缓解不良情绪，患者自伤后会有痛

苦担忧等感受，希望得到医护人员的帮助，但不知

如何求助。青少年精神障碍住院患者需要较多心理

支持及引导。医院和护理管理者应关注青少年自伤

患者感受与护理需求，不断改善住院环境，提升医

护人员人文关怀品质，提供人性化管理举措和个体

化心理支持对策，制订科学护理对策，最大限度避

免患者情绪爆发，助力减少 NSSI 发生率，实现保障

患者安全的目标。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55 例症状学分析 

 

牛飞 1 王擎 1  

1）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关联的一些疾病，

如：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边缘性人格障碍、强

迫障碍、进食障碍等等。 

    方法  收集本人在我院门诊诊治的患者 55 例。

时间段：2020 年 7 月 3 日到 2021 年 6 月 18 日 。

进行症状学分析。 

    结果  一般情况  55 例患者中男性 6 例，女性 

49 例 。发病年龄 5--23 岁，平均 13.73 ± 2.76 岁。

病程 2 月--10 年，平均 1.82 ±2.07 年。所有的患者

均有割手腕，部分患者同时有撞墙、掐、咬、抓自己

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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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同时伴有抑郁想死者 35 例，

大部分患者的抑郁情绪皆是起源于患者的焦虑心情，

这些患者只是有想死的念头，没有自杀行为。伴有

自杀行为者 3 例。伴有双相情感障碍者 8 例，有的

患者会有比较典型的情感高涨与情感低落的交替出

现。伴有酒精依赖者 1 例。伴有不能控制的拔眼睫

毛者 1 例。伴有不能控制的网上购物、收快递、拆

快递者 1 例，通过这个过程心情就会好转。伴有进

食障碍（暴饮暴食）者 4 例。 

    伴有边缘性人格障碍者 1 例，该患者，女，16

岁。13 岁稍不如意就割手腕。贪玩手机，学习成绩

差，父母管教严厉、粗暴。经常割手腕甚至服毒。14

岁自行外出。15 岁从网上认识一男友，然后自行和

男友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期间流产两次。经常

哭，冲动摔东西。经常不能控制的割手腕。有时候想

死。有时候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心里清楚不是真的。

对别人不信任，包括自己的父母。自己知道尽量避

免吵架，但越来越容易失控，担心会失控杀了妈妈。

几乎整个一侧手臂纹身。 

    伴有强迫障碍者 1 例，该患者，女，20 岁，病

程 6 年，出现反复洗手、反复检查门窗水龙头是否

关好。开始对称性的割两侧脚面，因为不方便而改

为对称性的割两侧手腕。 

    结论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青

少年中，大多数为女性患者，而且这些自伤行为会

伴发各种精神问题，如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边

缘性人格障碍、强迫障碍、进食障碍等等。精神症状

的复杂性可见一斑，尤其在青少年身上，更是如此。

这一切都可能是因为个体神经系统发育的不完善所

致。 

 

 

 

Sex Differences in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

cent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赵娜 1 王晓红 1 康传依 1 郑月 1 杨丽颖 1 吴金波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Objective  Sex differences between suicidal ide-

ation (SI) and non-suicidal ideation (NSI) in adolescents 

have received little systematic study. The curren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sex differences with or 

without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cent depressive disor-

d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635 adolescent patients 

(748 males/ 887 females) with depression were re-

cruited.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collected. Suicidal ideation was assessed by an inter-

view. All subjects were rated on the Children's Depres-

sion Inventory (CDI)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d-

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ASLEC) 

for stressful life event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SI in female adoles-

cent patients (43.18%)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male pa-

tients (32.35%).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at fe-

male patients were older and longer educated than male 

patients in the NSI group,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variables be-

tween female and male SI patients. Further, there were 

sex differences in CDI score, ASLEC score, and all sub-

scales of ASLEC in both SI and NSI patients. The sig-

nificant clinical correlators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fe-

male patients included family depression history, less 

sleeping tim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Furthe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uicidal ide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relationship problems in both 

genders.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how significant sex 

differences in suicidal ideation between SI and NSI ad-

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Moreover,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were independent 

contributors to suicidal ideation both in females and 

males patients. 

 

 

 

学龄期儿童性心理与性教育问题现状思考 

 

余鸽 1 徐方忠 1  

1）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目的  了解学龄期儿童的性心理和性教育的现

状。 

    方法  综述相关文献，对学龄期儿童的性心理

和性教育进行多角度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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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人的性心理，在学龄儿童时期就已经开

始产生。学龄儿童性心理发育过程一般分为两个时

期：性器期（3~6 岁）与潜伏期（6~12 岁）。性器期

的儿童已认识男女差异，并且对异性有喜爱之情。

相关调查显示，5、6 岁是性别一致性发展的快速期, 

大多数的 6 岁儿童已获得性别恒常性，其性心理有

显著转变。学龄期是人生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 适

时且恰当的性教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儿童的性自

认，性别自我表现，性别角色行为等，有利于儿童健

全人格的成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表明，

对儿童开展早期性教育，不仅不会导致青少年性行

为增加，相反可以帮助青少年对性有正确的认识，

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因性无知使自己和社会蒙

受巨大损失。目前，国外对学龄期儿童基本开展正

面性教育，有力地促进了儿童性心理的健康发展。

而中国儿童的性教育则远远落后于其性心理发展的

需求，在性心理的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与性相

关的行为和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学龄儿童性教

育必要性的认识上，中国家长相对陈旧保守的观念

逐步有所改善。但具体在几岁开始对儿童进行性教

育的问题上，家长和教师都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关

于学龄前儿童早期性教育的内容，家长及教师的认

识与儿童的实际需求并不符合。 

    结论  前国内对学龄期儿童性心理的发展和性

教育的研究相当贫乏，而如何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

生理心理特点，进行适时、适度、适量、适当的性教

育仍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孤独症谱系障碍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执

行功能的比较研究 

 

李思迅 1 张漫雪 1 司徒明镜 1 袁丹凤 1 杨燕平 1 王

卓 1 吕鹏 1 黄颐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和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ADHD)是常见的儿童神经精神发育障碍，两病

症状和病因存在重叠和交叉，并且共病率高。执行

功能(EFs)用于设定目标，规划未来，抑制不适应反

应，灵活改变行为。虽然一些研究指出了 ASD 和

ADHD 中的特定 EF 谱，但其他大部分研究没有区

分它们。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 ASD 及 ADHD 儿童

的不同 EF特征并探索执行功能与ASD 和ADHD 症

状的关系。 

    方法  纳入 55 名 ASD 儿童、87 名 ADHD 儿

童、 41 名正常对照儿童，对被试进行诊断和症状评

估，被试使用 CANTAB 剑桥神经心理侧套测试中的

快速视觉信息处理（RVP）、剑桥球袋（SOC）、视觉

空间工作记忆（SWM ）、空间内外转换（IED）等四

个分测验，分别评估其执行功能的注意维持、计划、

空间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对 ASD、ADHD 和正

常对照三组儿童的认知资料进行 ANOVA 分析，并

进行 bonferroni 多重比较校正，以探索 ASD 和

ADHD 儿童执行功能受损的特征。对三组儿童分别

进行 perason 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以探索认知

功能与 ASD 和 ADHD 症状的关系。 

    结果   ANOVA 分析结果显示： ASD 组

（M=50.20，SD=30.11）SWM 总错误率高于对照组

（M=34.51， SD=18.13）；ASD 组（M=50.10，

SD=43.59）IED 总错误率高于对照组（M=31.14，

SD=19.95）；ADHD 组（M=0.93，SD=0.05）和 TD

组（M=0.96，SD=0.04）相比只发现了 RVP 有受损；

ASD和ADHD在执行功能上未发现差异（P>0.05）。

相关分析发现:SWM 和 ADHD 的症状（SNAP-Ⅳ to-

tal）有相关（r=0.33，P=0.001）；RVP 和 ASD 的症

状（social skill）有相关（r=0.25，P=0.008）；RVP 和

ASD 的症状（imagination）有相关（r=0.21，P=0.03）。

回归分析发现:IED 可以预测社交技能的症状严重程

度（ß=-0.228，p=0.021）。 

    结论  本研究发现 ASD 与 ADHD 具有不同的

EF 谱，可以为针对自闭症个体的干预措施中的潜在

治疗目标提供信息。另外，本研究发现了认知灵活

性能预测社交技能，部分揭示了执行功能与社交技

能的关系。随访研究有利于进一步确认执行功能与

症状的关系。 

 

 

 

Experience of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Clinically Sta-

ble Adolescents with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谢小萌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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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Cyberbullying is commonly reported 

by adolescents with psychiatric disorders. The COVID-

19 pandemic has dramatically altered the lifestyle and 

daily routine of those affected. The impact of the pan-

demic on cyberbullying and it associated factors in clin-

ically stable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psychiatric disor-

ders is unknow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evalence of 

cyberbullying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in these patient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Methods  This was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that was carried out between April 29 to June 13, 

2020. Adolescent patients attending maintenance-treat-

ment outpatient departments of three major psychiatric 

hospitals were included. Experience of cyberbullying,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were 

measured using standardized instruments. 

    Results  Totally, 1,265 patients completed the as-

sessments.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cyberbullying was 

92.3% (95%CI: 90.8%-93.7%). Multiple logistic re-

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ale gender (P=0.04, 

OR=1.72, 95%CI: 1.04-2.85)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

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cyberbullying, while illness re-

lap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risk of cyberbullying (P=0.03, 

OR=0.50, 95%CI: 0.27-0.93). 

    Conclus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experience of cyberbullying is highly prevalent 

among clinically stable adolescent psychiatric patients, 

especially male patients.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issue and to provide regular screening 

and interventions in these patients. 

 

 

 

工作记忆训练对高冲动性个体冲动性行为抑

制及风险决策决策水平的影响 

 

蒲明慧 1 陈玮 1 宋思佳 1 张廷侠 1  

1）日照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冲动是一种多维度的人格结构,其存在

对外部信息过于快速地进行处理,无法进行延迟满

足,以及很少在行动之前进行思考的生活行为倾向。

有研究者表明,冲动性与自我调节中存在的问题相

关联,并表现在意志行为失败而可能导致更大的消

极结果,且其与许多自我监管不力的指标显著相关。

所以工作记忆能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冲动性行为

问题及自我调节之间相关联的机制进行影响。本研

究旨在探讨工作记忆训练对高冲动个体进行干预的

效果,采用自陈量表、行为抑制及风险决策的测验来

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价。 

    方法  随机抽取冲动性高分组 47 名,低分组 28

名。被试均获知情同意,自愿参加实验。高冲动组随

机分为数字（23 人）及空间（24 人）n-back 工作记

忆训练两组进行连续 28 天每天约 40 分钟的训练,随

后进行 Go/Nogo 任务以及 1000 元为起始金额的爱

荷华赌博任务的后测任务。 

    结果  高冲动组在 n-back 工作记忆训练中的成

绩显著提升[F 数字组（2,68）=16.393,P<0.01;F 空间

组（2,71）=38.502,P<0.01]。在训练前后的 BIS-11 量

表总分[F（2,44）=9.870,P<0.01]、注意力冲动性[F

（2,44）=3.917,P<0.05]及无计划冲动性的主效应显

著[F（2,44）=10.909,P<0.01];在 Go-Nogo 实验任务

中显示,随着训练时间的推移两组行为抑制水平都

有所提升[F（3,70）=3.734,P<0.05];在爱荷华赌博实

验任务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净分数有显著的提升

[F（12,61）=2.990,P<0.01]。 

    结论  工作记忆训练可以改善高冲动个体在

BIS-11 量表中除运动冲动性以外的分数水平及行为

抑制水平、风险决策水平。 

 

 

 

儿童多动症的斑马鱼模型构建 

 

单纯艳 1 李西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中最

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具有高度基因遗传性。胃饥

饿素 ghrelin 在神经保护和神经发育中非常重要，但

其在 ADHD 的发病的作用尚不明确。我们通过临床

实验和模式动物斑马鱼探讨 ghrelin 在 ADHD 发病

过程中的作用及调控机制。 

    方法  通过对ADHD受试者开展病例对照研究

和家系中基因组序列分析，挖掘潜在的高风险基因；

运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构建 ghrelin-/-斑马

鱼突变体；运用 VIEWPOINT 行为记录仪分析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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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缺陷和冲动相关的行为学改变。转录组分析

和荧光定量 PCR 检测 wnt 信号通路和生长激素通路

的基因表达；使用拮抗剂，激动剂验证 ghrelin-/-斑

马鱼突变体的行为挽救效果。 

    结果  我们对 248 名 ADHD 受试者和 208 名健

康受试者开展了病例对照研究，发现胃饥饿素前

proghrelin / ghrelin（T408T，Met72Met）上的 SNP 

rs696217 与 ADHD 的较高风险相关；同时，家系中

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 ghrelin 突变可能导致 ADHD

的发生。为了探讨 ghrelin 的调控作用，我们检测了

ghrelin 在斑马鱼早期胚胎胰腺中特异性表达，随着

发育的进行呈递增趋势。敲降 ghrelin 表达的斑马鱼

表现出生长激素表达下降等症状。 CRISPR-Cas9 介

导的 ghrelin-/-斑马鱼突变体表现出人类ADHD样的

过度活跃，注意力缺陷和冲动行为。一线多动症药

物哌甲酯和托莫西汀可以挽救这些不良行为。多巴

胺能神经元发育至关重要的基因如 wnt1，wnt3a，

wnt5a 在 ghrelin-/-斑马鱼中表达水平下调。运用

XAV939 阻断 wnt 信号的药理作用可降低运动活性，

诱导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数量减少；wnt 激动剂

SB415286 可以挽救 ghrelin-/-斑马鱼的过度活跃和

多巴胺能神经元丢失。在 ghrelin-/-成年斑马鱼大脑

中，转录组分析发现生长激素及其信号通路关联基

因表达显著降低。荧光定量 PCR 证实 ghrelin-/-成年

斑马鱼和斑马鱼幼鱼（5dpf）中 stat5b，gh1，jak2a，

pou1f1 等该通路关联基因表达水平显著下降。 

    结论  我们的结果揭示了胃饥饿素 ghrelin信号

在多动症中的新的内源性作用，为多动症的治疗提

供了遗传调控和药物筛选的新思路。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成长环境影响因素的

质性研究 

 

叶雪花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成长环境的

特征，探讨家庭成长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的影响，为制定青少年抑郁症的预防和心理干预策

略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 2020 年 4 月—10

月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心身科住院的 18 例根据

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诊断标准，诊断为重度

抑郁发作，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HMAD 评分

≥24 分，年龄 14-18 岁，单次重度抑郁发作患者作为

访谈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以质性研究的现

象学方法为指导，分析某种特定现象中内在和外在

成分，正式访谈前向其详细讲解访谈的目的、内容

和方法，承诺匿名和保密，并签定知情同意书，征得

同意后和受访者约定访谈的时间与地点，访谈在病

房示教室进行，访谈时间为 30~60 min，并根据访谈

情况适当调整访谈方式，仔细观察患者情绪和行为

变化。并做好录音和笔录，运用 Colaizzi 分析程序

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结果  共提练出 4 个主题：父母的过高期待和

压力、家庭关系的冲突、家庭功能的失调、早年的创

伤经历触发，各主题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结论  青少年发生抑郁的家庭成长环境因素复

杂多样，医护人员在照护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时，应

充分考虑到家庭成长环境对患者造成的影响，提供

个体化心理干预方案，促进患者疾病早日康复。 

 

 

 

聋哑青少年和正常青少年绘画心理分析 

 

李明惠 1  

1）乌鲁木齐市安宁医院 

2）新疆乌鲁木齐市聋哑学校 

 

    目的  绘画心理测验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标准的

一套心理投射法测验，它可以绕过人的心理防御，

暴露人们的内心想法，适用于任何年龄，任何国家

的人群。在绘画心理分析中，树木画可以揭示出一

个人深层无意识的人格，同时也反应出一个人的成

长经历。本文单从房树人中的树木着手通过绘画心

理分析比较聋哑青少年和正常青少年的人格行为特

点，促进聋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方法  本研究属于随机对照研究，随机选择在

特殊教育学校的在校聋哑青少年 81 名，在普通学校

的正常青少年 96 名学生为对照组，年龄均在 10 岁

至 18 岁之间，男女不限，排除精神发育迟滞、颅脑

外伤及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使用标准的指导

语，要求大家在一张A4白纸上画有房-树-人的图画，

要求不能画火柴人和漫画人。画画的工具、形式不

限，可用铅笔、彩色铅笔、水彩笔，绘画时间在 10-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485 

15 分钟。绘画后聋哑青少年的画会有聋哑专职老师

和心理治疗师一起与每一位绘画者进行沟通，将画

面内容及内心想法标记在绘画页的背面，正常青少

年有心理治疗师单独完成沟通和标记，最后将所有

的绘画中的树木仅从树干部分进行整理，统计，分

析。 

    结果  聋哑青少年所画的树干多呈直线条，变

化少，而且树干细瘦，具有明显的差异，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聋哑青少年所画的树干在运用

线条方面与正常青少年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正常青少年绘画中画面的大小、整洁度、

协调性、技巧、笔法明显好于聋哑儿童，画面看起来

要更美观，这可能是因为正常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

训练高于聋哑儿童。从树干的分析，聋哑青少年所

画的树干多呈直线条，变化少，树干也细瘦，具有明

显的统计学差异 （P〈0.05），表明聋哑青少年接受

外界的信息较为被动，他们的思维较正常青少年单

一，也缺乏自信心,有做事决断力差的特点。在运用

线条方面聋哑儿童与正常青少年无明显差异（（P＞

0.05），由于生理缺陷因为“聋”无法让他们直接接受

外界信息，因为“哑”不能直接表达心中所想，这对他

们的性格塑造带来很大的影响，现实中我们也会发

现聋哑人会更愿意与其同样的聋哑人在一起，这和

他们的自卑感有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是和大多数人

不一样的另类人，聋哑人青少年和正常青少年一样

具有冲动性，这一点符合青少年心理和生理发展的

特点，这让我们认识到要学会正确引导聋哑儿童，

根据学生的特点，因人施教，鼓励他们敞开内心，学

会表达，宣泄，释放内在情绪，培养他们适应社会环

境。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Deficit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vidence From ABIDEII 

 

Anyi Zhang1, Jiajia Liu2, Lin Lu1,3  

1）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HC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Peking Univer-

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School of Nurs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3）Peking-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and PKU-

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s a set of 

neuro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characterized by early 

onset of impair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restricted 

behaviors.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ASD had dramatically increased in re-

cent 50 years, while, the pathogenesis of ASD is still 

unclear.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neuroimaging 

character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deficit in ASD children 

using the Autism Brain Imaging Data Exchange II 

(ABIDEII) database. 

    Methods  ASD children were selected from the 

ABIDEII database, which was established to further 

promote discovery science on the brain connectome in 

ASD. This database involv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datasets from 17 

international sites. The anatomical and phenotypic da-

tasets were also available. The social function in chil-

dren with ASD was measured by the Social Response 

Scale (SRS). We assess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and the score on the SRS 

in ASD children. 

    Results  A total of 186 children with ASD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ABIDEII database. The mean age of 

all participants was 10.25 ± 2.72 years old, with 154 

boys (82.80%) and 32 girls. We identified 14 FC link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social 

function assessed by SRS in ASD children. The in-

volved brain regions were Amygdala, insula, cingulate, 

frontal lobe, caudate, supramarginal gyrus, putamen, 

calcarine, rectus, hippocampus, paracentral lobule. The 

FC links between amygdala and cingulum (r = -0.169, p 

= 0.023), amygdala and parietal (r = -0.187, p = 0.012), 

caudate and amygdala (r = -0.185, p = 0.013), putamen 

and frontal lobe (r = -0.175, p = 0.019), putamen and 

rectus (r = -0.170, p = 0.023) showed negative associa-

tions with social function in ASDs. While, the SRS 

score in ASD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FC between 

amygdala and insula (r = 0.172, p= 0.021), amygdala 

and frontal lobe (r = 0.302, p < 0.001), caudate and su-

pramarginal gyrus (r = 0.231, p= 0.002), putam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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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arine (r = 0.165, p= 0.027), putamen and hippocam-

pus (r = 0.203, p= 0.007), putamen and paracentral lob-

ule (r = 0.164, p= 0.028).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d a neural evi-

dence underlying the social deficit in children with ASD, 

which might help understanding the pathogenesis of 

ASD and inform future interventions. 

 

 

 

Sleep Proble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Recovered From COVID-19 in Wuhan, China 

 

Anyi Zhang1, Han Xiao2, Le Shi1, Zhe Wang1, Yanping 

Bao3, Hong Mei2, Jie Shi3, Zhisheng Liu4, Jiajia Liu5, 

Lin Lu1,6  

1）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HC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Peking Univer-

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Institute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Wuhan Chil-

dren’s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3）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Dependence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n Drug Dependence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4）Department of Neurology, Wuhan Children’s Hospi-

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5）School of Nurs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6）Peking-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and PKU-

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

19) is an ongoing global pandemic that has spread rap-

idly since the first outbreak reported in December 2019, 

and has raised a large number of concerns regarding its 

impacts on sleep.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preva-

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sleep problems in children re-

covered form COVID-19 in Wuhan, China. 

    Methods  From July to September 2020,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4-18 years old who recovered 

from COVID-19 were recruited by advertisement in 

Wuhan Children’s Hospital. The healthy controls were 

derived from Wuhan birth cohor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sleep proble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ere as-

sessed by the parent-reported Sleep Disturbance Scale 

for Children (SDSC). We also assessed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aregivers by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Three-level hierarchical multivariable regression analy-

sis and logistic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con-

ducted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Results  206 children aged 4-18 years old were 

eligible for the final analysis, with 79 children (38.3%) 

recovered from COVID-19, and 127 children (61.7%)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prevalence of sleep 

proble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previous 

COVID-19 infection was 17.7% (14 in 79), and 23.6% 

(30 in 127) in healthy controls (p = 0.315). While, the 

total score of SDSC in children recovered from COVID-

19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 

(30.11 ± 11.93 compared to 33.83 ± 11.02, p = 0.024). 

We found that prevalence children’s sleep problem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aregivers’ post-trau-

matic stress symptoms (aOR = 7.72; 95%CI = 1.56, 

38.22; p = 0.021). In the adjuste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e severity of sleep problems in childre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core of Patient Health Ques-

tionnaire-9 (PHQ-9) assessing depression in caregivers 

(aβ = 0.50, 95%CI = 0.08, 0.91; p = 0.020), and nega-

tively related to the COVID-19 infection (aβ = -3.53, 

95%CI = -6.84, -0.22; p = 0.037) and male gender (aβ = 

-3.65, 95%CI = -7.00, -0.30; p = 0.033). 

    Conclusion  Sleep disturbance was a common 

symptom among children after the COVID-19 pan-

demic in Wuhan, China. We found the sleep disturbance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as milder than in healthy chil-

dren quarantined at home, which might relate to the 

timely treatment, specific attention and intervention 

(regular schedule, increased communication time with 

parents, increased access to disease information; timely 

referrals), or the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Our study underscored the need to provide 

timely and effective mental health related intervention 

and 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speciall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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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s and those quarantined at home, as well as their par-

ents. 

 

 

 

伴或不伴冲动风险的抑郁症患者负性自动思

维与应对方式研究 

 

李晓俞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伴或不伴冲动风险的抑郁症患者负

性自动思维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方法   根据中文版动态暴力风险评估量表

（DASA）评分将 70 例抑郁症患者分为冲动行为低

风险组（DASA=0 分，n=23）、冲动行为中风险组

（DASA=1~3 分，n=30）和冲动行为高风险组

（DASA≥4 分，n=17）；给予入组者自动思维问卷

（ATQ）及应对方式问卷（CSQ）评估；分析 3 组间

的差异及 DASA 与 ATQ 及 CSQ 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冲动行为高、中风险组 ATQ 评分显著高

于冲动行为低风险组（P <0.05）；冲动行为高、中风

险组 CSQ 求助、合理化、解决问题评分显著低于冲

动行为低风险组（P<0.01）；抑郁症患者 DASA 总分

与 ATQ 总分呈正相关（r=0. 762，P <0. 01）；与 CSQ

中求助、合理化、解决问题评分呈负相关（r=-0.365，

-0.681，-0.612； P 均<0. 05）,与退避、幻想、自责

评分呈正相关（r=0.594，r=0.603，r=0.376；P 均<0. 

01）。 

    结论  与不伴冲动风险的抑郁症患者相比,伴

冲动风险的抑郁症患者负性自动思维程度更重，消

极应对方式更明显，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欠缺。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脑电微状态研究 

 

周东东 1 陈然 1 姜正浩 1 马伶俐 2 赵黎 2 胡景辉 1 

刘心怡 1 王我 1 况利 1,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精神科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目的  非自杀性自伤（NSSI）是指缺乏结束生

命的意图而故意伤害自己的行为，在青少年中的发

病率不容忽视。本研究目的在于使用脑电微状态等

指标探究 NSSI 青少年潜在的神经生物标记。 

    方法  于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本

研究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精神科招募

12-17 岁的伴有 NSSI 的青少年 20 人，以及性别年

龄相匹配的不伴 NSSI 的青少年 21 人，采用 64 导

的电极帽采集静息态 EEG，时长 5 分钟。使用

MATLAB 中的 EEGLAB 进行预处理，重参考为全

脑平均，带通滤波 1-40 Hz。对四个微状态类别 A、

B、C、D 的平均持续时间、出现频率、涵盖时间百

分比、以及互相转化的概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将微状态分为 4 类时，两组可解释的方

差比例均大于 70%。2（组别）*4（4 个微状态类别

的持续时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持续时间的组内

效应显著（P=0.03），组间效应显著（P=0.02），两因

素间交互作用不显著（P=0.20）。NSSI 组微状态 B 和

D 的持续时间较对照显著减少（P=0.03，P=0.01）。

NSSI 组微状态 A 和 C 的出现频率较对照显著增加

（P=0.004, P=0.023）。NSSI 组中微状态 A 的涵盖时

间百分比较对照组显著增加（P=0.018）。微状态 A

到 C、B 到 D、C 到 A、D 到 B 的转换概率在两组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3；P=0.006；P=0.002；

P=0.001）。 

    结论  NSSI 青少年的脑电微状态部分指标与

不伴有 NSSI 的青少年相比存在显著差异，提示脑电

微状态可以作为 NSSI 青少年潜在的客观神经生物

标记，可能有助于帮助临床辅诊识别以及疗效判断，

仍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以及开展纵向研究进行验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居家隔离孩子  的

心理影响及心理干预 

 

俞蕾 1  

1）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居家隔离

成为严格防控措施之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激

状态下，长期居家隔离孩子会出现不同程度心理健

康问题。因此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注和帮

助，提出相关心理干预措施，减少疫情带来心理伤

害。 

    方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新型冠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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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中首次将儿

童纳入易感人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六版）》中儿童是易感人群重点关注人群

之一。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查阅文献进行总结分析

新冠肺炎期间居家儿童心理状况。 

    结果  1.心理危机和相关行为问题：重大突发

性公共卫生事件、长时间严格居家隔离、儿童和青

少年疫情期间常规生活改变、对疫情认识受限，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会出现不同程度影响。学龄前

儿童因居家隔离长时间不能出门玩耍，与同龄儿童

沟通互动减少，受父母烦躁、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影响，容易出现紧张害怕、过度哭闹、烦躁、食欲

差、睡眠质量差、过分依恋父母等心理问题。年长儿

居家隔离扰乱正常学习节奏，疫情期间沉迷网络游

戏、电子产品，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学习

效率低、攻击性行为。 

    2.心理干预建议 2.1 加强科普教育 通过官方

网站、阅读新闻等正确渠道，普及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知识，及时正面客观了解流行原因、传播途径及

诊疗措施，引导孩子知晓真实可靠信息，消除对疫

情恐惧担忧，保持心理健康发展。 

    2.2 重视心理调节 儿童心理敏感脆弱，家长保

持情绪稳定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微信、短信、电话等

倾诉方式宣泄情感，及时寻求社会支持，必要时通

过心理热线、网络平台等手段寻求专业帮助，调整

负面情绪。 

    2.3 重视交流陪伴 充分利用居家隔离机会加

强沟通交流，一起家务劳动、一起丰富全家膳食、居

家开展互动游戏、读书、听音乐等调节不良情绪，建

立和谐、良好地依恋关系。 

    2.4 保持学习稳定性 学龄期儿童和青少年居

家隔离期间尽可能保持学习状态稳定性和积极性，

克服懈怠情绪，劳逸结合。 

    结论  面对这场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国

内文献调查显示 98.54%受访者对新型冠状肺炎认

知、态度及行为，出现过度担忧、恐惧和紧张，说明

本次疫情带来较大威胁。针对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更

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注、帮助和支持，减少

疫情带来心理损害和后续心理社会问题。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静息态 EEG 功能连

接研究 

 

陈然 1 姜正浩 1 马伶俐 2 赵黎 2 胡景辉 1 刘心怡 1 

周东东 1 王我 1 况利 1,2  

1）重庆市高新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精神

科 

2）重庆市渝中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目的  非自杀性自伤（NSSI）常见于青少年，

是自杀相关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采用静息

态 EEG 功能连接作为工具，研究 NSSI 潜在的神经

生物标记。 

    方法  于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本

研究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精神科招募

12-17 岁的伴有 NSSI 的青少年 20 人，以及性别年

龄相匹配的不伴 NSSI 的青少年 21 人，采用 64 导

的电极帽采集静息态 EEG，时长 5 分钟。使用

MATLAB 中的 EEGLAB 进行预处理，分别在全频

段（1-45Hz）、delta 频段（1-4Hz）、theta 频段（4-

8Hz）、alpha 频段（8-12Hz）、和 beta 频段（13-30Hz）

进行静息态功能连接指标（如 COH、PLV、PLI 等）

的计算。并在组间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以及采用NBS

方法进行多重比较校正。 

    结果  NSSI 组与非 NSSI 组间的性别、年龄、

诊断等因素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有两个团块通过

了NBS校正：NSSI组中 beta频段下的一个团块（F3、

F1、FCZ、T8 等电极）的 PLV 指标显著弱于对照组，

theta 频段下另一个团块（F3、F7、FT7、FC2、FC4、

C4、TP7、P1、O1 等电极）的 PLI 指标显著弱于对

照组。其余频段下的各功能连接指标两组之间均无

显著差异或未通过 NBS 校正。 

    结论  NSSI 组存在与非 NSSI 组有显著差异的

头皮电极之间的功能连接，提示 EEG 的静息态功能

连接可能可以作为 NSSI 青少年潜在的神经生物标

记，有助于帮助临床辅诊识别以及对未来自杀的风

险进行预测，仍需进一步开展纵向研究进行验证。 

 

 

 

陕西省 7869名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及

其与情绪调节策略和家庭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吴限亮 1 钟意娟 1 党云皓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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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了解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检出率

以及非自杀性自伤与情绪调节策略和家庭功能的相

关性。 

    方法  于 2021 年 1 月以分层抽样的方法对陕

西省西安市和宝鸡市 12 所中学的 7869 名中学生进

行调查，采用 DSM-5 中的建议诊断标准，对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进行筛查，并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量表（FACES）、情绪调节策略量表（ERQ）、贝克抑

郁量表第 2 版（BDI-2）以及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

对情绪调节策略、家庭功能和抑郁症状进行研究。 

    结果   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整体检出率为

4.50%。不同年龄的学生以及初中生和高中生、城市

和农村学生非自杀性自伤的检出率不存在统计学差

异（P>0.05）。女性检出率为 7%，男性检出率为 3%，

两者存在显著差异（P＜0.05）。相较于父母分居或离

异和丧偶家庭的学生，父母婚姻状态正常的学生非

自杀性自伤检出率更低（P＜0.05）。父母关系质量不

同的家庭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存在显著差异，不和

组＞一般组＞和睦组（P＜0.05）。亲子关系质量不同

的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也存在统计学差异，经

常冲突组＞一般组＞和睦组（P＜0.05）。具有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的中学生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更低，

更倾向于采用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p< 0.05）。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男性、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

策略和家庭亲密度高是非自杀性自伤的保护因素，

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和抑郁是非自杀性自伤的

危险因素（p< 0.05）。 

    结论  当地中学生非自杀性自杀行为的发生率

较高，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情绪调节策略和家庭功

能密切相关，应据此开发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自动思维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陈琳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自动思维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有助于从认知角度为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的心理护理、健康教育及干预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在山西省某

三级甲等精神卫生科住院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200

人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自动思维问

卷（ATQ）对患者进行调查。采用 SPSS21.0 对数据

进行录入、整理、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

计分析、独立样本ｒ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1.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 

    本研宄共选取 200 例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

其中 14-16 岁患者 101 例（50.5%）；女性患者 112 例

（56.0%）；患者高中及以上学历者 128 例（64.0%）；

院外有自伤行为的患者有 167 例（83.5%）。 

    2.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在人口学资料、

抑郁程度上的差异比较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在年龄、学历、不

同抑郁程度上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自动思维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和自动思

维呈正相关（r+0.159~0.581，P<0.05）。 

    结论   

    1.青少年中、重度抑郁症患者比轻度抑郁症患

者自动思维得分高。 

    2.自动思维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有明显影响。 

 

 

 

青少年网络成瘾和自我意识的关系 

 

徐悦 1,2 董楷 2 黄子瑶 1,2 查欣蓉 1,2 古世红 1,2 杜冬

阳 1,2 胡满基 1  

1）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暨同济大学附属精

神卫生中心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不良，更容易产生

对网络的依赖，了解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我意识的

关系，对网络成瘾青少年进行有效的监管和引导，

并积极预防网络成瘾的发生，是学校、家庭和社会

亟待解决的重要的时代课题。此调查为进一步预防

青少年网络成瘾提供基础。 

    方法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调查方法，选取上海

市某四所中学 21 个班级，1056 名中学生为调查对

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自评人口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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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网络成瘾量表、青少年自我意识量表，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933 份，其中网络成瘾

青少年 329 人，检出率 35.2%。六年级青少年的网

络成瘾检出率最低，高二年级检出率最高（χ２

=44.410，P＜0.001），父母婚姻状况良好的家庭网络

成瘾检出率最低，父母婚姻状况较多冲突的检出率

最高，甚至高于分居或离婚的家庭（χ２=27.621，P

＜0.05）。在自我意识量表总分、焦虑、智力与学校

情况、行为、合群维度上高二年级青少年水平较低，

六年级青少年较高。自我意识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

地相关关系（P＜0.001），躯体外貌与属性、合群、

幸福与满足维度的自我意识水平与青少年网络成瘾

有相关性。 

    结论  高二年级青少年、父母婚姻状况较多冲

突的家庭青少年网络成瘾率更高，青少年网络成瘾

与其自我意识水平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有必要

加强对于高年级以及父母婚姻状况较多冲突的青少

年的心理社会支持，关注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水

平。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面上项目

（201940161）；上海市浦东新区临床高原学科建设

项目（PWYgy2018-10） 

 

 

 

孤独症儿童的内感觉准确性缺损 

 

杨晗雪 1,2 周晗昱 1,2 李瑛 3 崔永华 3 向阳 4 陈楚侨
1,2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神经心理学与应用认知神

经科学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

点试验室，北京，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49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

北京，100045 

4）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

心，北京，100043 

 

    目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种病因复杂的神经

发育性疾病，其典型症状包括社交困难、重复刻板

行为、兴趣狭窄和感知觉异常，而这些症状被认为

与内感觉，即对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信号的有意识觉

知的缺损存在相关。然而，关于内感觉在孤独症诊

断早期是否存在异常，现存研究较少且结论不一。

本研究欲通过直接对比孤独症儿童与健康儿童的内

感觉准确性，探究内感觉在孤独症病理机制中的作

用。 

    方法  经招募，89 名 6-13 岁儿童完成了新研发

的眼动内感觉准确性任务（EIAT），其家长填写了《孤

独特质量表-家长版（AQ）》。其中，44 名儿童被诊

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另 45 名经《简明国际精神访

谈（儿童版）》筛查的健康儿童纳入对照组。本研究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相关分析，对比了孤独症组

与健康对照组儿童在 EIAT 上的表现，并探究内感觉

准确性与孤独特质之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  本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孤独

症儿童的内感觉准确性更低、孤独特质得分更高。

其中，“社交技能障碍”和“交流沟通困难”两个特质

在两组间的差异最为显著。“社交技能障碍”与内感

觉准确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结论  孤独症儿童的内感觉存在缺损，且表现

为准确性的显著降低。这种对自身生理感觉信号的

低敏感度与其社交障碍有关。 

 

 

 

一项针对认知行为治疗和 SSRI 类药物治疗

青少年强迫症疗效的荟萃分析 

 

王姝琪 1,2 梁燕 1,2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therapy ，CBT) 和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类药物被

认为是治疗青少年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

order，OCD）的有效方法。本文旨在通过对 CBT 和

SSRI 治疗青少年强迫症的相关文献进行荟萃分析，

以评估 CBT 和 SSRI 的疗效差异。 

    方法  检索 PubMed 数据库，对涉及 CBT 或

SSRI 治疗青少年强迫症的文献进行汇总筛选，包括

已经报道的所有 CBT 和 SSRI 治疗青少年强迫症的

随机对照试验（截止 2021 年 1 月）。采用儿童版耶

鲁-布朗强迫症量表(Yale-Brown Obsessive-Compul-

sive Scale for Children，C-YBOCS)对治疗效果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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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本研究一共纳入 36 篇文献，其中 CBT

治疗 24 篇，SSRI 治疗的 12 篇。研究发现和安慰剂

治疗组相比，CBT 组（0.97）和 SSRI 药物治疗组

（0.55）效果明显。在评价治疗的有效性时，单独

CBT 治疗(71%)和 CBT-SSRI 联合治疗（59%）的有

效率都显著高于 SSRI 药物治疗的效果(49%)。 

    结论  本项荟萃分析认为在针对青少年 OCD

的治疗过程中，CBT 的治疗效果优于 SSRI 类药物

治疗效果，而 CBT-SRI 联合治疗似乎也并不比单独

的 CBT 治疗更有效。考虑到药物治疗存在的副反应

和停药风险，CBT 治疗应该作为青少年强迫症的首

选治疗方法。 

 

 

 

青少年启用鲁拉西酮效应及不良反应的分析 

 

解艳霞 1 钟意娟 1 张海艳 1 卞源 1 薛晓燕 1 党云

皓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鲁拉西酮是抗精神病药当中对 5-HT7 

受体亲和力最强的一种，而且同时对于肾上腺素能

受体 α1 和 α2C，以及 5-HT2C 受体都有较低的亲和

力，该药物相比于其他第 2 代抗精神病药具有很好

的耐受性。本文旨在探讨鲁拉西酮在青少年不同精

神疾病患者中的应用疗效，针对青少年的不同疾病，

总结该药的临床效果、不良反应及安全性，为应用

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在西安

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就诊的青少年精神心理

疾病患者，分别选取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情

绪障碍患者各 100 例。均符合 DSM-5 诊断标准，分

别评估 PANSS、HAMD、HAMA、TESS 及异常行

为检查量表( Aberrant Behavior Checklist，ABC) 中

的易激惹分量表 ( ABC-I) 及临床整体印象改善量

表( Clinical Global Impres- sions，Improvement scale，

CGI-I) 等量表。排除标准: ①酒精和药物依赖者; 

②入组前 1 周服用抗精神病药者; ③药物过敏或有

严重自杀倾向者; ④合并严重躯体疾病者。按入院

顺序编号，应用随机对照表，尾数偶数者为干预组

（n=50）,奇数者为对照组（n=50）。干预组接受为期

8 周的鲁拉西酮单药治疗，鲁拉西酮及心境稳定剂

等联合治疗；对照组接受为期 8 周的其他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药物剂量均为灵活剂量。两组患者分别

于治疗前、治疗 4 周、8 周评定疗效及血糖、血脂、

体重、QTc 等指标。 

    结果  治疗 4 周，两组患者 PANSS、HAMD、

HAMA、TESS 及异常行为检查量表( Aberrant Behav-

ior Checklist，ABC) 中的易激惹分量表 ( ABC-I) 及

临床整体印象改善量表( Clinical Global Impres- sions，

Improvement scale，CGI-I) 等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组间各项指标减分率比

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干预组

血糖、血脂中位数显著低于对照组。 

    结论  鲁拉西酮在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中，相

比较其他抗精神病药物，起效速度快；消化道、糖脂

代谢、心脏疾病等方面的副作用更轻。 

 

 

 

拉莫三嗪在青少年抑郁障碍共病非自杀性自

伤疗效的研究 

 

张海艳 1 钟意娟 1 党云皓 1 解艳霞 1 卞源 1 薛晓燕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临床观察中发现，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在使用抗抑郁剂治疗中，可能会引起非自杀性自伤

（NSSI）发生率的增加，而使用情绪稳定剂治疗青

少年抑郁障碍，对 NSSI 的改善有一定疗效，为了探

讨拉莫三嗪在青少年抑郁障碍共病非自杀性自伤

（NSSI）行为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副反应，选用拉

莫三嗪与舍曲林分组对照研究。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12 月在西安市精神卫

生中心儿少心理科住院的青少年抑郁障碍共病非自

杀性自伤的患者 100 例。均符合 DSM-5 抑郁障碍及

非自杀性自伤两项诊断标准，HAMD-17 评分在 18 

分及以上。排除标准: ①酒精和药物依赖者; ②入组

前 1 周服用抗精神病药者; ③药物过敏或有严重自

杀倾向者; ④合并严重躯体疾病者。按入院顺序编

号，偶数者为干预组（n=50）,奇数者为对照组（n=50）。

干预组接受为期 8 周的拉莫三嗪治疗，对照组接受

为期 8 周的舍曲林治疗。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

治疗 8 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版（HAMD-

17）、不良反应量表( TESS) 评定疗效及安全性。青

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评估评估非自杀性自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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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治疗 8 周，两组 HAMD-17 与治疗前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组间 HAMD-

17、TESS 量表评分及 HAMD-17 评分减分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两组住院期

间 NSSI 发生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间 NSSI 发生率比较，干预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拉莫三嗪治疗青少年抑郁障碍共病

NSSI 患者有效，疗效与舍曲林相当，副反应轻；但

拉莫三嗪可能更有助于降低青少年抑郁障碍共病非

自杀性自伤患者 NSSI 发生率。 

 

 

 

ADHD 共患 ODD 患儿家庭环境及家庭功能

特征 

 

钟意娟 1 张海艳 1 党云皓 1 解艳霞 1 卞源 1 薛晓

燕 1 魏思婷 1 李辉 2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期常见的行为

和情绪障碍，患有 ADHD 的儿童不仅表现为多动、

注意力不集中，也表现为情绪不稳定及行为难以自

控。ADHD 的儿童常并发外向性行为问题，尤其是

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间的冲突对儿童有很

大的影响。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共患对

立违抗障碍（ODD）患儿家庭环境及家庭功能特征，

以其指导患儿的非药物治疗，尤其是家庭治疗。 

    方法  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和家庭环

境量表（FES-CV）对 2020.5—2021.3 在西安市精神

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门诊及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儿保

科门诊就诊的 88 例同时符合 DSM-V 中 ADHD 诊

断标准和 ODD 诊断标准儿童的家庭进行评定，并在

当地两所小学选取对照组 88 例学生家庭进行量表

评定，其中核心家庭成员均为父亲、母亲。 

    结果  ADHD 共患 ODD 患儿 FAD 总分低于正

常对照组[ (2.0±0.3)vs. (2.8±0.5) P＜0.05F) ，FES-CV

亲密度分量表分低于对照组[ (2.4±0.6)vs. (2.9±0.4)；

矛盾性分量表分高于对照组[(2.4±0.6)vs. (6.1±1.9)]；

情感表达总分高于对照组[(6.4±2.2)vs. (3.7±1.4) ]（均

P＜0.05）。 

    结论  ADHD 共患对立违抗障碍患儿家庭具有

更低的家庭功能，其家庭环境较正常儿童家庭具有

更低的亲密度、更高的情感表达及矛盾性。 

 

 

 

Co-occurrence of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and ADHD, and Later on Co-morbid with 

OCD and SSD 

 

林美凤 1  

1）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精神科 

 

    Objective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con-

sist of a group of disorders with onset in the early devel-

opment period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developmental 

deficits in several functional domains.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re among the most prevalent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individuals with child-

hood-onset schizophrenia frequently have a history of 

premorbid ASD, and there is evidence of a connection 

between ASD and SSD that warrants a careful assess-

ment for comorbidity when the presence of psychosis is 

suspected. High comorbidity of ADHD and OCD is also 

well described. 

    Methods  A 13-year-old boy who was diagnosed 

of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and comorbid ADHD at age 

of six years in grade 1 elementary school. He was 

treated with Methylphenidate. Later on, he started to 

have anxious mood and asked for going to toilet fre-

quently at school and also increased the frequency of 

nocturnal urination at home. He even defecated in the 

underpants at school due to the obsessive thoughts of 

dirt and contamination and frequent hand washing. Not 

long afterwards, started to have the delusional idea of 

reference and persecution that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re against him and even someone wanted to kill him. 

He also had the delusional idea of being monitored (a 

pinhole video camera) at home. Under the circum-

stances,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2 mg/day Risperidone) 

treatment was started combined with Methylphenidate 

(54 mg/day Concerta).After 2 months of Risperidone 

treatment, the delusional ideas have diminished a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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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but the obsessive thoughts (e.g. dirt and contamina-

tion) and compulsive behaviours (e.g. frequent hand 

washing and urination) became more severe that caus-

ing clinically significant impairment of his functioning. 

And therefore, antidepressant (10 mg/day Lexapro) was 

also prescribed. Due to his labile mood, associated with 

frequent disruptive and violent behaviours towards par-

ents, he was eventually admitted for inpatient treatm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ethylphenidate use was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positive social outcomes, in-

cluding improved initiation for joint attention, better 

self-regulation, and more regulated affective state. 

    Conclusion  The reported case was diagnosed 

with HFASD comorbid with ADHD in early childhood 

and later on OCD and schizophrenia diagnoses have 

been added on. The obsessive symptoms of the patient 

were exacerbated as psychotic symptoms were added to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the patient’s clinic and func-

tioning rapidly deteriorated. the most complicated cases, 

including more than one comorbid condition, was asso-

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treatment response 

over time. Studies on etiopathogenes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se disorders, which still have many un-

known aspects, should continue. 

 

 

 

孤独症谱系障碍婴幼儿同胞探索性行为的随

访研究 

 

蒋佶颖 1 丁宁 1 邵欢 1 付林燕 1 柯晓燕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目的   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婴幼儿同胞的探索性行为进行随访研究，

以期为寻找 ASD 早期诊断的行为学标记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0～12 个月龄的 ASD 同胞 23 例随

访至 24 个月，在 12 及 24 月龄时均采用 GESELL 发

育量表评价其发育水平，采用 ADOS-G（Autism Di-

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Generic）进行 ASD 筛

查，并在自由游戏情境（Free Play）下测量探索性行

为。随访至 24 月龄时据 ADOS-G 结果将被试分为

HR-ASD+组（ASD 筛查阳性）、HR-ASD-组（ASD

筛查阴性），采用编码软件 Datevyu 对被试探索性行

为出现的时长、频率及复杂程度进行编码。对比分

析两组在两随访节点探索性行为的差异，对 HR-

ASD+组 12 月龄时的探索性行为进行因子分析，对

两组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探讨探索性行为的区分

效能。 

    结果  12 月龄时两组在社会探索性行为时长、

探索性行为的广度及深度、非典型探索性行为维度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08、=-2.87、=-3.04、=-

3.71，均 P<0.05）；24 月龄时两组在社会探索性行为

频率及时长，物体探索性行为频率时长及复杂程度，

探索性行为的广度及深度，非典型性探索及回避退

缩行为维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70、=-2.71、

=-2.02、=-2.98、=-2.88、=-2.90、=-3.14、=-3.33、=-

3.24，均 P<0.0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HR-ASD+

组、HR-ASD-组两组的回避行为、物体探索性行为

的频率在 12 月、24 月随访节点上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回避行为的频率和物体探索性行为

复杂程度在诊断与随访节点的交互效应上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对 HR-ASD+组 12 月龄的探

索性行为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提示前两项主成分的

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66.79%，其中主成分 1

（44.94%）。对两组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

主成分 1 具有区分效能（OR=22.90，95%CI：1.89～

277.61，P=0.01）。 

    结论  后来筛查为阳性的 ASD 同胞探索性行

为的多种特征存有异常；随年龄增长，两组物体探

索性行为的复杂程度差距越来越大。探索性行为具

有区分效能，可作为 ASD 早期诊断的候选指标。 

 

 

 

ADHD 儿童自尊，社交焦虑及冲动性对其参

与校园欺凌的相关性分析 

 

柏璐 1 胡珍玉 2  

1）宁波大学 

2）康宁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 ADHD 儿童的自尊水平，社交

焦虑程度，冲动性及参与校园欺凌现状，探索其可

能存在的相关性及 ADHD 儿童社交心理状况 

    方法  （1）对象：在 2020 年 8 月到 2020 年 

11 月期间在宁波市康宁医院被诊断为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的儿童，年龄 6-12 岁之间，无影响各种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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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的认知障碍，并获得患者知情同意。（2）ADHD

儿童予《中国校园欺凌问卷》，《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父母予《SNAP-IV 儿童注意

力量表》进行测量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1．被欺凌： 80 例观察对象的被欺凌得

分与社交焦虑总分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rs=0.241，

P＜0.05），且社交焦虑总分越高，观察对象被欺凌得

分越高。 

    2.欺凌他人：80 例观察对象不同年龄段的欺凌

他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年龄在

9~10 岁孩子的欺凌他人得分最高；80 例观察对象的

欺凌他人得分与多动/冲动得分相关性具有统计学

意义（rs=0.274，P＜0.05），且多动/冲动得分越高，

观察对象欺凌他人得分越高。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多动/冲动得分是影响孩子欺凌他人得分的独立影

响因素（P＜0.05），且观察前后多动/冲动得分越高，

观察对象的欺凌他人得分越高。 

    结论  1.ADHD 患儿参与被欺凌事件与其社交

焦虑程度可能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2.ADHD 患儿冲动程度越高，其欺凌他人程度

可能越重。 

    3.9-10 岁患儿欺凌他人程度可能最重。 

 

 

 

Overlapping Functional Brain Connectivity 

Associated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

ity, Depressive Problems, and Sustained At-

tention 

 

殷嘉浚 1,2 林潇 1 祝喜梅 1 常素华 1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Most psychopathological disorders 

develop during adolescence, and there is a lack of un-

derstanding of the biological basis for this development.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and 

depression have a high rate of comorbidity in adults. 

Difficulties in attention and concentration are nearly 

identical in description to the cognitive symptoms of de-

pression and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similar cognitive 

deficits. Variations in sustained attentional function ac-

count for unique variations in severity of symptoms and 

impairment. Identifying shared patterns of imaging sub-

strates of ADHD and depression with sustained atten-

tion problems are important for further insights into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ADHD and depression. 

    Methods  To identify the brain areas that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in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

der (AD/H),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stained atten-

tion.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participants in the 

Human Connectome Project using the Adult Self-Re-

port (ASR) of Depressive and AD/H Problems portions 

of the Achenbach Adult Self-Report, a test of the sus-

tained attention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sults  A total of 993 participants from the Hu-

man Connectome Project (of whom 47.03 % were male; 

mean age = 28.70 years, SD = 3.71) drawn from a gen-

eral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d were included. The 

Depressive Problems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H Problems score (r = 0.592; P < 0.001). A to-

tal of 71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links involving areas 

associated with AD/H and Depressive Problems scores. 

The sustained atten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H and Depressive Problems scores, respectively (r 

= 0.081, P = 0.011; r = 0.083, P = 0.009). Only one func-

tional connectivity link involving areas shared by AD/H, 

depressive problems,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including 

the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insula. 

    Conclusi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is 

that the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se 

brain regions provides a neural basis for the association 

in AD/H,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These symptoms are associated with one shared func-

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in-

sula in this general population. The findings have impli-

c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

ity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房树人绘画测试下的特

征性脑激活研究 

 

冉曼利 1 蒋国庆 1 王敏建 1  

1）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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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探索基于近红外功能脑成像技术（fNIRS）

青少年抑郁患者在房树人(HTP)绘画测试下存在特

征性脑激活变化，以此希望寻求评价 HTP 绘画测试

青少年抑郁症的客观指标。 

    方法  分别对 20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及 20 例

健康青少年患者每人进行 1 次 HTP 绘画测试，测试

时间 12 分钟，同时行近红外线脑功能成像检查。通

过在进行 HTP 绘画测试过程中，借助近红外功能脑

成像技术，捕捉大脑局部血红蛋白代谢等存在特征

性变化等的生物学特征性资料。 

    结果  两组内比较：正常组在进行画房子时

CH32、CH44 有显著激活；画树时 CH51 有显著激

活；画人时 CH41、CH47 有显著激活;补充画时激活

通道最多，主要集中在颞叶。抑郁组在进行画房子

时 CH39、CH49 有显著激活；画树和人时无通道显

著激活；补充画时，CH5、CH17、CH41、CH51 有

显著激活。两组间比较：正常组在画房子时，CH32

较抑郁组有显著激活；正常组在画人时，CH41 较抑

郁组有显著激活；正常组在补充画阶段，CH31 较抑

郁组有显著激活；总体来说，在房-人-补充画阶段，

正常组较抑郁组在颞叶区域血红蛋白浓度的激活量

更高。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房树人绘画测试下，在

房-人-补充画阶段，抑郁组较正常组在颞叶区域血红

蛋白浓度的激活量更低，抑郁组和正常组在额叶区

域血红蛋白浓度的激活量没有差异。既往已有研究

表明绘画创作过程中存在领域一般性的神经激活模

式，大多集中在额叶脑区，但同时不同艺术创作形

态又具有特异性的加工系统。综上，在房树人(HTP)

测试中，抑郁症颞叶脑区功能下降，存在其特征性

脑激活变化。可能是其具有特异性的加工系统而不

同于一般的绘画创作，可见 HTP 绘画测试可在青少

年抑郁症的心理评估中进一步应用，有待更多研究

来探索其特异性的加工系统。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儿童分离转换障碍的个

案分析 

 

冯亚菊 1 冉曼利 1  

1）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目的：通过个案研究探讨重复经颅磁刺

激联合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检测对儿童分离（转换）

性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 1 例儿童分离（转换）性障碍使用重

复经颅磁刺激，共治疗 20 次。治疗方案采用间歇性

的 θ 爆发刺激，即 iTBS 模式（丛内频率：50HZ，

丛内数：3；丛间频率 5HZ，丛间数:10；刺激时间：

2 秒，丛间间隔：8 秒），900 脉冲，每天两次，两次

治疗间隔 4 小时以上。治疗结束后，采用近红外脑

功能成像检测在执行语言流畅性任务（VFT 范式）

中额叶、颞叶积分值、重心值观察脑激活情况。然后

随访 6 个月，观察患儿双下肢无力、抑郁、焦虑等

症状是否复发。 

    结果  分离（转换）性障碍患儿在经过 20 次经

颅磁刺激后，在执行语言流畅性任务（VFT 范式）

中额叶积分值增加 30.52 倍，与治疗前相比，额叶激

活程度明显上升，血氧调动能力增强，认知功能得

到改善。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评分减分率 58.26%、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评分减分率 54.92%，与

治疗前相比，抑郁、焦虑情绪得到明显改善。随访 6

个月，患儿双下肢无力、抑郁、焦虑等症状未再复

发。 

    结论  初步提示重复经颅磁刺激可以有效并持

续改善分离（转换）性障碍患儿的抑郁焦虑临床症

状及认知功能。重复经颅磁刺激可以诱导运动皮质

兴奋性（MCE），从而改变可以让损伤的认知功能网

络恢复和重建，从而改善认知功能。重复经颅磁刺

激并联合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检测进行神经调控治疗，

可能对分离（转换）性障碍患儿的临床治疗具有重

要的价值。 

 

 

 

重庆市儿童保健门诊 3-7 岁孤独症谱系障碍

儿童营养情况调查 

 

李正 1 何春燕 1 王念蓉 1 刘世健 2  

1）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儿童的体格生长、血清营养素水平及

膳食摄入情况与正常发育儿童之间的差异，为后期

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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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对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2 月在重庆市

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门诊就诊并确诊的 72 例 ASD 

儿童和 74 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儿童进行体

格测量，24 小时回顾膳食调查，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检测血清维生素 A、维生素 D 的水平,

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维生素 B12、叶酸水平以及原

子吸收法测定血清微量元素铜、锌、钙、镁、铁的水

平。 

    结果  ASD 儿童与正常儿童身高、体质量与体

质指数的 Z 值未见明显差异(P>0.05)；但 ASD 儿童

中超重、消瘦比例高于正常组（P=0.025，P=0.034）；

ASD 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A、维生素 D 水平显著低

于健康儿童（P<0.05）。膳食调查显示,ASD 儿童平均

每日摄入脂肪低于正常儿童(P=0.028)，ASD 组儿童

每日摄人的视黄醇、维生素 E、胆固醇、叶酸、蔬菜、

水果、蛋类、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均低

于健康儿童（P<0.05）. 

    结论  ASD 儿童存在更为明显的营养缺乏，提

示临床医师需对 ASD 儿童进行膳食干预，进行个体

化营养指导。 

 

 

 

Combining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and 

Vitamin D As A Compound Diagnostic 

Marker for Autism in Chinese Children 

 

Zheng Li1, Guiyuan Xiao1, Nianrong Wang1, Shijian 

Liu2, Qiang Wang3, Chunyan He1  

1）Chongqing Health Cen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2）Children Health Advocacy Institute, Shanghai Chil-

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Department of Clinical Science, Intervention and 

Technology (CLINTEC), Karolinska Institute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s) 

are a group of serious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that lack objective indicators for laboratory diagnostic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 and vitamin D levels are related to AS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therefore explored the combina-

tion of serum IGF-1 and vitamin D as biomarkers in the 

diagnosis of ASD. 

    Methods  For this study we continuously re-

cruited 94 children with ASD as the test group and 97 

gender- and age-matched children with normal neuro-

development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used chemilumi-

nescence methods and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

matography tandem-mass spectrometry to measure 

IGF-1 and 25-hydroxyvitamin D (25(OH)D) concentra-

tions. The severity of ASD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 and the corre-

lations between both IGF-1 and 25(OH)D and ASD 

were analyz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hil-

dren in the ASD group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lower se-

rum IGF-1 (t = 8.95, P <0.001) and 25(OH)D (t = 6.85, 

P <0.001) levels; and serum IGF-1 and 25(OH)D levels 

were diminished with the elevation in CARS score. Af-

ter adjusting the covariates, IGF-1 and 25(OH)D were 

still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SD, with odds ratios 

(ORs) of 0.93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918–

0.956; P <0.001) and 0.714 (95% CI, 0.631–0.809; P 

<0.001), respectively.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 of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serum IGF-1, 

25(OH)D, the combination for diagnosing ASD were 

0.876 (0.827-0.925), 0.745 (0.675-0.814), and 0.948 

(0.92-0.97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diagnosis of ASD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IGF-1 and 25(OH)D showed a relatively 

high diagnostic efficiency. This study thus revealed a 

simple clinical method with great potential to assist in 

the diagnosis of autism 

 

 

 

交谈导向家庭沟通模式可保护青少年情绪健

康水平：一项六个月的纵向研究 

 

马丽萍 1 徐刚敏 1 朱文琪 1 肖雯薏 1 黄雅婷 1 郑宏
2 鞠康 2 严超 1,2  

1）脑功能基因组学教育部(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华

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华东师范大学 

2）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青少年时期是抑郁与焦虑症发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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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在试图探索青少年抑郁与

焦虑症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家庭环境可能是其

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家庭沟通，即家庭成员之间的

沟通方式，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家庭

沟通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健全的人格，而沟通不

及时、不流畅会阻碍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研究

表明，家庭沟通与情绪健康状况（例如，抑郁、焦虑

和快感缺失）存在相关，然而以往的研究多采用横

断研究的方法，尚无法确定家庭沟通模式与青少年

抑郁与焦虑症状之间的因果联系，也不清楚性别与

年龄是否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借助

纵向研究设计探讨家庭沟通模式是否对青少年情绪

健康状况具有单向预测效应。 

    方法  我们从三所中小学校共招募了 1391 名

被试，年龄范围是 9 至 17 岁。使用家庭沟通问卷

（Family Communication Scale,FCS,包括交谈导向和

服从导向维度）、儿童抑郁问卷（Childhood Depres-

sion Inventory,CDI）、儿童焦虑量表（Revised Chil-

dren's Manifest of Anxiety Scale,RCMAS）和时间性

愉快情绪问卷（Temporal Experience of Pleasure 

Scale,TEPST,包括抽象期待、抽象即时、具体期待和

具体即时维度），进行了两次测量，两次测量的时间

间隔为六个月。本研究利用交叉滞后分析，检验不

同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是否与青少年情绪健康状况

存在纵向因果关联。 

    结果  （1）前测阶段交谈导向的家庭沟通模式

对后测青少年抑郁、焦虑均有负向预测作用，对愉

快能力有正向预测效应，而前测阶段情绪健康水平

变量对后测交谈导向的预测路径系数均不显著；（2）

服从导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与青少年抑郁、焦虑和愉

快之间不存在纵向预测效应；（3）两种导向的家庭

沟通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性别差异；（4）

两种导向的家庭沟通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

年龄差异。 

    结论  交谈导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对青少年的情

绪健康水平具有保护性作用，提示我们在未来针对

儿童情绪健康和相关临床疾病的干预研究中要关注

家庭沟通的重要性，发展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方案。 

 

 

 

内隐情绪调节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关系的

研究进展 

 

徐高阳 1 郑毅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非自杀性自伤是指个体在无自杀意图的情况下，

采取一系列故意、直接、反复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

不会致死，且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是当今世界

重要的精神心理问题，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目前有关非自杀性自伤的研究结果显示，非自杀性

自伤存在检出率高、诊断标准不明晰以及治疗循证

依据不足的特征。 

    内隐情绪调节，指不需要意识监控或明显意图、

目标来进行修正情绪反应的质量、强度、持续时间

的过程，通过自动分配注意到与当下动机或者情绪

相反效价的信息上这种注意反向调节，可以避免特

定情绪的持续增强。内隐情绪调节可以通过情绪冲

突任务得到测量。 

    情绪调节是非自杀性自伤的重要功能之一。国

内外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实施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个

体报告了情绪调节功能的获得。内隐情绪调节在这

一过程中的影响也通过情绪冲突任务被证实。由于

内隐情绪调节关系到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环境适

应性，提升内隐情绪调节能力对解决 NSSI 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如何锻炼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内隐情绪调

节能力，并用被接受的外显情绪调节方法建立新联

结成为心理方法治疗 NSSI 的关键。基于以上，内隐

情绪调节作为一种高度自动化、不需意识监控的心

理过程，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发生存在关系，

且指导了对非自杀性自伤的治疗。本文对内隐情绪

调节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

述。 

 

 

 

内隐情绪调节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关

系的研究进展 

 

徐高阳 1 郑毅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非自杀性自伤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精神心

理问题，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内隐情绪调

节过程通过自动分配注意到与当下动机或者情绪相

反效价的信息上这种注意反向调节，可以避免特定

情绪的持续增强，可以被看作一种保护机制，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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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或许存在关系。本文旨在对

内隐情绪调节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关系的研究进

展进行综述。 

    方法  本文立足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与内隐情

绪调节两大主题，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流行病

学特征、诊断和治疗”、“内隐情绪调节的概念及测量”

以及“内隐情绪调节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发生及

心理治疗的关系”等方面展开文献检索。文献检索资

源来自中国知网与 pubmed 数据库，并对命中文献

进行再次筛选，筛选标准为：内隐情绪调节影响青

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研究、内隐情绪调节有关研究

的经典文献、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有关研究的经典

文献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综述。最终入选中文文献 8

篇，英文文献 21 篇。 

    结果  本文录入了有关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流

行病学特征、诊断及治疗方面的多项研究结果。并

报告了通过情绪冲突任务测量内隐情绪调节在青少

年非自杀性自伤中影响的多项研究。 

    结论  内隐情绪调节作为一种高度自动化、不

需意识监控的心理过程，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

发生存在关系，指导了对非自杀性自伤的治疗。并

且基于以上，或许内隐情绪调节不仅可以成为心理

方法治疗 NSSI 新技术开发的理论依据，还可以被开

发为更科学的疗效检验手段。 

 

 

 

补充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青少年抑郁症疗

效、认知和记忆功能以及烟酸皮肤潮红反应

作用的初步研究 

 

青颖 1 李如蓝 2 李书慧 1 崔高平 1 夏仲 2 万春玲 1  

1）上海交通大学 Bio-X 研究院 

2）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抑郁症是全球青少年致病致残的首要原

因，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青少年抑郁症

患病率逐步攀升。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对

抑郁症疗效的研究异质性较大，而且在青少年抑郁

症这一群体中的数据尤为有限。因此，本项研究旨

在探索 ω-3PUFA 作为抗抑郁药物的辅助治疗手段

对青少年抑郁症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和记忆功能以

及烟酸皮肤潮红反应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招募 31 例符合 ICD-10 抑郁症诊

断标准，14~24 岁的首发或药物清洗 2 周以上的受

试者。入组时随机将 15 例受试者分配至 ω-3PUFA

组，接受 ω-3PUFA 与抗抑郁药帕罗西汀的联合治疗，

ω-3PUFA 服用剂量为 2.7 克/天；将 16 例受试者分

配至对照组，仅接受帕罗西汀药物治疗。入组后分

别在基线期与治疗 8 周这两个时间节点，使用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韦氏记忆量表（WMS）评估受试者的抑

郁症状、认知和记忆功能，并对其进行烟酸皮肤潮

红反应测试。 

    结果  我们发现：（1）ω-3PUFA 组 HAMD 减分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48；ω-3PUFA 组（%）：

40.8±23.3，对照组（%）：18.2±34.1）。ω-3PUFA 组

治疗有效率为 40%，而对照组仅为 12.5%。（2）治

疗后 ω-3PUFA 组认知功能 MoCA 评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38；ω-3PUFA 组：29.3±0.9，对照组：

28.4±1.3）。（3）治疗后 ω-3PUFA 组记忆功能 WMS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3；ω-3PUFA 组：

117.2±15.4，对照组：103.8±13.3）；同时，ω-3PUFA

组在记忆功能改善率上也显著高于对照组（p=0.034；

ω-3PUFA 组(%)：22.1±17.5，对照组(%)：9.5±12.3）。

（4）治疗后 ω-3PUFA 组烟酸皮肤潮红反应程度显

著强于对照组（p=0.013；ω-3PUFA 组：336.2±149.9，

对照组：210.0±97.7）。（5）治疗前后烟酸潮红反应

程度的变化与 HAMD 减分率（r=0.432，p=0.024）、

记忆功能改善率（r=0.405，p=0.032）显著正相关。 

    结论  ω-3PUFA 辅助治疗有助于提高青少年抑

郁症疗效，并且具有改善该人群认知和记忆功能以

及增强烟酸皮肤潮红反应程度的作用。烟酸皮肤潮

红反应有潜力成为青少年抑郁症预后的客观指标。 

 

 

 

血清皮质醇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的作用及

与自杀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贺娇 1 陈英 1 雷莹 1 翟媛媛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青少年抑郁症病因及临床表现复杂，是

一种常见的严重精神障碍，给个人及社会带来严重

负担，目前尚无可靠的标志物诊断抑郁症，具体机

制仍不清楚。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存在 HPA 轴功

能紊乱，皮质醇是 HPA 轴分泌的主要激素，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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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醇被认为与睡眠障碍、心境障碍等有关，但目

前对于抑郁症患者与血清皮质醇的研究寥寥无几。

本文旨在研究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血清

皮质醇水平的差异，探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血清皮

质醇与抑郁症状及自杀风险的相关性，为了解青少

年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提供基础，并为青少年抑郁症

患者早期有效防治鉴定基础。 

    方法  收集抑郁症患者及健康对照组血清样本，

病例组为 12-24 岁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30 例，对照

组为 30 例健康同龄青少年，使用化学发光法测量清

晨血清皮质醇浓度，使用汉密尔顿抑郁他评量表评

定青少年患者抑郁症状及分数，使用自杀量表评估

患者自杀自伤风险。两独立样本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描述，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评估两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抑郁症患者清晨血清皮质醇水平

（183.38±39.61）高于健康对照组（161.18±32），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评

分为（35±14），皮质醇水平与抑郁症状评分无明显

相关性（r=0.155，P=0.525），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评

分为（20±8），皮质醇水平与自杀风险评分无明显相

关性（P＞0.05）。 

    结论  抑郁症患者有心理障碍、焦虑等情绪，

严重者可发生自杀。该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清晨血清皮质醇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提示抑郁症

患者存在HPA轴功能亢进，可释放高水平的皮质醇，

为了解抑郁症的发病机制、预防及治疗提供新的方

向及思路。 

 

 

 

母亲抑郁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负性认

知方式的中介作用 

 

闫静怡 1,2 孙琦 1,2 刘华清 2  

1）承德医学院 

2）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发

病年龄却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抑郁会对儿童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

人际交往。研究发现，母亲抑郁的青少年患情绪障

碍的可能性是拥有正常父母的青少年的 2 - 3 倍。

抑郁的代际传递模型也指出，抑郁母亲不仅可以通

过遗传的方式影响其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还会通

过影响子女认知的方式进而增加其子女抑郁的易感

性。本研究通过探讨母亲抑郁、儿童青少年抑郁以

及负性认知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为预防和干预儿

童青少年抑郁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问卷法，使用母亲抑郁量表、儿童

抑郁量表及负性认知方式量表对 512 名初中生进行

负性认知方式、抑郁情绪的测查，同时完成对他们

母亲抑郁情绪的测量。 

    结果  （1）母亲抑郁和儿童青少年抑郁呈显著

正相关（2）负性认知方式与儿童青少年抑郁呈显著

正相关。（3）经中介效应检验，确定负性认知方式在

母亲抑郁和儿童青少年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  母亲抑郁不仅能直接对儿童青少年产生

影响，还能通过负性认知方式对儿童青少年间接产

生影响，增加儿童青少年抑郁的易感性。帮助儿童

青少年形成积极正向的认知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母亲抑郁对其造成的影响。 

 

 

 

青少年单、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炎性细胞因子

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对照研究 

 

崔利军 1,2 杨永涛 1,2 邸均萌 1 李林 1 崔伟 1 郭艳梅
1  

1）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研究青少年单、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的炎

性细胞因子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差异及相关

因素； 

    方法  85 例 15-24 岁住院单、双相抑郁障碍患

者，符合 DSM-5 重性抑郁发作和双相障碍目前为重

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其中单相抑郁障碍 32 例，

双相抑郁障碍 53 例，收集同期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

对照 25 人，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32 项轻躁狂症状清单评定患者的临床症状；

采用ELISA 法测定所有样本的炎性细胞因子和脑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BDNFmRNA 水平； 

    结果  发病年龄双相抑郁障碍（14.83±2.384）

明显的早于单相抑郁障碍（15.88±2.091），（Z=2.048；

P=0.044 ）。单相抑郁障碍患者 HAMD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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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3.782 明 显 的 高 于 双 相 抑 郁 障 碍 患 者

21.26±3.525（Z=2.410；P=0.018），双相抑郁障碍患

者 HCL-32 评分为 8.75±5.155 分，明显的高于单相

抑郁患者 4.69±4.254 分（Z=3.755；P=0.000）。单、

双相抑郁障碍患者促炎细胞因子白介素 1β、白介素

6、干扰素 γ、肿瘤坏死因子 α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抗炎细胞因子白介素 4、白介素 10、白介素 13 单双

相抑郁障碍均明显的低于正常对照组。双相抑郁障

碍组的干扰素 γ 明显的高于单相抑郁障碍组

（P=0.003）；白介素 13 单相抑郁障碍组明显的低于

双相抑郁（P=0.015）；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2 双

相抑郁障碍明显的高于单相抑郁障碍组（P=0.043）。

单相抑郁障碍患者 BDNF、BDNFmRNA 均低于双

相抑郁障碍及健康对照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双相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为

可 溶 性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受 体 2 （ OR=1.019 ，

95%CI1.004-1.034）,BDNF(OR=2.556，95%CI1.312-

4.980)，HCL-32(OR=1.378,95%CI1.138-1.668)； 

    结论  青少年儿童单双相抑郁障碍患者存在促

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水平失衡，表现为促炎

细胞因子和可溶性炎性细胞因子受体的升高以及抗

炎细胞因子的降低，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的抗炎细胞

因子 IL-13、可溶性炎性细胞因子受体 2、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水平均高于单相抑郁障碍患者，提示双

相抑郁障碍患者的炎症水平低于单相抑郁障碍患者，

这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相关影响因素的研

究进展 

 

唐杰 1 郑毅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非自杀性自伤（NSSI）是指个体在没有

自杀意图的情况下，反复、故意、直接地伤害自己的

躯体，且不被社会认可的行为，包括切割皮肤、撞击

头部、刮擦、敲打、咬伤、针刺和烧烫等。NSSI 行

为在青少年人群中极为常见，我国一项纳入 26 项研

究和超过 15 万名青少年的 meta 分析显示，NSSI 行

为的检出率为 22.37%。NSSI 行为不仅可以在精神

障碍(如抑郁障碍、双相障碍、药物滥用、焦虑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的背景下发生，也可以在没有精

神障碍诊断的情况下发生。青少年非自杀自伤行为

逐渐引起精神卫生工作者的重视。目前入第五版的

《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专家组已将 NSSI 行为作

为一个独立的障碍纳入了诊断草案当中。NSSI 可导

致青少年产生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风险增加,是

自杀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NSSI 与自杀具有相同的

基因表达及生物学机制。因此，非常有必要探究

NSSI 形成的作用机制，以期促进其预防与干预。本

文综述了 NSSI 相关影响因素及神经生物学机制方

面的研究进展。 

    方法  文献检索 

    结果  本文将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流行

病学特征”，“影响因素”，“神经生物学机制”等多方

面对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加以整理总结，以期为后续

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结论  心理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影响自伤的发生，

且一定程度上可预测 NSSI。家庭功能的失调，家庭

结构的不完整，不良的同伴关系，早期的创伤经历

等都能增加 NSSI 行为的发生率，这些发现提示相关

部门应该采取措施减少青少年 NSSI 行为。目前也已

有研究证明 NSSI 患者存在认知加工，神经奖赏回

路等相关脑区的异常，但由于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未来应进一步进行完善。未来可联合多模态影

像学和脑电技术对 NSSI 患者的神经生物学改变进

行研究，进一步为其临床有效性提供参考。 

 

 

 

基于问卷星的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调

查研究 

 

唐杰 1 郑毅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了解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NSSI）

的发生现状，探讨检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实施

相应干预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问卷星软件进行问卷调查，抽取大

一到大四大学生 300 名。收回问卷 279 份，剔除不

合格问卷 9 份，共计 270 人。将最近 1 年内任何一

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包括故意打自己、故意拽头

发、故意撞头、切割等 18 项） 发生 1 次及以上判

定为有自伤行为。并通过渥太华自伤量表中的自伤

判定条目、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收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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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信息。使用 Epidata3.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①共调查 280 人，报告过去一年曾有过

NSSI 者 54人，检出率为20%。女生 43人（24.0％）

自伤行为发生率高于男生 11 人（12.1％），差异有

统计学差异（ 2 =5.37 ，P<0.05）。②城乡户口、是

否吸烟、是否喝酒的不同大学生 NSSI 的检出率不

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母亲受教育水

平、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收入与 NSSI 检出不相关

（P>0.05）。③在 NSSI 的实施方式上，用尖利物体

刺伤皮肤（35.19%）、切割(33.33%)，搔抓(33.33%)，

啃咬 (29.63%)等为主要方式；在 NSSI 的实施部位

上，主要在手（70.37%）、上臂或臂肘（44.44%）、

下臂或臂肘（27.78%）等容易发现的部位；④发生

NSSI 的原因主要为 “向他人展示我有多强大 ”

（96.3%）、“让我的朋友或男友或女友停止对我生气”

（87.0%）、“验证自己的承受力”（87.0%）、“感觉被

某些同龄伙伴接受” （83.3%）等⑤在青少年生活事

件测定中，有 NSSI 者总平均分（21.11±17.42）高于

无 NSSI 者（15.95±14.0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应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及早针对大学

生重点人群实施综合性干预措施，预防自伤与自杀

行为的发生。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认知障碍与归因方式、应

对方式关系的相关研究 

 

冯龙飞 1 杨世昌 1  

1）河南省精神病院 

 

    目的  探究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认知障碍损害和

归因方式以及应对方式的关系，为认知治疗提供新

思路新方法。 

    方法  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抑郁症青少年病例

组及正常青少年对照组的一般临床资料，告知研究

内容与量表测验方式及方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之

后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对患者进行临床症状严重

程度评分，以威斯康星卡片分类及 stroop 色词测验

进行认知功能评分，进行归因方式问卷和应对方式

问卷以及功能失调态度问卷，对患者认知偏差预估。

最后对临床资料、量表评定及测验结果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经过数据统计学的分析得出，患者临床

症状评分低的患者，其认知测试得分明显高于临床

症状评分高患者，其归因方式也更偏向于积极，应

对方式也偏向于积极。临床症状评分低的患者，其

自我认知功能平均分明显高于临床症状评分高的患

者，患者临床症状评分越高，认知测试指标评分与

自我认知功能评分就越低。归因方式和应对方式在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认知障碍和临床症状间存在调节

和中介关系。 

    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认知测试指标与临床

症状间存在一定关系，与归因方式和应对方式也存

在一定的中介和调节关系。可以进行适当的归因方

式和应对方式训练改善患者认知状况。 

 

 

 

重复经颅磁刺激合并药物治疗儿童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的病例报告 1 例 

 

冯敏妍 1 毕波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 

 

    目的  探索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临床表现相

应的神经影像环路以及治疗方案。 

    方法   通过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进行

PET/MRI 脑葡萄糖代谢显像，发现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患儿代谢异常的脑区，分析异常脑区与临床表现

的关系，探索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疾病可能的神经影

像环路。根据异常的神经影像环路制定重复经颅磁

刺激治疗方案，先后刺激患儿背外侧前额叶、顶下

小叶、颞上回、眶额叶，同时给予盐酸托莫西汀胶囊

进行药物治疗。比较患者治疗前后临床表现改善情

况。 

    结果  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可出现持续注

意力、学习计算能力、语言表达理解以及情绪控制

能力等多方面受损。其临床表现与背外侧前额叶、

顶下小叶、颞上回、眶额叶等脑区代谢活性异常有

关。重复经颅磁刺激合并盐酸托莫西汀胶囊治疗后

患儿临床表现较治疗前好转，治疗前后患儿斯诺佩

评估量表、Conners 儿童行为问卷（父母量表）、Rutter

儿童行为问卷、学习方法测验报告、学习障碍儿童

筛查量表的结果有差异。 

    结论  根据异常的神经影像环路制定重复经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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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刺激治疗方案，合并盐酸托莫西汀胶囊治疗，有

效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持续注意力、学习

计算能力、语言表达和理解以及情绪控制能力。 

 

 

 

产后抑郁患者心理健康知识态度筛查调查分

析及社会支持干预效果研究 

 

金群 1  

1）衢州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研究产后抑郁（PPD）患者心理健康

知识态度筛查调查分析及社会支持干预效果。产后

抑郁（PPD）是临床产科当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类

型。PPD 患者在临床当中的表现主要为莫名的恐惧、

焦虑；不仅会影响产妇的身体健康，同时还会对新

生儿的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影响[1]。假如不能给 PDD

患者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随着患者病情的持续发

展，会使得患者丧失自理能力，甚至会发生自杀等

极端行为[2]。 

    方法  选取本市妇幼保健院在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6 月分娩的产妇 236 例，依据所有产妇在产

后的爱丁堡抑郁(EPDS)量表评分水平（10 分为界）

来进行区分 PPD 组及正常组。使用自动思维（ATQ）

问卷及功能失调性态度（DAS）问卷：来对两组的心

理健康知识态度进行评估；并给予抑郁组进行社会

支持干预。观察并比较两组的 ATQ 问卷及 DAS 问

卷得分水平差异；抑郁组干预前、干预后 EPDS 量

表评分水平变化；抑郁组干预前、干预后精神症状

自评（SCL-90）量表评分水平变化。 

    结果  PPD 组 ATQ 问卷及 DAS 问卷得分水平

均比正常组显著性的更高（P 均＜0.05）。PPD 组干

预后的 EPDS 量表评分水平显著比干预前显著性更

低（P 均＜0.05）。PPD 组干预后的 SCL-90 量表评

分水平显著比干预前显著性更低（P 均＜0.05）。 

    结论  PPD 患者存在着显著的功能失调性心理

态度及自动负性想法；给予 PPD 患者进行社会支持

干预，可显著降低患者的 EPDS 量表评分，缓解并

降低患者的抑郁程度，改善患者的整体精神状态。 

 

 

 

帕利哌酮缓释片对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泌乳素、甲状腺激素水平

的影响研究 

 

兰智勇 1  

1）衢州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帕利哌酮缓释片对男性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泌乳素、甲状腺激素

水平的影响。近年来有文献报道，精神分裂症经非

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其同型半光氨酸水平

（HCY）出现改变，但结论不一；同时抗精神病药

物对机体甲状激素水平及泌乳素（PRL）均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不同性别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有研究

发现甲状腺激素水平、泌乳素、同型半胱氨酸三者

关系较为密切，但将三者一起研究报道较少。本研

究探讨了男性首发精神分裂患者经帕利哌酮缓释片

治疗前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泌乳素、甲状腺激素

水平的变化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选择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60 例，在

服用帕利哌酮缓释片治疗前及 8 周末分别抽血检测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泌乳素、甲状腺激素水平，并与

健康对照组（男性，60 例）比较。 

    结果  （1）研究组血清 HCY、PRL 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前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水平

（TSH）比较统计学无差异性（2）研究组治疗 8 周

末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 8 周末泌乳素（PRL）水平为

86.56±23.17 ng/mL，较治疗前 29.74±24.81ng/mL 明

显升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FT3、FT4、TT3

结果较治疗前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TSH、TT4 无统计学差异性改变。 

    结论  帕利哌酮缓释片对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泌乳素、甲状腺有一定的影响，对同型半胱

氨酸无影响，临床需注意检测观察。 

 

 

 

围绝经期抑郁症女性激素水平及与社会支持

度、心理类型关联性分析 

 

尧文利 1  

1）衢州市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围绝经期抑郁症女性激素水平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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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度、心理类型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偶遇抽样法获取医院 2019 年 5 月

至 2020 年 4 月围绝经期体检女性 150 例，并采取统

一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和分析纳入女性激素水平、社

会支持度、心理类型、抑郁症发生率，且引入多因素

logistic 模型分析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与激素水平、

社会支持度、心理类型关联性。 

    结果  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发生 23 例、发生率

15.33％。围绝经期正常女性 E2 水平高于围绝经期

抑郁症女性[（46.20±3.50）pg/mL vs（31.00±6.40）

pg/mL]，FSH、LH 水平低于围绝经期抑郁症女性

[（26.10±6.20）mIU/mL vs（39.50±7.10）mIU/mL；

（17.20±3.00）mIU/mL vs（26.80±5.50）mIU/mL]，

P<0.05。围绝经期正常女性中高度社会支持率高于

围绝经期抑郁症女性（25.20% vs 8.70%），P、L 构

成比高于围绝经期抑郁症女性（34.65% vs 4.35%；

44.09% vs 8.70%），E、N 构成比低于围绝经期抑郁

症女性（12.60% vs 47.83%；8.66% vs 39.13%），

P<0.05。多因素 logistic 模型显示激素水平、社会支

持度和心理类型均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发生的关

联因素。 

    结论  围绝经期抑郁症与女性卵巢激素水平下

降及社会支持度、心理类型密切相关，促进围绝经

期女性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获取更多的理解和支

持及适当怡情易性，利于提高该期女性生活质量，

对降低抑郁症发生率具有积极作用。 

 

 

 

心理护理干预对焦虑症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评价 

 

周娟慧 1  

1）衢州市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心理护理干预对焦虑症患者睡眠质

量的影响。目前常见的精神科疾病是焦虑症，正常

范围内焦虑属于保护性反应，但焦虑程度加重就会

发展成病理性焦虑，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遗

传、应激因素、躯体疾病与不良事件有直接联系，机

体发生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造成神经递质失衡，患

者表现为过度紧张害怕、躁动不安与坐立不安等症

状，疾病发作后过度担心自身的病情导致疾病很难

被确诊，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研究显示，心理护理干

预能改善该病症患者预后效果，采用回避特定行为

避免焦虑症状发生，达到远期疗效目的，具有可行

性[1]。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7 年 3 月-2019 年 5 月

收治的焦虑症患者 86 例为研究对象，抽签法分观察

组（心理护理干预）与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43 例，

比较两组焦虑评分、生活质量、睡眠指标与护理依

从性。 

    结果  两组干预前焦虑评分无差异，干预后观

察组焦虑评分较对照组低，日常生活、近期支持、总

体精神、健康与活动的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组高；

观察组睡眠时间、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紊乱、

安眠药物、日间功能与睡眠质量评分较对照组低；

观察组护理依从率（97.67%）高于对照组 86.04%，

P＜0.05（具统计学差异）。 

    结论  对焦虑症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干预能改善

焦虑状态，提高睡眠质量与护理依从性，改善预后，

值得推荐。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事件相关电位

研究 

 

张雅茹 1 罗学荣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1）探究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与

认知相关的内源性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

tentials, ERPs）的特点，并探讨其与临床症状之间的

相关性。（2）比较任务态下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

症患者与健康对照 theta（θ）频带能量变化的差异。 

    方法  纳入 28 名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

和 20 名儿童青少年健康对照，采用双选择视觉

Oddball 范式，收集两组被试的一般资料、行为学（反

应时和反应准确率）数据以及两组被试的脑电数据

（包括 N2、P3 的峰潜伏期和波幅，以及 theta 频带

能量变化），患者组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评估

临床症状。使用 MATLAB 2013b 和 SPSS 22.0 分析

实验数据。 

    结果  （1）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组与健康对

照组的年龄、反应时的差异显著（P<0.05）；两组在

性别、独生子女构成、反应正确率之间没有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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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P>0.05）；（2）病例组和对照组 N2 的峰潜伏期

和波幅在 Fz、AF3 、AF4 电极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病例组和对照组 P3 的峰潜伏期

在 Fz、Cz 、Pz 、Oz 电极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P3 的波幅在 Fz（F=6.100，P=0.017）、

Cz（F=11.097，P=0.002）、Pz（F=14.982，P<0.001）、

Oz（F=6.163，P=0.017）电极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对照组的 P3 波幅显著高于病例组。（3）病例组

和对照组在刺激后 200-600ms之间的 theta频段能量

活动明显增强 ,且在 Fz（q-value=0.031）、Cz（q-

value=0.028）、Pz（q-value=0.020）电极处，健康对

照组的能量活动增强均显著大于病例组。 

    结论  （1）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 N2、

P3 所反映的认知机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且其

在一定程度与临床症状相关。（2）儿童青少年精神

分裂症患者 theta 振荡异常可能参与构成与疾病相

关的认知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Attention-deficit/hy-

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Medication with 

Atomoxetine 

 

陈思简 1 唐杰 1 关霖 1 何凡 1 郑毅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The effects of medication treatment 

on brain structure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ly investi-

gated from a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perspective 

in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pa-

tient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white matter differ-

ences between children with ADHD medicated with 

atomoxetine and age-matched drug-naïve. 

    Methods  DTI data and related clinical character-

istics were performed in 27 participants, including 13 

drug naïve children with ADHD (ADHD-nT group) and 

14 children with ADHD treated with atomoxetine 

(ADHD-AT group). The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assess differences in 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nd mean diffusivity (M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education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m-

pared to the ADHD-AT group, the ADHD-nT group 

showed decreased FA in the anterior corona radiata R, 

anterior corona radiata L,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

sule L, forceps minor, and cingulum (cingulate gyrus) L 

(P≤0.01),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M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so, in the ADHD-nT group,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decreased FA 

and ADHD symptoms in the anterior corona radiata R,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L, forceps minor, and 

cingulum (cingulate gyrus) L (P≤0.05), but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reported between the FA val-

ues and the scores of the Conners PSQ subscales in the 

ADHD-AT groups.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white mat-

ter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anterior corona radi-

ata, left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forceps minor, 

and cingulum tracts may be the brain structural regions 

that are affected by the atomoxetine. The alterations of 

these brain regions are specific to individual segments 

in medication naive children with ADHD. More im-

portantly, these preliminary results should be inter-

preted with further research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il-

lustrate and corroborate these findings complementary.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Data 

and Efficacy of ECT in Adolescents 

 

司骐 1 姚晶晶 2 吕一丁 1 赵晓鑫 3 张馨月 4 雷家熙
1 陈从新 1 李元 1 赵菁菁 1 隋毓秀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210029 

2）徐州医科大学附属东方人民医院，江苏省徐州市 

221004 

3）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 201108 

4）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广东省深圳市 518020 

 

    Objective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 has 

been proved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s in 

the field of psychiatry since the 1930s. It is been widely 

used in treating many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in adults, 

including schizophrenia and mood disorder.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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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T is not a common therapy for adolescents with men-

tal illness, considering that the brain of this patient 

group is still developing and be more susceptible to 

some potential side effects of ECT, such as cognitive 

impairment. On the other hand, adolescent with psychi-

atric disorders usually result in worse severe distress 

and adverse outcomes than adult. 

    Methods  After obtaining the approval of the in-

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medical records and all availa-

ble information from patients younger than 18 years of 

age, with a diagnosis of severe mood and psychotic dis-

orders, and who had received their first course of ECT. 

The sample was composed of patients recruited from 

those admitted to The Affiliated Brain Hospital of Nan-

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ver the period 2015-2020, 

who fulfilled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

eases, Tenth Edition. The severity of clinical symptoms 

was assessed by the primary physician at admission, 

graded using the BPRS, CGI, HAMD-24 and YMRS. 

Follow-up measures used as outcome variables were 

outpatient treatment and readmission treatment. Al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

lutions (SPSS) for Windows, version 24.0. 

    Results  Our study had four main findings. First, 

the CGI, BPRS, HAMD-24 and YMRS scores were sig-

nificant improved. But the study show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cale score reduction 

rate and ECT parameters. Second, the kind of drugs 

were increased compared those after ECT, and 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drugs re-

duction and seizure energy index. Third, the length of 

stay was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readmission, the age 

of first episode and seizure energy index wa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readmission. Forth, PSP scores was on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seizure energy index at follow-

up period. 

    Conclusion  ECT remains an effective mode of 

treatment for adolesc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The 

symptoms could be rapid relieved after ECT treatment 

in acute phase. The kinds of medication at the end of the 

follow-up were more than those at the time point after 

ECT treatment. This result may due to poor adherence 

and resulting in poor symptom control. 

 

 

 

中国城市学龄儿童 ADHD 筛查和诊疗现状调

研 

 

柯晓燕 1 查彩慧 2 陈立 3 陈燕惠 4 储康康 1 方拴锋
5 韩颖 6 贾飞勇 7 李荣 8 石萍 9 杨斌让 10 张婕 11 

章依文 12 周晖 13  

1）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 

2）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心理科 

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

与心理健康中心 

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儿科 

5）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6）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7）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发育行为儿科 

8）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理科 

9）天津市儿童医院心理科 

10）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与心理健康中心 

11）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 

1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

育行为儿科 

13）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

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儿童期常见的一种神

经发育障碍。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中国城市学龄儿

童中 ADHD 的筛查阳性率以及诊疗现状。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全国 7 大地理

区域的 13 个城市抽取 52 所小学 308 个班级，每所

小学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级进行筛查，学龄儿

童的家长和教师分别填写 SNAP-IV 筛查量表家长

版和教师版，计算家长版和教师版筛查阳性率，并

比较二者筛查结果的差异。同时家长填写 ADHD 诊

疗现状问卷，通过问卷了解学龄儿童 ADHD 的诊疗

现状。 

    结果   共对 12,376 名学龄儿童进行了筛查

（53.1%为男性，中位年龄为 9 岁），12,376 名家长

（73.2%为母亲）和 302 名教师（95.7%为女性）参

加了调研。研究发现：（1）全国范围内，家长版筛查

阳性率为 4.5%，教师版筛查阳性率为 6.0%。在华北

地区和华中地区，家长版与教师版筛查阳性率类似，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地理区域，教师

版筛查阳性率高于家长版筛查阳性率，且有显著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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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差异（P<0.05）。 （2）家长版筛查阳性的儿童

只有 26.6%有因 ADHD 相关症状的就诊经历，教师

版筛查阳性的儿童只有 25.3%有就诊经历，12,376名

学龄儿童中有 14%的儿童有就诊经历，其中 7.7%的

儿童就诊于儿童医院，3.4%的儿童就诊于综合医院，

2.9%的儿童就诊于精神（心理）专科医院。家长带

孩子在就诊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为找不到专病门

诊（39.4%），与医生沟通不充分（37.2%），挂不上

号（30.9%），候诊时间长（30.7%）。 （3）筛查的

学龄儿童中，1.4%曾经确诊为 ADHD，1.5%当前是

ADHD。曾确诊或当前是 ADHD 的患儿，49.8%的

家长表示过去 12 个月孩子未接受过 ADHD 治疗，

24.7%的孩子接受药物治疗，12.8%的孩子接受非药

物治疗，12.8%的孩子接受联合治疗。 

    结论  我国 ADHD 患儿存在明显就诊不足，就

诊困难，诊断不足，治疗不足，尤其是药物治疗不足

的现状。提高家长和教师对 ADHD 的疾病意识，建

立科学规范的 ADHD 专病门诊，培养更多 ADHD 专

科医生，使患儿得到充分的医疗资源并加强医患沟

通，有助于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进一步改

善 ADHD 患儿的预后。 

 

 

 

伴与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障碍青少年住

院患者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差异分析 

 

宋仕琪 1 卢建平 1  

1）康宁医院 

 

    目的  比较伴或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青少年

抑郁障碍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是否存在差异，以便指

导临床治疗。 

    方法  选取 2015-2021 年在儿少精神科住院的

青少年患者 175 例，采用宗氏抑郁自评量表和宗氏

焦虑自评量表评估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采用独立

样本 T 检验比较伴与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障碍

患者在宗氏抑郁分数和宗氏焦虑分数是否存在差异。

检验水平是 α=0.05。 

    结果   本研究被试的平均年龄及标准差为 

14.85±1.297 岁；在 175 例青少年住院患者中，男性

41 人（23.4%），女性 134 人（76.6%），在文化程度

方面，初中为 107 人（61.1%），小学为 9 人（5.1%），

高中或中专为 59 人（33.7%）。在 175 例青少年住院

患者中，106 例被诊断为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

发作，占 60.6%。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障碍患者

与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相比，二者在抑郁自评

总分和焦虑自评总分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是 0.067 和 0.119）。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

郁障碍患者与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相比，在躯

体化、负性情绪以及低自尊症状上，二者在量表自

评分数上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是 0.049、

0.048 和 0.049），而且前者较后者得分更高。 

    结论  在住院的青少年抑郁障碍中，伴与不伴

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焦虑和抑郁症

状不存在差异。另外，在躯体化、负性情绪以及低自

尊症状上，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

者的表现更为突出。 

 

 

 

青少年冲动行为与情绪的关系及其注意网络

特征研究 

 

张瑞莉 1  

1）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目的  探究青少年冲动行为与抑郁焦虑情绪的

关系，并探讨青少年冲动行为的注意网络特征。 

    方法  选取河北省某县级中学初一到初三的部

分学生进行现场问卷调查，本次研究总共选取 700

名学生，经过 Barrat 冲动量表以及 HAMA 和 HAMD

调查，分别测量其冲动行为、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

从其中选择 30 例高冲动行为问题学生作为研究组

研究对象，同时按照 1:1 的比例选择 30 例低冲动行

为学生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对两组学生分别进行

注意网络测验(ANT)，以测试不同冲动水平下的青

少年的注意网络特征。 

    结果  (1)青少年冲动行为的整体水平处于一种

中等偏低的状态（M±SD=68.65±7.6），青少年的抑郁

情绪水平总体上均值达到了轻度抑郁水平

（M±SD=16.84±2.2），青少年的焦虑情绪水平总体

上 的 均 值 也 达 到 了 轻 度 焦 虑 水 平

（M±SD=11.70±2.3）；(2)对于冲动行为水平与抑郁

情绪的关系而言，两组青少年在抑郁情绪的焦虑躯

体化因子、体重因子、认知障碍因子以及抑郁情绪

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冲动组不管是在焦虑

躯体化因子（t=6.21，p<0.001）、体重因子（t=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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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认知障碍因子（t=4.98，p<0.001）上的得

分都显著高于低冲动组的得分，并且在抑郁情绪总

分上高冲动组也显著高于低冲动组的得分（t=4.45，

p<0.001）；(3)对于冲动行为水平与焦虑情绪的关系

而言，两组青少年在焦虑情绪的精神性焦虑因子以

及焦虑情绪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躯体性焦虑

因子上的差异不显著（t=0.14，p>0.05）。高冲动组在

精神性焦虑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冲动组的得分

（t=3.83，p<0.001），并且在焦虑情绪总分上高冲动

组也显著高于低冲动组的得分（t=4.16，p<0.001）。

(4)对于冲动行为水平与注意网络之间的关系而言，

观察组研究对象与对照组研究对象的警觉网络存在

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研究对

象的定向网络和执行网络并不存在明显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青少年冲动行为的整体水平处于一种中

等偏低的状态，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水平

均达到轻度以上。青少年冲动行为的发生率与抑郁

焦虑情绪呈正相关，青少年冲动行为注意网络当中

的定向网络功能与执行网络功能相对滞后，同等情

况下与高冲动行为的青少年在定向网络与执行网路

的反应时相比，低冲动 

 

 

 

中国华东地区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相关的产

前、围产期因素 

 

柯晓燕 1 李煜 1 丁宁 1 高慧云 1 邵欢 1 张子一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与正常发育儿童相比，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的产前、围产期危险因

素。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纳入性别匹配

的 709 例 ASD 儿童和 709 例正常发育对照组儿童。

利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对两组的（1）儿童基本情

况（姓名、年龄、性别）。（2）产前因素（父母生育

年龄、父母文化程度、是否采用辅助生殖技术、流产

史、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3）围产期因素（出

生方式、是否足月出生、产次、出生体重）进行调

查。将两组收集到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数据整理录

入，将组间产前以及围产期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

并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产前以及围产期危险因素进

入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最终确定对 ASD

发生有临床意义的产前、围产期危险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产前因素中父母

生育年龄、文化程度、妊娠期糖尿病及高血压、母亲

流产史、是否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在两组之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围产期因素中儿童出生

产次、是否足月，在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中显示：

产前因素中母亲生育年龄较低（≤24 岁 vs25～29 岁）、

妊娠高血压，可能是后代患 ASD 的危险因素。围产

期因素中儿童非足月、非第一产出生可能是患 ASD

的危险因素。 

    结论  这项调查发现了 ASD 儿童的一些产前、

围产期因素的高患病率。其中一些因素可能是预防

和治疗 ASD 的有效切入点。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抑郁严重程度与认知功能

的关系研究 

 

李秀丽 1 王雪杰 1  

1）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目的  比较客观认知功能在不同抑郁症严重程

度下的差异。 

    方法  选取前往山东某三甲医院就诊，并经精

神科医师评估符合 ICD-10 诊断标准的 110 名抑郁

症患者，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发设计的基本认

知能力测验系统测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客观认知功

能。并采用抑郁症状自评量表评估其病情严重程度。

分为重度抑郁症组、中度抑郁症组、轻度抑郁症组。

采用 SPSS17.0 系统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1）三组被试在空间知觉、言语理解、

情景记忆任务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事

后检验显示中度抑郁症组与重度抑郁症组在空间知

觉任务中差异显著（P＜0.05），中度抑郁症组在空间

知觉任务中表现比重度抑郁症组更好；三组被试在

言语理解任务中差异均显著（P＜0.05），重度抑郁症

组在言语理解任务中得分最低；轻度抑郁症组与中

度抑郁症组、中度抑郁症组与重度抑郁症组在情景

记忆任务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抑

郁症组在情景记忆任务中得分最低。（2）空间知觉

（ r=-0.224,P=0.019 ）、 情 景 记 忆 2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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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6,P=0.005）、言语理解（r=-0.284,P=0.003）与抑

郁症状表现严重程度呈负相关。（3）抑郁症状严重

程度能显著预测空间知觉（R2=0.046,P=0.025）、情

景 记 忆 （  R2=0.064,P=0.008 ）、 言 语 理 解

（R2=0.068,P=0.006）能力。 

    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与抑郁症严

重程度相关，抑郁症严重程度可预测其认知功能水

平。 

 

 

 

灵芝酸 A 可能通过调节突触细胞粘附蛋白改

善自闭症社会交往障碍 

 

徐劲节 1 阚伟京 1 张新华 1 王刚 1,2 杜静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北京 

2）首都医科大学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

北京 

 

    目的  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

是一种起病于婴幼儿早期的严重神经发育障碍性疾

病，主要表现是社会交往障碍、兴趣范围狭隘和重

复刻板行为。近年来 ASD 患病率不断上升，我国目

前约有 1000 万患者，居儿童神经精神疾病之首。然

而，ASD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无治愈

手段，临床上主要依靠抗精神病药和/或抗抑郁药控

制症状，但是，药物效果不佳、副作用大和服药依从

性差等因素导致患者预后不良。因此，研究 ASD 的

病因和发病机制、寻找有效的治疗手段迫在眉睫。

近期大量研究显示，ASD 的发病机制与关键脑区突

触细胞粘附蛋白，尤其是神经连接蛋白（neurexins）、

神经原蛋白（neuroligins）和细胞粘附分子（cell ad-

hesion molecule）的形成异常有关。灵芝酸 A

（Ganoderic acid A，GAA）是我国传统中药材灵芝

的代表性活性三萜类化合物，具有抗炎、抗氧化应

激损伤和神经保护等方面的作用，但其对于 ASD 的

作用尚无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 GAA 对 ASD 的治

疗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在雌性 Sprague Dawley 大鼠怀孕第 12.5

天单次注射 600mg/kg 丙戊酸（vaproate，VPA），其

子代将会发展为 ASD，选用出生后 25 天的雄性大

鼠作为 VPA 诱导的 ASD 模型。使用低、中、高不

同剂量的GAA腹腔注射处理ASD动物模型 7天后，

进行三箱社会交互实验和新物体识别实验，以探索

GAA 对社交行为障碍的治疗作用。收集大鼠大脑的

前额叶皮质，采用蛋白印迹法检测突触细胞粘附蛋

白的表达，观察 GAA 对 ASD 动物模型突触细胞粘

附蛋白表达及突触形成的影响。 

    结果  （1）GAA 处理的自闭症大鼠较自闭对

照组相比，与装有新老鼠笼接触的时间明显增多

（p<0.05)，与无鼠笼接触的时间明显减少（p=<0.05）。

这些结果表明 GAA 改善了 ASD 相关的社会行为障

碍。(2）蛋白印迹结果显示，自闭症大鼠前额叶皮质

区突触细胞粘附蛋白 Neuroligin3（NLGN3）、

Neuroligin4（NLGN4）和 L1-Cell Adhesion Molecule

（L1CAM）的表达较对照组显著降低，GAA 处理可

逆转这一表达缺陷。 

    结论  GAA 可能通过改善社会交往发挥治疗

自闭症作用，其分子机制可能与逆转突触细胞粘附

蛋白的形成异常有关。 

 

 

 

上海地区社区、儿保及精神科医生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知晓率的研究 

 

林裕雄 1 李焱 1 江文庆 1 文竹 1 孙智信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上海地区医生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的知晓情况及常用评估工具的使用情况。 

    方法  使用自编医生多动症知晓情况调查问卷

（包括对疾病病因、表现、治疗等认识及对 ADHD

的态度，共计 50 个条目）对参加 ADHD 培训班的

社区医生、儿保医生及精神科医生进行调研，培训

内容包括 ADHD 相关知识、诊断及治疗。使用独立

t 检验与方差分析来比较培训前后知晓率的变化，使

用卡方检验分析问卷各条目的变化及知晓率的分布。

对学员进行 SNAP-4 访谈工具的使用培训，使用

SNAP-IV 问卷让学员对访谈视频中的模拟被试进行

评估，通过单样本 t 检验比较诊断一致性。 

    结果  培训前回收调查问卷 66 份，培训后回收

57 份，回收率 86.3%。回收 SNAP 问卷 52 份，有效

问卷 43 份，有效回收率 82.7%。 

    1.培训前后医生对 ADHD 知晓率的情况：培训

前问卷得分平均值为 43.00 分，培训后平均值 45.09

分，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培训后医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509 

生对 ADHD 的知晓率较培训前有提高。 

    2.培训前后对 ADHD 临床表现、病因、治疗等

方面的认识：在知晓情况调查表的 50 个条目中，发

现培训后有 4 个条目有统计学差异，1 个条目关于

ADHD 临床表现（P=0.010），3 个条目关于药物治疗

（P=0.032，P=0.009，P=0.002）。 

    3.培训前后对 ADHD 知晓率的分布：培训前后

的问卷构成比，在医院性质（综合性医院，精神科专

科医院，其他）、文化程度、科室构成没有统计学差

异，进一步论证了培训后医生对 ADHD 的知晓率有

提高。但医院性质组内比较，综合性医院组知晓率

在培训前后均显著低于精神科专科医院组，且有统

计学差异（培训前 P=0.047；培训后 P=0.034）。 

    4.SNAP 量表的诊断一致率：对立性评分平均分

为 0.0533，标准为 0，两者有统计学差异（P=0.014）；

但 43 份评分均属于“正常”，均与标准相符，一致率

为 100%。注意缺陷平均分 1.7786，标准为 1.78，多

动冲动平均分 2.4330，标准为 2.56，两者均没有统

计学差异。SNAP 量表诊断一致率较高。 

    结论  上海社区、儿保医生对多动症儿童的整

体了解欠缺，需要进一步加强有关ADHD知识培训，

尤其是对 ADHD 药物治疗方面加强培训。相比于精

神科专科医院，综合性医院医生对 ADHD 的了解更

为欠缺。通过培训，医生对 ADHD 的临床特征、治

疗方面的认识有提高。 

 

 

 

深圳市青少年性身份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及

其危险因素 

 

冯文泰 1 卢建平 1  

1）康宁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深圳市青少年的性身份

障碍的发生率，以及导致性身份障碍（Gender Iden-

tity Disorder）发生的危险因素。 

    方法  以深圳市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 2019

年 9-12 月期间的问卷调查结果，其中有效数据为

8628 份。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性身份障碍的危险

因素。 

    结果  本次研究中共有 8628 名深圳市的青少

年完成调查；男性 4234 人（49.1%），女性 4394 人

（ 50.9%）；年龄分布为 11-19 岁，平均年龄

14.31±1.64 岁。深圳市青少年性身份障碍发生率为

25.60%（CI：24.7-26.5%）；男性发生率 17.6%（CI：

16.5-18.8%）；女性发生率 33.3%（CI：31.9-34.7%）。

女性的性身份障碍发生率比男性高（OR=2.29，

95%CI：2.07-2.54），此外我们还发现父母关系不好

的比父母关系好的性身份障碍发生率高（OR：1.51，

95%CI：1.37-1.70），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性身份障

碍的发生率也会升高（OR=1.57，CI:1.40-1.76），父

母婚姻异常的发生率同样升高（OR=1.36，95%CI：

1.16-1.58）。 

    结论  深圳市青少年性身份障碍中，女性发生

率高于男性。另外，家庭成长环境不良、父母关系不

好、存在家庭暴力对性身份障碍均有负面影响。 

 

 

 

深圳市城市留守儿童的发生率和流行病学特

征 

 

周敏思 1 卢建平 1  

1）康宁医院 

 

    目的  调查深圳市城市留守儿童的发生率和流

行病学特征。 

    方法  于 2019 年 9 月-12 月，在广东省深圳市

12 所小学、5 所初中、3 所高中发放问卷，以城市户

籍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监护人填写问卷（小

学）和学生自填问卷（初中和高中）方式调查学生的

性别、家庭状况、学习情况、不良行为、情绪不稳、

儿童期创伤、欺凌发生情况等资料。并采用 χ²检验

分析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间上述变量的差异。 

    结果  共有 10854 名城市户籍青少年完成本次

调查；小学生 6577 人（60.6%），初中生 2031 人

（19.2%），高中生 2196 人（20.2%）；男性 5670 人

（52.2%），女性 5184 人（47.8%）；年龄分布为 6-18

岁，平均年龄 10.88±3.40 岁（95% CI：10.81-10.94）。

城市户籍人口中留守儿童发生率为 15.6%（95% CI：

14.9%-16.3%）。单因素检验提示与城市非留守儿童

相比，城市留守儿童女性占比较高（χ²=8.95，P＜

0.01），独生子女占比较高（χ²=47.45，P＜0.001），

父母婚姻异常占比较高（χ²=319.30，P＜0.001），父

母间存在家庭暴力占比较高（χ²=49.66，P＜0.001），

学习压力较大（χ²=30.49，P＜0.001），情绪不稳发生

率较高（χ²=169.40，P＜0.001），不良行为发生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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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吸烟 χ²=20.45，P＜0.001；饮酒 χ²=86.69，P＜

0.001）。小学组的城市留守儿童表现出更高的儿童

期创伤发生率（情感忽视 χ²=54.50，P＜0.001；心理

虐待 χ²=40.96，P＜0.001；躯体虐待 χ²=30.54，P＜

0.001；性虐待 χ²=6.07，P＜0.05）。初中组的欺凌发

生情况未表现出明显差异。高中组的城市留守儿童

欺凌与被欺凌的发生率均较高，其中欺凌（χ²=6.47，

P＜0.05）、被网络欺凌（χ²=11.77，P＜0.01）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深圳市城市留守儿童发生率偏高。相较

于城市非留守儿童，城市留守儿童女性及独生子女

占比较高，父母婚姻异常、父母间存在家庭暴力发

生率较高，情绪不稳、学习压力大及不良行为（吸烟

与饮酒）的发生率偏高，小学组儿童期创伤发生率

较高，高中组欺凌发生率较高，初中组的欺凌发生

情况无明显差异。 

 

 

 

音樂治療對聽力損傷兒童口語、音樂、 情緒

感知能力的輔導成效 

 

林俐君 1 陳質采 2  

1）天主教輔仁大學音樂系音樂治療組 

2）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精神科 

     

    背景  聽力損傷的兒童在口語感知方面有語調

辨識不清晰的情形；在音樂感知方面，對於音色及

音高的分辨有困難；在音樂的情緒感知方面，對於

理解和享受音樂也有難處；聽力正常的兒童可透過

日常生活的音樂體驗來培養音樂性，但是聽力損傷

的兒童受聽力損傷所限制，不容易從這些音樂的體

驗中受益。 

    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聽力損傷兒童經由音

樂治療活動介入後，在口語感知、音樂感知、情緒感

知的能力的成效差異。 

    方法  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採單樣本實驗介

入前後測研究法，以 5 名輕至重度先天性聽力損傷，

且配戴助聽器的學齡期兒童為對象。納入神經性音

樂治療( Neurologic Music Therapy )理論基礎中的口

語動作與呼吸練習法(oral motor and respiratory exer-

cises, OMREX)、節奏性言語提示法(rhythmic speech 

cuing, RSC)，並利用各種音樂元素如節奏、音調、旋

律、和聲、響度、速度、音色等，配合手勢符號，輔

以圖像，以簡單的音樂歌曲及唸謠等方式來設計音

樂治療活動，藉由每週一次，每次 30 分鐘，共八次

的音樂治療活動介入，以促進聽力損傷兒童在口語、

音樂和情緒感知的學習。 

    結果  初步研究結果，音樂治療的介入後，5 名

聽力損傷個案的學習成效如下: 

    一、聽力損傷兒童在口語感知方面，音高基頻

的曲線變化，前後測的結果有些微的進步。 

    二、聽力損傷兒童在音樂感知方面，根據EARS、

PROMS 的前後測評估，在旋律、節奏、音調、速度

方面有顯著的進步。 

    三、聽力損傷兒童在情緒感知方面，對於快樂、

難過、恐懼、害怕四種情緒，可和音樂情緒資料庫的

音樂進行連結，以快樂的情緒最能辨識。 

結論  若能把音樂治療納入聽力損傷兒童聽能

復健，經由長期規律的接受音樂治療活動，可幫助

更多聽力損傷兒童提升其口語感知、音樂感知、情

緒感知的學習效益。 

 

 

 

感觉统合失调及感觉统合训练在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中的中西方国家研究进展比较 

 

王帮敏 3 关惠新 4 刘金同 1 程小菁 2  

1）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 

2）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3）滨州医学院 

4）济宁医学院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常伴有感觉统合功能

失调表现，目前各国关于感统失调的评估工具繁多，

感统训练方法各有千秋。本文主要总结和对比了中

西方国家关于感觉统合失调评估方法及感觉统合统

训练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中研究进展的异同点，希

望为感统能力标准化评估以及训练方法的整合统一

提供参考，以促进其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中的应用。 

    方法  本综述将中西方国家的感觉统合失调评

估工具按照年龄段进行分类整理，列出了各个评定

工具适用的年龄范围、评估领域及评定方法，同时

归纳总结了感觉统合训练相关研究的的理论基础，

以及感觉统合训练在中西方国家ADHD患儿的应用

情况。 

    结果  通过归纳分析发现，目前中西方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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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开发了种类繁多的感觉统合能力评定工具，这无

疑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但另一方面，也带来

评定标准一致性欠佳的问题。首先，许多量表评定

的年龄跨度较大，年龄界限划分不够清晰。其次，评

估对象缺乏特殊性，评估工具很少涉及到 ADHD 等

特殊儿童群体，因为这些特殊儿童的自身条件受限，

在行为障碍上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更有可能面

临更为严重的感觉统合失调问题。最后，现有工具

多源自西方国家，可用于中国人群的评估工具种类

相对较少。 

    感觉统合训练主要通过有组织的感觉系统活动，

利用专业化的设备来提供前庭、本体感受、听觉和

触觉等感觉输入，应用特定的感觉刺激，或提供特

定类型感觉刺激材料和活动，促进个体与环境进行

有效互动。中西方研究均表明感觉统合训练在改善

ADHD 儿童的运动技能、认知功能、行为表现及感

知觉技能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关于感觉统合训

练的模式、频率、疗程等尚缺乏一致性标准，尤其关

于 ADHD 等特殊儿童的训练缺乏针对性与灵活性。 

    结论  未来需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不同年龄组人

群分别制定全球标准化的高信效度的评估工具，尤

其是结合 ADHD 临床特征，研发更具针对性且全球

统一的训练干预方法，这也对感觉统合训练效果标

准化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大一新生心理弹性、注意偏向与抑郁情绪的

相关性 

 

王梦美 1 孙凌 1 雷彤 1 戎伟 2 李江波 2  

1）天津市安定医院 

2）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 

 

    目的  研究神经质和非神经质大一新生的心理

弹性及注意偏向与抑郁情绪相互关系，探索大一新

生的抑郁情绪的心理机制。 

    方法  随机选取天津及宁夏地区五所大学的大

一新生，获取本人知情同意，通过网络填写调查表，

收集有效问卷 1493 份，将调查对象分为神经质组和

非神经质组进行研究。 

    结果  神经质倾向大学生 266 人，占 17.8%，

非神经质倾向大学生 1227 人，占 85.5%。两种人格

类型在心理弹性总分、正性注意偏向和负性注意偏

向以及抑郁均分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神经

质组抑郁情绪检出 171 人（64.3%），非神经质组抑

郁情绪检出 414 人（33.7%），两者有显著的统计学

差异，（P<0.001）。神经质组抑郁情绪与负性信息注

意（P<0.05）及正性信息注意、心理弹性总分存在负

相关（P<0.01），非神经质组抑郁情绪与负性注意偏

向呈正相关（P<0.05），与正性信息注意、心理弹性

总分存在负相关（P<0.001）， 

    结论  神经质倾向大一新生抑郁情绪检出率较

高，神经质人格倾向抑郁情绪发生与心理弹性和正

性注意偏向负性低密切相关，非神经质人格倾向大

一新生与正性注意偏向，心理弹性负相关，与负性

注意偏向正有关。 

 

 

 

睡眠问题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执行功能

的影响及电生理机制研究 

 

郑苏丽 1 祝雨 1 陈彦博 1 罗翔升 1 郭晓杰 1 王玉凤
1 王长明 2 孙黎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探究存在睡眠问题的ADHD儿童执行功

能表现及其可能的电生理机制。既往研究表明，患

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儿童与健康儿童相

比存在明显的执行功能缺陷，同时表现出脑电信号

的显著异常。25%-50%的ADHD儿童存在睡眠问题，

但睡眠是否对ADHD执行功能造成影响尚无明确结

论。 

    睡眠是对人体十分重要的生理过程，充足的睡

眠对儿童神经系统发育尤为重要。睡眠障碍或睡眠

不足会对儿童的认知、行为，以及情绪调节等产生

不良影响。针对儿童的问卷评估多由家长填写，而

研究表明年满 8 岁的儿童已经可以报告自己的健康

状况。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对孩子睡眠的参

与会逐渐减少，这导致更准确的睡眠评估需要纳入

儿童自我报告结果。本研究使用儿童睡眠模式自我

评估量表（Children’s Report of Sleep Patterns, CRSP）

评估 ADHD 儿童睡眠质量。对脑电数据的处理上引

入系统科学中复杂度这一指标，尝试对 ADHD 执行

功能损害的电生理机制进行探讨。 

    方法  纳入 41 名患有 ADHD 的儿童参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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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儿童自行填写CRSP问卷，使用Rey复杂图形、

空间记忆广度、Stroop 色词命名三种手工执行功能

评定方法，并记录儿童闭眼状态下脑电数据，使用

排列熵、近似熵、样本熵三种熵算法对脑电信号复

杂度进行计算。对 CRSP 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将报

告主观睡眠质量差的儿童和未报告主观睡眠质量差

的儿童分成两组，比较两组儿童的执行功能和脑电

复杂度差异。 

    结果   对 CRSP 问卷结果统计发现，纳入

ADHD 儿童中有 67%的儿童报告主观睡眠质量差，

且存在白天困倦情况（困倦得分：4.09±0.63）。报告

主观睡眠质量差的儿童执行功能得分（13.72±4.36）

低于未报告主观睡眠质量差的儿童执行功能得分

（16.87±4.12），t=4.69，p＜0.01。同时，报告主观睡

眠质量差的儿童脑电信号复杂度（2.90±0.87）低于

未报告主观睡眠质量差的儿童（3.12±1.01）。对脑电

信号复杂度与睡眠质量和执行功能进行 Pearson 相

关性分析，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0.252，p=0.023; 

0.376, p＜0.01。 

    结论  存在睡眠问题的ADHD儿童执行功能更

差且脑电信号表现出更低的复杂度。脑电信号复杂

度与睡眠质量和执行功能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睡眠 执行功能 电

生理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行为问题和执行功能

特征及相关性研究 

 

龚云 1  

1）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和正常对照

儿童行为问题和执行功能特征。探索 ADHD 儿童执

行功能和行为问题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 Conners 父母症状问卷(PSQ)、试听

整合持续操作测验（IVA-CPT）评估 130 例 ADHD

儿童和 64 例正常对照儿童的行为问题和执行功能。 

    结果  （1）ADHD 儿童 PSQ 冲动/多动、品行

问题、多动指数、学习问题、焦虑因子高于正常对照

组，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2） ADHD 儿童

IVA-CPT 听觉注意力商数、视觉注意力商数和综合

注意力商数低于正常对照组 [81.49±21.983 vs 

88.58±20.334; 74.25±23.540 vs81.69±18.265 ；

74.78±22.745 vs 83.94±19.925] （3）ADHD 儿童 IVA-

CPT 听觉正确反应数、视觉正确反应数低于正常对

照 组 [ 分 别 为 94.47±17.701 vs 100.17±18.825; 

96.44±24.18 vs 105.36±20.639]。ADHD儿童 IVA-CPT

听觉反应时间标准差（221.29±35.494）、视觉第一阶

段平均反应时间（486.35±94.171）、视觉平均反应时

间（640.87±101.84）、视觉第三阶段平均反应时间

（ 756.40±138.144 ） 和 视 觉 反 应 时 间 标 准 差

（ 222.46±45.428 ） 高 于 正 常 对 照 组 [ 分 别 为

100.17±18.825 ； 210.36±33.056 ； 105.36±20.639 ；

604.69±98.949；712.86±131.013；204.30±42.836]。（4）

相关分析显示：ADHD 儿童 IVA-CPT 中听觉反应时

间标准差和 PSQ 学习问题因子负相关（P<0.05）；听

觉正确反应数、听觉第三阶段平均反应时间、视觉

第一阶段平均反应时、视觉第三阶段平均反应时间、

视觉平均反应时间和 PSQ 心境障碍因子负相关

（P<0.05）。 

    结论  ADHD 儿童存在执行功能损害和行为问

题，ADHD 儿童执行功能和行为问题存在相关性，

ADHD 儿童执行功能损害可能与 ADHD 儿童出现

行为问题有关。 

 

 

 

新冠疫情下医学生情绪状态及需求分析 

 

倪花 1  

1）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新冠疫情下医学生情绪状态，为制

定有效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某高校取 4754 名医学生，进行抑郁

症筛查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自评量表（GAD-

7）、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测评，并对相关

知识需求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  （1）参与调查问卷的全体医学生 PHQ-

9分值为 3.65±4.28，GAD-7分值为 8.84±3.17，PANS_

正性情绪分值为 32.78±7.00，PANS_负性情绪分值

为 19.16±6.07。性别比对中显示：PHQ-9（P=0.045）

及 PANS_正性情绪（P <0.001）得分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G AD-7、PANS_负性情绪的得分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P>0.05）；年级比对中显示：GA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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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PANS_负性情绪（P<0.05）的得分比较

存在统计学差异， PHQ-9 及 PANS_正性情绪的差

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专业对比中显示：

不同专业的 PANS_正性情绪得分比较存在统计学差

异（P=0.002），PHQ-9、GAD-7、PANS_负性情绪的

得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疫情期间

在校医学生希望获取相关心理需求前 5 位的分别为

医学常识(82.10%)，行为指导（51.27%），情绪调节

（50.58%），社会支持（48.22%），家庭关系（26.11%）。 

    结论  应重视新冠疫情下医学生的心理问题，

了解他们的健康知识需求，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措

施，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 

 

 

 

执行功能在学龄儿童孤独特质与前瞻记忆间

的中介作用 

 

宿晓旻 1,2 任倩 1,2 胡慧欣 1,2 杨天笑 1,2 陈楚侨 1,2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神

经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室 

2）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系 

 

    目的  前瞻记忆是指记得未来要完成的任务，

前瞻记忆功能的发展与执行功能的发展密切相关。

最新研究表明，孤独谱系障碍儿童的前瞻记忆和执

行功能存在缺损，但少有研究探讨儿童期孤独特质

与前瞻记忆关系并聚焦执行功能在两者中的作用。

本研究在学龄儿童中考察孤独特质与前瞻记忆的关

系，以及执行功能在孤独特质和前瞻记忆间的中介

作用。 

    方法  1092 名 6-12 岁学龄儿童家长填写了儿

童前瞻记忆与回溯记忆问卷（The 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Memory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PRMQC）、孤独症谱系商数量表（The Autism Spec-

trum Quotient: Children's Version, AQ-Child）、学龄儿

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The Behavior Rating In-

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 BRIEF)。908 份有效问

卷纳入分析，相关分析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方法，

中介效应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分析在 jamovi 

( version 1.6.15）中完成。 

    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孤独特质与前瞻记

忆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213，p＜0.001），孤独特

质和执行功能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229，p＜

0.001），执行功能与前瞻记忆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r=0.573，p＜0.001）。中介分析结果显示，执行功

能在孤独特质和前瞻记忆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β=0.127，95%CI：0.098～0.166，p＜0.001），间接

效应占比为 59.4％。 

    结论  在学龄期儿童中，孤独特质水平越高的

儿童，家长评估的日常前瞻记忆表现越差，执行功

能表现越差。执行功能在孤独特质和前瞻记忆表现

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集束化护理干预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的应

用 

 

吴秀梅 1 周明玉 1 丁宁 1 汪琳 1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干预在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住院的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40 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20 例。对照组给予精神科常规护理（包括心理护

理），观察组在精神科常规护理（包括心理护理）的

基础上给予集束化护理干预；两组患者在入院和出

院时均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简易应对方式问

卷（SCSQ）进行评定，比较两组差异。 

    结果  入院第 1 天两组患者的 SDS 评定的抑郁

严重度评分无显著性差异（t=0.169，P＞0.05），对照

组和观察组在出院时抑郁严重度评分均有下降，其

中观察组 SDS抑郁严重度评分减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99，P＜0.05）。入院第 1 天

两组患者的 SCSQ 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出院时 SCSQ 中积极应对方式增加，

而消极应对方式减少；其中观察组中应对方式提高

较明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集束化护理干预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

抑郁状态有明显改善，可提高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

积极应对方式；集束化护理中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可

缓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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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的非典型社会注视

研究 

 

邵欢 1 蒋佶颖 1 丁宁 1 付林燕 1 翟梦瑶 1 金佩莹 1 

高慧云 1 孙贝 1 李煜 1 柯晓燕 1  

1）南京脑科医院 

 

    目的  社会参照（social reference）是幼儿获取

社会信息的一种手段，包含信息寻求和行为调节两

个关键部分。既往研究表明 ASD 患儿的信息寻求障

碍和联合注意障碍都与其早期社会参照的非典型发

展有关。本研究比较 ASD 同胞在 12~18 个月大时高

危组与低危组在信息寻求尤其社会注视方面的差异，

以期寻找可靠的 ASD 早期行为学指标。 

    方法  入组 12~18 个月大的 38 名 ASD 同胞进

行经典社会参照范式实验，根据《孤独症诊断观察

量表-第二版学步儿童模块》（ADOS-G）评估分为高

危 ASD 组（HR-ASD）和低危 ASD 组（LR-ASD），

另招募 31 名年龄相匹配的正常发育（TD）幼儿作

为对照组。使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对比三组被试

在不同信息来源（照顾者、陌生人）下的社会注视

（看向模糊刺激、看向陌生人、看向照顾者）时长及

注视转换频率的差异。 

    结果  （1）在照顾者为信息来源时，三组被试

看向模糊刺激物和看向照顾者的时长百分比存在差

异（H=17.12，p＜0.01；H=19.07，p＜0.01），两两比

较结果显示 HR-ASD 组和 LR-ASD 组看向模糊刺激

物的时长百分比均大于 TD 组（H=20.11，p＜0.01；

H=19.53，p＜0.01），看向照顾者的时长百分比均小

于 TD 组（H=-28.00，p＜0.01；H=-14.94，p=0.015）；

三组被试看向陌生人的时长百分比无差异（p＞

0.05）。在陌生人为信息来源时，三组被试的不同社

会注视时长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2）在分别

以照顾者和陌生人为信息来源时，HR-ASD 组的注

视转换频率均显著低于 LR-ASD 组（H=19.68，

p=0.01；H=15.40，p=0.02）和 TD 组（H=29.39， p

＜0.001；H=24.92，p=0.001）；LR-ASD 组和 TD 组

之间无差异（p＞0.05；p＞0.05）。 

    结论  对比正常发育幼儿，高危孤独症幼儿存

在非典型社会注视，表现为将注意力更多集中于物

体而非人脸，且在物体和人脸之间注视转换少。进

一步验证了对物体的注意偏好及注视转移缺陷在孤

独症早期的存在，以及作为高危群体亚临床非典型

表现的可能。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群体

的信息寻求缺陷，并提示在孤独症患儿社会参照干

预方面，提高患儿对人脸的注意及注视转换能力，

可能有益于弥补社会参照不足。 

 

 

 

不同严重程度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皮质醇变

化规律的研究 

 

吴刚 1 熊杰 1  

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轻度、中度和重度青少年抑郁症与

皮质醇节律紊乱之间的关系,寻找可用于临床判断

不同严重程度的青少年抑郁症诊断和治疗的生物学

标记。 

    方法  收集 90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采用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五版）（ DSM-5）中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

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等对

其症状严重程度进行分级，按照症状的严重程度分

成四组（A 组为轻度组、B 组为中度组、C 组为重度

组），分别检测其 8:00、16:00、24:00 血浆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ACTH）和皮质醇（COR8、COR16、

COR24）。采用卡方检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对数

据进行处理。 

    结果  1、A组、B组与C组被试的ACTH（08:00、

16:00 、 24:00 ） 评 分 ： 结 果 分 别 为 A 组

[（19.6±14.3 )ug/L、 (15.2±9.2）ug/L、（9.8±5.1）ug/L]，

B 组[（22.3±12.7 )ug/L、 (17.4±9.4）ug/L、（12.3±7.4）

ug/L],C 组[（27.3±16.7 )ug/L、 (19.1±15.3）ug/L、

（12.9±9.6）ug/L],存在显著差异(P<0.05)。随着抑郁

症严重度加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亢进明显及日间

节律紊乱明显。 

    2、A 组、B 组与 C 组被试的 COR（08:00、16:00、

24:00）评分：结果分别为 A 组[（120.5±45.4 )ug/L、 

(50.2±38.3 ） ug/L 、（ 28.5±30.3 ） ug/L] ， B 组

[（139.2±47.3 )ug/L、 (69.7±31.6）ug/L、（36.3±31.6）

ug/L],C 组[（141.8±46.8 )ug/L、 (92.5±40.6）ug/L、

（43.9±41.4）ug/L],存在显著差异(P<0.05)。随着抑

郁症严重度加强，皮质醇亢进明显及日间节律紊乱

明显。 

    结论  皮质醇亢进及日间节律紊乱随着抑郁症

的逐渐加重表现更突出，所以可能是抑郁症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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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础 

 

 

 

正念疗法在青少年重型抑郁障碍患者中的应

用 

 

唐伟杰 1 傅一笑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抑郁障碍是一种以长期情绪低落为主要症状的

精神疾病，已成为影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要问题。

青少年期是重型抑郁障碍发作的高危时期，且临床

特征区别于成人重型抑郁障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在青少年重型抑郁障碍临床症状中占有主导地位，

且大部分患者在病程中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障

碍、情感障碍、人格障碍等。在治疗方面，药物及心

理治疗的证据亦较少，需探索更多的治疗方法。源

于佛教禅修的正念疗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人

群，正念疗法是否能成为青少年重型抑郁障碍治疗

的有效手段值得进一步的探讨。正念疗法参与三个

大脑网络：中央执行网络、显著网络、默认模式网络

来提高被试者的针对性学习能力。正念调节情感系

统的四个关键途径为增强情绪意识、改变情绪反应、

促进认知再评价和改变奖励处理，这可能对于可能

遭受内在问题困扰的青少年群体可能是有用的。在

现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正念疗法在青少年群体中

可以改善抑郁症状、焦虑，减少负面行为，降低复发

率，纠正饮食失调，提供工作记忆能力，改善注意力

调节，改善睡眠，促进社会功能，但目前仍少有研究

将正念疗法应用于青少年重型抑郁障碍群体中。根

据那些进行了接受度调查的研究，我们得知正念疗

法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接受度，但在未来正

念疗法是否能在青少年重型抑郁障碍群体中广泛接

受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话题。因此，正念疗法有望提

供一种有效解决青少年重型抑郁障碍的方法。 

 

 

 

高艺术创造力的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临

床特征的研究 

 

李彤 1 杨伟锐 1 郑夏兵 1 杨晓宇 1 黄晓雪 1 关念红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 BD）是

一组严重的慢性、复发性精神疾病。BD 患者通常在

青少年期发病，BD 严重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和心

理社会功能，增加生物节律异常，自伤、自杀，药物

依从性差等问题的风险。艺术创造力是个体产生具

有创造性的艺术作品以及产生作品过程中所展现的

能力素质和综合心理品质。一方面，艺术创造力高

的个体 BD 的发病率增高，另一方面，艺术创造力

对 BD 的患者具有疗愈作用——可通过非语言手段

进行情感表达和治疗，是一种对青少年友好的辅助

治疗方式。本研究欲验证青少年 BD 患者的艺术创

造力较健康对照组高；对不同艺术创造力的青少年

BD 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生物学指标进行比较，欲验证

高艺术创造力的青少年 BD 患者有独特的临床特征

的假设，同时初步探索 BD 患者的艺术创造力的相

关指标。 

    方法  在门诊和住院病房中对符合 ICD-10 双

相情感障碍诊断的 15-24 岁青少年患者进行入组和

采集资料：自编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定式访

谈收集个人史、家族史和临床特征等资料；使用

CAQ 创造性成就量表和 K-DOCS 创造力领域量表

评估艺术创造力；其他收集临床资料的量表包括：

艾森克人格问卷、清晨型和夜晚型量表、工作与社

会适应量表等；采血送检血尿酸、25-羟维生素 D、

血同型半胱氨酸和甲状腺功能指标。 

    结果  1. 病例组的艺术创造力高于健康对照

组。2. 高艺术创造力的青少年 BD 患者具有独特的

临床特征：①社会人口学方面：高艺术创造力的患

者中艺术生的比例高，能完成应完成的学业的比例

高，休学率更低，非异性恋者比例高，有 1 次恋爱

经历的比例高，独生子女比例高，第一胎出生的比

例高。②疾病临床特征方面：一方面，起病形式混合

发作多；另一方面，躁狂严重程度更低、住院率更

低、自杀风险更低、共病社交恐惧更少、外向程度更

高、生物节律更正常、药物依从性更好、客观社会功

能更好。③生物学指标方面：高艺术创造力的青少

年 BD 患者 25 羟维生素 D 缺乏/不足的发生率明显

比对照组高，高艺术创造力组的患者体重超重的可

能性更小。 

    结论  高艺术创造力的青少年 BD 症状更加隐

匿，诊断难度更高，临床医生需要仔细甄别患者的

情绪波动是否超出基线水平；高艺术创造力患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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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较轻，提示艺术创造力有可能是 BD 患者的保护

因素，但是，这种保护作用是否为艺术创造活动的

疗愈作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需要重点监测高艺术

创造力的青少年 BD 患者的 

 

 

 

認知行為團體治療與遊戲團體治療對學齡期

自閉症患者之情緒行為介入成效探討 

 

謝彬彬 1 顧維倫 1 葉盈均 1 劉士愷 1 陳質采 1  

1）桃園療養院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認知行為團體治療與遊

戲團體治療介入，對學齡期自閉症患者之情緒行為

輔導成效。 

    方法  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為前後測準實驗

研究設計，研究對象共招募 33 位學齡期自閉症學童，

隨機分配其中 16 位到認知行為團體治療組，另 17

位到遊戲團體治療組。實驗介入於台灣北部某家精

神專科醫院進行，兩組受試者皆參與每週一次，每

次 75 分鐘，為期 12 週的團體治療。 

    前後測資料收集工具為「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

統-ASEBA」及文蘭適應行為量表(Vineand Adaptive 

Behavior Scale)，資料分析採共變數分析，以前測做

為共變因子，進行共變數分析，以了解實驗介入之

成效。所有統計分析均使用 SPSS v.12.0 進行。 

    结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接受認知行為

團體治療或遊戲團體治療之學齡期自閉症學童，在

其 ASEBA 情緒行為量表及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的前

後測得分，兩組均達顯著差異，但兩組間成效比較

未達顯著差異。另外，參與認知行為團體治療個案

之 ASEBA 情緒行為量表的內化和憂鬱問題項目，

前後測未達顯著差異；參與遊戲動力團體個案之

ASEBA 情緒行為量表的認知節奏緩慢問題

(Sluggish Cognitive Tempo problems)項目，前後測未

達顯著差異。 

    结论  整體而言，本研究支持「接受認知行為

團體治療或遊戲團體治療」介入，兩組在團體治療

所建構之人際互動情境，對學齡期自閉症學童情緒

行為與社會適應能力具顯著的正面效益。 

 

 

CBT 研究协作组 

 

综合医院非精神/心理科门诊患者自杀意念和

抑郁发作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海燕 1 罗新妮 1 柯晓殷 1 戴晴 1 郑伟 1 张婵娟 1 

宁玉萍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躯体症状常常是抑郁患者的初始主诉，

但它又使抑郁发作难以被临床医生识别；而抑郁情

绪又会增加自杀风险。本研究旨在探索分析综合医

院非精神/心理科门诊患者的重性抑郁发作(MDE)和

自杀意念的阳性率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多中心横断面研究。获得了

2016 年 3～6 月来广州市四家综合医院就诊的 5284

名患者社会人口学和临床资料。采用简明国际神经

精神访谈(MINI)明确 MDE 诊断。MINI 模块 B 用于

评估自杀风险。使用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自

杀及 MDE 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 

    结果   MDE 和自杀意念的阳性率分别为

5.1%(270 例)、2.3% (121 例)。MDE 患者中，女性自

杀风险是男性的三倍(OR=3.41;95％CI:1.53-7.60)。

多 因 素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 发 现 ， 失 眠

(OR=2.52;95%CI:1.87-3.40)、躯体状况 PHQ-15 总分

越高，提示 MDE 出现的可能性越大。女性

(OR=3.23;95%CI:1.82-5.72) 、 独 居

(OR=2.22;95%CI:1.25-3.97)、抑郁焦虑及躯体状况较

高评分，可能是自杀的危险因素。将 MDE 看作是自

杀的混杂因素，进行二次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有

MDE 患者中，女性(OR=3.41;95%CI:1.53-7.60)、焦

虑、身体不适症状多，可能增加自杀风险。无 MDE

患者中，女性(OR=3.12;95%;CI: 1.07-9.02)、患焦虑

谱系障碍(OR=3.82;95%CI:1.12-13.07)、躯体不适症

状越多，越可能增加自杀风险。 

    结论  女性是中国独特的自杀危险因素。在临

床中，主诉身体不适或有抑郁焦虑情绪的女性将是

预防自杀的高危人群。主诉失眠或有躯体不适的女

性，应警惕其患有 MDE 的风险。考虑到中国精神卫

生服务的可利用率较低，本研究数据为非精神心理

科医生提供了强有力的警示：重视对有躯体主诉患

者的情绪筛查，积极关注、治疗、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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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 Network Homogeneity of The 

Emotional Modulation Network in Medicine-

free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

order 

 

陈云辉 1 李平 1 吕丹 1 尚婷惠子 1 贾翠翠 1 孙正海
1  

1）齐齐哈尔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Objective  The abnormalities in brain regions 

within the emotional modulation network (EMN) have 

been widely reported in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

pulsive disorder (OCD) under task state or symptomatic 

provocation. However, alterations of the network homo-

geneity (NH) of EMN at rest in OCD remain unclear. 

    Methods  In this study, 40 drug-free and non-

comorbidity patients with OCD and 38 healthy controls 

(HCs) with corresponding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 

underwent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 An unbiased hypothesis-driven NH 

method and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were ap-

plied to analyze the imaging data. 

    Results  Patients with OCD showed increased 

NH value in the left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but 

decreased NH values in the left caudate, right putamen, 

and right thalamus. SV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combination NH of the left caudate and right putamen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patients with OCD from HCs 

with a sensitivity of 92.50%, specificity of 78.95%, and 

accuracy of 85.90%.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manifest that altera-

tions of the NH of EMN at rest may contribute to the 

intrinsic and disorder-specific features of OCD. 

 

 

 

跨诊断青少年情绪问题早期学校行为激活团

体干预疗效随访研究 

 

张芳 1 杨红梅 2 刘文敬 3 孙扬 3 程文红 1,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第一人民医院 

2）静安区教育学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焦虑抑郁共病率高，基层心理工作者鉴

别困难，早期干预有利于预防严重不良预后。学校

环境下进行的早期心理干预越来越得到重视。本研

究验证跨焦虑抑郁诊断的行为激活团体干预方式在

学校环境下对焦虑抑郁青少年干预的有效性。 

    方法  在上海静安区试点学校，使用儿童焦虑

性情绪障碍筛查表（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

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SCARED）和儿童抑郁自评

量表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DSRSC）

筛选出 SCARED≥23 或 DSRSC≥15 的初高中生 209

名（年龄 12 岁-17 岁）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行为激

活组（73 名）和支持对照组（67 名）及等待对照组

（69 名），行为激活组和支持对照组团体干预均每

周一次（90 分/次）。采用重复方差分析比较基线（T1）、

8 周干预结束后（T2）及干预结束 3 个月后（T3）

的 SCARED、DSRSC、自动思维问卷（The 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 ，ATQ）和行为激活程度量

表（Behavioral Activation for Depression Scale，BADS）

三组变化情况。 

    结果   三组 SCARED 的主效应存在差异

（F(2,178)=4.11,P<0.05）,组别和时间存在交互效应

（F(2,2)=4.95，P<0.01）。行为激活组在干预后和随

访 时 持 续 显 著 下 降 （ tT1vsT2=2.21 ，

tT2vsT3=2.61,tT1vsT3=4.51, 均P<0.05）,而支持组随

访 3 月时与干预后未见显著变化（tT2 VS T3=4.63,

均 P<0.05） , DSRSC 得分主效应未见显著差异

（F(2,178)=2.23,P>0.05）但时间主效应存在差异

(F(2,178)=9.89,P<0.01) 。支 持组 在干 预结束 后

DSRSC 得分显著下降（tT1vsT2=3.87，P<0.01）,但

随访 3 个月后与干预结束时无显著差异（tT1vsT3=-

1.14，P>0.05）,但行为激活组在随访 3 个月后，得分

显著下降（tT1vsT3=2.07,P<0.05）。 

    结论  在学校进行的跨诊断行为激活团体治疗

更能持久有效改善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绪,可尝试

推广应用于学校早期情绪干预中，帮助青少年更好

的应对焦虑抑郁。 

 

 

 

认知行为治疗惊恐障碍的疗效：一项随机对

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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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佳 1 杨祥云 1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通过随机对照研究验证认知行为治疗联

合药物治疗和单一药物治疗惊恐障碍的疗效差别，

为临床干预惊恐障碍提供新的依据。 

    方法  应用随机数组表将 30 例惊恐障碍患者

随机分配到认知行为治疗联合药物组（试验组）和

单一药物组（对照组），分别接受 16 次干预。项目

组首先编制认知行为治疗惊恐障碍的程式，由经过

培训的治疗师提供一对一治疗。药物治疗为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短期辅助应用苯二氮卓

类药物。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6 周、3 个月和 6 个月

时评估两组患者的惊恐障碍严重程度（PDSS）和生

活质量水平。采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

判断不同干预措施随着时间的变化对患者惊恐症状

的影响。 

    结果  30 例惊恐障碍患者完成了研究干预，试

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和 PDSS 的差别无

统计学意义。通过对学生化残差的分析，经 Shapiro-

Wilk 检验，各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P>0.05)；通过学

生化残差是否超过±3 倍的标准差判断，各组数据无

异常值。干预方式和时间的交互作用对惊恐症状的

影响有统计学意义，F(2, 22)=30.157，P<0.001。在试

验开始时，试验组与对照组中研究对象 PDSS 评分

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F(1, 11)=0.402，P=0.539。

在治疗 6 周、3 个月、6 个月时，试验组的 PDSS 评

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结论  应用本项目编制的认知行为治疗手册适

用于惊恐障碍患者，认知行为治疗联合药物治疗惊

恐障碍的效果优于单一药物治疗，值得在临床推广

应用。 

 

 

 

Classifying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nd Predicting Outcome of Cognitive Behav-

ioral Therapy Using Regional Homogeneity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earning 

 

黄芳芳 2 李占江 1 杨祥云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河南科技大学 

 

    Objective  Previous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studies support al-

tered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in multiple brain re-

gions of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an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can se-

lectively modulate the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re-

flected by ReHo in OCD patients. These studies indicate 

that rs-fMRI ReHo has potential for OCD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predic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if it is possible to (1) discriminate OCD pa-

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and (2) responders from 

non-responders of CBT using SVM based on whole 

brain rs-fMRI ReHo maps. 

    Methods  Fifty drug-naive OCD patients and 50 

well-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 Percent 

decrease of Yale-Brown Obsessive-Compulsive Scal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reatment response. SVM was 

trained with two mask levels, voxels and regions. 

    Results  For diagnosis model, significant classi-

fication was achieved with an accuracy of 81.0% (P < 

0.01)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multiple frontoparietal re-

gions ranked high for the model.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82.0 (P < 0.01) and 80.0 (P < 0.01), re-

spectively. For treatment prediction model, fair perfor-

mance was obtained with an accuracy of 57.5% (P = 

0.15). 

    Conclusion  The whole brain rs-fMRI ReHo 

maps may thus be useful for distinguishing OCD pa-

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using SVM. The application 

of ReHo as a predictive biomarker of treatment for OCD, 

however, needs to be identified in further studies. 

 

 

 

基于结构磁共振影像的强迫症疗效预测研究 

 

刘瑞 1 杨祥云 1 吴航 1 周媛 1,2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目的  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CD）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精神障碍，给患者和社会

造成重大疾病负担。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

ioral therapy，CBT）已成为治疗 OCD 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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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缺乏有效客观的生物指标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因此，本研究基于结构磁共振影像，构建了强迫症

疗效预测模型，探讨可预测疗效的客观神经影像指

标。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56 例 OCD 患者，采集了

基线时和 CBT 治疗 12 周后的临床数据和静息态功

能磁共振数据。利用耶鲁-布朗强迫症状维度量表

（Dimensianl Yale-Brown Obessive-Compulsive Scale，

Y-BOCS）减分率评估 OCD 患者的治疗效果。为了

构建疗效预测模型，该研究首先基于 AAL 模板通过

CAT12 提取 OCD 患者的灰质体积、皮层厚度、曲率

和沟回深度；然后运用 LASSO 回归和留一交叉验证

构建疗效预测模型预测缓解率；最后，将预测的缓

解率与实际缓解率值以阈值 50%二值化，计算模型

性能指标。 

    结果  研究分别基于灰质体积、皮层厚度、曲

率和沟回深度构建模型后，发现基于沟回深度模型

的预测准确率最高，准确率为87.5%，敏感度为86%，

特异性为 88%。并且，对预测贡献较大的脑区主要

集中在中央前回、颞上回、和颞横回区域。 

    结论  研究提示沟回深度的改变对于 OCD 的

疗效预测有重要参考价值，进一步揭示了颞叶区域

和额回区域对 OCD 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Anatomical Distance Affects Functional Con-

nectivity at Rest in Medicine-free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吕丹 1 王玉花 1 马继东 2 陈云辉 1 尚婷惠子 1 丁振

宁 1 孙正海 1 李平 1  

1）齐齐哈尔医学院 

2）哈尔滨白渔泡精神病专科医院 

 

    Objectiv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abnormality have been found in patients with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CD). However, whether ana-

tomical distance affects the FC at rest remain unclear in 

patients with OCD. 

    Methods  Based o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ata from forty patients with 

OCD and thirty-eight HCs, we calculated the regional 

FC intensities of each voxel in the brain and further di-

vided into long - and short -range FC.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accuracy of 

long - and short -range FC to distinguish the patients 

with OCD from the healthy controls (HCs). 

    Results  Patients with OCD had decreased long-

range positive FC (lpFC) and short-range positive FC 

(spFC) in left precentral/postcentral gyrus, and in-

creased lpFC in right thalamus/caudate, left thalamus,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and left cerebellum CrusI/VI. 

Furthermore, the spFC in left precentral/postcentral gy-

rus cloud differentiate patients with OCD from HCs 

with desirable accuracy of 80.77%, specificity of 81.58% 

and sensitivity of 80.00%. 

    Conclus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natomical 

distance affected the long- and short-range FC intensi-

ties within the CSTC circuit, ECN, sensorimotor and 

cerebellum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OCD, emphasized 

that these circuit/networks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urodevelopment of OCD. 

 

 

 

认知行为治疗的体验式的实操培训的探索 

 

李飞 1  

1）湖南湘飞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开福精神科诊所 

 

    目的  认知行为治疗（CBT）目前是循证基础最

好，也是当今世界主流的心理治疗。但 CBT 并不简

单，学习也不容易。目前国内 CBT 的可及性存在明

显的问题，那怕是有网络技术，但有胜任力的 CBT

师还是那些。随着大量的国外 CBT 专业书籍引进，

CBT 理论获得相对容易，并且以中德班为代表的

CBT 培训项目为国内培训了一定的数量 CBT 的治

疗师，但也存在着培训时间不足，治疗师体验不够，

个人成长受限，在有指导下的实践过少，而知行分

离，胜任力不足。针对目前国内 CBT 培训体系存在

的问题，为提高 CBT（或潜在）从业者的专业胜任

力，提高国内 CBT 的可及性，笔者近年对认知行为

治疗培训模式进行了探索。 

    方法  分阶段招收对 CBT 有兴趣的学员，中德

班 CBT 的培训模式为借鉴，根据成人学习的理论，

Kolb 的学习循环，进行行动应用、具体体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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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及抽象概括，在课程整体的框架、内容、每次培

训的内容、学员在培训中及培训之间的三人小组练

习等多个层面反思。学习主要以现场示范、三人小

组的角色扮演及讨论为主进行。扮演来访者时，鼓

励学员真实扮演，就是带来他个人史和生活环境，

真实亲身体验 CBT，扮演治疗师时练习 CBT 技能。

学习用 CBT 解决在学习 CBT 中遇到的困难。 

    结果  目前形成了 24 次、每次两天一晚，共 360

个小时的课程体系，并还在不断完善。除长沙还在

宁夏银川、四川达州、浙江金华进行培训，前正在培

训的学员超 120 人，学员反馈即得到大量有指导的

CBT 实践，个人的议题也得到了一定的解决，目前

已有非心理、医学背景的“零基础”学员通过三年的

学习已经做相对完整的个案。 

    结论  认知行为治疗的体验式的实操培训是有

效的方式。 

 

 

 

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在精神障碍中的研究进展

和应用前景 

 

阙建宇 1 陈斯婧 2 邓佳慧 1 范滕滕 1 师乐 1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香港中文大学 

 

    目的  失眠症状是最常见的精神心理症状之一，

不仅会增加精神障碍的发生风险，还会影响精神障

碍的病程、转归和预后，干预精神障碍患者的失眠

症状有助于改善患者的临床预后。本文对是失眠障

碍一线治疗手段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在失眠障碍、精

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焦虑相关障碍、物质使用障

碍、自杀预防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提高对

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认识，促进其在精神障碍治疗

中的推广应用。 

    方 法   分 别 应 用 “CBT-I” 和 “Insomnia” 、

“Schizophrenia”、“Mood disorders”、“Anxiety”、“Sub-

stance abuse”、“Suicide”等关键词在 Pubmed 上检索

相关文献，整理回顾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在干预失眠

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焦虑相关障碍、物质

使用障碍、自杀预防的临床研究进展。 

    结果  多项荟萃分析结果均显示，失眠认知行

为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失眠症状，如缩短入睡潜伏期、

缩短夜间觉醒时间、增加睡眠总时间和睡眠效率、

纠正不合理的睡眠信念、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

功能受损，且具有副作用少、疗效持久等优势。此

外，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不仅可通过改善失眠障碍患

者的失眠症状来缓解其他精神病理症状，如焦虑症

状、抑郁症状、精神病性症状等；还能通过改善精神

障碍患者的失眠症状来缓解焦虑抑郁症状、降低物

质使用障碍和自杀相关行为的发生风险、减少治疗

成本和社会功能损害。 

    结论  失眠症状与其他其他精神病理症状密切

相关，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作为慢性失眠障碍的临床

一线治疗手段，不仅能通过改善失眠障碍患者的失

眠症状来缓解其他精神病理症状，降低其他精神障

碍的发生风险；还能通过改善精神障碍患者的失眠

症状来促进其他精神病理症状的缓解，改善精神障

碍患者的临床预后，在精神科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边缘型人格障碍家庭治疗的研究进展 

 

及若菲 1 黄国平 1 杨昆 1  

1）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

der,BPD）是临床工作者面临的最复杂、最严重的人

格障碍，常可合并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如物质滥

用、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冲动控制障碍、注意缺陷

或进食障碍等。因此 BPD 会导致严重的功能受损并

直接影响患者的情绪、工作、人格和家庭，这种功能

受损将给患者及患者家属带来沉重负担。目前较多

证据显示辩证行为治疗（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

apy,DBT）能够有效改善 BPD 患者的情绪不稳和冲

动行为，除此之外心智化治疗、移情焦点治疗等也

被证实有助于患者的性格、情绪、社交和心理健康。

在 BPD 的发病机制中，除了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

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照料 BPD 患者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患者家人在照料患者过程中自身情绪及生

活质量受到影响，这样的压力会削弱家庭成员有效

处理问题的能力，因此整个家庭的改变对患者的康

复非常重要，然而，目前国内针对 BPD 进行家庭治

疗的研究却很少。综上，本文通过在 Pubmed、万方、

知网等平台进行检索，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家

庭治疗应用于 BPD 的临床研究，对不同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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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应的临床疗效进行总结、分析，并将对其适

应症和临床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从氧化应激水平看单相和双相情感障碍的鉴

别 

 

郭丽阳 1 陈策 1 杨小波 1 伏炜 1 李雅妹 1 焦翔 1 

马现仓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单相和双相情感障碍是临床的常见病，

因都有抑郁发作的病史，临床上对于两者的鉴别存

在难度。两种抑郁治疗方法不同，一种是使用抗抑

郁药治疗；另一种以心境稳定剂治疗为主，慎用抗

抑郁药。故能早期识别两种抑郁，有较高的临床价

值。目前研究发现精神疾病发生和氧化应激水平相

关，抑郁症的发生与氧化应激相关，但不同抑郁类

型间氧化应激水平是否存在差异研究不多。本研究

从氧化应激水平出发，分析其在不同抑郁种类间是

否存在差异，从而为临床的鉴别诊断提供线索。 

    方法  我们使用回顾性研究，查询本院数据库

中 2017.1-2018.12 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

住院的符合 ICD-10 诊断标准的各类抑郁患者 1269

例，其中含抑郁发作 666 例，复发性抑郁 368 例，

双相抑郁发作 222 例。入组后检索患者入院时和氧

化应激相关的临床指标：超氧化物歧化酶、总胆红

素、白蛋白、白细胞、铁蛋白和尿酸。使用 SPSS19.0

软件统计分析。 

    结果  1、临床和人口统计特征：3 种抑郁组在

性别，民族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 

    2、3 种抑郁组氧化应激指标比较，超氧化物歧

化酶、白蛋白和尿酸在 3 组间存在差异，双相抑郁

发作患者组超氧化物歧化酶、白蛋白及尿酸水平在

3 组抑郁患者中是最高的，复发性抑郁患者的上述

三项指标都是最低的，3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总胆红素、白细胞计数和铁蛋白在三组间的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3. 按年龄，3 种抑郁类型间有显著性差异，

F=8.97，P=0.000；复发性抑郁患者组年龄最大，双

相抑郁患者组年龄最小 (32.84±14.76/38.61±16.54 

/48.78±14.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发现与双相抑郁

患者相比，抑郁发作的患者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双相

障碍的 0.907 倍，尿酸水平是双相抑郁抑郁患者的

0.912 倍；复发性抑郁发作的发性抑郁患者的超氧化

物歧化酶是双相抑郁患者的 0.857 倍 

    结论  1.双相抑郁发作患者的白蛋白、超氧化

物歧化酶和尿酸水平均高于抑郁发作和复发性抑郁

患者。 

    2. 多元回归分析也提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

超氧化物歧化酶和尿酸水平高于抑郁发作和复发性

抑郁患者。 

    3. 超氧化物歧化酶和尿酸可以作为区分单相

抑郁和双相抑郁的生物学标志。 

 

 

 

Predictors of Long-term Abstinence in A Ran-

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Smoking Cessa-

tion by Mobile Phone Text Messaging 

(“Happy Quit”) in China 

 

廖艳辉 1 王云飞 1 刘岳衡 1 唐劲松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Identify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ong-term abstinence is crucial for developing and im-

plementing more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redictors of long-term abstinence 

(52 weeks) i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ory (CBT)-

based “Happy Quit” program. 

    Methods  This study is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 that compared 

    12-week mobile phone text messaging interven-

tions (“Happy Quit”) versus control intervention with 

follow-up to 24 weeks in China. Only participants who 

had biochemically verified continuous smoking absti-

nence at 24 weeks were followed up at 52 weeks after 

quit date. The predictor analysis is of those who were 

biochemically verified 12-month quitters (n=67 of 1369 

participants in the RCT). 

    Result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mok-

ing no more than 10 cigarettes per day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long-term abstinence (p=0.003). The bio-

chemically verified long-term (52 weeks/one year) quit 

rate was 4.89% (n=67) in overall participants,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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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articipants who were aged 60 years or older, 8.20% 

in participants who smoked 10 cigarettes per day or less, 

7.14% in participants who took 6 or more quit attempts,  

6.3%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1.7% in the control 

group (group differences, OR: 3.677, 95% CI: 1.67 to 

8.11, p<0.001). Although older age (≥30 years) was not 

reach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predicting long-

term abstinence (p=0.054), long-term quitters were two 

years older than continued smokers on average.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dividuals 

who are light smoking might get the most benefit from 

“Happy Quit”. It also demonstrated the long-term effi-

cacy of “Happy Quit” for smoking cessation. 

 

 

 

Effectiveness of A Brief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of “STOP (Stop, Take A Breath, 

Observe, Proceed) Touching Your Face” Dur-

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廖艳辉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Avoid touching our eyes, nose, and 

mouth (T-zone) is one of recommended strategies to re-

duce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However, 

face-touching is a frequent behaviour, and it is often 

done automatically without self-awareness. Raising 

self-awareness of habituated face-touching behaviour 

may help individuals to avoid face-touching by contam-

inated hands. Our aim was to evaluate whether mindful-

ness-based brief behaviour-change intervention (MBI) 

named “STOP (Stop, Take a Breath, Observe, Proceed) 

touching your face” can reduce face-touching behavior. 

    Methods  Between April 2, 2020 to July 2, 2020, 

10194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o the trial. Of these, w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1090 (10.7%) partici-

pants to the “STOP touching your face” intervention 

group (n=545) or to the wait-list control intervention 

(comparator) group (n=545) after reporting the first 60-

minute self-monitoring of face-touching behaviour 

(pre-intervention). Among them, 71.6% (n=390) partic-

ipants from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63.9% (n=348) 

from the control group reported the second 60-minute 

self-monitoring of face-touching behaviour (post-inter-

vention). IT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ercentage of T-

Zone touching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8.1%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from 81.1% to 73.0%, RR=0.901, 

OR=0.631, RD=-0.081, p=0.002), and in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0.6% in the control intervention (from 80.0% 

to 79.4%, p=0.821). Group comparison showed that 

fewer participants had T-Zone touching in the interven-

tion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3.0% vs 

79.4%, RR=0.919, OR=0.700, RD=-0.064, p=0.015) af-

ter intervention, and that there was more reduction of T-

Zone touching frequency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mean ± SD: 1.7 ± 5.13 vs 0.7 

± 3.98, Mean difference (95% CI): 1.03 (0.48 to 1.58), 

p 0.001, Cohen's d=-0.218). The above results were 

further confirmed by CCA. Compared with older indi-

viduals (≥30 years old), young adults (18–29 years old) 

have twice risk of having T-Zone touching behaviour 

(OR=2.029, 95% CI=1.145 to 3.597, p=0.015), and 

younger participants reduced face-touching frequency 

more than their older counterparts (mean ± SD: 9.9 ± 

14.24 vs 3.6 ± 11.25, Mean difference (95% CI)=6.270 

(3.615 to 8.924), p<0.001, Cohen's d=-0.47). 

    Conclusion  This trial is the first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STOP touching your face” intervention to 

reduce face-touching behaviour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findings of significantly reduced T-

Zone touching behaviour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sup-

ports the widely dissemination of this brief and simple 

mindfulness-based behaviour-change intervention to 

low the risk for the COVID-19 and other hand-to face-

touching infectious diseases. 

 

 

 

基于认知行为理论的微信戒烟干预的有效性

研究：随机对照试验 

 

王云飞 1 廖艳辉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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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烟草使用是世界上导致可预防性死亡与

疾病的最主要原因。我国目前的吸烟率为 26.6%，吸

烟人数超过 3 亿，但是我国包括戒烟门诊在内的戒

烟服务目前仍然相对匮乏。微信作为国内最受欢迎

的社交媒体应用，以其便捷、易用、可承载内容丰富

等诸多优点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医疗健康行业。我

们在前期短信戒烟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此次研究，

探讨以认知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基于微信的戒烟干

预的有效性，以期探寻便捷、有效、受众广、成本低

的戒烟干预措施。 

    方法  全国范围内招募 18 岁以上的戒烟意愿

者。采用对照设计、随机分组。对照组将收到一次包

含“快乐戒烟（短信戒烟干预内容）”的链接以及每周

一次的感谢语。干预组将接受“戒烟日”之前的 2 周

和“戒烟日”之后的 12 周微信干预指导，干预内容的

推送频率随时间延长逐步递减。两组都将在“戒烟日”

后接受 26 周随访，实验数据采用意向性分析，主要

结局指标为两组经过生物学验证的（可替宁尿检）

26 周持续戒烟率。 

    结果  2019 年 10 月到 2020 年 3 月共招募戒烟

意愿者 729 人，其中 256 人完成基本信息，排除 33

人，最终纳入 223 人，其中男性 195 人（87.4%），

女性 28 人（12.6%），参与者平均年龄 40.8±9.12 岁，

平均每日吸烟量 19.6±8.96 支，平均教育年限

14.7±2.77 年，平均烟龄 20.0±8.88 年。随机分组后，

对比两组基线资料无显著差异。干预组（n=111）完

成率 80.7%（93/111），自我报告戒烟 13 人，经生物

验证的 26 周持续戒烟率为 8.1%（9/111）；对照组

（n=112）完成率 82.1%（92/112），自我报告戒烟 2

人，经生物验证的 26 周持续戒烟率为 1.8%（2/112）；

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752，P=0.029），

OR=4.85，95%CI（1.02, 22.99）。 

    结论  研究结果初步验证了基于微信的戒烟干

预的有效性，其疗效优于短信戒烟（戒烟率 8.11% 

VS 6.5%），但本研究为初步探索样本量较小，后续

将进行大样本实验进一步验证。 

 

 

 

认知行为治疗对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疗效的随

机对照研究 

 

罗佳 1 王鹏翀 1 杨祥云 1 李晓琪 1 曹文文 1 宋红燕
1 姚淑敏 1 马云 1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初步验证操作程式指导下的认知行为治

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联合常规治疗

对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疗效。 

    方法  纳入符合 ICD-10 躯体形式障碍诊断标

准的患者 56 例,利用计算机生成随机数字分为常规

治疗组(简称 TAU,n=28)和 CBT 联合常规治疗组(简

称 CBT,n=28)。CBT 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为

期 12 周的 12 次个体 CBT 治疗。采用躯体症状自我

筛查量表（SQSS）、健康问卷躯体症状群量表(PHQ-

15)，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和广泛性焦虑

量表（GAD-7）于基线和第 6、12、24 周末分别对 2

组患者进行评估。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两组受

试者在不同指标各时点减分率的组间差异。 

    结果  两组受试者在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

无明显差异（Ps>0.05），且在基线的临床症状评估无

显著的组间差异（Ps>0.05）；第 6 周时两组间各项指

标无明显差异，但 HAMD 的减分率存在显著差异

(0.335±0.304 vs. -0.032±0.563, p=0.003)。第 12 周时

除 HAMD 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外 (4.286±2.307 vs. 

6.571±4.409, p=0.020)，其它各项指标无明显差异，

但 SQSS 和 PHQ 的减分率存在显著差异(SQSS:-

0.303±0,320 vs. -0.108±0.373, p=0.041; PHQ-15: -

0.323±0.298 vs. -0.116±0.411, p=0.035] ，提示与 TAU

组相比，CBT 组患者的抑郁、躯体不适症状改善更

快。24 周时 CBT 组的 SQSS 得分持续下降，在 24

周时与 TAU 组存在显著的差异(23.821±14.732 vs. 

33.071±16.474, p=0.031)，提示 CBT 在长期改善躯体

症状上效果更好。 

    结论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认知行为治疗对躯

体形式障碍的疗效，与常规治疗相比，认知行为治

疗可更快改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躯体不适症状及

伴随的抑郁情绪，并且躯体不适症状的改善效果可

持续存在。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Accom-

modation Scale for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self Reported: Reliability, Validity, 

Factor Structure and Mediator Factors 

 

Zhenhua Liao1, Ciping You1, Yin Chen1, Zhen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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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1, Zhibin Wang 1, Lijun Ding1  

1）厦门市仙岳医院 

 

    Objective  Family accommodation (FA) in ob-

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is a common phe-

nomenon that is more and more focused on in clinical 

and research settings. Family accommodation scale for 

interviewer-rated (FAS-IR) is the gold-standard instru-

ment to evaluate the level and severity of accommoda-

tion behaviors in family members of OCD patients. 

However, based on the cost of trained interviewers and 

the time required to assess the scale, the FAS-IR was 

applied limited in specific settings. As a result, a self-

rated version of FAS may generate and solve the prob-

lems mentioned above and has already been widely ad-

ministered in clinical and research settings.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FAS self-rated version (FAS-SR) and whether the 

variable of FA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ymptom severity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 

    Methods  Totaled of 109 patients associated with 

OCD and paired 91 relatives were administered and 

self-reported by corresponding instruments. 

    Results  In sum, 98.9% of relatives of OCD pa-

tients account for at least one kind of FA behavior, and 

60.4% of participants endorsed every day or an extreme 

variety of FA behaviors in the past week. The FAS-SR 

includes a three-factor structure, (1) providing reassur-

ance and participation; (2) facilitation; (3) modification. 

The scale Cronbach’s alpha and test-retest coefficients 

were 0.865 and 0.970, respectively. The FAS-SR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s 

of Y-BOCS, GAF, CGI-S, FAS-IR, and SDS and nega-

tively associated with FAD-12. The FA variable was the 

mediator factor between symptom severity and func-

tional impairment. 

    Conclusion  The accommodating behavior i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family members of OCD pa-

tients in China. The FAS-SR instrument was incredibly 

affirming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robust agreement 

with the FAS-IR instrument, and expected convergence 

validity. The mediation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im-

portance of assessing symptom severity with the cir-

cumstances of FA in OCD when evaluating patients’ 

functional impairment. 

 

 

 

齐拉西酮注射液与氟哌啶醇注射液治疗中老

年男性躁狂发作的对照研究 

 

张欣 1 赵淑敏 1 杨老虎 1 张云淑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以氟哌啶醇注射液为对照，评价齐拉西

酮注射液治疗中老年男性躁狂发作急性期激越患者

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符合 DSM-V 双相 I 型躁狂发作诊断标

准的老年患者 70 例，年龄 55-70 岁，随机分配到齐

拉西酮注射液治疗组(试验组)和氟哌啶醇注射液治

疗组(对照组)各 35 例，齐拉西酮组给予 10mg 肌注

每日两次的用法，氟哌啶醇组给予 5mg 肌注每天两

次的用法，必要时可以使用东莨菪碱 0.3mg 肌注缓

解锥体外系反应。不得使用其他药物。对患者进行

基线评价，以及肌注治疗后的 2、12、24、48 和 72h

的评价。采用 PANSS 兴奋因子量表杨氏躁狂量表

（YMRS）评定疗效评价主要疗效，采用副反应症状

量表(TESS 量表)评定药物的不良反应 

    结果  两组 72h 时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91．43%，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7.1%。药物治疗 72h 后与基线

比较，试验组 PANSS 兴奋因子得分减分平均为

(14．32±3．25)分，对照组 PANSS 兴奋因子得分减

分平均为(10．36±6．28)分。两组主要疗效指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齐拉西酮组效果更好，尤

其在兴奋，冲动控制障碍两组症状上减分率明显低

于氟哌啶醇组。两组在治疗第 3 天末时 YMRS 评分

较治疗前均减少（P＜0.05）。试验组锥体外系不良反

应较对照组明显减少，TESS 量表评分在治疗前后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出现锥体外系不

良反应较多，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甲磺酸齐拉西酮注射液可快速有效控制

躁狂发作的激越症状，疗效比氟哌啶醇注射液更优，

不良反应更低，安全性更高。 

 

 

 

基于弥散张量磁共振脑影像的神经性贪食症

机器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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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琳莉 1 李潇 1,2 刘筱薇 1,2 李涛 1 马菁 1 李涛 1 张

岚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采用基于弥散张量磁共振脑影像数据，

应用支持向量机的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区分神经性

贪食症和健康对照组的机器学习模型，有望在将来

能更好的诊断和发掘潜在的生物学标志。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采集所有受试

者的一般人口学信息，使用临床定式检查工具进行

疾病诊断，使用 Philip3.0T 核磁共振仪进行头部弥

散张量磁共振图像的采集。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

对三组被试进行一般临床资料的统计分析。使用

dcm2nii、FSL5.0.9 软件对脑影像数据进行预处理、

提取弥散张量磁共振成像的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

isotropy，FA)、轴向扩散率(Axial Diffusivity，AD)、

径向扩散率(Radial Diffusivity，RD)、平均扩散率

(Mean Diffusivity，MD)四个参数；使用 LIBSVM、

MATLAB2013b、FSL5.0.9 等软件进行机器学习，从

而构建区分神经性贪食和健康对照组的诊断模型。 

    结果  1.一般人口学资料：最终纳入 34 名神经

性贪食症患者，34 名健康受试者。统计分析显示两

组在年龄、受教育年限方面、体重指数无显著统计

学差异；2. 共构建 5 个区分神经性贪食症和健康对

照者的机器学习模型，其中 2 个模型（FA、

FA+MD+AD+RD 模型）分类效果尚可，FA 模型分

类效果最佳，模型共有的差异脑区为额叶。五种模

型机器学习的结果如下：FA 模型的 ROC 曲线下面

积为 0.821，差异脑区为脑干、颞叶、额叶、枕下回、

中脑、额中回和尾状核；MD模型曲线下面积为 0.689，

差异脑区为小脑后叶、额叶、中央前回、额中回、顶

叶、额上回和中央旁小叶；AD 模型曲线下面积为

0.621，差异脑区为小脑扁桃体、脑干、额下回、中

脑、额叶、中央前回、中央后回、额中回和内侧额叶

回；RD 模型曲线下面积为 0.625，差异脑区为小脑

后叶、中脑、额中回、中央前回、额叶、中央后回、

额上回和额内侧回；FA+MD+AD+RD 模型曲线下面

积为 0.739。 

    结论  本研究提示采用弥散张量磁共振脑影像

机器学习，有可能实现神经性贪食症和健康受试者

的区分，有潜力作为神经性贪食症影像学诊断的辅

助工具，同时能发现相关潜在的脑影像生物学标志。 

 

 

 

正念认知治疗对抑郁症患者早期适应不良图

式的影响 

 

武雅学 1 张丽霞 1 刘磊 1 谭云龙 1 李艳丽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评价正念认知治疗（MBCT）改善抑郁症

患者的效果，并探索对患者早期适应不良图式

（EMSs）的影响。 

    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设计，纳入抑郁症患

者 60 例，开展为期 8 周的 MBCT 治疗，并于干预

前、干预第 4 周、干预结束后分别进行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 17 条目（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Young 图式

问卷-短版（YSQ-SF）评估，对干预前后评分差值进

行回归分析。 

    结果  在干预 4 周末和 8 周末，HAMD-17、 

HAMA 总分均较基线下降（均 P<0.01），FFMQ 总

分较基线增加（均 P<0.01）；YSQ-SF 中的情感剥夺

（ED）、遗弃/不稳定（AB）、失败（FA）、脆弱/对伤

害或疾病的易感性（VH）、纠结/未发展的自我（EM）、

苛刻的标准/苛求（US）、权利感/优越感（ET）分量

表分差值的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有显著差异（均

P＜0.05）。回归分析显示：FFMQ 总分差值与 HAMA

总分差值呈线性关系（β=-0.36）、情感剥夺（ED）分

差值与 HAMD-17 总分差值呈线性关系（β=-0.23）、

依赖/无能力（DI）、屈从（SB）分差值与 HAMA 总

分差值呈线性关系（β=0.33、0.29）。 

    结论  MBCT 改善了抑郁症患者的焦虑抑郁症

状，部分适应不良图式的改善可能是 MBCT 疗愈抑

郁症的机制。 

 

 

 

基于评估的个体化心理治疗进展 

 

孟丽敏 1 孟繁强 1 王鹏翀 1 杨祥云 1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基于评估的治疗（Measurement-based 

care，MBC）已成为慢性病和精神疾病领域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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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C 通过使用标准化测量工具进行筛查、评估和监

测，定期与患者共享这些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来

指导治疗决策。该循证理念同样适用于心理治疗，

以打造量身定制的治疗策略。本文通过回顾近年来

基于评估的治疗在心理治疗领域的进展，以促进个

体化治疗，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对基于评估的心理治疗相关文献作综述。 

    结果  现代 MBC 通过算法指导心理治疗，结

合动态评估（如电子通信技术、生态瞬时评估）来密

集反复地收集患者的数据，确定其潜在的症状结构，

然后基于个体患者数据定制干预措施，选择相关模

块进行治疗，而模块的顺序由症状维度之间的动态

关系决定。这种动态评估与过程和结果监测相结合

有可能提高心理治疗的效果和效率。 

    结论  MBC 可用来追踪和监测心理治疗中的

过程变量和变化事件，通过动态评估和监测以确定

患者的症状维度，识别治疗中“脱离轨道”的患者，确

定干预目标（如治疗联盟不佳、生活满意度低、缺乏

改变的准备），定制和及时调整治疗策略。尽管使用

MBC 有许多潜在的好处，但时间和资源的限制、评

估工具的准确性、患者的复杂性，以及提供者需要

接受培训等等仍然是在实施 MBC 时所面临的挑战。

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发挥 MBC 在心理治疗领域

中的最大效用。 

 

 

 

自我怜悯与情绪调节在童年创伤与非自杀性

自伤关联中的中介作用 

 

周曼 1 刘竞 1 李嘉婷 1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探索伴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心境障碍

患者的自伤特点，童年创伤、自我怜悯以及情绪调

节等心理机制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以及自

我怜悯与情绪调节在童年创伤与非自杀性自伤关联

中的中介效应。 

    方法  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门诊

或病房符合 DSM-5 双相及相关障碍或抑郁障碍诊

断标准并伴有或不伴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患者、

社会招募的健康对照受试者作为研究对象，以青少

年自我伤害问卷、童年创伤问卷（CTQ）、自我怜悯

量表（SCS）、情绪调节问卷（ERQ）作为评估工具，

通过问卷星和纸质问卷同时施测，测量受试者的非

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童年创伤经历、

自我怜悯水平和情绪调节能力。 

    结果  本研究共回收问卷 405 份，其中有效问

卷 403 份，包括伴有 NSSI 的心境障碍患者问卷 120

份、不伴有 NSSI 的心境障碍患者问卷 33 份、健康

对照受试者问卷 250 份。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

三组间的组间差异，结果显示：三组间的童年创伤

及其 5 个因子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

忽视和躯体忽视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三组间的自

我怜悯及其 6 个因子自我批评、自我友善、孤立感、

普遍人性、过度沉溺和正念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三

组间的情绪调节及其认知重评因子得分存在显著差

异，但表达抑制因子得分无显著性差异。Bootstraping

程序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怜悯和认知重评

在童年创伤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

作用。将认知重评和自我怜悯同时作为中介进行链

式中介效应分析时，总中介效应占比 63.08%，认知

重评路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自我怜悯路径的中介

效应占比 45.53%，认知重评与自我怜悯的共同路径

中介效应占比 13.88%，自我怜悯的中介效应更为突

出。 

    结论  自我怜悯及其各因子、情绪调节的认知

重评因子在童年创伤经历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联中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自我怜悯的中介效应更高，

提示提升自我怜悯水平和认知重评能力有助于减少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 

 

 

 

新冠病毒疫情“常态化”对医务人员心理健康

状况影响及相关因素分析 

 

林涌超 1 邹晔峰 1 郑海林 1 陈伟福 1  

1）福州市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目的  旨在探讨疫情“常态化”对医务人员心理

健康状况影响及分析影响其心理健康相关因素，筛

选出心理健康问题高危个体，及早进行心理干预。 

    方法  2020年7月-8月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形式,

包括社会事件量表、心理弹性量表、社会支持量表、

症状自评量表等，对福州市 5626 医务人员进行心理

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调查。 

    结果  1.共有 5626 医务人员；其中，1838 直接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527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一线医务者），3424 名医务人员

进行正常医疗工作（非一线医务者）。相较于非一线

医务者，一线医务者在年龄、性别构成、工作年限、

睡眠时长、压力构成上均存在明显差异。2.一线医务

者 在 症 状 自 评 量 表 测 试 中 总 分 明 显 更 高

（133.35±48.83 vs. 128.65±46.61, P = 0.000），且测试

总分>160 人数占比更多（χ2=8.035, P = 0.005）。3.在

对心理健康状况相关因素分析中，医务人员症状自

评量表测试得分，与心理弹性量表测试得分呈明显

负相关（R = -0.399, P = 0.000）；与社会支持量表得

分呈明显负相关（R = -0.372, P = 0.000）；与社会事

件量表得分、医务人员年龄未见明显相关性（P > 

0.05）。将症状自评量表测试得分>160 作为出现精神

心理困扰，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越小 [OR 

0.989 (95% CI: 0.981 ~ 0.996); P = 0.003］、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OR 1.220 (95% CI: 1.063 ~ 1.399); P = 

0.005］、心理弹性量表得分越低[OR 0.958 (95% CI: 

0.953 ~ 0.962); P = 0.000］、社会支持量表得分越低

[OR 0.912 (95% CI: 0.903 ~ 0.920); P = 0.000］的医务

人员越容易出现精神心理困扰。 

    结论  1.参与研究医务人员，女性多于男性，年

龄分布在 26-39岁，考虑与纳入护理人员较多有关；

其中，直接参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较非一线医

务人员年纪更大，男性占比更多，工作年限更久，睡

眠时长更短、承受的压力更大。2. 本次研究中，

一线医务人员出现精神心理困扰的个体更多且与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考虑到现阶段疫情“常态化”，

长期作战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承受更大压

力，处于慢性应激状态，更易出现精神心理困扰。 

 

 

 

Comparative Efficacy of Face-to-face and In-

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for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A Meta-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张文乐 1 杜芸 1 胡永东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avail-

able evidence for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 

and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ICBT) 

to ascertain the comparative efficacy of these two forms 

on scores of scales in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 Moreover, due to the quarantine policy 

and the requirement of social distance, this study also 

tried to figure out whether ICBT could gain similar ben-

efits as CBT for GAD patients during COVID-19. 

    Methods  Following the guidelines outlined in 

the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statement, this meta-analysis was 

registe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rospective Register of 

Systematic Reviews (PROSPERO) (registration num-

ber CRD42021241938).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

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examining CBT or ICBT to treat GAD patients 

diagnosed by DMS-IV. The researchers searched Pub-

Med, MEDLINE, Embase, PsycINFO, and 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for relevant 

studies published from 2000 to May 9, 2021. Evidence 

from RCTs was synthesized by Review Manager 5.4 as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for change in 

scores of scales via random-effects meta-analysis. 

    Results  Twenty trials representing 1400 partici-

pants were pooled. ICBT relative to CBT demonstrated 

a more significant change in scores of scales (SMD=-

0.18 vs SMD=-0.03), and after removed studies with ac-

tive control, ICBT still showed a better response 

(SMD=-0.26 vs SMD=-0.18). 

    Conclus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GAD, ICBT 

works more efficaciously than CBT and can be CBT's 

candidate substitute, especially in the COVID-19 pan-

demic era,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interne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ealing with social space constraints. 

 

 

 

慢性失眠患者功能失调性信念与睡眠状况的

关系研究 

 

宋敏捷 1 李占江 1 孟繁强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验证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对慢性失眠患

者的疗效，并探索其疗效与 慢性失眠患者各维度功

能失调性信念变化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2 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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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定医院门诊就诊的主要诊 断为慢性失眠的

患者 28 例，运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

患者人口学资料，通过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BT-I）

对患者进行干预， 并收集干预前后患者的匹兹堡睡

眠质量指数（PSQI）和简式睡眠功能失调信念 和态

度量表（DBAS-16）分数，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25.0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计量资料描述分析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描述分析采用构成 比。

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验证干预前后  PSQI 和 

DBAS-16 的变化情况，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探究

患者 PSQI 与 DBAS-16 的关系、干预前后 DBAS-

16 得分 变化与 PSQI 得分变化的关系，取 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慢性失眠患者 DBAS-16 中“失眠所

致后果”维度与 PSQI“入睡时间”、“睡眠障碍”有显

著负相关（p＜0.05），“关于睡眠的期望”维度 与“日

间功能障碍”有显著负相关（p＜0.05）；（2）慢性失

眠患者 CBT-I 干预 前后的 PSQI 总分及 7 因子

均有显著下降，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干预前后 

DBAS-16 总分及 4 维度均有显著提升，差异具有

显著性(p＜0.05)；（3）慢性失眠患者 CBT-I 干预前

后 DBAS-16 总分变化与 PSQI 总分变化、“睡眠时

间”、 “睡眠效率”因子得分变化的相关具有高度显

著性（p＜0.05）；“失眠所致后果”维度得分变化与“睡

眠效率”因子得分变化的相关具有高度显著性（p＜

0.01）；“关于睡眠的担忧”维度得分变化与 PSQI 总

分变化、“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因子

得分变化的相关具有高度显著性（p＜0.05）；“关于

睡眠的期望”维度得分变化与 “睡眠效率”因子得分

变化的相关具有高度显著性（p＜0.05）；“药物”维度

得分变化与 PSQI 总分变化的相关具有高度显著性

（p ＜0.01）。 

    结论  （1）慢性失眠患者的不同睡眠困扰与其

功能失调性信念特点有关；（2）CBT-I 对慢性失眠

患者有一定疗效；（3）慢性失眠患者干预后失眠困

扰的改善与功能失调性信念的变化。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Predictors of Im-

provement i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Pa-

tients Following DBT-ST 

 

杭亚明 1 张聪捷 1 梁旻璐 1 张培 1 杨华 1 吴云 1 王

秋雨 1 杨昆 2 龙鲸 3 刘媛 4 王苏弘 5 王纯 1 张宁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3）天津市安定医院 

4）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5）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Objective  Key neurobiological factors contrib-

ute to how pati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behavior respond to treatment targeted to reduce such 

behaviors.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group skills 

training (DBT-ST) was thought to be effective in reduc-

ing NSSI behavior. We aimed to examine the ability of 

amplitude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and re-

gional homogeneity (ReHo) to predict treatment re-

sponse in NSSI after DBT-ST. 

    Methods  Eighty-four NSSI patients were ran-

domized to DBT-ST group and social support group 

psychotherapy (SSGT) group. Functional magnetic res-

onance images (fMRI) during resting-state were ac-

quired at pre-treatment. Forty of them were scanned 

again at post-treatment. Two-sample t-test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ALFF and ReHo maps to compare re-

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Response was defined as 

fewer NSSI episodes at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com-

pared with baseline. 

    Results  Findings revealed that DBT-ST respond-

ers showed higher ALFF in the left middle and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the left middle and inferior occipital gy-

rus and the right anterior and middle cingulate. For 

ReHo value, DBT-ST responders showed higher ReHo 

of the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the left angular gyrus, 

the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the lef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and the righ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 and 

lower ReHo of the right insula.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functional 

brain activity have certain value in predicting response 

in DBT-ST treatment in NSSI behavior. 

 

 

 

线上问题管理家（PM+）在新冠疫情期间缓解

居民应激状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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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 1,2 柳碧婷 2 熊婉婷 2  

1）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2）中国地质大学心理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目的  问题管理家是一种针对身处灾难性情境

中的成人的简短心理服务。包括了问题管理

（problem management，PM），以及提供协助行为转

变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自 WHO 官网上的 PM+

手册显示其能减少身陷困境中成人的问题，对处理

情绪问题非常有效。新冠疫情期间，居民处于应激

状态中，并直接表现为焦虑、抑郁、躯体化、自觉压

力大和睡眠问题。为了尽快有效地帮助这些应激状

态中的居民，本研究探索在彼此隔离的状态下，采

用线上问题管理家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期居

民应激反应的干预。 

    方法  于 2020 年 2 月通过互联网招受疫情影

响人群志愿者 58 名成人为研究对象。尊重患者的意

愿将其纳入到试验组（n=31）与对照组（n=27），其

中对照组主要通过微信群在每天固定的两个时间段：

上午 10：00-11：00；晚上 20：00-21：30，以文字

或视频形式提供有关新冠疫情的防护知识，解答参

与者的生活及心理困惑。研究组则以视频直播的形

式进行，每周固定进行 2 次，每次 60 小时，共 6 次。

在上课的过程中，心理治疗师与参与者可随时进行

互动交流，以帮助参与者把握操作要点。课后，研究

助手发布家庭作业，并于每天早晚两个时间督促参

与者完成并提交课程作业；参与者可以在微信治疗

小组内交流分享和讨论学习 PM+的心得体会，参与

者也可在治疗群向心理治疗师或研究助手就关于

PM+干预技术的内容进行提问，心理治疗师会在固

定时间内对其进行回复。干预前，研究助手会提醒

参与者课程安排及时间，课程完成后，参与者需要

在治疗群内完成参与签到。使用试验组对照组前测

后测设计。前测后测均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

患者健康问卷（PHQ-9）、患者健康问卷躯体症状群

量表(PHQ-15)、压力知觉量表(PSS-14)、失眠严重指

数量表( lSI)比较两组居民焦虑、抑郁、躯体化症状、

压力和失眠的症状评分。 

    结果  干预试验组焦虑、抑郁、躯体化症状、压

力感均较干预前降低，且低于对照组（t=4.236，P＜

0.05）、（t=3.411，P＜0.05）、（t=3.285，P＜0.05）、（t=-

2.54，P＜0.05）。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运用线上问题管理家

（PM+）干预能够有效缓解群众的焦虑、抑郁、躯体

症状和压力方面的应激反应，表明 PM+技术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能有效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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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研究协作组 

 

抗抑郁药联合治疗现状及相关因素的多中心

临床研究 

 

刘珊珊 1 朱雪泉 1 丰雷 1 冯媛 1 房萌 1 肖乐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全国多中心调查抗抑郁药使用类型、联

合治疗现状及探讨相关因素，为抗抑郁药规范治疗

提供参考。 

    方法  1503 例研究对象来源于我国 8 个城市的

11 家中心。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及用药情况等信息，

并指导患者进行相关量表评定。纳入的患者分为抗

抑郁药单药治疗组（单药组）和抗抑郁药联合治疗

组（联合组），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差异并分析抗抑郁

药联合治疗的相关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联合组在就诊医院

类型（ P < 0.001）、伴躯体疾病（ P < 0.001）、有精

神疾病家族史（ P = 0.026）、PHQ-15 得分（ P < 

0.001）、SDS 得分（ P = 0.009）、换药（ P < 0.001）

与单药组差异显著。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就诊医院

类型( OR = 2.73, P < 0.0001)、伴躯体疾病( OR = 1.66, 

P = 0.0008)、PHQ-15 得分( OR = 0.55, P < 0.0001)与

换药( OR = 2.09, P = 0.0011)是抗抑郁药联合治疗的

独立且显著的相关因素。 

    结论  就诊于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伴躯体疾

病、有精神疾病家族史、PHQ-15 ≤ 5 分、急性期换

药是门诊抑郁症患者采用抗抑郁药联合治疗的独立

因素，提示我们在临床用药中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给予个体化合理治疗。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ntipsychotic Use in 

Non-psychotic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Results From A Clinical Multicenter Survey 

 

周晶晶 1 朱彤 1 朱雪泉 1 肖乐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The combination of antipsychotics 

(APs) is not well studied among severe episode, inade-

quate response to monotherapy or treatment resistan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Henc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combination of APs and its associ-

ated factors among non-psychotic depressed.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and multi-site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1503 MDD patients after 8-12 

weeks of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with or without a 

combination with APs who attended at outpatient clinics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Shenzhen, Nanjing, 

Xi’an, Shijiazhuang, and Harbin, in China. Eligible pa-

tients i.e., those needed to be 18 years or older, with 

MDD without psychotic features according to the ICD-

10 were included consecutively. A structured question-

naire was used to obtain socio-demographic data and 

medical histories for all consenting patients. Depression 

measures were obtained b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Self-

Report (QIDS-SR).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15 (PHQ-15) was used to meas-

ure somatic symptoms. And the Sheehan Disability 

Scale (SDS) was used to assess social functioning and 

engagement.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Statistics 

Analysis System (SAS 9.4).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 of 

factor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be influential for the deci-

sion to use antipsychotic augmentation. 

    Results  Overall,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m-

bination of APs in non-psychotic depressed patients in-

cluded service setting (OR=0.444; p<0.001; 

95%CI=0.338-0.583), comorbidity of physical illness 

(OR=1.704; p<0.001; 95%CI=1.274-2.278), PHQ level 

(OR=0.680; p<0.001; 95%CI=0.548-0.844), SDS level 

(OR=1.627; p<0.001; 95%CI=1.371-1.930) and antide-

pressants (ADs) co-treatment (OR=2.606; p<0.001; 

95%CI=1.949-3.485). Moreover, the combination of 

quetiapine (43.4%) was the most common in depressed 

patients, followed by olanzapine (38.8%). And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Ds and the order of ADs combined 

with APs were as follows escitalopram (23.1%), ven-

lafaxine (21.7%), sertraline (14.8%). 

    ConclusionS  ervice setting, comorbidity of 

physical illness, somatic symptoms, social functioning 

and engagement, and ADs co-treatment could b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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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mbination of APs in non-psy-

chotic depressed patients. 

 

 

 

2010-2020 年中医药治疗抑郁症的文献计量

分析 

 

张欣悦 1 张辉 2  

1）齐齐哈尔医学院医学影像学 2018 级 3 班 

2）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对 2010-2020 年中文期刊发表的中医药

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探索研究规

律指导未来临床研究方向。 

    方法  使用国内三大中文数据库，以中国知网

（以下简称知网）为主，万方数据库（以下简称万

方）、维普数据库（以下简称维普）为辅进行检索，

统计 2010 年至 2020 年中医中药及中西医结合治疗

抑郁症的中文文献。分别检索知网、万方及维普三

大中文数据库，使用高级检索，选择分类中医学、中

药学及中西医结合，以“抑郁症”为主题，并含主题

“治疗”进行检索，共检索到中文文献 6651 篇。经查

看，发现其中包含综述类、中医名家经验类、基础动

物研究类及非药物疗法类文章，于是采用“不含”“进

展”“概况”“经验”“动物模型”“针灸”“按摩”的检索方

式进行二次检索，在剔除三大数据库中重复录入的

文献后共检索到文献 895 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对 2010-2020 年中文期刊发表的中医药治疗抑郁症

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年度论文发表量、期刊载

文量及被引频次、发文机构发文情况、研究热点及

基金资助等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1 年内年平均年发文量 81 篇，从计量

分析上看 2010-2015 年，中医药治疗抑郁症的文章

数量呈现逐渐增长态势；2015-2020 年逐渐下降，且

核心期刊占比较低。 

    结论  随着抑郁症的患病率和社会负担的增加，

应再次提高对中医药治疗抑郁症重视度，增加科研

投入，鼓励并提高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伴有自杀倾向的住院抑郁障碍患者临床特征

分析 

 

潘伟刚 1 朱丹迪 1 刘超猛 1 刘毅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比较有和无自杀倾向的抑郁障碍患者的

临床特征，分析抑郁障碍患者自杀风险的危险因素。 

    方法  将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的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新入院的抑郁障碍患者

连续入组，按照入院前 2 周有无自杀倾向（包括自

杀观念、自杀未遂）将抑郁障碍患者分为自杀组和

无自杀组，对入组患者的病历记录和病程记录筛选

分析，由精神科医生分析病历资料并收集相关特征

信息。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夫妻感情及人际关系等；临床特征包括：重大精

神创伤史、自杀家族史、家族精神异常史、抑郁严重

程度等，比较其人口学和临床特征，通过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抑郁障碍患者自杀相关的危险

因素。 

    结果  研究共纳入资料完整的抑郁障碍患者

1160 例，其中自杀组 431 例和无自杀组 729 例。与

无自杀组相比，自杀组女性更多（χ2=5.841，P=0.016），

冲动性格更多（χ2=33.806，P=0.000），精神活性物

质依赖者更多（χ2=5.869，P=0.015），自杀家族史更

多（χ2=5.585，P=0.018）、重大精神创伤史更多

（χ2=5.499，P=0.019），重度抑郁者更多（χ2=33.311，

P=0.000），伴有躯体化症状更少（χ2=9.597，P=0.002），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更少（χ2=9.315，P=0.002），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两组间比较，起病年龄、是否伴有躯

体疾病、饮酒史、吸烟史、发病次数、人际关系、性

格特点、婚姻状况、夫妻感情、经济收入、兴趣爱

好、家族精神异常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抑郁障碍自杀风险与以下因

素有关，冲动性格（OR=2.445，95%CI：1.802~3.319），

精神活性物质依赖（OR=2.254，95%CI：1.038~4.894），

重大精神创伤史（OR=1.533，95%CI：1.056~2.226），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OR=0.503，95%CI：0.375~0.675）。 

    结论  冲动性格、精神活性物质依赖、重大精

神创伤史、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可能增加抑郁障碍

患者的自杀风险。 

 

 

 

未经药物治疗的重度抑郁障碍患者快感缺失

与炎症因子、补体 H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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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瑶瑶 1 范凯丽 1 赵可 1,2 刘家洪 2 吕伟 2 唐伟 1,2  

1）温州医科大学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目的  快感缺失是重度抑郁障碍(MDD)的核心

症状，常伴有不良预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

补体因子 H(CFH)、炎症细胞因子与未经药物治疗的

MDD 患者快感缺失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一共纳入 215 例受试者(61 例

MDD 患者伴快感缺失，78 例 MDD 患者无快感缺

失，76例正常对照)。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17)和 Snaith-Hamilton 快感量表(Shaps)评定抑郁程

度和快感缺失程度。测定血浆 CFH、白细胞介素-

6(IL-6)、白细胞介素 -10(IL-10)和肿瘤坏死因子 -

α(TNF-α)水平。 

    结果  未经药物治疗的 MDD 患者血浆 CFH、

IL-10、TNF-α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与无快感缺

失的 MDD 患者相比，有快感缺失的 MDD 患者 CFH

和 IL-6 水平较高。逐步回归分析显示，IL-10、TNF-

α、IL-10×TNF-α 与 HAMD-17 抑郁症状评分相关，

而只有 CFH 水平是快感缺乏严重程度的中介因子。 

    结论  伴有快感缺失的 MDD 患者与无快感缺

失的 MDD 患者相比，表现出不同的炎症特点。我

们的结果为提示血浆 CFH 水平升高可能是 MDD 亚

型快感缺失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提供了新的证据。 

 

 

 

入睡困难与早醒对抑郁症静息态脑局部能量

特征影响的研究 

 

阎锐 1,2 黄映红 1,2 张杰 2 王旭苗 2 陈志璐 2 夏逸 2 

卢青 3 姚志剑 1,2,3  

1）南京大学医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 

3）东南大学 

 

    目的  睡眠障碍是引起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下

降的常见临床表现，入睡困难和早醒是抑郁症睡眠

障碍常见表现，目前抑郁症睡眠障碍脑影像学改变

结论不一致，机制仍不清晰，可能原因是不同睡眠

障碍对脑功能损害机制不同。本研究旨在探讨入睡

困难与早醒的抑郁症静息态脑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特征差异，为研

究抑郁症入睡困难与早醒的脑影像学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  招募 2017 年 1 月到 2020 年 12 月期间来

自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住院的抑郁症。符合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学手册（DSM）第 4 版修

正版诊断标准。共入组抑郁症患者 110 例，根据患

者是否存在睡眠障碍和入睡困难进行分组，其中无

睡眠障碍患者 22 例，入睡困难 60 例，早醒 45 例。

为去除多种睡眠症状的影响，在入睡困难患者中去

除伴有早醒和睡眠不深的患者 30 例，纳入只伴入睡

困难的患者 30 例，并定义为伴入睡困难组；在早醒

患者中去除伴有入睡困难和睡眠不深的患者 27 例，

纳入只伴早醒的患者 18 例，并定义为早醒组；无睡

眠障碍患者 22 例定义为睡眠正常组。同时招募 30

名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匹配的健康对照。Dparsf

软件计算受试脑区低频振幅（ALFF）值，用 REST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统计分析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将四组进行方差分析，将单个体素 p<0.001，

连续体素≥14，GRF 多重比较矫正后 p<0.05 的区域

定义为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第二部分，在方差分

析的基础上进行两两组 hoc T 检验，继续使用 GRF

多重比较矫正。 

    结果  入睡困难组、早醒组、睡眠正常组和健

康对照四组受试在左中央旁回（-18 -12  66，21 个

体素）和右中央前回（21 -30 69，18 个体素）脑区

ALFF 存在差异（p<0.05，GRF 矫正）。入睡困难抑

郁症组较早醒抑郁症组左中央旁回和右中央前回

ALFF 降低；入睡困难组较睡眠正常组左中央旁回

ALFF 降低；早醒组较睡眠正常组右中央前回 ALFF

增高（p<0.05，GRF 矫正）。将差异脑区 ALFF 值区

分入睡困难与早醒组，曲线下面积 0.896，95%置信

区间[0.801-0.991]，敏感性 83.3%，特异性 86.7%。 

    结论  入睡困难较早醒的抑郁症患者左中央旁

回和右中央前回局部能量强度减弱，存在不同的局

部能量特征。 

 

 

 

Abnormal Global-brain Functional Connec-

tivity Alterations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潘攀 1 伍海珊 1 郭文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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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remains unclear. 

Many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bnor-

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athophysiology of MDD. However, inconsistent re-

sults were obtained due to different selections of regions 

of interest in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study aims to ex-

amine voxel-wise brain-wid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l-

terations in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patients with MDD 

in an unbiased way. 

    Methods  A total of 23 patients with BD and 26 

age-, sex-, and education-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un-

derwen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

aging. Global-brain FC (GFC)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images. Patients were first diagnosed with MDD and 

clinical state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Hamilton Depres-

sion Scale-17 (HAMD-17) and the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Fasting blood samples were taken for 

biochemical analysis between 7 and 9 am to avoid cir-

cadian variations. Serum is used to measure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blood glucose, triglycerides (TG),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 cholesterol (CHOL).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was adopted to prove whether GFC abnormali-

ties could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the patients from the 

control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a-

tients with MDD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GFC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ISG) (t-value=4.6536) 

and decreased GFC in the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 (t-value=-4.2841). The GFC values in the 

right SMA of the patients with BD were positively cor-

related to HAMA (r=0.500, p=0.015) or VITD (r=0.473, 

p=0.033). SVM analysis showed increased GFC values 

in the left ISG could discriminate patients from controls 

with a goo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78.26%, 76.92%, and 76.2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abnormal 

GFC show abnormal GFC in the left ISG and right SMA, 

and thus providing a new insight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FC in BD. furthermore, in-

creased GFC values in the left ISG may be utilized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to identify the patients from the 

controls. 

 

 

 

Abnormal Default Mode Network Homogene-

ity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Gastro-

intestinal Symptoms at Rest 

 

晏美琦 1 陈晋东 1 刘风 2 李华兵 1 赵靖平 1 郭文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Objective  Gastrointestinal (GI) symptoms are 

prominent in many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

order (MDD). However, it still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have brain imaging 

alterations in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regions. 

    Methods  A total of 35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and 17 MDD patients without GI symptoms 

were recruited, aged from 18 to 55 years old. A total of 

28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matched healthy con-

trols (HCs) were recruited. 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s. Network homogeneity (NH)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imaging 

data. 

    Results  GI symptoms group showed higher 

HRSD-17 total scores, factor scores of anxiety/somati-

zation, weight loss and sleep disturbances than non-GI 

symptoms group. Compared with non-GI symptoms 

group and HCs, GI symptoms group showed decreased 

NH in the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 and in-

creased NH in the right pre (PCu). The SVM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NH values of the right 

PCu and the right MTG exhibited the highest accuracy 

of 88.46% (46/52) to discriminate MDD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GI symptoms, with a sensitivity of 97.14% 

(34/35) and a specificity of 70.56% (12/17). 

    Conclusion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have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than MDD pa-

tients without GI symptoms. Distinctive NH patterns 

exist in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that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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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as a potential brain imaging marker to discrimi-

nate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from MDD pa-

tients without GI symptoms. 

 

 

 

Shared and Distinct FMRI Change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s Patients with and with-

out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傅潇雅 1 晏美琦 1 陈晋东 1 刘风 2 李华兵 1 赵靖平
1 郭文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天津市医科大学总医院 

 

    Objective  Gastrointestinal (GI) symptoms are 

prominent somatic symptoms found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s (MD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common and distinct fractional ampli-

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fALFF) patterns of 

MDD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GI symptom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35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17 MDD patients without GI symptoms and 28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ssessed by 17-item Hamilton Rat-

ing Scale for Depression (HRSD-17).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was 

conducted and fALFF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im-

aging data.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pattern classifi-

cation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fALFF 

pattern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exhib-

ited higher HRSD-17 scores and subscale scores of anx-

iety/somatization, weight loss and sleep disturbances 

than MDD patients without GI symptoms. Increased 

fALFF in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middle frontal gy-

rus and decreased fALFF in left superior medial pre-

frontal cortex (MPFC) were found in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compared to MDD patients without 

GI symptoms. The fALFF values of these two regi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GI symptoms and could discrimi-

nate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from those with-

out GI symptoms with accuracy, sensitivity and speci-

ficity of 86.54%, 94.29% and 70.5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ompared to MDD patients without 

GI symptoms,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have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Increased fALFF in 

right superior and middle frontal gyri and decreased 

fALFF in left superior MPFC which might be distinc-

tive neurobiological features of MDD patients with GI 

symptoms. 

 

 

 

抑郁发作患者转相影响因素的 1 年随访研究 

 

陈林 1 肖艳霞 1 杜晶阁 1 杜霞 1 牛雅娟 1 司天梅 2  

1）北京回龙观医院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探讨抑郁发作患者转相的影响因素，尤

其是关注混合特征对抑郁发作患者转相的影响。 

    方法  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在北京某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选取 357 例符合

DSM-Ⅳ标准的抑郁发作患者进行 1 年随访，评估其

转相情况。分为转相组和无转相组，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抑郁发作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人口

学资料及伴混合特征、非典型特征、忧郁特征等临

床特征方面可能与转相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 296 例患者完成 1 年随访。是否伴混

合特征抑郁发作患者转相的发生率分别为 40.6%

（13/32）、8.7%（23/264）。与无转相组患者相比，

转相组患者起病年龄更早、发作更频繁、既往发病

次数更多、既往住院次数更多，更常伴有混合特征

及非典型特征，更少伴有忧郁特征，更常使用抗抑

郁剂以外的其他药物治疗（如抗精神病药、情感稳

定剂等）（P<0.05 或 0.0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显示，既往发病次数多（OR=1.37，95% CI：

1.143~1.642，P=0.001）和伴非典型特征（OR=3.686，

95%CI ： 1.219~11.142 ， P=0.021 ）及混合特征

（OR=4.711，95%CI：1.886~11.768，P=0.001）与抑

郁发作患者转相有关。 

    结论  既往发病次数多、伴有混合特征及非典

型特征是抑郁发作患者转相的主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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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nctive Nonconvulsive Electr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

view 

 

郑伟 1 黄雄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djunctive 

nonconvulsive electrotherapy (NET)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undetermined. This systematic review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d-

junctive NET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Chinese (WanFang and Chinese Jour-

nal Net) and English (PubMed, EMBASE, PsycINFO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s were systemati-

cally searched from their inception until Jan 27, 2021 by 

three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s. 

    Results  On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 

with 3 treatment arms (n=108) and two observational 

studies (single-group, before-after design, n=31) were 

included. In the RCT, the antidepressant efficacy of 

NET on depression was similar to that of ECT (P>0.05), 

but with significantly less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s 

as measured by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than that of 

ECT (P<0.05). In two observational studies, 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17) scor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baseline to post-NET (all 

Ps<0.05), without adverse neurocognitive effects. In the 

RCT,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Rs) were not sepa-

rately reported among the 3 treatment arms, but with 

similar rate of discontinuation. 

    Conclusion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limited evi-

dence of 3 studies suggests found that NET as an ad-

junctive treatment may be a safe, well-tolerated, effec-

tive therapy in depression, without serious neurocogni-

tive impairments. 

 

 

 

正念治疗对抑郁发作患者躯体症状的改善作

用 

 

周俊 1  

1）海南省安宁医院 

 

    目的  评估正念治疗对抑郁发作患者躯体症状

的疗效。 

    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抑郁发作伴有躯体

症状患者 100 例，均为我院医学心理科及心理咨询

中心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住院及门诊就诊的

患者。1.2 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下列标准：1.

符合《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中抑郁发作的

诊断标准；2.年龄》18 岁；3.小学以上文化；4.17 项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分且 SCL-90 表躯

体化因子分》２分；5.近 2 周未经抗抑郁药物及心理

治疗者；6.患者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1.年龄》70 岁；2.有严重的心肝肾等疾病；3.文化水

平低而不能理解正念治疗的相关知识；4.患有严重

的视力、听力障碍而不能配合心理治疗患者；5.有严

重自杀意念患者，或伴有明显的精神病性症状；6.哺

乳期或妊娠患者。1.3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入组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与观察组。两组患者均

给予文拉法辛缓释片 75mg Qd 作为起始剂量治疗，

在可耐受的情况下逐步加量至 225mg Qd，如有睡眠

障碍酌情联用镇静催眠药物。研究组在药物治疗的

基础上予正念治疗，具体方法：第一周，建立治疗联

盟，讲解正念治疗的基本知识；第二周-第七周，在

心理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正念呼吸、正念放松，身

体扫描、冥想等；第八周，对正念治疗进行回顾性评

价，将正念治疗引入日常生活，以上治疗每周进行

团体治疗一次，并布置家庭作业，让患者自行练习。

97 例患者最终完成试验，其中研究组 48 例，观察组

49 例。1.4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治疗前、治疗 4 周后、治疗 8 周后均

予 SCL-90、17 项 HAMD 表以评估其心理状况，SCL-

90 为自评量表，包括 10 个因子：躯体化、强迫、人

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

神病性、其他，由患者自行完成；17 项 HAMD 表由

我院心理测量室专业人员评估。 

    结果  SCL-90 表比较：治疗４周后，抑郁、焦

虑因子两组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因

子比较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治疗８周后躯体化因

子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因子比较均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17 项 HAMD 表比较：治疗前、

治疗４周后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８周后

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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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正念治疗联用文拉法辛缓释片可以更好

地改善抑郁发作伴发的躯体症状以及抑郁情绪。 

 

 

 

正念认知疗法治疗抑郁障碍的疗效量化评估

和规范化研究 

 

李艳丽 1 武雅学 1 刘磊 1 曹学玲 1 张丽霞 1 李献云
1 赵荣荣 1 李春秋 1 茹淑静 1 谭云龙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通过随机对照研究，量化评估并比较

MBCT 与一般放松疗法对抑郁障碍的临床疗效及安

全性，建立适合我国临床推广的 MBCT 干预抑郁障

碍患者的规范化治疗方案。 

    方法  以 177 例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采

用随机、对照、评分员单盲的方法，将纳入患者随机

分为 MBCT 组 89 例，对照组 88 例，在维持原抗抑

郁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分别采用 MBCT 及一般放松

疗法干预 8 周，并随访 60 周。于基线、4 周、8 周、

20 周、40 周、60 周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

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五因素正念量

表（FFMQ）、大五人格量表（NEO-FFI）、心理弹性

量表（CD-RISC）等评估，并在治疗前后进行神经影

像学检查，量化评估MBCT对抑郁障碍患者的疗效、

安全性及作用持久性，比较其与一般放松疗法的差

异。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者的相关

性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MBCT 组在 8 周末，HAMD / HAMA 的

总得分较基线显著下降[基线（14.9±7.6）VS. 8 周末

（10.3±7.9），P <0.01] / [基线（19.3±10.2）VS. 8 周

末（13.6±8.7），P <0.01]。WHOQOL-BREF 总得分

较基线显著增加 [基线（61.7±16.5）VS. 8 周末

（66.6±18.1），P <0.01]；CD-RISC 评分明显增加[基

线（71.4±12.9）VS.8 周末（79.8±18.2），P <0.01]；

NEO-FFI 的神经质因子分显著升高、外向性因子分

显著降低（P＜0.05），开放性、宜人性、责任性因子

分无显著差异（P＞0.05）。相关分析结果显示，FFMQ

与 CD-RISC、HAMA 量表分变化值间显著相关

（r=0.291/-0.475，P=0.045/-0.001）。CD-RISC 的乐观

性分量表与 HAMD 总分的变化显著负相关（r= -

0.291、P=0.045）。MBCT 组完成 60 周随访 73 例，

病情复发 7 例，复发率 9.6%；对照组完成随访 26

例，复发 6 例，复发率 23.1%，复发率相对偏高。两

组安全性均良好。 

    结论  MBCT 改善了抑郁障碍相关症状，并有

效降低复发率；MBCT 对心理弹性的提升可能是促

进抑郁障碍改善的因素。MBCT 是适于临床推广应

用的抑郁障碍防治方法。 

 

 

 

焦虑性抑郁患者 GABAA 受体基因多态性与

边缘系统的关联研究 

 

乔娟 3 陶诗婉 1 孙雨荣 2 王心怡 2 阎锐 1 田水 2 卢

青 2 姚志剑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江苏省

抑郁症诊疗中心） 

2）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

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东方医院 

 

    目的  探讨抑郁症的临床亚型焦虑/非焦虑患

者 GABAA 受体基因多态性与边缘系统的关联。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南京

脑科医院门诊就诊及住院的抑郁症患者 153 例，符

合 DSM-Ⅳ-TR 中抑郁的诊断标准及排除标准。同时

招募 62 位性别、年龄及受教育年限均匹配的健康对

照，进行 3.0T 静息态磁共振扫描，同时采集患者的

一般人口学资料，并使用 HAMD 量表评估患者的严

重程度。在 Matlab 软件中使用 Anatomy Toolbox 工

具包提取杏仁核亚区模板。应用 WFU 软件提取腹

侧前额叶模板，使用 DPARSFA 工具包计算被试者

腹侧前额叶与杏仁核亚区的功能连接，按照患者的

焦虑/躯体化因子分是否大于 7 分，分为焦虑/非焦虑

组（80/73 人）。在 Rest 软件中以单因素方差分析比

较三组受试杏仁核三个亚区（背外侧杏仁核、中央

杏仁核、皮层下杏仁核）与腹侧前额叶功能连接的

差异，使用 post-hoc T test 进行组间事后比较（Bon-

ferroni 多重比较矫正，p<0.05）。选取 GABAA 受体

的 22 个 SNP 位点作为候选基因位点，提取 DNA 并

按流程提取所有被试的 SNP 位点的信息，应用

MGPS 方法对每位被试进行赋值并计算每位被试的

MGPS，在 R 软件中以每位被试的 MGPS 作为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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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Y），以异常脑功能连接作为中介变量（M），以

HAMD 及其因子分作为自变量（X），建立中介模式，

探讨三者之间的关联。 

    结果  焦虑性抑郁症患者 GABAA 受体基因多

态性与其焦虑/躯体化因子分呈正相关(r = 0.223, p = 

0.043)；与非焦虑性抑郁相比，焦虑型抑郁右侧中央

杏仁核与右侧额中回功能连接下降（ p<0.05，

Alphasim 矫正），两者之间的功能连接异常在 MGPS

与焦虑/躯体化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结论  GABAA 受体基因多态性累计效应与焦

虑性抑郁存在关联，其中杏仁核与腹侧前额叶之间

的功能连接可以作为焦虑性抑郁的内表型，且在遗

传与临床症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增效治疗抑郁症急性期

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班春霞 1 孟美玲 1 于伟霞 1 张袁杰 1 李慧娟 1 方晓

萍 1 陈翔春 1  

1）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在实际的临床应用中，药物治疗是抑郁症急性

期治疗的主流方案，但是抗抑郁药存在起效时间延

迟等问题，并且有近三分之一的患者难以取得理想

的治疗效果。目前虽然有许多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表

明，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刺激左侧前额叶具有抗

抑郁效果，但是不同的研究之间的异质性较大。目

前，关注 rTMS 作为增效治疗在抑郁症急性期治疗

的实际临床应用价值的研究还不多。而从理论上来

说，将 rTMS 作为增效治疗策略应用到抗抑郁治疗

中似乎有一定的优势，首先高频 rTMS 治疗作为一

种物理治疗手段，在起效机制上与所有的抗抑郁药

物不同，两者联用可能可以起到增效治疗的作用。

另外，高频 rTMS治疗通过局部刺激大脑皮层起效，

就不需要像药物一样经过体内代谢进入血液循环，

避免了抗抑郁药物作用于其他靶器官时可能出现的

副反应。由此我们推测，采用高频 rTMS 在抑郁症

急性期作为增效治疗有可能会让抑郁症患者获益，

但是目前对于其在抑郁症急性期的增效作用并不是

完全清楚，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 

    目的  探讨高频 rTMS 在抑郁症急性期患者治

疗中的增效作用，为抑郁症急性期的临床治疗决策

提供相应的依据。 

    方法  选取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2020

年 1 月--2021 年 5 月急性期抑郁症患者 40 例，根据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两组

患者均服用帕罗西汀，入组时给予 20mg/天，根据患

者病情情况必要时加之 40mg/天。研究组给予帕罗

西汀合并 rTMS 治疗，对照组单用帕罗西汀治疗。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 1 周末、治疗 2 周末、治

疗 3 周末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采用副反应量表（SERS）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 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周末、治疗 2 周

末、治疗 3 周末 HAMD 评分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周末、治疗

2 周末、治疗 3 周末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结论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治疗

具有起效快，对抑郁症急性期的治疗有一定的增效

治疗，值得在临床进行推广。 

    [基金项目]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和社会事业科研

项目（项目编号：JDKW-2019-W06）；嘉定区精神卫

生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DYXZDZK-3） 

 

 

 

Plasma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De-

pressed Patients with Comorbid Pain: Im-

provement by Ketamine 

 

周燕玲 1 蓝晓凤 1 宁玉萍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Depression and pain frequently coex-

ist clinically. Ketamine has analgesic and antidepressant 

effects, but few studies have evaluated individual differ-

ences in antidepressant outcomes to repeated ketamine 

in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comorbid pain. Our aims 

were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 in ketamine’s antide-

pressant effects in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pain and then to examine whether inflammatory cyto-

kines might contribute to ketamine’s effect. 

    Methods  Seventy-eight patients with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received six infusions of ket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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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levels of 19 inflammatory cytokines were as-

sessed at baseline and post-infusion (day 13 and day 26) 

using the Luminex assay. Plasma inflammatory cyto-

kines of sixty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also exam-

ined. Depressive symptom and pain intensity were as-

sessed using the Montgomery-Asberg Depression Rat-

ing Scale (MADRS) and the short-form 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 

    Results  At baseline, the levels of GM-CSF, IL-

1β and IL-6 were higher in pain group than in non-pain 

and HC groups. Pain group had better antidepressant 

outcomes than non-pain group. Pain group showed a 

greater decrease in IL-6 at day 13 and a greater decrease 

in IL-10, MIP-3α, IL-1β, IL-5 and IL-6 at day 26 than 

non-pain group. In the pain group, the changes in IL-6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improvement in pain inten-

sity (β=0.347, t=2.159, P=0.038) and depressive symp-

toms (β=0.590, t=4.201, P<0.001) at day 13. The Sobel 

test showed indirect effects between decreases in IL-6 

levels and improvement in depressive symptoms 

(Z=2.026, P=0.043).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an elevat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indi-

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pain. Ketamine showed great antidepressant 

and analgesic effects in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pain,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its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Further preclinical studies to address the precise anti-

inflammatory mechanism of ketamine and future thera-

pies based on such a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can be 

developed to better serve those with a depression and 

pain comorbidity.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Deficits in 

The Voluntary Mimicry of Facial Expressions 

in Depressed Patients 

 

郑云哨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Facial expression mimicry is essential 

for social communication. Past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spontaneous expression mimicry of depressed pa-

tients is defective,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voluntary expression mimicry. 

    Methods  We instructed depressed patients (DP)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to voluntarily imitate seven 

facial expressions, and use the observer scoring method 

for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epressed pa-

tient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when they volun-

tarily imitated anger, fear, happiness and neutrality. We 

analyzed the tendency of raters to misclassify partici-

pants' imitative expres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gative expressions imitated by depressed patients 

were easily recognized as neutrality and showed less 

positive tendencies; positive expression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recognized as negative expressions and neu-

trality; neutrality were more likely to be recognized as 

negative expressions and show less positive tendencies. 

Finally, we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ic-

ipants’ expression mimicry scores and their total HDRS 

score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ly the score of 

imitating happiness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

lated with the total HDRS score,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participants to imitate happiness and surprise to be rec-

ognized as neutral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total HDRS score. 

    Conclusion  the ability of depressed patients to 

voluntarily imitate expressions is lower than that of 

healthy people, and showing more errors. We believe 

that the defect of voluntarily imitating facial expres-

sions is related to depression,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depression. 

 

 

 

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基于静息态脑功能网络的

抗抑郁药物早期疗效预测研究 

 

崔健 1,2 王赟 1 陈熊鹰 1 刘瑞 1 张志芳 1 冯媛 1 张

书懂 1 周媛 3 王刚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山东省戴庄医院 

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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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本研究拟从脑功能网络的角度，利用机

器学习的方法探索大尺度脑功能网络特征在预测抗

抑郁药物早期疗效中的价值。 

    方法  本研究以未服药的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

象，并给予患者艾司西酞普兰的治疗，在治疗第 2 周

末进行随访，并进行抑郁症状快速评定量表(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QIDS-SR16)

临床评估。另外，本研究还招募了一组与患者年龄、

性别及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对照。本研究利用大

尺度脑功能网络或默认网络子网络进行艾司西酞普

兰治疗早期（2 周）疗效的预测：①我们根据 2 周的

早期疗效将基线期 MDD 患者分成 MDD 有效组和

MDD 无效组，并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了基线

期 MDD 患者全脑大尺度脑功能网络的网络内及网

络间功能连接在有效组、无效组及健康对照组之间

的差异；②我们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探索了大尺度

脑功能网络的功能连接在预测抑郁症患者经艾司西

酞普兰治疗 2 周后的疗效的价值。 

    结果  本研究基线时纳入了未用药的 MDD 患

者 80 例完成临床评估和功能磁共振扫描，有 69 例

患者完成了 2 周的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及临床评估。

本研究纳入了健康对照 64 例。基于以上数据，我们

发现：①临床治疗 2 周后抑郁症有效组 QIDS 分值

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

（图 1）；②利用大尺度脑功能网络进行艾司西酞普

兰治疗早期（2 周）疗效的预测：1）基线时，相较

于健康对照组，MDD 组治疗有效组视觉网络与边缘

网络、视觉网络与额顶控制网络、视觉网络与默认

网络、感知觉运动网络与边缘网络等网络间的功能

连接有升高的趋势。相较于 MDD 无效组，MDD 有

效组背侧注意网络与腹侧注意网络网络间的功能连

接有升高的趋势（图 2）；2）基于大尺度脑功能网络

的功能连接进行的早期疗效预测研究的总精度为

74%，灵敏度为 86%，特异度为 60%，曲线下面积

为 72%（图 3）；3）大部分的共同特征都属于网络间

的功能连接，主要集中在背侧注意网络与皮质下网

络，背侧注意网络与额顶控制网络，背侧注意网络

与默认网络，背侧注意网络与腹侧注意网络，感觉

运动网络与腹侧注意网络等网络的网络间功能连接

（图 4、图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背侧注意网络与多个皮质网

络的网络间的功能连接能够有效预测艾司西酞普兰

治疗的早期疗效。 

 

 

 

甲状腺激素对抑郁症患者灰质体积影响及其

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赵帅 1 陈志璐 1 王旭苗 1 夏逸 1 邹浩文 1 周红亮 1 

黄映红 1 卢青 1 姚志剑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甲状腺激素对抑郁症患者灰质体积

的影响，及其与抑郁症患者执行功能的关系 

    方法  入选 75 例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住院治疗的抑郁症

患者和 65 例健康正常人，测定人体形态学、甲状腺

功能、生化指标，并于当天进行磁共振扫描及认知

功能测试。 

    结果  两组比较显示抑郁症组左侧直回，两侧

额中回较正常组灰质体积显著减少(p<0.05)；抑郁症

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和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

(p<0.05)，威斯康星卡片分类实验（WCST）错误应

答数及数字广度成绩均差于正常组(p<0.05)；相关分

析显示，抑郁症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FT4）与

左侧海马灰质体积呈正相关（r=0.39,  p<0.05），血

清促甲状腺激素（TSH）与双侧额中回灰质体积呈负

相关（r=0.38,  p<0.05）。中介分析示，抑郁症组 TSH

水平通过影响左侧额中回灰质体积进一步影响其执

行 功 能 (C=-0.9395, C’=-0.7959, 95%[-0.4250,-

0.0081])。 

    结论  甲状腺激素与抑郁症患者双侧额中回及

左侧海马灰质体积具有一定相关性，其中，TSH 通

过影响抑郁症患者左侧额中回灰质体积进一步影响

其执行功能。 

 

 

 

抑郁症亚型诊断生物标志物：一项神经影像

学研究 

 

周儒白 1 彭代辉 1 方贻儒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抑郁症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一组精神障

碍，本研究围绕伴焦虑痛苦抑郁症（ANX）、伴非典

型特征抑郁症（ATY）、忧郁/快感缺失型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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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三种亚型，通过分析结构相磁共振（MRI）

数据比较其皮层特征差异，旨在探索鉴别不同亚型

抑郁症的神经影像标志物。 

    方法  本研究纳入 61 例抑郁症患者 MRI 数据，

包括 23 例 ANX、12 例 ATY、26 例 MEL，图像采

集使用 3.0T 西门子 MRI 扫描仪。结构相 MRI 数据

的预处理和分析通过 CAT12 软件和 SPM12 软件在

MATLAB 平台完成，比较 3 组不同亚型患者的皮层

厚度、脑沟深度、皮层折叠系数、皮层复杂度。 

    结果  比较 3 组患者的皮层厚度，发现右侧内

侧额上回、左侧额中回具有显著意义，两两比较发

现 ATY 较 ANX 右侧内侧额上回、左侧额中回、左

侧缘上回、左侧距状回、左侧楔前叶、右侧辅助运动

区皮层厚度增加，较 MEL 右侧内侧额上回、左侧额

中回、左侧缘上回、左侧内侧额上回皮层厚度增加，

ANX 较 MEL 右侧三角部额下回皮层厚度减小

（p<0.001, 未校正）。其中，ATY 较 MEL 和 ANX

右侧内侧额上回皮层厚度增加能够通过 FWE 校正，

p<0.05。比较 3 组患者的脑沟深度，发现左侧三角

部额下回具有显著意义，两两比较发现 ATY 较ANX

右侧前扣带回脑沟深度减小，较 MEL 左侧三角部额

下回、左侧角回、右侧中央后回、右侧缘上回脑沟深

度增加，右侧内侧额上回、右侧颞上回脑沟深度减

少（p<0.001, 未校正）。单独比较 ATY 与 MEL 发现

前者左侧颞上回脑沟深度减少能够通过 FWE 校正，

p<0.05。比较 3 组患者的皮层折叠系数，没有发现

有显著意义脑区，两两比较发现 ATY 较 ANX 右侧

中央前后皮层折叠系数减小，较 MEL 左侧海马皮层

折叠系数增加，左侧角回皮层折叠系数减少，MEL

较 ANX 左侧楔前叶皮层折叠系数减小（p<0.001, 

cluster size≥10）。比较 3 组患者的皮层复杂度，发现

左侧眶部额中回具有显著意义，两两比较发现 ATY

较 ANX 左侧眶部额上回、右侧颞中回、左侧枕中回、

左侧顶下回皮层复杂度增加，较 MEL 左侧眶部额下

回皮层复杂度增加，左侧缘上回皮层复杂度减少

（p<0.001, cluster size≥10）。 

    结论  右侧内侧额上回皮层厚度有助于鉴别

ATY 与 ANX 和 MEL，左侧颞上回脑沟深度有助于

鉴别伴 ATY 与 ANX，可能成为鉴别不同亚型抑郁

症的神经影像标志物。 

 

 

 

抑郁症诊断的自噬基因 4 因子模型 

 

和申 1 邓志芳 2 李兆 3 高雯琪 4 曾端 1 徐斐康 1 李

天 5 李华芳 1 彭代辉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华中同济医学院武汉市中心医院 

3）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东方医院 

4）武汉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研究所 

5）第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西安市长乐西路 169号) 

 

    目的  抑郁症是一种高患病、高复发、高致残

的重性精神疾病。近年来研究报道自噬与抑郁症发

生发展有关，但自噬基因能否作为抑郁症的潜在诊

断标志物仍不清楚。本研究拟通过整合自噬相关基

因，开发和构建了一个自噬基因组合来作为抑郁症

诊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方法  我们通过下载 GEO 数据(GSE98793)，然

后采用 Limma 包识别差异基因。随后整合多个自噬

基因数据库后提取出自噬基因，通过和差异基因取

交集，确定自噬差异相关基因。采用 lasso 回归分析

进一步筛选重要变量，并采用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

建模，用 ROC 曲线分析评价模型的区分度，采用

bootstrap 对模型进行内部验证。最后分析抑郁症和

健康对照的免疫微环境差异，并分析了自噬标志基

因和免疫浸润细胞的相关性，旨在初步扩展了这些

自噬基因的生物功能。 

    结果  我们发现了 20 个自噬差异基因，最后构

建出了包含GPR18,PDK4,NRG1,EPHB2四个基因在

内的诊断标志物模型。ROC 曲线分析发现这个模型

的 AUC 面积为 0.779(95%CI=0.709-0.848)，提示具

有较好的区分度。并且模型内部验证也证实这个模

型具有好的区分度。此外，我们发现患者和健康对

照的免疫微环境存在差异。相关性分析发现 GPR18

与 T 调节细胞、CD8+ T 细胞等免疫细胞存在正相

关。 

    结论  自噬基因可能能够作为潜在的抑郁症诊

断生物标志物，并且自噬可能通过免疫微环境参与

抑郁症的发生发展。 

 

 

 

液相芯片技术分析氟西汀对抑郁大鼠趋化因

子的影响 

 

董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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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目的  抑郁症发病机制至今未明，研究认为，

抑郁症的发生可能与神经炎症相关。以往对包括抑

郁症在内的精神疾病的神经免疫机制研究往往集中

在细胞因子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免疫蛋白，比如趋

化因子。趋化因子(Chemokines)是一类具有趋化功能

的小分子蛋白，在白细胞、巨噬细胞迁移，炎症反应

增殖中具有重要作用[4]。除了经典的趋化功能，越

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趋化因子在一些精神类疾病中表

现出多种神经生物学作用，如：神经调节作用、神经

递质样作用，直接或间接神经生成作用等。 

    方法  本研究利用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刺激结

合孤养构建抑郁大鼠模型，通过液相芯片分析技术

（Luminxe）检测氟西汀干预前后趋化因子表达水平

的变化，从而了解趋化因子在抑郁症发生发展及治

疗转归过程中的作用，为开发抑郁症相关生物学标

志物提供研究思路及数据。 

    结果  温和不可预见性刺激结合孤养对实验动

物生活状态产生影响；导致糖水偏好率显著下降；

中央和周边运动距离显著减少，产生抑郁样行为；

血清皮质酮表达水平显著上升。Luminex 检测发现：

相对于正常大鼠，抑郁模型大鼠血清中炎性趋化因

子 CCL2、CCL5、CXCL10 含量显著上升、CX3CL1

含量显著降低、CCL11 无显著性变化；氟西汀能够

有效调节血清 CCL2、CXCL10 的表达水平。 

    结论  趋化因子在抑郁症病理生理过程中的具

体作用机制仍有待研究，但是越来越多的实验数据

揭示了趋化因子的神经生物学功能，以及与抑郁发

生和治疗转归的相关性。研究中我们发现，抑郁大

鼠血清趋化因子 CCL2、CCL5、CXCL10、CX3CL1

表达水平显著改变，氟西汀可能通过有效调节 CCL2、

CXCL10 的表达来发挥抗抑郁作用。这些结果将为

寻找开发疾病相关生物学标志物，为研究与探索抑

郁症新的临床治疗方案提供思路。 

 

 

 

新冠疫苗对抑郁症缓解期患者疾病稳定性影

响的随访研究 

 

张文琼 1 贾峰 1 董翠竹 1 王喆 1 李亚辰 1 潘鹏 1 王

立娜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评价注射新冠疫苗对抑郁症缓解期患者

疾病稳定性的影响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符合国际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10 版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的 98 例抑郁发作缓解期

并有注射新冠疫苗意向的患者，完成基线基本情况

的收集，于注射新冠疫苗前及注射后 1、2、4、8 周

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临床疗效总评量表评定疾病症状及

病情波动变化。 

    结果  抑郁症缓解期患者在注射新冠疫苗后，

早期出现疫苗注射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 1.02%；

注射前与注射后 1、2、4、8 周末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注射前与注射

后 1 周末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较注射前

稍有升高，但差异无显著性(P>0.05)，注射前与注射

后 2、4、8 周末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无显

著性差异(P>0.05)；注射前与注射后 1、2、4、8 周

末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S、CGI-I)评分无显著性差

异(P>0.05)。 

    结论  抑郁症缓解期患者注射新冠疫苗后临床

症状无明显波动，疫苗相关不良反应较少且轻微. 

 

 

 

抑郁症患者脑网络真实神经震荡异常可预测

早期疗效 

 

田水 1 王强 1 卢青 1 姚志剑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目的  采集的神经震荡存在非周期背景噪声和

周期震荡分量，探讨抑郁症患者基线时去除非周期

噪声后的真实脑网络神经震荡能否作为预测抗抑郁

早期起效的神经标记物。 

    方法  采集 25 名抑郁症患者和 24 名健康对照

静息态脑磁图影像，利用拟合振荡（fitting oscillations 

and one-over F，FOOOF）算法建模评估每个感兴趣

脑区功率谱密度周期分量。分别在基线和治疗两周

时评估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比较两组被试脑网

络周期震荡信号的差异，最后做 ROC 曲线分析。 

    结果  症患者在峰值 10.5Hz，带宽 2Hz 和峰值

20Hz，带宽 4Hz 脑网络周期震荡信号显著减弱（p< 

0.001），beta 峰值能量与基线时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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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r= -0.46，p< 0.05）。ROC 结果表明脑网络

周期震荡信号可识别出两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核心

6 项减分率≥ 50%的抑郁症患者（曲线下面积= 0.773，

p< 0.05）。 

    结论  症患者 beta 活性在丘脑，皮层等区域显

著下降，可能提示抑郁症患者存在 beta 波涉及的自

上而下的认知调控能力下降，而兴奋-抑制容易出现

失衡，患者表现出抑郁症状。另一方面，抑郁症患者

脑网络神经震荡异常可预测早期疗效。 

 

 

 

Group Sparse Representation Based Brain 

Network Achieved A High Classification Per-

formance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季善玲 1  

1）兰州大学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berrant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 Several methods have been 

used to construct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 such as 

Pearson correlation (PC), sparse representation (SR), 

and group sparse representation (GSR). So far, no study 

has verified and compar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methods i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for MDD pati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s of the brain networks constructed by PC, 

SR, and GSR in patients with MDD. 

    Methods  The current study recruited a total of 

117 Chinese subjects including 61 MDD patients and 56 

healthy controls (HCs). All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ning. We 

extracted brain time-series signals from 116 brain re-

gions to construct the whole-brain networks by using 

PC, SR, and GSR. A linear kernel support vector ma-

chine (SVM) classifier was trained to automatically 

identify MDD patients. We adopted a leave-one-out 

cross-validation scheme to evaluate diagnosis perfor-

mance. Additionally, we used an independent Chinese 

MDD dataset for another validation. 

    Results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GSR might 

be a more effective method to automatically identify 

Chinese MDD patients, while the most widely used PC 

method was the worst.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Pear-

son correlation based brain connectivity and network 

might not be the best method, though it is widely used 

in numbers of studies. This work provided supplemen-

tary evidence for the methods of brain network con-

struction. 

 

 

 

首发与复发抑郁症患者性激素及甲状腺激素

水平的对比研究 

 

王雪琦 1 吕楠 1 赵茜 1 张玲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抑郁症是一种病因未明、患病率高的临

床症状综合征。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

存在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及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功能的异常。并且，研究显示复发抑郁症患者比首

发抑郁症存在更为严重的症状表现及大脑功能异常。

本研究探讨首发及复发抑郁症患者性激素及甲状腺

激素水平的异常，为抑郁症的病因学及治疗提供新

的证据。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利用北京安定医

院建立的数据平台，从病历中自动提取关键医疗信

息，纳入 2019 年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住院患者共

1338 例，其中首发抑郁症 580 例，复发抑郁症 758

例，采集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并采集了入

院后首次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性激素指标包括睾酮

（testosterone，T）、雌二醇（estradiol，E2）、孕酮

（progesterone，P）、催乳素（prolactin，PRL），甲

状 腺 功 能 指 标 包 括 三 碘 甲 状 腺 原 氨 酸 

（triiodothyronine，T3）、 甲状腺素（thyroxine，T4）、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

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以及促甲状腺

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 

    结果  首发抑郁症与复发抑郁症比较，其睾酮

水平、雌二醇水平、孕酮水平、催乳素水平均未见显

著性差异。两组比较在 FT4 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

（F=5.149，P=0.023），复发组 FT4 水平低于首发患

者组，总 T3、T4、FT3、TSH 水平未见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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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进一步按性别分组，首发男患者组与复发男患

者组的孕酮水平（F=6.175，P=0.013）及催乳素水平

（F=5.847，P=0.016）有显著差异，复发男患者组孕

酮及催乳素水平低于首发男患者组。而在甲状腺激

素水平上均未见明显差异。首发女患者组与复发女

患者组的 FT3 水平（F=6.155，P=0.013）及 FT4 水

平（F=5.551，P=0.019）差异有显著性，复发女患者

组 FT3 及 FT4 低于首发女患者组。二者在性激素水

平上均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与首发抑郁症相比，复发抑郁症患者

FT4 水平下降更明显，提示复发抑郁症患者可能存

在更为明显的甲状腺功能异常。孕酮及催乳素水平

下降可能为男性抑郁症患者的危险因素，FT3及 FT4

下降可能为女性抑郁症患者的危险因素。 

 

 

 

基于正念减压训练对伴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

者的干预试验研究 

 

徐道祥 1 史惠敏 1 徐国帆 2 林小东 1  

1）浙江省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目的  抑郁症伴躯体症状临床上治疗困难，单

纯抗抑郁药物治疗疗效不理想。应用正念减压训练

(MBSR)的技术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伴躯体症状抑

郁症病人，从身体及心理上彻底改善甚至消除抑郁

症患者的躯体症状。对提高广大抑郁症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治疗依从性，降低复发率有较大的意义。 

    方法  采用案例对照的方法，选取我院 2018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住院抑郁症患者，共 90 例纳入

研究，符合 DSM-IV 抑郁症诊断标准，所有患者至

少有 4 种及以上的躯体症状，患者治疗前 HAMD 评

分≥17 分，焦虑/躯体化因子评分均≥6 分，均未患有

其他重要器官的疾病。年龄 16～60 岁。采用随机分

组，研究组采用抗抑郁药物+MBSR 组，对照组为单

用抗抑郁药物组。所有的抗抑郁药物均由主任医师

查房并确定，根据病情在 1-2 周内逐渐加至常规治

疗剂量；研究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 MBSR；

由研究者本人及有精神科护士组成 MBSR 干预小组，

训练共分 8 周进行，每周 1 次，每次 2 小时，以课

上学习相关要点和课后完成家庭作业相结合的形式

展开训练，每节课还会讨论分享家庭作业完成情况

及体会。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等方

面与研究组无明显差异。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

后 1w, 2w, 4w, 6w 和 8w 末进行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和焦虑躯体化因子评定，记录所得评分，同

时记录所有患者在治疗后 1w, 2w, 4w, 6w 和 8w 末采

用副反应量表(TESS)的药物副反应评分。HAMD 减

分率≥75％为痊愈，≥50％为好转，≥25％为进步，<25％

为无效，并以第 8 周末 HAMD17 评分≤7 分为临床

痊愈；于治疗后第 2、4、6、8 周末进行不良反应量

表(TESS)评分及抑郁症病人治疗依从性问卷评分。

于治疗前、后进行血常规、血生化等检查。治疗结

束，评估两组的临床疗效及副反应及依从性比较。 

    结果  两组病人治疗前，HAMD 总分及因子分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第 8 周的

两组病人 HAMD 减分率较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的 HAMD 减分率明显优

于对照组，经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其中焦虑躯体因子分减分率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抗抑郁药联合 MBSR 能显著改善伴躯体

症状的抑郁症患者的疗效，提高广大抑郁症患者的

生活质量，促其早日回归社会，值得临床推广。 

 

 

 

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抑郁障碍心理行

为特征及危险因素研究 

 

易鹏程 1,2 郑春美 1,3 覃艳华 1 陈炜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第三人民医院 

3）绍兴市第七医院 

 

    目的  探讨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青少

年抑郁障碍患者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危险因素。 

    方法  根据 DSM-5 对 NSSI 诊断标准，将 133

例抑郁障碍患者分为伴 NSSI 组（研究组，n=62）和

不伴 NSSI 组（对照组，n=71），用自编问卷和 NSSI

调查问卷、HAMA、HAMD 收集心理行为特征、危

险因素、情绪状态，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NSSI 心

理行为特征；采用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其危险因

素。 

    结果  （1）研究组与对照组在男女性别构成

（ χ2=5.178，P=0.025）、抚养方式（ χ2=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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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7）、父母角色缺失（χ2=7.090，P=0.008）上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2）研究组与对照组在 HAMD 总

分[（18.10±10.20）vs （12.1±8.09），t=3.74,P=0.000]

和认知[（4.17±2.88）vs （2.11±2.13），t=4.64,P=0.001]、

阻滞[（4.66±2.86）vs（3.19±2.29），t=3.27,P=0.001]、

绝望感[（3.20±2.30）vs（1.92±1.94），t=3.47,P=0.001]

因子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AMA 总分[（12.10±8.38）

vs（9.02±6.89），t=2.32,P=0.022]、精神焦虑因子分

[（8.37±5.01）vs（6.36±4.35）,t=2.47,P=0.01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自我情绪体验、自我评价、无望感、无

助感、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支持、性格特征、学业/

事业状况及近期应激事件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NSSI 最常见的方式为割腕、过量服药、划手臂、扎

手臂、咬身体；其中采用 1 种方式的最常见（45 人，

72.58%）。 （4）产生 NSSI 的动机主要为惩罚自己、

转移注意力、摆脱孤独与空虚感、释放愤、没有原因

就是想自伤、摆脱自己不想做的事、释放无法承受

的压力、让自己摆脱不舒服的情绪、释放悲伤和消

极情绪、在麻木的时候体验真实感。（5）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人际关系障碍、长辈抚养、父

母角色缺失、认知症状、绝望感是 NSSI 的重要危险

因素。 

    结论  伴 NSSI 的青少年抑郁障碍主要行为特

征以割腕、过量服药多见，自伤方式种类以 1 种为

主；人际关系障碍、女性、父母抚养缺失、父母角色

缺失及认知症状、绝望感是 NSSI 的重要危险因素。 

 

 

 

Melatonin Inhibited Dexamethasone-induce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PC12 Cells 

 

Wang Shengdong1,2, Wang Shuqi1,2, Xu Xiaohong1,2, 

Yan Pan1,2, Li Jing1,2, Song Mingfen1,2, Xu Kaina1,2  

1）Hangzhou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2）Affliated Mental Health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Depression is a debilitating psychiat-

ric disorder with a huge socioeconomic burden, and its 

treatment relies on antidepressants. Recently, the mela-

tonergic system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pathophysi-

ology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this study, we ob-

served the effects of melatonin (MT) on dexamethasone 

(DEX)-induce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PC12 

cells. 

    Methods  PC12 cells were pretreated with MT 

for 30 min and then with or without DEX for 12 hours, 

the ER-related protein, such as CHOP, BiP, pro-caspase-

12, TRAF2, pTRAF2, ASK1and pASK1,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X induce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PC12 

cells. MT pretreatment could significantly reverse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duced by DEX. And the 

TRAF2-ASK1 pathway was involved in DEX-induced 

ER stress.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MT 

can reverse DEX-induced ER stress in PC12 cells 

through TRAF2-ASK1 pathway. This insight on MT 

may provide a novel antidepressants candidate for de-

pression. 

 

 

 

基于 normative Model 分析抑郁症患者脑网

络功能连接的静态和动态变化特征 

 

林潇 1 李鹏 1 时杰 2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大学药物依赖研究所 

 

    目的  在大多数医学领域中，识别出准确可靠

的生物标志物，可以彻底改变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然而精神障碍主要根据患者主观报告的症状进行诊

断，目前仍然缺乏有效的生物标志物。传统的病例

控制研究假设患者是同质的，报告患者与对照组之

间的群体水平差异，但是患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个体

差异。抑郁症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已

得到广泛研究，但是目前仍缺乏有效的客观诊断指

标，准确识别抑郁症患者的个体差异将有助于精准

医学在精神障碍领域的发展和生物标志物的识别。 

    方法  研究基于国际抑郁症研究大数据中心的

影像学数据，包括 274 首发未用药的抑郁症患者和

832 名对照。结合独立成分分析，首先用传统的病

例对照的方法对抑郁症患者脑网络中脑区之间功能

连接的动态和静态特征进行分析。其次，利用

normative model 的方法，描述抑郁症患者静态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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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连接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 

    结果  传统的组间比较发现，在MDD患者中，

突显网络的 ACC 和 SMG、和 IFG 之间的功能连接

显著增加。MDD 患者默认网络中的 PCC、caudate

之间的的功能连接显著增加。在额顶网络中，MDD

患者中也检测到脑岛和顶下小叶之间的连接性增加。

利用 normativ emodel 删除两组中的极端值之后，两

组存在差异的脑区显著减少。在静态功能连接的分

析中，在前 5% 的极端被试中，包含 MDD 患者中

的 5.11%, 和对照组中的 5.01%，两组受试者的分布

没有区别。在分析功能连接的动态变异性时，前 5% 

的极端被试中, 包含患者中的 6.57 % 和对照组的

4.07 % ，提示功能连接的动态特征中，存在异常的

MDD 患者人数更多，进一步研究发现 MDD 患者功

能连接的动态变异性更大。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 MDD 个体表现

出高度个性化的大脑功能特征，通过关注群组效应

（ case-control study），传统的方法忽略了对精准医

学至关重要的个体差异，本研究为精神障碍中精准

医学的实施提供了潜在途径。 

 

 

 

MECT 治疗抑郁症所致记忆损害的转归及其

机制研究 

 

高树贵 1 张娇 1 徐国安 1 李广学 1 田海华 1  

1）宁波市康宁医院 

 

    目的  探讨 MECT 治疗抑郁症所致记忆损害的

长期转归及可能的神经炎症机制 

    方法  1、采用病例对照方法，于 2020 年 6 月

至 2021 年 3 月期间，在宁波市康宁医院住院治疗的

22 例抑郁症患者及 20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入组患者均接受相同条件下的无抽搐电休克治

疗方案。 

    2、病例组患者在治疗前，MECT 治疗结束后及

结束后 1 个月及 3 个月后分别采集 5ml 静脉血分

离血清用，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液 NLRP3，IL-18，

IL-1β，NF-κB 炎性细胞因子的水平变化，用汉尔密

顿抑郁量表（HAMD-17）及韦氏记忆量表（WMS）

动态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和记忆受损情况。 

    3、采集健康对照组 5ml 静脉血分离血清，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液 NLRP3，IL-18，IL-1β 炎性细

胞因子及核转录因子 NF-κB 的水平变化，韦氏记忆

量表评定记忆水平。 

    4、采用 SPSS21.0 统计分析 

    结果  1、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及 LSD-t 法两两

比较结果显示，汉尔密顿抑郁量表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T1 时间点显著高于 T2 时间点，再

是 T3 时间点，T4 时间点最低。韦氏记忆评分指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4 时间点最高，再

是 T1 和 T3 时间点，T2 时间点最低。NLRP3 指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2 时间点显著高于

T3 时间点和 T1 时间点，T4 时间点最低。IL-1 指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2 时间点显著高于

T3 时间点和 T1 时间点，T4 时间点最低。IL-18 指

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T2 时间点显著

高于其余时间点。NF-κB 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经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病例组韦氏记忆

评分指标变化量与 IL-18、NF-κB 变化量呈显著负相

关关系（rs<0，P<0.05）；而 NLRP3、IL-1 差值间均

无显著相关关系（P＞0.05）。 

    结论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对抑郁症患者记忆功

能存在一定损害，但是可逆的，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造成患者记忆损害可能与 NLRP3 炎症小体介导的

神经炎症通路有关，NLRP3、IL-1、IL-18 的炎症细

胞因子水平升高明显，MECT 后（T2）炎性细胞因

子 NLRP3、IL-1、IL-18 水平达高峰，且此时显著高

于健康对照组，治疗结束 3 个月后这些炎性细胞因

子缓慢恢复至基线(T1)，但核转录因子 NF-KB 水平

保持稳定。 

 

 

 

炎性细胞因子在 MECT治疗抑郁症所致记忆

损害中的作用 

 

高树贵 1 田海华 1 邢玉华 1 徐国安 1 李广学 1  

1）宁波市康宁医院 

 

    目的  探索 MECT 治疗抑郁症患者以及治疗后

患者出现记忆损害的免疫炎症机制 

    方法  1、研究对象选自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于康宁医院住院及门诊治疗的抑郁症患者 50

例作为病例组，所有患者均接受相同条件下的

MECT 治疗方案，50 例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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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病例组在 MECT 治疗前抽取外周静脉血 5ml，

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液 IL-1，IL-2，IL-6，IL-18，

TGF-β，TNF-α，NF-kB 炎性细胞因子的水平变化，

MECT 治疗 10 次后分别再次抽取外周血，重复上述

操作，正常对照组入组后抽取外周静脉血 5ml，处理

方法同病例对照组。 

    3、入组后，在 MECT 治疗前及 MECT 治疗 10

次后统一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定

病例组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并采用韦氏记忆量表

（WMS）分别评定患者记忆受损状况。 

    4、本研究采用 SPSS 19．0统计软件(IBM公司，

美国)，运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所有实验数据均

采用均数±标准差（Mean±SD）形式表示，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在所有全程参与本研究的抑郁症患者

当中，经韦氏记忆量表评定后发现，MECT 治疗后

患者存在明确记忆功能受损，且记忆功能受损除 IL-

2 外，IL-6，IL-18，TGF-β，TNF-α 的水平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p 值均小于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对各炎性细胞因子浓度与韦氏记忆量表

（WMS）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WMS 评分和

IL-6、IL-2、NF-kB 及 TNF-α 的浓度存在一定程度

的负相关性，p 值均小于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以 IL-6、IL-2、NF-kB 及 TNF-α 的浓度作为自

变量，以韦氏记忆量表评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这种相关性强度在 TNF-α 中

最为显著，呈较强的负相关性意味着 TNF-α 的浓度

变化可能对 WMS 评分有一定的负向预测作用。 

    结论  1、MECT 治疗对抑郁症患者的记忆功能

存在损害作用，免疫炎症因子 IL-6、IL-2、NF-kB 及

TNF-α 的浓度变化与记忆损害程度呈负相关性。 

    2、MECT 治疗对抑郁症患者的记忆功能损害可

以通过检测 TNF-α 浓度变化进行负向预测。 

 

 

 

Hand Grip Strength and The Risk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2-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李南曦 1 周睿 1 张宾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a 

common psychiatric disease representing a leading 

cause of disability worldwide. Hand grip strength 

(HGS), as an objective physical fitness test, has been 

considered a primary index in many disease screenings. 

However, previous observational studies have not 

achieved the same conclu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HGS and MDD. Some studies found they are cor-

related, while some found they are irrelevant. We aim to 

explore whether HGS influences the risk of MDD and 

assess the impact of potential confounders on our study. 

    Methods  HGS-related single-nucleotide poly-

morphisms identified by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were used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n our study. 

Summary data of MDD were obtained from Psychiatric 

Genomics Consortium, and a total of 634,094 partici-

pants were included. The inverse variance-weighted 

(IVW) method was mainly applied to estimate this men-

delian randomization (MR) study. In addition, sensitiv-

ity analysis, including leave-one-out, heterogeneity test, 

pleiotropy test and seeking confounders, was utilized to 

test our work's robustness. 

    Results  117 SNPs for left HGS and 140 SNPs for 

right HGS were finally used to performed the MR anal-

ysis. IVs in our work was tested as powerful instrument 

(F-statistics = 54335.03 > 100, power = 1.00). This en-

sured the first hypothesis is true. Each 1-kilogram (kg) 

increase in left HGS is associated with 22.58% reduc-

tion in the risk of MDD [(Odds ratios) ORIVW = 0.7742, 

95%CI = (0.6441, 0.9306), p-value = 0.0064] and 1 kg 

increase in right will reduce the risk by 17.70% 

[ORIVW = 0.8230, 95%CI = (0.6837, 0.9907), p-value 

= 0.0396]. No horizontal pleiotropy was observed in the 

present MR analysis (Left HGS: p-value = 0.506; Right 

HGS: p-value = 0.371). Confounders collected from 

published articles including alcohol drinks, waist cir-

cumference, triglycerides, high-density-lipoprotein 

(HDL) cholesterol,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also 

didn’t affect on our work (all p-value > 0.05). These re-

sults verified the second and third assumptions were 

reasonable.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our present MR study 

provided relatively strong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in-

creasing HGS plays a causal role in reducing the ris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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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creasing HGS is one of 

the key points to reduce the morbidity of MD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Habenula 

and Default Mode Network Associated with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To Repeated-dose 

Ketamine in Depression: A Preliminary FMRI 

Study 

 

王铭洽 1 宁玉萍 1 周燕玲 1 张宾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Ketamine products a potent and rapid 

antidepressant efficacy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but 

the mechanism of antidepressant effect remained elu-

sive. Intriguingly, recent findings from animals models 

have revealed that the lateral habenula, the anti-reward 

centre, plays a primary role in the rapid antidepressant 

action on ketamine. Here, we used resting-state func-

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to investigate whether 

habenula (Hb) connectivity involves in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following ketamine infusions in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TRD). 

    Methods  This open-label study included 62 

TRD patients who received six doses of ketamine with 

MRI scans acqui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during a 

12-days treatment. Seed-based and habenula rsFC anal-

ysis was performed between responders (showing >50% 

improvement in Montgomery-Asberg Depression Rat-

ing Scale (MADRS) scores from pre-treatment to post-) 

and non-responders. Group difference in both baselin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and pre-post FC changes, 

an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FC of the Hb and improve-

ment in depressive symptom wer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n-responders, re-

sponders showed the baseline hyper-connectivity of the 

right Hb to right precuneus (Cluster A1, p < 0.001, 

FWE-corrected) and the right angular gyrus (Cluster A2, 

p < 0.001, FWE-corrected), and hyper-connectivity of 

the left Hb to left precuneus (Cluster B1, p < 0.001, 

FWE-corrected) and the right angular gyrus (Cluster B2, 

p < 0.001, FWE-correct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MADRS (pre-treatment minus post-) was associated 

Cluster A1(r=0.347, p=0.006), Cluster A2(r=0.304, 

p=0.016)  and Cluster B1(r=0.264, p=0.038) in the all 

patients. Bilateral precuneus and right angular gyrus be-

long to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Conclusion  These preliminary findings sug-

gested that the dynamic rsFC between Hb and DMN 

might be a promising target for the prediction and inves-

tigation of ketamine’s antidepressant properties. 

 

 

 

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自我中性面孔识别脑激活

初步研究 

 

范泽斌 1 陶好娟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抑郁症与自我信息处理的改变有关。对

自我面孔的识别是自我信息重要的来源，本研究使

用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检测成年首发抑郁症和健

康人对识别自我中性面孔的脑功能激活差异。 

    方法  本研究纳入 105 名成年人，包括 51 名首

发抑郁发作期患者，18 名首发抑郁部分缓解患者和

36 名健康对照组。参与者在最初的评估中先完成临

床访谈和量表测量，再完成一项任务态 fMRI 扫描。

在扫描仪中，即按顺序观察自我中性、他人中性、他

人厌恶的情绪面孔以及空白对照图片。分析数据使

用 3 组*3 条件方差分析进行组间及组内脑激活比较，

检查组间以及组内对比下的全脑激活差异。并进一

步提取差异脑区激活值与自我厌恶、憎恨他人、自

尊程度以及汉密尔顿抑郁症状评分做相关分析，探

索症状与神经激活的关系。 

    结果  根据症状量表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首发抑郁症患者表现出较高的自我厌恶程度与憎恨

他人程度以及较低的自尊程度，特别地，首发抑郁

发作期患者自我厌恶以及厌恶他人程度最高，自尊

程度最低。fMRI 脑激活结果显示，在识别自我中性

面孔条件下，首发抑郁症发作期患者左侧内侧额上

回、左侧梭状回以及右侧中央后回脑区激活明显低

于健康对照组（FDR＜0.05，cluster size＞20），这种

差异是识别自我中性面孔条件下所特有的，而在识

别其他种类面孔表情条件下，并没有发现脑激活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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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进一步相关分析发现，这种在识别自我面

孔条件下的脑激活差异与自尊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而与汉密尔顿抑郁评分存在负相关关系。 

    结论  对自我面孔识别的神经生理学在成年首

发抑郁症中发生改变。具体来说，在面对自我中性

面孔的刺激，会引起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相应神经区

域的激活下降。特别的，与首发抑郁部分缓解的患

者以及健康参与者相比，首发抑郁发作期的患者在

识别自我中性面孔时，这些大脑区域的活动明显更

低。这些结果表明，成年抑郁与自我相关视觉面孔

识别信息有关，并且这种脑功能异常可能会随着抑

郁程度的缓解而趋于正常。 

 

 

 

自我厌恶量表中文版在抑郁症患者中的效度

和信度 

 

熊戈 1 杨文辉 2 范泽斌 1 刘哲宁 1 陶好娟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目的  评估自我厌恶量表中文版（SDS-C）在我

国抑郁症患者中的效度和信度。 

    方法  466 名抑郁症患者完成 SDS-C、贝克抑

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BDI-II-C）、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17）、自尊量表、自我和谐量表和特质愤

怒量表测试。采用平行分析、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

（ESEM）及随机截距条目因子分析技术(RIIFA) 探

索 SDS-C 得分在抑郁症患者中的因子结构；通过

SDS-C 得分与自尊、自我和谐、抑郁和特质愤怒量

表得分之间的关联，分析量表的汇聚和区分效度。 

    结果  （1）结构效度：通过因子混合分析方法，

分类出正反向条目潜在反应一致样本（n=377），平

行分析碎石图结果提示 SDS-C 得分为 1 因子结构，

ESEM 结果证实 1 因子模型最为简约，拟合指标（χ2/ 

df = 2.87，CFI = 0.926，TLI = 0.910，RMSEA= 0.076，

SRMR= 0.043）和条目的因子负荷（0.43-0.77）均符

合测量学要求。（2）汇聚和区分效度：SDS-C 总分

与抑郁量表、自我和谐量表的自我与经验不和谐因

子得分中度正相关（r = 0.29-0.55，P < 0.05），与自

尊量表得分呈中度负相关（r = -0.51，P < 0.01），与

特质愤怒量表得分不相关（r = 0.15，P = 0.14）。（3）

信度：SDS-C 得分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85，各条

目间平均相关系数为 0.31，各条目与其它条目总分

相关系数为 0.35-0.66。 

    结论  自我厌恶量表在抑郁症个体中具有良好

的结构和实证效度及信度，是测量抑郁症个体自我

厌恶水平的有效工具。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Microglia in The 

Chronic Stress-resilient Mouse 

 

杨瑶 1 彭代辉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Neuroimmu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pression in humans and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in mice. Microglia is the main executor of neuroimmune 

function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potential differences in neuroinflammation 

associated with stress resilience. We performed the tran-

scriptome analysis of whole-brain microglia based on 

the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CUMS) mouse. 

    Methods  The CUMS mouse was established ac-

cording to the protocol of Paul Willner (Neurobiology 

of Stress, 2017).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usceptible and 

resilient individuals via ROC analysis based on behav-

ioral tests. According to the protocol of Jae Kyung 

Lee(Methods Mol Biol, 2013.), microglia were isolated 

from the whole brain of adult C57BL/6 male mice. Then, 

RNA samples were extracted for transcriptome se-

quencing. The analysis based on transcriptome sequenc-

ing was performed with Gene Ontology (GO) enrich-

ment analysis and KEGG pathway. 

    Results  (1) Microglia RNA sequencing data 

showed that there were 238 up-regulated genes and 69 

down-regulated genes between CUMS susceptible mice 

and CUMS resilient mice. 

    (2) KEG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up-regulated 

genes were enriched in Axon guidance, PI3K-Akt sig-

naling pathway, and NOD-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

way. The down-regulated genes were enriched in com-

plement and coagulation cascades, Rap1 signaling path-

way, phagosome, and autophagy. 

    (3) GO process analysis showed the up-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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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 were enriched in cell adhesio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yelination, and oligodendrocyte development. 

The down-regulated genes were enriched in the meiotic 

cell cycle, phagocytosis, and positive regulation of 

acute 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antigenic stimulus.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in-

flammation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stress resilience 

mechanism. It seems the autophagy and myelination-re-

lated pathways also take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chronic stress resilience. 

 

 

 

Reduced NLRP3 Inflammasome Expression 

in The Brain Is Associated with Stress Resili-

ence 

 

杨瑶 1 彭代辉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he Nod-like 

receptor pyrin containing 3 (NLRP3) inflammasome 

an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re associated with de-

pressive behavior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poten-

tial differences in neuroinflammation associated with 

stress resilience, as well as associated changes in au-

tophagy, in a mouse model of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CUMS). 

    Methods  Animals were classified as CUMS re-

silient or CUMS susceptible based on performance on 

behavioral tests following the CUMS protocol with re-

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The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NLRP3 inflammasome-

related proteins, interleukin-1 beta (IL-1β), and Beclin 

1 in stress-related brain regions (e.g., prefrontal cortex 

and hippocampus)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Comparisons between groups were performed by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followed by post 

hoc Bonferroni correcti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between brain areas were de-

termined using Bonferroni-corrected two-tailed t-tests.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1)Stress exposure triggered signifi-

cantly NLRP3 inflammasome increase in CUMS sus-

ceptible mice but not in CUMS resilient mice. These 

changes were accompanied by altered IL-1β and Beclin 

1 expression levels. 

    （2）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both the expression 

of NLRP3 and IL-1β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stance ratio of center/total zone in the open field 

test. In addition, IL-1β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was neg-

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crose preference (%) in the su-

crose preference test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

mobility time in the tail suspension test. In the hippo-

campus, both NLRP3 and IL-1β were negatively corre-

lated with sucrose preference (%) in the sucrose prefer-

ence test. Moreover, NLRP3 in the Hi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mobility time in the tail suspension 

test. Beclin 1 expression level showed no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in any of the brain re-

gions examined.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ress 

resilience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pro-inflammatory 

signaling and autophagy activation, and suggest that 

therapeutically targeting these pathways might promote 

stress resilience. 

 

 

 

有氧运动辅助康复技能训练对抑郁症患者复

发及自杀风险的影响 

 

颜慧 1 许蔚倩 1 汤义平 1 杨龙腾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有氧运动辅助康复技能训练对抑郁

症患者复发及自杀风险的影响，为临床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我院

就诊的抑郁症患者 100 例，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 50 例患者为对照组，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

50 例患者为干预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

给予为期 8 周的有氧运动辅助康复技能训练。干预

前、4 周、8 周后，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定患者的

抑郁状况，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评定患者的

生活质量； 随访 12 个月，记录患者的抑郁症复发、

住院、自杀死亡和自杀求助情况；采用 M.I.N.I 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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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评估患者的自杀风险。 

    结果  干预后 4 周、8 周两组患者 HAMD-24 评

分显著降低，且干预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显著升高，且干预组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干预组无自杀风险占 74.00%，显

著高于对照组（28.00%），干预组自杀风险显著小于

对照组（P<0.05）；干预组中复发率为 10.00%，住院

率为 4.00%，自杀求助率为 12.00%，自杀死亡率为

2.00%，对照组中复发率为 42.00%，住院率为 20.00%，

自杀求助率为 8.00%，自杀死亡率为 6.00%，干预组

复发率、住院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有氧运动辅助康复技能训练能够显著降

低抑郁症患者的复发率和自杀风险，提高治疗效果

和生活质量，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基于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技术在抑郁症疗效

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杨晓帆 1 朱雪泉 1 冯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探索“基于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技术”的

复合指标的早期变化在急性期治疗疗效预测中的作

用。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随访研究。

于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连续入组就诊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门诊的抑郁症患者，

采用一般调查问卷收集受试者一般人口学、病史、

用药史等情况，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评估患者的抑郁严重程度，同时完成基于图像认知

的心理测评，于基线期、2、4、6 及 8 周末完成 5 次

评估。基于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在 80 副图片包括

前景、背景、负性（N）、正性（P）属性不同的四种

组合下，包括 NN—负性背景-负性表情 20 组图片；

NP—负性背景-正性表情 20 组图片；PN—正性背景

-负性表情 20 组图片；PP—正性背景-正性表情 20 组

图片，获取眼动轨迹和反应时两类指标，经过数据

预处理过程从两类指标中提取出可用分析的特征；

首先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和 CFS 挑选与严重程度相关

的特征指标，纳入经筛选显著的特征，构建预测模

型，并评价复合多个特征的模型对于抑郁症严重程

度的评估以及对治疗疗效的预测能力，对所建立的

模型进行 10 倍交叉验证（10-fold cross validation），

探索图像特征指标对于患者疗效的预测作用。采用

分类准确率以及模型 ROC 曲线下面积（AUC）评价

分类模型对于抑郁症严重程度的评估以及对治疗疗

效的预测能力。 

    结果  （1）本研究入组患者 168 例，完成 489

例次评估，其中 126 名患者完成了 8 周随访，包含

全部具有有效基线测评和至少一次随访评估的患者

135 名。（2）使用相关性分析，筛选出包含反应时和

眼动指标的复合特征指标。（3）使用疗效预测分析

数据集，135 例患者。特征指标为复合特征集 2 周内

的变化率，使用 k 近邻分类( KNN)模型模型用于是

否“早期起 效”的准确率最高为 70.15%，F-Measure

最高为 0.698，AUC 为 0.710 分类能力较为优越。使

用朴素贝叶斯（NB）模型模型对是否治疗“有效”的

预测的准确率最高为 63.433%，F-Measure 最高为

0.634，AUC 为 0.631。使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对“临床

缓解”的预测的准确率最高为 67.16%%，F-Measure

为 0.608，AUC 为 0.661。 

    结论  基于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技术的复合指

标可以用于预测患者治疗结局，对治疗“有效”和“临

床缓解”的预测的准确率尚可。 

 

 

 

Venlafaxine Inhibits The Apoptosis of SHSY-

5Y Cells Through Active Wnt/β-catenin Sig-

naling Pathway 

 

耿瑞杰 1 李海滨 1 王浩 2 叶尘宇 1 毛叶萌 3 黄啸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 

3）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mech-

anism of venlafaxine in regulating the apoptosis of 

SHSY-5Y cells induced by hypoxia. 

    [ Methods]The CoCl2-induced neuronal hypoxia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SHSY-5Y cells. The 

morphology and related protein expression of SHSY-5Y 

cells were detected by qPCR, ELISA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ypoxia-induced 

by CoCl2, the expression of HIF-1α in SHSY-5Y cells 

was up-regulat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β-catenin was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551 

down-regulated. After adding siRNA targeting HIF-1 α 

to the culture cell system, down-regulation of β -catenin 

expression in SHSY-5Y cells was restored. This con-

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e "hypoxia-HIF-1α-Wnt/β-

catenin-depression" axis. Furthe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venlafaxine can alleviate neuronal apoptosis in-

duced by hypoxia through upregulating the Wnt/β-

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  Venlafaxine regulates apoptosis in-

duced by hypoxia through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which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抑郁症患者外周血炎症因子水平与认知功能

的相关性研究 

 

王媺媞 1 魏喆懿 1 黄秦特 1 王凡 1 吕洞宾 1 黄海婧
1 张梦珂 1 洪武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通过纵向随访研究设计探讨外周血炎症

因子水平对预测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患者治疗后残留认知功能损害的价值。 

    方法  纳入抑郁症患者一共 50 例，于基线及随

访 8 周末应用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评估临床症状，认知功能缺陷自评量表（PDQ-D）

评估认知功能。采用 Luminex 液相悬浮芯片测定所

有受试者基线血浆中 48 种炎症因子水平。根据 8 周

末 PDQ-D 量表得分是否≥21 分将患者分为认知功能

残留组（CI）及未残留认知功能损害组（NCI）。计

量资料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分析应用卡

方检验。相关性分析应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用多重

线性回归进行回归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1）共有 28 例患者于随访 8 周末残留认

知功能损害（PDQ-D≥21 分），22 例患者未残留认知

功能损害（PDQ-D＜21 分）。两组患者基线 HAMD17

得分均≥17 分，组间无差异，随访 8 周末 CI 组患者

HAMD17 项得分显著高于 NCI 组患者。两组患者基

线及 8 周末 PDQ-D 得分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2）CI 组患者基线 Basic FGF、IL-1β、MCP-1、M-

CSF 水平显著高于 NCI 组患者（P＜0.05），而基线

PDGF-BB、RANTES、IL-9 则在 NCI 组显著增高（P

＜0.05）。（3）相关分析发现，Basic FGF、IL-1β 与

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之间呈正相关（r=0.409 

P=0.003; r=0.284 P=0.046），而 IL-9、RANTES、

PDGF-BB 与认知功能损害之间呈负相关（r=-0.331 

P=0.019; r=-0.326 P=0.021；r=-0.361 P=0.01）。（4）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基线 PDQ-D 量表得分、基

线血浆 Basic FGF 及 PDGF-BB 水平变化是影响抑

郁症患者 8 周末认知功能残留严重程度的相关独立

因素（校正 R2 = 0.393，F=11.578，P<0.001）。 

    结论  （1）部分抑郁症患者在首次治疗前即存

在认知功能损害，且不随抑郁症状治疗的缓解而改

善。（2）炎症因子上调及下调均参与抑郁症认知功

能损害过程，同时与认知功能损害程度存在相关性。

（3）抑郁症患者基线认知功能水平（PDQ-D 量表得

分）及血浆 Basic FGF、PDGF-BB 可作为联合预测

患者治 

 

 

 

埃尔特曼躁狂自评量表的汉化与信效度评价 

 

吕洞宾 1,2 黄海婧 1,2 张梦珂 1,2 杨惟杰 1,2 孔淑琪 1,2 

黄秦特 1,2 魏喆懿 1,2 钱诺诗 1,2 吴政霖 1,2 洪武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目的  目前可用于中国 BD 患者的量表较少，

且现有自评量表对 BD 的评估仍存在不足。埃尔特

曼躁狂自评量表（Altman Self-Rating Mania Scale, 

ASRM）是由 5 个项目组成的躁狂自评量表，其英

文版的敏感度和特异性优于其它自评量表，但国内

尚无中文版，未获得临床的进一步推广。本研究拟

汉化 ASRM 量表并进行信度和效度研究。 

    方法  由前译，回译，检查，定稿等步骤进行埃

尔特曼躁狂自评量表的汉化版本定稿。研究纳入门

诊及住院患者进行中文版埃尔特曼躁狂自评量表的

相关评估，连续入组躁狂（BPM）组、单相抑郁（UPD）

组和双相抑郁（BPD）组的被试。对所有受试者入组

时（V0）、入组后 3 天（V1）、4 周末（V2）进行 ASRM

量表、心境障碍问卷（MDQ）和杨氏躁狂量表（YMRS）

的评估。统计指标包括信度效度、受试者工作特征

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

线）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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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度和敏感度等。以 P < 0.05 为显著性指标。 

    结果  由英文版ASRM汉化后定稿为埃尔特曼

躁狂自评量表。共入组 108 名受试者。ASRM 量表

评分在BPM组V0和V2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

其余两组未见显著差异。ASRM 量表的内容效度效

度指数为 1.00，与 YMRS 量表的相关性系数为 0.717

（P <0.001）。因子分析提取出 2 个因子，主成分累

计方差贡献率达 74.52%，因子 1 与因子 2 具有较高

区分效度。ASRM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6，

折半信度系数为 0.823，重测信度为 0.735（P <0.01），

提示信度系数较高。ASRM量表的ROC曲线的AUC

为 0.851（P <0.001），与 MDQ 划分无显著差异

（AUCMDQ = 0.814）。 

    结论  中文版埃尔特曼躁狂自评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符合测量学要求，可以为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的筛查和随访评估提供更经济的手段。 

 

 

 

Attention Graph Network for Identifying Ma-

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Insomnia 

 

Huifeng Zhang1, Yuanfang Qiao2, Qian Wang2, Daihui 

Peng1  

1）Division of Mood Disorders,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

cine, Shanghai, China 

2）Med-X Research Institute, School of Biomedical En-

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sleep disturbance, 

especially insomnia, have indicated that sleep disturb-

ance is no longer a prominent symptom in MDD pa-

tients but a predictive prodromal symptom. A better un-

derstanding of the neural underpinning between MDD 

and insomnia could enhance the treatment management 

for this comorbidity. 

    Methods  54 MDD patients were enrolled, which 

were categorized into MDD with low insomnia com-

plaints (n=24) or MDD with high insomnia complaints 

(n=30) based on the sleep disturbance subscale of Ham-

ilton depression scale-17 (cut-off value=3). We adopted 

an edge-weighted graph attention network (EGAT) with 

dense hierarchical pooling to classify MDD with high 

insomnia from MDD with low insomnia, revealing the 

neural underpinning of MDD with insomnia. The clas-

sifying features were constructed by functional connec-

tivity matrices from functional 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BOLD) imaging. 57 MDD patients (24 

MDD patients with high insomnia and 33 MDD patients 

with low insomnia) were recruited as a validation sam-

ple. 

    Results  The classifying accuracy reached 77.64% 

in MDD with low insomnia complaints vs. MDD with 

high insomnia complaints classification. To better inter-

pretable visualization of the resultant contributing fea-

tures, we utilize activation map and gradient sensitivity 

with five attention maps. The most resultant contrib-

uting biomarkers spatially visualized on fronto-parietal 

network, default mode network, and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The validation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achieved a satisfaction accuracy (80.61%) and showed 

similar activation patterns among various intrinsic brain 

network. 

    Conclusion  Our study showed that intrins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atrices contribute to the clas-

sification between MDD with low insomnia complaints 

and MDD with high insomnia complaints, revealing 

their heterogenous neural underpinning. Furthermore, 

the resultant contributive features indicated the neural 

underpinning of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mpairment in 

MDD with insomnia. 

 

 

 

青少年抑郁障碍与家庭环境及家庭功能特点

的探讨 

 

夏小禹 1,2 戴尊孝 1 李奇光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西安医学院 

 

    目的  探索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家庭功能及

家庭环境的特点,为进一步的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

参考。 

    方法  招募 2021 年 1 月-2021 年 5 月在西安市

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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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DSM-V)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共 29 例，

年龄 16-28 周岁，父母健全，且主要抚养人为父母

为抑郁组。招募性别、年龄相匹配的 20 例健康青少

年作为对照组。采用一般情况量表、家庭功能评定

量表(FAD)和家庭环境量表（FES）以患者自评的方

式评估两组被试的家庭情况。采用𝜒2 检验、独立样

本 t 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索青少年抑

郁症患者家庭环境及功能维度的差异性，筛选青少

年抑郁障碍患者家庭方面的危险因素。 

    结果  结果显示抑郁组相比对照组更多显示家

庭不和睦（P＜0.01），在其所处家庭为核心家庭（父

母和孩子组成）或大家庭、主要抚养人、与父母的关

系等维度上，两组无差异性。在 FAD 量表中，青少

年抑郁障碍患者家庭在总功能（P＜0.01）、行为控制

（P=0.01）、情感介入（P＜0.01）、角色（P＜0.05）、

沟通（P＜0.01）维度上得分高于对照组；在问题解

决、情感反应维度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 FES 量表中，抑郁组在家庭的亲密度（P<0.01）、

情感表达（P＜0.01）、知识性（P＜0.01）、娱乐性（P

＜0.01）、道德宗教观（P＜0.01）、组织性（P＜0.01）

维度低于对照组，而矛盾性（P＜0.01）抑郁组得分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性(P<0.05)，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FAD 量表中的行为控

制（P＜0.05，95% CI：1.011-2.126，OR=1.466）与

青少年抑郁障碍存在明显相关性。 

    结论  与健康青少年相比，青少年抑郁障碍患

者在家庭功能及家庭环境存在功能失调，其中家庭

解决问题技能不足、行为控制能力差，家庭情感介

入、角色、沟通的差异性表现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距

离较远，对自己的角色认识和对孩子的关心重视程

度不够及沟通不足，将对青少年解决问题的能力及

方式产生影响，同时家庭环境中知识性、娱乐性等

家庭氛围较差也将对青少年的情绪放松产生一定影

响。青少年心理行为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家庭各个基

本功能的运行情况。其中行为控制是青少年抑郁障

碍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可以成为预测抑郁症发生、

发展的影响因子。 

 

 

 

The Thyroid Dysfunction of Suicide Attempts 

in Major Depression 

 

刘锋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Objective  Thyroid dysfunc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suicidality, but the relationship of thyroiddysfunc-

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

sion disorder (MDD) was unclear.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correlations, particular-

lythyroid dysfunction associated factors of suicide at-

tempts in Chinese MDD patients. We recruited a totalof 

1589 MDD patients with MDD. Their social-demo-

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 gather with lipid, fasting-

plasma glucose and thyroid function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The positive subscale of the Positive andNeg-

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Hamilton Anxiety Rat-

ing Scale (HAMA) and 17-item Hamilton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 were rated for all participants.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mparison 

with non-suicide attempters, the suicide attemptershad 

longer duration of illness, greater scores on HAMD, 

HAMA and PANSS psychotic symptoms andhigher se-

rum levels in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 anti-

thyroglobulin (ATG) and thyroidperoxidases antibody 

(ATPO) (all P < 0.001).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uicideattempts were associated 

with severe thyroid dysfunction with an adjusted odds 

ratio (OR) of 2.35,higher HAMA scores, TSH and 

ATPO with an adjusted OR of 1.28, 1.19 and 1.00, re-

spectively. 

    Conclusion  Our results found TSH, ATG and 

ATPO might be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suicide risk 

inMDD, indic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routine evalua-

tion of thyroid function to better prevent suicide, andac-

tive treatment for thyroid dysfunction for intervention 

of suicide among MDD patients. 

 

 

 

抑郁症患者无抽搐电痉挛治疗期间应用心理

护理的效果观察 

 

许晓静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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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抑郁症是现代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主

要是由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引起的，主要表现为持

续性心理抑郁，临床表现为丧失兴趣、思维迟缓且

意志力下降，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自杀行为，部分

患者还可能伴随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对患者

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目前临床对于该病的治

疗主要是通过服用抗抑郁症药物以及无抽搐电休克

治疗，但是许多患者由于对 MECT 有着较大的畏惧

感，不愿意配合临床治疗，影响了该病治疗的效果。

因此，通过有效的护理干预来提高患者对临床治疗

的配合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观察心

理护理在抑郁症患者无抽搐电痉挛治疗期间的应用

效果。 

    方法  选取 70 例接受无抽搐电痉挛治疗的抑

郁症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各 3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针对性

的个体化心理护理，①与患者及家属有效沟通从而

洞察其实际心理状态，提供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

②讲解抑郁症发病原因、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机制等

相关知识，消除患者对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过程产生

的恐惧、担心、惧怕等生理不适，有利于改善患者接

受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依从性；③给予适当鼓励提高

患者接受治疗及战胜病魔自信心；④询问患者主观

感受，并尽量满足其合理需求缓解患者生理或心理

不适感，同时可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⑤与家属积

极交流，指导家属积极配合患者治疗，对于治疗配

合积极性较差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讲解家属的

支持对患者疾病治疗的重要价值。于护理前后分别

使用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

进行评估。 

    结果  护理后，研究组在 SAS、SDS 和 ADL 评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对护理满意

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抑郁症患者接受无抽搐电痉挛治疗期

间，应用心理护理，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焦虑情

绪，提高护理满意度。 

 

 

 

父母教养方式与女性抑郁障碍：情绪调节策

略的中介效应 

 

张新风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调查抑郁障碍在门诊女性患者的检出率，

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及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水平的影

响，并分析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教养方式对抑郁障

碍的中介作用。 

    方法  这是一项横断面的研究，选取 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精神卫生中心门诊的患者，就诊前使用抑郁自评

量表（SDS）、父母教养方式量表(PBI)、情绪调节策

略量表（ERQ）在线问卷调查，并参考主任医师诊断

结果。 

    结果  ①女性门诊患者 SDS量表标准分显著高

于男性（t=-6.525，P＜0.01），抑郁障碍在门诊女性

就诊患者中检出率为 65.27%；②女性 SDS 量表标

准分与认知重评成负相关（r=-0.449，P＜0.01），与

表达抑制呈正相关（r=0.277，P＜0.01），与母亲关爱、

父亲关爱、母亲鼓励、父亲鼓励成负相关（r=-0.273、

-0.254、-0.137、-0.194，P＜0.01），与母亲控制和父

亲控制成正相关（r=0.177、0.198，P＜0.05）；③回

归分析显示，认知重评（OR=0.894）、表达抑制

（OR=1.110）、母亲关爱（OR=0.961）、父亲控制

（OR=0.951）是影响女性患者出现抑郁的主要因素；

④表达抑制策略在情感温暖与抑郁障碍之间，及认

知重评策略在情感温暖与抑郁障碍之间的关系中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  抑郁障碍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其抑郁水平

有重要影响，因此，父母应当为个体成长创造良好

的家庭环境。个体注重情绪的应对方式在母亲情感

温暖和抑郁之间起到重要中介作用。 

 

 

 

经颅磁刺激治疗首发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

对照研究 

 

郭宇鑫 1  

1）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对首

发抑郁症患者的疗效及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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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将 80 例首发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研究

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在接受舍曲林治疗的

基础上，研究组联合 rTMS 治疗，对照组联合伪（假

性刺激，不产生治疗作用）rTMS 治疗；分别于治疗

前和治疗后 8 周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 相

（HAMD-17）、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

韦氏记忆量表（WMS）、词语流畅性测验（VFT）、

连线测验（TMT）评定疗效和认知功能，治疗中需

处理的不良反应症状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前两组 HAMD-17 评分、WCST 各

项评分、WMS 各项评分、VFT 评分、TMT 评分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末，研

究组临床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 HAMD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1），且研究组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1）；两组 WCST 正确应答数、完

成分类数、WMS 各项评分、VFT 评分均较治疗前增

加（P<0.05）；两组 WCST 错误应答数、持续性应答

数、持续性错误数、TMT 评分均较治疗前减少

（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 8 周末，研究组

WCST 正确应答数、完成分类数、WMS 再认、图片、

记忆评分、VFT 评分较高（P 均<0.05）；WCST 持续

性错误数、TMT-A 连线时间、TMT-B 连线时间较少

（P 均<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可改善首发抑郁症

患者的认知功能，并提高临床疗效，且安全性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孕妇与正常人群的焦虑水

平对比以及影响孕妇焦虑水平的相关因素分

析 

 

董翠竹 1 王立娜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比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孕妇与正常人

群的焦虑水平，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孕妇焦虑水平的

相关因素。 

    方法  于 2020 年 2 月在天津中新生态城社区

内对正常人群（52 例）进行焦虑自评量表（SAS）

调查；同时以微信问卷星平台在天津本地孕妇微信

群中对孕妇群体（66 例）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

包括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家庭经济负担、是否与

长辈同住、家人对孕妇的关心程度、当前孕周、是否

头胎、是否有流产史及 SAS 量表。使用 SPSS20.0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以 t 检验对正常人群和孕妇群体

的 SAS 标准分进行比较；以多元线性回归对影响孕

妇 SAS 标准分水平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孕妇群体的 SAS 标准分（37.18±8.39）

未达到焦虑水平，但高于同期正常人群的 SAS 标准

分（27.87±4.16），且差异具有显著性（t=7.874，

p<0.01）。2.家人对孕妇的关心程度低、头胎、有流

产史等因素会对孕妇群体的 SAS标准分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关系（p<0.01）,但是年龄、文化水平、职

业、家庭经济负担、与长辈同住、当前孕周等因素并

未对 SAS 总分产生影响关系。 

    结论  1.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孕妇群体的焦虑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群。2.家人对孕妇的关心程度

低、头胎、有流产史等因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

增加孕妇的焦虑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 

 

 

 

抑郁症伴失眠症状治疗现状调查与指南契合

度分析 

 

赵杰 1,2 洪武 1 方贻儒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

科 

2）上海市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 

 

    目的  抑郁症伴有失眠症状是普遍的临床现象。

本研究拟调查我国抑郁症伴失眠症状的患者精神药

物使用现况，对现有治疗与指南标准化治疗间的契

合度进行分析。 

    方法  从全国 12 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及 11 家综

合医院的精神医学科共纳入 2300 例抑郁症伴失眠

症状的患者，对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分析，并与《中

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进行契合度分析。 

    结果  约 70.23%（2300 例）的抑郁症患者存在

失眠症状。在抑郁症伴失眠症状的患者中，同时存

在难以入睡和早醒症状占 62.0%（1426 例）。在调查

的 10 类精神药物中，使用率排名前三的药物分别是

苯二氮䓬受体激动剂 1234 例（53.7%），5-羟色胺和

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1207 例（52.5%）

和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887 例

（38.6%）。6.65%（153 例）患者未使用任何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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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3%（594 例）患者使用单药治疗，51.96%（1195

例）患者选择两种药物联合治疗，15.57%（358 例）

患者使用三种或三种以上药物。在两药联合治疗中，

抗精神病药/米氮平/曲唑酮/其他类型抗抑郁药物各

自联用 BzRAs 治疗的患者比例均显著少于未联用

BzRAs 治疗的患者比例（P 均<0.05）。与 CSP 指南

用药规范总体契合度为 91.74%，与 CSP 指南用药规

范不契合的危险因素是少数民族（OR=2.620，95%CI：

1.214~5.654 ），保护 因素 为结婚 或同居 状态

（OR=0.614, 95%CI：0.443~0.851）、工作或学生

（ OR=0.692, 95%CI ： 0.507~0.944 ）、复发状态

（ OR=0.478, 95%CI ： 0.337~0.678 ） 及 住 院

（OR=0.417，95%CI：0.274~0.634）。 

    结论  目前我国针对抑郁症伴失眠症状的抗抑

郁治疗已普遍推广，基本与《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

南（第二版）》指南契合。临床使用镇静助眠药物频

率最高，考虑到不适当治疗的潜在危险影响，针对

苯二氮䓬受体激动剂处方潜在存在的高剂量使用或

长时间使用等情况的进一步研究是有必要的，以此

加强规范治疗，缩小指南与临床实践的差距。 

 

 

 

常用临床治疗方法对抑郁症心率变异性降低

的改善效应——系统综述 

 

陈书睿 1 许色宝 1 王相兰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心率变异性（HRV）是反映自主神经系

统功能水平的客观、量化的电生理指标，大量研究

发现抑郁症（MDD）患者存在广泛性 HRV 参数降

低，且低 HRV 可能是 MDD 发生的素质性因素，故

而能够改善 MDD 低 HRV 水平的治疗方法将在提高

治愈率、降低复发率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本研究拟

通过文献系统综述来分析当前常用临床治疗方法对

MDD 患者 HRV 降低的改善效应。 

    方法   本研究依据 PRISMA 原则进行，

PROSPERO 注册号为 CRD42021246986。检索数据

库包括 PubMed，EMBASE，PsycINFO 和中国知网，

检索关键词包括抑郁症（major depressi*），心率变异

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药物治疗（pharmacotherapy）

或 心 理 治 疗 （ psychotherapy ） 或 物 理 治 疗

（physicotherapy 或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

或 transcrain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或运动疗

法（exercise therapy）。纳入标准：（1）研究对象为临

床诊断的 MDD 患者；（2）至少使用一种治疗方法

的干预研究；（3）包括基线和治疗后的数据比较；

（4）以至少一个 HRV 参数为结局指标；（5）以英

文或中文发表并可获得全文。排除仅为研究设计的

文章。 

    结果  共纳入文献 23篇，其中药物治疗 10篇，

心理治疗 5 篇，电休克治疗 5 篇；经颅磁刺激治疗

2 篇，运动疗法 1 篇。11 篇 RCT 研究中 8 篇偏倚风

险较高，研究间异质性高，不满足 meta 分析条件。

多数药物治疗研究显示其对 HRV 无改善效应，且三

环类药物可能降低 HRV，一般冥想或认知行为治疗

（CBT）或接纳承诺疗法、ECT 或 rTMS 的改善效

应不一，而一项 CBT+呼吸控制训练和一项舍曲林+

体育锻炼的 RCT 研究显示 HRV 参数显著性提高。 

    结论  关于常用治疗方法对 MDD 低 HRV 的改

善效应的已有研究中尚无一致发现，结合呼吸训练

和/或体育锻炼可能使患者获益。期待将来高质量的

RCT 研究能进一步明确该问题。 

 

 

 

线上正念干预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及可行性

探究 

 

朱婷飞 1 张柳依 1 陈树林 1  

1）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目的  面对情绪问题，心理健康医疗资源的有

限以及污名化等因素导致人们对专业心理服务的求

助率低下。而线上干预因其高可及性、匿名性等优

势成为提供自助心理服务的良好媒介。但是目前国

内线上正念干预的相关研究不多，本研究旨在基于

监控与接纳理论构建针对中国人群的基于网络的短

程正念干预，并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检验其改善抑郁

情绪的效果及可行性。 

    方法  本研究公开招募成人被试共 328 名，将

205 名符合参与条件的被试随机分配为干预组（133

人）和等待对照组（72 人）。被试分别接受为期 14

天的干预或等待，其中正念干预方案基于监控与接

纳理论修订，干预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网页进行实施。

在基线、干预后的第 1、2、3 周后进行数据采集，

且按照意向性分析原则（ITT）和符合方案集原则（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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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混合线性模型分析。 

    结果  ITT 和 PP 分析的结果一致，ITT 分析结

果显示，时间×组别的交互效应在正念水平和抑郁情

绪上均显著（F 正念=7.05, p<0.001；F 抑郁=3.87，

p<0.01），且效应量中等（Cohen’s d 正念=0.44，Co-

hen’s d 抑郁=0.50），干预的完成率为 60.90%。 

    结论  短程线上正念干预可以显著改善正念水

平和抑郁情绪，且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Subcortical Brain Network Related To Anx-

ious Symptoms in Medication-free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吴艳坤 1 朱琳琳 1 苏允爱 1 司天梅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ObjectiveS  ubcortical brain network disturb-

ances have been considered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motional and neurovegetative symptoms of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MDD).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distinct neural correlates related to the symp-

toms. 

    Methods  Seventy-four medication-free patients 

with MDD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n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was assessed. A mul-

tivariate data-driven approach (partial least squares) 

was used to identify latent components linking emo-

tional and neurovegetative symptoms to subcortic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s. 

    Results  Our results revealed only one latent 

component corresponding to emotional-symptoms pro-

file. A subcortical brain network involving putamen, 

caudate and hypothalamus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n anxious-symptoms profile. 

    Conclusion  We demonstrated a subcortical brain 

network signature of anxious symptoms in medication-

free patients with MDD, providing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anx-

ious symptoms in MDD. 

 

 

 

Adjunctive Therapy with GZA in Depression 

 

曹志永 1 余海鹰 1  

1）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睡眠医学科 

 

    Objective  Recently, abundant evidence indi-

cate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might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athophysiology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ccording to our preclinical research, we propose 

glycyrrhizic acid (GZA) for an adjunctive treatment ow-

ing to its safety, economical and anti-inflammatory pro-

file. 

    Methods  Eligible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independent treatment 

groups of SSRI+GZA (n = 30) and SSRI+PBO (placebo, 

n =26).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pecific serum bi-

omarkers were detected during the 4-week treatment 

course. Afterwar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

omarkers and clinical effects were explored. 

    Results  Depressive symptoms relieved more in 

SSRI+GZA than SSRI+PBO, both at week 2 (P = 0.003) 

and week 4 (P = 0.016). Meanwhile, at week 4, both re-

sponse rate (P = 0.035) and remission rate (P = 0.031) 

acutely became higher in SSRI+GZA compared with 

SSRI+PBO. Mediation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NF-α reduction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ZA treatment and clinical improvement, the indirect 

effect lay between 0.124 and 3.514 (95% CI). The ex-

ploratory analysi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symptomatic 

improvement existed in patients with high-inflamma-

tion (baseline CRP > 3 mg/L) rather than those with 

low-inflammation (baseline CRP ≤ 3 mg/L). 

    Conclusion  This study offers a nove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categorization, individualization and 

prognosis regarding upgrading traditional antidepres-

sant therapy, which is from biomarkers to diagnostic in-

dicato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Patients are necessary to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inflammatory state,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baseline inflammation should re-

ceive combined treatment with anti-inflammatory 

agents like G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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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抑郁症影响因素的多水平模型

分析 

 

王瑞琪 1 吕东升 1  

1）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抑郁症的 12 月患病

率，探索抑郁症的影响因素，以及地区聚集性。 

    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的抽样方法抽

取内蒙古自治区 11 个盟市中 18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

共计 14164 名样本，使用复合型国际诊断交谈表

3.0(CIDI-3.0) 开展进行面对面访谈，得出抑郁症的

诊断结果。 

    结果  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量为 12315 人，应

答率为 86.95%。抑郁症 12 月患病率为 3.65%；拟合

两水平 logistic 回归零模型分析得到组内相关系数

（ICC）＝0.086，约 8.6%的总变异是由区、县不同

引起，引入解释变量后的结果显示，非在婚状态（未

婚、分居离婚、丧偶）(P＜0.05)、个体户(OR=1.752, 

95%CI: 1.094~2.806)、不工作 (OR=1.719, 95%CI: 

1.185~2.492)、患有失眠障碍 (OR=3.465, 95%CI: 

2.658~4.517) 和 焦 虑 障 碍 (OR=8.497, 95%CI: 

6.552~11.019) 、 患有慢性 病 (OR=3.478, 95%CI: 

2.543~4.757)为抑郁症的危险因素，65 岁及以上

(OR=0.527, 95%CI: 0.296~0.936)、初中(OR=0.590, 

95%CI: 0.425~0.820)、高中或中专(OR=0.511, 95%CI: 

0.322~0.810)、中等收入水平及以上(P＜0.05)为抑郁

症的保护因素。 

    结论  内蒙古自治区抑郁症 12 月患病率在我

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患病率存在、区县聚集性

差异，应重点关注女性、婚姻状况不稳定、个体户和

无工作群体的防治，提高文盲及小学及以下、低收

入群体的精神卫生知晓率和社会资源的支持。 

 

 

 

不同剂量文拉法辛联合阿戈美拉汀对卒中后

急性期抑郁症患者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赵蕊 1 崔璐莎 1 唐颖 1 王亚楠 1 刘欣 1 董晓柳 2  

1）河北省唐山市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2）唐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文拉法辛联合阿戈美拉汀

对卒中后急性期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和预后的影

响。 

    方法  选取 2019 年 03 月~2020 年 03 月唐山市

人民医院神经康复科收治的急性期抑郁症患者 120

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B 组、C 组，每

组均为 40 例。其中 A 组给予低剂量文拉法辛联合

阿戈美拉汀治疗，B 组给予中等剂量文拉法辛联合

阿戈美拉汀治疗，C 组给予高剂量文拉法辛联合阿

戈美拉汀治疗。比较 3组治疗后 8周的临床有效率，

比较 3 组治疗前后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

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血清 5-羟色

胺（5-HT ）、去甲肾上腺素（NA）、脑源性神经营

养因子（BDNF）、中枢神经特异性蛋白（S100β）、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及炎症因子（IL-6、

TNF-α、IL-1）水平。比较 3 组治疗 8 周后不良反应

发生率。 

    结果  治疗 8 周后 C 组的临床有效率最高、其

次为 B 组、A 组最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3

组治疗后较治疗前 HAMD 评分、PSQI 评分，血清

S100β 和 NSE 及炎症因子（IL-6、TNF-α、IL-1）水

平均降低，血清 5-HT、NA、BDNF 均提高，其中 C

组改善最明显，其次为 B 组，A 组最差，有统计学

差异（P<0.05）；3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P>0.05）。 

    结论  高剂量文拉法辛联合阿戈美拉汀较低剂

量文拉法辛联合阿戈美拉汀对卒中后急性期抑郁症

患者，可提高临床有效率、改善抑郁状态、睡眠质量

更明显，可能与改善血清 5-HT、NA、BDNF、S100β

和 NSE 及炎症因子（IL-6、TNF-α、IL-1）水平有

关，此外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当，该治疗方案临床上

值得推广。 

 

 

 

抑郁症伴躯体症状的临床特征及对临床转归

影响的研究 

 

曹彤丹 1,2 洪武 1 赵敏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患者伴有躯体症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接诊医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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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关注患者典型的情绪症状，从而导致误诊与漏诊。

本研究旨在探索抑郁症患者伴躯体症状的临床特征

及伴有躯体症状对抑郁症临床转归的影响。 

    方法  第一部分研究纳入 181 名符合 DSM-

5“抑郁发作”诊断标准且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得分≥17 分的门诊患者，应用人口学

问卷、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抑

郁和躯体症状量表（DSSS）、认知功能缺陷自评问卷

（PDQ-D）、席汉残疾量表（SDS）等评定患者的临

床特征，比较伴有躯体症状组与不伴躯体症状组的

MDD 患者人口学及临床特征，并对抑郁症伴有躯体

症状的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第二部分

通过对 130 例 MDD 患者进行 12 周的随访，比较伴

与不伴躯体症状组的疗效、认知功能损害及社会功

能损害。将躯体症状严重程度与 PDQ-D、SDS 做相

关分析，探讨其关联。进行回归分析，探索临床有效

的影响因素。 

    结果  64.6%的抑郁症患者在发作期伴有躯体

症状。与不伴躯体症状的 MDD 患者相比，女性、非

独居、无个人收入、抑郁焦虑更重、认知功能与社会

功能损害更重者更易伴有躯体症状（P 均＜0.05）。

性别、饮酒、非独居、首发归因为躯体不适或失眠、

社会功能损害、抑郁程度是 MDD 患者伴躯体症状

的相关因素。治疗 4 周末，与不伴躯体症状组相比，

伴有躯体症状组的 HAMD 得分更高、HAMD 减分

率更低，认知功能损害、社会功能损害更重，焦虑症

状更重（P 均＜0.05）。4 周末、8 周末、12 周末认知

功能损害、社会功能损害与同访次躯体症状严重程

度均呈正相关性（P＜0.05）；基线的躯体症状严重程

度是4周末的抑郁治疗结局的影响因素（P均＜0.05）。 

    结论  1）女性、非独居、饮酒、抑郁程度重、

社会功能损害重的 MDD 患者更易伴躯体症状；2）

伴有躯体症状的 MDD 患者 4 周末疗效更差、认知

功能损害和社会功能损害更重。在 4 周末、8 周末、

12 周末，躯体症状严重程度与认知功能损害及社会

功能损害呈正相关。基线躯体症状严重程度是 4 周

末 MDD 治疗结局的影响因素。 

 

 

 

伴失眠抑郁障碍患者的外周 mRNA表达研究 

 

吴晓慧 1 朱云程 1 毛睿智 1 方贻儒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失眠症状在抑郁患者中普遍存在，但仍

有部分抑郁患者主诉无睡眠相关问题。本研究旨在

纳入伴失眠和不伴失眠的抑郁患者，分析其外周血

mRNA 改变，并与认知功能等临床特征联合分析，

以期更准确的阐明抑郁和节律在遗传学上的关联，

并希望能够有新的发现，为后续的临床诊治和基础

研究提供方向和证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评定者盲、横断面对照研究

设计。根据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items Ham-

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17）失眠相关评分，入

组伴失眠和不伴失眠的抑郁障碍患者，并招募健康

志愿者。记录入组受试者人口学资料和基本临床信

息，并采集其外周血约 5ml，提取外周血 RNA，进

行转录组测序。分析三组受试者的转录组表达差异。

采用 GO 和 KEEG 富集分析来注释差异基因的功

能。使用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gene co-

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 WGCNA)来分别分析伴

失眠和不伴失眠抑郁障碍组高度相关的基因模块，

并分析两组患者的模块与抑郁表型之间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最终纳入 91 名被试，其中伴失眠

抑郁障碍组（insomnia depression，ID）33 例， 不

伴失眠抑郁障碍组（non-insomina depression, NID）

23 例，健康对照组（health control，HC）35 例。RNA-

seq 结果显示 NID 组与 ID 组的差异基因中，与失眠

/节律相关的基因包括：SH3TC2、SEMA3F、ACTN2、

NMU、CSF2、PPARGC1A。NID 患者抑郁症状严重

程度与中性粒细胞及其参与的免疫反应、细胞氧化

应激反应、Toll 样受体 TLR6 信号通路以及线粒体

裂变调节过程有关，并与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

γ）介导的信号通路及其相关反应有关。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具有不同节律特征的

抑郁障碍患者（伴/不伴失眠症状），其外周 mRNA

表达存在差异，差异基因包括失眠相关基因SH3TC2、

SEMA3F 和 ACTN2，差异基因 GO 富集结果显示与

睡眠 /生物节律有关的基因为 NMU、CSF2 和

PPARGC1A。WGCNA 分析结果表明伴失眠与不伴

失眠抑郁障碍患者的抑郁症状与不同的基因模块有

关，这提示我们或许 NID 和 ID 是基于不同发病机

制的两种抑郁障碍亚型。 

 

 

 

下调海马 MKP-1 表达改善 CUMS 大鼠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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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行为及神经炎性反应 

 

耿梦军 1,2,3 王慧颖 1,2 冯来鹏 1,2 刘聪 1 谷景阳 1 冀

紫阳 1 许瑶炜 1,2,3 傅嘉城 1,2,3 王长虹 1,3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河南省生物精神病学重点实验室 

3）新乡医学院 

 

    目的  探究 MKP-1 基因下调后 CUMS 大鼠海

马 MKP-1、MAPK 信号通路、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

及小胶质细胞活性的变化，进一步探讨 MKP-1 参与

调控抑郁症发病的分子机制，为抑郁症的治疗提供

新的选择。 

    方法  1.实验动物随机分为对照组，CUMS 组，

空载组，MKP-1 下调组。空载组与 MKP-1 下调组在

给予腺相关病毒注射后，恢复 1 周，随即进行慢性

应激 6 周。2.CUMS 应激：每日随机给予大鼠 2-3 种

刺激，持续 6 周，并孤养。3.参照大鼠脑立体定位仪

图谱坐标及前期预实验结果，定位海马回 CA1、CA3

区，每只大鼠共 4 个位点，注射 Dusp1-shRNA 腺相

关病毒或 NC-shRNA 的腺相关病毒。4.抑郁样行为

学评估：糖水偏好实验、强迫游泳实验及旷场实验。

5.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海马组织中 MKP-1、MAPK

信号通路、炎症因子的相对表达水平。6.采用免疫荧

光技术检测海马区 Iba-1 的表达情况。7.用 SPSS 22.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均使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应激后 CUMS 组较对照组体重下降（P

＜0.05）。空载组与 MKP-1 下调组在实验过程中两

组间体重均无显著差异。2.应激后 CUMS 组较对照

组糖水偏爱率降低，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增加，旷场

实验中排便粒数减少（P＜0.05）。与空载组相比，

MKP-1 下调组糖水偏爱率增高，强迫游泳不动时间

缩短，旷场实验中中心区停留时间比增高、直立次

数增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CUMS

组较对照组 MKP-1、IL-6、IL-1β、TNF-ɑ 蛋白表达

水平升高，P-ERK/ERK、P-p38/p38 降低（P＜0.05）。

MKP-1 下调组较空载组 MKP-1、IL-6 及 IL-1β 蛋白

表达水平降低，P-ERK/ERK、P-JNK/JNK 及 TNF-ɑ

升高（P＜0.05）。4.CUMS 组较对照组海马区 CA1

区小胶质细胞数量明显增多，即慢性应激后可激活

小胶质细胞的活性。MKP-1 下调组较空载组 CA1 区

小胶质细胞数量显著减少，说明 MKP-1 的干扰可改

善 CUMS 大鼠海马区小胶质细胞的激活状态。 

    结论  1.MKP-1可能通过抑制MAPK 通路蛋白

的表达激活小胶质细胞从而参与抑郁症的发生。

2.MKP-1基因的下调可能逆转MAPK通路蛋白的表

达及小胶质细胞的活性从而改善CUMS大鼠的抑郁

样行为。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Cytokine 

Levels and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in Pa-

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蓝晓凤 1 周燕玲 1 吴逢春 1 王成瑜 1 郑伟 1 宁玉萍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Cytokines are involved in the patho-

phys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treatment respons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dentify 

inflammatory markers but results are often contradic-

tory.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plasma levels of a 

range of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MDD 

using a longitudinal design, with the aim to determine 

the involvement of cytokines in depression and identify 

the inflammatory markers. 

    Methods  Fifty-four first-episode drug naïve 

MDD patients and 60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en-

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17) was administered and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baseline and four-week post-

treatment in MDD group, while blood samples were 

only collected once in HC group. Plasma levels of nine-

teen cytokines, interferon-inducible T cell alpha chem-

oattractant (ITAC), granulocyte 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M-CSF), fractalkine, interferon 

gamma (IFN-γ), 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 

(MIP)-3α, including interleukin (IL)-10, IL-12p70, IL-

13, IL-17A, IL-1β, IL-2, IL-4, IL-23, IL-5, IL-6, IL-7, 

IL- 8, MIP-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

α), were examined by a multiplexed flow cytometric as-

say. 

    Results  Compared to HC subjects, MDD pa-

tients exhibited elevated levels for 16 out of th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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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d plasma cytokines, including ITAC, GM-CSF, 

Fractalkine, IFN-γ, MIP-3α, IL-10, IL-12p70, IL-13, 

IL-17A, IL-1β, IL-2, IL-23, IL-5, IL-6, IL-7 and TNF-

α,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gender, BMI, current smok-

ing, current drinking,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ll P 

< 0.05). After 4-week of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levels 

of the 14 cytokines elevated at baseline including ITAC, 

GM-CSF, Fractalkine, MIP-3α, IL-10, IL-12p70, IL-

17A, IL-1β, IL-2, IL-23, IL-5, IL-6, IL-7 and TNF-α, 

showed significant decreases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compared to baseline (all p<0.05). And most of these 

cytokines decreased to normal levels (P < 0.05). Partial 

correlation showed that baseline level of interferon-in-

ducible T cell alpha chemoattractant (ITAC) was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duction in HAMD-17 score (r=

－ 0.319, p=0.020),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showed 

lower baseline ITAC level wa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treatment response (p = 0.020). 

    Conclusion  A range of cytokines were abnormal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 naïve MDD and most 

of the cytokines could be normalized after antidepres-

sant treatment. Furthermore, baseline ITAC level could 

be a predictive factor of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双相Ⅰ型与双相Ⅱ型抑郁障碍患者临床伴随特

征及气质类型对照分析 

 

杨永涛 1,2 崔利军 1,2  

1）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分析双相Ⅰ型与双相Ⅱ型抑郁障碍患者临

床伴随特征及气质类型的差异； 

    方法   97 例住院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符合

DSM-5 双相障碍目前为重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

其中双相Ⅰ型43例（44.33%），双相Ⅱ型54例（55.67%）；

评估患者的伴随特征；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32 项轻躁狂症状清单评定患者的

临床症状、气质评定量表（TEMPS-A）评定患者的

气质类型； 

    结果  双相Ⅱ型抑郁障碍患者 SCL-32 评分为

8.54±5.065 分，明显的高于双相Ⅰ型患者 4.07±5.035

分（Z=4.575；P＜0.01）；双相Ⅱ型抑郁障碍 44.45%

伴有混合特征明显的高于双相 Ⅰ 型的 13.95%

（2=10.418；P＜0.01），双相Ⅰ型 62.791%伴有忧郁特

征明显的高于双相Ⅱ型（2=14.808；P＜0.01），焦虑

特质、非典型特征及伴精神病性症状两者未见差异；

双相Ⅱ型抑郁障碍患者在激惹气质和抑郁气质评分

都明显的高于双相Ⅰ型，差异有显著性（P＜0.01）；

循环气质与忧郁特征存在负相关（r=-0.341;P＜0.01）,

抑郁气质与忧郁特征存在负相关（r=-0.216;P＜0.05）；

而激惹气质与混合特征存在正相关（r=0.259;P＜

0.05），与忧郁特征存在负相关（r=-0.321;P＜0.01）； 

    结论  双相Ⅱ型抑郁障碍伴有混合特征明显，双

相Ⅰ型伴忧郁特征突出，双相Ⅱ型抑郁障碍患者在激

惹气质和抑郁气质评分都明显的高于双相Ⅰ型。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me 

Trends and Changes of Knowledge Structures 

of Drug Therapy Studies o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 Biblio-

metric Analysis 

 

段莉 1 朱刚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Objective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of relieving or curing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lthough many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effi-

cacy, tolerability, adverse reactions,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the disease,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 relevant results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theme trends and knowledge struc-

ture of drug therapy studies on MDD since the 21st cen-

tury by employing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thods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PubMed and 

related to drug therapy studies on MDD were retrieved 

between 2001 and 2018 in 6-year increments. After ex-

tracting major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MeSH) 

terms/MeSH subheadings, bi-clustering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strategic diagrams were em-

ployed to complete bibliomet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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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  Overall, 1,577, 2,680, 2,848 relevant re-

search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for the periods during 

2001–2006, 2007–2012, and 2013–2018, respectively. 

In line with strategic diagrams, the main undeveloped 

and peripheral theme clusters during 2001–2006 were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antidepressants in pathophys-

iology, neuroendocrinology and neural biochemistry. 

These themes were replaced during 2007–2012 by clin-

ical effica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tidepressants 

with or without psychotherapy, mechanisms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antidepressants, and predictive studies of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of antidepressants based on 

brain imaging. During 2013–2018 application and eval-

uation of new antidepressant agents,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prevention of suicide of patients with MDD, as well 

as genetic- or bio-markers affecting the response and ef-

ficacy of antidepressants were the primary themes.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es, emerging hotspots, 

such as antidepressive agents, second-generation/ad-

verse effects, depressive disorder, major/metabolism, 

psychotherapy/methods, and brain/drug effects could be 

identified during 2007–2012 and 2013–2018. 

    Conclusion  These undeveloped theme clusters 

and emerging hotspots can be helpful for researchers to 

clarify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and 

future trends, and to generate novel ideas that may 

launch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大学新生抑郁现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李信心 1 吴云云 1 张潇 1 张海平 1 卢佳丽 2 王怀海
1  

1）西安工会医院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目的  抑郁障碍危害极大，最新研究显示抑郁

障碍在中国的终身患病率已达到 6.8%，其中大学新

生因需面对崭新的人际关系、学习方式及生活环境，

成为抑郁高风险人群，为对有潜在抑郁风险的大学

新生进行早期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对

2019级西安工业大学新生进行了抑郁状况调查及影

响因素分析。 

    方法  于 2019 年 10 月对西安工业大学 2019级

大一新生 5217 人进行 PHQ-9 问卷调查，同时收集

一般人口学资料，采用 PHQ-9 评估大学新生抑郁情

况。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

法对抑郁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分析，本研究均采用

SPSS 24.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抑郁检出人数为 3037 人，检出率为

58.21% 。女性（ OR=0.723,95%CI=0.643-0.814 ，

P<0.001 ）、 幼 年 抚 养 人 为 非 父 母

（OR=0.794,95%CI=0.691-0.912，P=0.001）、家族三

代中有精神疾病（OR=0.1.711,95%CI=1.186-2.467，

P=0.004 ） 、 儿 童 期 有 心 理 创 伤

（OR=0.318,95%CI=0.258-0.392，P<0.001）、有吸烟

史（OR=0.640,95%CI=0.528-0.774，P<0.001）与大学

新生抑郁发生相关，其中幼年抚养人为非父母

（P<0.001）、儿童期存在心理创伤（P<0.001）、有吸

烟史（P<0.001）的大学新生患中重度抑郁障碍的风

险较高。 

    结论  幼年抚养人类型、儿童期是否有心理创

伤、有无吸烟史与大学新生抑郁发生及严重程度相

关。 

 

 

 

童年创伤影响大脑皮层结构和抑郁症发病风

险的研究 

 

王敏 1 马小红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童年创伤是抑郁症常见的危险因素，然

而童年创伤与抑郁症发生之间的机制尚不明确。本

研究旨在分析抑郁症患者童年创伤经历和大脑皮层

结构的改变，进一步探索大脑皮层结构对不同维度

童年创伤经历与抑郁症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 

    方法  纳入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

版重度抑郁发作的抑郁症患者 130 名，性别、年龄

和受教育年限匹配的正常对照 125 名。采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评估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童年创伤问卷

评估情感忽视、躯体忽视、情感虐待、躯体虐待及性

虐待 5 个维度童年创伤，通过 FreeSurfer 6.0 软件基

于Desikan-Killiany模板计算大脑皮层表面积和厚度，

分别比较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间的差异。采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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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分析，探索童年创伤与大脑皮层结构是否存在

相关性；并进一步采用中介分析的方法，将大脑皮

层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探索不同维度童年创伤与抑

郁症发病之间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情感虐待、情感

忽视、躯体忽视、躯体虐待以及性虐待得分较正常

对照高（P<0.05）。抑郁症患者左侧前扣带尾部、梭

状回、海马旁回、前扣带吻部、颞上回、颞横回的皮

层表面积减少，右侧额上回皮层厚度降低（P<0.05，

FDR 校正）。进一步的中介分析，显示情感忽视、情

感虐待、躯体忽视均可通过左侧海马旁回的皮层表

面积对抑郁症发病产生影响。 

    结论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遭受更

严重的童年创伤，并且大脑皮层结构存在损害；中

介分析发现童年期创伤通过大脑皮层结构影响抑郁

症发病。表明童年期环境因素在抑郁症病因中的重

要作用，对疾病的早期识别及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额叶 α 波不对称与抑郁症自杀行为关系 

 

高敏 1 桑文华 1 徐保彦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比有、无自杀行为抑郁症患者

FAA，了解 FAA 是否可以作为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

的预测指标。 

    方法  纳入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2 月河北省

第六人民医院门诊和住院 56 例抑郁症患者，根据既

往是否真正实施过自杀行为分为有自杀行为组、无

自杀行为组，收集所有被试的一般资料，进行 FAA

检测同时评估 HAMD 量表、HAMA 量表、HCL-32

量表、SSI 量表。 

    结果  有、无自杀行为组 FP1/FP2 通道 FAA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之间 F3/F4 通道、 

F7/F8 通道 FA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自杀

行为与 FP1/FP2 通道 FAA 负相关（P<0.05），自杀

行为与 F3/F4 通道、F7/F8 通道 FAA 无明显相关性

（P>0.05）；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

患者自杀行为与 FP2/FP1 通道 FAA 关系显著

（P<0.05）；有、无自杀行为组自杀意念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自杀风险评分差异有统计学

差异（P<0.05）；自杀意念、自杀风险评分与 FP1/FP2

通道、F3/F4 通道、F7/F8 通道 FAA 无明显相关性

（P>0.05）。 

    结论  有自杀行为史的抑郁症患者前额叶 FAA

值低，即左前额叶皮质活动减弱的患者与自杀行为

相关，前额叶 FAA 或许可以作为抑郁症患者将来真

正实施自杀风险的预测指标。FAA 与当前状态的自

杀意念、自杀风险无相关关系，不能反映当前状态

自杀意念及自杀风险。 

 

 

 

基于频谱动态因果模型对抑郁症脑功能网络

效应连接异常的研究 

 

王赟 1 陈熊鹰 1 刘瑞 1 张志芳 1 崔健 1 周媛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目的  理解抑郁症背后的神经生理机制对于其

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既往研究发现抑郁症

患者关键脑网络存在异常的脑功能活动和脑功能连

接，但对其脑网络间的因果交互或效应连接仍没有

清晰的认识。本研究拟通过分析抑郁症患者默认网

络（DMN）、突显网络（SN）及背侧注意网络（DAN）

间的效应连接，探讨抑郁症患者脑网络功能异常的

机制。 

    方法  本研究纳入 63 例未服药抑郁症患者（年

龄：27.27±6.26，男性 22 例）和 74 例正常对照（年

龄：26.95±6.62，男性 20 例），所有被试均采集了静

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首先，采用独立成分分

析选取与 DMN、SN 及 DAN 网络模板最匹配的成

分，将成分中内侧前额叶皮层、后扣带及左右侧角

回作为 DMN 的种子点，背侧前扣带、左右前脑岛

及外侧前额叶皮层作为 SN 的种子点，左右额下回、

额叶眼动区、顶叶内沟作为 DAN 的种子点，以这 15

个种子点坐标为中心，定义半径 8mm 的球体来代表

感兴趣区。其次，利用频谱动态因果模型（spectral 

dynamic causal model, spDCM）对三网络感兴趣区之

间的效应连接进行分析。 

    结果  两组被试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上没

有显著差异（P>0.05）。spDCM 分析结果表明，两组

被试共同的连接模式为：三网络内均为正连接，SN

到 DMN、DAN 到 DMN 及 DMN 到 DAN 存在显著

的抑制性连接，DMN 到 SN、SN 到 DAN 及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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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SN 存在显著的兴奋性连接（free energy with or 

without, Pp>0.95）。组间差异分析表明，和正常对照

相比，抑郁症患者 DMN 的网络内连接增强，SN 及

DAN 的网络内连接减弱；此外，抑郁症患者 SN 到

DMN 及 DAN 到 DMN 的抑制性连接减弱，SN 和

DAN 间的兴奋性连接增强（free energy with or with-

out, Pp>0.95）。 

    结论  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 DMN、SN 及

DAN 三个关键脑网络存在网络内及网络间效应连

接异常，这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有着紧密的联

系。本研究从效应连接角度证实了既往部分研究认

为的抑郁症患者在静息态下脑网络存在异常自发脑

活动及脑功能连接，提示抑郁症脑网络效应连接异

常可能与其精神病理机制有关。 

 

 

 

氟西汀对慢性不可预见应激模型大鼠海马脂

质组学的影响 

 

于欢 1 周翠红 1 薛姗姗 1 石青青 1 彭正午 1 陈怡环
1  

1）西京医院 

 

    目的  基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探讨氟西

汀（Fluoxetine，Flx）对慢性不可预见应激抑郁模型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CUS）大鼠海马脂质

组学的影响。 

    方法  取 Sprague-Dawley 大鼠 30 只，按随机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Sham 组，CUS 组和 CUS+Flx 组，

每组 10 只。Sham 组大鼠在笼中正常饲养 4 周，然

后腹腔注射生理盐水（1 mL/kg）14d，每天 1 次。其

他两组大鼠接受 CUS 造模 4 周后，连续 14d 腹腔注

射 1 mL/kg 生理盐水（CUS 组）或 10 mg/kg 氟西汀

（CUS + Flx 组），每天 1 次。在最后一次注射后 24h

进行糖水偏好实验，随后处死大鼠，分离大鼠海马

进行脂质组学分析。 

    结果  糖水偏好实验发现：CUS 组大鼠较 Sham

组糖水偏好率下降（P < 0.001），而给予 Flx 干预后

CUS 大鼠糖水偏好率显著增加（P = 0.002）。脂质组

学分析显示，三组间筛选出 95 个差异性脂质小分子，

主要分布于甘油磷脂类和鞘脂类。另外，磷脂酰乙

醇胺（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PE）类的脂质小分

子中 PE(34:1e)+H（r = -0.477）、PE(18:1p/20:1)+H（r 

= -0.433）、PE(18:1/18:1)+Na（r = -0.603）、PE(36:2p)-

H（ r = -0.382）、PE(16:0/20:4)-H（ r = -0.464）、

PE(18:0/18:2)-H（r = -0.482）、PE(16:0e/22:6)-H（r = 

-0.514）、PE(18:1/20:4)-H（r = -0.511）及鞘脂类的

CerG1(d18:2/24:0+O)+H（r = -0.490）与大鼠糖水偏

好率呈负相关（P < 0.05）。而 PE(42:6p)+Na（r = 

0.379 ）、 PE(34:0p)-H （ r = 0.397 ） 和

SM(d22:1/16:0)+HCOO（r = 0.388）与大鼠糖水偏好

率呈正相关（P < 0.05）。 

    结论  Flx 对 CUS 模型大鼠的抑郁样行为的改

善作用可能与其调节海马甘油磷脂及鞘脂类水平有

关。但 Flx 调节大脑中脂质组成的确切机制以及特

定脂质小分子对抑郁样行为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 

 

 

 

抑郁症与情绪反应活性钝化：来自时间性情

绪模型的证据 

 

严超 1,2 孙婧雯 1,2 肖雯薏 1 王亚婧 1 吕钦谕 3 王毅
4 王继堃 1 易正晖 3  

1）脑功能基因组学教育部(上海市)重点实验室 华东

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2）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4）神经心理学与应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中科院

重点心理健康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目的  情绪情境钝化理论（Emotion Context In-

sensitivity (ECI)）是抑郁症研究领域中被普遍接受的

一个重要理论假设，它是指抑郁症患者不论对于正

性还是负性刺激，其情绪反应活性出现普遍下降。

根据时间性情绪模型，情绪体验开始被接受为是一

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对当下事件的即时性情绪体

验、对未来事件的期待性情绪体验、对过去事件的

回忆性情绪体验。但是，过去很少研究阐明情绪情

境钝化的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抑郁症多种维度的情

绪体验加工，也不清楚抑郁症状的程度是否影响理

论的适用性。因此，本研究拟探究临床重性抑郁症

与亚临床抑郁症状群体对于未来、当下和过去情绪

刺激的情绪反应活性，这将有助于研究领域标准

（RDoC）角度，进一步理解情抑郁症情绪功能异常

的病理发展机制。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565 

    方法  我们招募了 60 名符合 DSM-IV 的重性

抑郁症患者 (MDD)，50 名健康对照组, 56 名亚临床

抑郁症状组(SD，贝克抑郁量表总分>16)，以及 56 名

对照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和贝克抑郁量表被用于

评估抑郁症程度。金钱延迟奖赏任务用于测量被试

对金钱奖赏/惩罚的情绪反应。我们将所有奖赏或者

损失条件下的效价/唤醒度评分减去无奖赏/损伤条

件的相应主观评分的结果作为情绪反应活性指标。

一系列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与皮尔逊相关分析都是

针对这个指标来分析。 

    结果  MDD 组相对健康对照组，不论面对金钱

奖赏还是损失，不论效价还是唤醒度评分，所有三

个类型的情绪维度都表现出情绪反应活性降低（ps 

< .05, Cohen’s ds > 0.31）。相关分析显示， HAMD

抑郁症状得分与期待（r = -.47, p < .01）与即时愉快

情绪效价评分（r = -.55, p < .01）以及回忆中的唤醒

度（r = -.49, p < .01）的情绪反应活性呈负相关。然

而，亚临床抑郁症状组的情绪反应模式表现不稳定，

他们对于未来的奖赏报告出更低的情绪反应活性（p 

= .031, Cohen’s d = 0.41），然而对于当下的金钱奖赏、

未来与过去的金钱损失却表现出更高的情绪反应活

性。 

    结论  ECI 理论模型在临床重性抑郁症群体中

具有普适推广性，然而不适用于亚临床群体。这些

结果提示，情绪反应性钝化的开始可能是亚临床抑

郁转换为临床抑郁症的重要标志，为理解抑郁症的

发展病理机制提供有力的支持。 

 

 

 

Effects of Enriched Environment on Depres-

sion and Anxiety-like Behavior Induced by 

Early Life Stress: A Comparison between Dif-

ferent Periods 

 

黄鸿飞 1 王奇 2 关晓峰 1,2 张夏 1 李晓白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北部战区总医院 

 

    Objective  Brain development is a prolonged 

process and it is sensitive to the environment during crit-

ical periods. Stress in early life is believed to increas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while enriched environment 

(EE) has beneficial effects on neural plasticity and de-

pression. In this study, we compared the therapeutic ef-

fect of EE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n early life stress-

induced depression, and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and protein kinase 

B (AKT) on the effect of EE. Plasma corticosterone 

level was also detected to evaluate the reactivity of hy-

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Methods  C57BL/6 mice were subjected to a 4-h 

maternal separation (MS) procedure during postnatal 

days 2–21. After this separation, the mice were assigned 

to standard environment groups (SE), EE in the early 

period groups (3–8 weeks, EEE) and EE in the adult 

groups (8–13 weeks, EEA).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e-

havior were evaluated at 14-weeks of age. The plasma 

corticosterone was quantified utiliz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Hippocampus BDNF and 

AKT/p-AKT were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S increase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evel, while EE in both interven-

tion periods alleviated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 EEE group showed better effects in terms 

of anhedonia and anxiety than the EEA group. The dif-

ference in despair behavior between the EEE and EEA 

groups was not significant. MS increased plasma corti-

costerone level, while EE decreased corticosterone level 

in both intervention periods. EE increased BDNF and p-

AKT expression in the hippocampus, with stronger ef-

fects in the EEE group. 

    Conclusion  EE during the early development 

period was more effective in alleviat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duced by early life stress. BDNF and AKT 

ma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ffect of EE, and fur-

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explore the detailed neurobi-

ological mechanisms. 

 

 

 

RS-fMRI 引导下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对抑郁症的早期疗效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董震 1 张云淑 2 栗克清 2  

1）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 

2）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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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RS-fMRI 引导下的重复

经颅磁刺激（rTMS）对抑郁症患者早期疗效及认知

功能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取在我院就诊的 18-50 岁抑郁

症患者 59 例，随机分为导航组（19 例）、普通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均接受常规 SSRIs 类药物治

疗，在此基础上导航组给予功能磁共振扫描定位的

rTMS 刺激，普通组给予“5cm 定位法”的 rTMS 刺激，

接受 2 周治疗（10 次）。于基线期、治疗 2 周末、4

周末（随访期）行 HAMD-17、TMT-A 和 stroop 色

词测验（Stroop Word、Stroop Word 及 Stroop inter-

ference）的评估。 

    结果   1.三组患者一般情况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组内比较：三组患者的 HAMD-17 评分在治疗

2 周末和随访期均低于基线期，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导航组、普通组的 TMT-A、Stroop 测试

在治疗 2 周末、随访期的评分均高于基线期，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3.组间比较：HAMD-17、TMT-A、Stroop 色词

的组别与时间交互作用显著（P<0.05）。重复测量分

析提示：HAMD-17：在治疗 2 周末和随访期，导航

组评分明显低于普通组和对照组，且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治疗 2 周末：导航组有效例数（10

例，53.64%）与普通组（4 例，20%）、对照组（3 例，

15%）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TMT-A：在治

疗 2 周末和随访期，导航组的评分高于普通组和对

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Stroop-Word：在

治疗 2 周末，导航组、普通组的评分高于对照组，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Stroop-Color：在治疗 2

周末，导航组与普通组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导航组与普通组评分比较也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随访期，导航组评分

与普通组和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Stroop-interference：在治疗 2 周末，导航组、普通组

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RS-fMRI 引导下的 rTMS 联合药物治疗

抑郁症的疗效和认知功能优于常规 rTMS 联合药物

治疗和单纯的药物治疗，具有快速、持续的改善作

用，尤其抑制注意功能方面。 

 

 

 

首发抑郁症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翟倩 1 丰雷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首发抑郁症患者严

重程度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纳入 2018 年 1 月

至 2020 年 1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门诊就诊的首次发作的抑郁症患者 84 例。所有受试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简明国际精神障碍访谈

检查第 6 版（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

terview 6.0，MINI6.0）确定诊断，采用 17 项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17 items，

HAMD17）评估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采用生活事

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儿童期创伤

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分别

评估患者的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情况和童年不良经

历，同时采用自制问卷采集患者的一般人口学信息

和疾病相关临床特征。以抑郁症严重程度（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评分）作为因变量，生活事件量表、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儿童期创伤问卷、年龄、性别、家族

史、家庭关系、婚姻状况、居住地、教育程度、经济

状况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来进一步确

定其相关程度。 

    结果  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儿童期创伤、家族

史、家庭关系是首次发作的抑郁症严重程度的独立

影响因素（R2=0.957，P＜0.05）。 

    结论  阳性家族史、家庭关系差、生活事件影

响多、获得社会支持少、存在儿童期虐待的首次发

作的抑郁症患者严重程度更重。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in Depression 

Management: A Review Study 

 

杨程皓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

ical mechanisms of depression is the key to develop 

more effective agents in depression manage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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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is of immune/inflammation attracts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accumulating  studies had illu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i-inflammatory agents in relieving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re-

view the progress of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in de-

pression management. 

    Methods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s on this 

topic, and then summarizing and discussing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in terms 

of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mmune/inflam-

mation theory”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flamma-

tory cytokin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response 

to antidepressant therapy. 

    Results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re involved in 

the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 of depression and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response to antidepressant treat-

ment; the application and efficacy of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are inflammatory-activity dependent, which 

means that combined treatment with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can help to improve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high inflammatory activity, 

while the patients with a relative lower inflammatory 

activity could be worsen with it. 

    Conclusion  In view of the limitations of related 

research till now, it is currently difficult to apply the re-

search outcomes to the clinic practice of depression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more high-quality studies 

are needed to further explore and confirm who could 

benefits from what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s. 

 

 

 

曲唑酮改善混合性焦虑和抑郁伴睡眠障碍患

者睡眠质量的临床效果研究 

 

刘旺林 1  

1）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曲唑酮对混合性焦虑和抑郁障碍伴

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9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我院

收治的 140 例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进行研究，以

患者入院时间单双数为依据进行分组，每组 70 例。

治疗前 1 周，两组患者均停用其他精神活性药物及

安定类镇静催眠药物；对照组采用阿普唑仑（太原

市振兴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4021749），具体用药方法为，口服用药，一天一

次，一次 0.4-0.8mg，每晚服用；观察组则采用曲唑

酮（沈阳福宁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60037），

具体用药方法为：口服用药，一天一次，一次 20mg，

每晚服用；用药期间可根据患者病情适当的调整药

物用量，每天最高用药剂量不超过 100mg。治疗时

间为 14d。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不良发

应发生率、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分

改善情况。 

    结果  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不良发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 PSQI 评

分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 PSQI 评

分显著降低，且降幅大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

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曲唑酮在混合性焦虑和抑郁伴睡眠障碍

患者的临床治疗中，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治疗方案，

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且药物

安全性较高，不良发应发生率较少，是临床治疗抑

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案。 

 

 

 

Beneficial Synergistic Effect of RTMS and 

Fluoxetine on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induced Depressive Behaviors in Mice 

 

袁前发 1  

1）厦门市仙岳医院 

 

    Objective  The therapeutic benefi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combined 

with low-dose flu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have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Method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molec-

ular mechanism of rTMS combined with low-dose 

flu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a mouse 

model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CUMS).Mouse were randomized into Con (N=7, Con-

trol), CUM (N=7, CUMS), CUM +F (N=7, CUMS and 

fluoxetine therapy), CUM + rTMS (N=7, CUMS and 

rTMS therapy) ,CUM+ F + rTMS (N=7, CU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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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therapy).High-frequency rTMS (10 Hz) 

was applied on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and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fluoxetine 

(5mg/kg/d) was performed for four weeks. Open field 

test(OFT),tail suspension test(TST)and elevated plus 

maze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changes in be-

havioral functions. Immunohistochemistry to assess 

changes in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levels. Neuronal recovery was explored with western 

blot for BDNF-TrkB signaling pathway protein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UM model 

group,combination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more ef-

fective than rTMS or fluoxetine therapy for improving 

function on the OFT，TST and elevated plus maze test.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combination therapy 

may be a potential treatment to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BDNF-TrkB . 

 

 

 

抑郁症患者抑郁自评量表的因子分析 

 

方侠辉 1 薛闯 1 胡希文 1 倪喆 1 陈红卫 1 刘书培 2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目的  探索和验证抑郁自评量表（SDS）在抑郁

症门诊患者中的因子结构，以期在临床应用中能更

加准确、细致地评估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与特征。 

    方法  首先，选取 1998 名抑郁症患者用于探索

性因子分析，其次，选取 204 名抑郁症患者用于验

证性因子分析，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应用验

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抑郁自评量表（SDS）的因子结

构，选用 χ2/df、RMSEA、NNFI、CFI、GFI、AGFI、

IFI 作为评价模型拟合程度的指标。 

    结果  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 3 个因子，分别是

精神运动抑制、忧郁焦虑指数、生理躯体症状，它们

的特征根分别为 6.86、1.65和 1.09，累积解释了 47.95% 

的变异。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2/df 小于 2，

表示假设模型的拟合程度较佳，RMSEA 小于 0.08，

表示拟合程度较好，NNFI、CFI、GFI、AGFI、IFI 五

个指标的数值大于或接近 0.90，三因子模型的拟合

较理想。抑郁自评量表（SDS）的三因子模型得到了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的支持。 

    结论  抑郁自评量表（SDS）在抑郁症门诊患者

中呈现三因子结构，可应用于临床实践；探索性因

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可用于心理学量表研究。 

 

 

 

艾司氯胺酮抗抑郁治疗临床研究进展 

 

杜芸 1 马可 1 冯若冰 1 房捷欣 1 丰雷 2 胡永东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抑郁障碍影响超过三亿人，为患者和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现有抗抑郁药物存在起效慢，有效率

低等问题。快速缓解抑郁症状、降低自杀风险、提高

有效率和治愈率，是治疗抑郁障碍亟需解决的难点。

有研究提示艾司氯胺酮具有快速显著的抗抑郁作用。

艾司氯胺酮是 R-氯胺酮的对映异构体，是一种非竞

争性的N一甲基一D一天冬氨酸 (N—methyl—D—

aspartic，NMDA)受体拮抗剂。与 R-氯胺酮相比，艾

司氯胺酮对 NMDA 受体的亲和力更高，理论上可能

更有效、安全。静脉注射艾司氯胺酮，24 小时缓解

率为 29.4%，有效率为 64%-67%,耐受性良好。

0.2mg/kg 与 0.4mg/kg 有效率无显著差异，但低剂量

艾司氯胺酮耐受性更好。 0.5mg/kg 氯胺酮与

0.25mg/kg 艾司氯胺酮具有快速显著抗抑郁疗效及

较好的耐受性。相较于艾司氯胺酮，氯胺酮治疗有

效率和缓解率更高，治疗终止率更低。但艾司氯胺

酮组出现副作用比例更低。疗效和耐受性的差异可

能是由于药物的代谢差异，不同给药方式和药物剂

量等因素，导致了代谢速率和临床结果的差异。 

    2019 年 3 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强生公司开发的 Spravato（艾司氯胺酮鼻黏膜

喷剂）与口服抗抑郁药物联用，用于成年难治性抑

郁障碍患者；2020 年 8 月批准与口服抗抑郁药联合

治疗成年抑郁障碍伴自杀观念/行为患者。 

    研究表明，56mg 和 84mg 艾司氯胺酮鼻黏膜喷

剂均能快速减少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观念，降低自

杀风险。在安全性方面，停止鼻黏膜喷剂艾司氯胺

酮使用后 2 周内，无明显戒断反应；研究过程期间

和给药停止后，无艾司氯胺酮滥用的案例报告。研

究表明，对大多数患者来说，为期 1 年的艾司氯胺

酮鼻粘膜喷剂治疗具有稳定的抗抑郁作用且耐受性

良好。艾司氯胺酮治疗有效的患者，维持低频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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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能明显降低抑郁复发风险。复发率显著低于安

慰剂（25.8%vs57.6%）；至少四周达到症状缓解的患

者中，复发风险降低了 51%；至少持续四周临床有

效的的患者中，复发风险降低了 70%。目前尚无研

究对比艾司氯胺酮静脉给药和鼻黏膜喷剂的疗效和

耐受性差异，有研究对血药代谢浓度进行比较。结

果显示，56mg 与 84mg 鼻粘膜喷剂与静脉注射艾司

氯胺酮 0.2mg/kg 的血药浓度代谢最为接近。未来需

进一步研究并从临床实践中获得更多的数据，为安

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一个基于充分临床研究证据

的框架。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Amygdala Subre-

gions Predicts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Follow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张书懂 1 崔健 1 周媛 1,2 王刚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Objective  The amygdala is vital in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predicting vulnerability or re-

silience to stress-related disorder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of amygdala subregions reflects a predisposing 

neural feature of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following 

stress in previously healthy volunteers and of resilience 

to stress under antidepressants' protection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Methods  The neuroimaging data obtained be-

fore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

demic from 39 MDD patients and 61 health controls 

(HC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retrospectively into four 

groups: remitted patients (MDDr), non-remitted pa-

tients (MDDnr), depressed HCs (HCd) and non-de-

pressed HCs (HCnd). Seed-based rsFC analyses of the 

amygdala and its subregions, including centromedial 

(CM), basolateral (BL) and superficial (SF), were per-

formed. 

    Results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was sug-

gested by the decreased rsFC between the left CM 

amygdala and the bilateral lingual gyrus in the HC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HCnd group, and decreased 

rsFC of the left CM or right SF amygdala with the 

precuneus and the postcentral gyrus in the HC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with MDD. No evidence 

supports the rsFC of the amygdala or its subregions as a 

biomarker for the resilience of patients with MDD to 

stress under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sFC 

of amygdala subregions may represent a neurobiologi-

cal marker of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following 

stress. It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offering 

early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to general populations. 

 

 

 

整合式团体心理治疗对产前抑郁情绪的影响 

 

周晨曦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整合式团体心理治疗对妊娠早期孕

妇产前抑郁情绪的影响以及长期疗效。 

    方法  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睡眠

心理门诊选取 36 名被试，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各 18 例，对试验组开展６次整合式团体心理治疗，

团体心理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被试施测患者健康问

卷抑郁量表（PHQ-9）、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和患者健

康问卷躯体症状群量表（PHQ-15）。试验组于 6 次

整合式团体心理治疗结束 1 月后再次追踪测评量表。 

    结果  6 次整合式团体心理治疗前，两组孕妇

的抑郁情绪、睡眠指数、焦虑情绪和躯体症状差异

不显著(P>0.05)。干预后，试验组的抑郁情绪、睡眠

指数、焦虑情绪和躯体症状显著低于前测数据

(P<0.05），对照组的前后测评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P>0.05）。1 月后，试验组的抑郁情绪、睡眠品质和

焦虑情绪评分显著低于后测数据（P<0.05），但躯体

症状评分差异不显著（P>0.05）。 

    结论  整合式团体心理治疗对调理孕妇抑郁情

绪、焦虑情绪、睡眠品质和躯体不适有积极作用，且

在抑郁情绪、睡眠质量和焦虑情绪上可以保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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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疗效，但在躯体不适上未保持长期疗效。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心理体

验的质性研究 

 

陈洋洁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发生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心理感受

与心理体验，旨在为临床医疗护理人员快速识别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发生非自杀性自伤的风险，针对青

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制定精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依据，为临床实践提供针对性的个性化心理护理提

供借鉴意义。 

    方法  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随机选取山西省

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 2020 年 11 月—

2021 年 2 月住院治疗的 12 例发生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进行深入的半结构式访谈，

运用 Colaizzi 7 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主题的分析、归

纳及提炼。 

    结果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发生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的心理感受和心理体验可归纳为 4 个主题：难以

控制的情绪、支持体验的缺乏、错误的应对与求助、

内疚与失望四个方面。 

    结论  青少年在心理关怀、情绪管理、心理健

康方面仍存在较多困扰，其中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

自伤行为发生率较高，临床护理人员应结合其心理

感受及时开展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估，避免渲染非

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危险性和重要性，为患者提供个

性化的关切和支持性的回应，正确引导青少年处理

其情绪的方法和策略。 

 

 

 

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在抑郁症中的新进展 

 

顾乔乔 1 王慧颖 1,2 王长虹 1,2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河南省生物精神病学重点实验室，新乡医学院 

 

    目的  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意

志减退、快感缺失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常见精神疾

病。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是一种无创、易操作的光学脑功能成像技术，

通过检测近红外光的变化来反映大脑皮质中氧合血

红蛋白浓度的变化，从而反映大脑的神经活动。

NIRS 广泛应用于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本文旨在对

此作一综述。 

    方法  第一作者在中国知网，Pubmed 数据库进

行检索,文献检索时限为 2016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中文检索词为抑郁症、抑郁障碍和近红外光谱

成像技术、近红外脑功能定量、近红外光成像技术、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近红外光学脑成像。英文检索

词为 depressi*、NIRS、depression、near-infrared spec-

troscopy。 

    结果  检索到 197 篇文献，其中 90 篇英文文

献，107 篇中文文献。根据文献纳入排除标准，第一

作者对初步入选的 197 篇文献进行全面的审阅。经

筛选后最终入选 43 篇英文文献，9 篇中文文献。 

    结论  研究发现 NIRS 可以用于评估患者的认

知功能障碍、情绪调节能力受损、睡眠障碍等。近红

外光谱信号可能是抑郁症潜在的生物标志物。研究

发现使用 NIRS 测量的额颞活动可能与抑郁症状相

关，而与诊断无关。但是目前对于 NIRS 的研究还处

于探索阶段，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大多数研究为小

样本量，没有限制药物的使用，患者组和健康对照

组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不匹配，并且 NIRS 空间

分辨率较低。 

 

 

 

智能数字替身技术在抑郁症诊疗中的研究进

展 

 

仝玉杰 1,2 王骁 1,2 吴倩 1,2 赵文涛 1,2 刘莎 1,2 徐勇
1,2  

1）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

医学院，精神卫生科 

2）山西省太原市精神障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山西省

重点实验室 

 

    目的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严重

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近年来智能数字

替身技术在抑郁症诊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学界关注，

其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方法，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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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对智能数字替身应用于抑郁症的辅助诊

断及心理治疗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讨论了

技术应用存在的潜在问题与挑战，以期为后续研究

提供借鉴 

    方法  在 PubMed、Web of science、Sciencec Di-

rect 等数据库中使用“Intelligent digital avatar” 、

“Depression”、“Diagnosis and treatment”主题词，在

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中使用“智能数字替身”、“抑郁

症”、“诊疗”主题词，检索了截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

所有已发表的英文研究，以包括所有智能数字替身

技术在抑郁症诊疗中应用的文章。 

    结果  与  结论 虽然智能数字替身技术在抑

郁症诊疗中的应用已展现出了广阔前景并得到了相

关研究人员的重视，但前期实践提示其在临床广泛

运用还存在着一定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既往研究设计单一，样本量小，目前研究大多仍

停留在临床试验阶段，诊断的信效度及治疗效果有

待进一步论证；智能数字替身应用于疾病的辅助诊

疗有可能对个人信息构成潜在威胁，进而可能会造

成患者的情绪创伤甚至加重病情；智能数字替身普

遍缺乏共情能力，无法重现患者与专业医生面对面

交流的丰富性，暂时还不可能取代专业医生。同时，

临床数据的高复杂程度也对智能数字替身的设计算

法和模型建立提出更高要求。尽管目前智能数字替

身应用于抑郁症的临床诊疗仍有缺陷，但在目前医

学诊疗智能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智能数字替身应用

于抑郁症的诊疗仍不失为一种潜在解决方案。目前

国内基于智能数字替身的抑郁症诊疗技术还处在起

步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样本量的增加，以及计算

机技术如信息加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

处理等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相信智能数字替身技术

在抑郁障碍诊疗中的重要作用将会被进一步证实，

在未来完成向临床应用的转化。 

 

 

 

抑郁症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 

 

吕金芝 1 杜鑫哲 1 徐勇 1,2 刘莎 1,2  

1）精神障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

生科 

 

    目的  抑郁症是一种全球高发的对人类身心危

害严重的精神疾病，在近年来的发病率逐年攀升。

抑郁症的动物模型能够模拟人类的抑郁症的疾病状

态，帮助研究其发病机制和研发新的抗抑郁药物。

抑郁症的动物模型可以根据造模方式分为遗传性模

型、成年应激模型、手术损伤模型、药物诱导模型和

其他模型，这些模型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模拟人类

的抑郁状态，在探索抑郁症的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本文综合了近几年关于抑郁症动物模型的

建立方法和评价进行了分析总结，希望可以对抑郁

症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方法  我们在 PubMed数据库中使用了“Animal 

model ”以及 “depression”等搜索词及其缩写和衍生

词，搜索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15 日所

有已发表的英文研究。 

    结果  近些年文献提出的动物模型主要围绕遗

传性模型、成年应激模型、手术损伤模型、药物诱导

模型和其他模型等五个方面。其中遗传性模型主要

包括传统遗传性动物模型——基因工程、光遗传和

选择育种的动物模型三种；成年应激模型主要分为

五种：习得性无助模型、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刺激、慢

性束缚应激模型、行为绝望模型和社会心理应激模

型；手术损伤模型涉及嗅球切除模型、卒中后抑郁、

切除卵巢模型以及电刺激小鼠角膜模型；药物诱导

分别为使用利血平、苯丙胺、阿扑吗啡和糖皮质激

素等药物诱导成抑郁症状态；另外，还有抗昼夜节

律模型。 

    结论  每种动物模型仅仅只能表现抑郁症的某

些方面，同时还受到动物品系、数量以及实验环境

条件等因素影响，所以单独使用一种模型易产生假

阳性，我们应根据研究方向和实验条件选取合适的

动物模型。另外，各种模型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多模

型联合效果更佳。我们需要熟练掌握各种动物模型

的特点，灵活选取和应用到自己的课题之中，同时

也要继续研究新的抑郁症动物模型，努力构建更加

完善的研究工具，为未来理解抑郁发病机制以及尽

快提高抗抑郁药物研发水平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抑郁症炎症机制中 IL-6、IL-10、C-反应蛋白

的研究进展 

 

闵雪 1 王彦芳 2 姚红 1  

1）山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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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综述细胞因子在抑郁症中的特点，以及

探讨其作为生物标志物、为抑郁症的鉴别诊断和未

来的治疗方法提供启示的可能 

    方法  数据来源于万方、知网、PubMed 等，搜

索不受语言的限制。搜索字符串：[（抑郁）或（重

度抑郁症）或（抑郁症症状）或（抑郁亚型）或（忧

郁症）或（非典型抑郁）] 和 [（IL-6）或（IL-10）

或（CRP）或（炎性机制）或（细胞因子）] 

    结果  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存在免疫紊乱，

免疫炎症反应系统（IRS）和代偿性免疫调节反射系

统（CIRS）相互作用，如血浆中白介素-6、C-反应

蛋白水平的升高、以及白介素-10 水平的降低等，且

早期升高的 CRP、IL-6 与随后发生的抑郁症状显著

相关。抑郁亚型中，非典型抑郁的 CRP 显著升高，

与非典型抑郁相比忧郁型的 IL-6 浓度更高，而白介

素-10 的浓度在两者间无统计学差异，提示两者可能

在免疫反应上存在差异。传统抗抑郁药治疗后，约

有 1/3 的抑郁症患者对于常规的治疗无应答或疗效

不佳，说明针对单胺递质假说的药物并不是治疗抑

郁症的最佳，联合使用抗炎药物治疗显示出比单纯

使用抗抑郁药更有效果，但需要考虑抗炎药带来的

副作用。 

    结论  抑郁症由于存在不同亚型，根据临床症

状诊断抑郁症会受到医生和患者的主观影响，这给

疾病的确诊和治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发现和

确定生物标志物，对于抑郁症的分型和治疗是很有

必要的,此外，受试对象的选择、检测方法等的异质

性是生物标记研究的障碍，所以有必要对更多的生

物标志物进行检测，同时需要建立更多的动物模型

实验，验证抗炎药物或/和细胞因子抑制剂对抗抑郁

的疗效。 

 

 

 

首发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脑电微状态的变化

研究 

 

雷蕾 1,2 张钰 1,2 郭梦 1,2 刘鹏鸿 1,2 杨春霞 1,2 张爱

霞 1,2 孙宁 1,2 刘志芬 1,2 王彦芳 1,2 张克让 1,2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抑郁症是一种大脑神经活动和连接性异

常的疾病。脑电微状态是典型的电压拓扑图，反映

了脑网络的短暂激活。目前关于抑郁症脑电微状态

仅有少数研究报道，且集中在患者与正常人群的差

异上，未检索到有关于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前后脑

电微状态变化的研究。利用脑电微状态特征指标评

估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脑网络动力学的变化，探索

抗抑郁治疗的神经电生理机制。 

    方法  收集 2020 年 1 月到 12 月 96 名首发未治

疗抑郁症患者（治疗前组）并进行随访，其中已完成

8 周治疗及随访的 48 名抑郁症患者（治疗后组）的

64 通道静息态脑电图。预处理 EEG 数据后，进行微

状态分析，分别对两组被试的 EEG 数据，计算所得

出的 GFP 信号所有峰值处的脑电状态作为准微状

态，然后使用 AAHC 聚类算法将准微状态进行聚类

和数据降维，最终聚类为 4 个目标微状态，随后使

用 4 个微状态的模板分别对每个被试的 EEG 信号

进行拟合，得出不同微状态下的持续时间，出现次

数以及覆盖率等属性，以及微状态之间的转移概率。

最后对微状态各指标进行分析并做组间差异对比。 

    结果  1. 微状态分析在所有受试者中的聚类产

生 4 种微状态（A、B、C、D），四种地形图解释的

方差比例在 70%-84%； 

    2. 与治疗前患者组相比，治疗后患者组中微

状态 C 的平均持续时间（Z=-2.911，p=0.004）和覆

盖率均显著性降低（Z=-2.500，p=0.012）；微状态 A

的出现频率（Z=-2.386，p=0.017）和覆盖率均显著

性增加（Z=-3.293，p=0.001）； 

    3. 4 类微状态之间相互转换概率也发生变化，

治疗后患者微状态 A-B（Z=-2.924，p=0.003）、B-A

（Z=-4.446，p＜0.001）、A-D（Z=-2.526，p=0.012）、

D-A（Z=-3.348，p=0.001）、C-B、（Z=-2.433，p=0.015）、

C-D（Z=-2.445，p=0.014）的转化概率显著性增加。 

    结论  本研究提示静息态脑电图微状态参数可

反映抑郁症疗效变化，因此脑电微状态分析可能会

成为客观评估抑郁症疗效的方法，且微状态分析也

为探索抗抑郁治疗神经电生理机制提供一个新的思

路。 

 

 

 

基于奖赏环路和临床特征首发双相抑郁和单

相郁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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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霞 2 吴佩仪 1 张克让 2  

1）山西医科大学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精神疾病诊断仍依据临床特征，单相抑

郁与双相抑郁临床表现相似，治疗方案及转归却截

然不同，其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 

    方法  以未治疗抑郁首发患者为研究对象，以

平均随访 7（7.51 ± 1.73 年）年的转归分为 32 名抑

郁首发的双相抑郁患者(fBD)和 48 名单相抑郁患者

(fUD)，同时招募 31 名正常对照(HC)，采用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技术，分析功能连接和图论检验三组被

试奖赏环路网络属性的差异，结合差异网络属性和

临床特征，通过支持向量机模型对两种疾病进行鉴

别。 

    结果  较正常人和首发单相抑郁患者，首发双

相抑郁患者右侧丘脑背内侧核团的度中心性下降、

左侧腹侧苍白球的节点效能减弱；较正常人和首发

双相抑郁患者，首发单相抑郁患者右侧丘脑背内侧

核团的节点效能减弱，该区域和两侧背外侧前额叶、

左侧腹内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增强。以差异的奖赏

环路网络属性对两种疾病进行鉴别的准确率为

70.00%、敏感性为 59.38%，特异性为 77.08%，分类

性能略优于基于临床特征的分类模型（准确率

68.75%、敏感性 59.38%、特异性 75.00%）。将奖赏

环路网络属性特征和临床特征整合作为分类特征时，

鉴别模型的准确率为 87.50%、敏感性为 78.13%、特

异性为 93.75%。 

    结论  双相抑郁患者以皮质-皮下区域的“解离”

和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紊乱为主要特征，单相抑郁

患者以增强的内部状态感知和减弱的外部注意为特

征。将奖赏环路网络属性特征和临床特征整合作为

分类特征时鉴别效力相对较高。 

 

 

 

改良电休克治疗 MDD 及对自杀意念影响的

研究进展 

 

崔雅莲 2 王彦芳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2）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对于有

严重消极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电休克治疗是首

选的治疗。本文的目的是主要对 MECT 的发生机制，

治疗现状及其有效性和不良反应进行综述，为电休

克治疗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以“电休克、抑郁、发生机制、安全性、

自杀意念、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等为关键词

组合查询２０１０年５月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在中

国知网、万方数据、PubMed 等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

对改良电休克治疗的作用机制、治疗现状、治疗有

效性及和不良反应进行综述。 

    结果  尽管疗效和安全性仍存争论，电休克治

疗 （ECT）目前仍然是精神科领域最有效的非药物

治疗手段，其中，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临床又称为：

改良电休克治疗 ，简称 MECT）作为电休克治疗方

法之一 ，正在被我国精神科医疗领域越来越广泛地

应用。改良电休克治疗可改善患者的情绪，但其机

制尚不清楚，可能的机制包括增加血脑屏障通透性、

改变乙酰胆碱能和 GABA 能神经元的敏感性等。改

良电休克治疗可以有效的治疗抑郁症，降低患者的

自杀意念，明显降低患者的自杀死亡率。将来，

MECT 可以与神经影像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等相结

合 ，进一步探讨 MECT 的作用机理及精神疾病可

能的病理机制，为精神疾病的治疗提供新方向，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结论  抑郁症是临床常见的精神疾病,其患病

率高,自杀风险大。降低抑郁症患者的患病率及自杀

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良电休克 （MECT）在

治疗 MDD 和降低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方面有确切

的作用。 

 

 

 

抑郁障碍兴趣减退的奖赏环路机制：跨物种

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分析 

 

李琦 1 李宏 1 刘红梅 1 刘莎 1 刘志芬 1 徐勇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目的  抑郁障碍的核心症状之一愉快感缺失

（Anhedonia），与大脑奖赏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方法  为探讨抑郁障碍大脑奖赏环路的机制，

本研究首先纳入了 30 位抑郁患者和 32 位健康对照

（年龄 18-25 岁），采用 3.0T 磁共振扫描仪获取静

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本研究随后选用 20 只 W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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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模型大鼠和 20 只 Wistar 对照大鼠（雄性 8 周

龄），进行糖水偏好实验，强迫游泳实验行为学检测，

然后采用 7.0T磁共振扫描仪获取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数据。 

    结果  首先分析人脑核磁数据，计算低频振荡

信号（ALFF），结果显示抑郁患者比健康对照大脑豆

状核和海马的 ALFF 值显著增高（FDR,P<0.05）。豆

状核和海马均为奖赏环路的主要脑区，提示抑郁障

碍奖赏环路的功能活动存在异常改变。随后分析动

物实验数据，行为实验结果显示 WKY 大鼠糖水偏

好系数显著降低（P<0.05）,强迫游泳不动时间显著

增高（P<0.05）,提示 WKY 大鼠具有兴趣减退的症

状表现。同时，分析计算 ALFF 值，结果显示 WKY

抑郁模型大鼠相比 Wistar 对照大鼠豆状核与海马的

ALFF 值显著增高（FDR,P<0.05），与抑郁患者的

ALFF 值改变相似，提示 WKY 抑郁模型大鼠同样存

在奖赏环路的功能活动异常。 

    结论  本研究提示抑郁障碍兴趣减退症状可能

与奖赏环路中神经元异常活动增高有关。 

 

 

 

炎性相关抑郁症肠道菌群特征及其免疫调控

机制研究 

 

刘鹏鸿 1,2 王纪智 1,2 王俊彦 1,2 屠宏伟 1,2 高明雪 1,2 

张爱霞 1 杨春霞 1 刘志芬 1 孙宁 1 张克让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2）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抑郁症呈现高度异质性，约 30%患者有

持续的全身低度炎症激活，即炎性相关抑郁症。然

而，由于其病因及致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临床一

线抗抑郁药物对其疗效差，是当前治疗的难点。研

究证实肠道菌群失调和相关的免疫激活是抑郁发生

的重要驱动因素。本研究通过临床和动物实验探讨

炎性相关抑郁症的肠道菌群特征及其免疫调控机制。 

    方法  1. 收集首发未用药的重度抑郁症患者

(MDD)41 例和健康受试者（HC）44 例，采用汉密顿

抑郁量表（HAMD）评估抑郁症状，收集外周血、粪

便，采用ELISA方法检测血浆中的炎性因子:IL-1β、

IL-6、IL-10、TNF-α 和 CRP，采用 16SrRNA 基因测

序检测肠道菌群； 

    2. 根据血浆中 CRP 浓度将 MDD 分为炎性相

关 MDD 组和非炎性 MDD 组，比较组间肠道菌群

差异； 

    3. 将炎性相关 MDD、非炎性 MDD 和 HC 的

肠菌分别移植给抗生素小鼠，观察 3 组小鼠的行为，

比较其肠道菌群和炎性因子。 

    结果  1. 与 HC 试者相比 MDD 外周血 CRP 浓

度明显升高，且与 HAMD 总分呈负相关。肠道菌群

α 和 β 多样性存在明显差异，采用随机森林分析发

现，抗炎菌梭菌（纲、目、科、属）在抑郁症患者中

丰度明显降低，且梭菌与血液中 CRP 浓度和 HAMD

总分呈负相关。 

    2. 炎性相关 MDD 肠道中促炎菌拟杆菌（门、

纲、目、科、属）明显高于非炎性 MDD，且拟杆菌

与血液中 CRP（P<0.005）呈正相关；抑炎菌梭菌明

显低于非炎性相关 MDD，且与血液中 CRP 和

HAMD 总分（P<0.005）呈负相关。 

    3. 为明确肠道菌群与抑郁症状的因果关系，将

炎性相关 MDD、非炎性 MDD、HC 的粪便移植给

抗生素小鼠，结果发现，炎性组小鼠外周血 CRP 及

海马组织中炎性指标 NLRP3、Caspase-1 和 IL-1β 表

达明显升高，且表现出明显的抑郁样行为，而非炎

性组和健康组小鼠无类似表现。三组间肠道菌群 α

和 多样性均存在明显差异；采用 LEfSe 分析发现

炎性相关组中拟杆菌（科、属）明显升高，而梭菌

(纲、目)显著降低，拟杆菌与梭菌呈负相关，采用网

络关联分析发现，拟杆菌和梭菌为该物种的关键菌，

其重现了炎性相关 MDD 的肠道菌群特征。 

    结论  炎性相关抑郁症患者肠道中促炎菌拟杆

菌明显高于非炎性抑郁症患者，抑炎菌梭菌明显降

低。 

    炎性相关 MDD 肠道菌群可诱发抗生素小鼠机

体炎性反应，并引起抑郁样行为。 

 

 

 

首发抑郁症患者肠道菌群与炎性指标的相关

性研究 

 

王纪智 1,2 刘鹏鸿 1,2 王俊彦 1,2 杨春霞 1,2 张婕 1,2 

康鹏丽 1,2 张克让 1,2 孙宁 1,2,3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障碍人工智能诊疗山

西省重点实验室 

3）山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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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精神疾病，严重影响

人的身心健康。既往研究表明，抑郁症的发生与肠

道菌群紊乱、炎症反应密切相关。本研究对抑郁症

患者的肠道菌群、短链脂肪酸和炎性因子水平进行

分析，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旨在为抑郁症的机制

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收集首发抑郁症患者 35 名，健康受试者

31 名。收集受试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用 17 项汉密

尔顿抑郁评估量表（HAMD-17）评估患者抑郁严重

程度，采用 16S rRNA 基因测序技术检测两组肠道

菌群的 DNA 序列，通过 QIIME2 软件分析肠道菌群

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并采用 LEfSe 分析方法来鉴

定两组的差异菌种。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血

浆中的炎性因子水平，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血

浆中的短链脂肪酸，比较两组肠道菌群、短链脂肪

酸和炎性因子的差异，并对肠道菌群与短链脂肪酸、

炎性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 本研究从 66 名被试的粪便样本中一

共获得 7422832 条序列，利用 Vsearch 软件对得到

的序列进行拼接、质量过滤、去重、去嵌合体，最后

得到 4337329 条高质量序列，这些序列长度主要集

中在 400-430bp 之间。再以 97%的相似性水平对得

到的高质量序列聚类，共得到 28468 个操作分类单

元。Alpha 多样性分析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

郁症组肠道菌群的 Simpson 指数、Pielou’s evenness 

指数降低（P= 0.0025，P=0.031）。Beta 多样性分析

显示两组组间差异大于组内差异（P=0.001）。LEfSe

分析在两组中一共鉴定出了 13 个显著差异的菌群

（P＜0.05）。其中 4 个在抑郁症组中富集，9 个在抑

郁症组中降低。 

    2. 与健康人群相比，抑郁症患者外周血的乙酸、

丙酸和丁酸水平降低（P＜0.05）。短链脂肪酸与差异

菌属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丁酸与梭菌属呈正相关

（r=0.349，P=0.040）。 

    3. 与健康人群相比，抑郁症患者外周血的 CRP

水平明显升高（P=0.013）。炎性因子与差异菌属的相

关性分析发现，IL-6 与苏黎世杆菌科呈负相关（r=-

0.441,P=0.008），IL-6 与苏黎世杆菌属呈负相关（r=-

0.462，P=0.005）。 

    结论  1. 与健康人群相比，抑郁症患者的肠道

菌群组成发生变化，菌群多样性降低。 

    2. 与健康人群相比，抑郁症患者外周血乙酸、

丙酸、丁酸降低，CRP 升高，可能与肠道菌群相关。 

 

 

 

Decreased Right Amygdala Volume Predicts 

Treatment Efficacy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Depression 

 

Hong Li1,2, Sha Liu1,2, Zhifen Liu1,2, Xinrong Li1,2, Jing 

Li1,2, Yong Xu1,2,3  

1）Shanxi Key Labora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sist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Mental Disorder,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Hospital/First Clin-

ical Medical College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

yuan, China. 

3）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Shanxi Medical Uni-

versity, Taiyuan, China. 

 

    Objective  Numerous neuroimaging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volume reduction in the amygdala are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

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mygdala volume, emo-

tional symptoms, as well as memory impairments and 

further examine whether the amygdala volume can be 

used as a neural biomarker to identify the efficacy of 

antidepressants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de-

pression (MMD). 

    Methods  Combining clinical assessments and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e in-

vestigated the amygdala deficits in 47 patients with 

MMD compared with 43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Freesurfer was adopted to automati-

cally evaluate the amygdala volume through volumetric 

seg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Results  Structural MRI data indicated that 

MMD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smaller gray matter 

volume of right amygdala,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

trols. Mediat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effect of right 

amygdala volume on depression symptom was medi-

ated by the Wechsler memory scores in MMD patients. 

Crucially, the initial gray matter volume of right amyg-

dala became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depression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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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after 8 weeks of Shugan Jieyu Capsule (SG) treat-

ment,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verall, our findings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of right amygdala volume re-

duction in MMD and highlight memory impairment as 

a mediator to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yg-

dala morphometr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MMD. The decreased right amygdala volume may 

be used as an early imaging biomarker to predict the ef-

ficacy of antidepressants in MMD patients. Therefore, 

our study strength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

genesis of MMD, which would shed light on the opti-

mized treatment for the patients.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provide further evi-

dence of right amygdala volume reduction in MMD and 

highlight memory impairment as a mediator to influ-

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ygdala morphometr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MMD. The 

decreased right amygdala volume may be used as an 

early imaging biomarker to predict the efficacy of anti-

depressants in MMD patients. Future studies using a 

large sample size or longitudinal studies to replicate and 

generalize these results across large psychiatric disor-

ders. More detailed insights into the anatomy of amyg-

dala underlying depression in MMD will shed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ore targeted intervention op-

tions. 

 

 

 

Face Recognition Brain Functional Connec-

tivity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 A 

Brain Source Localization Study by ERP 

 

Lei Lei1,2, Xiaotong Song1,2, Penghong Liu1,2, Yujiao 

Wen1,2, Aixia Zhang1,2, Chunxia Yang1,2, Ning Sun1,2, 

Zhifen Liu1,2, Kerang Zhang1,2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2）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Shanxi Medical Uni-

versity, Taiyuan 

 

    Objective  Th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have defects in face recognition，which 

is a fundamental skill required for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MDD 

patients develop facial perceptual processing disorders 

and present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brain FC. 

    Methods  Our study used ERP to record differ-

ences between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healthy partici-

pants with face and non-face recognition tasks. 

    Results  Amplitude induction by face pictur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face pictures both in MDD 

and HC group. Face recognition amplitude in MDD was 

lower than in HC group. Then we chose these two time 

period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C in the MDD was stronger 

than in the HC group in more brain regions in both pe-

riods. However, there was only one FC between two 

brain regions in HC was stronger than MDD. 

    Conclusion  Dysfunction in brain FC in MDD 

patients is a relatively complex phenomenon, exhibiting 

stronger and multiple connectivity with many brain re-

gions of emotions. Evidence provided in this paper sug-

gests that the brain FC of MDD patients is more com-

plex and less efficien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face recog-

nition. 

 

 

 

Research Progress of Modified Electric Con-

vulsive Therapy for MDD and Its Effect on 

Suicidal Ideation 

 

YalianCui 1, YanfangWang2  

1）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Objective  Depression is a common mental dis-

order an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s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for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severe negative sui-

cidal ideation.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pathogenesis, current treatment status, effectivenes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MEC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ethods  Literature overworked on CNKI, Wan-

fang Data, PubMed and other databases from May 2010 

to December 2020 was searched with the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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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orked electroshock, depression, pathogenesis, 

safety, suicidal ideation , 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 mechanism, status,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 were reviewed. 

    Results  Despi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remains 

debatable,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 (ECT) is still is 

the most effective psychiatric field of non-drug treat-

ments, among them, there is no tic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 (also known as: 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 MECT) as one of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 

are being psychiatric medicine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our country.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

apy can improve mood in patients, but the mechanism 

is not clear. Possibility mechanisms include increased 

blood-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 and altered sensitivity 

of acetylcholinergic and GABAgic neurons.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treat depres-

sion, reduce suicidal ideation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uicide mortality rate of patients.In the future, 

MECT can be combined with neuroimaging and bio-

medical engineering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MECT and the possible pathological mech-

anism of mental diseases, so as to provide a new direc-

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mental diseases and have a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 

    Conclusion  Depression is a common mental dis-

ease in clinic, with high prevalence rate and high risk of 

suicide.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duce the 

prevalence rate and suicide rate of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 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 (MECT) 

plays a definite role in treating MDD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suicid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tegrity Analysis of White Matter Fiber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Based on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Ziwei Liu1,2, Lijun Kang1, Aixia Zhang1, Chunxia Yang1, 

Min Liu1,2, Xin Wang1, Kerang Zhang1, Ning Sun1,3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3）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Shanxi Medical Uni-

versity, Taiyuan, China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

vestigate the abnormal state of the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 

We use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and compared these changes with 

healthy controls(HCs). 

    Methods  Demographic and DTI data were col-

lected from 27 subjects with MDD and 28 matched HCs. 

Demographic data from two groups of subjects were an-

alyzed using SPSS23.0. DTI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Siemens 3.0T MRI scanner and a 12-channel phased 

array surface head coil. The Panda software of 

MATLAB platform was used to process the DTI data. 

Based on the JHU White-Matter Tractography Atlas 

template, 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of the 20 ROI 

was extracted and placed in SPS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in gender, age and years of education among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multiple comparison and 

correc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A val-

ues of the left corticospinal tracts (LCST, p=0.001), for-

ceps major(FMa,p=0.001), and left superior longitudi-

nal fasciculus (temporal)(LSLF (T), p=0.003 )between 

the MDD and HCs, and the FA of MDD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HCs. 

    Conclusion  Brokage of the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may be a status indicator of the MDD, abnormal-

ities in the LCST, FMa, and LSLF (T) may help to iden-

tify patients with MDD from HCs, and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hite nature. 

 

 

 

Cortical Thickness Predicts SSRI Response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MRI Study 

 

Peiyi Wu1,2, Aixia Zhang1, Ning Sun1,3, Lei Lei1,2, 

Penghong Liu1, Yikun Wang1, Hejun Li1, Chunxia 

Yang1, Kerang Zh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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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3）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Shanxi Medical Uni-

versity, Taiyuan, Shanxi 

 

    Objective  Primary pharmacotherapy regimen 

for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MDD) is selective sero-

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only less than 40% 

patients with MDD are in remission after initial treat-

ment. Neuroimaging biomarkers of treatment efficacy 

can be used to guide personalized treatment in MDD. In 

this pilot study, we aim to identify whether cortical 

thickness (CT) is a predictor for SSRIs. 

    Methods  A total of 126 first-episode, drug-naive 

MDD patients and 71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en-

rolled. Demographic data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self-made case report form (CRF) at the baseline of 

all subjects, and MRI scanning was performed, and all 

imaging were processed using the DPABISurf software. 

All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MDD were treated with 

SSRI, and symptoms were assessed at baseline and 2 

weeks using 17-item Hamilton Rating Scale (HAMD-

17). According to the reduction rate of HAMD-17≤20% 

and HAMD-17 ≥50%,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sponders group and non-responders group. Correla-

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T and SSRIs treatment effect in MDD pa-

tients. 

    Results  Significant decreases were found in the 

CT of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 in MDD 

patients at baseline (corrected by Monte Carlo permuta-

tion correction, clusterwise significant threshold at 

p<0.025 and vertex-wise threshold at p = 0.001). In the 

responders group, the CT of right SMA was thinner sig-

nificantly than non-responders group. There was a sig-

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r=-0.629, p<0.0001) be-

tween the CT of SMA and HAMD-17 reductive 

rate(2w). 

    Conclusion  Lower CT of the right SMA in MDD 

patients at baseline may predict better SSRIs treatment 

response. We showed the potential of CT as a possible 

biomarker that predicts the clinical treatment response 

to SSRIs in MDD. 

 

 

 

经颅磁刺激同步脑电技术用于无抽搐电休克

和磁休克治疗重性抑郁障碍的神经电生理研

究进展 

 

杨旭辉 1 李忻蓉 2 徐勇 1,2 刘莎 1,2  

1）精神障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

生科 

 

    目的  重性抑郁障碍（MDD）是一种重性致残

性精神疾病。目前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是对

具有严重致残性、耐药性、高度自杀风险抑郁患者

的首选治疗方式，虽然其临床缓解率较高，但由于

其对认知功能的不良影响，阻碍了 MECT 的进一

步发展，因此对 MECT 疗效及其认知副作用的机

制的探讨是亟待解诀。有研究指出磁休克疗法（MST）

作为 MECT 的一种潜在替代疗法既可以取得 

MECT 的治疗效果，又很少有 MECT 的副作用，

但其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近年来经颅磁刺

激同步脑电 (TMS-EEG) 技术逐步被应用于精神疾

病研究中来无创性的检测前额叶等部位的大脑皮层

兴奋/抑制状态以及神经可塑性的变化，本文主要综

述  TMS-EEG 技术用于  MECT 和  MST 治疗 

MDD 的神经电生理研究进展。 

    方法  在 PubMed 数据库中使用了“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以及“TMS-EEG”搜索词及其缩写

和衍生词，搜索了截至 2021 年 5 月 15 日所有已发

表的英文研究，对 TMS-EEG 技术用于 MECT 和 

MST 治疗 MDD 的神经电生理研究进行综述。 

    结果  文献报道利用 TMS-EEG 技术提供的

额叶皮层兴奋性的直接测量方法，通过 TMS 在相

关脑区触发的局部脑电图反应证实 MECT 增加了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的额叶皮层兴奋性。同时，在接

受 MST 治疗的 MDD 患者中，大脑皮层抑制相关

的 TMS-EEG 测量值与患者自杀意念的变化密切相

关。从 MST 获益最大的患者在基线检查时表现出最

大的皮层抑制，提示 MST 的治疗效果取决于个体额

叶神经网络的完整性。通过 TMS-EEG 评估 MST 对

MDD 患者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LPFC)、膝下扣带回

皮质(SGC)和海马（Hipp）之间连接和激活的影响发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579 

现，MST 疗效与 SGC-DLPFC 连接减少有关，认知

功能的改变与 Hipp 活化减少有关。在对 MDD 受试

者的背外侧前额叶和运动皮质（DLPFC 和 M1）进

行 TMS 后振荡功率检测发现 MST 治疗后，DLPFC

刺激显示 δ 和 θ 波段的基线归一化功率减弱，ECT

后 δ、θ 和 α 功率降低。M1 上显示 ECT 后 δ 和 θ 功

率降低，MST 后则无变化。治疗引起的 α 频带功率

变化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也存在关联。 

    结论  TMS-EEG 技术检测到的大脑皮层兴奋

性及神经可塑性的参数变化和 MECT 及 MST 疗效

之间的联系 

 

 

 

Elevated Serum Neurofilament Levels in 

Young First-episode and Medication-na?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Patients with Al-

terative White Matter Integrity 

 

Linling Jiang1, Zonglin Shen1, Yuqi Cheng1, Jin Lu1, Bo 

He1, Jian Xu1, Hongyan Jiang1, Fang Liu1, Na Li1, Yi 

Lu1, Luqiong Li1, Xiufeng Xu1  

1）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The mechanism of white matter (WM) 

microstructure alteration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unknown. Serum neurofilament (NF) level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axonal 

damage and degeneration in neurological disorders. 

Furthermore, elevated plasma NF levels were also re-

ported in depressive patients with treatment resistance.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erum NF levels of 

first-episode, medication-naïv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everities of MDD and assesse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WM integrity. 

    Methods  Diffusion tensor images and serum NF 

levels of 82 MDD patients and 72 age- and sex-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taken. 

    Results  We found that serum NF levels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MDD than those in 

HCs.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of six brain WM tracts 

(the body and genu of the corpus callosum, left superior 

and posterior corona radiata, and bilateral anterior co-

rona radiata) in patients with MDD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HCs after family-wise error-correction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Conclusion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e-

rum NF levels in the severe group of MDD and the de-

creased FA of the left anterior corona radiata were found 

in MDD, which might contribut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MDD. 

 

 

 

精神障碍住院患者近期自杀相关行为的相关

因素分析 

 

梁晓敏 1 马亚荣 1 孙彬 1 林晓鸣 1 何红波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目前关于自杀相关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青少年、大学生等一般人群，以及抑郁障碍患者，

但对其他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精神专科住院患者的

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对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患者在

近期自杀相关行为的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以便于早期识别和筛查临床上潜在自杀风险的精神

障碍患者，并及早对其制定针对性的干预计划，降

低自杀行为的发生。 

    方法  纳入符合入组标准的 1097 例精神障碍

住院患者，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变量，包

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保险情况、工作状况、入

院方式等一般人口学资料，以及住院时长、主要诊

断等临床资料；采集入院当天应用简明国际神经精

神访谈（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自杀模块（简化版）评估的结果，根据近期

（最近 1 周）有无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进行

分组，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相关因素进行比较

分析。 

    结果  纳入入院当天进行 MINI 自杀模块（简

化版）评估的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共 1097 例，平均年

龄为（37.2±17.2）岁，男性 614 例（56.0%），女性

483（44.0%）例，其中近期（最近 1 周）发生自杀

未遂有85例（7.7%）；有自杀意念者为302例（27.5%），

近期有自杀计划者为 82 例（7.5%）。MINI 自杀模块

（简化版）的总分平均为 3.3±7.4。回归分析显示年

龄小、无保险、急诊入院、诊断为重性抑郁障碍和有

既往自杀未遂史（均 P＜0.05）是精神障碍住院患者

发生自杀相关行为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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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本研究发现精神障碍住院患者近期自杀

相关行为的发生率较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

年龄小、无保险、急诊入院、诊断为重性抑郁障碍和

有既往自杀未遂史的患者发生自杀相关行为的风险

更高。在临床上应对这类患者予以足够的重视。 

 

 

 

价值取向短程治疗对伴有焦虑症状的重度抑

郁症患者疗效的对照研究 

 

付怡芳 1 王长虹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价值取向短程治疗(value orientation 

brief therapy，VBT)对伴有焦虑症状的重度抑郁症患

者的疗效，以期为其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为患者带

来新的希望。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双盲、对照的试验设

计，招募来自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符合入组

标准的伴有焦虑症状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分为 VBT

组、药物组和药物联合 VBT 组。于基线采集一般人

口学资料，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及 Beck

抑郁自评量表（BDI）评估患者抑郁症状严重程度，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 Beck 焦虑自评量表

（BAI）评估患者焦虑症状严重程度。分别进行为期

4 周的治疗：VBT 组仅进行 VBT 治疗，药物组仅口

服盐酸曲唑酮片治疗，药物联合 VBT 组则进行曲唑

酮联合 VBT 治疗。于第 4 周末再次进行量表评估，

根据量表评分变化对 VBT 疗效进行验证。 

    结果  （1）治疗前，3 组患者抑郁、焦虑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组治疗前

后，患者抑郁、焦虑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三种疗法均改善了患者的抑郁及焦虑症状。

（3）治疗前、后，3 组间 HAMD 减分值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F=3.36，P＜0.05），其中，药物联合 VBT

组与药物组之间 HAMD 减分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药物联合VBT 组评分下降更为显著。

（4）治疗前、后，3 组间 HAMA 减分值（F=4.11，

P＜0.05）、BAI 减分值（F=3.37，P＜0.05）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药物联合 VBT 组与药物组之

间的HAMA减分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药物联合 VBT 组评分下降更为显著，VBT 组与药

物组之间的 HAMA 减分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VBT 组评分下降更为显著。BAI 结果与

HAMA 结果一致。 

    结论  （1）VBT 治疗、曲唑酮治疗及曲唑酮联

合 VBT 治疗均能有效缓解伴有焦虑症状的重度抑

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2）在改善抑郁

症状方面，VBT 治疗与曲唑酮疗效相当，而曲唑酮

联合 VBT 治疗效果更为显著。（3）在改善焦虑症状

方面，无论是VBT治疗还是曲唑酮联合VBT治疗，

效果均较单纯的曲唑酮治疗更明显，而 VBT 治疗与

曲唑酮联合 VBT 治疗在改善患者焦虑症状方面效

果相当。 

 

 

 

伴入睡困难的抑郁发作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

振低频振幅的研究 

 

张杰 1 阎锐 1 黄映红 1 卢青 1 姚志剑 1  

1）南京脑科医院 

 

    目的  睡眠障碍是抑郁发作的常见临床表现，

其中入睡困难的机制不清晰。本研究旨在探讨伴入

睡困难的抑郁发作静息态脑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特征，为研究抑郁

发作入睡困难的脑影像学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  招募来自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住

院的双相抑郁患者。本研究纳入 80 例 2018 年 8 月

到 2020 年 12 月期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住院的抑郁发作患者，所有患者均处于重性抑郁发

作状态(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总分≥17 分)。根据

患者是否存在睡眠障碍和入睡困难进行分组，其中

无睡眠障碍患者 20 例，睡眠障碍患者 60 例，其中

入睡困难 40 例。在入睡困难患者中去除伴有早醒和

睡眠不深的患者 26 例，纳入只伴随入睡困难的患者

14 例定义为伴入睡困难组，无睡眠障碍患者定义为

不伴入睡困难组。同时招募 20 名年龄、性别、受教

育年限匹配的健康对照。Dparsf 软件计算受试脑区

低频振幅（ALFF）值，用 REST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进行方差分析，将单个体素 p<0.001，连续体素

≥6，Alphasim 多重比较矫正后 p<0.05 的区域定义为

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在方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hoc 

T 检验。 

    结果  三组受试在左颞上回（-45 -63 6，11 个

体素）、右额下回（51 36 9，8 个体素）、右额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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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1 36，7 个体素）、右中央前回（51 3 30，11 个

体素）和右顶上回（21 -48 75，9 个体素）脑区 ALFF

存在差异（p<0.05，Alphasim 矫正）。伴入睡困难双

相抑郁组较不伴入睡困难双相抑郁组右顶上回

ALFF 降低；伴入睡困难双相抑郁组较健康对照组左

颞上回 ALFF 降低增高；不伴入睡困难双相抑郁组

较健康对照组右额下回、右中央前回和右顶上回

ALFF 增高（p<0.05，Alphasim 矫正）。 

    结论  右顶上回局部神经元活动能量降低与双

相抑郁患者伴入睡困难临床表现相关，提示右顶上

回可能参与入睡的生物学机制。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男性抑郁患者使用抗抑

郁药所致性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许瑞智 1 陈倩倩 1 汪晓静 1 金美娜 1 王家欢 1 陈珍

珍 1 汤义平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男性抑郁患者在

使用抗抑郁药治疗后引起的性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台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 58 例使用抗抑郁药治疗后出

现性功能障碍的男性抑郁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分法

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30 例，对

照组 28 例，观察组给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1 周治

疗 5 次，治疗 2 周的方法，对照组给予相应的伪刺

激，比较两组患者在进行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前后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国际勃起功能指数问

卷（IIEF-5）、简明性功能自评量表（BSDSRS）、中

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CISFPE）的评分结果。 

    结果  在开始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前，两组间

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问卷（IIEF-5）、简明性功能自评量表（BSDSRS）、

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CISFPE）的评分结果

比较均没有统计学差异。治疗后，观察组的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评分要低于对照组，两组间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国际勃起功能指数问

卷（IIEF-5）评分结果明显的高于采取伪刺激的对照

组，两组间的评分具有显著差异（P＜0.01），两组间

的简明性功能自评量表（BSDSRS）评分经统计学分

析无显著差异，观察组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

（CISFPE）评分高于对照组，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大多数不同种类的抗抑郁药物治疗后均

存在性功能障碍的不良反应，性功能障碍这一不良

反应直接影响到患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在不中

断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前提下，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

治疗可以不同程度的改善因使用抗抑郁药物所致的

勃起功能障碍和早泄。但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重复

经颅磁刺激可以改善抑郁障碍患者的性功能障碍的

主观体验，治疗前后针对患者的性功能减退感，对

性的焦虑和性痛楚为主的简明性功能自评量表评分

没有得到明显减分，可能与本研究观察时间偏短有

关。患者的主观性功能感受随着抗抑郁治疗疗程的

延长和抑郁症状的充分缓解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这需要后续继续研究加以明确。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日间嗜睡患病率及影响

因素 

 

时玉东 1,2 刘寰忠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精神科 

2）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索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日间嗜睡

（EDS）患病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2020 年 9 月—2021 年 6 月共纳入 265 名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收集一般社会人口学及临床

资料。采用爱普沃斯嗜睡量表（ESS）作为判断指

标：>10 分纳入嗜睡组，否侧纳入非嗜睡组。采集血

液标本进行检测。纳入标准：1）符合 DSM-Ⅴ中抑

郁障碍的诊断标准；2）年龄 18 岁及以下；3）获得

受试者或法定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1）

合并严重躯体疾病（如心血管、肝、肾、胃肠道疾病

等）、感染性疾病及免疫系统疾病患者；2）严重神经

系统疾病、精神发育迟滞的患者；3）无法配合进行

测评或不合作者。 

    结果  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日间嗜睡

（EDS）患病率远高于一般人群，约为 39.7%。并且

进一步发现，EDS 患者自杀意念分数相对于非 EDS

患者自杀意念更高。自杀意念得分随着 ESS 得分升

高而增加。协方差分析发现抑郁自评量表（CED-S）

得分发现，EDS 患者抑郁得分更高。青少年生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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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量表学习压力因子分高于非嗜睡抑郁障碍患者。 

    结论  中国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EDS患病率远

高于普通人群，并且嗜睡严重程度与自杀意念得分

呈正相关，鉴于 EDS 在日常生活中的危害性，以及

可能导致自杀风险的增加，建议更加关注青少年抑

郁障碍患者嗜睡症状。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Internet Addic-

tion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in Ado-

lesc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Song Wang1,2, Shi Yudong1,2, Xiaoping Yuan1,2, Huan-

zhong Liu1,2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haohu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8000, China 

2）School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00, China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and  the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orrelates of internet addiction（IA） in adolesc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 and its impact on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QOL). 

    Methods  Two hundred seventy-three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MDD who were acute or convalescent pa-

tients were recruited in five third-class general hospital 

and two third-class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Anhui Prov-

ince, China.Clinically stabl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patients or outpatients. 

    Results  In the multicenter sample, the preva-

lence of IA in adolescents with MDD was 47.6%.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IA, while good perception of family financial sta-

tu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as negatively associ-

ated with IA.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IA had signifi-

antly poorer QOL in all domains than patients without 

IA. A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se-

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weight perception of 

body weight, bad perception of family financial status 

and bad percep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contribu-

tors to IA. 

    Conclusion  IA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QOL.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in clinical 

practice to the high rate of IA in adolescents with MDD. 

 

 

 

电休克治疗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影响的研

究进展 

 

蒋春凤 1 罗庆华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电休克治疗（ECT）后抑郁症患者认知

功能变化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深入探索 ECT 后

抑郁症患者各认知领域变化的发生机制提供参考，

并为其提供临床诊疗指导。 

    方法  通过万方医学数据库、中国知网学术期

刊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进行在

线检索，获取文献。纳入标准：①关于 ECT 与抑郁

症的研究，涉及研究 ECT 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影

响的主要特点、神经生物学机制以及治疗策略的文

献；②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③可获取全文

的中英文文献。排除标准：①重复的文献；②无法获

取全文、质量较差的文献；③非中英文文献。 

    结果  ECT 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多样

化，最为常见的是记忆障碍，损害的持续时间也较

长；对于执行功能、注意力、处理速度产生的损害，

均会在治疗后的两周内有不同程度的恢复，甚至表

现出比治疗前更好的状态；且以上的认知损害程度

还存在许多可调节的外在影响因素（如电极位置、

电量、治疗次数等）。在大部分针对 ECT 所致的认

知损害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仅限于探索其记忆损害

的内在机制，而对于 ECT 后有关执行功能、注意缺

陷等的认知损害，有待进一步探索。鉴于大部分研

究表明，ECT 所致的认知损害是短暂的，故而在治

疗方面，是否在 ECT 后常规使用改善认知的药物，

以及是否可联合进行某些非药物干预，均有待进一

步研究。 

    结论  电休克治疗对抑郁症患者确实存在短暂

的认知功能损害，且亦存在相应的大脑结构及神经

生物学方面的改变。 

 

 

 

改良电休克治疗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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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蒋春凤 1 毛茂琳 1 罗庆华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将对重度抑郁症患者在 MECT 治

疗前后，在生物日节律的框架中去认识和理解

MECT 对抑郁症认知功能的影响，使用 CANTAB 动

态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主要为记忆功能），研究

MECT 对于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根据入组及排除标准纳入 16 例的重度

抑郁症患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

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患者焦虑抑郁

程度；并使用剑桥神经心理自动化成套测试软件

(CANTAB)，对抑郁症患者进行系列记忆功能评估。

这些测试包括模式识别记忆(PRM)、配对联想学习

(PAL)、即刻记忆广度（SSP）、空间工作记忆(SWM)

测试。分别在 MECT 前（T0）、第一次 MECT（T1）、

最后一次 MECT（T2）的当天 8:30、14:30、20:30 进

行认知测试。 

    结果  T0 时，抑郁症患者各次记忆功能测试之

间未发现显著性差异；在 T1，治疗后 3-5 小时，PAL

的总错误数明显高于治疗前，但在 8-10 小时后总错

误数恢复至基线值，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

T2，早中晚 PRM（延迟）的正确率有显著性差异(P

＜0.05)，即在治疗后 3-5 小时呈现出明显改善，在

8-10 小时后虽有下降，但较基线时仍呈现出改善的

趋势；而 SSP、SWM 不论在 T1 还是 T2 时，早中

晚的差异均无显著性。T2 与 T0 在 8:30 的 PRM（即

时）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且呈现出逐渐改善

的趋势；T1 与 T0 在 14：30 的 SSP 表现显著性差异

(P＜0.05)，但 T2 较 T0 时却没有显著性差异。SSP

与抑郁症患者焦虑症状的改善呈正相关；而 PRM、

PAL、SWM 与患者电休克治疗后焦虑抑郁症状的改

善没有相关性。电休克治疗后抑郁症患者的HAMA、

HAMD的评分明显降低，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电休克治疗可以明显改善抑郁症患者的

焦虑抑郁症状；单次 MECT 会损害抑郁症患者的视

觉情景记忆和学习功能，但这种损害通常在治疗后

8-10 小时消失；在治疗结束时，MECT 还能够改善

抑郁症患者的视觉记忆功能。 

 

 

 

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对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临床疗效影响分析 

 

黄乾坤 1 舒燕萍 1  

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对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以求为青少年

抑郁症防治提供指导和帮助。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9 年 2 月至 2021 年 1 月

就诊于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首次就诊的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年龄为 12-18 岁，药物治疗选择盐酸舍曲

林片，采用大五人格量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中

学生应对方式量表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为研究工具

进行施测。所有数据使用 SPSS23.0 版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29 例青少抑郁症患者，其中女

性 112 例（86.8％），男性 17 例（13.2％），平均年

龄 14.74±1.74 岁， 4 周末 HAMD 减分率为

（46.04±13.06）％。Pearson 相关分析中，治疗 4 周

末 HAMD-17 减分率与大五人格量表中神经质评分

呈负相关（r=-0.75，P＜0.01)，与外倾性、开放性、

顺同性、严谨性评分呈正相关（r=0.35～0.56，P＜

0.01）；与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中目标专注、情绪控

制、家庭支持、积极认知、人际协助评分呈正相关

（r=0.39～0.63，P＜0.01）；与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

中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评分呈正相关

（r=0.33～0.61，P＜0.01），与逃避、发泄情绪、幻

想否认评分呈负相关（r=-0.35～-0.36，P＜0.01）。进

一步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治疗 4 周末时，

患者的神经质（=-0.53，P＜0.01）、宜人性（=0.22，

P＜0.01）、积极认知（=0.36，P＜0.01）、家庭支持

（=0.13，P=0.019）、问题解决（=0.32，P＜0.01）、

发泄情绪（=-0.15，P=0.021）对 HAMD-17 减分率影

响显著。 

    结论  神经质、宜人性、积极认知、家庭支持、

问题解决、发泄情绪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

状改善有预测作用。 

 

 

 

首发抑郁症患者血清 BDNF、GDNF 水平及

临床分析 

 

宋京瑶 2 王皋茂 1 高贺 2 李振阳 2 庞辉 2 何现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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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巧玲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血清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和胶源性神经因子变化水平的关系及临床

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1 月就诊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门诊和

住院的首发抑郁症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组，以及与其

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同期健康者 90 例作为对照组，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两组血清中 BDNF 和

GDNF 的水平，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临床总体印象量表-严

重程度量表（CGI）评定临床症状及病情严重程度。 

    结果  研究组患者血浆 BDNF、GDNF 水平均

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血清 GDNF、BDNF 水平与一般人口学资料

及临床量表的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 BDNF 水平与

CGI 评分呈负相关（r=-0.221，P=0.037），而与 HAMA

评分、HAMD 评分无相关性。血清 GDNF 水平与

CGI 评分、HAMA 评分、HAMD 评分均无相关性。 

    结论  血清 BDNF、GDNF 水平的改变与首发

抑郁症具有相关性，且血清 BDNF 水平与疾病的严

重程度呈负相关，血清 BDNF、GDNF 可能为首发

抑郁症潜在的生物学标志。 

 

 

 

出血性卒中后抑郁与事件相关电位的关系 

 

文汧卉 1 黄国平 1 张海 1 陈胡丹 1  

1）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出血性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

pression ， PSD ）与事件相关电位失匹配负波

(mismatchnegative,MMN)和 P300 的关系。 

    方法  纳入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于绵阳

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治疗的患者 90 例，全部患

者均行头颅 CT/MRI 检查确诊为脑出血，收集患者

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

史、高血脂史、糖尿病史、房颤史、既往脑卒中史、

出血部位、出血量等临床资料，入院时对患者进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评估

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经住院治疗 2 周后（病情

稳定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和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估患者抑郁程度及

认知功能缺损程度；完成量表评定 3 天内对患者进

行事件相关电位 MMN 和 P300 检测。收集患者出院

后 1 月、3 月、6 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及事件相关电

位 MMN、P300 的波幅及潜伏期。 

    结果  患者出血性卒中后抑郁程度越重，其事

件相关电位 MMN 和 P300 潜伏期越长、波幅越低

（P<0.05）。 

    结论  事件相关电位 MMN 和 P300 潜伏期及

波幅与出血性卒中后抑郁具有正相关，可作为脑出

血患者卒中后抑郁程度评估的参考依据。 

 

 

 

抗抑郁药物对 ERK-CREB-BDNF 信号通路

的影响 

 

王渊 1 黄啸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研究帕罗西汀、文拉法辛、米氮平、艾司

西酞普兰等不同抗抑郁药物对 ERK-CREB-BDNF

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  采用帕罗西汀、文拉法辛、米氮平、艾司

西酞普兰等抗抑郁药物，分别在 0、5、10、20 μM

浓度下作用于人源神经母瘤细胞（SH-SY5Y 细胞）

48 小时。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上述抗抑郁药

物对 SH-SY5Y 细胞 pERK1/2、ERK1/2、pCREB、

CREB 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

SH-SY5Y 细胞上清液 BDNF 的蛋白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0μM）相比，帕罗西汀、文拉

法辛、艾司西酞普兰均能显著激活pERK1/2、ERK1/2、

pCREB 和 CREB，米氮平抑制 pERK1/2、ERK1/2、

pCREB 和 CREB。帕罗西汀、文拉法辛、艾司西酞

普兰可以显著提高 BDNF 的蛋白水平，而米氮平则

有轻微抑制 BDNF 蛋白水平的倾向。使用 ERK 抑

制剂 PD184352 预处理后，暴露于帕罗西汀、文拉法

辛和艾司西酞普兰环境中的 SH-SY5Y 细胞 BDNF

分泌减少，而在米氮平组则没有未见显著差异。 

    结论  ERK 信号通路可能与帕罗西汀、文拉法

辛、艾司西酞普兰等抗抑郁药物治疗抑郁症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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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点有关，抑制 ERK 信号通路可阻断上述抗抑郁药

物的活性。米氮平的抗抑郁效果可能并不完全依赖

于 ERK-CREB-BDNF 通路的调控。 

 

 

 

米氮平联合度洛西汀对抑郁症认知障碍的改

善作用及对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

胞介素(IL)- 

 

金美娜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本文研究米氮平联合度洛西汀对抑郁症

认知障碍的改善作用及对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

α、白细胞介素(IL)-1β 的影响。方法  本次研究时间

为 2019 年 5 月到 2021 年 2 月，研究对象为我院收

取的 80 例抑郁症认知障碍患者，随机进行分组，每

组患者数量：40 例。单一组采用单一度洛西汀治疗。

联合组采用米氮平联合度洛西汀治疗。最后收集两

组患者的(TNF)-α、(IL)-1β、MoCA 评分等数据。结

果  在为患者进行不同治疗后，联合组患者(TNF)-α、

(IL)-1β 低于单一组，P<0.05。此外，在为患者治疗

后联合组患者 MoCA 评分明显高于单一组。结论  

在针对抑郁症认知障碍进行治疗时，通过米氮平联

合度洛西汀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水平，

帮助患者控制炎性因子水平，应当在实际的治疗工

作中积极推广应用。 

    方法  单一组采用单一度洛西汀治疗。度洛西

汀（国药准字：H20061261）：口服，每天 2 次，每

次 30mg。联合组采用米氮平联合度洛西汀治疗。度

洛西汀使用方法与单一组相同。米氮平（国药准字：

H20041656）口服，每天 1 次，每次 15mg。所有患

者均持续治疗 8 周。 

    结果  1.患者(TNF)-α、(IL)-1β 数据治疗前患者

(TNF)-α、(IL)-1β 等指标数据基本相同。在为患者进

行不同治疗后，联合组患者(TNF)-α、(IL)-1β 低于单

一组，P<0.05。 

    2 患者 MoCA 评分数据在治疗前患者 MoCA 评

分数据无明显差异。在为患者治疗后联合组患者

MoCA 评分明显高于单一组，P<0.05。 

    结论  在针对抑郁症认知障碍进行治疗时，通

过米氮平联合度洛西汀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认知

功能水平，帮助患者控制炎性因子水平，应当在实

际的治疗工作中积极推广应用。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仪对抑郁障碍认知功能改

善疗效观察 

 

李德咏 1  

1）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脑电生物反馈治疗联合度洛西汀治

疗抑郁障碍认知障功能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收诊的 74 例抑郁障碍患者作为研究样本，根据

随机原则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7 例。对

照组给予常规康复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

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仪干预，比较两组干预 前后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同时采用韦氏记

忆量表（ WMS） 和威斯康星卡片分离测验（ WCST） 

评价两组干预前后的认知功能。采用 SPSS 20. 0 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检

验水准 α = 0. 05，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干预后，两组 HAMD 评分均下降，提示

治疗改善抑郁情绪有效；两组 WMS 评分提高，两

组 WCST 评分总应答数(Ra)、正确应答数(Rc)提高，

表示思维能力越强；持续性错误数(Rpe)、非持续性

错误数(nRpe)下降，提示认知功能改善，且观察组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仪应用于抑郁障碍患

者康复中的效果 较理想，可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

认知功能。 

 

 

 

抑郁症伴焦虑伴焦虑患者人格特征与父母教

养方式、自身防御方式的关系分析 

 

梁光利 1  

1）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抑郁症伴焦虑伴焦虑患者人格特征

与父母教养方式、自身防御方式的关系 

    方法  将我院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7 月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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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0 例抑郁症伴焦虑伴焦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

选择 60 名健康志愿者为对照，向其发放父母教养方

式评价量表（EMBU）、防御方式问卷（DSQ）、明尼

苏达多项个性调查表（MMPI），分析抑郁症伴焦虑

患者人格特征与父母教养方式、自身防御方式的关

系 

    结果  观察组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因子分低于

对照组（P<0.05），父母惩罚与严厉因子分、拒绝与

否认因子分、父亲过度保护因子分、母亲过分干涉

与保护因子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不成

熟防御机制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成熟防御机

制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疑病、抑郁、

癔症、精神病态、妄想狂、精神衰弱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5）；抑郁症伴焦虑患者抑郁、精神病态、

精神衰弱与其父母惩罚与严厉因子分、拒绝与否认

因子分、父亲过度保护因子分、母亲过分干涉与保

护因子分呈正相关（P<0.05），疑病、抑郁与父母情

感温暖与理解因子分呈负相关（P<0.05）；抑郁症伴

焦虑患者抑郁、精神病态、妄想狂、精神衰弱与其不

成熟防御机制评分呈正相关（P<0.05），疑病、抑郁、

癔症与其成熟防御机制评分呈负相关（P<0.05）。 

    结论  抑郁症伴焦虑患者人格特征与父母教养

方式、自身防御方式具有相关性，改变其父母教养

方式、自身不良防御方式，以及消极负面的人格特

征，在预防抑郁症伴焦虑发生和发展方面具有积极

价值。 

 

 

 

安非他酮缓释剂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阻滞

型抑郁症的疗效分析 

 

田文豪 1  

1）河南省精神病院 

 

    目的  探讨安非他酮缓释剂联合艾司西酞普兰

治疗阻滞型抑郁症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河南

省精神病医院门诊就诊的阻滞型抑郁症患者 80 例。

随机编号 1 号～80 号,将单数归为药物单一治疗组，

双数归为药物混合治疗组，两组各 40 例。药物单一

治疗组对于阻滞型抑郁症患者实施安非他酮缓释剂

治疗，药物混合治疗组对于阻滞型抑郁症患者实施

安非他酮缓释剂加上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分别于治

疗前、治疗 4 周时、治疗 8 周时采用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对患者抑郁程度进行评估，

SF-36 量表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分析比较药物

单一治疗组、药物混合治疗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汉密顿抑郁量表、SF-36 量表评分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治疗 4 周和 8 周后，两组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低，且药物

混合治疗组上述评分均低于药物单一治疗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SF-36 量表评分均

较治疗前高，且药物混合治疗组上述评分高于药物

单一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 

    结论  对于阻滞型抑郁症患者，安非他酮缓释

剂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可改善其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汉密顿抑郁量表及 SF-36 量表评分，效果确切。 

 

 

 

伴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障碍及相关影响因素

研究 

 

刘力慧 1 张云淑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探讨抑郁障碍患者中伴精神病性

症状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基于京津冀精神卫生防治协作联

盟大数据平台，纳入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于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住院确诊为抑郁障碍，选取年

龄≥18 周岁的患者 1244 例。其中，伴有精神病性症

状抑郁障碍患者组 128 例，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抑

郁障碍患者组 1116 例。对两组间的一般情况及临床

特征进行比较，并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伴有精

神病性症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与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抑郁障碍患者相

比，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障碍患者在性别

（X2=6.137，p=0.013），婚姻情况（有、无配偶）

（X2=25.845，p=0.000），血清甘油三酯（X2=6.520，

p=0.011），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X2=6.504，

p=0.011） ,疾病严重程度（X2=282.967，p=0.000）。

在年龄，吸烟史，饮酒史，自杀自伤史，精神疾病家

族史，病程，血清总胆固醇及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等方面两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 回归

分析显示：抑郁障碍患者无配偶（（OR=2.179，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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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3.879）、较低血清甘油三酯（OR=1.825，

95%CI：1.079～3.087）与抑郁障碍伴精神病性症状

有关。 

    结论  无配偶的抑郁障碍患者、较低血清甘油

三酯可能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风险增加。 

 

 

 

Dynamic Connectivity Alterations in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ssociated with Suicide At-

tempts in Bipolar Disorders with A Current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Wang Huan1,2, Zhu Rongxin3, Dai Zhongpeng1,2, Shao 

Junneng1,2, Yao Zhijian3, Lu Qing1,2  

1）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 Medical Engineer-

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2）Child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 Key La-

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Affiliated Brain Hos-

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 There is converging evidence sug-

gesting that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may 

contribute to suicide. However, the alterations of tem-

poral dynamic of ACC in suicide brain are still remained 

elusive for BD patients.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variability of ACC in the brain for BD patients 

with suicide attempts (SA). 

    Methods  : The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FC) method was utlized to capture brain states 

through the FC between ACC and whole-brain regions 

in all individuals based o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rs-fMRI) data, which acquired from 55 un-medicated 

BD patients with at least one SA, 69 none SA (NSA) 

patients and 72 healthy controls (HCs). Finally, the cor-

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variables were estimated. 

    Results  : We found six distinct ACC-related FC 

states over the entir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NSA 

patients and HCs, the mean FC strength between right 

ACC and sub-cortical (SubC) network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dwell tim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or SA 

patients in state 6.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state tran-

sition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SA patients rela-

tive to NSA patients and HCs. In particular, the mean 

FC strength and number of state transition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Nurses’ Global As-

sessment of Suicide Risk (NGASR) scores. The dwell 

time of state 6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ion 

with NGASR scores. 

    Conclusion  : The disrupted dynamic FC be-

tween the right ACC and the SubC network predicted a 

higher suicide risk in BD patients. Meanwhile, the SA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dynamic time parameters of 

the functional state in ACC. The dynamic variability in 

ACC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suicide 

mechanism and assess the suicide risk for BD patients.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in First-episod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Somatic Pain 

 

谭宇康 1 梁嘉权 1  

1）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Objective  Depression has a high incidence of so-

matic pain, and the mechanism of pain in depressed pa-

tients remains unclear. Our study explored brain areas 

with abnormal activity in first-episod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somatic pain using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fMRI) an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omatic pain. 

    Methods  Thirty-two depressed patients (sixteen 

with somatic pain and sixteen without somatic pain) di-

agnosed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by the Struc-

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and thirty-three 

healthy controls were scanned by rfMRI. Regional ho-

mogeneity (ReHo) was used to analyze differences be-

tween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somatic pain and those 

without somatic pain. 

    Results  ReHo values in the left postcentral gyrus 

(postcentral_l) and the left precentral gyrus (precen-

tral_l) of the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somatic pai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patients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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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atic pain (tpostcentral_l = 4.93, ppostcen-

tral_l<0.001; tprecentral_l = 4.57, pprecentral_l<0.001), 

and the ReHo values in both areas were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he pain scores (rpostcentral_l = 0.511, 

ppostcentral_l<0.001; rprecentral_l = 0.466, pprecen-

tral_l <0.001). 

    Conclusion  Abnormalities in the left postcentral 

gyrus and precentral gyrus (sensorimotor area) ma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somatic 

pain. 

 

 

 

围产期伴抑郁症状妇女家庭功能特征及其相

关因素分析 

 

秦雪梅 1 徐抒音 1 马墨涵 1 范幸 2 聂雪晴 2 严雅珺
2 张燕 1 刘帮杉 1 李凌江 1  

1）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治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长沙 410011 

2）长沙市妇幼保健院，长沙 410007 

 

    目的  围产期抑郁症危害严重。围产期作为家

庭发展的重要节点，家庭功能常不能应时而变，容

易出现家庭适应困难和个体心理困扰等问题。本研

究旨在探讨围产期伴抑郁症状（perinatal depressive 

symptoms, PN-DS）妇女的家庭功能特征及其相关因

素。 

    方法  通过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招募

178 名孕早期妇女，运用 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

24)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估情绪，运用家庭功能评

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对孕妇及

其伴侣自评家庭功能。HAMD-24≥8分者纳入 PN-DS

组（n=33），其余为围产期正常组（perinatal healthy 

control, PN-HC; n=145）。采用协方差分析、曼-惠特

尼 U 检验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的家庭功能

差异；采用单样本 t 检验比较 FAD 分量表均分与临

界值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探索家庭功能的相关因

素。 

    结果  1. PN-DS 组及其伴侣自评家庭功能的沟

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总的功能分量表均

分达到异常临界值（P＞0.05）, 而对照组无明显异

常。2. PN-DS 组自评家庭功能的问题解决、沟通、

角色、情感介入和总的功能分量表均分高于 PN-HC

组（P＜0.05），其伴侣自评家庭功能的角色和情感反

应分量表均分高于对照组伴侣（P＜0.05）。3. PN-DS

组与其伴侣自评家庭功能在沟通（P=0.030）和情感

反应（P=0.006）分量表的差异大于对照组家庭。4. 

PN-DS 组受教育年限与沟通、角色和总的功能均分

呈负相关（r=-0.382, -0.395, -0.487; P＜0.05），HAMD-

24 分值与沟通、角色、情感介入和总的功能均分呈

正相关（r=0.480, 0.399, 0.408, 0.390, P＜0.05）。 

    结论  PN-DS 妇女的家庭功能在沟通、角色、

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总的功能方面濒临异常，其

总体家庭功能较 PN-HC 组差，且在沟通和情感反应

方面的感知差异明显大于对照组家庭。受教育程度

较低、临床抑郁症状更重与 PN-DS 妇女更差的家庭

功能有关。应在孕早期对 PN-DS 妇女的临床症状进

行干预，并采取家庭治疗等措施改善家庭功能，为

围产期提供良好的心理-社会环境。 

 

 

 

联合抗抑郁药基础上加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

疗难治性抑郁症 

 

葛金花 1  

1）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心康医院 

 

    目的  观察文拉法辛联合米氮平基础上加用重

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疗效

和安全性。 

    方法  将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10 月间在我

院住院的 78 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按住院时间顺序

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在给予文拉法辛

缓释片治疗（剂量范围为 150-225mg/d）联合米氮平

治疗（剂量范围为 15-30mg/d）的基础上加用 rTMS

治疗；对照组患者在给予文拉法辛缓释片治疗（剂

量范围为 150-225mg/d）联合米氮平治疗（剂量范围

为 15-30mg/d）的基础上给予 rTMS 假刺激治疗。 使

用四川君健万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制造的 JJ-君健

万峰型 TMS 治疗仪，刺激部位为左前额叶背外侧区，

碟形线圈平行放置于头皮上方，刺激频率为 10Hz，

强度 80%MT，时间为 1s，间歇时间为 20s，20min/

次， 1 周治疗 5 次，连续治疗 6 周。对照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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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MS 假刺激，即将刺激线圈与头皮呈 90°垂直放置，

其它 rTMS 刺激参数、疗程同研究组。研究组和对

照组各 39 例，进行为期 6 周的治疗并对比两组患者

治疗后抑郁症状改善情况及副反应情况。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无脱落病例，两组各 39

例均完成了为期 6 周的治疗观察；研究组在文拉法

辛联合米氮平基础上加用 rTMS 治疗，对照组在文

拉法辛联合米氮平基础上加用 rTMS 假刺激，结果

显示治疗第 6 周末文拉法辛联合米氮平基础上加用

rTMS 治疗组 HAMD 评分下降更明显(P＜0.001)，痊

愈率和总有效率更高(P＜0.05)；另外伴有躯体症状

往往是抑郁症难治的危险因素，既往的研究较少有

关于对难治性抑郁症躯体症状疗效的观察，我们对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6 周末采用患者健康问卷

（PHQ-15）评定躯体症状变化情况，结果提示通过

6 周的文拉法辛联合米氮平基础上加用重复经颅磁

刺激治疗后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躯体症状也获得明

显的改善，优于单用文拉法辛联合米氮平治疗组。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研究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恶

心 2 例、嗜睡 1 例、血压升高 1 例、便秘 1 例；对

照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恶心 2例、血压升高 1例，

便秘 1 例。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而且两组的不良反应程度均为轻度。 

    结论  文拉法辛联合米氮平基础上加用 rTMS

治疗难治性抑郁症具有明显优势。 

 

 

 

情绪调节策略在童年期忽视与抑郁间的中介

作用 

 

赵永刚 1 尚玉秀 1  

1）宁夏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忽视、情绪调节策略及大学生抑郁

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情绪调节策略在忽视与抑

郁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童年期创伤问卷、情绪调节量表及

抑郁自评量表对 1172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描述各变量间相关性。使用

Amos 17.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介作用。采用偏

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5000 次重复

取样)检验间接效应和相应的 95%置信区间。中介效

应的效应量用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表示。 

    结果  忽视与认知重评呈负相关，与表达抑制

呈正相关，与抑郁呈正相关；认知重评与抑郁呈负

相关，而表达抑制与抑郁呈正相关(均 r>0.080，均

P<0.05)。情绪调节策略在忽视与情感障碍间起双重

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 0.014，占总效应的 10.07%。

其中，认知重评的间接效应(0.011)大于表达抑制的

间接效应 (0.0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000，

P=0.040)。表达抑制在忽视与心理障碍间起中介作

用，间接效应为 0.002，占总效应的 1.43%。 

    结论  忽视、情绪调节策略及大学生抑郁间关

系密切，认知重评与抑郁呈负相关，而表达抑制与

抑郁呈正相关。且情绪调节策略在忽视与抑郁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忽视和情感

障碍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达抑制在忽视和心理障

碍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童年期虐待和情绪调节策略对大学生抑郁的

影响 

 

尹娇娜 1 赵永刚 1 尚玉秀 1  

1）宁夏医科大学 

 

    目的  基于潜变量模型探讨童年期虐待和情绪

调节策略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方法  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抑郁自

评量表、童年期创伤问卷和情绪调节量表分别评定

1172 名大学生抑郁、童年期虐待及情绪调节策略的

现况。对大学生抑郁测量结果分别进行因子分析、

潜类别模型和因子混合模型分析，选择最佳潜变量

模型。采用 Pearson 线性相关系数描述相关性，一般

线性模型分析交互作用。 

    结果  大学生抑郁的因子分析显示 3 因子模型

优于 2 因子和 4 因子，确定 3 因子为合适的因子数，

将该模型记为 M1。大学生抑郁的潜剖面分析，选取

1-5 个潜在剖面模型，模型的 BIC 指数呈递减趋势，

其拐点出现在 3 类别处；Entropy 值在 3 类别模型

处最大；LMR 和 BLRT 的 P 值在 3 类别处显著，

支持 3 类别模型，将该模型记为 M2。大学生抑郁的

因子混合模型分析，执行 2~3 类别，以 2 因子和 3

因子结构为测量模型的 FMM，根据上述拟合指标综

合考虑 3 类别 3 因子的 FMM-1 模型最佳，将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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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记为 M3。比较模型 M1、M2 和 M3 可知，大学

生抑郁测量结果的最佳潜变量模型为 M3。根据 3 个

潜类别在抑郁自评量表上的得分特征将其分别命名

为低危型(56.0%)、中危型(27.0%)和高危型(17.0%)。

童年期虐待和情绪调节策略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分

析显示：低危型人群中童年期虐待和情绪调节策略

与抑郁无相关性(均 P>0.05)；中危型人群中童年期

虐待与抑郁呈正相关(r=0.218，P<0.01)，认知重评与

抑郁呈负相关(r=-0.118，P<0.05)；高危型人群中，虐

待和抑郁呈正相关(r=0.264，P<0.01)，表达抑制与抑

郁呈正相关(r=0.195，P<0.01)。分析在不同人群中虐

待和情绪调节策略交互作用对抑郁的影响显示：仅

在中危型人群中，童年期虐待和认知重评的交互作

用对大学生抑郁有影响，且只有在虐待程度较高时

交互作用显著。 

    结论  大学生抑郁测量结果的最佳潜变量模型

为 3 类别 3 因子 FMM-1，童年期虐待和情绪调节策

略对大学生抑郁有影响。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and Cognition Im-

pairment Reversed by Cholinergic Neurons 

Transform in Situ in Mice 

 

周漪颖 1 周文华 1  

1）宁波市康宁医院 

 

    Objective  Depression is a common comorbidity 

in dementia. Depressive symptoms may be a risk as well 

as a prodrome of dementia. Accumulating evidence has 

suggested cholinergic system occupies a central role in 

dementia and depression. A specific loss of cholinergic 

neuron, which is the innervation of the hippocampal for-

mation, is related to memory decline in ageing and Alz-

heimer's patients. For the lack of standard animal mod-

els, the precise mechanism of the cholinergic system in 

dementia and depression remains unclear. Recently, as-

trocytes can transform to neurons by sequential deple-

tion of RNA-binding protein---PTBP1. In present study, 

we applied this approach to transform specifically astro-

cytes into cholinergic neurons and observed whether it 

reverse th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and cognition im-

pairment induced by lesions of cholinergic neurons in 

HDB in mice. 

    Methods  The lesion of HDB cholinergic neu-

rons was induced by local injection of 192 IgG-saporin 

at 0.25 μg per side. After two weeks recovery, the 

PTBP1 antisense was injected in the same area. The de-

pressive-like behaviors including Forced Swimming 

Test (FST), Tail Suspension Test (TST), Sucrose Prefer-

ence Test (SPT) were measured and Fear Condition Test 

(FCT) and 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NOR) as the cog-

nitive functions were measured. After evaluating the be-

haviors between the lesion and  the rescue group, the 

mice were scarified for the biochemical study. The dam-

age and rescue of neurons were observed by immuno-

fluorescence. 

    Results  (1) PTBPT1 antisense could knockdown 

the PTBP1 expression and induced astrocytes trans-

formed into cholinergic neurons. (2) Transformed cho-

linergic neurons in situ could reverse depressive-like be-

haviors and cognition dysfunction. 

    Conclusion  The lesion of cholinergic neurons 

can lead to depression and cognition impairment. By 

knocking down the PTBP1, transformed cholinergic 

neurons in situ could reverse depression and cognition 

dysfun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uicidal At-

tempt and Plasma BDNF/tPA System Level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Comorbid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牟婷婷 1 路静 1 黄满丽 1 许毅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The study found that patients of anxi-

ety comorbid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we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suicide than depression pa-

tients without anxiety. Although tissue 

BDNF/tPAsystem pal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

genesis of MDD and the mechanism of antidepressants,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ole of BDNF/ tPA- pathway in 

suicide attempts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comorbided 

with MD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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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ed factors in the 

BDNF/tPA pathway in plasma from suicide attempts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comorbid with MDD. 

    Methods  We measured plasma levels of mature 

BDNF (mBDNF), precursor-BDNF (proBDNF),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PA) and tropomyosin-related 

kinase B (trkB)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comorbid with 

MDD (n=78)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kits. We compared these biological determinants be-

tween anxiety comorbid with MDD and controls. And 

then,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igh suicide at-

tempts group  (n=34) and low suicide attempts group 

(n=44) according to the third result of  HAMD. We re-

analyzed these biological determinants and explore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suicide probability and 

BDNF/tPA pathway.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plasma levels of TrkB 

and ProBDNF in anxiety comorbid with MDD were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hile tPA 

and FreeBDN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In the analysis of  BDNF/tPA pathway 

and suicide attempts group, we found that the tPA level 

in the high suicide attempt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low suicide attempts group. Fur-

ther ROC curve analysis also proved that the plasma tPA 

level has better diagnostic effect of high suicide at-

tempts in anxiety comorbid with MDD. 

    Conclusion  BDNF / tPA pathway is disordered 

in people with anxiety comorbid with MDD, which may 

be involved in its mechanism; tPA may play a unique 

role in suicide attempts in people of anxiety comorbid 

with MDD, and may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in 

the future. 

 

 

 

A Pilot Exploration of Multi-omics Research 

of Gut Microbiome in Major Depressive Dis-

orders 

 

赵昊阳 1 金康裕 1 蒋超楠 1 潘奋 1 武靖 2 栾泓霖 3 

赵志勇 1 陈京凯 1 牟婷婷 1 王政 1 路静 1 陆邵佳 1 

胡少华 1 许毅 1 黄满丽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温州市精神病院 

 

    Objective  The pathophysiology of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MDD) remains obscure. Recently, the 

microbiota-gut-brain (MGB) axis’s role in MDD has an 

increasing attention. But there are very few studies on 

the correlations of the gut microbiota with all three om-

ics, including immunology, metabolomics, and brain 

structure in MDD. 

    Methods  Totally 24 drug-naïve MDD patients 

and 26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nxiety symptoms 

were assessed with HAMD, HAMA, IDS-SR30 and 

QIDS-SR16 scales in both MDD patients and HCs. 

Then, fecal and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

lyzed by metagenomics and metabolomic analysis re-

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plasma level of selected in-

flammatory factors (IL-1β, IL-6, and TNF) were deter-

mined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Besides, MRI was scanned to detect the dif-

ference in the Grey matter volume (GMV) between two 

groups.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in gut microbiota, 

metabolites,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grey matter 

volume in MDD patients, we constructed a heatmap 

about correlation analysis using Pearson’s correlations. 

    Results  We show here that gut microbiota of 

MDD patients was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phylum Actinobacteria.  

Metabolomic analysis primarily exhibited disturbances 

of lipid, vitamin, and carbohydrate metabolism between 

two groups. The levels of plasma IL-1β concentration in 

MDD patients was increased, while the GMV in left in-

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was decreased relative to HCs. 

Pearson analysis showed differential gut microbiota 

demonstrated different affinity of correlation with four 

omics. Most gut microbiome we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scales, especially HAMD, HAMA. Addi-

tionally, Ruminococcus and Bifidobacterium showed 

highly linked with IL-1β in MDD group. We also found 

that Ruminococcus and Streptococcus were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organic acids and deriv-

atives, vitamins, nucleotide and its derivates and Lip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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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pid-like molecules, respectively. What’s more, ris-

ing Lactococcus, Streptococcus and Bacillus had the 

negatively association with left IFG.The alteration of 

gut microbiota was mainly associated with elevated IL-

1β concentration, disordered lipid and vitamin metabo-

lism and diminished GMV of IFG. Notably, three kinds 

of discriminative bacteria, Ruminococcus bromii, Lac-

tococcus chungangensis, and Streptococcus gallolyticus 

have an extensive correlation with metabolome, immu-

nology, GMV, and clinical symptoms. All three micro-

biot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L-1β and lipids (for example, 

phosphoethanolamine (PEA)). Besides, Lactococcus 

chungangensis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GMV of left 

IFG. 

    Conclusion  Overall, based on multi-omics data,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 effects of gut microbiome ex-

ert in MDD is multifactorial. The alteration of gut mi-

crobiota was associated with metabolism disorder, im-

mune activation, and changed GMV in the brain. 

 

 

 

基于情绪调节环路神经影像特征的抗抑郁药

疗效预测研究 

 

吴航 1 刘瑞 1 周晶晶 1 丰雷 1 王赟 1 陈熊鹰 1 张志

芳 1 崔健 1 周媛 1,2 王刚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8 

2）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100101 

 

    目的  情绪调节环路异常被认为是重性抑郁障

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的主要病理机制，

推测其相关脑区可能是预测抗抑郁药物疗效的潜在

靶点。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基于情

绪调节环路相关脑区的神经影像特征，构建抗抑郁

疗效预测模型，寻找可用于预测 MDD 患者病情缓

解的神经影像标记。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67 例未服用过抗抑郁药

物的成年 MDD 患者。所有患者在基线时采集静息

态功能磁共振数据，随后使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

疗 12 周，利用汉密尔顿抑郁评分量表来评估患者基

线和治疗 12 周末时的抑郁程度。为了构建疗效预测

模型，首先根据患者服药 12 周后汉密尔顿抑郁评分

量表总分，将患者被分为缓解组（≤7 分）和未缓解

组（>7 分）；然后，利用神经影像技术提取基于情绪

调节环路的36个感兴趣区(ROI)的静息态功能连接，

形成功能连接矩阵；最后，运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结合留一交叉验证和递归特

征消除法，构建疗效预测模型。 

    结果  研究发现，预测模型的准确率为 82%，

敏感度为 71%，特异性为 89%，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下面积为 0.86。额上回与额下回和楔前叶的功能

连接是预测模型中最重要的神经影像特征。 

    结论  本研究证实基于情绪调节环路脑区的静

息态功能连接能够有助于预测抗抑郁疗药物治疗的

疗效，也进一步揭示了抗抑郁药物的疗效机制。 

 

 

 

伴快感缺失抑郁症患者脑结构节点特点：一

项纵向磁共振研究 

 

张亮 1 柳进 1 路晓文 1 鞠玉朦 1 翁艺菲 2,3 王汨 1 

董强利 1 孙金荣 1 龙江 4 李则宣 1 程鹏 1 刘邦山 1 

张燕 1 郭华 5 许强 2 陈明鲜 1 李卫晖 1 卢光明 1 李

凌江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南京大学金陵医院 

3）厦门大学 

4）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5）驻马店市精神病院 

 

    目的  作为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快感缺失

可影响抑郁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相对于不

伴快感缺失抑郁症患者，伴快感缺失抑郁症患者病

情更重，预后更差，但其生物学机制仍不清楚。本研

究应用脑影像学方法探究伴快感缺失患者的大脑结

构机制。 

    方法  采取病例对照研究，共招募了 86 例抑郁

症患者和 20 例健康对照，将抑郁症患者中快感缺失

评分最高的 25%的患者定义为伴快感缺失抑郁症患

者，将快感缺失评分最低的 25%的抑郁症患者定义

为不伴快感缺失抑郁症患者。最后共纳入 38 例抑郁

症患者（伴快感缺失组, n = 20; 不伴快感缺失组, n 

= 18）和 20 例健康对照进行分析。采用 24 项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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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顿抑郁量表和快感缺失量表进行心理评估。研究

于基线时以及抗抑郁治疗后 1、2、3、4、5 和 6 个

月末分别评估和随访患者；同时，研究于基线时和

治疗 6 个月时采集了患者脑结构磁共振图像（对健

康对照而言，仅在基线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估和

磁共振数据采集）。采用图论方法对患者和健康对照

脑结构节点属性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的节点属性为

中介中心性、度和效率。统计方法包括方差分析、t

检验以及相关分析。 

    结果  1.临床资料：（1）基线时：MDD-A 组与

MDD-NA 组的 HAMD 评分无显著差异（t = 0.199，

P = 0.843）；但前者比后者 SHAPS 评分显著性高（t 

= 36.990，P < 0.001）。（2）第 6 个月末：两抑郁症

组 HAMD 评分/SHAPS 评分较自身基线均显著性降

低（P < 0.01）；然而与 MDD-NA 组相比，MDD-A

组的 HAMD 评分/SHAPS 评分仍显著性高（t = 2.199，

P = 0.034；t = 5.194，P < 0.001）。2.脑影像学节点属

性：（1）基线时：与 MDD-NA 组相比，MDD-A 组

仅在左侧楔叶与左侧枕中回的 bi表现出显著性低（t, 

P 值分别为−2.173，0.036 和−5.430, 0.000）以及右侧

颞中回的 ki 表现出显著性高（t = 2.689，P = 0.011）。

（3）第 6 个月末：与不伴快感缺失组相比，伴快感

缺失组左侧枕中回 bi 显著性低（t = −2.208，P = 

0.034）。 

    结论  1.研究进一步支持快感缺失症状预示着

抑郁症患者预后不良。2.左侧枕中回较低的 bi 可能

是伴快感缺失抑郁症的一种内表型；左侧楔叶结构

节点属性（bi）低下可能参与其快感缺失症状的神经

机制。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pecific Func-

tional Brain Networks in Schizophrenia: A 

Study Based on Graph Theory 

 

王立娜 1 贾峰 1 李亚辰 1 张文琼 1 周楠 1 田红军 2  

1）天津市安定医院 

2）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Background  Although mounting previous stud-

ies have characterized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 

(AVHs) related brain network abnormalities in the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VHs related brain network 

alterations based on graph theory was rarely reported.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AVHs 

related brain networks based on graph theory and clini-

cal feature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AVHs is un-

clear.   

Objective  To explore associations among net-

work metrics,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schizophrenia pa-

tients with AVHs. 

Methods  Thirty-on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out AVHs, 17 patients with AVHs, and 31 healthy 

controls were examined by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

nance imaging. Graph theory method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functional network 

in three group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AVHs displayed decreased local network 

efficiency,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and nodal efficiency 

of the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ocal net-

work efficienc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VH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are disrupted in schizophrenia pa-

tients with AVHs, suggesting a role of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VHs. 

 

 

 

移植卒中患者肠道菌群后大鼠血清同型半胱

氨酸变化对抑郁障碍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妙炜 1 郑蕾 1 王艺明 1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移植卒中患者肠道菌群后大鼠血清

Hcy 变化对抑郁障碍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方法  选取 SD 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实验组（移

植卒中患者肠道菌群+慢性应激刺激）、益生菌保护

组（在移植卒中患者肠道菌群+慢性应激刺激+益生

菌口服）、对照组（移植正常人肠道菌群+慢性应激

刺激）、空白组（仅移植正常人肠道菌群），每组 10

只；在实验前、2 周末及 4 周末测量各组大鼠体重、

糖水偏好实验、旷场实验评价实验造模情况，并检

测 Hcy、VB12、FA 水平及大鼠肠道细菌群落构成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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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2 周末及 4 周末各组体重增长值均小于

空白组(P＜0.05)，4 周末实验组和益生菌保护组体重

增长值小于对照组(P＜0.05)；糖水消耗实验在 2 周

及 4 周末与空白组比，实验组糖水消耗量更少(P＜

0.05)，2 周末与对照组比，实验组糖水消耗量更少(P

＜0.05)；旷场实验中，2 周末及 4 周末与空白组比，

实验组总路程更短(P＜0.05)，与对照组比，实验组

总路程更短(P＜0.05)；2 周末，与空白组比，实验组

平均速度更慢(P＜0.05)；与对照组及空白组相比，

实验组双歧杆菌属、普雷沃菌属、大肠杆菌属、颤螺

菌属含量较低（P＜0.05)；与对照组及空白组相比，

实验组VB12、FA含量较低，Hcy含量较高(P＜0.05)；

双歧杆菌属水平与糖水偏好值呈正相关（r=0.47，P

＜0.05)，与 Hcy 含量呈负相关（r=-0.52，P＜0.05)。

大肠杆菌属水平与糖水偏好值呈正相关（r=0.53，P

＜0.05)，与 Hcy 含量呈负相关（r=-0.50，P＜0.05)。 

    结论  卒中后抑郁的机制可能与肠道菌群紊乱

导致 Hcy 的升高有关，双歧杆菌属、大肠杆菌属、

普雷沃菌属、颤罗菌属比例的减低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参与了移植卒中患者肠道菌群大鼠模型的抑郁症

状，但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对大鼠抑郁症状改善不

明显。 

 

 

 

分析抑郁症及失眠症患者注意网络及默认模

式网络功能连接变化 

 

胡永雪 1 王艺明 1  

1）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抑郁症及失眠症都是常见的精神障碍，

抑郁症常伴发睡眠障碍、注意力及记忆力下降，失

眠症患者也存在情绪调节障碍。本文目的在于应用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分析抑郁症、失眠症及伴失眠

的抑郁症患者注意网络、默认模式网络相关脑区的

功能连接改变。 

    方法  纳入 2019.7 至 2021.1 就诊于贵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明确诊断抑郁症患者 38 例，失眠症患

者 37 例，伴失眠的抑郁症患者 49 例；选择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 50 例。1、

基本信息采集；2、量表评估：HAMD、PSQI、ISI；

3、静息态磁共振数据扫描；4、静息态磁共振数据处

理：使用神经影像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神经影像数据

处理，以背外侧额上回、眶部额上回、前扣带和旁扣

带回、海马、楔前叶、丘脑作为感兴趣区，分析比较

四组被试间各个种子点与其他脑区的功能连接变化：

5、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四组被试在性别、年龄和教育年限上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抑郁症组与伴失眠的抑郁

症组在 HAMD-17 得分上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及失

眠症组；失眠症组与伴失眠的抑郁症组在 PSQI 及

ISI 得分上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与抑郁症组。3、对

四组被试进行基于种子点的功能连接分析，结果显

示①以左眶部额上回作为种子点分析发现，左眶部

额上回与右眶部额上回，左眶部额上回内部，左眶

部额上回与右侧缘上回、左侧颞中回的功能连接发

生改变。②以左楔前叶作为种子点分析发现，左楔

前叶内部，左楔前叶与右内侧额上回之间的功能连

接异常。③以左侧丘脑作为种子点分析发现，左侧

丘脑与属于视觉颞叶皮层的左侧颞下回之间的功能

连接存在异常。4、相关性分析发现，抑郁症患者左

眶部额上回与右侧缘上回的FC异常与HAMD-17分

值正相关，失眠症患者左眶部额上回与右眶部额上

回的 FC 异常与 ISI 正相关。 

    结论  1、本研究发现，抑郁症及失眠症患者存

在多个网络的功能改变，注意网络在其中发挥着中

介作用，注意网络中 FC 异常可能是抑郁症及失眠

症患者的潜在病因，是其发生注意功能障碍可能的

生理病理机制之一。 

    2、默认模式网络中 FC 异常可能是导致患者情

绪敏感性增加、选择性注意偏差的潜在病因之一。 

    3、眶部额上回皮层的非反射系统功能连接异常

可能是导致患者出现自我否定、反刍思维等自我表

征的原因之一。 

 

 

 

艾司西酞普兰与米氮片在调节抑郁症生物节

律紊乱相关症状疗效的差异研究 

 

Haijing Huang1, Fan Wang1, Yiming Chen1, Shuqi 

Kong1, Qinte Huang1, Dongbin Lyu1, Weichieh Yang1, 

Zheyi Wei1, Nuoshi Qian1, Mengke Zhang1, Chenglin 

Wu1, Jie Zhao1, Lan Cao1, Zhiguo Wu4, Daihui Peng1, 

Yiru Fang1,2,3, Wu Hong1,3  

1）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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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Brain Science and In-

telligence Technology, Shanghai, China. 

3）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Shanghai, 201108, China. 

4）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Neuropsychology, 

Shanghai Deji Hospital, Qingdao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Biological rhyth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ccurrence, development, risk of suicide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The efficacy of antidepressant  on regulation 

of biological rhythm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is de-

signed to explore the efficiency of escitalopram and 

mirtazapine on regulation of circadian rhythm, diurnal 

mood variation and daily activity for patients with MDD 

patients. 

    Methods  Four-hundred and fifteen participants 

diagnosed with MDD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treat-

ment with escitalopram (TWE), treatment with 

mirtazapine (TWM) or treatment as usual (TAU). Bio-

logical rhythm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sleep dis-

turbance, retardation, loss of weight in the Hamilton de-

pression scale (HAMD-17) and sleep disturbance, de-

crease/increase appetite/weight, concentration, en-

ergy/fatigue, and psychomotor retardation in the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self-report 

(QIDS-16-SR).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sessed by inde-

pendent evaluators at baseline and then at week 2, 4, 6 

and 8. 

    Results  (1) The differences of reduction rate of 

total HAMD score among TWE, TWM and TAU were 

significant at week 4, 6 and 8 (P<0.05). The differences 

were only significant in patients without Diurnal Mood 

Variation(DMV); (2) Sleep rhythm items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and early-wake) were significantly im-

prove in TWM (P <0 .05) at week 2,4,6 and 8. Appetite 

decrease and weight los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 in 

TWM (P <0 .05) at week 6, but not in TWE/TAU. (2) In 

daily activity, feeling slowed down and concent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WE at week 6 and 8. 

And the retard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WE 

at week 2,4,6 and in TWM at week 6. 

    Conclusion  Both escitalopram and mirtazapine 

have better antidepresant effect, especially for MDD pa-

tients without DMV. Escitalopram was sig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in daily activity, feeling slowed down 

and concentration difficulty, while mirtazapine was sig-

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in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early-wake, appetite decrease and weight loss. 

 

 

 

抑郁症生物节律紊乱症状及相关分析 

 

黄秦特 1 洪武 1 吕洞宾 1 吴政霖 1 黄海婧 1 张梦珂
1 周霓 1 钱诺诗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抑郁症是一类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

高复发率及高疾病负担等特点的精神疾病。生物节

律紊乱症状是抑郁症的重要临床特征及病理生理机

制之一，它可与抑郁症严重程度并行，并且随着病

情变化而减轻或加重。为了更好地鉴别伴有此症状

群的抑郁症人群，我们有必要探讨生物节律紊乱症

状的症状特征及生物学特性。本研究募集 18~65 岁

的抑郁症患者，采用清晨型与夜晚型评定量表、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定患者的生物节律紊乱症

状。为抑郁症患者的生物节律紊乱特征的病因和识

别提供新的思考。 

    方法  抑郁症患者的生物节律紊乱症状及相关

分析 收集年龄 18~65 岁的抑郁症患者 257 名，签

署知情同意书后收集受试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采

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17）、抑郁症症状快速自

评量表 16 项（QIDS-16）评估患者的抑郁症状，采

用清晨型与夜晚型（MEQ）评定量表评定患者的昼

夜节律类型，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

定患者的睡眠质量，分析抑郁症患者的生物节律紊

乱症状。 

    结果  （1）抑郁症患者的 HAMD-17 总分中位

数为 22（19-25）分，QIDS-16 总分中位数为 20（15-

24）分。抑郁症患者的 MEQ 总分中位 数为 44（37-

50）分，PSQI 总分中位数为 10（7-13）分，患者的

入睡时间中位数为 30（20-60）分钟，在床时间中位

数为 8（7-9）小时，睡眠时间中位数为 6（5-7）小

时，睡眠效率中位数为 87.5（75-100）%。（2）MEQ 

总分与 QIDS-SR16 总分、HAMD-17 总分呈负相

关，MEQ 总分与 HAMD-17 自杀、自罪与激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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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体重因子分呈负相关，MEQ 总分与 PSQI 总

分、入睡时间、睡眠障碍评分、日间功能障碍评分呈

负相关。 （3）中度抑郁和重度抑郁在 MEQ 总分

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PSQI 总分及

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评分及日间功能障

碍评分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床时间及睡眠

效率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结论：1.抑郁症患者的昼夜节律类型偏

向于夜晚型，且越偏向于夜晚型，抑郁症状越严重，

睡眠质量越差，越容易出现自杀、自罪和激越症状。 

    2.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存在睡眠问题，严重抑郁

患者更容易发生日间功能障碍与睡眠障碍事件。 

 

 

 

Multimetric Structural Covariance in First-

Episod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陈楚军 1 刘哲宁 1 阳洁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Abnormalities of cortical morphology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have been consist-

ently reported, with widespread focal cortical altera-

tions detected by using cortical indices including corti-

cal thickness, surface area, and gyrification. Investigat-

ing the morphological covariance with graph theory ap-

proaches could provide us a systems perspective of the 

altered cortical morphology in MDD. 

    Methods  Seventy-six first-episode patients with 

MDD and 66 healthy controls (HCs) underwent struc-

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can. The cor-

tical indices including cortical thickness, surface area 

and local gyrification index (LGI) were calculated by 

using FreeSurfer. The morphological covariance net-

works were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three cortical indi-

ces separately, and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group-level morphological covariance networks were 

analyzed using grap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Results  Top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DD 

and HC group were restricted to the thickness-based 

network, with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global efficiency 

but an increase in local efficiency of the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SFG) in first-episode MDD. When tar-

geted removal of highly connected nodes in a simulation 

model, the thickness-based network in first-episode 

MDD appeared more vulnerable to disintegration than 

HCs. 

    Conclusion  A systems-level disruption in corti-

cal thickness, but not surface area or gyrification, occurs 

in MDD. This deficit is apparent even at the time of first 

episode of depression.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imensional 

Anhedonia Rating Scale (DARS) in Chinese 

Typical and Depressed Adolescents 

 

肖雯薏 1 朱睿臻 1 吕照熹 2 严超 1  

1 ） 上 海 市 脑 功 能 基 因 组 重 点 实 验 室

（MOE&STCSM），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

心，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广西百色高级中学，百色 

 

    Objective  Anhedonia, the inability to experience 

pleasure across different hedonic domains, is a core 

clinical featur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The Dimensional Anhedonia Rating Scale (DARS) 

measures state anhedonia in multiple areas such as hob-

bies, food and drink, social activities, and sensory expe-

rience, which displays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anadian, Spanish samples. However, no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DARS in Chinese adolescence. The aim of the cur-

r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ARS among typical and 

depressed adolescence. 

    Methods  In Study 1, we tested the factor fa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ommunity sample (N =1000).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ARS, the Children's De-

pression Inventory (CDI), the Snaith Hamilton Pleasure 

Scale (SHAP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emporal Expe-

rience of Pleasure Scale (TEPS), and other relevant 

scales were administered to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initial test, and the retest was conducted in three 

months.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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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ed to test the four-factor structure of the DARS. 

In Study 2, the structure of DARS was tested among 

MDD group, subclinical depressive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108 participants for each group), which 

were recruited from mental health center and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Shanghai. The CDI and the TEPS 

were administrated to participants to evaluate the valid-

ity of the DARS. The CFA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DARS. 

    Results  In study 1, the CFA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factor model (i.e., hobbies, food and drink, so-

cial activities, and sensory experience) best fit the data. 

The total scale of DARS showed good reliability in 

terms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Cronbach’s α = .902), av-

erage inter-item correlation (AIC=.352),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741). DARS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DI and SHAPS as well 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TEPS, revealing a good 

convergent validity. 

    In study 2, Goodness-of-fit statistics of CFA 

showed a good fit for the four-factor model among 

MDD, subclinical and healthy groups. The DARS had 

good reliability in terms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av-

erage inter-item cor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between three 

groups foun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64.756, 

p<0.001) on the DARS total score and the Post hoc com-

parison showed the MDD group report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DARS total score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sug-

gesting a good validity.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ARS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to evaluate state anhedonia across different do-

mains, which is eligible among Chinses typical and de-

pressed adolescents. 

 

 

 

单、双相抑郁障碍多导睡眠图研究 

 

任建莉 1 向东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分析单、双相抑郁患者多导睡眠图的差

异及意义 

    方法  对象：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1 月就

诊于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4 例（F/M=2.42）单相抑

郁患者和 16 例（F/M=2.20）双相抑郁障碍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 对照组是年龄、性别与实验组相匹配，在

本院接受健康体检的 11（F/M=2.66）例正常人。方

法：采用 ICD-10 经两名主治医师诊断。抑郁程度评

价采用 24 项汉密尔顿量表（HAMD）；睡眠质量评

估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进行评估；

被试者睡眠监测，采用 E-series EEG/PSG 多导睡眠

仪（PSG）。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19.0。 

    结果  1、单、双相抑郁组 HAMD 总分及各因

子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除单相抑郁组体重减

轻比双相抑郁组更明显外（P＜0.05）。两组间的

HAMD 总分及其他各因子分间差异不显著（P>0.05）。 

    2、单相抑郁组和双相抑郁组 PSQI 总分及各因

子均高于对照组（P＜0.05）；除单相抑郁组睡眠时间

明显较双相抑郁组睡眠时间长外（P＜0.05）。两组间

PSQI 及及其他各因子间差异不显著（P>0.05）。 

    3、单相抑郁组比对照组：TST、SE、S1 总时间、

S2 总时间、S4 总时间、REM 总时间、REM%明显

低于对照组；S3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双相

抑郁组比对照组：TST、SE、S1 总时间、S2%、S2

总时间、REM 总时间、REM%、至 REM 潜伏期时

间明显较低，SL、S3%、S3 总时间较对照组高（P＜

0.05）。单相抑郁组 SL、S4% 、S4 总时间、SWS、

SWS%比双相抑郁组显著低（P＜0.05）；单相抑郁组

比双相抑郁组 S2%显著高（P＜0.05）。 

    4.抑郁症状与多导睡眠图的相关性：单相抑郁

患者的 HAMD 阻滞、绝望感因子与多导睡眠图 S2

睡眠时间、REM 睡眠时间因子呈正相关。双相抑郁

组中 HAMD 阻滞因子与多导睡眠图睡眠觉醒总时

间呈正相关。单、双相抑郁 HAMD 总分与多导睡眠

图无相关性。 

    结论  单相抑郁 SL、S4 睡眠时间、S4% 、SWS、

SWS%较双相抑郁更少，但单相抑郁的 S2%较双相

抑郁多。这可能对二者的鉴别诊断有所帮助，未来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阈下抑郁的认知与行为治疗进展 

 

季银银 1 房圆 1 李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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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阈下抑郁指患者尚未达到抑郁症严重程

度、但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抑郁症状的一种抑郁。

阈下抑郁在人群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机制尚未明

确。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阈下抑郁的治疗，临床医生

多使用抑郁症的治疗方式对阈下抑郁患者开展治疗。

阈下抑郁常见的治疗方式有药物、心理、中医治疗

等，这些疗法都有一定的效果，但考虑到文化背景、

经济适用性、对患者造成的损害等因素，心理治疗

更适用于阈下抑郁者。在心理治疗中，认知与行为

疗法（CBT）已被证实是治疗抑郁的一项有效方法，

同时它也被广泛用于阈下抑郁的治疗。 

    方法  本文综述了阈下抑郁认知与行为治疗的

相关研究，总结不同方法治疗阈下抑郁的作用机制。 

    结果  阈下抑郁的认知与行为治疗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以认知为主，包括注意偏向矫正训练、认知

负荷干预训练等。二是以行为为主，包括行为激活

训练等。三是认知行为结合，包括传统面对面的 CBT

治疗与基于网络的 CBT 治疗等。研究显示，不同的

治疗方法对阈下抑郁患者都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具

体选择何种方法需要考虑研究目的以及患者的实际

情况。 

    结论  阈下抑郁具有高发、高危害的特点，因

此对阈下抑郁患者进行早期、有效地治疗有着重要

意义。在心理治疗中，使用认知与行为疗法治疗阈

下抑郁患者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这些研究还缺乏

系统性，尚未达成对特定人群、不同性别的普遍共

识。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拓展。一

是规范化老年阈下抑郁的诊断，深入探究阈下抑郁

的神经生理机制，为阈下抑郁人群的治疗、干预奠

定理论基础。二是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背景，对不

同年龄的阈下抑郁患者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

治疗。 

 

 

 

疏肝解郁胶囊辅助治疗对难治性抑郁症患者

体液免疫及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的影响 

 

肖岩 1,2 王林平 2 赵峻 1 刘进东 2  

1）青岛大学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中心 

2）山东省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疏肝解郁胶囊辅助治疗对难治性抑

郁症患者体液免疫及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的改善效

果，以指导未来难治性抑郁症治疗方案的拟定。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

的 60 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观察组则

加用疏肝解郁胶囊，持续治疗 2 个月。治疗前、治

疗 2 个月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评估对比两组的抑郁情况、检测两组的体液免疫相

关指标[免疫球蛋白 G（IgG）、免疫球蛋白 M（IgM）、

免疫球蛋白 A（IgA）、CD3+、CD4+]、检测两组 5-

羟基吲哚乙酸（5-HIAA）、3-甲氧基-4-羟基苯乙二醇

（MHPG）、高香草酸（HVA）等单胺类神经递质水

平。 

    结果  治疗 2 个月时，两组的 HAMD-17 评分

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

两组的 CD3+、CD4+水平较治疗前升高，IgG、IgM、

IgA 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 CD3+、CD4+

水平高于对照组，IgG、IgM、IgA 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两组的 5-HIAA、MHPG、HVA 水平均

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疏肝解郁胶囊辅助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体液免疫及各单胺类神经递质水

平，利于抑制患者病情进展、控制症状发作，患者抑

郁症状更好更快改善。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terations in 

Metabolite Levels in The Left Frontal Cortex 

and Left Hippocampus and Disease Severity 

of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李颖娜 1 赵立营 1 王志仁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tabolite ratios in the left 

frontal cortex (LFC) and left hippocampus (LHP) of pa-

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the 

changes in clinical symptoms after one 8-week medica-

tion treatment by using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 

    Methods  Seventeen participants (18-5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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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ed with MDD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underwent 1H-MRS scans in the LFC and left LHP. The 

same 1H-MRS scans were underwent again after 8-

week medication treatment. The symptom severity of 

patients was measured by 17-item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 (HAMD17) and Repeatable Bat-

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following each 1H-MRS scans. Metabolite 

ratios (over creatine) levels in the LFC and LHP were 

determined. Correlational analyses assesse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HAMD17, RBANS score and metab-

olite ratio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paired t-test found a significant de-

crease in HAMD17 (P<0.001), an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RBANS -Immediate Memory, RBANS-Attention and 

RBANS total score (P<0.001) after 8-week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ose after medication treatment, we 

fou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metabolite 

ratios change both in the LFC and LHP. The change of 

Cho/Cr level in the LFC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lteration in their RBANS-Delayed Memory score 

(r=-0.352, P=0.041). HAMD17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s1/Cr (r=0.444, P=0.018) in the LHP. 

Moreover, there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s found be-

tween HAMD17 and RBANS-Immediate Memory (r=-

0.518, P=0.002), RBANS -Delayed Memory (r=-0.425, 

P=0.012) and RBANS total score (r=-0.433,P=0.011).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e 

Cho/Cr level in the LFC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RBANS- Delayed Memory score and the Ins1/Cr level 

in the LH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MD17 

score in patients with MDD. This might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ochemistry associated with 

MDD as well as new MDD-specific metabolite bi-

omarkers that might potentially improve the clinical di-

agnosis of MDD. 

 

 

 

Brain Structural Morphology May Be Associ-

ated with Cognitive 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before and after 

Medication Treatment: A Correlation Study 

 

李颖娜 1 赵立营 1 王志仁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Objectiv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brain mor-

phological alterations tha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neu-

rological diseases will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these diseases. Here, we used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data to detect brain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

sive disorder (MDD)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fluctu-

ations in brain morphological changes were related to 

the clinical severity of MDD. 

    Methods  Seventeen participants (18-50 years) 

diagnosed with MDD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underwent high-resolution MRI scan (3 Tesla, T1-

weighted MPRAGE, 1x1x1mm resolution) at baseline 

and after 8-week medication treatment. The symptom 

severity of patients was measured by 17-item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 (HAMD17) and Repeata-

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following each MRI scan. The signifi-

cant levels of HAMD17 and RBANS score before and 

after medication treatment were determined using 

paired t-test. MRI data were processed with the Compu-

tational Anatomy Toolbox (CAT12) via the current ver-

sion of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software 

(SPM12). The brain structural morphology change com-

pared and the possible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scales 

were identified with p<0.001 uncorr. and FWE corr. on 

the vertex-level respectively. 

    Results  Using P<0.001 uncorrected (cluster size 

30) vertex-level statistical thresholds, we noted that 

compared to baseline, patients exhibited clusters of re-

gions with higher gyrification index including left ros-

tralmiddlefrontal, right inferiorparietal, precuneus, and 

higher fractal dimension including left insula/ parsoper-

cularis/ precentral, right rostralmiddlefrontal. We also 

found sulcus depth reduction in right superiorfrontal/ 

posteriorcingulate after medication treatment. The cor-

tical thickness of the left rostralmiddlefrontal, precen-

tral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BANS total 

score. The gyrification index of right superiorparietal, 

fractal dimension of right superiorparietal and sul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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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of right superiorparietal/ postcentral were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RBANS total score. Also,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positive or negative) 

with HAMD17 score in any of the four morphometry 

analyses.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e 

RBANS total scor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r-

tical thickness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yrifica-

tion index, fractal dimension and sulcus depth in pa-

tients with MDD, which might indicate that medication 

treatment could impact on developmental markers of 

brain structure, and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brain morphometric change and 

medication treatment. 

 

 

 

Alterations of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Fractional ALFF and Regional 

Homogeneity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

sive Disorder before and after Medication 

Treatment 

 

李颖娜 1 赵立营 1 王志仁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Objectiv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

onance imaging (rs-fMRI) has frequently been used to 

investigate loc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MDD). The present study evaluated 

the altered functional change in patients with MDD be-

fore and after medication treatment using rs-fMRI, and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ymptom severity of 

disease and brain functional change. 

    Methods  Seventeen participants (18-50 years) 

diagnosed with MDD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underwent one brain functional image scan. The same 

rs-fMRI scan was underwent again after 8-week medi-

cation treatment. The symptom severity of patients was 

measured by 17-item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

pression (HAMD17) and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

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fol-

lowing each MRI sca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HAMD17 and RBANS score before and after medica-

tion treatment were determined using paired t-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FF, fALFF and Reho levels in 

the identified brain regions and HAMD17 and RBANS 

score were based on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ll 

data were corrected by Gaussian random field theory 

(GRF, voxel-wise P<0.001, cluster-wise P<0.05, and 

two-tailed test). 

    Results  The paired t-test found that the score of 

HAMD17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P<0.001), while RBANS total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P<0.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gree centrality (DC) difference detected in Occipi-

tal_Sup_L (aal) after comparison. Moreover,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found between ALFF values and 

RBANS total score (r=0.7735,P<0.05(GRF)) in the 

Precuneus_R(aal), and RBANS-Attention score includ-

ing the Precuneus_R(r=0.7278, P<0.05(GRF)), the 

Frontal_Inf_Orb_L(r=0.7199, P<0.05(GRF)).The 

fALFF values were positively corelated with RBANS-

Attention score in the Frontal_Inf_Oper_R (aal), 

RBANS-Immediate Memory score in the 

Frontal_Inf_Oper_R(aal) (r=0.6790,P<0.05(GRF)), 

RBANS-Language score in the Cingulum_Ant_R(aal) 

(r=0.7251,P<0.05(GRF)), and RBANS total score in the 

Frontal_Inf_Oper_R (aal) 

(r=0.7272,P<0.05(GRF)).The Reho values had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RBANS-Attention score in the 

Frontal_Inf_Orb_L (aal) 

(r=0.7069,P<0.05(GRF)),RBANS-Delayed Memory in 

the Frontal_Inf_Orb_L (aal) 

(r=0.7056,P<0.05(GRF)),RBANS total score in the 

Frontal_Inf_Orb_L (aal) (r=0.7100,P<0.05(GRF)) and 

Frontal_Sup_R(aal) ( r=0.7055,P<0.05(GRF)), respec-

tively.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brain activity (ALFF, fALFF, 

Reho) had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cognitive ability 

(RBANS total score) in patients with MDD, which 

might provide new imaging markers as progression of 

disease.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LFF , fALFF 

and Reho might help detect the underlying pathological 

mechanism in MDD contin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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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精神障碍认知维度比较及前额叶认知

损伤的研究 

 

赵畅 1 许秀峰 1 刘芳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青少年抑郁障碍、双相障碍、精神

分裂症患者与健康人群认知损伤的差异，研究抑郁

障碍、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患者任务态下前额叶

激活模式，探讨不同疾病患者认知改变与执行功能

障碍的关系。 

    方法   纳入符合 DSM-5 诊断标准的抑郁症

（MDD）患者 31 例、双相障碍(BD)患者 24 例、精

神分裂症(SCZ)患者 19 例，健康对照组 31 例。采用

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BANS）、威斯康星

分类卡片测验（WCST）、Stroop 色词测验（SCWT）、

连线测验（TMT）评估认知状态及执行功能；使用

37 个通道近红外 (fNIRS)测量受试者大脑皮质的血

流动力学变化和血氧浓度改变，并对四组受试者前

额叶皮质激活水平与认知功能受损的差异进行分析

比较。 

    结果  1.四组受试者在 RBANS 认知测试结果

中五个子及总分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MDD 组、BD 组和 SCZ 组均低于正常

对照组，MDD 组和 BD 组在 5 个子测试及总评分的

差异均不显著（P>0.05）。SCZ 患者组在 5 个子测试

及总评分均低于 MDD 组和 BD 组（P<0.05）。2.四

组受试者在 WCST 中 Re、PE、nRpe、Cc、Rf 结果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四组受试者在 SCWT 中

的正确数、错误数、遗漏数的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其中，MDD 组与 BD 组的差异不显

著（P>0.05）。3.四组间在 VFT 任务期 14 个通道的

平均 Oxy-Hb 改变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MDD 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的 Oxy-Hb 浓度改变值在

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右侧额极

区的差异最显著。MDD 患者与 BD 患者 Oxy-Hb 浓

度改变值较正常对照组都有所下降，但两组间的差

异不显著。MDD 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任务期 Oxy-Hb 

浓度改变值在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和左侧额极区差异

较为明显，且 MDD 患者 Oxy-Hb 浓度改变较精神分

裂症患者 Oxy-Hb 浓度改变值更低。 

    结论  MDD 组、BD 组和 SCZ 组在 RBANS 五

个因子认知表现与正常对照组均有明显差异，MDD、

BD 认知模式相似，SCZ 认知受损程度与 MDD、BD

差异较大，认知受损模式也不相同。MDD、BD 和

SCZ 执行功能的受损程度呈递增趋势。任务期抑郁

症患者前额叶部分区域 Oxy-Hb 浓度改变值与正常

对照组有明显差异。SCZ 患者 Oxy-Hb 浓度改变值

比 MDD 更显著。 

 

 

 

不同首发年龄抑郁症患者症状学差异及首发

年龄预测因素研究 

 

崔旅纯 1 王韵 1 吴志国 2 黄佳 1 粟幼松 1 王勇 1 陈

俊 1 彭代辉 1 方贻儒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德济医院 

 

    目的  抑郁症首发年龄可能影响患者临床特征、

病程及转归。本研究旨在通过建立机器学习模型，

探索抑郁症患者首发年龄预测因素，并从症状群和

临床分型角度，探究不同首发年龄抑郁症患者症状

学差异。 

    方法  本研究依托重症抑郁的程式化治疗策略

研究，纳入全国八家精神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符

合《美国精神疾病分类》（第四版修订版）抑郁症（当

前发作）诊断标准的受试者 980 例，受试者接受访

谈及量表评估，以了解人口学及临床特征。本研究

根据抑郁症首发年龄将受试者分为五个组别，依据

ICD-11 抑郁发作诊断标准划分三个症状群，在此基

础上采用随机森林建立抑郁症首发年龄预测模型，

采用 Mplus 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对抑郁症进行临床

分型。 

    结果  （1）随机森林模型显示，“职业”，“教育

年限”，“婚姻状况”，“抑郁症未治时间”，“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总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 项）总分”，

“自主神经系统症状群” , “经济状况”，“抑郁发作次

数”，“情感性症状群”和“认知-行为症状群”对预测抑

郁症首发年龄具有较高重要性；（2）不同首发年龄

组受试者症状群严重度存在差异。自主神经系统症

状群评分随首发年龄升高而上升（ F=11.479, 

p<0.001），对当前年龄进行校正后，差异仍具统计学

意义（p<0.05）；青少年首发组认知-行为症状群评分

高于其他组别（F=3.797, p<0.05），但经当前年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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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后，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情感性症

状群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不

同抑郁症临床分型在首发年龄上存在差异。潜在剖

面分析得出五个抑郁症临床类别，分别为轻度组、

中度组、中度（认知-行为）组、重度组、重度（认

知-行为）组，相较于轻度组，以认知-行为症状为特

征的组别首发年龄更小，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F=3.914, p<0.05）；（4）相较于成年组，儿童及青

少年首发抑郁症受试者的未治时间更长（F=8.439, 

p<0.00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建立机器学习模型，发现临

床特征在预测抑郁症首发年龄上具有较高重要性，

中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主神经系统症状更为显著，

青少年首发抑郁症患者则具有自杀风险高、未治时

间长等特点。把握不同首发年龄患者的临床特征，

将有助于在特定人群中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与筛查，提高抑郁症的识别率、就诊率及治疗率，进

而实施个体化、精准化治疗，改善预后。 

 

 

 

入睡困难对抑郁症静息态脑功能局部一致性

的影响研究 

 

黄映红 1,2 阎锐 1,2 陈志璐 2 王旭苗 2 张杰 2 周红亮
2 陈瑜 2 史家波 2 卢青 3 姚志剑 1,2,3  

1）南京大学医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 

3）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目的  入睡困难是抑郁症睡眠障碍的常见临床

表现，和抑郁症发病密切相关，目前抑郁症入睡困

难的机制仍不清晰。本研究旨在探讨伴入睡困难的

抑郁症静息态脑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特征，为研究抑郁症入睡困难的脑影像学机

制提供依据。 

    方法  招募 110 例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

院 2017 年 1 月到 2020 年 12 月期间住院的抑郁症。

根据患者是否存在睡眠障碍和入睡困难进行分组，

其中无睡眠障碍患者 30 例，入睡困难 60 例。在入

睡困难患者中去除伴有早醒和睡眠不深的患者 30

例，纳入只伴入睡困难的患者 30 例，并定义为伴入

睡困难组，无睡眠障碍患者定义为不伴入睡困难组。

同时招募 30 名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匹配的健康

对照。Dparsf 软件计算受试脑区 ReHo 值，用 REST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第一，将三组被试进行方差分

析，并进行多重比较矫正，矫正标准使用 Alphasim

方法，具体标准为单个体素 p<0.001，连续体素≥6。

第二，在方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hoc T 检验，对入睡

困难组、不伴入睡困难组和健康对照进行两两比较，

并将单个体素 p<0.001，连续体素≥2，Alphasim 多重

比较矫正后 p<0.05的区域定义为有统计学差异的脑

区。 

    结果  三组受试在右颞上回（30 24 -33，11 个

体素）和左颞下回（-42 -6 -27，16 个体素）脑区 ReHo

值存在差异（p<0.05，Alphasim 矫正）。伴入睡困难

抑郁症组较不伴入睡困难抑郁症组左颞下回 ReHo

降低；伴入睡困难抑郁症组较健康对照组右颞上回

ReHo 值增高；不伴入睡困难抑郁症组较对照组右颞

上回、左颞下回 ReHo 值增高（p<0.05，Alphasim 矫

正）。 

    结论  伴入睡困难抑郁症患者左颞下回局部神

经元活动降低，左颞下回脑功能协调性下降，可能

和抑郁症睡眠症状有关。 

 

 

 

红光/近红外光照射治疗抑郁症的研究进展 

 

刘超猛 1 贾立娜 1 潘伟刚 1 马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光生物调节作用（photobiomodulation, 

PBM）又称“低强度光疗法”，是一种利用低功率激

光或发光二极管进行神经调节的新型治疗方法。涉

及 PBM 的研究多采用红光（约 620~750 nm）和近

红外光（750~1400 nm），本文中总结了近年来红光/

近红外光照射治疗抑郁症的新进展，以期为抑郁症

新型治疗技术的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 PICOS 检索策略在中文数据库

CNKI、Wanfang、CBM 和英文数据库 PubMed、

EMBASE、Web of Science、ClinicalTrials 进行文献

检索。 

    1.Patient.主题词：depression/抑郁症（患者）; 自

由词：depressive symptoms/抑郁症状，depressive dis-

order/抑郁障碍。 

    2.Intervention. 主题词：红光/red light or 近红外

near infrared light or photobiomodulation/光生物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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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词：irradiation 

    3.Comparison: without red light or near infrared 

light or photobiomodulation 

    4.Outcome: 量表得分/scale score or 有效率/ ef-

fective rate or 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 

    5.Study Design: 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 

    采用布尔逻辑运算符将 1、2、3、4、5 用“and”

连接起来。 

    结果  一、红光/近红外光的照射部位模式 

    根据作用部位的不同，红光/近红外光照射可分

为经颅、经鼻和经周围皮肤 3 种形式。由于颅骨和

周围组织的质地存在差异，红光/近红外光的穿透力

应当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二、红光/近红外光作用的可能机制 

    1. 红光/近红外光照射与线粒体功能: 

    2. 红光/近红外光照射与氧化应激: 

    3. 红光/近红外光照射与炎症反应: 

    4. 红光/近红外光照射与神经可塑性: 

    三、红光/近红外光照射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临床

应用 

    1. 经颅 PBM： 

    2. 经鼻 PBM： 

    3. 经周围皮肤 PBM: 

    结论  经颅红光/近红外光照射治疗抑郁症疗

效确切，安全性良好，单一疗程的效果似乎是短暂

的，持续的抗抑郁效力可能需要更多的疗程。 

 

 

 

抑郁症患者杏仁核亚区结构磁共振成像研究 

 

储召松 1 沈宗霖 1 和梦鑫 1 程宇琪 1 许秀峰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 

 

    目的  探究首发未治疗抑郁症患者和焦虑性抑

郁患者杏仁核亚区体积和杏仁核亚区之间结构协变

连接的改变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利用 Freesurfer 软件对 155 例首发未治

疗抑郁症患者和 178 例健康对照的头颅磁共振数据

进行分析，获得杏仁核各亚区体积数据。根据

HAMD-17 中焦虑/躯体化因子得分是否≥7 分，将患

者组分为焦虑性抑郁组和非焦虑性抑郁组。多因素

协方差分析比较抑郁组和健康对照组，焦虑性、非

焦虑性抑郁组和健康对照组间杏仁核亚区体积及总

体积差异，将有差异亚区体积值与病程、HAMD-17

总分及因子分进行偏相关分析，在 MATLAB 2016a 

软件中进行杏仁核各亚区间的结构协变连接分析。 

    结果  1. 抑郁组与健康对照组两侧杏仁核总

体积无显著差异（P＞0.05）。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

郁组左内侧核和左中央皮质复合体体积显著减小（P

＜0.05），抑郁组左层旁核与左基底核/左副基底核/

右基底核之间的协变连接显著升高（P＜0.05 未校

正），左皮层核与左中央核、右皮层核与右副基底核

/右中央核/右皮质杏仁核移行区之间的协变连接显

著降低（P＜0.05 未校正）。2. 焦虑性、非焦虑性抑

郁组与健康对照组两侧杏仁核总体积无显著差异（P

＞0.05）。与健康对照组相比，非焦虑性抑郁组左中

央核、左皮层核、左中央皮质复合体体积显著减小

（P＜0.05）；与非焦虑性抑郁组相比，焦虑性抑郁组

左皮层核体积显著增大（P＜0.05）；焦虑性抑郁组与

健康对照组两侧杏仁核总体积以及所有亚区体积无

显著差异（P＞0.05）。偏相关分析发现抑郁组左皮层

核体积与焦虑 /躯体化因子分正相关（ r=0.178，

P=0.028）。与非焦虑性抑郁组相比，焦虑性抑郁组右

中央核与左皮质杏仁核移行区之间的协变连接显著

升高（P＜0.05 未校正）。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焦虑

性抑郁组左层旁核与左基底核之间协变连接显著升

高（P＜0.05 未校正）。 

    结论  1.相较于杏仁核总体积，抑郁症患者的

左侧的杏仁核亚区与健康对照有显著差异提示抑郁

症患者杏仁核亚区体积的改变可能与抑郁症发病机

制更相关，且可能存在偏侧化现象。2.焦虑性抑郁患

者左皮层核体积比非焦虑性抑郁患显著增大，且与

焦虑/躯体化因子正相关，表明左皮层核体积增大可

能是焦虑性抑郁的状态性特征。3.抑郁症患者杏仁

核亚区之间的结构协变连接异常，提示抑郁症患者

杏仁核各亚区之间存在结构协同发育异常。 

 

 

 

The Effect of Asprosin in Atypical Depressive 

Disorder Via POMC/alpha-MSH/MC3/4R 

Pathway 

 

瞿娜 1,2,3,4 聂雨婷 1,4 陈华敏 1,3 熊佳妮 1,4 王小名 1,2  

1）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精神卫生中心 

3）江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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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地质大学 心理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Objective  From clinical and basic research sug-

gests a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besity and 

depression that shared biological mechanisms. Hyper-

phagia and obesity ar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Atypical 

Depression and inflam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typical Depression was reported. However, the patho-

genesis of Atypical Depression is unknown. There are 

not accurate monitoring indicators or biomarkers for 

Atypical Depression,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huma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sprosin is a recently dis-

covered fasting-induced hormone, highly expressed in 

adipose tissue and upon secretion, stimulates hepatic 

glucose release. Peripheral asprosin crosses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to activate the hypothalamic feed-

ing circuitry, it directly activated orexigenic Agouti-

gene-Related Protein (AgRP) neurons via CAMP-

dependent pathway and it inhibited downstream anorex-

igenic proopiomelanocortin (POMC) neurons leading to 

appetite stimulati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obesity. 

From this study, we would  to identify the biological 

pathway of increasing asprosin could induce the neuro-

inflammatory response via POMC/alpha-

MSH/MC3/4R pathway in Atypical Depression. 

    Methods  Neural electrophysiology, tracer, mo-

lecular biology methods could be used in this study and 

we would use asprosin neutralizing antibody, peptide or 

gene knockout to treat or prevent depression-like behav-

ior.Then, we would detected the activity of POMC neu-

rons, alpha-MSH secretion level, the activity and ex-

pression of MC3/4 R, inflammatory markers and activ-

ity of microglia in  model mice. 

    Results  We found that increased asprosin is pos-

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obesity and de-

pression. And we found that increased asprosin could 

induc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mice also. 

    Conclusion  Th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identify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the treatment or 

prevention of Atypical Depression. 

 

 

 

探究与大学生抑郁症自杀未遂行为相关的社

会心理因素 

 

孙思琦 1 刘忠纯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日益严重，自

杀占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 47.2%[1]，其中抑郁症成

为了大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此类人群的自杀行为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本

研究将从大学生抑郁患者的童年创伤、家庭功能及

社会支持多角度进行研究，对完善大学校园自杀案

件的防控体系，进一步干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招募在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

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东院就诊的

在校大学生抑郁障碍患者共 156 名，根据患者既往

是否存在过自杀行为将抑郁症患者分为自杀未遂组

（n=78）和非自杀未遂组（n=78）。2 组在年龄、性

别、情感状态、体重指数方面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精神科医生进行评估，

招募患者填写儿童创伤问卷中文版、家庭功能量表、

社会支持量表。 

    结果  (1) CTQ 评分比较 

    自杀未遂组的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性虐待、躯

体虐待、躯体忽视因子评分及总分均明显高于非自

杀未遂组（P<0.05） 

    (2) FAD 评分比较 

    自杀未遂组的角色、情感介入、家庭总功能的

评分及量表总分均明显高于非自杀未遂组（P<0.05） 

    (3) SSRS 评分比较 

    自杀未遂组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率因子评分

及总分均高于非自杀未遂组（P<0.05） 

    (4) 研究组 CTQ 评分、FAD 评分与 SSRS 评分

相关分析 

    研究组的 CTQ 与 FAD 评分呈正相关（P<0.001），

CTQ 与 SSRS 评分呈负相关（P=0.020），FAD 与

SSRS 评分呈负相关（P=0.019） 

    (5)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情感虐待、性虐待、支持利用率是导致自杀行

为独立危险因素和独立保护因素（P<0.05） 

    结论  (1)降低童年创伤经历的发生，提高家庭

功能，增强社会支持可以有效降低大学生抑郁症患

者自杀行为的发生。 

    (2)伴自杀未遂行为的大学生抑郁患者的童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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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经历、感知到的家庭功能以及社会支持之间密切

相关。童年创伤经历会导致个体对外界信息的理解

存在偏差，个体感知到的家庭功能差，社会支持更

低。 

    (3) 情感虐待和性虐待是大学生抑郁症患者发

生自杀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而利用支持度在大学

生抑郁症患者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母婴分离对抑郁症发生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

研究 

 

周麟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抑郁症发病率高，给个人、家庭、社会带

来沉重负担。早期生活经历在人类大脑结构和功能

的发育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导致个体成年后的行

为及神经功能改变，是成年后抑郁症发病的危险因

素之一。哺乳动物婴幼儿时期的母婴分离也会导致

成年个体神经内分泌，神经可塑性及神经炎症等的

改变，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但是这种改变的机制

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为此我们结合既往研究和国内

外其他研究成果综述母婴分离对抑郁症发生的影响

及其相关机制。 

    结果  1.母婴分离后的行为改变 

    对啮齿动物的大量研究表明，早期母婴关系的

改变会对日后子代的行为及神经内分泌产生长期影

响婴分离后，短暂的母婴分离使动物能更好的适应

环境。而长时间中断子代与母亲的接触会对子代的

神经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2.母婴分离后 HPA 轴的改变 

    早期母婴分离的处理对HPA轴应激反应的长期

影响是不同的，其差别主要取决于母体分离的持续

时间，其中较长时间的分离对发育中的动物有害。

与未经历母婴分离的子鼠相比，分离 15 分钟的子鼠

在成年接受应激时，对压力的反应减弱，HPA 轴激

活降低。 

    3.母婴分离的神经可塑性机制 

    神经可塑性机制是近年来病理研究的热点。神

经可塑性是机体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改变产生

的适应性反应。微管动态性是抑郁症神经可塑性学

说的重要部分。脑衰反应调节蛋白 2(collapsing re-

sponse mediator protein, CRMP2)能通过促进海马神

经元轴突树突生长参与调节细胞的神经保护及神经

可塑性等多种功能。既往大量实验研究表明长时间

的母婴分离使子鼠的微管动态性明显受损，神经可

塑性及神经保护功能降低。 

    4.母婴分离的炎症性改变 

    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关键免疫细胞，

而病理状态下的激活可导致大量炎症因子的释放，

发挥神经毒性作用，导致抑郁、焦虑情绪的出现。 

    在动物试验中发现， 出生后经历长时间的母婴

分离会出现营养不良及全身性的炎症反应，从而导

致海马的发育迟缓以及形态和神经传递的改变，使

成年接受应激后更易出现抑郁样行为，而对母婴分

离的小鼠早期应用米诺环素等抗炎药物可以有效预

防及延缓神经发育的损伤及成年后抑郁样行为的产

生。 

    5.其他可能机制 

    母婴分离还会影响脑-肠轴功能，影响应激后的

免疫驱动反应，但其中的具体机制尚未明确。 

    结论  这些早期母婴分离的研究将为临床产后

母婴接触方式提供更有利的证据，从而更好地预防

抑郁症的发生。 

 

 

 

抑郁症患者自主神经功能的相关研究 

 

杜艺炜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心脏和胃的自主神经功

能变化。分析这种自主神经变化是否和伴随躯体症

状及病情严重程度相关。 

    方法  符合纳入标准的所有抑郁症患者（60人）

和正常对照组（61 人）在入院当日或入组当日由两

名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进行仔细的访谈，并使用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自主神经症状评定量表对受试者

进行评估。在经过一夜（＞8 小时）的禁食后，研究

人员在早上对参与者进行了空腹和标准测试餐后的

胃电图检查各 30 分钟。结束后使用 12 导联便携式

心电图记录仪记录受试者 24 小时长程心电图。由专

业医师对结果进行分析，采集心率变异性相关数据

和胃电图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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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1）心率变异性指标变化 

    经 t 检验比较两组的心电图测量，抑郁症患者

SDNN、RMSSD、PNN50、HF、LF 均低于正常对照

组（P＜0.005），LF/HF 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03）。两组受试者最高心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579)， 抑郁症组最小心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9)。 

    （2）胃电图指标变化 

    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抑郁症患者餐前餐后的

慢波百分比在总体上明显少于正常对照组患者餐前

餐后的慢波百分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F (1,119) 

= 18.15;P < 0.0001]。事后分析测得在抑郁症患者的

慢波百分比在餐前（P=0.030）和餐后（P=0.0008）

均低于正常对照组的慢波百分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抑郁症患者餐前餐后的胃动过速百分比在总

体上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餐前餐后胃动过速百分比

[(F (1,119) = 17.82;P < 0.0001]。事后分析比较发现，

抑郁症患者餐前餐后胃动过速百分比均高于正常对

照组餐前（P=0.034）餐后（P=0.003）的胃动过速百

分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我们的发现提示抑郁症存在自主神经功

能紊乱，包括抑郁症患者心脏自主神经功能和胃自

主神经功能。并且胃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与是否伴随

消化道症状无关。ANS 评分可以为临床中评估自主

神经功能提供参考。胃电图检查及胃自主神经功能

可能有助于抑郁症的诊断，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来验证非线性胃电图测量的改变，并将其与自主神

经功能的其他参数(如 MDD 患者的瞳孔对光反射、

血压变异性和交感神经皮肤反应等) 联系起来。 

 

 

 

青年抑郁症患者童年创伤和功能失调性态度

对快感缺失的影响 

 

王培琳 1 刘忠纯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探讨青年抑郁症患者

童年创伤和功能失调性态度对快感缺失的影响，为

抑郁症的心理治疗及预防 

    方法  本研究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310 青年抑

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评估童年创伤问卷（CTQ）、

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AS）以及快感缺失问卷

（SHAPS）。使用 SPSS 25.0 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统

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非参数检

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结果  （1） 童年创伤经历特征： 

    本研究中童年期情感虐待（EA）、躯体虐待（PA）、

性虐待（SA）、情感忽视（EN）和躯体忽视（PN）

的发生率分别为 24.52%、17.1%、11.94%、41.61%、

31.61%和 32.3%。175 (56.5%) 名抑郁症患者报告了

至少一种类型的创伤，在这些人中，85 名（37.1%）

抑郁症患者报告了不止一种类型的创伤。 

    （2）童年创伤，功能失调性态度和快感缺失的

相关性 

    Spearman's 相关分析发现 SHAPS, CTQ 和 DAS

总分之间成正相关( p < 0.05)。EA，EN 和 PN 和

SHAPS 总分成正相关(p < 0.05)。在快感缺失的 4 个

因子中，社会交往和兴趣/消遣与 EA，EN 和 PN 成

正相关（p < 0.05），感官体验与 EN 成正相关(p < 

0.01)，饮食与童年创伤不相关。DAS 与 CTQ 总分

以及除 SA 外的 4 个因子成正相关（p < 0.05），与

SHAPS 及 4 因子成正相关（p < 0.05）。 

    （3）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知态度失调、情感忽

视是感官体验的主要影响因素（p < 0.001），认知态

度失调是饮食的主要影响因素（p < 0.001），认知态

度失调、情感忽视和年龄是社会交往的主要影响因

素（p < 0.001），认知态度失调、躯体忽视是兴趣/消

遣的主要影响因素（p < 0.001）。 

    结论  （1）快感缺失程度与认知态度失调和童

年创伤经历有关，童年创伤经历中的情感忽视经历

最为重要。 

    （2）童年期创伤对不同类型的快感缺失影响不

同，感官体验和社会交往快感缺失与情感忽视有关，

兴趣/消遣与躯体忽视有关，而饮食和童年创伤无关。 

 

 

 

抑郁症患者躯体化症状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

胞比例、血小板/淋巴细胞比例及 SII 的关联 

 

张楠 1 刘忠纯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抑郁症患者躯体化

症状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例、血小板/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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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及 SII 的关联，旨在寻找躯体化症状易获得的

免疫标记物。 

    方法  本研究根据 DSM-5 诊断标准收集抑郁

症患者 169 例，采用 PHQ-15 评估患者躯体化症状，

PHQ-15＞9 分为伴有躯体化组，PHQ-15≤9 分为不

伴躯体化症状。从患者血常规检测结果中获得中性

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单核细胞

计数，分别用于计算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比例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例(PLR)、单核细胞/淋巴

细胞比例(MLR)及 SII。采用非参数检验及 spearman

相关分析进行计算。 

    结果  共收集 109例抑郁伴躯体化患者及 60例

抑郁不伴躯体化患者，两组之间上述指标无显著性

差异，但在 NLR 在伴躯体化患者中具有升高的趋势

（P=0.084），相关分析显示 PHQ-15 评分与 NLR

（P=0.013）及 SII(P=0.004)均具有正相关。 

    结论  尽管使用二分类方法计算伴躯体化及不

伴躯体化抑郁症患者 NLR、PLR、MLR 及 SII 无显

著差异，但是采用连续变量 PHQ-15 评分与 NLR

（P=0.013）及 SII(P=0.004)均具有正相关。这为今后

研究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的炎症标记物提供了思路。 

 

 

 

青少年起病抑郁症患者以角回为中心的脑网

络和动态功能网络的失调与快感缺乏关系 

 

康丽君 1 刘忠纯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快感缺失是青少年发作的抑郁症的一个

重要临床表型，与自杀行为风险增加和治疗结果不

佳有关。然而，这种缺陷背后的神经回路尚未得到

很好的定义。本研究旨在研究青少年发病的抑郁患

者快感缺乏与静态和动态功能连接变化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青少年起病、成年起病及正常人群

参与者完成了 Snaith-Hamilton 愉悦量表 (SHAPS) 

以评估享乐能力并采集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使用图

论分析、基于网络的统计 (NBS) 和滑动窗口相关性

分析对静息状态功能成像扫描进行分析，以探索青

少年发病抑郁中神经网络大脑中断的潜在模式。 使

用皮尔逊相关性和支持向量机回归用于探索相关性

并预测网络测量与 SHAPS 分数的关系。 

    结果  与成人型抑郁相比，青少年型抑郁患者 

7 个节点和 6 个连接处的功能连接减少，其中右角

回、左角回和左中央旁小叶的连接边数最多（NBS 

校正）。他们的平均功能连接和 SHAPS 分数呈正相

关。动态功能连接比较中发现，与正常人相比，青少

年发病的抑郁患者在中等强度脑功能连接状态中显

示出频率降低的趋势，这与 SHAPS 评分显着正相

关。 支持向量机回归还显示以角回为中心的支持向

量机回归和动态支持向量机回归可以预测 SHAPS 

分数。 

    结论  以角回为中心的脑网络和动态功能网络

的失调与青少年起病抑郁患者快感缺乏密切相关。

这些发现为青少年发病的抑郁和快感缺乏的生理机

制提供了独特的证据。 

 

 

 

电休克治疗抑郁症的神经机制研究进展 

 

徐淑娴 1 刘忠纯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摘要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具有

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及高致残率等特点。

目前临床上抑郁症的治疗以抗抑郁药物治疗为主，

但是药物治疗存在起效慢、应答率较低、副作用较

多等缺点，无抽搐电休克治疗（ECT）是快速缓解抑

郁症状的最有效手段，也是难治性抑郁症的首选治

疗方法，虽然 ECT 具有优越的抗抑郁疗效，但是它

的认知副反应目前仍然是困扰患者及医生的最大障

碍。ECT 治疗抑郁症的机制不完全明确，我们对近

几年电休克治疗抑郁症的神经发生假说的研究进行

了文献调研和总结，发现神经发生可能是 ECT 疗效

和认知副反应的共同机制。促进神经发生、提高新

生神经元的存活率是改善抑郁症状、防止抑郁症复

发的重要机制，而 ECT 相关的认知副作用可能与海

马神经发生过度激活、以及惊厥引起的异常神经发

生有关，因此适当的神经发生是防止认知副反应出

现的重要前提。此外，近几年关于 ECT 引发惊厥的

必要性受到一些质疑，在国内也受到较多关注，近

几年有许多研究发现一些未能够成功诱发惊厥发作

的 ECT 治疗（即阈下刺激），对于一些抑郁障碍患

者也显示出疗效，且在这些患者身上没有观察到明

显的认知损害，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质疑 ECT 认知

副反应为电量过大引起。我们也从电流和惊厥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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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探讨 ECT 疗效和认知副反应的可能机制。我

们发现电流和惊厥并非对立的，总体来说，不引发

惊厥的电刺激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稍欠佳，而电量

过大诱导充分发作的电刺激又有明显的副反应，只

有适当电量引发适当惊厥发作才有可能达到疗效和

副作用的最大平衡。目前同时研究 ECT 疗效与副反

应机制的文章较少，且大部分机制探索的研究在动

物身上进行，我们期望未来的研究能对 ECT 机制进

行进一步的阐明，使其朝着更有利于患者的方向前

进。 

 

 

 

游泳运动可以改善小鼠的焦虑抑郁样行为 

 

孙丽敏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研究表明一些积极的生活体验可以降低

个体的抑郁焦虑情绪。运动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

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改变大脑的形态和功能。本

研究旨在探讨游泳运动是否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活体

验，改善雄性 C57BL/6 小鼠的抑郁焦虑行为。 

    方法  雄性 C57BL/6 小鼠(5 周龄)适应性饲养

一周并分为 2 组:对照组和游泳组(n=6)。游泳程序持

续了 5 周。第 1 周为游泳训练，游泳的时间从 15 分

钟逐渐增加至 60 分钟。第 2-4 周为正式的游泳运动，

每天游泳 60 分钟。正式游泳运动每周游泳结束对小

鼠进行行为学测试（旷场实验和高架十字迷宫实验），

在所有有用程序结束后对小鼠进行行为学测试（旷

场实验、高架十字迷宫实验、悬尾实验）。旷场实验

中的运动距离和悬尾实验用来评估抑郁样行为，高

架十字迷宫中的闭合臂时间用来评估焦虑样行为。 

    结果  1.游泳运动增加了小鼠的自发性活动，

在旷场实验中，游泳组的小鼠运动距离更多（F (1,22) 

=30.350, P=0.000），在正式游泳第一周即可观察到游

泳组小鼠自发活动增多，P=0.028）。 

    2、游泳运动改善了小鼠的焦虑样行为。在高架

十字迷宫实验中，游泳组小鼠在闭合臂时间减少(F 

(1,22) =8.201, P=0.009)，在游泳第二周即可观察到这

一效果 P=0.039。 

    3、游泳运动不改善小鼠的行为绝望。在悬尾实

验中，游泳运动并不改变不动时间。 

    结论  游泳可以提高小鼠的自发活动并且改善

小鼠的焦虑样行为，但并不改变小鼠的绝望行为。 

 

 

 

人格和功能障碍态度对抑郁症自评和他评量

表评估差异的影响 

 

马思梦 1 刘忠纯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抑郁症患者自我评估和观察者评估的严

重程度可能有很大不同。本研究旨在探讨自评量表

病人健康问卷 (PHQ-9)与他评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 (HAMD-17)评估差异的相关因素。 

    方法  为了增强自评与他评量表的可比性，将

PHQ-9 和 HAMD-17 量表的项目匹配为 8 个类别，

重新分配权重以及计算总分。使用标准化加权

HAMD-17 总分减去标准化加权 PHQ-9 总分计算差

异分数，删除标准化评分相似的患者结果 (即删除

了 1/2 标准差内的患者结果，n = 270)。正值表示低

估 (HAMD-17 > PHQ-9，n = 200)，负值表示高估 

(PHQ-9 > HAMD-17，n = 221)。分析人口统计学、

功能障碍态度和人格变量对抑郁患者自评和他评量

表评估差异的影响。 

    结果  低估与高估组在内/外向、精神病性、神

经质、功能障碍态度和职业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 < 0.05)。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职业人群、高

神经质和功能障碍态度与高估抑郁症状显著相关 

(职业人群：OR，2.89；95%CI，1.67-5.00；P < 0.001；

高神经质：OR，7.08；95%CI，1.47-34.08；P < 0.001；

功能障碍态度：OR，1.01；95%CI，1.00-1.02；P = 

0.030)。高外向性以及处在内/外向均值范围内的人

倾向于低估抑郁症状 (高外向：OR，0.48；95%CI，

0.24-0.98；P = 0.044; 均值范围内：OR，0.59；95%CI，

0.37-0.95; P = 0.030)。 

    结论  本研究首次使用 PHQ-9 和 HAMD-17 量

表探讨抑郁症患者自评和他评量表之间的差异。神

经质、外向性、功能障碍态度和职业影响 PHQ-9 与 

HAMD-17 评分的一致性。未来的研究应该澄清这些

因素与治疗效果 (包括不良结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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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Celecoxib in The Treat-

ment of Depressive Mood Episodes: A System-

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唐瑞 1 潘集阳 1 陈凤 1 张丽清 1 邓方仪 1 蔡艺娴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review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elecoxib adjunctive therapy or monotherapy for de-

pressive mood episodes. 

    Methods  Nine studies (six adjunctive therapy 

studies and three monotherapy studies) were collected 

from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the Web of Science, and China Na-

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by February 

2021. The combined standard mean difference (SMD)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score, relative risk (RR) of 

response rate and adverse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

ment were taken as the main effect size. 

    Results  The mean score of the Hamilton depres-

sion scale in the celecoxib group decreased statistically 

at the end of treatment, with a pooled effect size of -0.95 

(95%CI, -1.16 to -0.74; p=0.00). This effect was ob-

served in studies including patients with adjunctive ther-

apy (SMD, -0.83; 95%CI, -1.08 to -0.58, p<0.001) and 

monotherapy (SMD, -1.24; 95%CI,-1.63 to -0.85, 

p<0.001),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in treatment modality between subgroups 

(p=0.08). Celecoxib also showed a higher response rate 

(overall RR=2.26, 95%CI, 1.76 to 2.91, p<0.001). A 

subgroup analysis of treatment modality of celecoxib 

showed response rates to depressive mood episodes 

treated with monotherapy (RR=4.64, 95%CI, 2.10 to 

10.25; p=0.00)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djunctive ther-

apy (RR=1.93, 95%CI, 1.49 to 2.50; p=0.00),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subgroups of treat-

ment modality (p=0.04). In the six trials with detailed 

reports of adverse events, both monotherapy and ad-

junctive therapy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each adverse effect, with p＞0.05 for all adverse 

events. Most of the trials included had a low risk of bias.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celecoxib is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adjunctive and 

monotherapy for depressive mood episodes and does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adverse effects. 

 

 

 

抑郁症患者脑灰质体积的体素形态学分析 

 

陈晴 1 吕志平 1  

1）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 

 

    目的  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方法，探究抑郁

症患者脑灰质体积改变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8 月在广东

三九脑科医院就诊的 48例抑郁症病人（男性 22例，

女性 26 例），同期 52 名健康被试作对照（男性 22

例，女性 30 例）。采用 GE 3T Signa HDXT 超导磁

共振及 8 通道头部线圈行 3D T1 结构像序列扫描，

且所有被试均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估临床症状。应用 SPM12 的

CAT12 工具箱对影像数据进行分析，利用 RESTplus

软件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FDR 多重比

较校正后获得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将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病程作为控制变量，对差异脑区灰质

体积和临床症状作偏相关分析。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的右梭

状回、左颞极：颞上回、左颞中回、右眶部额下回、

左丘脑、左眶部额下回、右前扣带和旁扣带脑回、左

中央后回、左内侧和旁扣带脑回、右补充运动区、右

顶上回体积减少。抑郁症患者右梭状回与体重因子

成正相关（r=0.318，P<0.05），右梭状回与日夜因子

成负相关（r=-0.329 ，P<0.05）, 右补充运动区与认

知障碍因子成正相关(r=0.381，P＜0.05），其它差异

脑区均与 HAMD 量表得分、HAMD 7 类因子得分、

SDS 得分无相关关系。 

    结论  抑郁症患者存在多个脑区灰质体积减少，

主要集中在额顶叶、颞叶-边缘系统脑区。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及其与基因 TPH2 甲基化

水平相互作用对抗抑郁药物疗效的影响 

 

谈婷婷 1 袁勇贵 1 张志珺 1 徐治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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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色氨酸羟化酶 2 (TPH2)是 5-羟色胺(5-

HT)合成的限速酶。TPH2 的 DNA 甲基化水平与早

期抗抑郁药物疗效相关。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是可以

发现早期抗抑郁药物不同疗效患者之间异常脑区功

能活动的重要标记物。我们将研究静息态功能磁共

振结合 TPH2 基因甲基化水平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对

早期抗抑郁药物疗效的影响。 

    方法  300 例汉族抑郁症患者和 100 例健康对

照纳入研究人群。其中 57 例抑郁症患者检测静息态

功能磁共振。用基线期和 2 周后汉密尔顿抑郁评定

量表-17 (HAMD-17)评分减分率是否≥50%评价疗效。

Illumina HiSeq 平台评估了 11 个与抑郁症相关的

TPH2 基因多态性位点上游和下游 38 个 CpG 位点

的甲基化状态。运用 Matlab 中的 RESTplus 软件分

析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别使用了 ALFF、

fALFF、ReHo 三种局部区域算法，FC 整体区域算

法，并以上述结果做为 ROI 用 RESTplus 软件中的

exsignal 方法提取出 ROI 脑区平均值。用一般线性

回归分析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发现的脑区异常活动值

和 TPH2 的 DNA 甲基化水平交互作用对抗抑郁药

物疗效的影响。 

    结果  根据减分率将 57 位抑郁症患者分成 36

例有效组和 21 例无效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分析结

果显示在有效组和无效组之间，左侧额下回 ALFF

存在明显差异性（GRF 校正 p＜0.05）。结合课题组

前期研究结果，提取与抑郁症发生相关的 TPH2 

DNA 甲基化位点，将它们与左侧额下回 ALFF 平均

值交互作用结果显示 TPH2-10-60 与 ALFF ROI 和

TPH2-7-184 与 ALFF ROI 相互作用影响抗抑郁药疗

效。(TPH2-10-60*ALFF ROI, R^2=0.147, FDR 校正

p=0.012;TPH2-7-184*ALFF ROI, R^2=0.176, FDR 校

正 p=0.012)。 

    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了静息态脑区功能活动与

TPH2 DNA 甲基化水平相互作用可以影响早期抗抑

郁药疗效，这提示着上述两者的联合对预测早期抗

抑郁药疗效有指导作用 

 

 

 

艾司西酞普兰对患者 QTc 间期的影响及相关

因素分析 

 

陈子木 1 袁勇贵 1 张志珺 1 徐治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2011 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发表警示，艾司

西酞普兰/西酞普兰可导致 QTc 间期延长，诱发心律

失常，增加尖端扭转型室速的风险，导致心源性猝

死。但部分国外临床研究认为艾司西酞普兰并不会

造成显著的 QTc 间期延长，因此本研究拟在汉族人

群中，探索在 FDA 指导剂量下艾司西酞普兰是否会

影响 QTc 间期，以及与之相关的临床因素。 

    方法  本研究收集 2015 年 6 月-2021 年 1 月期

间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接受艾司西

酞普兰/西酞普兰治疗的 773 例住院病例的临床因素

及用药后的 0 周（基线），1 周，2 周，3 周，4 周，

5 周的心电图数据及用药剂量。将 QTc 间期延长定

义为男性≥450ms,女性≥460ms，同时以∆QTc 是否大

于等于 30ms 将患者分为 QTc 间期延长组和未延长

组。其中临床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诊断、合并症及

合并用药。使用 SPSS25.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对于全部接受艾司西酞普兰/西酞普兰

治疗的患者中，QTc 间期延长（男性≥450ms,女性

≥460ms）的发生率仅有 3.5%。接受艾司西酞普兰治

疗前，年龄、性别可显著影响 QTc 间期（P=0.029，

P=0.000）。接受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除年龄、性别

外，合并患有糖尿病（B=10.512ms，P=0.023），合并

使用抗精神病药物（B=4.674ms，P=0.043）及合并使

用心境稳定剂丙戊酸钠（B=-9.027ms，P=0.021）均

可显著影响 QTc 间期。同时年龄大（P=0.016）、合

并有冠心病（P=0.009）、高血压病（P=0.003）、肾功

能不全（P=0.019）的患者更容易发生 QTc 间期延长

（∆QTc≥30ms），最后在临床 FDA 安全剂量范围内，

没有发现艾司西酞普兰剂量和时间对 QTc 间期的影

响。 

    结论  目前结果表明在参考 FDA 推荐安全剂

量的临床治疗环境下，艾司西酞普兰长时间使用是

相对安全的，除性别、年龄外，合并患有糖尿病、合

并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及合并使用心境稳定剂丙戊酸

钠可显著影响艾司西酞普兰患者的 QTc 间期，最后，

年龄大、合并有冠心病、高血压病、肾功能不全的患

者更容易发生 QTc 间期延长。 

 

 

 

联合静息态脑功能活动和 HTR1A/1B 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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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预测抗抑郁药物早期疗效 

 

高晨洁 1 袁勇贵 1 张志珺 1 徐治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抗抑郁药物治疗是抑郁症患者最常用的

治疗方法，但临床发现药物治疗的预后因人而异。

已有研究表明静息态脑功能活动和 DNA 甲基化水

平与抗抑郁药物疗效相关。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基

于静息态脑功能活动和 HTR1A/1B 甲基化的多维数

据能否有效预测抑郁症患者对抗抑郁药物的早期反

应。 

    方法  纳入 57 例抑郁症患者，并根据治疗 2 周

后的 HAMD-17 减分率（ΔHAMD2W）将≥50%者分

为有效组（n=36），ΔHAMD2w＜50%者分为无效组

（n=21）。所有入组对象在基线期完成静息态功能磁

共振扫描和外周血 HTR1A/1B 甲基化水平的检测。

计算每个受试者的平均低频振幅（mean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mALFF）和平均局部一致

性（mean regional homogeneity，mReHo），并根据解

剖学自动标记模板（automated-anatomical labeling，

AAL）分别得到 116 个脑区的 mALFF 值和 mReHo

值。用亚硫酸氢盐测序的方法测定了HTR1A／1B启

动子区的 118 个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并根据每个位

点的中位数做了二值化处理。350 个变量（116 个

mALFF，116 个 mReHo，118 个甲基化位点）先采

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初筛并保留 p＜0.1 的

变量，再采用 LASSO-logistics 回归的方法进一步筛

选变量，最后将筛选出的变量分别放入支持向量机

（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和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RF）中构建预测模型，用留一法交

叉验证评价模型性能。 

    结果  基于筛选后的变量所构建的预测模型均

有较好的准确率，SVM 的准确率为 87.72%，RF 的

准确率为 73.68%。预测模型中所纳入的静息态功能

活动指标分别是中央沟盖、眶内额上回、回直肌、脑

岛、中央后回的 mALFF，以及额中回、豆状壳核、

颞横回的 mReHo。而 HTR1A/1B 甲基化数据的加入

提升了模型的预测准确率。 

    结论  基于多维数据所构建的预测模型比仅用

单一维度数据的预测准确率高，将这些多维数据联

合起来能在一定程度达到互补的效果。预测模型中

所纳入的静息态全脑功能活动大多位于与情绪处理

调节、高级认知功能以及感觉相关的脑区，而模型

中纳入的甲基化位点的信息能部分预测早期抗抑郁

药物疗效。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及其与基因 TPH2 甲基化

水平相互作用与抑郁症的关联研究 

 

谈婷婷 1 袁勇贵 1 张志珺 1 徐治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色氨酸羟化酶 2 (TPH2)基因在抑郁症的

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DNA 甲基化作为最常见

的表观遗传调控方式,在抑郁症的病因中占有重要

角色。有研究指出 TPH2 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在抑郁

症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静息态功能磁共

振是可以发现抑郁症患者早期大脑脑区异常的功能

活动的重要客观标记物。我们将研究静息态功能磁

共振结合 TPH2 基因甲基化水平两者之间相互作用

与抑郁症的关联。 

    方法  300 例汉族抑郁症患者和 100 例健康对

照纳入研究人群。其中 57 例抑郁症患者检测静息态

功能磁共振。Illumina HiSeq 平台评估了 11 个与抑

郁症相关的 TPH2 基因多态性位点上游和下游 38 个

CpG 位点的甲基化状态。运用 matlab 中的 RESTplus

软件分析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别使用了 ALFF、

fALFF、ReHo 三种局部区域算法，FC 整体区域算

法，并以上述结果做为 ROI 用 RESTplus 软件中的

exsignal 方法提取出 ROI 脑区平均值。用 SPSS 25.0

中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发现

的脑区异常活动值和 TPH2 的 DNA 甲基化水平交

互作用与抑郁症的关联。 

    结果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分析结果显示在抑郁

症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左侧枕中回以及右侧

额叶 ALFF 存在明显差异性，右侧额叶 ReHo 存在

差异性。结合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提取抑郁症发

生相关的 TPH2 DNA 甲基化位点，将它们与提取出

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脑区平均值交互作用结果显示

TPH2-1-43 与 ALFF ROI1(左侧枕中回）相互作用与

抑郁症发生存在关联。(TPH2-1-43*ALFF ROI1，FDR

校正 p=0.03)。 

    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了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与

TPH2 DNA 甲基化水平相互作用与抑郁症之间存在

关联性，这提示着上述两者的联合有利于临床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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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发现。 

 

 

 

基于静息态磁共振下伴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

者皮质-边缘-纹状体环路研究 

 

杨隽 1 程怡欣 1 席畅 1 范泽斌 1 潘韵致 1 张曼琪 1 

阳洁 1 刘哲宁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自杀意念是抑郁症的一种常见症状，但

其神经生物学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静息态功

能磁共振，探索不同连接维度下，自杀意念相关的

异常功能连接模式及其与自杀意念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 22 例伴自杀意念的抑郁

症患者、59 例不伴自杀意念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和 60

例健康对照。选取杏仁核的 4 个亚区(双侧的外侧和

内侧杏仁核)分别作为种子点，比较 3 组的静息态功

能连接。接着选择具有显著差异的大脑区域作为种

子点，采用种子点-种子点的连接分析和图论分析，

在不同维度下探索自杀意念相关的连接障碍模式和

网络属性特征，进一步分析网络属性和自杀意念严

重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三组间具有显著差异的脑区主要分布在

皮质-边缘-纹状体环路上。事后比较发现，与其他两

组相比，伴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具有外侧杏仁核

与双侧尾状回、颞上回和左侧中央后回的功能连接

异常。伴自杀意念和不伴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均

表现出内侧杏仁核与内侧额上回、颞中回的连接异

常。在皮质-边缘-纹状体环路中，伴自杀意念的抑郁

症患者相比于健康对照表现出全局连接和小世界属

性（σ）较低，但特征路径长度（λ）较高，另外 σ 与

自杀意念严重程度显著负相关。 

    结论  伴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具有皮质-边

缘-纹状体环路的异常功能连接模式，有助于解释伴

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在奖赏活动、情感处理等方

面的功能异常，这可能是自杀意念的一种特征性影

像标识，可能成为自杀风险预测和自杀干预的潜在

标靶。 

 

 

 

青少年抑郁症的异常奖赏敏感性：以动态视

角再探快感缺失症状 

 

胡雅馨 1 严超 1,2 肖雯薏 1 赵静 3 易正辉 3  

1 ） 上 海 市 脑 功 能 基 因 组 重 点 实 验 室

（MOE&STCSM），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

心，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2）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0335 

3）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0030 

 

    目的  快感缺失是抑郁症的核心临床症状，被

认为最有可能作为抑郁症的内表现型之一。对快感

缺失症状进行测量，其中实验室测量所对应的指标

被称作“奖赏敏感性”，指个体对奖赏及非惩罚等积

极信号的敏感程度。以往研究表明成人抑郁症群体

的奖赏敏感性相比于健康群体更低，但现有研究对

青少年群体的关注还不够，对于奖赏敏感性在这一

发育阶段是否异常，是怎样的异常，以及是否能够

稳定表征抑郁症状，还没有充分的探索。结合青少

年中晚期的发育特点，本研究从更微观的角度出发，

描述抑郁症患者奖赏敏感性的动态变化特征，进而

验证奖赏敏感性作为表征青少年抑郁症状指标的稳

定性、有效性，并初步探究其与抑郁症发生发展的

关系。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38 名符合 DSM-IV 诊断

标准的青少年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和 38 名健康对照

被试。所有被试参与了信号检测论奖赏任务，以此

测量其奖赏敏感性。同时，被试也被邀请进行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临床访谈，并填写测量抑郁症状和快

感缺失症状的量表。我们通过计算反应偏向（log b）

来衡量奖赏敏感性的高低，反应偏向值越高，奖赏

敏感性越高。同时信号检测论奖赏任务按时间进程

划分了六个时间点，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测抑

郁症患者反应偏向的动态变化特征。 

    结果  结果表明：（1）抑郁群体的反应偏向（log 

b）在六个时间区间的进程中相对于健康群体显著更

低；（2）通过计算六个反应偏向值的变异系数（CV）

来衡量稳定性，变异系数越高越不稳定，发现抑郁

群体的变异系数高于健康群体，差异边缘显著，提

示着可能存在紊乱；（3）抑郁症状和快感缺失症状

与奖赏敏感性的高低、维持能力、稳定性呈显著负

相关；（4）通过相关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更低

和趋向于更不稳定的奖赏敏感性可能是抑郁症的潜

在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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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表现出奖赏敏感性动

态变化特征异常，表明奖赏敏感性的损伤存在于抑

郁症的早期发展阶段。钝化且不稳定的奖赏敏感性

可能是抑郁症潜在的危险因素之一，也可能是一个

潜在的抑郁症早期预警指标。 

 

 

 

抑郁症自杀未遂与甲状腺激素、血浆皮质醇

关联分析 

 

王艳华 1 杨永涛 1,2 崔利军 1,2 崔伟 1 高景娜 1 郑冬

瑞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目前关于抑郁症自杀危险因素的研究大

部分集中在社会人口学及临床症状严重程度方面，

而预测自杀危险的生物学标记物研究相对较少。甲

状腺激素、皮质醇作为反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素轴

（HPA）、下丘脑-垂体-甲状腺素轴(HPT)的重要物质，

在自杀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中可能发挥作用。本研究

探讨抑郁症患者自杀未遂与甲状腺激素、血浆皮质

醇之间的关系。 

    方法  符合 DSM-5 抑郁发作诊断标准住院患

者 158 例，收集患者一般资料，评估患者既往是否

出现过自杀未遂，将患者分为自杀未遂组和非自杀

未遂组，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顿焦

虑量表（HAMA）评估患者抑郁、焦虑严重程度。采

集患者晨空腹血样，测量甲状腺激素、血浆皮质醇

浓度。 

    结果  自杀未遂组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

1.23±0.59、游离甲状腺素（FT4）水平 1.38±0.20 明

显的低于非自杀未遂组 1.63±1.03（t=1.478，P=0.007）

及 1.46±0.20（t=2.010，P=0.046），自杀未遂组 HAMD

量表总分高于非自杀未遂组（t=2.514，P=0.017），两

组间血浆皮质醇水平未见差异（P＞0.05）。按照年龄

分层，＜40 岁自杀未遂组 FT4 水平明显低于非自杀

未遂组（t=2.499，P=0.016）。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FT4（OR=0.029）、TSH（OR=0.399）、阳性

家族史（OR=5.203）、HAMD 量表评分（OR=1.207）

为高危因素。 

    结论  伴有自杀未遂抑郁症存在甲状腺激素的

紊乱。家族史阳性，疾病严重程度重，FT4、TSH 水

平越低的患者自杀风险更高，＜40 岁患者更应关注

FT4 水平，本研究未发现血浆皮质醇与自杀未遂相

关。 

 

 

 

Cor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ApoA1 

Levels in Chinese Adults 

 

Wang Xuan1, Wang tingting2, Cui Yong1, Bian Qingtao1, 

Qi Meng3, Wang Ning1, Li Hongjuan1, Wang Zhiren1, 

Chen Jingxu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2）蚌埠医学院 

3）承德医学院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apolipoprotein A1 (ApoA1) levels among Chinese 

adults. 

    Methods  Design: Cross-sectional study. 138 pa-

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86 healthy subjects were re-

cruited from Bei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 ApoA1 

and other related parameters were considered as the in-

dependent variables to evaluate any potential associa-

tion between these factors and depression in the differ-

ent adjusted models an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Comparing the healthy and depressive 

groups, ApoA1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01), but HDLC levels were slightly higher 

(p=0.048) in depressive group. In univariate analysis, 

BMI, smoking status, education levels and ApoA1 were 

all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in all the subjects (p<0.05, 

respectively). In the different adjusted models, ApoA1 

level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OR=0.06, 95% CI: 0.02 to 0.16, p<0.0001; OR=0.06, 

95% CI: 0.02 to 0.17, p<0.0001; OR=0.24, 95% CI: 

0.08 to 0.74, p=0.0130,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re 

was the same association only in non-smokers (p<0.05) 

but not in smokers (p>0.05). There was a non-linear re-

lationship between ApoA1 levels and depression in this 

study. Smooth curve fitting was carried out after adjust-

ing the variables, and there was a turning point (1.8g/L). 

    Conclus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re w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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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poA1 levels and depres-

sion, when ApoA1 levels were less than 1.8g/L. 

 

 

 

规范化培训护士职业紧张度与焦虑和抑郁的

现状调查 

 

赵萌 1 向淼 1 王璐瑶 1 周波 1,2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

医学中心 

2）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身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了解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护士

工作压力与心身健康状况，分析影响规培护士焦虑

和抑郁的相关因素，为制定规培护士心理问题防治

提供对策依据。 

    方法  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与四川省精

神医学中心联合，对成都市三甲医院规培护士群体

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以问卷星为工具，采用自

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规培护士的基本资料，采用

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ffort-reward imbalance ques-

tionnaire，ERI）对规培护士的职业紧张度进行测评，

其中包括付出、回报、超负荷三个维度。采用广泛性

焦虑自评量表（GAD-7）和抑郁症筛查量表（PHQ-

9）评估焦虑和抑郁状态。使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

析的统计方法。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220 份。ERI 三个维度分

值分别为付出（17.65±5.05），回报（23.20±9.34），

超负荷（20.15±3.48），ERI 指数平均分为（1.52±0.50）。

职业紧张程度高者占比 90.00%。GAD-7 平均分为

（7.13±4.54），PHQ-9 平均分为（8.05±5.47）。检出

轻度焦虑99例（45.00%）、中度焦虑43例（19.55%）、

重度焦虑 14 例（6.36%），检出轻度抑郁 84 例

（38.18%）、中度抑郁 40 例（18.18%）、中重度抑郁

24 例（10.91%）、重度抑郁 6 例（2.73%）。ERI 中付

出维度与焦虑成强正相关（r=0.613），回报维度

（r=0.523）和超负荷维度（r=0.596）与焦虑成中等

正相关。ERI 中付出维度（r=0.579）、回报维度

（r=0.557）和超负荷维度（r=0.553）与抑郁均成中

等正相关。焦虑和抑郁成强正相关（r=0.795）。 

    结论  规培护士职业紧张程度较高，大部分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医院和有关部门应尽

量提高规培护士的收入满意度，减少夜班次数。同

时，与带教老师处好关系，同事之间互相帮助也可

能会降低职业紧张程度。 

 

 

 

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脑网络功能连接变化研

究 

 

游亚凤 1 陈炜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脑功能连接特征及治疗

前后功能连接的变化，为阐明抗抑郁药治疗机制提

供依据。 

    方法  对符合 DSM-5 抑郁症诊断标准的 33 例

抑郁症患者进行抗抑郁药物治疗 2 周，在基线及治

疗结束时采集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17 评分；同时在 0 周和 2 周时采集 35 例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正常志愿者 rs-fMRI

作为对照。选取膝下前扣带回皮质及喙侧前扣带回

皮质作为感兴趣区域，采用双样本 t-检验分析两组

功能连接的差异（以P<0.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配对 t-检验分析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功能连接

的变化(P<0.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对抑郁症

患者治疗前后感兴趣区的功能连接变化与临床疗效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症患者 sgACC

与左侧顶上回、右侧眶部额中回、右侧眶部额下回、

右侧补充运动区等脑区的功能连接下降(P <0.005)；

rACC 与双侧顶上回、左侧楔前叶、右侧额中回、右

背外侧额上回、右侧颞上回、右侧颞中回、中央后

回、左侧小脑等脑区的功能连接下降(P <0.005)；未

发现功能连接增强的脑区。（2）与基线时相比，抗抑

郁药物治疗 2 周后，sgACC 与左侧顶下小叶、左侧

颞中回、右侧小脑功能连接增强(P <0.005)；rACC 与

左侧枕中回、左侧顶上回、右侧额上回、双侧顶下小

叶、右侧中央前回、左侧中央后回及右侧小脑等脑

区功能连接增强(P <0.005)。（3）抑郁症患者治疗后

rACC 显著变化脑区的功能连接值与 HAMD-17 减

分率成负相关（r=-0.51, P<0.05），sgACC 显著变化

脑区的功能连接值与 HAMD-17 减分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r=-0.26, P>0.05）。 

    结论  膝下前扣带回、喙侧前扣带回与多个脑

区的功能连接下降，可能是抑郁症发病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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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治疗可通过改善喙侧前扣带回与相关脑区的

功能连接而发挥作用。 

 

 

 

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人

际关系的关系研究 

 

沈昶邑 1,2 徐初琛 1 徐逸 1 吕洞宾 1 范小荷 3 耿艳

红 4 张梦珂 1 王凡 1 洪武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3）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4）峨眉山市精神病医院 

 

    目的  了解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探讨心理

弹性在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

与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自拟问卷、心理弹性问卷、社会支

持评定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失眠严重指

数量表，通过问卷星在线对 203 名医务人员进行调

查。 

    结果  （1）医务人员的抑郁、焦虑、失眠得分

分别为（7.201±2.506）分、（6.618±2.804）分、

（4.897±5.051）分，心理健康状况良好；（2）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人际关系、心

理弹性两两成显著相关；（3）心理弹性在抑郁与社

会支持、人际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焦虑与社

会支持、人际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人际关系与

失眠之间存在直接效应。 

    结论  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与心理弹性、社会

支持与人际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心理弹性在其中发

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医院管理者需重视提升

医务人员的心理弹性，从而更好的提升医务人员的

心理健康状况。 

    【基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科技创新项目

（人文社科类）（编号：WK2017）；徐汇区科普创新

项目（KPCX-2020-005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

目（编号：2016YFC0906300） 

 

 

 

赋能健康教育模式在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效

果评价 

 

张娜 1 陈海勤 1  

1）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抑郁症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和高自

杀率的特点，预计到 2030 年疾病负担会成为世界疾

病负担的首位。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自我效能低，

对治疗的依从性差是影响疾病康复、导致疾病复发

的重要原因。赋能教育被定义为个体获得自己控制、

决定及行动去影响和改变自己健康的过程，其核心

是明确个体自我管理的责任。目前，赋能教育已运

用在多种慢性疾病中，是支持患者参与疾病自我管

理的有效策略，但其应用在抑郁症中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入住我院心身科的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

观察赋能健康教育模式对抑郁症患者的影响。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某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心身科收治的抑郁症

患者 206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

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按照健康教

育路径模式进行健康教育，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实施

赋能教育。分别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自我效能、

抑郁程度、服药依从性和疾病复发率进行比较，评

估干预效果。 

    结果  最终试验组 94 例、对照组 92 例完成本

研究。干预后 6 个月试验组自我效能量表得分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662，P＜0.01）；试

验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3.186，P＜0.01）；试验组药物依从性

比率量表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912，P＜0.01）；两组疾病复发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2=1.133，P＞0.05）。 

    结论  将赋能健康教育模式应用到抑郁症患者

的健康教育中，提高了患者的自我效能，改善了抑

郁情绪，提高了服药依从性，为抑郁症患者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健康教育模式。 

 

 

 

Virgin Coconut Oil Attenuates Lipopolysac-

charide-Induced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in 

Rats 

 

王锡武 1 吴仟 2 苗雪萌 2 吕赵挺 2 缪双大 2 卢怡 2 

范伊人 2 厉秀纯 5 方圆媛 2 潘煦一 2 陈梓润 2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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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莹 4 李佳 5 黄智慧 2,3  

1）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 

3）杭州师范大学 

4）杭州医学院浙江省人民医院 

5）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Depressive disorder is a common af-

fective disorder. The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ve disor-

der is complex, the immune inflammation hypothesis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Virgin coconut 

oil (VCO) is a natural food that has been found to have 

remarkable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In this study, 

th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model of rats induc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was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virgin coconut oil on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rats, which will provide new ideas for ex-

ploring the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Methods  1. Th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animal 

model of SD rats was induced by LPS, and the depres-

sive-like behavior of rats was measured by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Forced Swimming Test and Open Field 

Test. 2. The changes of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rats 

were observed after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virgin 

coconut oil. 3. The changes of morphology and number 

of microglia and astrocytes in hippocampus were de-

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its neruoin-

flammation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qPCR technology. 

4. The survival of hippocampal neurons was observed 

by Nissl staining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5. 

The expression of apoptotic protein BAX and Bcl-2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6. The expression of mTOR, 

PI3K, AKT, 4EBP, AMPK and NF-κB in inflammation-

related pathway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1. LPS induced the depressive-like be-

havior in rats.2. VCO improved the depressive-like be-

havior induced by LPS in rats.3. VCO inhibited the ac-

tivation of microglia and astrocytes induced by 

LPS.4.VCO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NF, IL-1, IL-6 and NF-κB, and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TGF-β in the hippocampus of depressive-

like behavior in rats.5. VCO improved the neuronal sur-

vival in the hippocampus of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rats.6. VCO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BAX/BCL-2 and inhibited apoptosis in the hippocam-

pus of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rats.7. VCO up-regu-

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I3K, AKT, mTOR, 4EBP and 

other target proteins,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NF-κB, inhibited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in the hip-

pocampus of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rats.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virgin coconut oil in-

hibited th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and astrocytes , then 

inhibited the apoptosis of neurons, and the depressive-

like behavior of rats was improved. Through further ex-

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it was found that virgin co-

conut oil activated PI3K/AKT/mTOR/4EBP signal 

pathway and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NF-κB signal 

pathway. These results provided a new idea and method 

for exploring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 

 

 

 

NTMS 个性化精准治疗抑郁性自杀观念的研

究 

 

唐乃龙 1 陈怡环 1 王洋涛 3 孙传铸 3 孙良 3 刘军昌
1 吴迪 1 刘欢 3 李想 3 闵妍 1 齐顺 2,3 王化宁 1  

1）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仿人智能研究中心脑科学实验室 

3）陕西脑控脑科学研究中心 

 

    目的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具有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低响应率等特

点，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家庭及社会造

成了严重负担。目前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

治疗以药物干预为主，存在周期长、副作用大、疗效

欠佳等问题。对伴有自杀观念的患者，可联合 MECT

治疗，但需专业的麻醉、操作过程复杂、存在认知功

能副作用等,因此，伴有自杀观念的抑郁症患者迫切

需要快速、安全、高效的治疗方法。 

    方法  神经导航经颅磁刺激（Navigate Transcra-

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nTMS）是一种无创的治疗

方法，已通过美国的食物与药物管理局（FDA）批

准，用以治疗抑郁症。本研究公开招募了 15 名伴有

自杀观念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并基于 fMRI 数据

个性化定位每名患者 L-DLPFC 与 sgACC 负相关的

靶点；然后在 90%的 rMT 下，每天治疗 10 次（每

次 1800 脉冲，间隔 50 分钟），连续进行 5 天（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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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 个脉冲）的 iTBS 治疗。 

    结果  研究发现 nTMS 治疗后 15 名患者（100%）

达到了抑郁症临床缓解的标准（MADRS 量表降低

50%），93.3%的患者自杀观念明显缓解（BSI-CV 量

表降低 50%），且耐受性好，无严重不良反应。最后，

基于影像学的脑网络分析发现，治疗前后 sgACC 与

前额叶、颞叶及顶叶脑网络功能连接度明显提高。 

    结论  nTMS 能快速提高损伤脑网络的功能连

接度，同时可安全、高效、迅速的降低自杀观念、缓

解抑郁症的核心症状。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探索脑

网络机制的基础上，为快速缓解抑郁性自杀观念、

抑郁症核心症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基于 fMRI 的高频经颅磁刺激对抑郁症的治

疗研究进展 

 

刘娇颖 1,2 舒燕萍 1  

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2）遵义医科大学 

 

    目的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是一种无创、

无痛的可以刺激人脑从而达到改善抑郁症状的技术，

低频和高频 rTMS 分别对大脑有抑制和兴奋作用。

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磁共振被越来越多的应用

到 rTMS 治疗抑郁症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从功能磁

共振、结构磁共振等方面发现了 rTMS 治疗抑郁症

后不同脑区的磁共振影像的改变，提示从神经影像

学方面探索 rTMS 治疗抑郁症的机制或预测其疗效

成为可能。本文就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HF-rTMS）

治疗抑郁症后的静息态磁共振变化进行综述，以期

为探索 HF-rTMS 治疗抑郁症的机制及其疗效预测

提供参考。 

    方法  本文检索了知网、万方、PubMed3 个数

据库。初步中文检索词包括：“抑郁”、“径颅磁刺

激 ”“ 磁共振成像 ” ；初步英文检索词包括：

“depression“、 ”depressive disorder”、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MRI”检索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的文献。检索结果为：知网 6 篇，万方 30

篇，PubMed 103 篇，所得文献按照以下纳入排除标

准进行筛选：排除标准：1）被试者为继发于躯体疾

病的抑郁患者的文献；2）动物实验；3）仅有低频

rTMS 的文章；4）只有健康者参与的研究；5）仅有

任务磁共振的文献；纳入标准：1）被试者经 ICD 或 

DSM 诊断为抑郁症的文献；2）高频重复径颅刺激

为主要治疗方式；3）以 MRI 为主要辅助检查技术； 

    结果  最终纳入 26 篇符合上述标准的文献，功

能磁共振方向的 17 篇，结构磁共振方向的 9 篇。

HF-rTMS治疗能有效地改善抑郁症患者脑的部分结

构和功能的异常，但改善的脑区和程度、以及各研

究中提出的可能预测因子并不完全一致；目前的研

究中可以发现 MRI 应用于 HF-rTMS 治疗抑郁症的

评估，可以有效地反映治疗前后脑网络结构和功能

连接等的改变。 

    结论  HF-rTMS 对抑郁症的治疗有较好的效果，

并可以特征性地改善患者异常的脑功能、结构，从

影像学的角度继续探索、总结 HF-rTMS 的作用规律

和机制将有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进行 HF-rTMS

治疗，也更有利于提高治疗的有效性和精确性。 

 

 

 

执行抑制任务下抑郁症自杀风险相关的时频

分析研究 

 

戴众鹏 1 邵俊能 1 姚志剑 2 卢青 1  

1）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2）南京市脑科医院 

 

    目的  当前，大量的抑郁症患者正面临着不同

程度的自杀风险，而既往研究显示：自杀风险与抑

郁症患者的认知缺陷密切相关，而患者的认知缺陷

可能由异常的神经振荡活动引起。因此，本研究假

设抑郁症患者的潜在高自杀风险与执行功能相关的

频段振荡存在密切相关。 

    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抑郁症被试 39 例，其中包

含 19例自杀未遂患者 (过去两周内曾有过自杀未遂

行为) 可视为高自杀风险组，20 例从未有过自杀意

念的患者可视为低自杀风险组。所有被试均参与一

个与执行功能密切相关的 GO/NOGO 任务，任务过

程中用CTF275导脑磁图记录患者的神经影像信息。

从 NOGO 抑制任务的试次中溯源得到右侧额下回，

辅助运动区与左侧初级皮层信号，并分别进行时间

频率分析。最后，用聚类置换检验比较高低自杀风

险组间存在的频段差异。 

    结果  Beta 频段下，高自杀风险组在辅助运动

区出现激活显著减弱的簇（p = 0.026）；Gamma 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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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高自杀风险组在右侧额下回出现激活显著减弱

的簇（p = 0.039）。对每名被试评定护士用自杀风险

评估量表（NGASR）发现，gamma 频段显著簇的平

均值与 NGASR 评分呈显著的负相关（p=0.0037，r=-

0.265）。 

    结论  执行抑制任务下，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

险与认知功能的损伤存在密切相关。Beta 频段和

Gamma 频段的异常神经振荡可能是导致患者认知

功能受损和自杀风险升高的潜在风险因素。 

 

 

 

抑郁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与社会功能相关性

分析 

 

钱霞 1 李萍 2 万婷 1  

1）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 

2）普陀区曹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调查抑郁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发生情况

对社会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二级精神专科医院 2019 年 1 月~12

月符合入选标准的 85 例抑郁障碍患者，使用一般情

况问卷、患者健康问卷躯体症状群量表(PHQ-15)、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对抑郁障碍患者一般资料、躯体化症状、

社会功能及抑郁程度进行调查。将所有资料输入

SPSS24.0 进行描述性及相关性统计分析。 

    结果   抑郁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均分为

(13.61±6.07)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均分为

(9.54±4.06)，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分

与患者的躯体化症状程度密切相关。躯体症状问卷

(PHQ-15)评分越高，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 SDSS) 

评分越高，抑郁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与社会功能缺

陷呈正相关(P＜0.01)，抑郁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与

抑郁程度呈正相关(P＜0.01)，抑郁障碍患者躯体化

症状与社会功能缺陷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抑郁障碍患者普遍存在躯体化症状，抑

郁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与社会功能缺陷存在正相关

关系。护理人员应重视对抑郁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

的管理，从而改善抑郁障碍患者社会功能，提升生

活质量。 

 

 

 

基层公务员压力与抑郁的关系：中介调节效

应分析 

 

王佳宇 1 陈树林 1  

1）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目的  基层公务员因压力导致不同程度的抑郁

等心理问题，而压力对个体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研究显示，消极问题解

决倾向可能是导致其产生抑郁、焦虑的重要内在机

制；心理弹性作为一种积极心理品质，可能是一个

重要的调节变量。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消极问题

解决倾向与心理弹性是否在压力与抑郁的关系中起

到中介调节作用。 

    方法  选取绍兴市基层公务员 1866 名进行问

卷调查。采用压力知觉量表(CPSS)、社会性问题解

决量表修订版(SPSI-R)、10 条目简易心理弹性量表

(CD-RISC-10)和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使

用 SPSS 22.0 以及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对消极问

题解决倾向的中介效应(模型 4)，和对直接效应以及

中介效应前半段是否都被调节(模型 8)进行分析。 

    结果  压力水平不仅对基层公务员抑郁水平有

直接预测作用(β=0.414, p<0.001)，还能通过消极问

题解决倾向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抑郁水平(β=0.318, 

p<0.001)；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 消极问题解决倾向

在压力对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0.096，其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76, 0.119]，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3.19%。压力水平对公务员抑

郁水平的直接作用(β=-0.102, p<0.001)以及消极问题

解决倾向的中介作用(β=0.006, p<0.001)都受到心理

弹性的调节，随着心理弹性水平的升高，压力对抑

郁的直接效应及其中介效应都不断减弱。 

    结论  本研究结果有利于揭示压力是如何影响

基层公务员的抑郁水平，以及压力在何种条件下对

基层公务员的抑郁水平的影响更强，对维护和促进

基层公务员身心健康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躁狂发作前双相情感障碍和单相抑郁的鉴别

研究 

 

邵俊能 1 卢青 1 姚志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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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

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江苏省

抑郁症诊疗中心） 

 

    目的  抑郁首发的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

der, BD)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非常常见。将双相情

感障碍误诊为单相抑郁障碍(Unipolar Disorder, UD)

可能会导致选择不当的治疗策略，尤其是在疾病的

早期阶段。目前，已经有许多临床措施帮助识别单

相抑郁转为双相情感障碍的风险因素，但仍缺乏足

够的异质性，严重依赖医生的主观判断。本研究的

目的是探究单相抑郁患者和抑郁首发的双相情感障

碍患者在特定大脑网络上的改变，以期为此类患者

的临床诊断提供指导。 

    方法  入组 32 例基线扫描时由至少两名主治

医生严格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患者（汉密尔顿 17 项总

分均大于 17 分，32 项轻躁狂量表均小于 14 分），

但在随访过程中发现有躁狂或者轻躁狂发作而被诊

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定义为转相组；以及 32 例满足

五年随访过程中从未有过躁狂或轻躁狂症状的重度

抑郁患者，定义为单相组。所有参与者完成临床信

息及静息态功能核磁共振（rs-fMRI）扫描，两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相匹配。在对 rs-fMRI

进行预处理后，选取四个网络（包含皮层下网络、躯

体运动网络、认知控制网络和默认网络）相关的脑

区坐标，采用挖球法提取时间序列，并采用滑动时

间窗发计算所有脑区之间的动态功能连接。以功能

网络为单位，分别对网络内和网络间的平均动态功

能连接进行双样本 t 检验，探索转相患者和单相患

者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网络交互。 

    结果  相较于单相组，转相组患者的躯体运动

网络和皮层下网络(p = 0.005, FDR 校正)以及默认网

络内部(p = 0.01, FDR 校正)的平均动态功能连接均

显著增强。 

    结论  躯体运动网络涉及到的功能有对传入的

感官刺激的处理和运动输出。通过减少或增加躯体

运动网络的神经活性来设置对外部或内部刺激的阈

值，这可能会影响抑郁患者不同的心理活动和行为

表达模式。其对皮层下网络交互的增强可能使患者

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从而更容易引起躁狂发作。

因此，尽管初始为抑郁发作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即

转相）和单相抑郁患者的临床症状十分相似，两组

患者在大脑网络的动态交互上仍存在显著差异，这

或许有助于帮助临床鉴别这两种患者。 

 

 

 

Predicting The Risk of Suicide Attempt in 

Chinese Depress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A New Predictive Nomo-

gram 

 

Shaokui Kan1, Yingli Zhang1  

1）Shenzhen Kangning Hospital 

 

    Background  Accumulating evidence supposes 

that depressed individuals with attempt suicide often en-

counter with disastrous outcomes in association to en-

hanced risk for recurrence, functional disability, and 

even suicid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nd internally validate a user-friendly suicide attempt 

risk nomogram in depression, supporting timely inter-

ventions by clinicians.] 

    Methods  We collected data of 273 depressed pa-

tient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and built a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these training datasets. We 

used the MINI suicide module to assess whether pa-

tients had experienced attempted suicide at present. Op-

timized features were filtrated through the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the suicide attempt risk model. Furthermore, the multi-

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predicting model based on those selected features in 

those two analyses. The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C-in-

dex, and calibration plot were respectively applied to as-

sess Clinical practicability,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

tion. Finally, the bootstrapping validation was applied 

to assess Internal validation.] 

    Results  Eleven features are screened out in the 

prediction nomogram, which are sex, education level, 

procreation, inducement,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relapse, previous treatment,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 

brothers or sisters, comorbidity, psychotic symptom re-

spectively.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exhibited that our 

predictive model is clinically effective when the inter-

vention is performed when the threshold is no less than 

1%. In addition, the model presented tiptop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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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leasant discrimination with a C-index of 0.853. A 

towering C-index value, up to 0.799, could also be at-

tained in the interval validation analysis. The nomogram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ikelihood of 

undergoing suicide attempts among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male, primary education, no children, inducements, 

HAMD>24, one relapse, no previous treatments, pre-

ceding suicide attempt, no siblings, no comorbidity, or 

psychotic symptoms.] 

    Conclusion  The novel suicide attempt nomo-

gram incorporating clinical features was able to effec-

tively predict the risk of suicide attempts in depressed 

patients at present, which was helpful to the implemen-

tation of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strategies.] 

 

 

 

The Development of A Screening Tool for 

Common Psychiatric Disorder Among Inpa-

tient in General Hospital in China 

 

袁帅 1 申义忠 1 刘靖雯 1 陈梓琳 1 郑丽娇 2 陈力豪
2 陈汉威 2 冯惠强 3 何红波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3）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Objective  Extract items from PHQ-9/GAD-

7/AIS/C-SSRS to form a new simplified scale called 

Happiness Index Scale (HIS). 

    Methods  We first applied a 31-item scale con-

sisting of PHQ-9/ GAD-7/AIS/C-SSRS to 916 non-psy-

chiatric inpatients.We conducted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using a random half of the sample of 458 

items,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actor analysis, 8 items 

were selected.Correlation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measur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final scale, 

using data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ample. 

    Results  The final scale included 8 items that 

loaded on four dimensions: (a) Sleep quality; (b) Sui-

cidal tendency; (c) Depression trend; (d) Degree of anx-

iety. These four dimensions explained 84.2% of the total 

varianc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found reasonable 

fit of this 4-factor model (χ2/df=1.27, p<0.001, good-

ness-of-fit index [GFI]=0.95,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0.99, root-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0.008).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each item and the corresponding factor were all above 

0.5. The Cronbach α coefficient of the entire scale was 

0.83.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0.95 

when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31-item scale. Using 

the optimal cut-off score of HIS (mil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0.933 and 0.88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HIS have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it’s considered as a relia-

ble and valid instrument for screen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hich may have substantial clinical value to de-

tect patients’ emotional disturbances especially in the 

busy non-psychiatric clinical settings in China. 

 

 

 

急性期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风险的相关因

素分析 

 

赖福香 1 梁晓敏 1 马亚荣 1 何红波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急性期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风险

的相关因素，以期为早期识别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

医院病历系统，选取因急性发病而入院的患者，入

院时采用危险性评估表评估患者的暴力危险性等级，

选取一般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资料 2 个维度共 8 个变

量探讨急性期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风险的相关因

素；采用 SPSS25.0 进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共纳入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 1107 例，其

中危险性等级０级 276 例，１级 272 例，２级 202

例，３级 160 例，４级 169 例，５级 28 例，其中高

暴力风险（3-5 级）的患者为 357 例（32.2%）。单因

素分析显示低暴力风险与高暴力风险组在性别、年

龄、入院方式、工作状况、诊断分类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1.746, 

95%CI 1.131~2.370 ）、 诊 断 躁 狂 发 作

（OR=1.795,95%CI 1.156~2.785）、年龄＜ 40 岁

（OR=3.514,95%CI 1.762~7.011）、年龄 40~6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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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4.396,95%CI 2.118~9.123 ）、 急 诊 入 院

（OR=3.90,95%CI 2.824~5.384）为患者发生高暴力

行为的危险性因素。而诊断抑郁障碍（ OR= 

0.352,95%CI 0.206~0.602）是高暴力风险的保护因素。 

    结论  对于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急诊入院的

青壮年、中年男性以及诊断躁狂发作的患者是暴力

风险评估需重点关注对象，加强对该类患者的暴力

风险评估干预是必要的。 

 

 

 

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心理状况调查 

 

申义忠 1 袁帅 1 刘靖雯 1 陈梓琳 1 郑丽娇 2 陈力豪
2 陈汉威 2 何红波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番禺区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心理健

康状况并分析影响因素，为高危人群筛查识别及构

建干预模式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法，选取一家大型综合

医院 916 例非精神科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病

人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量

表（GAD-7）、阿森斯失眠量表（AIS）及哥伦比亚

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C-SSRS）作为研究工具，

评估住院患者的抑郁、焦虑、失眠和自杀风险，通过

单因素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可能影响患者

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筛出 339 例心理健康阳性问题

住院患者，占总样本 37.0%（339/916）。各维度阳性

筛出率分别为：抑郁 23.8%（218/916）；焦虑 15.4%

（141/916）；失眠 28.1%（257/916）；自杀意念 4.6%

（42/916）；自杀未遂 0.8%（7/916）。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是心理健康筛查阳性的危

险因素（ref=女性，男性：OR= 0.723，P＜0.05）；有

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 岁（ref= ≥60

岁，＜60 岁：OR= 0.649，P＜0.05）、未婚（ref=未

婚，已婚：OR= 0.486，P＜0.05）、本科及以上（ref=

本科及以上，高中至大专：OR= 0.527，P＜0.05）是

抑郁的危险因素；女性（ref=女性，男性：OR= 0.679，

P＜0.05）是失眠的危险因素。 

    结论  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的心理问题

常见，主要受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多

种因素影响。临床中应积极关注女性、年龄≥60 岁、

未婚、高学历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抑郁障碍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睡眠结构特

征对照研究 

 

项心明 1 马亚荣 1 张杰 1 何红波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分析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多导

睡眠监测指标的差异，探讨其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

科医院 2019 年至 2021 年住院患者（13-25 岁），选

取抑郁障碍（n=44）及双相情感障碍（n=26）患者

共 60 例。查阅病历资料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精

神科诊断、自杀风险评估量表（The Nurses’ Global 

Assessment of Suicide Risk，NGASR）评分等资料。

多导睡眠监测仪（polysomnography，PSG）监测的睡

眠参数。最后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和监测结果采用 

SPSS25.0 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结果  单相抑郁障碍与心境情感障碍（双相情

感障碍、心境情感障碍、童年情绪障碍），各项睡眠

指标评分比较存在明显差异。抑郁组的睡眠效率

（67±31）低于心境障碍组的睡眠效率（80±17），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组的睡后觉醒时

间（82±67），高于心境障碍组的睡后觉醒时间

（47±5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睡眠结

构方面，抑郁组的 N1%（17±12 vs 11±7）高于心境

障碍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抑郁组

的 N2 时间（min）（206±128 vs 281±89）低于心境障

碍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多导睡眠图监测结果分析表明，抑郁障

碍患者与其他心境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心境情感

障碍、童年情绪障碍）睡眠结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睡眠连续性方面，抑郁障碍患者睡眠效率明显较低，

且睡后觉醒时间增加。睡眠结构方面，抑郁组 N2 时

间显著低于其他心境障碍组，提示抑郁障碍患者存

在浅睡眠时期明显不足 

 

 

 

HAMD-6 自评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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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梅 1 马海燕 1 黄小捷 1 钟菁 1 许明智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精

神卫生中心 

 

    目的  验证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6 项（HAMD-6)

自评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特性。 

    方法  HAMD-6 自评英文版经过量表跨文化调

适准则翻译形成 HAMD-6 自评中文版。采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 6 项（HAMD-6)自评中文版、17 项版本

（HAMD-1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和

改良版临床抑郁总体印象量表（iCGI-S）对符合

DSM-5 重性抑郁障碍（MDD）标准的门诊及住院患

者进行评定；对 HAMD-6 自评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重测信度、校标效度、结构效度进行分析。通

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得出 HAMD-

6 自评中文版临床治愈的最佳分界值及灵敏度、特

异度。 

    结果  样本由 218 例门诊及住院 MDD 患者组

成，女性 150 例，男性 68 例，年龄为 29.66 ±10.21

岁，受教育时间为 13.62± 3.38 年 。HAMD-6 自评

中文版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HAMD-6 自评

中文版的重测信度组内相关系数为 0.81（P <0.01)。

HAMD-6 自评中文版与 PHQ-9、HAMD-17 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81，0.86（均 P <0.01)。

对 HAMD-6 自评中文版进行 CFA 分析，得出 AVE

值为 0.69（>0.5），组合信度 CR 值为 0.93（>0.7），

卡方自由度比、RMSEA、RMR、CFI 等指标均达标，

提示该量表拟合度好，为单一因素量表。此外，分别

以 HAMD-17≤7 和 iCGI-S=1 作为抑郁障碍临床治愈

标准，绘制 HAMD-6 自评中文版的 ROC 曲线，得

到分界值均为 3/4，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92/0.85，

0.93/0.96。 

    结论  HAMD-6 自评中文版在中国人群中具有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提示该量表的临床治愈

分界值为 3/4 分。 

 

 

 

HADS、PHQ-9 和 GAD-7 在抑郁人群中的适

用性及其等值性研究 

 

黄小捷 1 马海燕 1 王雪梅 1 钟菁 1 许明智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精

神卫生中心 

 

    目的  自评量表是临床上评估心理障碍的重要

工具，因不同量表的内容和评定尺度不同，量表间

粗分无法直接比较。建立量表间等值可实现粗分间

的直接转换，便于整合评估结果，但目前国内相关

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采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HADS）、9 项患者健康问卷（PHQ-9）和 7 项广泛

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探讨其在抑郁人群中的

适用性并建立等值转换表，为不同量表评估结果的

比较和整合提供临床依据，避免因评估工具不同导

致的结果差异。 

    方法  选取广州市某三甲医院心理科门诊及病

房 460 例抑郁症患者完成 HADS、PHQ-9 和 GAD-7

量表。患者入组年龄 18-65 岁，符合 DSM-5 重性抑

郁障碍诊断标准。运用 Rasch 分析检验各量表的单

维性、信度、拟合度、项目功能差异（DIF）和评定

尺度；通过共同被试法连接量表粗分和被试能力值，

建立抑郁分量表 HADS-D 和 PHQ-9 间、焦虑分量表

HADS-A 和 GAD-7 间的粗分转换表，用组内相关系

数（ICC）检验实测分与转换分的一致性。 

    结果  样本分布中女性 308 例，男性 152 例；

年龄 18-63（平均 28.5±9.0）岁；受教育年限 9-23（平

均 14.3±2.5）年。主成分分析中 HADS-A，HADS-

D，PHQ-9 和 GAD-7 的首因子标准化残差特征值在

1.44-1.68间，满足单维性；项目信度在 0.95-0.99间，

个体信度在 0.80-0.85 间，符合信度标准；项目 Infit

和 Oufit MNSQ 值在 0.63-1.49 间，数据与模型拟合

良好；所有选项 Outfit MNSQ 值＜2.00，难度值随选

项等级递增，符合测量学标准；各项目年龄和文化

水平无明显 DIF，PHQ9（自杀意念）和 GAD6（易

激惹）项目在性别上存在轻度但不显著的非一致性

DIF；怀特图显示所有项目难度均分布于中等水平，

被试能力值分布适切，无明显天花板或地板效应。

HADS-D 和 PHQ-9 转换分和原始分 ICC=0.87；

HADS-A 和 GAD-7 转换分和原始分 ICC=0.91。 

    结论  本研究通过 Rasch 分析证实 HADS-D 和

PHQ-9 适用于评估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水平，HADS-

A 和 GAD-7 适用于评估抑郁症患者的焦虑水平；样

本和项目的测量学特性均满足等值条件，建立的抑

郁分转换表以及焦虑分转换表有效性良好，可实现

量表粗分间的相互转换。下一步研究可关注项目中

的性别 DIF，以消除其对量表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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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疗法辅助治疗抑郁症疗效的研究 

 

张印琳 1 卢钰琳 1 王雪谦 1 罗庆华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精神科 

 

    目的  综述部分自然辅助疗法与其治疗抑郁症

疗效的相关研究进展，旨在为抑郁症的进一步治疗

提供线索。 

    方法  查阅文献并综述文献。 

    结果  在全球范围内，据记载有超 3 亿人患抑

郁症，预计到 2020 年抑郁症将成为最突出的致残原

因。而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法最常用的是抗抑郁药、

心理治疗或药物和心理治疗的组合。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研究发现临床显著研究差异多出现在重度抑

郁患者身上。这也导致更多的人开始寻求替代方案。

而补充和替代医学 （CAM）符合这一趋势，而隶属

于 CAM 的自然疗法更是被证实在辅助治疗上对抑

郁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包括了音乐疗法、芳香疗法、

水疗法、运动疗法、针灸疗法等等在内的自然疗法

被证实对抑郁症有明显的短期改善效果，其中运动

疗法的益处在治疗结束后仍持续存在。除此之外还

在一些研究中找到了可能存在的机制，也出现了可

能的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标志物，这些都或许将被

作为基于自然疗法的抑郁症治疗的靶点。 

    结论  随着抑郁症患病人群增多，形势日渐严

峻。现有的医疗方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各种类型的

抑郁症患者。自然疗法的运用有利于帮助更多的患

者改善症状。本综述旨在介绍部分自然辅助疗法与

其治疗抑郁症疗效的相关研究进展，通过对现有的

治疗的分析。为抑郁症的进一步治疗提供线索。也

为提高试验和荟萃分析的质量提出可行的进步方向。

随着研究的深入，自然疗法辅助治疗抑郁症的新靶

点及其疗效也将逐步显现。 

 

 

 

基于抑郁症的症状改善轨迹识别抑郁症的潜

在亚型 

 

邵方舟 1,2,3,4,5 马墨涵 1,2,3,4,5 廖梅 1,2,3,4,5 王汨 1,2,3,4,5 

孙金荣 1,2,3,4,5 路晓文 1,2,3,4,5 董强利 1,2,3,4,5 张亮

1,2,3,4,5 李卫晖 1,2,3,4,5 鞠玉朦 1,2,3,4,5 张燕 1,2,3,4,5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2）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3）精神疾病诊疗技术工程实验室 

4）湖南省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 

5）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抑郁障碍研究协作组 

 

    目的  通过潜变量增长分析模型基于抑郁症症

状改善轨迹识别抑郁症的亚型，分析各亚型人口学

特点、临床症状、童年创伤、功能性失调态度以及神

经认知的差异。 

    方法  入组 208 例急性期发作的抑郁症患者，

基线期通过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估患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通

过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评估患者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并采集患

者的人口学特点，临床特征，童年创伤量表分，以及

功能失调态度和神经认知功能数据。服药后的半月

末、2 月末再次采用 HAMD 评估所有患者的抑郁症

状的严重程度。通过潜变量增长分析模型基于抑郁

症症状改善轨迹识别抑郁症的亚型，并采用 ANOVA

分析各亚型的特征。 

    结果  潜变量增长分析模型显示抑郁症可以分

为 4 个不同症状轨迹特点的亚型，分别为症状重-改

善慢、症状重-改善快、症状轻-改善慢、症状轻-改

善快（图 1）。ANOVA 分析显示，4 种亚型在童年创

伤量表分和焦虑量表分中有明显差异。事后分析显

示，症状重-改善慢亚型患者的童年创伤量表分显著

高于其它 3 组患者的童年创伤量表分（P=0.001，

α=0.05），症状轻-改善慢的患者基线焦虑分数明显高

于症状轻-改善快的患者（P=0.002，α=0.05），而症

状重-改善快的患者与症状重-改善慢的患者之间基

线的焦虑评分无明显差异（P=0.140，α=0.05）。 

    结论  抑郁症患者根据症状改善轨迹可被分为

不同亚型，人口学及心理学指标对亚型有预测作用。

有童年创伤的患者患抑郁症时抑郁程度重，经过药

物治疗后较难缓解。在抑郁症状轻时，焦虑程度高

的患者比焦虑程度低的患者更难缓解，而抑郁症状

重时，焦虑程度对患者的缓解速度无明显影响。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文拉法辛对抑郁症患者

睡眠节律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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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艳茹 1 王红 1 吴迪 1  

1）西京医院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frequency repeti-

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 rTMS）联合新

型抗抑郁症药物联合文拉法辛对抑郁障碍患者睡眠

节律的改善作用。 

    方法  将 40 例抑郁障碍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研究组（文拉法辛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20 例）和对照组（文拉法辛治疗，20 例），观察 2

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对入组患者于治疗前和治疗 2 周后评

定疗效，以减分率及显效率为评定指标；采用多导

睡眠检测技术进行睡眠状况检测。 

    结果  研究组的有效率为 75%，对照组的有效

率为 65%,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研究组第 2 周末的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的总睡眠时间

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性差异(P < 0.01)，而且研究组在

治疗 2 周后睡眠总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

两组患者 REM 所占比例均较治疗前减低，NREM 的

比例均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而且研究组在治疗后NREM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研究发现，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文拉法

辛治疗抑郁障碍患者较单独应用文拉法辛比较，在

患者的抑郁症状有效改善的同时，其伴随的睡眠节

律异常也得到了有效改善。 

 

 

 

抑郁症状态依赖性和状态独立性的脑白质影

像学特征研究 

 

董强利 1,2 柳进 1 刘帮杉 1 鞠玉朦 1 路晓文 1 孙金

荣 1 李卫晖 1 李则宣 1 张燕 1 廖梅 2 张亮 1 王汨 1 

张丽 1 李凌江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抑郁症（MDD）是一种慢性精神疾病。

其慢性化提示 MDD 患者存在某些独立于病理情绪

的脑结构或功能损害，是复发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本研究拟从微观（脑体素）-介观（脑区结构连接）

-宏观（脑网络）三个层次探究抑郁症状态依赖性和

状态独立性的脑白质结构特征。 

    方法  基线期入组急性发作期 MDD 患者以及

健康对照。通过 24-条目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估被

试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采集被试结构和弥散张量

成像（DTI）磁共振数据。患者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

并于 6 月末 MDD 患者再次接受结构和 DTI 磁共振

扫描。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BM）探究抑

郁症全脑白质体素水平的分数各向异性（ FA）值的

差异；采用确定性纤维追踪法构建全脑结构连接图

谱并探究抑郁症患者的全脑结构连接特征；基于全

脑结构连接，分析 MDD 患者脑网络属性的全局属

性、模块化与局部属性特征。 

    结果  共 127 例急性发作期 MDD、118 例 HC、

62 例经 6 个月抗抑郁药物治疗达到临床痊愈的

MDD 被纳入分析。VBM 分析结果示：MDD 基线组

在左岛叶、左枕中回、右丘脑、左苍白球和左楔前叶

的 FA 值较 HC 组降低，其中左岛叶 FA 值降低在

MDD 痊愈组仍持续存在，而其余脑区 FA 值的改变

在痊愈组已恢复正常。脑白质结构连接分析结果示：

MDD 基线组存在 4 条结构连接强度的异常，其中右

前颞叶与右岛叶之间的结构连接强度降低，左内顶

叶和右后扣带回皮质间的结构连接强度增高，这些

异常在 MDD 患者痊愈后仍持续存在；而右前颞叶

与右后颞叶结构连接、左前颞叶与左听觉皮质结构

连接强度降低，在 MDD 患者痊愈后消失。最后，本

研究未发现 MDD 患者结构脑网络全局属性、局部

属性及模块化属性指标的显著异常。 

    结论  基线MDD患者存在左枕中回、右丘脑、

左苍白球和左楔前叶的脑白质微结构异常，以及右

前颞叶与右后颞叶结构连接、左前颞叶与左听觉皮

质结构连接强度的异常，这可能是抑郁症状态依赖

性的脑白质结构特征。左岛叶的白质微结构异常，

以及右前颞叶与右岛叶之间的结构连接、左内顶叶

与右后扣带回皮质间结构连接强度的异常，可能是

抑郁症状态独立性的脑白质结构特征和疾病复发的

神经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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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研究协作组 

 

Prolactin Levels Influenced by Antipsychotic 

Drugs in Schizophren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Network Meta-analysis 

 

朱怡康 1 张彩迪 1, Spyridon Siafis2 卓恺明 1 朱殿明
1 吴卉 2 刘登堂 1 江开达 1 王继军 1, Stefan Leucht2 

李春波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慕尼黑理工大学 

 

    Objective  : Prolactin increase is a common side 

effect in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which crucially impacts drug choice and treatment com-

pliance. As previous reviews by our group on this topic 

have not included studies from China, we aimed to com-

pare and rank antipsychotics in terms of prolactin in-

crease based on broader evidence. 

    Methods  : This systematic review pooled data of 

92 included studies from previous systematic review by 

Huhn et al and 38 newly-added studies from Chinese-

database search, including Chinese databases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ANFANG DATA, WEIPU Journal Net (VIP), and 

Sino Biomedicine Service System (SinoMed) up to 20 

May 2020. We conducted both network meta-analysis 

(NMA) and pairwise meta-analysis. The primary out-

come was prolactin increase (continuous data). We cal-

culated mean differences (MDs) for prolactin level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using random-effects 

model as primary analysis. The confidence in estimates 

of prolactin alteration by antipsychotics was assessed by 

the CINeMA framework. 

    Results  : 130 RCTs with 25610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Mean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placebo in-

dicated that risperidone, amisulpride, chlorpromazine 

were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rolactin 

levels (mean difference range 55.01-112.25 ng/mL). 

Sensitivity analyses removing two studies with massive 

baseline imbalance or removing Chinese studies with 

high risk of bias confirmed the findings. When SMD 

was applied, haloperidol, chlorpromazine, risperidone, 

sulpride, paliperidone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prolactin levels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range 

0.81-1.90), while aripiprazole significantly reduced pro-

lactin levels (SMD -0.93, 95%CI -1.53 to -0.33) com-

pared with placebo. Olanzapine, asenapine and 

lurasidone were also associated with prolactin increase 

from pairwise meta-analyses but not from NMA results. 

In contrast to a previous review clozapine and zotepine 

were no longer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prolactin lev-

els compared to placebo.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re-

vealed that prolactin increase was more severe in fe-

males. Confidence in the estimate ranged from moder-

ate to very low. 

    Conclusion  : Both newer antipsychotics (in par-

ticular risperidone, amisulpride and paliperidone) and 

older antipsychotics (in particular chlorpromazine, 

haloperidol and sulpride) increase prolactin levels with 

large effect sizes. This NMA draws the conclusion with 

larger sample size and extends evidence to more litera-

ture in this field. 

 

 

 

尿酸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作用 

 

庞礼娟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尿酸水平与首发精神分裂症认知功

能的关系 

    方法  选取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首

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80 例（病例组），募集健康志愿

者 50 例（对照组）。基线时，所有受试者均抽取晨

起空腹血用于检测尿酸水平。病例组进行为期 12 周

的随访，在基线和治疗 12 周时使用精神分裂症认知

功能成套测试（MCCB）评定认知功能，对照组只在

基线评定认知功能。 

    结 果   基 线 时 ， 病 例 组 尿 酸 水 平

（ 298.24±71.98μmol/L ）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 277.55±75.34μmol/L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在认知功能 7 大领域：信息处理速度、

注意/警觉、工作记忆、推理和问题解、词语学习、

视 觉 学 习 及 社 会 认 知 方 面 ， 与 对 照 组 相

[(36.71±10.00) 、 (35.84±10.94) 、 (46.60±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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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4±10.44) 、 (41.36±10.26) 、 (45.66±9.99) 、

(41.83±11.25)]比较，病例组的评分[(29.53±11.74)、

(28.26±11.68) 、 (37.15±9.61) (33.81±9.01), 

(33.36±8.59), (35.84±11.98), (31.62±9.01)]均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 12 周后，

与治疗前相比较，病例组的注意及警觉性

（32.83±9.84）、工作记忆（44.84±9.65）、词语学习

（39.31±8.31）及社会认知（38.60±11.95）等认知功

能领域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尿酸水平与基线时认知功能

7 大领域评分无相关性（均 P>0.05）；在控制年龄、

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混杂因素后，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尿酸水平与工作记忆改善正相关

（P<0.05）。 

    结论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尿酸水平升高，同

时尿酸水平可能是其认知功能改善的预测因子。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及其脑机制

研究 

 

范丰梅 1 黄隽超 1 谭淑平 1 王志仁 1 谭云龙 1, L, 

Elliot Hong2  

1）北京回龙观医院 

2）美国马里兰大学 

 

    目的  评估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

和认知功能损害与皮层厚度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入组精神分裂症患者 127 例和 83

例健康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三个亚组，包括

45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40 例治疗反应良好的患

者和 42 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所有被试进行

认知测查和磁共振扫描，患者进行临床症状严重程

度评估。影像学数据分析计算皮层厚度，并进行统

计分析，评估皮质厚度对难治精神分裂症和认知损

害的预测作用。 

    结果  研究结果发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和难

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右上额叶、梭形回、额叶下回

的盖部和边缘上皮质的皮层厚度显著减小（图 1）。

这些区域的平均皮质厚度减少与难治的高风险显著

相关。并且这些区域的皮质厚度对认知缺陷对难治

的诊断起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图 2）。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幻听症状和认知障碍与这些区域的平均皮层厚

度也显著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右上额叶皮质、梭

状回、额叶下皮质盖部和边缘上皮质厚度减少，可

能是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因素。皮层厚度异常

进一步介导与难治精神分裂症密切相关的认知缺陷。 

    结论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四个额叶和颞

叶/顶叶皮质区的厚度减少，而认知障碍对难治性精

神分裂症的影响主要由这些区域的皮层厚度介导。

本研究为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提供了重要的脑结构异

常特征，期望为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有效治疗提供

有用的影像学标记物。 

 

 

 

Switching From Oral Antipsychotics To Once-

monthly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 Mirror-image Study 

 

刘洁 1 白录东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By observing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one year before and after switching from oral 

antipsychotics (OAPs) to once-monthly paliperidone 

palmitate (PP1M),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total costs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cluding direct 

costs and indirect costs, after switching treatment pat-

tern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schizophrenic (ICD-10)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patients from Shandong Mental 

Health Center were collected from December 2016 to 

June 2019. Treatment modalities, health car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ost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switching directly from oral antipsychotics to PP1M. 

    Results  Of the 82 patients included in the main 

analyses, hospitalization costs decreased was partly off-

set by the increase of medical costs, which causing di-

rect costs slightly increased (t=-1.81, P＞0.05). The re-

duction of productivity costs (t=2.06, P＜0.05) and 

caregiver care costs (t=1.99, P≤0.05) was seen at post-

PP1M switch, therefore the indirect costs also obviously 

reduced (t=2.31, P＜0.05). Total costs slightly increased 

(t=-0.05, P＞0.05）compared to pre-PP1M period. For 

patients with ≥ 1 all-cause inpatient stay in the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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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n=32), compared with pre-PP1M, a fewer num-

ber of inpatient stays (t=1.73, P＜0.05) and hospitaliza-

tions (t=2.56, P≤0.01) were observed an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direct costs (t=2.20, P＜0.01) was observed 

post-transition to PP1M. 

    Conclusion  Switching to PP1M from OAPs can 

improve adherence to therapy and not increase the costs 

of health care in the clinical. Patients with ≥1 recent all-

cause inpatient stay ha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direct 

costs after switching from oral antipsychotics to PP1M, 

suggesting that patients with ≥1 all-cause inpatient stay 

may benefit after switching to PP1M. Indirect costs de-

crease from OAPs to PP1M, suggesting that reduce the 

burden of the family labor after switch to PP1M. 

 

 

 

精神分裂症患者语音情绪识别和社会功能：

阴性症状的中介作用 

 

范宏振 1 王云辉 1 李东 1 李亚军 1 常玉媛 1 刘艳兰
1 谭淑平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语音情绪识别对社

会功能的影响 

    方法  进行方便取样，选取精神分裂症患者 161

人[年龄 17～62 岁、平均（年）41.2±12.0；男 74 人，

女 87 人；受教育年限（13.5±2.4）年]。选取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匹配的正常对照 82 人[年龄 22～

59 岁、平均（年）39.8±9.8；男 29 人，女 53 人；受

教育年限（14.2±2.8）年]；使用语音情绪识别量表对

所有受试者的语音情绪识别能力进行评估，使用个

人与社会功能量表 (PSP)和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分别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和临床

症状进行评估；使用通径分析的方法考察精神分裂

症患者临床症状在语音情绪识别对社会功能影响中

的中介作用。 

    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语音情绪识别能力低于

正常组（t = 7.49, p < .001）；通径分析结果表明，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在语音情绪识别和社会功

能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2/df = 1.05，GFI = 0.99，

AGFI = 0.96，NFI = 0.91，IFI = 1.00，TLI = 0.99，

CFI = 0.99，RMSEA = 0.021, SRMR = 0.045）；整个

模型拟合指数良好。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语音情绪识别对社会功

能的影响可能是通过阴性症状为中介。 

 

 

 

Distinct Neuroimaging Markers of Obsessive-

compulsive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 Resting-

state FMRI Study 

 

贾艳利 1 骆利元 1 汪琦 1 肖彬彬 2 詹雯洁 2 谢婳頔
2 厉汪涛 2 严云燕 2 刘兰英 1  

1）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have ob-

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some of which are re-

lated to the antipsychotics they take (clozapine is the 

most common one).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se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and those of obses-

sive-compulsive disorder mainly relies on sympto-

matology diagnosis.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re 

has been no study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of the two diseases 

regarding neuroimaging markers. 

    Methods  Twenty-seve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caused by 

clozapine (SCZ-clz), 30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ob-

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not caused by clozapine 

(SCZ-nclz) , 31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

order (OCD), and 26 healthy controls (HC) were re-

cruited to undergo tests of th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some clinical assess-

ments including the Yale-Brown Obsessive-Compulsive 

Scale, the Hanmilton Depression Scale,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Results  SCZ-clz, SCZ-nclz and OCD showed 

the alterations of local cerebral activities, manifested by 

the value of wavelet-based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Wavelet-ALFF). Compared to HC, SCZ-clz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Wavelet-ALFF in the right fusi-

form gyrus; OCD had higher Wavelet-ALFF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lower Wavelet-ALFF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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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putamen and the right fusiform gyrus. Compared to 

OCD, SCZ-clz had lower Wavelet-ALFF in the left su-

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higher Wavelet-ALFF in the left 

putamen; SCZ-nclz had lower Wavelet-ALFF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higher Wavelet-ALFF in the 

left putamen and the right fusiform gyrus. Compared to 

SCZ-nclz, SCZ-clz had lower Wavelet-ALFF in the left 

putamen and the right fusiform gyrus. 

    Conclusion  SCZ-clz, SCZ-nclz and OCD have 

specific neuroimaging markers, which may help im-

prove the diagnostic rate of these diseases and optimize 

the therapeutic regimen.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血清 C 反应蛋白水

平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张顺 1 李娜 1 王丽萍 1 于振剑 1 马文有 1  

1）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血清 C 反

应蛋白（CRP）水平表达，分析其血清 CRP 水平变

化可能的相关因素。 

    方法  选择医院 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

间住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00 例及其一级亲属

175 名作为研究对象，将精神分裂症者作为精神分

裂症组，将一级亲属作为一级亲属组，并选择同期

医院接受全身体检证实为身体健康的 200 名人群作

为健康对照组。对全部调查人员均测定血清 CRP 水

平，一级亲属接受症状自评量表 SCL-90、精神分裂

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阳性和阴性症状量

表（PANSS）等评分测试评定。比较 3 组血清 CRP

水平表达，比较一级亲属与健康对照组 SCL-90 评

分；对比一级亲属不同性别、年龄、心理健康状况、

认知功能、症状严重程度等情况下的CRP水平表达，

经线性回归分析一级亲属血清CRP水平异常可能的

相关因素。 

    结果  3 组受检者中，精神分裂症组患者血清

CRP 水平最高，后由高至低依次为一级家属组、健

康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较健康对照组，一级亲属组强迫症状、躯体化、人际

关系敏感、焦虑、抑郁、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

性得分及总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经线性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心

理健康状态不佳、认知功能低下及中重度症状均可

能是影响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血清CRP水平的相关

因素（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血清CRP水平

呈高表达，可能与一级亲属不良心理健康状况、认

知功能低下、合并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症症状等因

素有关，对于家族有精神分裂症治疗史的人群，若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其一级亲属，应注意血清 CRP 水

平表达的变化，若发现血清 CRP 呈异常高表达，应

及时干预，以减少精神分裂症的发生。 

 

 

 

氯氮平所致粒细胞缺乏症基因组学研究的

Meta 分析 

 

苏亮 1,2 刘璨璨 2 陆峥 2,3 王立伟 1,2 徐一峰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3）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

反应和不良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药物基因组学研究

数据显示基因多态性的个体差异在预测药物疗效、

严重不良反应等方面中起重要作用。氯氮平是难治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疗效最为突出的新型抗精神病

药物，但可引起严重的致死性粒细胞缺乏症。近年

来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有研究

显示在汉族和其他亚洲人群中，HLA-B*1502 等位

基因与卡马西平诱导的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重

症多形性红斑）和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SJS-TEN）

强相关，但氯氮平所致粒细胞缺乏症的基因组学研

究结果并不明确，故我们通过 Meta 分析探讨氯氮平

所致粒细胞缺乏相关的等位基因。 

    方法   根据 Cochrane 协作网工作手册检索

PubMed、EMBase、Web of knowledge、中国期刊网、

万方、维普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等数据库，检索时

间为 1982 年-2020 年 6 月 8 日。检索出可能与氯氮

平所致粒细胞缺乏相关的易感基因及单核苷酸多态

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作为

遗传标记。使用 STATA 统计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有 6 项研究纳入 Meta 分析，研究对象

分别为东亚、近东、欧洲、混合样本分别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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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项研究。合并分析的总样本量为 1026 例，结果

表明 HLA-B、HLA-C、HLA-DQB1、HLA-DRB1、

HLA-DRB3、HLA-DRB5、HLA-DPB1 基因与氯氮

平所致粒细胞缺乏存在关联。HLA-C*0701、HLA-

DPB1*0401、HLA-DQB1*0502、HLA-DRB1*0101、

HLA-DRB3*0202 与欧洲人群相关，HLA-B*3801 与

混合样本人群（Mixed Population，P=0.0007）和近

东人群（Near Eastern，P< 0.001）存在相关，HLA-

B*5901 等位基因与东亚人群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

氯氮平所致的粒细胞缺乏症显著相关（P=0.015）。 

    结论  亚洲人群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氯氮平所

致粒细胞缺乏症与 HLA-B*3801、HLA-B*5901 等位

基因相关，其中 HLA-B*5901 等位基因与东亚人群

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氯氮平所致的粒细胞缺乏症显

著相关。 

 

 

 

精神运动康复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

改善作用 

 

陆如平 1 高慧 1 蒋琳娜 1 陈晓亚 2 彭红 1 沈辉 2 范

青 2  

1）上海市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精神运动康复（Psychomotor Therapy）是

一种把人体运动功能和脑部功能（认知、情感与心

理表征）相结合的综合性康复手段；这是一种针对

患者身体机能运动与大脑间的联系而采取的非药物

治疗措施。“共情”、“适应”、“关系”和“非语言交流”

是精神运动康复的四大理念，旨在让患者与其家人

能真正主动参与到康复中。本研究旨在将精神运动

康复引入到国内精神科临床治疗中，探究其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干预效应。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 76 例稳定期精神分

裂症患者分为研究组及对照组各 38 例；两组对象均

给予常规的治疗、护理及日常康复，研究组在此基

础上予以精神运动康复干预，干预周期为 10 周，每

周 2 次，共 20 次，每次 45 分钟。方法是运用各种

媒介对研究组对象的精神运动功能进行训练，共制

定 20 次训练方案。训练技术方案来源于《中法精神

运动康复师资连续培训项目》。训练内容主要涉及精

神运动评估、声音与情绪、非言语沟通、肌张力的控

制与变化、肌张力对话、运动机能、运动协调、基础

运动行为、躯体识别、身体感知和身体表征、空间和

时间感知等方面。分别于入组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 

    结果  研究组及对照组分别有 36 例患者完成

观察。治疗后，研究组对象 PANSS 量表的阴性症状

分量表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 

    结论  精神运动康复可以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阴性症状。 

 

 

 

融合 ERP特征和脑网络属性方法对精神分裂

症的分类预测 

 

阴桂梅 1 张进国 2 李东 2 谭淑平 2 赵艳丽 2  

1）太原师范学院计算机系 

2）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医学研究中心 

 

目的  寻找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和预后

具有非常重要价值的精神分裂症早期识别和诊断的

客观生物学指标和方法。 

方法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成分能获取认知任务相应脑区活跃节点的本

地活动特征，而功能连接模式则能获取脑区间交互

信息时的特征，这两种特征对于识别精分症状具有

互补性质。为此，本研究在提取 34 例精神分裂症患

者和 34 例正常对照在工作记忆任务中具有显著性

差异的 ERP 特征和脑网络属性的基础上，选择 Filter

和 Wrapper 相结合的两级特征选择方法，特征选择

中首先基于 Filter 算法的 F-Score 算法对特征进行评

价并设定最佳分类阈值，然后用基于 Wrapper 算法

的序列向前搜索算法选择最优特征子集，选择 SVM

分类器，采用十折交叉验证法评估该方法的性能。 

    结果  精神分裂症工作记忆数据结果为最高分

类准确率达 97.38％，敏感性为 91.17％，特异性为

100％。 

    结论  该方法可以充分利用这两个特征空间各

自的优势，通过检验，分类、统计方法，深度挖掘与

这两个特征成分相关的特征频段与特征脑区，进一

步改善了精分患者状态预测的性能，可为探索精神

分裂症的神经病理机制提供合理有效的依据。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630 

 

Influence of High-frequency RTMS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

phrenia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陈蕾 2 温娜 1 刘家洪 1 张瑶瑶 2 王孟璞 2 唐伟 1,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evaluate the effi-

cacy of high-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over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

tex (DLPFC) in ameliorating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chronic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Methods  Fifty-two chronic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groups: active 

rTMS group and sham rTMS group, with existing anti-

psychotic drugs combined 20 sessions of 10 Hz ac-

tive/sham rTMS over DLPFC (20min/session, 

5times/week).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the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

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and the 

Stroop Color and Word Test (SCWT) were used to eval-

uat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of 

the patients. 

    Results  Our results indicated significant im-

provements in clinical symptoms (PANSS total and sub-

scale scores)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RBANS total and 

subscale scores, card 1 and card 3 of the SCWT test) 

(All p < 0.05) after 4-week intervention both in active 

and sham rTMS group. Moreover, the active rTMS 

group showed more effective on ameliorating negative 

symptoms (p = 0.002), immediate memory (p = 0.016) 

and delayed memory (p = 0.047) compared to the sham 

group. Interestingly, the decrease of PANSS negative 

symptom scores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RBANS language scores in the real stimula-

tion group (p = 0.046). 

    Conclu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 fre-

quency rTMS stimulation over left DLPFC as a supple-

ment to antipsychotics may have potential benefit in im-

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chronic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uture studies 

are warrante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ncreased Subcortical Region Volume In-

duced by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n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山肖肖 1 张海山 2 张红星 2 郭文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河南省精神病院 

 

    Objective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trea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ECT remain 

unknown.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treatment effects of 

ECT on brain structur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explored. 

    Methods  Sevent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29 in the ECT group and 41 in the drug group) were 

scanned using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atients in the drug group were scanned at baseline 

(time 1) and follow-up (time 2, 6 weeks of treatment). 

Patients in the ECT group were scanned before ECT 

treatment (baseline, time 1) and 10–12 h after the last 

ECT treatment (time 2). Voxel-based morphometry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imaging data. 

    Results  Patients in the ECT group showed sig-

nificantly increased gray matter volume (GMV) in the 

bilateral hippocampus/amygdala and left superior tem-

poral gyrus (STG)/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 after 

ECT combined with antipsychotic therapy at time 2. By 

contrast, patients in the drug group showed decreased 

GMV in widespread brain regi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

tween the increased GMV in the bilateral hippocam-

pus/amygdala and PANSS scores at baseline in the ECT 

group. 

    Conclusion  ECT may modulate brain structur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e GMV in distinct 

subcortical regions was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 thera-

peutic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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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与葵酸氟哌啶醇注射

液治疗依从性对比研究 

 

魏继祖 1 吕国强 1 李 芸 1 祁国东 1 沈可耕 1  

1）固原市精神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与葵酸氟哌

啶醇注射液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依从性 

    方法  收集我院 2020 年 1 月_2021 年 1 月治疗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96 例，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理治疗项目内接受葵酸氟哌啶醇注射液合并苯海索

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48 例作为对照组；在门诊接

受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合并苯海索治疗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 48 例为实验组，不合并其他抗精神病药物。

比较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及治疗依从性。 

    结果  实验组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P=0.016），

且实验组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P=0.023）。 

    结论  两药对急性期精神分裂症的兴奋、躁动

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都能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阳

性症状因子分,对精神分裂症有肯定的疗效。传统多

采用葵酸氟哌啶醇注射液治疗精神分裂症，部分患

者临床疗效不佳，且不良反应大，可引急性锥体外

系反应 、肝功能异常、恶性症状群和可能的认知功

能损害，对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和社会功能的康复造

成较大影响。有研究表明，棕榈酸帕利哌酮其不良

反应较葵酸氟哌啶醇注射液发生率低，患者治疗依

从性好[4,5]，本研究也再次证实这一观点，且能有效

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值得临床推广使用。同时，医

患间良好的治疗关系是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的有力

保障，要加强医患关系建设，进一步提高患者依从

性。 

 

 

 

基于 DNA 甲基化和前脉冲抑制特征的区分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超高危和健康人群 

 

田晴 1,2,3 杨宁波 3,4 范玉 1,3 殷光中 1 王传跃 3 范明
2,5  

1）苏州市广济医院，苏州 215137 

2）首都医科大学脑重大疾病研究中心，北京 100088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北京 100069 

4）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洛阳 

471003 

5）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

100850 

 

    目的  精神分裂症由于其病因的复杂性及症状

的异质性，一直缺乏可用于临床实践的客观生物学

指标。DNA 甲基化作为表观遗传调控的常见形式之

一，是一个基于基因同时又受环境事件影响的指标。

而前脉冲抑制（PPI）作为精神分裂症的内表型之一，

与疾病的典型行为症状密切相关，同时携带有疾病

的遗传负荷。两者都可应用在精神分裂症的病理机

制研究中，也可作为临床生物标志物作为疾病预测、

诊断、评估的指标。本研究旨在开发一种基于 DNA

甲基化和前脉冲抑制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用于区

分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超高危及健康人群。 

    方法  在本研究中，共纳入 31 例首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34 例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26 例健康对

照。通过 Illumina MethylationEPIC 甲基化芯片收集

受试者 DNA 甲基化数据，通过知觉空间分离范式收

集 PPI 数据。对 DNA 甲基化数据进行归一化、标准

化之后，利用递归特征消除法筛选特征。分别以

DNA 甲基化特征、前脉冲抑制特征以及这两组的特

征组合构建模型，应用随机森林算法通过 10 折交叉

验证区分三组人群。 

    结果  1. 区分首发患者与健康人群：DNA 甲基

化数据以校正后 P<0.05 为阈值，筛选出 18696 差异

甲基化位点，经过特征处理共筛得 900 个特征位点

用于建模。结果显示，DNA 甲基化模型、PPI 模型、

组合特征模型准确率分别为 82.5%、93.0%、94.7%，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90.3%、98.8%、

98.6%。组合模型表现最优。 

    2. 区分超高危人群与健康人群：DNA 甲基化数

据筛选出 47376 差异甲基化位点，经过特征处理共

筛得 4 个特征位点用于建模。结果显示，DNA 甲基

化模型、PPI 模型、组合特征模型准确率分别为

88.3%、90.0%、96.6%，AUC 分别为 96.7%、98.3%、

99.0%。组合模型表现最优。 

    3. 区分首发患者、超高危及健康人群：DNA 甲

基化数据筛选出 28245 差异甲基化位点，经过特征

处理共筛得 10 个特征位点用于建模。DNA 甲基化

模型、PPI 模型、组合特征模型准确率分别为 79.1%、

44.0%、79.1%。DNA 甲基化模型、组合特征模型表

现较好，同时可以推断 PPI 指标可能无法提升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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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模型区分效果。 

    结论  DNA 甲基化和前脉冲抑制指标可作为

精神分裂症的生物标志物，具有进一步开发为精神

分裂症辅助诊断工具的潜力。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Genetic Polymor-

phisms of ALDH2 and HDAC2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Alcohol Use Disorder 

 

Shuqi Xu 1, Ran Wang1, Xueyi Wang1  

1）Mental Health Center, 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Oxidative stress has been proven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cognitive dysfunction of alcohol 

use disorder (AUD). Aldehyde dehydrogenase 

gene2(ALDH2) and 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s) 

play critical functions in oxidative stress respectively, 

and they are both related to neurocognitive performance. 

We hypothesized that AUD would involve common 

genes and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neurocognitive im-

pairment. However, there is no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ALDH2 and HDAC2 poly-

morphisms in AU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

plore the effects of ALDH2 Glu504Lys and HDAC2 

rs13209064 genotypes on cognition respectively; and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ALDH2 and HDAC2 

polymorphisms on cognition; finally, we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this gene-gene interaction in both the AUD 

and control group separately. 

    Methods  A total of 499 individuals were en-

rolled in the present study, including 194 patients with 

AUD and 305 controls. AUD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in 

the period between April 2016 and December 2016. Pa-

tients were diagnosed for AUD according to the Struc-

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SCID) by four 

registered psychiatrists. In our study, ALDH2 

Glu504Lys (rs671) and HDAC2 (rs13209064) polymor-

phisms were analyzed in AUD group and healthy group. 

The Hopkins Verbal Learning Test-Revised (HVLT-R), 

The Visuospatial Memory Test-Revised (BVMT-R), 

Digit Symbol Coding Test (DSCT), and Digit Span Test 

(DST) were used to assess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 The 

ALDH2 and HDAC2 polymorphisms, rs671 and 

rs13209064, were acquired using the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

trometry (MALDI-TOF MS). Hardy-Weinberg equilib-

rium (HWE) was examined by Haploview4.2. Multivar-

iat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MANCOVA)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s in different 

groups. Cohen’s f was used to calculate effect size. 

    Results  We found that ALDH2 had a main effect 

on DST-B (F=4.741, p=0.030, Cohen’s f =0.100) and in-

teracted with the AUD on BVMT-R (F=7.241, p=0.007, 

Cohen’s f =0.120). Furthermore, we discovered a signif-

icant interactive between ALDH2 and HDAC2 poly-

morphisms on HVLT-R (F=7.903, p=0.004, Cohen’s f 

=0.128). In detail, the result reveals opposite effects of 

the HDAC2 rs13209064 genotype on HVLT-R score in 

different ALDH2 Glu504Lys genotype. Meanwhile, In 

HDAC2 C genotype, ALDH2 GG carriers was associ-

ated with better cognitive function than A carriers 

(24.118±0.391 vs 22.286±0.585, p=0.009). And only in 

AUD group,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in 

HVLT-R (F=5.198, p=0.023, Cohen’s f =0.132). No sig-

nificant interactions among factors were found in con-

trol group. 

    Conclusion  Our study is the first to find an inter-

action between ALDH2 and HDAC2 gene polymor-

phisms in cognitive function,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neuroprotec-

tive targets for AUD oxidative stress. 

 

 

 

不同剂型帕利哌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安

全性及依从性研究 

 

徐丽芬 1 王小曼 1 张金钮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对比应用不同剂型帕利哌酮治疗精神分

裂症疗效、安全性及依从性研究。 

    方法  研究对象来自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就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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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症患者，且已接受口服帕利哌酮缓释片（PP-ER）

治疗，无严重的躯体疾病、酗酒，共 92 例。随后根

据患者及家属的意愿选择使用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

液（PP1M）或继续给予 PP-ER 治疗。其中使用 PP1M

的有 50 人,使用 PP-ER 的有 42 人。对这两组患者进

行为期 1 年的随访，并分别在基线及 3 月、6 月、9

月、12 月进行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药物

依从性评定量表（MARS），社会功能量表（PSP），

用药满意度问卷（MSQ）的评估及观察患者的不良

反应。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或者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两组总体治疗时长。未完

成 12 个月治疗的患者量表评分根据末次结转法采

用其末次观测值。 

    结果  1.共有 48（52.1%）人完成了 1 年的随访，

PP1M 与 PP-ER 两组脱落的原因：疗效不佳换用其

他药物（4vs11，P=0.019），停止治疗（9vs9，P=0.605），

疾病复发（5vs5，P=0.714）。 

    2.两组均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其中 PP1M 组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为 15.7％，PP-ER 组为 24.3％，差

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但观察到 PP1M 组体重增加

者占比多（33.3％vs24.3％,P=0.349)。 

    3.经治疗后两组 PANSS、MARS、PSP 及 MSQ

评分均稳步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4.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发现，使用 PP1M

比 PP-ER 治疗时间长（logrank=5.225，P=0.022）。 

    结论  使用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治疗效果好，

不良反应少，并且能够有效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依

从性、社会功能和药物的满意度。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一级亲属的事件相关电

位 N2、P3 和认知功能的研究 

 

任爽 1 任会鹏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无症状的一级亲

属进行事件相关电位 N2、P3 测验和认知功能评估，

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一级亲属的事件相关电位

N2、P3 和认知功能的特征，并探究认知功能与事件

相关电位 N2 是否存在相关性。 

    方法  采用听觉 oddball 范式，对 22 例精神分

裂症患者、24 例无症状的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27

例健康对照组进行事件相关电位 N2 测试，并分别

记录三组受试者 N2、P3 潜伏期和振幅；对三组受试

者分别进行神经认知功能测评，并对事件相关电位

和神经认知功能之间进行 Pearson's 相关分析。 

    结果  1. 患者组的 N2 潜伏期较亲属组和正常

组均有延长（均 P＜0.05）,一级亲属组的 N2 潜伏期

与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的

N2 振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 P300 潜

伏期，在 CZ、FZ、PZ 三点，患者组潜伏期较一级

亲属组延长（P＜0.001，P＜0.001，P＜0.001），在 CZ、

PZ 点，一级亲属组潜伏期较对照组延长（P=0.003，

P=0.001），在 FZ 点，一级亲属组潜伏期与对照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7）；P300 振幅，在 CZ、FZ、

PZ 三点，患者组的振幅均较一级亲属组减低（P＜

0.001，P＜0.001，P＜0.001），一级亲属组振幅均与

对照组振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07，P=1.000，

P=0.967）；3. 患者组在连线测验 A、符号编码、霍

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简易视觉空间记忆测验、色

词测验、持续性操作测验较亲属组和正常组均有统

计学差异（均 P＜0.05）；而亲属组与对照组间在各

项认知功能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4. N2 潜

伏期与连线测试 A 呈正相关（P=0.015），与符号编

码呈显著负相关（P＜0.001）；P300 潜伏期 CZ 点与

色词测验呈负相关（P=0.012），余各项与认知测验得

分均无显著相关性（均 P＞0.05）。 

    结论  事件相关电位 N2、P3 潜伏期延长、P3

振幅减低可以作为精神分裂症的状态性标志；N2 振

幅既不能做为状态性标志也不能做为遗传性标志；

P3 潜伏期或可成为遗传性标志。精神分裂症患者存

在显著的认知功能下降，而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的

认知功能与健康人群无明显差异。事件相关电位 N2、

P3 潜伏期和部分认知功能具有相关性。 

 

 

 

关于磁共振波谱测量下的精神分裂症高危人

群脑内谷氨酸水平的 meta 分析 

 

王强 1 任会鹏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成年早期发病的神经

发育性障碍，也是全球残疾的主要原因。通过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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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探索精神分裂症高危人群脑内谷氨酸类化合物

（Glx）、谷氨酸（Glu）的水平对早期识别精神分裂

症的神经生化异常的作用。 

    方法  检索中英文数据库中建库-2020 年 10 月

的文献。收集比较了精神分裂症高危人群组与正常

对照组在磁共振波谱测量下脑内的 Glx、Glu 浓度的

差异。 

    结果  初步检索 2486 篇文献，最终纳入 27 篇

文献，43 组数据，样本量 3875 例。①Meta 分析结

果显示丘脑 Glu 的效应值为 (MD=-0.36，95%CI:-0. 

64~-0.09，P = 0. 01)提示丘脑 Glu 在精神分裂症高危

人群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背外侧

前额叶 Glu 的效应值为 (MD=-0.76，95%CI:-0. 15~-

0.03，P = 0. 04)，提示背外侧前额叶 Glu 在精神分裂

症高危人群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颞叶Glu的效应值为 (MD=-1.15，95%CI:-1.88~-0.43，

P = 0. 002)提示颞 Glu 在精神分裂症高危人群组和正

常对照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而在其它脑区以及

人脑整体没有发现两组间的 Glx 或 Glu 的差异（P＞

0.05）。 

    结论  丘脑 Glu 浓度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发作前

的风险标志物。 

 

 

 

中国北方男性 HDAC2 基因多态性对酒精使

用相关认知功能的影响 

 

徐书琦 1 王冉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近年来酒精使用情况和认知功能的关系

备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表明轻中度饮酒对认知功能

具有保护作用，而不良饮酒行为可能增加认知衰退

的风险。同时发现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2(histone 

deacetylase 2, HDAC2)基因对多种形式的学习和记

忆产生影响,并在酒精使用障碍中发挥重要作用。本

研究探讨 HDAC2 基因多态性是否与酒精使用障碍

患病风险有关，并确定基因型对不同饮酒人群的认

知功能产生影响。 

    方法  本研究调查了 2016 年 1 月-12 月河北省

石家庄市藁城地区参与入职体检的人群 1539 人。根

据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 (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筛查出高风险饮酒组

（n=194），将其余人群根据有无饮酒史又分为低风

险饮酒组（n=186）和正常对照组（n=124）。采用视

觉图形记忆测验(BVMT-R)、霍普金斯语言学习测试

修订版(HVLT-R)、数字符号替换测验（DSST）、数

字广度测试（DST）评估 3 组人群认知功能情况；

提取受试者外周血中 DNA，采用 Agena MassAR-

RAY SNP 基因分型法检测 HDAC2 rs9481408、

rs6568819、rs9488289基因多态性；采用Kruskal-Wal-

lis H 检验方法分析三组人群间认知功能的差异，以

及三组间各多态性位点同一基因型人群的认知功能

差异。 

    结果  与高风险饮酒组及正常对照组比较，低

风险饮酒组的 HVLT-R、DSST 得分较高（Z=-2.491, 

p=0.013; Z=-3.850, p＜0.001），且进一步的基因型分

析显示 DSST 分数较高的低风险饮酒组人群均携带

CC 基因型（H=11.213, p=0.004；H=10.701, p=0.005；

H=10.000,p=0.007）。 

    结论  中国北方汉族男性人群 HDAC2 基因多

态性与酒精使用相关的认知功能存在相关性。适度

饮酒可能保护认知功能，且 rs9481408、rs6568819、

rs94882893 位点的 CC 基因型可能对适度饮酒人群

认知功能的联想、视觉-运动协调能力、精细运动、

持久能力和操作速度方面具有保护性作用。 

 

 

 

HDAC2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及其认知

功能障碍的相关性 

 

万瑾凌 1 徐书琦 1 王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抗精神病药物是目前治疗精神分裂症的

主要手段，但对于认知功能的改善微乎其微，研究

发现 HDAC2 对于认知功能具有负面影响。本研究

探讨 HDAC２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

能的相关性，为治疗精神分裂者患者认知功能提供

新的思路。 

    方法  选择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

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106 例。同时招募 110 名健

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采用简易视觉空间记忆测验

（BVMT-R）、霍普金斯词汇学习测验（HVLT-R）、

数字符号测验（SDMT）和数字广度测试（DS）分析

两组人群的认知功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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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1.认知功能：病例组在 BVMT-R、DS（倒

叙）和SDMT中得分均低于正常对照组(p＜0.001）。

2.基因型分析：对 17 个 SNPs 位点的基因型进行卡

方检验，其中 rs2810164 (p=0.043) 和 rs538681

（p=0.018）基因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各 SNPs 位

点不同基因型患者认知功能比较：分别对 17个SNPs

位点不同基因型患者认知功能水平的比较后发现， 

（1）BVMT-R 1 试中 rs2810164 位点不同基因型患

者比较结果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p=0.029），BVMT-

R 2 试中 rs2810164 位点不同基因型患者比较结果提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0）；（2）DS（顺序）

中，rs13204445（p=0.015）、rs13209064（p=0.014）、

rs2025191（p=0.014）比较结果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3）DS（倒序）rs2169506（p=0.047）、rs352066

（p=0.047）、rs352068（p=0.031）比较结果提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4）符号编码测试中 rs2169506 位点

比较结果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4.回归

分析：将认知结果设为因变量，HDAC2 SNPs、年龄、

文化程度、病程等设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发现 HVLT 1、2、3 试及总分与 rs2810164、

病程具有相关性；BVMT 1、2、3 试及总分与 rs538681、

rs2243356 相关；SDMT 测试与 rs2443356 具有相关

性。 

    结论  中国汉族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与

HDAC2 基因 rs2810164 和 rs538681 位点具有相关

性，且患者的部分认知功能受 HDAC2 基因

rs2810164 位点基因多态性的显著影响。 

 

 

 

酒精使用家族史对个体饮酒特征及酒精使用

障碍患病的影响 

 

宋美 1 王岚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观察并探讨家族性酒精使用对个体饮酒

特征的影响以及阳性家族史对酒精使用障碍发病的

风险。 

    方法  调查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10 个单位

的在职男职工。根据自评信息，将受试者分为有家

族史组（Positive Family History, PFH）和无家族史组

（No Family History, NFH）。调查一般人口学特征和

酒精使用情况。采用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

（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

评估受试者饮酒风险水平，采用酒精依赖量表

（Alcohol Dependence Scale, ADS）评估受试者酒精

依赖的严重程度。采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四版》（DSM-Ⅳ）诊断酒精依赖和酒精滥用。 

    结果  共纳入 1379 人，其中 PFH 组 452 人，

NFH 组 927 人，两组平均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无明显

差异。PFH 组初次饮酒年龄低于 NFH 组（t=2.519，

P=0.012），初次醉酒年龄 2 组无明显差异。两组初

次饮酒年龄在 18 岁以前的人数无显著差异

（χ2=2.256，P=0.144）；饮酒特征方面：两组饮酒年

限无明显差异（t=1.393，P=0.164），PFH 组既往经

常饮酒（χ2=50.930，P=0.000）、独自饮酒（χ2=11.856，

P=0.001）、空腹饮酒（χ2=19.165，P=0.000）、快速饮

酒（χ2=26.808，P=0.000）、饮中高度白酒（χ2=39.483，

P=0.000）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NFH 组。PFH 组具

有高饮酒风险（χ2=62.780，P=0.000）的发生率显著

高于 NGH 组，PFH 组 ADS>9 分（提示酒依赖）的

发生率（14.3% vs. 6.8%， χ2=35.057，P=0.000）显

著高于 NFH 组，并且通过诊断性评估，PFH 酒精使

用障碍的检出率显著高于 NFH 组（51.9% vs. 30.5%, 

χ2=59.678，P=0.000）。多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

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月收入水平等因

素后，酒精使用家族史仍然是酒精使用障碍当前患

病的危险因素（OR=2.494, 95%CI=1.969-3.165）。 

    结论  具有酒精使用家族史的个体更容易发展

有害饮酒、高危饮酒的特征，酒精使用家族史是酒

精使用障碍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手指比值（2D:4D）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研究 

 

柳美玲 1 李业平 1 张艳 1 施星明 1 李融 2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2）西交利物浦大学 

 

    目的  探究第二根手指与第四根手指长度的比

值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揭示手指比值模式与精神

分裂症发病的潜在联系。 

    方法  利用软件对 148 名正常人及符合 ICD-10

诊断标准的 136 名精神分裂症的手指照片进行测量。 

    结果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在正常

组中，男性左右手的 2D:4D 比值显著小于女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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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男性和女性左右手

的 2D:4D 比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右

手的 2D:4D 比值显著小于正常人组（P＜0.05）。在

女性中，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左右手的 2D:4D 比值

均显著小于正常人组（P＜0.05），而在男性中，男性

精神分裂症患者左右手的 2D:4D 比值均显著大于正

常人组（P＜0.05）。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左手和右手之间的总体平均

2D:4D 比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正常组中，

右手的总体平均 2D:4D 比值显著大于左手，其中女

性右手的总体平均 2D:4D 比值显著大于左手，而男

性的左手和右手之间的 2D:4D 比值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2D:4D 比值在正常组男女之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女性的比值显著大于男性，而

精神分裂症患者男女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正常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女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左右手的 2D:4D 比值均显著小于正常人组，

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左右手的 2D:4D 比值均显著大

于正常人组。此外，正常组右手的 2D：4D 比值显

著大于左手。 

    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及相关因素分析，我们发

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异于正常人的手指 2D:4D 比

值，这表明与该比值相关的胚胎期性激素环境可能

是影响精神分裂症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进一

步更加深入的研究。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特点的研究 

 

施星明 1 张艳 1 李业平 1 李融 2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2）西交利物浦大学 

 

    目的  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为的特点，为

预防其攻击行为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有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54 

例，无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41 例，采用自编

调查问卷、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dified overt aggres-

sion scales，MOAS）、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对患者社会人

口学和临床特征、攻击行为和精神症状进行评估。 

    结果  1.有攻击行为组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无

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有攻击行为组患

者的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较低，多单身，多数有既

往攻击史；2.MOAS 得分：有攻击组的言语攻击（Z 

=-7.270，P <0.001），对财物的攻击（Z =-7.375，

P<0.001）、对自身攻击（Z =-4.264，P <0.001），体力

攻击（Z=-6.94，P<0.001）评分及总分（Z=-7.33，

P<0.001）高于无攻击行为组，统计学差异显著；

3.PANSS 评分：阳性症状总分、补充攻击危险性两

方面两组存在统计学差异；4.MOAS 得分与 PANSS

评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阳性症状总

分、一般精神症状总分与体力攻击类型及总分存在

显著相关，阴性症状与攻击行为相关性不高，但与

体力攻击评分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PANSS 总分

与体力攻击之外的其他类型攻击不存在相关，补充

攻击危险性评分与自身攻击之外的其他攻击及总分

均明显相关。 

    结论  具有阳性症状为主的住院精神分裂症患

者需要在对言语、对财物、自身及针对他人伤害等

方面给予关注其攻击行为；具有阴性症状为主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需要在针对他人伤害方面给予关注其

攻击行为；早预防，以免发生自伤和他伤的严重后

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两种言语流畅性测试下脑

区激活差异比较的近红外光谱成像研究 

 

李娟 1 张小芊 2 刘破资 2  

1）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2）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近红外光谱成像研究

中常使用言语流畅性测试（verbal fluency test, VFT）

作为执行任务。但是不同语言的被试，在执行不同

版本的 VFT 时，大脑激活区域有所不同。本研究拟

探索在执行两种中文版 VFT 时，精神分裂症患者与

正常人脑区激活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使用 52 通道的近红外脑功能成

像仪，记录 29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29 名性别、年

龄与之匹配的健康对照者(Healthy controls，Hc)分别

在执行类别流畅性测试（category fluency test，CFT）

和语音流畅性测试（letter fluency test，LFT）时，大

脑氧合血红蛋白浓度的激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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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本研究发现，在执行 CFT 时，精神分裂

症组的平均个数是 26.83（21.5, 31.5）个，正常人组

是 41.17（35, 47）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精神分裂症组主要表现为前额叶的激活，而正常组

则表现为额叶、颞叶的激活，二组人群在通道

（1,7,10,11,12,18,21,30,31,42,45,49）的激活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在执行 LFT 时，精神分裂症组的平均

个数是 17.31（12, 21）个，正常人组是 28.93（23, 

35.5）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二组人群

仅在 Ch11 的激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语义加工受损比较严

重，可能与其记忆、执行功能下降有关。CFT 更适

合用于中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近红外光谱成像研究。 

 

 

 

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与类别言语流畅性任务

下脑激活相关性的近红外光谱成像研究 

 

李娟 1 穆俊林 1 宋景贵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发病机制不明的重性

精神障碍。本研究应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探

索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执行类别言语流畅性测试时，

脑区氧合血红蛋白浓度激活的差异与精神症状及患

病时间的相关性。 

    方法  我们采用 52 通道的近红外光谱成像设

备，测量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执行类别言语流畅性测

试时，脑区氧合血红蛋白浓度激活的变化，采用阳

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量表对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一般病

理症状进行评估。 

    结果  精神分裂症组平均病程 4.88（2.75,7.00））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在执行类别流畅测试时，通

道 12（r=0.51）、32（r=0.376）和 43（r=0.402）的激

活与 PANSS 的阳性症状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通

道 9（r=0.539）、10（r=0.462）、20（r=0.556）、21

（r=0.376）、30（r=0.462）和 42（r=0.512）的激活

与 PANSS 的阴性症状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通道

9（r=0.392）、20（r=0.428）、31（r=0.452）和 42（r=0.370）

的激活与 PANSS 的一般精神病性症状量表得分呈

显著正相关。此外，我们还发现，通道 9（r=-0.558）、

10（r=-0.568）、19（r=-0.557）、20（r=-0.597）、21（r=-

0.455）、30（r=-0.456）和 40（r=-0406）的激活与病

程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病程

越长，左侧额颞叶受损越明显。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阴性症状可能与左侧额颞区受损有关。 

 

 

 

等位基因特异性甲基化介导精神分裂症复杂

表型变异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 

 

赵存友 1 李启阳 1 王忠局 1 宗璐 1 叶林燕 1  

1）南方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教研室；精神健康研究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研究中心；

广东省重大精神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遗传

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人群患病率约为 1%的多

基因人类遗传病。尽管通过遗传学手段发现了多个

精神分裂症相关易感基因或区域，然而该疾病的同

卵双生子对共病率约为 50%等现象表明，除遗传因

素外，环境因素尤其表观遗传因素在精神分裂症发

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表观遗传学修饰被认为是

介导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重要机制。其中

DNA 甲基化修饰是与发育和分化过程基因表达调

控密切相关的重要表观遗传调控机制，在基因组中

广泛存在等位基因特异性甲基化（allele-specific 

methylation, ASM），表现一个等位基因高甲基化而

另外一个等位基因低或不甲基化的现象。ASM 是可

量化且在不同类型组织或个体间中存在异质性，其

变化也可导致个体间表型差异以及复杂疾病的表型

异质性。ASM 的转换是否介导精神病复杂表型变异

有待阐明。 

    方法  对 17 对同卵双生子对（包括单患精神病、

双患精神病以及健康同卵双生子对）外周血 DNA 进

行了甲基化组和基因组的检测和整合分析。 

    结果  本研究发现了大量的受遗传变异调控的

ASM 位点，并展现出表型变异相关的 ASM 转换（包

括 ASM 的获得、丢失或翻转）。这些疾病相关的

ASM 位点可通过影响转录因子的结合及其它表观

遗传学修饰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基因表达的失调，

从而增加疾病的易感性。本研究进一步解析了位于

EIPR1（endosome-associated recycling protein interact-

ing protein 1）调控区域的功能性位点 ASM 转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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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 ASM 转换可通过招募抑制性 PRC2 复

合物（ 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2 ）而增强

H3K27me3 的修饰程度进而抑制 EIPR1 的转录活性

并导致其在疾病中的表达下调。通过基因编辑技术

破坏该功能性 ASM 位点后，可显著增加了 EIPR1

基因的表达，并促进神经元的发育和囊泡运输功能。 

    结论  本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筛选疾病相关风险

基因座的新策略，并有助于理解和研究遗传学和表

观遗传学因素相互作用介导精神疾病易感性的调控

机制。 

 

 

 

Epigenetic Age Acceleration Was Delayed in 

Schizophrenia 

 

赵存友 1 吴晓慧 1 叶俊平 1 王忠局 1  

1）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遗传学教研室；精

神健康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脑科

学研究中心；广东省重大精神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遗传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is a serious neuropsy-

chiatric disorder with abnormal age-related neurodevel-

opmental (or neurodegenerative) trajectories. Although 

an accelerated aging hypothesis of schizophrenia has 

been proposed,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disruption 

of the physiological trajectory caused by schizophrenia 

is inconclusive.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three “epi-

genetic clock” methods to quantify the epigenetic age of 

a large sample size of whole blood (1069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vs 1264 samples from unaf-

fected controls) and brain tissues (500 samples from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vs 711 samples from unaf-

fected controls). 

    Results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

lations between epigenetic age and chronological age in 

both blood and brain tissues from unaffected controls 

an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s estimated by 3 meth-

ods. Furthermore, we observed that epigenetic age ac-

cel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delayed in schizophrenia 

from the whole blood samples (aged 20–90 years) and 

brain frontal cortex tissues (aged 20–39 years). Intri-

guingly, the genes regulated by the epigenetic clock also 

contained schizophreniaassociated genes, displaying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and methyla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involving in the regulation of cell ac-

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se findings wer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dysregulated leukocyte composi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LncRNA-AC006129.1 Reactivates A SOCS3-

mediated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Schizophrenia 

 

赵存友 1 倪超颖 1 姜伟 1 王忠局 1  

1）南方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教研室；精神健康研究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研究中心; 

广东省重大精神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遗传

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is a complex genetic 

disorder, the non-Mendelian features of which are likely 

complicated by epigenetic factors yet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We performed RNA sequencing analy-

sis of peripheral blood RNA from monozygotic twins 

discordant for schizophrenia.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schizophrenia-associ-

ated upregulated long noncoding RNA-AC006129.1 

that participates in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by en-

hancing SOCS3 and CASP1 expression in schizophre-

nia patients and further validated this finding in 

AC006129.1-overexpressing mice showing schizophre-

nia-related abnormal behaviors. We found that 

AC006129.1 binds to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he tran-

scriptional repressor Capicua (CIC), facilitates the inter-

actions of DNA methyltransferases with the CIC pro-

moter, and promotes DNA methylation-mediated CIC 

downregulation, thereby ameliorating CIC-initiated 

SOCS3 repression. Derepression of SOCS3 enhances 

the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by inhibiting 

JAK/STAT signaling activation.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reveal an epige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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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with etiological and therapeutic implica-

tions for schizophrenia. 

 

 

 

哌罗匹隆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首发精神分裂

症临床疗效分析 

 

武琦 1  

1）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首发精神分裂症早期选择良好的治疗措

施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哌罗匹隆联合经颅磁刺

激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将 2019 年 1月到 2021 年 1 月来我院接

受治疗、年龄在 18 到 45 岁之间的 108 例首发精神

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符合伦理要求且签订知

情同意书，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接受

相同剂量的哌罗匹隆治疗，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均

给予口服哌罗匹隆，起始剂量为 12 mg /天，1 周内

药物剂量增加至 24－ 36mg /天，最后达到治疗剂量

均为 36mg/天。观察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给予低频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刺激部位: 右前额叶背外侧

区; 刺激强度: 90%的运动阈值。治疗时治疗仪线圈

与患者颅骨平行，刺激强度从运动阈值的 50% 开始，

逐渐增加，患者每天接受 20 min 治疗，一天一次，

连续治疗 5d，为 1 个疗程，疗程之间间隔 2d。所有

患者连续治疗 4 个疗程。对照组按照观察组仪器设

置参数和治疗疗程，但是在线圈放置位置不同，治

疗时对照组患者头部皮肤仅出现与观察组患者近似

的感觉，但是线圈所产生的磁场可以忽略，基本不

会对大脑皮层产生任何刺激。 

    治疗期间定期分别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 PANSS) 、韦氏记忆量表 和治疗中需处理的不良

反应量表( TESS)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疗效、

认知和不良反应进行评定。 

    结果  结果对照组在治疗 4 周后 PNASS 量表

各维度评分较治疗前显著下降( P ＜ 0． 05) ，而

观察组治疗 2 周后 PNASS 量表各维度评分较治疗

前显著下降( P ＜ 0． 05)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后

观察组 PNASS 量表各维度评分下降更显著( P ＜ 

0．05)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5) 。观察组在短时记忆和瞬时记忆等认知功能

方面优于对照组( P ＜ 0． 05) 。对照组和观察组

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结论  哌罗匹隆是近年来临床使用的新型治疗

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虽然不良反应较少，但是单纯

物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治疗效果有限，如何在药物治

疗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且产生较少的不良反

应成为临床治疗追求。该研究显示哌罗匹隆联合低

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疗效显著，

安全可靠，可显著改善患者认知功能，非常适合在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治疗中予以推广。 

 

 

 

褪黑素对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学习记忆的

影响 

 

边云 1 林晨 1 马泊涛 1 李居艳 1 韩笑乐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睡眠和昼夜节律紊乱是精神分裂症的重

要特征之一，之前的研究发现在未用药精神分裂症

患者中，主观睡眠质量对学习记忆有直接影响，并

通过精神症状对学习记忆有间接的影响。然而，昼

夜节律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学习记忆的潜在影响及其

机制尚未得到证实。本研究旨在探讨精神分裂症患

者褪黑素水平与学习记忆能力的关系，为改善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学习记忆能力提供新的干预靶点。 

    方法  共有 108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109 名健

康对照纳入研究。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PANSS）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进行评估，采用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评估睡眠质量，采用霍普金斯言语学习测验

（Hopkins-Verbal Learning Test-Revised，HVLT-R)）

和简明视觉空间记忆测验（ Brief Visourspace 

Memory Test-Revised，BVMT-R)）评估患者的学习

记忆能力。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所有受试在夜

间 02:00 的唾液褪黑素浓度。量表评定和生物样品

采集在一个昼夜周期 24 小时内完成。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路径分析探索褪黑素与学习记忆能力的关系，

并对模型进一步修正和拟合。 

    结果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

者夜间褪黑素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10.92±1.84 vs. 13.09±1.54, t=-9.4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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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病程与学习记忆无显著

相关性（p>0.05）。HVLT-R 即时回忆分数与受教育

年限呈正相关（p≤0.05），并与 PANSS 总分和 PANSS

阳性症状量表分呈负相关（p≤0.05）。学习记忆与

PSQI 评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HVLT-R 的即时

回忆和延迟回忆分数与褪黑素浓度呈正相关

（p≤0.05）。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褪黑素水平对学习记忆能力没有直接影响，但

会通过精神症状和主观睡眠质量间接影响学习记忆

能力。 

    结论  褪黑素可能是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学习

记忆能力的干预靶点之一。 

 

 

 

被动饮食行为改变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血

糖血脂的影响 

 

甘明远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疫情期间住院患者封闭管理，患者常规

每日 10 点加餐行为（食品为患者自备）被动停止。

本研究目的了解被动饮食行为改变对住院精神分裂

症患者血糖血脂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究，通过住院信息管理系统收

集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间，住院精神分裂症

患者血糖、血脂指标，使用 SPSS-19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对封闭管理前后共 5 次血糖血脂指标进行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  封闭管理前后血糖血脂指标变化情况：

1、空腹血糖分别为，一月 5.90±1.62mmol/L, 二月

5.58±1.20mmol/L, 三 月 5.47±1.07mmol/L, 四 月

5.50±1.39mmol/L, 五月 5.47±1.36mmol/L；血糖水平

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总体间存在差异（F=6481.17，

P<0.001 ）。 2 、 总 胆 固 醇 分 别 为 ： 一 月

4.19±0.83mmol/L, 二 月 4.06±0.88mmol/, 三 月

3.98±0.85mmol/L, 四 月 3.95±0.85mmol/L, 五 月

4.00±0.81；总胆固醇水平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总体

间存在差异（F=8028.99，P<0.001）；3、甘油三酯分

别为，一月 1.71±0.77mmol/L, 二月 1.67±0.77mmol/L, 

三月 1.69±0.76mmol/L, 四月 1.66±0.80mmol/L, 五

月 1.65±0.83mmol/L；甘油三酯水平经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总体间存在差异（F=1754.36，P<0.001）；4、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分别为，一月 1.10±0.25 mmol/L, 

二月 1.08±0.25mmol/L, 三月 1.05±0.25mmol/L, 四

月 1.04±0.25mmol/L, 五月 1.07±0.26mmol/L；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总体间存

在差异（F=4869.66，P<0.001）。5、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 醇 分 别 为 ， 一 月 2.45±0.68mmol/L, 二 月

2.36±0.70mmol/L, 三 月 2.29±0.66mmol/L, 四 月

2.31±0.68mmol/L, 五月 2.32±.66mmol/L；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水平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总体间存在差

异（F=3434.34，P<0.001）。 

    结论  被动停止加餐后，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血糖血脂水平有改善。 

 

 

 

短链脂肪酸在首发精神分裂症糖脂代谢中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雪 1 袁秀霞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存在糖

脂代谢异常，既往研究存在争议。短链脂肪酸在糖

脂代谢异常中起重要作用，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相关研究少见。因此，本研究探索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后糖脂代谢水平、短链脂

肪酸水平以及二者的相互关联。 

    方法  纳入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病例组）95

例和健康志愿者（对照组）73 例，患者组利培酮治

疗 24 周。采用 LC-MS 方法检测外周血代谢组学， 

GC-MS 方法检测外周血短链脂肪酸水平，全自动生

化仪测定血清血糖、血清胆固醇（TCHO）、甘油三

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所有数据均用

SPSS24.0 以及 R4.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基线期，病例组的乙酸和丁酸水平均高

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病例组乙酸和丁酸水平

升高、而丙酸水平降低（p＜0.05）。基线期，病例组

与对照组比较发现 66 种差异代谢物，共参与了 11

条代谢途径，即蛋白质消化吸收途径、胰高血糖素

信号通路途径、柠檬酸盐循环途径、亚油酸代谢途

径等。病例组治疗前、后发现 39 种差异代谢物，共

参与了 7 条代谢途径，包括柠檬酸盐循环、胰高血

糖素信号通路、亚油酸代谢等。基线期，与对照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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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病例组血清葡萄糖水平明显增高（p=0.019）。病

例组治疗后血清葡萄糖水平、TG、TCHO、HDL-C、

LDL-C 以及 BMI 水平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基线期，病例组乙酸水平与血糖、

TCHO 和 TG、尿酸、硬脂酸以及 5,6-脱氢表雄酮均

呈正相关（p<0.05）、与生物素呈负相关（p=0.026），

丁酸水平与 TG 水平，硬脂酸以及 5,6-脱氢表雄酮

呈正相关（p<0.05）。病例组治疗后，乙酸变化与血

糖变化、TG 变化、硬脂酸、15,16-Dihydrobiliverdin

变化呈正相关（p<0.05），与 Cellobiose 变化呈负相

关（p=0.005）。丙酸变化与 BMI 变化呈正相关

（p=0.011）、丙酸变化与硬脂酸变化呈负相关

（p=0.033）。病例组基线乙酸与治疗 24 周的 TG 变

化、硬脂酸变化显著相关（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就存在糖脂代谢

异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加重了糖脂代谢紊乱。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均存在短链脂肪酸水平

变化，且短链脂肪酸水平与糖脂代谢指标密切相关，

精神分裂症患者基线乙酸的 

 

 

 

森田疗法绝对卧床期在精神分裂症临床治疗

护理的应用 

 

曾秋梅 1 黄光照 1  

1）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森田疗法绝对卧床期在精神分裂症

患者临床治疗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总结 40 例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森田疗法绝对卧床

期在精神分裂症临床治疗护理中应用进行分析。结

果：4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完成此期治疗，其中 40 例

患者在此期结束临床疗效指数均达到显效，40 例护

理观察量表评分治疗前后得到明显改善，评分有明

显差异。结论：通过实施森田疗法，能有效提高患者

治疗依从性，有效降低兴奋、狂躁病人暴力风险，提

高日常生活质量和恢复社会功能，间接降低护理风

险，对精神分裂症病患者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按森田疗法实施此期的目的，在特定的

环境下，让人接受烦恼和痛苦，体会到“顺其自然”，

在静卧的情况下调整身心状态，体会到烦闷及解脱，

通过情感的变化使烦恼和痛苦自然消失； 

    1．具体实施是（1）在患者入院即实施，保证患

者绝对卧床，除了吃饭和大小便，切断患者与外界

的精神交流；（2）药物治疗同时开展，对有“四防”风

险的患者实施保护性约束，严格按照“四防”进行管

理；（3）实施期间禁止患者会客、读书、谈话、抽烟

等活动，让患者自由发泄心中情绪，体验各种苦闷；

（4）医生每天除了询问病情之外，给其灌输正确的

是非观、道德观，纠正其错误的观念及认识；（5）指

导患者学会“顺应自然”，主动去反省自身性格缺陷，

引导患者接受联想及烦闷，任其自由发展，让患者

学会体验痛苦，通过静卧摆脱苦恼，在烦闷之后增

加积极、主动的愿望，主动去改变自身缺点、去接受

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治疗依从性。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总体印象评分比较，

治疗后，疗效显效 10 例，疗效有效 25 例，疗效稍

有效 5 例，40 例患者疗效指数均有明显提高。 

    结论  森田疗法治疗的基本原则是“顺应自然”，

要求患者放弃对症状的排斥，接受它“忍受痛苦，为

所当为”。我们治疗的目的也是使患者“顺应自然”的

体验，养成规律、积极、健康的生活体验。精神分裂

症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人格

缺陷，在精神症状的支配下伴有焦虑、抑郁、强迫等

症状，长期的慢性病程，已经养成暴躁、冲动、不遵

守秩序，与人沟通能力差，社会功能受损严重。而我

们通过森田疗法静卧期旨在让患者认识到自身的人

格缺陷，缓解及解除患者伴发的焦虑、抑郁、强迫等

症状，重塑患者的人格特征；经过治疗，患者在精神

症状有效控制的同时与人沟通的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住院后期出现暴力的风险明显减少。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电图异常情况及其相

关因素调查 

 

班春霞 1 王湖 1 程诚 1 唐诗颀 1 卢艳华 1 陈翔春 1  

1）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慢性精神疾病，病程迁

延，多数患者需要长期维持治疗，而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目前仍是临床上主要的治疗手段。精神分裂症

寿命比普通人群缩短达 20 年，其中心血管疾病是其

死亡率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典型抗精神病药

物还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均可引起心血管系统不

良反应，导致心电图异常或改变，如出现心动过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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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过缓、T 波/ST-T 改变、QTc 间期延长及传导阻滞

等，常会导致猝死等严重后果。本研究对住院精神

分裂症患者心电图异常情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调查，

旨在为早期临床干预和医疗安全提供一定的科学依

据。 

    目的  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电图异常情况

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调查。 

    方法  采用自制的调查表对 274 例住院精神分

裂症患者进行了调查，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性别、

年龄、受教育年限、病程、住院天数、服用抗精神病

药物及心电图报告结果等相关资料进行收集。 

    结果  274 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存有心

电图异常 100 例（36.5%）；前三位心电图异常依次

为窦性心动过速 39 例（14.2%）、QTc 间期延长 31

例（11.3%）及传导阻滞 27 例（9.9%）。年龄大及病

程长的患者更易合并心电图异常（P＜0.01）；≥60 岁

的患者比＜60 岁的患者更易合并心电图异常、传导

阻滞、窦性心动过缓及期前收缩（P＜0.05）；病程≥30

年的患者比＜30 年的患者更易合并心电图异常、

QTc 间期延长、传导阻滞及期前收缩（P＜0.05）；病

程≥30 年的患者比＜30 年的患者 QTc 间期长（P＜

0.01）；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合并心电图异常与

年龄及住院天数有关（P＜0.05）。 

    结论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合并心电图异常发

生率较高，以窦性心动过速、QTc 间期延长及传导

阻滞常见；年龄及住院天数是其影响因素。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心电图；相关因素 

    [基金项目]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和社会事业科研

项目（项目编号：JDKW-2019-W06）；嘉定区精神卫

生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DYXZDZK-3） 

    [作者工作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201806） 

    [第一作者简介]班春霞（1982.9- ），女，上海嘉

定人，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临床精神医学 

    [通讯作者]陈翔春（Email：15576659@qq.com） 

 

 

 

精神分裂症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超声

诊断价值探讨 

 

刘健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诊断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颈动脉

粥样硬化病变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的 107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资料（其中男性 62 例，女

性 45 例，年龄 39~68 岁，平均年龄（47.21±7.43）

岁），与同期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107 例职工（其

中男性 71 例，女性 36 例，年龄 40~71 岁，平均年

龄（45.33±5.28）岁）进行对照，观察双侧颈总动脉

内-中膜厚度(IMT)、血管内径(d)、收缩期峰值血流

速度(PSV)、舒张末期流速(EDV)、阻力指数(RI)、搏

动指数(PI)及斑块、狭窄发生率等指标，采用 ROC

曲线评估超声诊断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颈动脉粥样

硬化的预测价值。 

    结果   精神分裂组与正常组超声检测指标

（IMT、D、PSV、EDV、RI、PI）结果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t=27.942、t=4.662、t=13.187、t=12.581、

t=4.671、t=3.536，P<0.05）；精神分裂组 IMT 增厚、

斑块、狭窄的发生率均高于正常组；超声诊断六项

指标的敏感度依次为 92.5%、63.6%、89.7%、91.6%、

100.0%、91.6%，特异度依次为 99.1%、91.6%、84.1%、

90.7%、49.5%、90.7%，诊断 RI 的价值最高，诊断

D 价值最低。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因其认知上存在障碍且患心血

疾病的风险较高，医师应该多给予关注，多与患者

的家属沟通，无论有无临床症状都推荐定期检查其

相关指标。目前，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颈动脉粥样

硬化的价值较高，值得为今后的临床提供技术参考，

也有研究表明采用超声联合能够更有效提高颈动脉

粥样硬化诊断的效果，笔者建议可依据患者及家属

自愿及患者自身状况进行选择，为患者的诊断前后

提供更优质的选择和服务。 

 

 

 

早年应激与子代精神分裂症关系的研究 

 

张丽丽 1,2 张云淑 1 刘欣 1 张赛赛 1 王闻慧 1 董震
1 贾宏学 1 伊琦忠 2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心理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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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探讨早年遭遇地震应激对个体精神分裂

症发病的影响及相关神经发育遗传因素。 

    方法  研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采用流行病学

调查研究方法，选取 1973-1981 年唐山本地出生的

人群，以 1973 年 8 月-1977 年 5 月出生的人群为早

年地震暴露组，1980 年 6 月-1981 年 5 月出生的人

群为震后对照组建立队列；总体人口结构数据通过

唐山市政府年鉴及 1982 年人口普查结果获得，包括

出生总人口数、死亡率、各月出生人口数及性别比；

患病人群资料通过对唐山境内所有精神专科医院

（共 9 家）的住院及门诊病历进行回顾获得；探究

不同队列人群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差异。第二部分

采用基础研究方法，随机抽取地震暴露组精神分裂

症患者 291 例，及同期未暴露地震精神分裂症患者

200 例，以及在年龄、性别等方面均衡可比的健康对

照 300 例；采用基因分型检测系统-MassARRAY® 

MALDI-TOF System，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和神经发育

相关的 SNAP25 基因 rs6039769 位点， ZEB2 基因

rs6755392 位点，  CACNA1C 基因 rs2283291、

rs2238032 位点，QPCT 基因 rs2373000 位点及

BTN3A2 基因 rs1979 位点的基因分型，探讨三组间

的差异性等位基因或基因型；对地震暴露和非地震

暴露的两组患者进行社会人口学、临床特征资料的

差异性比较，探讨地震应激对精神分裂症个体特征

的影响。 

    结果  早年地震暴露组共计出生 325487 人，精

神分裂症患者 623 人；震后对照组共计出生 325487

人，精神分裂症患者 2689 人；通过两组死亡调整后

发病率比较，地震暴露组发病率明显高于震后对照

组 (0.84% vs. 0.60 , RR (95%CI) : 1.39 (1.27-1.51))。

地震暴露精神分裂症组、非地震暴露精神分裂症组

及健康对照组在 rs6039769、rs6755392、rs2283291、

rs2238032、rs2373000、rs1979 位点等位基因及基因

型分布频率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地

震暴露与非地震暴露精神分裂症组相比，两组在文

化程度、婚姻状况、饮酒、吸烟方面有统计学差异

（P<0.05）；在性别、年龄、首发年龄、自杀、自伤、

精神疾病家族史、躯体疾病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早年经历地震应激和个体发生精神分裂

症有关，可能是其危险因素之一。 

 

 

 

电针治疗对抗精神病药物所致肥胖的疗效研

究 

 

杨志磊 1 卓恺明 2 高存友 1 封尚业 1 张静 1  

1）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电针治疗对抗精神病药物所致肥胖

患者的体重指数、腰臀比、血糖血脂水平和精神症

状的疗效研究。 

    方法  收集上海市嘉定区某专科医院住院的患

者 100 例，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0 例），采集

一般资料、身高、体重、血糖、血脂相关指标，应用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精神症状，对实验

组开展电针治疗，分别观察治疗前（入组）、治疗后

（入组后 1 月）及随访（入组后 3 月）三个时间点，

比较两组间各指标的差异性。 

    结果  ⑴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 BMI、腰臀比

在治疗后及随访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 = 11.52，

P < 0.01；F = 9.38，P < 0.01）；(2) 与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在治疗后及随访期，CHO、HDL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F = 8.35，P < 0.01；F = 40.21，P < 0.01）,GHB、

GLU、TG、LD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3)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在治疗后及随访期，PANSS

阴性因子分、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9.43，P < 

0.01；F = 7.44，P < 0.01），PANSS 阳性因子分、一

般病理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电针治疗能有效改善抗精神病药物所致

肥胖患者的体重指数、腰臀比，促进糖脂代谢，对阴

性症状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的

疗效及对患者认知功能和预后改善的研究 

 

钟远惠 1 何晓华 1 徐炳聪 1  李宏斌 1 李立群 1  

1）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目的  分析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氨磺必利

联合奥氮平治疗的疗效及对认知功能和预后改善的

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于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12 月收治的 74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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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参照组和观察组，各 37 例，参照组单纯予以奥

氮平治疗，观察组予以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治疗。

两组患者疗效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估，认知功能以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MMSE）

及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联合评估；两组

患者预后改善情况以每晚总睡眠时间及日常生活能

力量表（ADL）联合评估，对比两组患者疗效、认知

功能、预后改善情况、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PANSS 总分、一般病

理症状、阴性症状、阳性症状，MMSE、MoCA 评

分，每晚总睡眠时间，ADL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观察组 PANSS 总分、一般病

理症状、阴性症状、阳性症状较参照组更低，且

MMSE、MoCA、ADL 评分更高，每晚总睡眠时间

更长，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便秘、

失眠、低血压、心动过速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氨磺必利联合

奥氮平治疗可减轻症状，促进认知功能恢复，改善

自我生活能力与睡眠质量，且联合用药副作用与单

用奥氮平相当，不会明显增加，是同时兼具疗效与

安全性的治疗方法，可供临床用药参考。 

 

 

 

脑电生物反馈结合丁螺环酮对精神分裂症伴

焦虑患者的疗效 

 

刘静 1  

1）海南省平山医院 

 

    目的  探讨脑电生物反馈结合丁螺环酮对精神

分裂症伴焦虑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医院收

治的 102 例精神分裂症伴焦虑患者为研究对象，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51 例，丁螺环酮治疗）、

B 组（51 例，脑电生物反馈结合丁螺环酮治疗）。对

比 2 组治疗前后情绪改善情况、阳性与阴性症状情

况及临床疗效，统计 2 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情况及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2 组治疗前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

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均相近（P＞0.05），

治疗后 2 组 SAS 评分、HAMA 评分均降低（P＜

0.05），且 B 组评分均低于 A 组（P＜0.05）；2 组治

疗前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阳性症状

评分、阴性症状评分均相近（P＞0.05），治疗后 2 组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均降低

（P＜0.05），且 B 组评分均低于 A 组（P＜0.05）；

B 组总有效率高于 A 组（P＜0.05）；2 组治疗前脑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水平均相近（P＞0.05），治疗后 2 组 BDNF

水平均提高（P＜0.05），且B组高于A组（P＜0.05），

治疗后 2 组 NSE 水平均降低（P＜0.05），且 B 组低

于 A 组（P＜0.05）；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近（P＞

0.05）。 

    结论  对精神分裂症伴焦虑患者中实施脑电生

物反馈结合丁螺环酮治疗能够改善其焦虑情绪、阳

性与阴性症状、神经功能，提高疗效，且安全性良

好。 

 

 

 

Heterogeneity of Cognit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Hair Cortisol and Childhood Trauma 

Among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王伟梁 1 郑新竹 1 李国华 2 张云河 3 楚刘喜 4 周郁

秋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赤峰市安定医院 

3）赤峰市精神卫生中心 

4）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Background  Individuals with schizophrenia 

have extensive cognitive impairment. Heterogeneity is 

a common topic in the cognitive performance of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However, the different cognitive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still unclea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heterogeneous 

pattern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air cortisol and trauma level with the cognitive 

subgroups. 

    Methods  Total 140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rticipated in our study. Childhood trauma was as-

sessed by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CTQ-SF). Social Cognition and Screening Question-

naire (SCSQ) and Facial Emotion Identification Test 

(FEIT)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social cognition. The 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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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isol concertation (HCC)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was used as a biomarker for the HPA axis. Hai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a 3-cm segments hair section clos-

est to the posterior vertex region on the head. Seven test 

tasks of Cambridg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Automatic 

Battery (CANTAB) included Motor Screening Task 

(MOT, Tone 2.0), Multitasking Test (MTT, Standard), 

Reaction Time Task (RTI, Simple and Five-Choice), 

Rapid Vis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VP, 1 Target), 

Spatial Working Memory (SWM, Recommended stand-

ard 2.0), Paired Associates Learning (PAL, Recom-

mended standard) and One Touch Stockings of Cam-

bridge (OTS, Short) were selected to assess the neu-

rocognition (attention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Latent profiles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hetero-

geneous patterns of cognition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participant on cognitive tests. With subgroup classi-

ficatio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social cognition. R 4.0.5 and Stata 

16.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was set to 0.05 (2-tailed). 

    Results  Three social cognition subgroups and 

four neurocognition subgroups were identifi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statistical goodness-of-fit criteria, which 

included the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entropy, and 

Lo−Mendell−Rubin (LMR) and parametric boot-

strapped likelihood ratio test (PBLRT). The results of 

multi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HCC, edu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HCC and a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ex and childhood neglect con-

tribute to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itioning upwards or 

downwards across social and neurocognition subgroups. 

Different neurocognition patterns are also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childhood neglect and age. 

    Conclusion  The social and neuro cognition of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exit different heterogeneous 

patterns, which are affected by a series of clinical vari-

ables. 

 

 

 

齐拉西酮注射液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急性激

越症状安全性及临床疗效分析 

 

黄江 1  

1）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国产注射用甲磺酸齐拉西酮对首发

精神分裂症患者急性期激越症状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给予 42 例具有急性期激越症状住院治

疗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肌内注射甲磺酸齐拉西酮

10 ～ 20 mg / 次，根据病情 4 ～ 6 h 后可重复使

用，总剂量不超过 40 mg / d，疗程 3 d。治疗后 24、

48 及 72 h 给予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 、冲

动、自杀、出走风险评估表评分评定疗效及风险; 采

用锥体外系不良反应量表( ＲESES) 、Barnes 静坐

不能量表 ( BAS) 、UKU 不良反应量表以及心电图、

实验室检查评估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后 PANSS 评分逐渐下降，均明显低

于治疗前( P 均 ＜ 0． 01) ; 有效 27 例 ( 64.29% ) 、

好转 13 例( 30.95% ) 、无变化 2 例( 4.76% ) ; 出

现不良反应 11 例( 26.19% ) ;其中过度镇静 1 例

( 2.38% ) ; 静坐不能 1 例( 2.38%)， 锥体外系反应 

1 例( 2.38% ) ， 窦速 2 例（ 4.76% ），窦缓 1 例

（ 2.38% ）， QT 延长 2 例（4.76% ）， ST-T 改变 

1 例（ 2.38% ），尿潴留 1 例（ 2.38% ），体位性

低血压 1 例（ 2.38% ）。 

    结论  国产注射用甲磺酸齐拉西酮注射液在首

发精神分裂症的急性激越控制上有较好的安全性与

疗效。 

 

 

 

基于因子分析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PANSS评

分与疾病家庭负担的关系研究 

 

黄江 1 韦伟香 1 张培浩 1 龙茂远 1 李美玲 1 宁小宇
1 田应云 1  

1）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精神分裂患者家庭照顾者的负担及

影响因素。 

    方法  用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

和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BS）对处于康复期的 105 名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用多元

统计的因子分析法构建模型，进行综合评价，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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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疾病家庭负担量分类和排序，从而找出疾病家庭

负担量的主要问题。 

    结果  患者康复情况和患者家庭负担状况中度

相关，尤其在阳性与阴性症状与家庭经济负担、家

庭日常活动、家庭娱乐活动、家庭关系上显著相关。 

    结论  本研究首先通过相关分析，得出患者康

复因素和家属家庭经济负担有中等强度相关，可能

通过普及家属心理健康知识、为患者提供更好的社

会支持等。其次，我们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

因子分析法构建相应模型，对 105 位病人的疾病家

庭负担量进行综合评价，运用 SPSS 软件处理相关

数据，并对处理结果进行分析，最后对 105 位病人

的疾病家庭负担量进行分类和排序，从而针对目前

疾病家庭负担量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提

供了依据。由表 5 可以清楚表明每个病人不同的家

庭负担，这也体现了患者的病症给家里带来的负担

不一样的特点[10-12]。有了对各个公因子的合理解

释，结合每个病人的疾病家庭负担量在公共因子上

的得分和综合得分，就可以对每个病人的疾病家庭

负担量进行简单的评价。根据病人不同时期的家庭

负担严重程度，从而有侧重的对病人的不同病情进

行不同的诊断。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对医院临床上为精神分裂

症患者康复治疗提供了以下新思路。首先，针对疾

病家庭经济负担重的患者，可以提供从当地民政部

门获得相应的补助经济补助。如果患者重返医院，

尽量节省患者家庭经济上和医药费用开支。其次，

医院护理工作人员，针对医院里处于康复阶段即将

出院的患者，注意开展一些家庭日常活动和娱乐活

动，帮助患者更快的融入社会。对于已经康复阶段

的患者，对于患者家属给予相应的指导，请患者家

庭给予相应的帮助，家庭要注意患者参与家庭日常

活动的开展。最后，同时让患者家庭，注意改善家庭

关系入手，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特别是让患者感

受到家庭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改善患者精神症状。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Subunit Genes and 

Susceptibility To Schizophrenia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李园园 1 耿瑞杰 1 禹顺英 3 李冠军 3 王周烨 2 李华

芳 3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subunit (nAChR) genes 

and schizophrenia，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ag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rs1317286, rs1044396, 

rs6494212, rs16969968 and rs684513) and schizophre-

nia in Han Chinese people. 

    Methods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work among nAChR protein and 350 proteins en-

coded by schizophrenia-related susceptibility genes wa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String database to explore 

whether nAChR genes were 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

nia in these known databases. Then，five single nucle-

otide polymorphisms(SNPs) of CHRNA3(rs1317286), 

CHRNA4(rs1044396),CHRNA7 (rs6494212) and 

CHRNA5(rs16969968, rs684513) were analyzed in a 

sample of 1035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nd 816 healthy 

contro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rkers was ana-

lyzed using 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MDR) 

software. Pow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Quanto program. 

    Result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otype or allele distribution were identified between 

the patients and controls(p>0.05). The haplotypes con-

structed four markers rs1317286, rs6494212, 

rs16969968 and rs684513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nia either. However,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models made of by rs1317286, rs1044396, 

rs6494212 and rs684513 and schizophrenia was re-

vealed in interaction analysis(P<0.05). 

    Conclusion  The nAChR protein may have ef-

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hizophrenia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proteins encoded by schizophrenia-re-

lated susceptibility genes, but no relation was found be-

tween selected polymorphisms and schizophrenia in the 

collected Han Chinese people. However, interaction 

analysis suggested four-SNP model has an important ef-

fect on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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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他司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改善的

研究：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 

 

王永前 1 杨甫德 1 赵文暄 1 云雅君 1 杨文双 1 张琪
1 张小璐 1 王志仁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倍他司汀作为一种组胺 H1 受体激动剂

/H3 受体拮抗剂可能对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障碍具

有改善作用。本研究通过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探

究附加高剂量倍他司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

改善的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为期 3 个月的随机、双盲、

安慰剂对照试验。共 109 名患者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最终参与随机的有 89 人。患者入组后被随机被分为

倍他司汀组（n=45）和安慰剂组（n=44）。倍他司汀

组患者服用倍他司汀（72mg/d），安慰剂组服用与倍

他司汀外表一致的安慰剂。分别在基线、1 月末、2

月末、3 月末使用 MCCB 量表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

使用 PANSS 量表评估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在基线、

1 周末、1 月末、2 月末、3 月末使用 TESS（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副反应量表评价药

物副反应情况。 

    结果  最终共 89 名患者参与分析。结果表明与

安慰剂组相比，倍他司汀组患者的认知功能显著改

善，其中 MCCB 总分、视觉学习分数均得到显著改

善（p<0.01），言语学习分数得到显著改善（p<0.05）。

倍他司汀组患者的 PANSS 量表各项分数、总分与安

慰剂组相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倍他司汀组患

者发生的副反应与安慰剂组无显著差异。 

    结论  附加倍他司汀可以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特别是视觉学习和言语学习

方面，且安全性良好。 

 

 

 

Adjuvant Raloxifene in The Treat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A 12-week Ran-

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Lv qinyu1, Lu jiajing1, Huang xinxin1, Cheng xiaoyan1, 

Geng ruijie1, Yi zhenghui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r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

cine 

 

    Objective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clinical 

studies about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frac-

tory schizophrenia.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ability of raloxifene to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Methods  Forty-five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ized to ra-

loxifene and placebo groups. The participants were sta-

ble for 4 weeks before study enrollment. Each group 

added on raloxifene 60mg/d or placebo combined with 

clozapine for 12 weeks. The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was 

used to evaluat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Clinical global im-

pression scale (CGIs) were used to evaluate symptoms 

at baseline and week 12. The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 (TESS) was used to evaluat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time × group 

interaction, indicating that adjuvant raloxifene treat-

ment was no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postmenopausal female patients with re-

fractory schizophrenia. However, raloxife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 was generally 

well-tolerated and safe. 

    Conclusion  Adjunct raloxifene treatment is safe 

but no improvement i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postmenopausal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The Dysbiosis of Gut Microbiota in The First 

Episode, Drug-free Schizophrenia: Fungi Play 

A Role 

 

Xiuxia Yuan1, Lijuan Pang1, Xueqin Song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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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SCH) 

were previously shown to display bacterial dysbiosis 

but fungal microbiota has rarely been reported. This 

study was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fungal microbiota and 

the fungi-bacteria correlation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SCH.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five first-episode, 

drug-free SCH patients and 125 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recruited. The gut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position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charac-

terized by 16S and 18S ribosomal RNA gene Amplicon 

sequencing, respectively. Fungal-bacterial correlation 

network analysis was computed based on Spearman’s 

test and distance correlation. The relative connectedness 

of the networks was calculated as the ratio between the 

numbers of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edges) and the 

number of taxa (nodes) in the network. 

    Results  SCH participants showed a lower fungal 

α-diversity. Twenty-nine fungal markers at multiple tax-

onomies were identified differently in abundance be-

tween SCH and HCs groups. Moreover, significantly 

lower fungi to bacteria α-diversity ratio (Phylogenetic 

diversity index) in SCH participants compared with 

HCs (p=1.81×10-8). Risk prediction models including 

both bacterial and fungal markers had higher accuracy 

than that with just only bacterial markers (AUC=0.847 

vs AUC=0.739, p=0.043). The correlation network of 

fungi-bacteria was denser in HCs than in SCH partici-

pants, characterized by the higher number of neighbors 

(all p<0.05). Most of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bacterial markers and fungal markers in HCs was not 

found in SCH participants. The Purpureocillium was 

verified to be the core fungal markers. A higher abun-

dance of Purpureocillium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se-

vere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poorer cognitive func-

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CH participants had 

a disrupted and weakened fungi-bacteria network. 

Moreover, the alteration of Purpureocillium may con-

tribute to the interkingdom network and the disease se-

verity.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both 

fungal microbiota and bacterial microbiot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isk of schizophrenia and might be 

considered as the potential clinical diagnosis bi-

omarkers. The research on the fungal-bacterial correla-

tion network could advance our knowledges of schizo-

phren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ecision psychiatry. 

 

 

 

平衡康复模式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元中的应

用 

 

黄发妮 1,2 万菲 1,2 张新风 1,2 黄雅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平衡康复是针对精神健康领域传统康复

成效不足提出的中西融合之概念，其核心是以人为

本，注重发掘患者优势。同时，平衡康复理念融合来

源于西方的复元理念，“复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

方式下的个体虽受疾病限制但仍感到满足和充满希

望，并能作出贡献；复元理念包含了超脱精神疾病

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断成长并在生命中寻新的意义和

目标。”其目的不是要返回到“正常”，而是更深切、

更完整地理解生命。本研究旨在探讨平衡康复模式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个人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间，我

院收治入院的 9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分

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均接受常规的精神科药物

治疗及精神科常规护理，其中 2020 年 1 月—6 月入

院的 47 例作为对照组，实施单一家庭照顾模式；

2020 年 7 月—12 月入院的 43 例作为研究组，康复

活动的提供者在开展活动前基于生物治疗、患者的

心理状况和需求、社会支持及考虑精神分裂症作为

难治性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充分调研以了解其需求，

与患者和家属形成康复联盟，提供个性化针对性服

务，实施治疗疗程与康复启动时间同步，增强患者

自身努力，拓展社会资源，症状侧重的效果及症状、

药物对躯体影响的始终动态的，以患者为核心的满

足需求变化的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康复模

式。运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日常生活

能力量表（ADL）评价疗效，所有数据采用 SPSS25.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取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研究组 SDSS 量表中生活自理能力，社

会性退缩较对照组有改善（<0.05）。研究组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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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 ADL 量表分(P=0.035)差异显著，研究组的 

ADL 量表分在干预前后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康复新模

式，能提高患者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其社会角色水

平和生活质量，对于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社区康复

具有积极效果和实践推广价值。 

 

 

 

精神专科医院封闭病区木僵患者的临床特征

及护理对策 

 

李霞 1,2 张彬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探讨精神专科医院封闭病区木僵患者的

临床特征和护理对策，让更多人了解封闭病区收治

较多，而开放病区很少见的木僵患者的症状表现及

护理要点，以供参考。 

    方法  通过分析木僵患者的临床症状、特点、

药物治疗与护理措施以及康复指导,并结合相关参

考文献进行阐述。 

    结果  共收集 36 例患者，①临床特征如下：意

识一般清晰，对外界变化能感知，当病人摆脱木僵

状态后，均能回忆并叙述当时的经过。而且处于木

僵状态的患者具有许多临床特点：轻者病人言语、

动作和行为显著减少、缓慢、举动笨拙，重者运动完

全抑制，绒默不语、不吃不喝，保持一个固定不变的

姿态，僵住不动，不咽唾液，大小便潴留，任何刺激

如针刺皮肤都不能引起相应的反应，临床常见的有

蜡样屈曲和空心枕头两种表现，有时可突然转变为

难以控制的兴奋躁动，出现意想不到的伤人、毁物

等躁狂举动。②36 例患者中，入院时有吸入性肺炎

3 例（占 8.33%），褥疮 2 例（占 5.55%）, 口腔溃

疡 2 例（占 5.55%），合并症共 1 例（占 2.78%）。

③由于封闭病区无家属陪护，全程无缝隙的护理工

作对疾病的痊愈至关重要,在做好基础护理、安全护

理以及心理护理的基础上，还应加强对压疮、肺炎

等并发症的预防,并实施细致、有效的防范措施, 给

予患者一个细致完善的护理,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

生,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结论  精神分裂症木僵型合并症高，故护理难

度大，护理人员除了要具备全面的护理知识，更应

具备密切的观察能力，以高度的责任心，更重要的

是要有爱心、热心、耐心、细心、宽容心，细心观察

和发现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早配合医生采取有效的

护理措施，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CCRT）对慢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 

 

郭伟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认知功能缺损已成为精神分裂症的一个

独立的症状群，主要体现在患者的记忆力、执行功

能、早期视觉信息处理、言语流利程度、逻辑思维能

力、注意力及精神运动功能等方面。计算机认知矫

正治疗是一种神经心理训练方法，对精神分裂患者

进行有针对性的认知矫正任务，通过中枢神经系统

的重塑功能，使行为方式与中枢神经系统之间不断

相互作用来改善认知功能，在实践训练中逐步提高

患者解决问题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助于患者早日

回归社会。本研究旨在探讨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对

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 

    方法  将 80 例符合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的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n=40）和对照组（n=40）。

两组常规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研究组同时接受

CCRT 治疗。于治疗前和治疗后分别使用阳性与阴

性症状量表（PANSS）、威斯康辛分类测验（WCST）

和住院精神病患者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PI）进行

评估。 

    结果  经 6 个月治疗，研究组 PANSS 总分、阴

性量表分、复合量表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而阳性量表分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研究组 WCST 完成卡片总数、正确分类卡片数和完

成分类数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持续错误数、

随机错误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

SSPI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基于执行功能理论，

通过认知训练，改善患者信息加工的策略而解决问

题，进而改善精神分裂患者的认知功能，从而提高

其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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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康复模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动能的

影响 

 

王娟 1,2 黄发妮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探讨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康复新

模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动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间，我

院收治入院的 9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其

中 2019 年 1 月—6 月入院的 47 例作为对照组，接

受常规的精神科药物治疗及精神科常规护理实施单

一医院治疗和家庭照顾模式；2020 年 7 月—12 月入

院的 43 例作为实验组，接受常规的精神科药物治疗

及精神科常规护理并且实施医院、社区、家庭三位

一体的康复新模式。平衡康复的理念内涵和具体操

作技术，具体包含：家庭帮助者地图的使用、优势评

估表的运用、患者生平图法的描绘、健康行动计划

的制定等具体应用技术，以及与患者沟通技巧和家

庭咨询技术等。运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PANSS 量表减分率、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

评价效果。 

    结果  两组之间的 PANSS 量表总分差异显著，

研究组的 PANSS 量表阴性分和总分在干预前后差

异显著（P<0.05）。两组之间的 MMSE 量表语言能

力差异显著，研究组的 MMSE 量表语言能力 在 

干 预 前 后 差 异 显 著 （ P<0.05 ）。 

    结论  平衡康复和复元理念对于改善精神分裂

症患者社区康复具有积极效果和实践推广价值。运

用平衡康复与复元理念指导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

康复，打破传统的精神医学康复理念，逐步实现以

“疾病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康复模式的

转变。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康复新模式，能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阴性症状，认知功能中的

语言能力。 

 

 

 

同伴支持心理护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述情障

碍的影响 

 

王小星 1 徐琼 1 徐美军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研究同伴支持心理护理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述情障碍的疗效。 

    方法  来自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020 年 6 月

至 2021 年 5 月心理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69 例，

随机分为实验组 35 例和对照组 34 例，分别对两组

患者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和护理，且对实验组进行小

组心理护理。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分别进行多伦多述

情障碍量表（TAS）等的测试。同伴支持心理护理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倾听、支持、同感等技术，

理解病员反复就医的困境与苦恼，争取确立共同的

治疗目标；②与病员一起反复呈现躯体化症状与情

感体验的发展变化进程，发现潜在的心理欲求，反

复就医过程中生活、躯体与心理变化，学习区分情

感体验与躯体症状，纠正其不合理的信念，改善对

疾病的认识力；③改善应激应对能力，与病员一起

剖析其惯用的应对压力的方式与效果、优点与不足，

强化发展其他应对策略的意识；④进行心理应激干

预讨论会：重现过去的生活事件与不良人际情境，

学习识别自己与别人的不良情绪及应付不良处境的

方法；⑤进行肌肉放松训练，教会病人控制情绪变

化，合理表达自己的心理需求，合理宣泄自己不良

的情绪；⑥培养病员与人交往沟通的技术与能力，

以便赢得更多的理解、认可与社会支持，避免孤立

地应对压力与困境；⑦要求病人家属适当参与小组

活动，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与支持；⑧在

每次小组干预结束前让病人相互安慰、鼓励，增加

战胜疾病的信心；⑨在小组活动中，适当加入角色

扮演与情境剧，强化干预效果；⑩在小组活动结束

时，由主持护士总结，给予病员祝福与鼓励，增强其

战胜疾病的信心，并约定下次活动的时间与内容。 

    结果  治疗 8 周后研究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

（TAS）总分及各因子分均较治疗前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同伴支持心理护理能够改善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述情障碍。 

 

 

 

全程护理管理联合健康教育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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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轩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探讨全程护理管理(CM)联合健康教育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为

生活自理能力减弱、意识失控等,甚至出现伤人、自

残或自杀等倾向,该病致残率与复发率处于较高水

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入院统一管理与药物治

疗,且在出院时仅强调常规复查等事宜。出院后可能

存在多种不利因素而造成疾病复发甚至死亡,其中

服药依从性偏差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健康教育应

贯穿于在院及出院居家护理的整个阶段,实施对患

者疾病监测与用药跟踪管理及长期巩固。全程护理

管理(CM)是具备系统、全面且长效等优势的综合性

护理管理理念,该护理模式在护理方式基础上结合

评价、计划、实施与监督等多种环节,有效提升患者

依从性。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1 日收治的

10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1 例,其中研究组脱

落 3 例,对照组脱落 5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

究组实施 CM 联合健康教育;比较两组干预前后服

药依从性[采用 Morisky 服药依从性量表-8(MMAS-

8)]、生活质量[采用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

(SQLS)]、自知力[采用自知力评估量表(SAUMD)] 

及社会功能[采用住院精神病患者社会功能评定量

表(SSPI)]。 

    结果  干预 3、6 个月后,研究组 MMAS-8 评分

均高于干预前及对照组(P<0.05);干预6 个月后,研究

组 SQLS、SAUMD、SSPI 评分均优于干预前及对照

组(P<0.05)。 

    结论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CM 联合健康教

育,能够提升患者服药依从性,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疾

病自知力,强化社会功能。 

 

 

 

陶艺疗法对男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

能的影响 

 

马融杏 1 张新风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陶艺治疗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特殊形式，

已经被广泛使用于艺术治疗，尤其是对于防卫机制

较强的患者，治疗师能正确、快速的引导和启发，引

导患者进行创作，更易于打开患者的防卫机制，更

容易促进患者改善社会功能。本研究在男性病房应

用陶艺疗法，旨在探讨对男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社会功能的影响。 

    方法  140 例男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

为陶艺治疗组和对照组，陶艺治疗组在药物治疗的

同时，由受过培训的陶艺治疗师介绍陶艺治疗的特

点、基础知识和方法，并让患者观摩，启发患者陶艺

制作，结束后，向患者询问陶艺作品的涵义，如患者

不能够叙述作品的涵义，则进行进一步的陶艺治疗，

直至其能够全部或部分叙述其作品涵义为止。对照

组病人进行药物治疗和普通康复治疗。采用症状评

定（BPRS）量表和社会功能评定（SFRS）量表得分

的变化评估治疗效果。 

    结果  陶艺治疗组 70 名患者，平均每名患者接

受 2.66 次陶艺治疗，平均每次绘画色彩 2.57 种，能

够全部或部分叙述作品涵义的比例为 77.94%。治疗

后，陶艺治疗组 BPRS 量表（71.40±19.70）得分小

于对照组（45.00±14.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22，

P<0.01）：陶艺治疗组 SFRS 量表得分（74.84±18.76）

也小于对照组（78.34±29.3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95，P=0.34）。 

    结论  对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的同时

进行陶艺治疗，能够有效改善其精神症状。陶艺治

疗作为一种辅助治疗的方法值得推广。 

 

 

 

伴或不伴抑郁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细胞

因子水平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志伟 1 孙亮 1,2 刘寰忠 2  

1）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目的  探讨稳定期精神分裂症伴抑郁症状患者

细胞因子水平及其与临床症状的相关关系。 

    方法  收集 111 例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

伴抑郁组（32 例）与不伴抑郁组（79 例）。使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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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患者的临床症状，

卡尔加里精神分裂症抑郁量表（CDSS）评估精分患

者的抑郁症状。检测血浆白介素（IL）-1β、IL-２、

IL-６、IL-17A 水平，并进行比较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  ①与非抑郁组相比，伴抑郁组患者的年

龄、文化程度、HDL-C、IL-1β、IL-2、IL-17A 水平、

BPRS 总分及氯丙嗪当量均高于非抑郁组患者；而总

病程时间短于非抑郁组（P<0.05）；②相关分析显示，

IL-1β 与 CDSS 评分、阴性因子分、认知因子及

PANSS 总分呈正相关关系；IL-2 与 CDSS 评分及认

知因子得分呈正相关，IL-17A 与 CDSS 评分、阳性

症状、认知因子、兴奋因子得分及 PANSS 总分之间

呈正相关；③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患者较长的病

程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伴发抑郁的危险因素。 

    结论  高水平的细胞因子与稳定期精神分裂症

患者临床症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基金项目】安徽省重点研究和开发计划项目

（编号：1804h08020263）；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

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7zhyx17）；2019 年度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省级项目编号：

81801341） 

 

 

 

中国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抗精神病药物处

方模式的一项全国性调查 

 

王娟 1 刘寰忠 2  

1）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目的  调查我国精神科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抗

精神病药物的处方使用情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研究样本来自我国 29 个省的 41 家三甲

精神科医院（西藏和甘肃没有三甲精神科医院，故

没有来自此两省的数据），收集这些医院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31 日期间出院的精神科患者，共有 1032

名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被纳入本项数据分析。 

    结果  数据显示，所有患者共使用了 13 种抗精

神病药物，其中包括 9 种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SGAs)

和 4 种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FGAs)。SGAs 使用率

为 98.8% （ 1020/1032 ）， FGAs 使 用 率 为

6.1%(63/1032) 。最常使用的精神病药分别为利培酮

(35.1%)（362/1032）、奥氮平(31.3%)（323/1032）和

氯氮平(24.6%)（254/1032）。总体样本中，平均氯丙

嗪等效剂量为 452.12  230.74 mg/d。使用心境稳定

剂的患者比例为 18.9%(195/1032) ，使用抗抑郁药物

的患者比例为 8.8% (91/1032)，使用镇静催眠药物的

患者比例为 20.3% (210/1032) ，使用抗胆碱能药物

的患者比例为 9.9% (102/1032) 。接近一半(43.1%)

的患者使用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二元逻辑回归显示：多种抗精神病药物联用与年龄

较小，居住在中国中部或西部，病程较长，既往有精

神科住院史，以及在住院期间有冲动激越行为有显

著相关。 

    结论  中国抗精神病药物多药联用的比例高于

其他许多国家，但支持多药联用的数据有限。氯氮

平仍然是中国最常用的抗精神病药物之一，无论是

单一使用还是联合用药。 

 

 

 

中国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使用氯氮平的特征

和相关因素分析 

 

王娟 1 刘寰忠 2  

1）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目的  调查我国精神科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使

用氯氮平的特征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研究样本来自我国 29 个省的 41 家三甲

精神科医院，收集这些医院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31

日期间出院的精神科患者，共有 1032 名诊断为精神

分裂症的患者被纳入本项数据分析，收集这些患者

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点。 

    结果  在这次调查中，共有 24.6% (254/1032)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氯氮平。氯氮平的平均剂量

为 160.47  108.79 mg/天。使用氯氮平的样本中，

29.9% （76/254）与利培酮合用，24.8%（63/254）

为单用氯氮平，15.7%（40/254）与阿立哌唑合用。 

在氯氮平使用者中，合并使用情绪稳定剂者占 16.1% 

(41/254) ，合并使用抗抑郁剂者占 7.4% (18/254) ，

合并使用镇静催眠药者占 20.3% (36/254) ，合并使

用抗胆碱能药者占 8.7% (22/254)。二元逻辑回归显

示：较小的年龄、文化程度低(未受过教育/中小学教

育)、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国中部或西部)、有

慢性病史(病程较长或既往精神科住院史)、有自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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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观念或行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氯氮平有显著

相关性。 

    结论  氯氮平在中国使用较多，多用于年龄小、

文化低、经济水平低、反复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伴有自杀自伤的患者中氯氮平的使用率较高。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Based Connec-

tivity in Schizophrenia: From Neural Mecha-

nisms To Disease Definition 

 

Long-Biao Cui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Objectiv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based connectivity has been proposed to underpin the 

neural mechanisms and improve diagnosis of schizo-

phrenia (SZ). We aimed to characterize the connectome 

organization of first-episode medication-naïve patients 

with SZ, and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a method of dis-

ease definition for SZ by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

nectivity using radiomics strategy. 

    Methods  In the first sec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using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principal dataset 

including 42 medication-naïve, previously untreated pa-

tients and 48 healthy controls; replication dataset in-

cluding 39 first-episode patients [10 untreated patients] 

and 66 healthy controls) was performed. Brain network 

architecture was assessed by means of white matter fi-

ber integrity measures derived from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by means of structural-functional 

(SC-FC) coupling measured by combining DWI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In the second section, this 

study included 2 datasets collected with different scan-

ners. A total of 108 first-episode SZ patients and 121 

healthy controls (HCs) participated in the current study, 

among which 80% patients and HCs (n = 183) and 20% 

(n = 46) were selected for training and testing in intra-

dataset validation and 1 of the 2 datasets was selected 

for training and the other for testing in inter-dataset val-

idation, respectively.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as cal-

culated for both groups, features were selected by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method, and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its features and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effects across samples were assessed 

using machine learning by training and validating mul-

tivariate classifiers in the independent samples. 

    Results  Connectome rich club organization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disrupted in medication-naïve 

patients a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 = .012, 

uncorrected), with rich club connection strength (P 

= .032, uncorrected) and SC-FC coupling (P < .001, cor-

rected for false discovery rate) decreased in patients. 

Similar results were found in the replication dataset. In 

the second section, we found that the accuracy of intra-

dataset training was 87.09% for diagnosing SZ patients 

by applying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eatures, with a val-

idation in the independent replication dataset (accuracy 

= 82.61%). The inter-dataset validation further con-

firmed the disease definition by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eatures (accuracy = 83.15% for training and 80.07% for 

testing).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disrup-

tion of rich club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al dynamics 

may reflect an early feature of SZ pathophysiology. 

These findings ad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opa-

thological mechanisms of SZ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disorder. Additionally,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a valid radiomics approach by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to diagnose SZ, which is helpful 

to facilitate objective diagnosis. 

 

 

 

NPY 基因多态性与奥氮平治疗的探索性分析 

 

赵静 1 吕钦谕 1 陆颖 1 胡国芹 2 禹顺英 1 易正辉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中国汉族人群 NPY 基因多态性与

抗精神病药物（奥氮平）的抗精神病作用及改善认

知功能疗效的关联。 

    方法  入组 125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单一服用

奥氮平治疗，随访 12 周，对 NPY 基因启动子区域

的功能 SNP（rs16148、rs1859290、rs16147、rs16478）

进行基因分型。在干预前后评估阳性与阴性症状量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654 

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PANSS)、

可重复的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量（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应用 SHEsis 软件对治疗有效组及无效组

间进行各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的比较，进一

步应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 NPY 基因多态性

与预测疗效拟合方程的相关性；应用线性回归分析

探讨 NPY 基因多态性与 RBANS 总分及其各因子分

变化的预测拟合方程的相关性。 

    结果  （1）治疗后病例组的 RBANS 总分及各

因子分、PANSS 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好于治疗前

（P 均<0.01）；（2）PANSS 总分及其分量表分变化

与 RBANS 总分及其各因子分变化不相关（P

均>0.05）；（3）rs16478 的 A 等位基因频率在 PANSS

总分减分率有效组高于无效组（33.5% vs 15%, 

P=0.02）,基因型有三种 GG、AG、AA，在两组中基

因型频率分布有差异（P=0.03）；（4）二元 logistic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各位点基因型与预测疗效拟合方

程的相关性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5）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位点基因型与预测拟合方

程的相关性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奥氮平治疗有效组 rs16478 的 A 等位基

因频率较高，然而 NPY 基因启动子位点多态性不能

作为有意义的变量进入奥氮平抗精神病疗效及认知

改善疗效预测方程。 

 

 

 

精神分裂症认知储备水平与认知、临床特征

的关联研究 

 

龙翔云 1 倪花 2 陈奇 1 胡欣怡 1 刘婷 1 刘娜 3 黄楠
3 刘飞 1 吴佳馨 1 管晓枫 1 齐安思 1 陆峥 1,3 莫楠 1  

1）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4）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首次在中国精神分裂症人群中针对认知

储备（Cognitive Reserve, CRS）水平采用结构式量表

评估的方式，利用中文版认知储备评估量表

（Chinese version of Cognitive Reserve Scale, C-CRS），

对该人群应用的信效度进行评价，并结合临床症状、

总体功能及认知（神经认知及社会认知）评估，探究

该人群 CR 水平与认知、临床特征的关联。 

    方法  依托一项针对 SZ 生物学诊断的项目，本

研究在基线节点招募了 125 例精神分裂症被试，同

时完成一般人口学资料采集、C-CRS、临床症状及认

知功能评估，其中 38 例被试间隔 2 周后完成重测。

统计分析步骤如下：1、对人群基本信息、C-CRS 的

总分及各项目分分布进行描述；2、采用内部一致性、

组内相关、内容效度、校标效度及区分效度明确 C-

CRS 的信效度；3、进一步使用相关、分层回归及中

介效应分析明确CR水平与认知、临床特征的关系。 

    结果  1、在本研究纳入的精神分裂症人群中，

C-CRS 显示了良好的信效度，其总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917，重测后总量表的组内相关

系数为0.527（p=0.012），内容效度与区分效度良好，

以受教育年限及认知总体综合分数作为校标的分析

显示，C-CRS 总分与受教育年限呈正相关（Spearman

相关，r=0.257，p=0.004），与认知功能总体综合分数

呈正相关（Spearman 相关，r=0.224，p=0.016）；2、

CR 水平是社会认知的正向预测因子（β=0.297，

p=0.001），信息处理速度（β=0.064；95%CI，0.059 

~ 0.243）、注意警觉性（β=0.038；95%CI，0.017 ~ 0.174）

及工作记忆（β=0.079；95%CI，0.083 ~ 0.287）均显

著中介了 CR 与社会认知的关系；3、在 CR 与精神

分裂症临床症状的关联中，社会认知及神经认知也

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其中工作记忆、社会认知是

较为突出的中介变量。 

    结论  该研究验证了C-CRS在精神分裂症人群

中进行 CR 调查的可靠性及有效性，同时初步探索

了 CR 水平与精神分裂症认知、临床特征的关系，

在横断面水平上发现精神分裂症的社会认知、神经

认知、精神病性等症状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CR的

影响，提示 CR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指标。 

 

 

 

早期精神病突显网络功能交互异常 

 

赵蕾 1 薄奇静 1 周媛 2 王传跃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中科院心理所 

 

    目的  本研究旨在基于全脑体素水平，采用静

态及动态功能连接的分析方法，探索首发精神分裂

症（first episode of schizophrenia, FES）和精神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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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高危个体（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CHR）突

显网络内部与其它脑区/网络的功能连接特征。 

    方法  本研究采集 26 例 FES，20 例 CHR 及 37

例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的一般人口学、

临床及神经认知数据，并对所有被试进行磁共振扫

描。针对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首先基于独立成

分分析的方法确定突显网络的核心脑区左侧前脑岛

（left anterior insula, lAI）、右侧前脑岛（right anteiror 

insula, rAI）、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随后基于全脑体素水平，联合静态及动态功

能连接（functioanl connectivity, FC）的分析方法，测

量早期精神病人群突显网络三个核心脑区与全脑体

素的功能交互特征。 

    结果  1）基于静态功能连接的分析，FES 的 lAI

与左侧颞上回（听觉网络重要脑区）、右侧壳核的 FC

显著低于 CHR 和 HC；FES 的 rAI 与左侧颞上回、

右侧中央沟盖、右侧后扣带回/楔前叶（默认网络重

要脑区）的 FC 显著低于 CHR 和 HC；（2）基于动

态功能连接的分析，FES 和 CHR 的 lAI 与左侧距状

裂、右侧枕中回（视觉网络重要脑区）的 dFC 变异

度显著低于 HC；两患者组的 rAI 与左侧距状裂的

dFC 变异度低于 HC，与左侧楔前叶（默认网络重要

脑区）的 dFC 变异度显著高于 HC；FES 的 ACC 与

双侧舌回、左侧距状裂的 dFC 变异度低于 HC。 

    结论  早期精神病中突显网络与高级认知网络、

感觉网络的功能交互异常，这可能是精神病性障碍

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之一。 

 

 

 

细胞色素 P450 1A2 和多巴胺 D2 受体基因多

态性与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的关联 

 

闫盼 1,2 宋明芬 1,2 李静 1,2 王晟东 1,2 王姝琪 1,2 方

悦 1,2 施剑飞 1,2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细胞色素 P450 1A2（CYP1A2）和

多巴胺 D2 受体（DRD2）基因多态性与氯氮平治疗

精神分裂症临床疗效的关联。 

    方法  入组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

诊断标准的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 180 例，接受氯氮

平治疗 4 周。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定药物疗效，按 PANSS 减分率≥50%和<50%，分

为有效组和无效组；采用多重高温连接酶检测反应

技术（iMLDR）检测 CYP1A2*1C、CYP1A2*1F、

DRD2 A-241G 及 DRD2 Taq1A 基因多态性；采用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各基因型和氯氮平疗效的关

联性。 

    结果  有效组和无效组 CYP1A2*1F、DRD2 A-

241G 和 DRD2 Taq1A 基因型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而 CYP1A2*1C 基因型分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CYP1A2*1F 位点 CA 和 AA 型患者氯氮平疗效较野

生 CC 型差[OR（95% CI）：0.326（0.113~0.936）、

0.210（0.068~0.652）]；DRD2 A-241G 位点 GA 型

患者较野生 AA 型疗效好[OR（95% CI）：2.132

（1.012~4.493）]；DRD2 Taq1A 位点 TT 型患者较

野生 CC 型差[OR（95% CI）：0.285（0.095~0.858）]。 

    结论   CYP1A2*1F、DRD2 A-241G、DRD2 

Taq1A 基因多态性与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相

关。 

 

 

 

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与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

早期疗效的关系 

 

殷怡 1 李双双 1 仝景慧 1 黄隽超 1 田宝朋 1 陈松 1 

崔一民 2 谭淑平 1 王志仁 1 杨甫德 1 童永胜 1,3, L, 

Elliot Hong4 谭云龙 1  

1）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北

京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 

3）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WHO 心理危机

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北京 

4）马里兰大学医学院，马里兰精神医学研究中心，

巴尔的摩，美国 

 

    目的  探索 3 种不同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早

发组，发病年龄<18 岁；典型发病组，18~39 岁；晚

发组，40 岁~59 岁）与早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

的关系。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本研究纳入

病程小于 3 年、正处于急性发作期且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史小于 14 天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413 例（女性，

占 47%）。其中，早发组 85 例，典型发病组 21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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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发组 113 例。运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测量基线和

第 8 周的临床症状。采用混合效应模型比较 3 组在

8 周内的 PANSS 各因子得分变化。 

    结果  基线时，晚发组的 PANSS 抑郁/焦虑因

子得分比早发组（调整后 B = -0.91，P = 0.004）和

典型发病组（B = -0.70，P = 0.009）的因子得分更低。

3 组的 PANSS 各因子得分在 8 周的抗精神病药物治

疗后均下降（时间项，P 均 < 0.001）。相较于早发

组，典型发病组（时间×组别，B = -2.05，P = 0.002）

和晚发组（时间×组别，B = -2.26，P = 0.003）在 PANSS

阳性因子得分上的下降分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典型发病组比早发组在 PANSS 抑郁/焦虑因子得分

上的下降分数更小（时间×组别，B = 0.87，P = 0.009）。

当每单位体重（kg）增加 1mg 奥氮平当量时，典型

发病组比早发组在第 8 周的 PANSS 的抑郁/焦虑因

子中的得分变化更小（组别×药物剂量，B = 3.37，P 

= 0.002）；晚发组比早发组在 PANSS 的阳性因子（B 

= -15.38，P <0.001）、兴奋/敌意因子（B = -6.99，P 

= 0.004）和认知因子上（B = -4.41，P = 0.002）的降

低得分更多。 

    结论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不同发病年龄

组对于 8 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反应上存在差异。

晚发组在抗精神病药物早期治疗后的阳性症状改善

上比早发组更大。 

 

 

 

默认网络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

害中的作用 

 

王亚萍 1 宋佩伦 2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郑州大学 

 

    目的  观察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默认网络功能

连接及其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探讨默认网络在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中的可能作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于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就诊的首发未用药精神分

裂症患者 73 例（患者组）和同期招募的健康志愿者

71 名（健康对照组）。所有受试者进行静息态功能磁

共振（fMRI）成像扫描，同时采用精神分裂症认知

功能成套测试（MCCB）进行认知功能评定。选取默

认网络（DMN）中后扣带回（PCC）、内侧前额叶皮

层（MPFC）为感兴趣区（ROI），与全脑脑区进行功

能连接分析，得到功能连接的 z 值，将存在异常功

能连接脑区的 z 值与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1）PCC 与大脑脑区功能连接既有减弱

也有增强：后扣带回（PCC）与小脑后叶、边缘叶、

右侧脑岛、前额叶、右侧背外侧额上回功能连接减

弱；PCC 与右侧眶部额下回、颞叶、左侧脑岛、左

侧三角部额下回、右侧豆状壳核、右侧三角部额下

回、右侧补充运动区、右侧额中回功能连接增强。

MPFC 与大脑脑区功能连接既有增强也有减弱：内

侧前额叶皮层（MPFC）与豆状核、额中回、丘脑、

右侧补充运动区功能连接增强；MPFC 与右侧枕下

回功能连接减弱。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患者组在认

知功能七大领域中的得分下降较为明显。（2）相关

分析显示：DMN 异常功能连接与认知功能相关：后

扣带回与颞叶（右侧颞下回和右侧颞中回）功能连

接增强和信息处理速度、注意及警觉性、工作记忆、

词语学习、视觉学习、推理和问题解决呈正相关；后

扣带回与左侧脑岛、左侧三角部额下回功能连接增

强和视觉学习呈正相关；后扣带回与右侧背外侧额

上回功能连接减弱和视觉学习呈负相关；内侧前额

叶皮质与额中回功能连接增强和词语学习、视觉学

习呈正相关。 

    结论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DMN 存在广泛的

功能连接异常， 且 DMN 功能连接异常可能参与精

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损害的过程。 

 

 

 

改良电休克治疗中麻醉-电刺激时间间隔对脑

电发作时间的影响 

 

周绍宇 1 高丹青 1 张爱英 1 冯振晓 1  

1）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索改良电休克治疗(modified electro-

convulsive therapy, MECT)中麻醉-电刺激时间间隔

对脑电发作时间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7.7.25-2021.2.25 期

间进行 MECT 治疗的符合入组标准的住院精神分裂

症患者。分别记录患者连续 6 次 MECT 治疗时的麻

醉-电刺激时间间隔。所有患者应用双侧简式脉冲改

良电抽搐治疗，麻醉诱导时只能用丙泊酚（1-2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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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氯化琥珀胆碱（0.5-1.0mg/kg）。由醒脉通设备采集

癫痫持续时间。应用线性混合模型分析麻醉-电刺激

时间间隔对癫痫持续时间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性

别及治疗次数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监控指标包

括：性别、年龄(years)、体重(kg)、治疗次数、麻醉

-电刺激时间间隔（s）、丙泊酚剂量（mg），氯化琥珀

胆碱剂量（mg），能量设置（%），频率（hz），电量

（mc）等。 

    结果  共收集 1303 人次数据，其中 691 人次被

排除，最终共纳入 612 人次(N = 102 例患者)数据。

患者平均年龄（ 41.52±10.47 ）岁，平均体重

（62.02±11.62）kg，其中男性占 52.9%(n=54 )。线性

混合模型结果提示：以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参照，

男性患者脑电发作时间更长（β=5.208，P=0.010）。

以第 6 次 MECT 为参照，第 1、2 次脑电发作时间

更长（β1=8.881,P＜0.001;β2 =3.158,P=0.003）。而第

3、4、5 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麻醉-

电刺激时间间隔越长，脑电发作时间越长（β=0.101，

P＜0.001）。这种情况在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更

强烈，而女性则相对较弱（β 男=0.115,P＜0.001;β 女

=0.090,P＜0.001），影响能力的差值为 0.025(P＜

0.001)。在进行第 1 6 次治疗时，麻醉-电刺激时间

间隔均正向影响脑电发作时间（均 β＞0，且均 P＜

0.001）。第 1 次治疗时，麻醉-电刺激时间间隔对脑

电发作时间的影响最大（β=0.154），第 6 次时影响

最小（β=0.082），第 1 次和第 6 次影响能力的差值

为 0.072（P＜0.001）。 

    结论  适当延长麻醉-电刺激时间间隔有增加

脑电发作时间的作用。该作用在男性精神分裂症患

者身上比女性更强烈，且该作用随着连续治疗次数

增加有减弱趋势。 

 

 

 

基于 RNA-seq 技术探索氯氮平所致代谢综合

征的发生机制研究 

 

王颖怡 1,3 周伟 2 吕钦谕 1 秦胜营 3 易正辉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 bioX 研究院 

3）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伴或不伴代谢

综合征的基因表达水平差异，探讨氯氮平所致代谢

综合征的发生机制。 

    方法  选取 10 例精神分裂症伴代谢综合征患

者（病例组）及年龄性别匹配 10 例精神分裂症不伴

代谢综合征患者（对照组），抽取外周静脉血，进行

转录组测序。 

    结果  1、从 20 个样本中获得了 57773 个基

因的表达矩阵。共筛选出 1019 个差 异表达基因，

包括 535 个上调的差异表达基因和 484 个下调的

差异表达基因。 2、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分布在嗜苯

胺蓝颗粒、初级溶酶体、分泌颗粒、囊腔、胞质膜包

围的囊泡腔，涉及的生物学过程包括免疫反应、形

态改变、物质代谢等过 程。差异表达基因主要涉及

的 reactome 通路为生物氧化反应和抵御素。 3、利

用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共识别出 8 个 mRNA 

基因模块，大小从 55 到 271 不等。yellow，red，

turquoise 模块与代谢综合征表型呈负相关，black，

green， blue，brown 模块与代谢综合征表型呈正相

关。枢纽基因包括  RP11.611O2.6、  ACPL2、

TRAV12.2、MMP8、PGBD4P1、TMEM261、BDNF。 

4 、采用随机森林法产生了包含  7 个基因

（AP000318.2、MRS2P2、RP11.347C18.5、 SLC2A5、

RP11.91A18.4、TMEM261、GLIPR1L2）的预测模型，

模型的受试者工 作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 1，即灵敏

度为 100%，特异度为 100%。 

    结论  1、精神分裂症伴或不伴代谢综合征患者

之间存在基因差异表达，氯氮平所 致代谢综合征的

个体差异与差异表达基因有关。 2、RP11.611O2.6、

ACPL2、TRAV12.2、MMP8、PGBD4P1、TMEM261、

BDNF 的基因表达与氯氮平所致代谢综合征关系密

切。 3、转录组测序技术与随机森林法相结合，能够

筛选出具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的 差异表达基因。 

 

 

 

海子是否患有精神障碍？ 

 

陈智民 1 肖世富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考察海子自杀前的精神症状和诊断。 

    方法  采用病迹学的研究范式、传记学的资料

处理方法和精神科临床诊断思路。 

    结果  从海子的遗书及朋友回忆的资料中，可

以发现若干精神病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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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听：海子在遗书中提到了幻听。朋友称：“有

一回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开了小周天。他可能是

在开大周天的时候出了问题。他开始出现幻听，总

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 

    本体幻觉：朋友回忆“也是在那时，海子对自己

的身体也有某种幻觉，他觉得自己的肺已经全部烂

掉了”。 

    被害妄想：海子提到有人对他不利、所采用的

方式是“听幻觉折磨”、“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或

“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并将这种妄

想扩大到他人上，称“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

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常远和孙舸负责”。 

    思维插入：遗书中称“我的幻听到心声中大部分

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有可能是思维插入。 

    思维逻辑障碍：海子遗书中的一些逻辑不通的

话如“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

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

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 

    言语紊乱：遗书中几个地方有所体现，1.前面提

到被人所害后面又说与人无关；2.言之凿凿某特定

人物在伤害他然而说不清目的和方式；3.称自己所

有行为都是别人引起的。朋友提到海子在 3 月 25 号

凌晨在宿舍狂呼“我不行了”、引起同事的探视。 

    当时医生的判断：“法医鉴定海子死于精神分裂”

侧面印证以上症状。 

    起病方式、症状特点和病程：海子所提到开始

出现幻听的“上周 4”即是在酒后失言感到自责的那

一天，这件事对于海子是强烈的应激事件。总体特

点是精神病性症状丰富、多变、中间夹有清醒期。从

发病到自杀只有 10 天的病程。 

    结论  综上多考虑“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性障

碍”。海子在自杀前一天半内较为理智平稳、能够安

排后事。相比于在症状驱动下自杀，更可能的情况

是急性精神病发作加重他原有的精神危机、推动他

自杀意念的实施。 

    海子的创作生活和文学志向对其精神状况的影

响：1.狂热的的高度投入的写作使其压力过大；2.对

写作的崇尚使其忽视人际关系和职业；3.为了创作

而追求孤独的环境，使其视野狭窄、敏感固执；4.对

写作的热爱使其在文坛活动中易受伤害；5.为了诗

歌创作，向密宗修行、气功等神秘主义中寻求灵感，

急于获得非凡体验，当中可能没有循序渐进的修行

过程和良好的指导。 

 

 

 

Help-seeking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f 

Hunan, China 

 

马静 1,2 胡家文 1,2 郑琼娟 1 张芸 3 刘春宇 4 田雪飞
1 刘学军 1 王东欣 1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湖南中医药大学 

3）西北民族大学 

4）纽约州立大学上州医科大学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know the seeking 

help behavior (including seeking help or not, first choic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barriers in seeking help) of indi-

viduals with SZ (Schizophrenia) in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are from a larger epi-

demiological study of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in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Self-made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collect relative information 

    Results  1) Of the 367 participants, 68.9% 

(253/367) sought help; of those, 64.6% (n=163) pursued 

professional psychiatric services and 30.8% (n=78) pur-

sued non-medical options (i.e., relatives, praying to 

Buddha) as the most common first choices. 2) The help-

seeking behavior ratio (seeking help individuals/total 

sample siz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illiterate group 

than in other education levels. Those with a family his-

tory of mental disorders tend to have a higher help-seek-

ing behavior ratio. And the first choice of help is largely 

related to education level. 3) Frequent reasons behind 

not seeking help include fear of stigmatization (72.9%), 

poor mental health literacy (64.5%), concerns over cost 

(50.6%), and limited access to medical services

（47.0%）. 

    Conclusion  About one third of the individuals 

do not seek help. Individuals with SZ tend to choose 

psychiatric hospital and relatives as their first choice. A 

family history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re meaningfully associated with help-seeking 

behavior, and individuals with more education tend to 

seek for professional help first.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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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seeking help include fear of stigmatization, lack of 

awareness about mental illness, concerns over cost, etc. 

 

 

 

基于脑磁图的首发精神分裂症及一级亲属的

冲动特征与抑制控制损害的功能连接研究 

 

韩颖琳 1 花玲玲 2 周红亮 3 夏逸 3 姚志剑 2,4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精神三科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江苏省

抑郁症诊疗中心） 

3）南京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4）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属于最严重精神障碍之一，

高致残、高冲动行为是精神分裂症常见的临床危害

特征，与抑制控制损害密切相关。对家庭和社会影

响极大。目前研究定义精神分裂症的易感人群成为

高危人群。因此，在脑磁图下通过首发精神分裂症

组、一级亲属组、正常对照组进行冲动特征及 G/NG

任务态比较，分析三组间的冲动特征及抑制控制差

异，寻找首发精神分裂症及高危人群抑制控制异常

情况，这也是当前精神科临床及公共卫生研究的重

点。 

    方法  本实验自 2016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

南京脑科医院收集首发精神分裂症组 15 例、高危人

群 15 例、正常对照组 18 例，入组时进行 Barratt 冲

动量表评定及 Go/Nogo 任务态脑磁图数据及磁共振

定位相采集，本实验脑磁影像数据结果用

matlab2012b 软件进行处理，全部数据结果用

SPSS2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三组 Barratt 冲动量表结果 

    首发组、高危组、对照组存在 BIS 总分、B2、

B3 两个冲动维度因子分的统计学差异，特别是 B2

运动冲动维度因子分。 

    2. Nogo 任务下三组功能连接比较 

    在抑制控制加工后期(250-450ms)时间窗，三组

间β频段 lM1-preSMA的FC(p=0.003, FDR corrected)

和 low γ 频段 preSMA-rIFG 的 FC(p=0.015, FDR cor-

rected)统计学异常，且三组递进式增强，以首发组增

高最明显，但高危组与对照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 

    3. 基于有特征意义的多维数据建立分类模型 

    在进行分类模型建立前，对 5 个 FC 异常指标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设 α=0.05。得出加工后期的 low 

γ 频段 preSMA-rIFG 的 FC 为贡献最大的影像因素

（p=0.011）。 

    将临床评价（Barratt 冲动评估中 BIS 总分、B2、

B3），脑磁图任务态 Go/No 准确率及特征性 FC（low 

γ 频段 preSMA-rIFG）作为自变量，将分组作为分类

变量，进行分类判别式模型建立，分类准确率（交叉

验证）87.5%。 

    结论  精神分裂症在抑制控制加工后期存在与

抑郁症患者一样的异常 FC，都提示 β 频段 preSMA-

lM1 及 low γ 频段 rIFG-preSMA FC 异常，提示这两

个特征性 FC 可能是精神疾病抑制控制损害的关键，

作为早期非药物干预的生物标记位点，对预防冲动

及日常生活功能下降意义重大。 

 

 

 

鼓圈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和社交

技能的影响 

 

刘斯倩 1 代嘉庚 2 王丽萍 1 张顺 1 张素娟 1 郭建兵
1  

1）唐山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2）北京昌平华佑医院 

 

    目的  探讨鼓圈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CSZ）

患者阴性症状和社交技能的影响。 

    方法  将 110 例 CSZ 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

（完成 47 例，脱落 6 例）和非干预组（完成 53 例，

脱落 4 例）。2 组均使用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护

理常规及一般工娱治疗。干预组在此基础上进行鼓

圈治疗，为期 12 周。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阴性症状评定量表（SANS）、社交技能

评定目录（SSC）分别对患者入组时、治疗后 4 周、

8 周、12 周的精神状况进行评估。 

    结果  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2 组 PANSS 阴性

症状评分（PANSS-N）、SANS 及 SSC 总分均有下降

趋势，干预组减分幅度明显高于非干预组，2 组组间、

时点间、组间•时点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ANSS-

N F= 42.21，217.14，63.43，P<0.05； SANS F=33.09, 

167.06, 52.30, P<0.05；SSC F=285.59, 1765.38, 541.59, 

P<0.05）；2 组 PANSS 阳性症状评分（PANSS-P）组

间、时点间、组间•时点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ANSS-P F= 3.78，2.93，1.76，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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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鼓圈治疗能显著辅助改善CSZ患者的社

交技能和阴性症状，促进功能全面康复。 

 

 

 

随机森林模型在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

脑功能低频振幅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周智凤 1 刘霞 1 周勇杰 1 廖攀 2 侯刚强 1 江文涛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2）北京慧脑云计算有限公司 

 

    目的  随机森林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集成学习算

法，能对大量的密集特征进行降维处理，其结果具

有较高的鲁棒性及泛化性。本研究旨在探究随机森

林模型在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first-episode drug-

naïve schizophrenia, FEDN-SZ）患者脑功能低频振幅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分

析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40 例 FEDN-SZ 患者（男

性 1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15~54 岁，平均 27.7±9.7

岁；受教育程度 12.2±3.1 年）及 30 例年龄、性别和

受教育程度均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男性 13 例，女

性 17 例；年龄 18~45 岁，平均 27.5±7.9 岁；受教育

程度 12.3±4.1 年）。采用 3.0T 磁共振扫描仪（Signa 

Excite, GE Healthcare，USA）采集各个被试大脑的

3D T1 结构像及静息态血氧水平依赖(blood-oxygen 

level dependent, BOLD)脑功能图像，排除颅脑外伤

史及大脑肿瘤、血管畸形等器质性病变者。3D T1 结

构像及 BOLD 图像经 MATLAB 软件后处理得到各

个被试全脑 116 个脑区的全频段 ALFF（0.01~0.08 

Hz）、低频段 ALFF（0.01~0.027 Hz）及高频段 ALFF

（0.027~0.073 Hz）的均值。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对两

组被试各频段 ALFF 值进行分类训练和测试，筛选

出各频段 ALFF 值对分类贡献排名前十的脑区，应

用十折交叉验证来检验分类结果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并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来量化模型的分

类准确性。 

    结果  训练集中，各频段 ALFF 的分类敏感性、

特异性及准确性均达 98.5%~100%；测试集中，随机

森林模型对高频段 ALFF 的分类效能最高，分类敏

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分别为 82.5%、66.7%及 75.7%。

高频段 ALFF 分类结果中，对分类贡献排名前十的

脑区分别是左侧壳核、左侧尾状核、右侧距状回、左

侧颞下回、左侧苍白球、左侧距状回、左侧眶额下

回、左侧海马、右侧尾状核及右侧楔叶，这与既往关

于 FEDN-SZ 患者大脑结构与功能改变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 

    结论  随机森林模型有助于寻找 FEDN-SZ 患

者与健康人脑区之间的异常脑功能 ALFF 信号，对

疾病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布南色林与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 

知功能、泌乳素和血脂的影响研究 

 

孙磊 1 罗国帅 1 陈清刚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探讨布南色林与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认知功能、泌乳素和血脂的影响，为精神分

裂症的治疗和康复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探讨布南色林与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认知功能、泌乳素和血脂的影响，为精神分

裂症的治疗和康复提供科学依据。 

    结果  布南色林组完成治疗 46 例，利培酮组完

成治疗 46 例。治疗前两组一般资料，PLR、TG、

LDL-C、TC 和 BMI 水平，PANSS 及 MCCB 评分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布南

色林组患者 PANSS 评分与利培酮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布南色林组患者 MCCB 中数

字序列、空间广度、言语记忆、视觉记忆、持续操作

测验得分高于利培酮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P＜0.01）。布南色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19.6%）低于利培酮组（39.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布南色林组患者 PLR、TG、

LDL-C、TC 及 BMI 水平低于利培酮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P＜0.01）。 

    结论  布南色林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总体疗效与

利培酮相当。布南色林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

功能和安全性方面优于利培酮。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Effortful Cognitive 

Processing Deficits in Schizophrenia: An ERP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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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晨光 1 王军 1 金沙雨 1 孙汝红 1 周振和 1  

1）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Individuals’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cludes automatic and effortful processes and the latter 

require sustained concentration or attention and larger 

amounts of cognitive “capacity.” Event-related poten-

tials (ERPs) reflect all neural activities that are related 

to a certain stimulus. Investigating ERP characteristics 

of effortful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people with schizo-

phrenia would be helpful in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Both schizophrenia patients (SCZ, n = 

33) and health controls (HC, n = 33) completed ERP 

measurements d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asic fa-

cial emotion identification test (BFEIT) and the face-vi-

gnette task (FVT). Data of ERP components (N100, 

P200, and N250), BFEIT and FVT performanc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ccuracies of 

face emotion detection in the BFEIT and vignette emo-

tion detection in the FVT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C group. Repeated-

measures ANOVAs performed on mean amplitudes and 

latencies revealed tha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for group × 

experiment × site (prefrontal, frontal, central, parietal, 

and occipital site) was significant for N250 amplitude. 

In FVT experiment, N250 amplitudes at prefrontal and 

frontal sites in schizophrenia group were larger than 

those of HC group; the maximum N250 amplitude was 

present at the prefrontal site in both the groups. For 

N250 latency, the interaction effect for group × experi-

ment was significant; N250 latencies in the schizophre-

nia group were longer than those of the HC group. 

    Conclusio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present ef-

fortful cognitive processing dysfunctions which reflect 

in abnormal ERP components, especially N250 at pre-

frontal cortex and frontal cortex site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clarifying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effortful cognitive processing def-

icits in schizophrenia. 

 

 

 

首诊精神分裂症和强迫障碍患者静息态脑功

能低频振幅的对比研究 

 

郁晓曼 1 汪帅 1 刘海生 1 周振和 1 田霖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临床上精神分裂症（SZ）和强迫障碍

（OCD）的共病率较高，研究提示这两种疾病之间

可能存在共同的病理起源，但目前它们之间的神经

生物学底物和病因学关系仍未明确。本研究采用静

息态功能磁共振（rs-fMRI）技术对比了首诊精神分

裂症和首诊强迫障碍患者低频振幅（ALFF）的异常

特征。 

    方法  本研究采用 rs-fMRI 技术，比较了 22 例

首诊精神分裂症患者、27 例首诊强迫障碍患者和 58

例健康对照组（HC）三组间的 ALFF 差异。对所有

被试均进行了常规 T1 和 T2 序列和 rs-fMRI 扫描。

应用 SPSS25.0 统计软件对人口学和临床资料进行

分析。采用基于 Matlab 平台的 DPABI _V4.3 工具包

对影像数据进行预处理，计算出三组被试的 ALFF

值，采用 SPM1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协方差分

析比较三组间 ALFF 差异，将年龄、性别、受教育

年限和平均头动等混杂因素作为协变量。提取每个

被试在组间显著差异团块内的平均 ALFF 值，进一

步使用 SPSS 软件进行两两比较 Post-hoc 分析。最

后使用偏相关分析探讨三组间显著差异脑区的

ALFF 值与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将年龄、性

别、受教育年限、平均头动和病程作为协变量。 

    结果  三组被试间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有差异，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和平均头动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组间的病程时长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SZ 组和 HC 组相比，

OCD患者右侧角回和左侧额中回/中央前回的ALFF

显著增高，左侧颞上回/岛叶/罗兰迪克岛盖、左侧中

央后回 ALFF 显著降低。与 HC 组相比，两组患者

右侧缘上回/顶下小叶 ALFF 均显著降低。此外，SZ

组左侧中央后回ALFF值与 PANSS一般精神病理量

表(r = 0.488，P = 0.047)和阳性症状量表评分(r = 

0.588，P = 0.013)呈正相关。OCD 患者左侧颞上回/

岛叶/罗兰迪克岛盖 ALFF 值与 Y-BOCS 量表的强迫

行为分(r = 0.463，P = 0.030)以及量表总分(r = 0.5713，

P = 0.005)呈正相关。 

    结论  OCD 患者在经典 CSTC 环路之外的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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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存在自发脑活动异常。SZ 和 OCD 患者在右侧缘

上回和右侧顶下小叶存在相似的自发脑活动损害模

式，而在左侧额中回、中央前回、颞上回、岛叶、罗

兰迪克岛盖和中央后回，右侧角回等自发脑活动存

在显著差异。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ris Char-

acteristics and Schizophrenia 

 

田春生 1 段莉 1 朱刚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s in iris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iris characteristics, aiming to find more easily-accessi-

ble and easily-measurable biomarkers to facilitate clini-

cal assessment and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

ease. 

    Methods  Overall, 80 patients (28 male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52 (18 males) healthy individuals 

matched by age and gender were included in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Iris images 

were collected from all subjects to compare the differ-

ences, including structure and col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ris. Th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 

(PANSS) and Modified Overt Aggression Scale (MOAS) 

were applied for evaluating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45 (18 males) first-episode untreated 

schizophrenics,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ris 

characteristics and schizophrenia symptoms were ana-

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ris 

crypts (P＜0.05) and pigment spots (P＜0.01) between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ris wrinkles  (P＜0.05). Lo-

gistic regression demonstrated that the total iris crypts 

[odds ratio (OR) 1.16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22~1.330] and total iris pigment spots (OR 1.815, 95% 

CI 1.186~2.775) increased the risk of suffering from 

schizophrenia. Additionally, Analysis of patients with 

the first-episode untreated schizophrenia group demon-

strated that the number of iris crypts was positively as-

sociated with the MOAS score (r=0.474, P＜0.01). 

What’s more, the number of the Iris pigment spots 

(r=0.395, P＜0.01 and wrinkles (r=0.309, P＜0.05)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negative symptom 

score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ris crypts and pigment spots could 

be taken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detecting and rec-

ognizing schizophrenia.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untreated schizophrenia, iris characteristics may help 

psychiatrists to identify the disease condition and to dis-

tinguish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symptom and severity 

grading. 

 

 

 

首诊精神分裂症和强迫障碍患者静息态脑功

能度中心性的对比研究 

 

汪帅 1 郁晓曼 1 刘海生 1 周振和 1 田霖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JAMA 有项研究发现，强迫障碍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患者及其后

代罹患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SZ）和 SZ 谱系

障碍的风险显著升高，提示它们可能有共同的病因

学基础。本研究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技

术直接比较了首诊精神分裂症和首诊强迫障碍患者

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DC）的异常特征。 

    方法  招募 22 例首诊精神分裂症患者、27 例

首诊强迫障碍患者和 58 例健康对照组（healthy con-

trols, HC），对所有被试均进行常规 T1、T2 序列和

rs-fMRI 扫描。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来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分别采用

耶鲁-布朗强迫症状量表（Y-BOCS）、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R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HDRS）来

评估强迫障碍患者的强迫症状、焦虑症状和抑郁症

状。采用 SPSS25.0 统计软件对被试组间人口学资料、

临床资料和平均头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应用基于

Matlab 的 DPABI _V4.3 软件对所有影像学数据进行

预处理，计算出所有被试的非加权 DC 值。采用

SPM12 软件进行协方差分析（ANCOVA）以比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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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 DC 差异，将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平均

头动（mean FD）等混杂因素作为协变量。提取每个

被试在组间显著差异团块内的平均 DC 值，利用

SPSS 软件进行 Post-hoc 分析。使用偏相关分析探讨

三组间显著差异脑区的 DC 值与患者症状严重程度

的相关性，将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平均头动和

病程作为协变量。 

    结果  三组被试间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有差异，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和平均头动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组间的病程时长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HC 组相比，SZ 组

右侧顶下小叶/角回DC值显著增高，而SZ组和OCD

组右侧舌回/距状裂周围皮层 DC 值均显著降低。未

发现组间显著差异脑区 DC 值与患者症状严重程度

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  SZ 和 OCD 患者在右侧舌回和右侧距状

裂周围皮层存在相似的静息态自发性脑活动损害模

式。和 OCD 患者相比，SZ 患者存在更多的局部脑

区与全脑内其他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受损。 

 

 

 

Sex Differences in The Association of HOMA-

IR Index and BDNF in Han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杨亚婷 1 刘寰忠 1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Objective  According to reports, there are signif-

icant sex differences in serum brain-derived neu-

rotrophic factor (BDNF) levels and metabolic indicator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BDNF is involved in blood sugar regulation. Homeosta-

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is currently a sensitive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insulin 

resistance. Our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ex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BDNF levels and 

HOMA-IR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CS). 

    Methods  A total of 326 patients with C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General information of all partic-

ipants was collecte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

drome Scale (PANSS) was used to assess mental symp-

toms and collect hematological indicator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rum BDNF levels, HOMA-IR index 

and other metabolic indexes were compared. Then, a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total HOMA-IR scores of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and BDNF. 

    Results  The HOMA-IR index of female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rum BDNF levels be-

tween male patients and female patients. There is a pos-

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DNF level and HOMA-IR 

index, and this relationship only exists in female pa-

tient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HOMA-IR 

index in patients with CS, and the HOMA-IR index of 

female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patients. In addition, only in female patients, the 

HOMA-IR index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DNF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uggests that gender fac-

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evaluating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metabolic indexes in patients with CS in 

the future. 

    Funding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Anhui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Fund (No. 

2017zhyx17), 2019 national key clinical experts pro-

vide capacity-building project (provincial project),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801341), the Anhui Provincial Key R&D Pro-

gramme (202004j07020030).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多频段 fALFF 值与认知

功能相关性的研究 

 

刘霞 1 周勇杰 1 吴燕珍 2 周智凤 1 周钊光 1 江文涛
1  

1）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2）深圳大学心理学院 

 

    目的  比率低频振幅（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fALFF）可部分反映大

脑在静息状态下，神经元自主活动的强弱。通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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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指的是 0.01~0.08Hz，又可分为多个子频段，本研

究目的在于探索不同子频段的 fALFF 值与认知功能

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符合 DSM-IV 诊断标准的 43 名首

发精神分裂症患者（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group，

FESZ 组），并使用 MATRICS 共识认知成套测验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MCCB）

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另外招募 30 名性别、年龄相匹

配的正常志愿者（healthy control，HC 组）。两组均

采集 T1 BROVA 、 BOLD 数据，设置低频 -5 

(0.01~0.027Hz）、低频-4 (0.027~0.073Hz）和全频

（0.01~0.08Hz）三个频段，使用 DPABI 工具包分别

计算各频段 fALFF 值，并分别比较三个频段 fALFF

值在 FESZ 组与 HC 组的差异，进一步分析各频段

fALFF 值与 MCCB 各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比较三个不同频段的 fALFF 值，我们发

现，FESZ 组低频-5 fALFF 值在右侧楔前叶显著低

于 HC 组（GRF 校正, p<0.001）。提取 FESZ 组右侧

楔前叶 fALFF 值，与 MCCB 量表做偏相关分析，以

性别、年龄做协变量，结果显示楔前叶 fALFF 值与

MCCB 总分（R=0.456, P=0.019）、言语记忆 T 分

（R=0.499, P=0.009）、视觉记忆 T 分（R=0.546, 

P=0.004）、言语流畅性 T 分（R=0549, P=0.004）、迷

宫 T 分（R=0.46, P=0.018）均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本研究中，FESZ 组右侧楔前叶低频-

5fALFF 值明显低于 HC 组，低频-5 频段可特异性地

反映皮层神经元的活动，而楔前叶是默认网络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推断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静

息状态下默认网络皮层神经元自主活动减弱。而且，

进一步分析显示低频-5fALFF 值与 MCCB 量表多个

指标存在显著正相关。因此，我们认为低频-5fALFF

值是一个特异性较高的大脑自主神经活动的评价指

标，能够间接反映大脑认知功能，其临床应用价值

值得深入探讨。 

 

 

 

基于机器学习联合人口学、认知功能和立体

视觉构建首次发病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早期辅助诊断模型 

 

关陆阳 1 侯文龙 1 曹佳琪 1 庄楠楠 1 陈茹凤 1 殷旭

圆 1 朱振华 1 王菁 1 贾秋放 1 惠李 1  

1）苏州市广济医院 

 

    目的  研究首次发病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立体视觉与认知功能水平，并基于机器学习联合人

口学、认知功能和立体视觉构建首次发病未服药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早期辅助诊断模型。 

    方法  本研究起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9 月；共招募 146 例首次发病未服药精神分裂症

患者和 101 名健康对照者。采用 Titmus 方法检测立

体视觉，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评定患者临床症状，

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评估认知功能。采用

协方差分析两组间立体视觉和认知功能的差异。将

80%被试作为训练集，20%被试作为测试集进行机器

学习，选取 Logistic 回归、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建

立早期精神分裂症诊断预测模型。 

    结果  首次发病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

对照者的立体视觉水平和认知功能方面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Logistic 回归、随机森林和支持

向量机模型准确率分别为 89.8%、91.8%和 93.4%，

运用残差比较三种模型的诊断性能显示支持向量

机>Logistic 回归>随机森林。 

    结论  首次发病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显

著的立体视觉和认知功能障碍。基于机器学习的预

测模型通过提取人口学、立体视觉和认知功能等特

征，可以构建早期精神分裂症诊断模型，预测准确

率最高可达 93.4%。 

 

 

 

大学生精神病超高危人群认知功能特征及其

脑网络影像学研究 

 

陈奇 1 陆峥 1  

1）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明确大学生精神病超高危人群（Ultra 

High Risk for Psychosis，UHR）认知功能损害的特点

及其脑网络异常。 

    方法  募集大学生 UHR 35 例和健康对照 31 例，

收集临床症状、认知功能与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分析临床症状与认知功能的特征及其相关性，

计算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

额顶网络（Frontoparietal Network, FPN）与带状盖网

络（Cingulo-opercular network, CON）三个脑网络拓

扑属性及网络间功能连接强度，并分析功能连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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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脑网络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结果  1.大学生 UHR 在信息处理速度、词语学

习两个维度认知功能下降，且与解体性症状、运动

功能障碍、情感表达障碍等症状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2.CON 对 UHR 认知功能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

FPN 同配性，本研究中未发现 DMN 网络拓扑属性

对认知功能的影响；3.大学生 UHR 在 DMN - AUN、

FPN - AUN、FPN - VAN 及 FPN - VIN 之间的功能

连接强度较 HC 减弱，且 DMN - AUN 功能连接强

度对信息处理速度表现出正向的预测作用。 

    结论  大学生 UHR 存在认知功能损害，且与脑

网络拓扑属性及网络间功能连接异常有关，这些发

现表明脑网络信息传递效率降低在大学生 UHR 认

知功能损害中发挥作用，为阐明其脑影像学机制提

供了重要证据，未来需要扩大样本量及被试范围，

在大样本试验中验证本研究结果。 

 

 

 

临床护理路径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健康宣

教中的应用 

 

王强 1 岳芸 1 曹桂莹 1 邓丽云 1  

1）常州市德安医院 

 

    目的  健康宣教是优质护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它贯穿于对患者进行整体护理的全过程。传统

的健康宣教方法是随机口头宣教或发放书面资料，

由于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往往难以满足患者的需

求。临床护理路径（ClinicalNursingPathway，CNP)

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美国开发的标准化诊疗、护理

模式，是运用图表形式对患者住院的起点、过程和

重点进行有计划、有目标的流程规划，它能有效提

升护理人员工作主动性，提高治疗、护理水平。为了

更好地将临床护理路径应用于精神科护理中，作者

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对 120 例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实施了健康宣教路径，旨在探讨临床护理

路径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健康宣教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入组的 120 例患者，按住院号单双号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80 例。对照组实施传

统的健康宣教，实验组按照临床护理路径对患者实

施健康宣教，并实施主管护士责任制和护理组长、

护士长监督制，分别运用 NOSIE-30 量表、健康教育

知识问卷及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评分比较。 

    结果   实验组实施健康路径宣教 3 个月末

NOSIE-30 各因子及总分高于对照组（P<0.01）；实

验组对健康宣教知识知晓率和护理工作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健康宣教路

径，能够提高患者对健康宣教知识的知晓率和对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in Ultra High Risk 

Individuals and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欧阳丽君 1 陈晓岗 1 贺莹 1 李宗昌 1 马晓倩 1 袁柳
1 范乐佳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Dysfunction of immunity, such as lev-

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ign 

in schizophrenia. Changes in levels of cytokine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e early of the disease, even observed 

in ultra high risk individuals, demonstrating potential 

usefulness of cytokine as a biomarker for psychotic dis-

orders.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

tial of cytokine as biomarkers for psychotic disorders 

and in ultra-high-risk individuals converted to a psy-

chotic disorder in future. 

    Methods  We used luminex liquid chip technol-

ogy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 of INF-γ, IL-2, IL-4, IL-

6, IL-17, IL-1β, TNF-β in plasma in all subjects and 

compared the level of these cytokine betwee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psychosis (FEP; n = 40), UHR pa-

tients with (UHR-T; n = 14) and without (UHR-NT; n = 

35) later transition to psychosis,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n = 30). 

    Results  INF-γ(p=0.001), TNF-β(p=0.001) and 

IL-6(p=0.001) were increased both in FEP & UHR 

group compared to HC; IL-17（p=0.04） and TNF-β 

(p=0.008)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UHR-T groups as 

compared to UHR-NT groups. 

    Conclusion  In our study ,results reveal immune-

inflammatory dysregulation  in early stages of psycho-

sis prior to psychotic conversion and first episode schiz-

ophrenia;IL-17 and TNF-β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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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UHR-T compared to UHR-NT, suggesting its poten-

tial as a selective biomarker of future transition in UHR 

individual.Further research is warranted to establish the 

robustness of these results in order to enhance predictive 

accuracy, ideally in a combined multiple variable ap-

proach. 

 

 

 

精神分裂症激越症患者应用齐拉西酮针剂序

贯口服片剂治疗的临床效果研究 

 

陈铭 1  

1）福安市精神病人疗养院 

 

    目的  分析精神分裂症激越症患者应用齐拉西

酮针剂序贯口服片剂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为了进行本次研究，本院在选择研究对

象的时候一共在 2018 年 5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收

治的精神分裂症激越症患者中选择了符合研究要求

的对象 86 例，根据随机数字的方式对患者进行了分

组，主要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3 人，其中对

照组主要接受利培酮联合奥氮平口服治疗，观察组

主要接受齐拉西酮针剂序贯口服片剂治疗，对比两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治疗前后 PANSS-EC 量表评分、

治疗前后 SDSS 分数和 TESS 分数、治疗前后的血

清神经细胞因子和 Hcy 水平、治疗前后的血清炎性

因子水平、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效果为 95.35%，高于对照

组的 79.07%，P<0.05。观察组的治疗前、治疗后 6h、

治疗后 48h、治疗后 72h 的 PANSS-EC 量表评分均

要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治疗前后 SDSS 分

数和 TESS 分数均要优于对照组，治疗后 P<0.05。

观察组治疗前后的 BDNF、NGF、GDNF、Hcy 水平

均要优于对照组，治疗后 P<0.05。观察组的治疗前

后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白细胞介素 12、肿

瘤坏死因子 α 等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均要低于对照组，

治疗后 P<0.05。观察组的便秘、流涎、头晕等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 6.98%，低于对照组的 23.26%，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激越症患者应用齐拉西酮针

剂序贯口服片剂治疗的临床效果显著。 

 

 

 

母亲不同孕期经历地震与子代精神分裂症发

病的相关研究 

 

刘欣 1 张云淑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探究母亲不同妊

娠时期经历地震应激与子代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关系。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研究对象

为唐山 1972 年 8月-1981年 5 月出生于唐山的人群，

队列总人群通过政府公布的资料获得，根据母亲妊

娠时是否经历地震暴露分为暴露组和非暴露组，即

对照组，并根据母亲妊娠周期分为孕晚期、孕中期、

孕早期。前往唐山市 9 所精神病院查阅病历获得队

列中精神分裂症的资料，采用 X2 计算对比各队列

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 

    结果  暴露组孕早期发病率为 8.4‰(调整后

8.5‰)，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调整前后均为 RR=1.84，95%Cl（1.47，2.31）；暴露

组孕中期发病率为 10.7%（调整后 11.0‰），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R值为1.64，

95%Cl （ 1.38,1.94 ），调整后 RR=1.67 ， 95%Cl

（1.41,1.98）；暴露组孕晚期和对照组相比，调整前

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暴露组孕早期与暴

露组孕中期相比，差异有统计学差异，发病风险低，

RR 值为 0.78，95%Cl（0.65，0.94）。暴露组孕晚期

与暴露组孕中期相比，差异有统计学差异，发病风

险低，RR 值为 0.71，95%Cl（0.59，0.86）。暴露组

孕早期男性子代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 孕早期=7.148，P=0.005，RR 孕早期=1.46，

95%CI 1.10,1.93）、暴露组孕中期男性、女性子代与

对照组相比，调整后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孕中期=195.928，P=0.005，RR 孕中期=1.65，95%CI 

1.26，2.11），（X2 孕中期=23.453，P 孕中期=0.005，

RR 孕中期=1.80，95%CI 1.42，2.29)。暴露组孕晚期

女性子代和对照组相比，差异统计学意义（X2 孕晚

期=4.261，P 孕晚期=0.023,RR 孕晚期=1.371，95%CI 

1.02,1.85）。 

    结论  在孕早、中期经历地震的子代精神分裂

症发病风险更高。孕中期影响显著。孕早期经历地

震，男性子代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增加。孕晚期母

亲经历地震，则女性子代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增加。

母亲孕中经历地震，男女发病风险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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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与单核苷酸多态性

rs2238032 的关系研究 

 

刘欣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与产前暴露以

及单核苷酸多态性 rs2238032 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9 年 5—12 月于河北省第六

人民住院的 337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 260 例母孕

期经历唐山地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提

取外周血中 DNA，通过 PCR 扩增和基因循环测序，

分析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与 rs2238032 位点与以及

产前暴露的关系。 

    结果  暴露组平均发病年龄为 20.700±12.06，

非暴露组为 27.45±9.1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基因型 G/G、G/T 发病年龄 23.73±11.47，基

因型 TT 发病年龄为 26.33±9.77，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在暴露组中，基因型 G/G、G/T 发病

年龄为 19.10±12.34，基因型  TT 发病年龄为

24.64±10.4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非

暴露组中，基因型 G/G、G/T 发病年龄为 27.41±9.22，

基因型 TT 发病年龄为 27.55±9.14，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结论  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可能与产前暴露有

关，经历过地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年龄可能与

rs2238032 基因型有关。 

 

 

 

短暂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的性格特征研究 

 

牛琪惠 1 牛明敏 2 杨磊 1 李幼辉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目的  了解短暂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的性格特征。 

    方法  按照 DSM-5 的诊断标准，收集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3 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

就诊的首发短暂精神病性障碍患者 38 例和健康对

照组 31 例，两组患者分别行 MMPI 测试，采用独

立样本 t检验检测两组MMPI各项维度之间的差异。 

    结果  首发短暂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组共收集男

性 19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25.13±8.76 岁，平

均受教育程度：13.29±3.19 年；健康对照组共收集男

性 16 例，女性 15 例，平均年龄：23.65±7.80 岁，平

均受教育程度：13.61±2.83 年；MMPI 各项维度比

较：两组在精神衰弱（病例组 68.06±13.81，对照组

60.34±15.10，P=0.030）和精神分裂症（病例组

65.67±15.49，对照组 54.11±13.38,P=0.002）两个维度

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在以下 11 个维度之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是谎分（病例组

44.47±8.29，对照组 46.81±10.74，P=0.311）、诈分（病

例组 57.73±17.48，对照组 58.40±15.32,P=0.868）、矫

正 分 （ 病 例 组 46.98±10.09 ， 对 照 组

48.07±10.94,P=0.670）、疑病（病例组 63.38±14.47，

对照组 61.41±14.25,P=0.574 ）、抑郁（病例组

68.34±14.86，对照组 62.44±17.20,P=0.131）、癔症（病

例组 65.46±10.10，对照组 62.70±10.17,P=0.264）、心

理 变 态 （ 病 例 组 65.37±15.14 ， 对 照 组

64.93±13.74,P=0.902）、男性化 -女性化（病例组

47.86±13.15，对照组 48.04±10.58,P=0.953）、偏执（病

例组 65.44±13.52，对照组 60.59±13.52,P=0.143）、轻

躁 狂 （ 病 例 组 52.76±9.92 ， 对 照 组

55.48±8.05,P=0.223）、社会内向（病例组 60.47±13.76，

对照组 54.40±17.94,P=0.116）。 

    结论  短暂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存在一定的性格

基础，治疗方面需要注意联合心理治疗以改善预后，

防止复发。 

 

 

 

母孕期经历唐山大地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

CACNA1C 基因多态性的关系 

 

董震 1 张云淑 2 栗克清 2  

1）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 

2）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从基因水平探究

母孕期经历应激对子代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影响，探

究 CACNA1C rs228329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及

产前应激的关系，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提供线

索。 

    方法  本研究招募了 840 名受试者，包括 240

名母孕期经历唐山大地震暴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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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组）、300 名产前非地震暴露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非暴露组）和 300 名产前非地震暴露的健康个

体（对照组）。对招募的 840 名受试者进行外周血的

全基因组 DNA 提取，对 CACNA1C rs2283291 进行

基因多态性检测。 

    结果  1.三组受试者在年龄、性别进行两两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H-W 平衡检验期望值和观察值吻合度较好，

三组受试者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

（P>0.05）。 

    3.本研究共提出了 840 名的 DNA，共输出三种

基因型 (A/A、G/G 和 A/G),暴露组的基因型以

GG(47.08%)为主，非暴露组的基因型以 AG（50.67%）

为主，对照组以 GG（47%）为主；暴露组与非暴露

组基因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98,P<0.05）,

暴露组与对照组基因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22,P>0.05），非暴露组与对照组基因型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T=5.75,P>0.05）。 

    4.暴露组、非暴露组及对照组的等位基因以 G

为主，分别占 66.04%、65.33%、67.5%，三组受试者

两两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ACNA1C rs2283291 的等位基因型与

等位基因频率在健康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之中无明

显差异，但该基因的基因型与母孕期是否经历地震

有关，而等位基因频率与母孕期是否经历地震无关。 

 

 

 

Impaired Stopping Function for Speech Con-

trol in Schizophrenia with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 

 

Fuyin Yang1,2, Chen Zhang3, Xing Tian1,2,4  

1）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Functional Ge-

nom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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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 (AVHs) 

are the most pronounced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c pa-

tients. Recent cognitive models of AVHs propose that 

hallucinations may be caused by impaired source mon-

itoring, in which the internally generated auditory 

source (such as inner speech) is incorrectly labeled as 

induced by external sounds. One of the most general 

monitoring functions in speech control is to stop speak-

ing. However, how the stopping function operates on in-

ner speech that is potentially the internal source of 

AVHs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func-

tional neural networks that mediated the speech stop-

ping function and examined whether this stopping func-

tion was impaired in patients with AVHs, especially dur-

ing inner speech. 

    Methods  In a fMRI study, 29 schizophrenia pa-

tients with AVHs and 31 healthy controls performed two 

speech tasks－overt articulation (overt speech) and im-

agined articulation (inner speech) in a stop-signal para-

digm. Each task consisted of two types of trials－Go 

and Stop trials. In the Go trials for both overt and imag-

ined articulation tasks, participants responded as fast as 

possible to the visual cues T/D presented on the screen. 

In the Stop trials (1/3 of the total trial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stop their responses (either overt or imag-

ined articulation) when a stop signal (a red circle) was 

presented at a particular stop-signal delay (SSD) after 

the T/D visual cue. 

    Results  First, in both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

trols, a similar neural network was observed for the 

stopping function in both overt and imagined articula-

tion tasks. This speech-stopping neural network that 

shared between tasks included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cortex (rIFC, including IFG and anterior insular cortex), 

supramarginal gyrus (SMG) and angular gyrus (AG), 

indicating a common stopping-function monitoring 

over both overt and imagined articulation. Second, 

when comparing between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during the stopping of overt articulation, AVHs patients 

had a significantly weaker response in the rIFC, and 

stronger responses in the SMG and AG. Whereas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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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pping of imagined articulation, AVHs patients 

had a weaker response in the SMG and AG, but not dif-

ferent from the healthy controls in the rIFC. These dis-

sociations between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as well 

as between frontal and parietal regions in stopping the 

overt and imagined articulation indicate that the rIFC 

may execute the stopping function and parietal regions 

may evaluate the results of the stopping function.Last,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IFC activation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op-signal reaction time (SSRT) 

in articulation task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Conclusion  These consistent behavioral and 

neuroimaging results suggest that inefficient processing 

of the speech-stopping frontal-parietal neural network 

underlies a deficiency of inhibitory control in the motor-

to-sensory transformation in AVH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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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Cognitive models postulate that audi-

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 (AVHs) result from misattrib-

uting mental operations to external sound sources. 

These theories require two components — one for in-

ducing auditory neural responses without external 

sounds (the generation component), and another for 

monitoring and labeling the source of neural responses 

as being internally generated (the monitoring compo-

nent). However,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se two com-

ponents for AVHs remains elusive.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generation and monitoring components are imple-

mented in two distinct neural signals sending from the 

motor system to the auditory system (the motor-to-sen-

sory transformation): 1) a signal that contains detailed 

speaking contents for inducing the auditory neural re-

sponses (termed as efference copy, EC), and 2) a pulse 

signal that did not contain any detailed information 

(termed as corollary discharge, CD) and only for moni-

toring the source of internally induced auditory re-

sponses by the EC signal. In patients with AVHs, the 

generation signal (EC) is intact but the monitoring sig-

nal (CD) is malfunctioned. 

    Methods  We designed a novel delayed articula-

tion paradigm and recorded EEG to test our hypothesis. 

17 schizophrenia with AVHs and 16 schizophrenia with-

out AVHs and 17 normal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make different types of prepar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

ent visual cues before speaking. One type of the visual 

cue was symbols that did not contain any linguistic in-

formatio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prepare to speak 

without knowing what to say (general preparation - GP 

that would only induce CD). Another type of the visual 

cue was a syllabl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prepare to 

speak a specific syllable (specific preparation - SP that 

would induce EC). Auditory probes (syllables) were 

presented during the last 400ms of each preparation 

stage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of motor signals by test-

ing how distinct preparation stages modulate the re-

sponses to the auditory probes. 

    Results  In both schizophrenia with AVHs and 

without AVHs, GP did not inhibit auditory neural re-

sponses. This result contrast with normal participants' 

results in which GP inhibited auditory neural responses, 

suggesting the impairment of CD in patients. Whereas 

SP modulated auditory responses (indicating the poten-

tial intact EC), but the modulation was different be-

tween patients with AVHs and without AVHs. In pa-

tients without AVHs, the modulation effect was con-

sistent with normal participants where SP enhanced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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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ory neural responses to the sounds that were con-

sistent with the specific preparation. Whereas in patients 

with AVHs, the modulation was in an opposite direction 

as observed in normal participants 

    Conclusion  The interplay of functional signals 

in the motor-to-sensory transformation balances the 

computational demands between executing and moni-

toring the mental operations. The impaired monitoring 

function and intact generating function mediate the 

AV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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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inci-

dence, risk factors of sexual dysfunction in male, and 

their clinical correlations to sexual arousal in male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162 male patients, aged 18 to 

50 years old,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recruited from a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Ganzhou. The 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The Arizona Sexual Experience Scale 

was utilized to evaluate sexual dysfunction. Erotic im-

ages were selected from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 Sixty eight out of the 162 subjects com-

pleted affective reactivity task. 

    Results  1.  The prevalence of global sexual 

dysfunction was 29.6% in male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strength of sex drive dysfunction was 

44.4% , sexual arousal dysfunction was 31.5% , penile 

erection dysfunction was 34.0% ,  the ability to reach 

orgasm dysfunc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orgasm dys-

function was 37.0%,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s in each domain of 

ASEX, including strength of sex drive, sexual arousal, 

penile erection, ability to reach orgasm, satisfaction 

with orgasm and total score (all p<0.05), showing that 

SD group scores in each domain of ASEX were higher 

compared with NSD group. 

    2.  Compared with non-sexual dysfunction pa-

tients, sexual dysfunction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negative symptom of PANSS (p<0.01).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and age of onset,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negative 

symptoms (F = 5.30, p < 0.05) between non-sexual dys-

function and sexual dysfunction groups. 

    3. Sexual dysfunc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symptoms (r = 0.16, p =0.04). Further, a multiple step-

wise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predict sexual dys-

function with all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varia-

bles. Only negative symptom predicted sexual dysfunc-

tion in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manner [F (1,160) = 6.39, 

p < 0.01, adjusted R2= 0.03]. 

    4. Two-way ANOVA showed significant interac-

tion effects between sexual dysfunction group (SD ver-

sus NSD) and picture types (Erotic Picture versus Neu-

tral Picture) on pleasure and arousal evaluation (all p < 

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sexual 

dysfunction group, picture types and sexual dysfunction 

group × picture types on approach motivation evalua-

tion.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the severity of sexual dysfunction and the scores 

of pleasure (r = - 0.28, p =0.02) and approach motiva-

tion (r = - 0.28, p =0.02) on sexual picture. 

    Conclusions  : This study shows that nearly 1/3 

of  chronically medicated male in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suffer from sexual dysfunction. The negative 

factor of the PANS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risk factor 

of sexual dysfunction.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sex-

ual dysfunction experienced lower pleasure and higher 

avoidance motivation than non-sexual  dysfunction 

patients.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Mock-

ing Analyses on Ginkgo Biloba Indicate 

VEGFA and IL-6 Might Serve As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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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s for Schizophrenia Treatment 

 

朱有为 1 张伟波 1 朱益 1 朱丽娜 1 王彦凤 1 陈春梅
1 范鑫 1 葛晓蕾 1 蔡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is a devastating, 

chronic and prevalent psychiatric illness worldwide. 

Currently available antipsychotic drugs showed limited 

effects in treating negative and cognitive symptoms. 

Ginkgo Biloba (GB), an extraction from ginkgo leaves, 

have shown reasonable therapeutic effect in ameliorat-

ing negative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However, a ho-

listic network pharmacolog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s and underlying GB has not 

been pursued. 

    Methods  Schizophrenia related compounds and 

GB-schizophrenia-related gene set were estab-lished 

us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Phar-

macology, DisGeNET, GeneCards, MaleCards, Com-

parative Toxicogenomics and Online Mendelian Inher-

itance in Man Databases. Gene ontology (GO),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enrich-

ment analysis,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GB-

targets-schizophrenia network and molecular docking 

were performed to discover and visualiz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and targeted proteins of GB. 

    Results  Quercetin was identified as the most ef-

fective schizophrenia related compound of GB. A GB-

schizophrenia-related gene set containing 44 genes were 

successfully generated. GO and KEGG analysis indi-

cated that GB could act by regulating response to steroid 

hormone, neurotransmitter receptor activity, synaptic 

membrane and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PPI net-

work and topology analysis indicated VEGFA and IL-6 

were the most targeted gene medicat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GB. Molecular docking further confirmed that 

quercetin has good binding activity with VEGFA and 

IL-6 encoded tar-gets. 

    Conclusion  This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study illustrated that GB might ex-

hibit its antipsychotic effect by regulating PI3K-Akt sig-

naling pathway. VEGFA and IL-6 are promising drug 

target to relief schizophrenia related symptoms. 

 

 

 

Research Statu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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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in the treatment of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o sum up the relevant mecha-

nism, efficacy, suitable populat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TMS . 

    Methods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

ulation; schizophrenia;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in 

as keywords, search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Net-

work, Wanfang Medical Network, pubmed database to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rTMS in the treatment 

of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in in schizophrenia. 

    Results  (1) The mechanism of rTMS in the treat-

ment of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in is that rTMS 

has the function of regulating brain activity in the target 

area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the functional 

connection of related regional networks, which helps to 

normalize the dysfunction in the disturbed network and 

improve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in symptoms. 

Studies have also found that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has a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effect of 

rTMS in the treatment of AVH, but the mechanism i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has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2) 

Multiple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rTMS treatment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selected the left temporal pa-

rietal area as the rTMS stimulation site, and the treat-

ment effec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right tem-

poral parietal area and false stimulation. Although low 

frequency rTMS and high frequency rTMS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clinical efficacy, compared 

with low frequency rTMS, and high frequency rTMS 

treat of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s not enough in terms of quantity, sample size,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672 

and randomized control level. Therefore, there are few 

meta-analysis on high frequency rTMS treatment , and 

the research evidence is limited.(3) Individuals have dif-

ferent responses to rTMS treatment. It is still not clear 

which specific groups of people respond better to rTMS 

treatment and the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ences. Gender 

and age are predictors of the response effect of rTMS 

treatment to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in schizo-

phrenia patients. Female and lower-age patients have 

better treatment effect; the younger the age, the better 

the response to rTMS treatment.（4）As a non-invasive 

stimulation technique, rTMS is simple to operate and 

relatively safe, and it is being used more and more clin-

ically. 

    Conclusion  rTMS is promis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in schizophrenia pa-

tients, especially for patients with poor drug treatment. 

However,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rTMS is still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Current research has 

failed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stimulation frequency, 

stimulation location, stimulation intensity, treatment 

time and other treatment parameters of rTMS in the 

treatment of speech hallucinations in schizophrenia. 

More large-sample, randomized, double-blind, and 

long-term follow-up stud 

 

 

 

Investigation of Body Composition in SP Out-

patients Based on Bioelectrical Impe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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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Mos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SP)  

have metabolic diseases, which lead to the change of 

body composition.For SP outpatient can't be managed 

in a centralized way,the diet, work and rest, and exercise 

of SP outpatients may be worse than that of inpa-

tients.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BIA) is a safe 

and convenience way for SP outpatients to analyze their 

body composition.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

ing of the different body composition of SP patients, we 

measure the body composition of the SP outpatients 

based on BIA, which could help to make accurate diag-

nosis, treatment and nursing program 

    Methods  The present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vestigated body compositions of 401 out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Bra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Guang-

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une 2019 to December 

2020 by BIAinbody 770.According to the body mass in-

dex (BMI) and percentage body fat (%BF) of body com-

position,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esity 

group,masked obesity group,healthy group,lean group 

and muscular group.SPSS Statistics applied data anal-

yses for Windows, version 20.0. 

    Results  Of the 401 subjects,which included 174 

(43.39%)males and 227(56.61%) females,233(58.1%) 

were obesity group, 87(21.70%) were masked obesity 

group,63(15.71%) were healthy group,14(3.49%) were 

lean group,4(1.0%) were muscular group.Due to the 

high incidence of obesity in SP patients,analytical com-

parison of obesity group,masked group and healthy 

group were carried ou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roups,we found that the obesity group had  the maxi-

mum value in all indexes(except for height).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in age,protein, mineral, 

skeletal muscle mass(SMM),soft lean mass(SLM),SLM 

of different segments,weight,body fat mass(BFM),BFM 

of different segments,BMI,%BF,visceral fat area (VFA), 

waist-hip ratio(WHR),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 

mean artery pressure(MAP), rate pressure product(RPP) 

comparing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group,the figures of ages,weight,BFM,BFM 

of different segments,WHR,VFA,SBP,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pulse,MAP,PPand RPP were higher in 

the masked obesity group,while the data of protein,min-

erals,SLM,FFM,FFM of different seg-

ments,SMM,BMI,%BF and BMR were lower in the 

masked obesity group.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se figures except for height and PP between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groups(P<0.01). 

    Conclusion  The body composition of most ou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ay show a trend of 

"healthy-masked obesity-obesity" with the grow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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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For the healthy and masked obesity patients, early 

interven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event them from 

developing into obesity or sarcopenic obesity. Similarly, 

we can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diagnosis and treat-

ment programs and personalized nursing measures ac-

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body compo-

sition patients. 

 

 

 

二甲双胍联合利培酮对 2 型糖尿病合并精神

分裂症患者骨代谢胰岛素及肾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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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探究二甲双胍联合利培酮对 2 型糖尿病

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骨代谢胰岛素及肾功能的影响

情况。 

    方法  选取 2016 年 4 月～2018 年 10 月在我院

进行治疗的 2 型糖尿病合并精神分裂患者 113 例，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 2 组，对照组 56 例患者予

以常规降血糖联合利培酮进行治疗；观察组 57 例患

者予以二甲双胍联合利培酮进行治疗。对比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 PANSS、体质量、血糖、胰岛素、骨代

谢和肾功能指标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PANSS（49.34±3.87）

分、BMI（25.79±3.20）kg/m2 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的 PANSS（56.14±4.63）分、BMI（28.64±3.33）kg/m2

（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FPG、2hPG、Fins

（7.69±1.21）μU/mL、HOMA-IR（3.26±0.30）和 25-

OHD（32.15±4.48）ng/mL 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

FPG、2hPG、Fins（8.99±1.60）μU/mL、HOMA-IR

（3.77±0.41）和 25-OHD（24.11±3.69）ng/mL（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BUN（5.06±0.73）mmol/L、

Cr（71.72±3.77）mmol/L、UAE（75.31±4.66）mg/24h、

C-YSC（0.74±0.11）mg/L 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BUN

（5.90±0.90）mmol/L、Cr（77.10±4.80）mmol/L、UAE

（79.37±5.90）mg/24h、C-YSC（0.97±0.16）mg/L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二甲双胍联合利培酮可以有效降低 2 型

糖尿病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PANSS 评分、体质量

和血糖含量，改善血液胰岛素水平和骨代谢指标，

对肾功能影响较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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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Hypocretin (also called orexin) regu-

lates various functions, such as sleep-wake rhythms, at-

tention, cognition, and energy balance, which show sig-

nificant changes in schizophrenia (SCZ). 

    Methods  We measured plasma hypocretin-1 lev-

els in SCZ patients and controls and fou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lasma hypocretin-1 levels in SCZ patients 

which was mainly due to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fe-

male SCZ patients compared with female controls. In 

addition, we measured postmortem hypothalamic 

hypocretin-1-immunoreactivity (ir), ventricular cere-

brospinal fluid (CSF) hypocretin-1 levels, and 

hypocretin receptor (Hcrt-R) mRNA expression in the 

superior frontal gyrus (SFG) in SCZ patients and con-

trols. 

    Result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amount of 

hypothalamic hypocretin-1 ir in SCZ patients, which 

was due to decreased amounts in female . Hcrt-R2 

mRNA in the SFG was decreased in female SCZ pa-

tients. 

    Conclusion  central hypocretin neurotransmis-

sion is decreased in SCZ patients, especially female pa-

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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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lternations of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fter 8-week of treat-

ment with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 drug natu-

rally and investigate the predictive indictors to predict 

the clinical effects. 

    Methods  Compared with 53 healthy controls 

matched with age and sex at baseline, 43 unmedicate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unc-

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were assessed 

b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and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 at baseline and 

8 weeks. Wavelet-based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wavelet-based ALFF) was used to analyze 

local activitie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elastic net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predictive markers. 

    Results  In our stud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ositive symptoms, negative symptoms, overall cog-

nitiv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had favora-

ble effects with antipsychotic drug, although the chang-

ing of attention/vigilance, verbal learning, reaso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and social cognition were not ap-

parently. 2) there were widely alternations in cortical-

striatal-limbic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during treat-

ment. After treatment, decreased wavelet-based ALFF 

in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opercularis, right supramarginal, right inferior frontal 

triangularis/opercularis were increased (except right in-

ferior frontal opercularis higher than healthy controls, 

others increased to normalization) and increased wave-

let-based ALFF of the right olfactory was decreased to-

wards normalization, which suggested that those alter-

nations might be markers of status and be associated 

with response of antipsychotic drug, although no signif-

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regions and clinical ef-

fects was found. What’s more, the abnormalities in bi-

lateral caudate and right precentral/postcentral were still 

existed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nd patients at 

baseline as well a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cognition, 

which might be markers of trait an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itself or residual symptoms. It is noteworthy 

that patients at 8 weeks follow-up showed increased 

wavelet-based ALFF in left putamen compared with pa-

tients at baseline and healthy controls, which implied 

that left putamen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rapeutic 

target, although we did not find that left putamen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with clinical outcome and anti-

psychotic dose. 3) our correlat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re might be more than one region affecting the clini-

cal characteristics, we used elastic net to established 

model with all abnormal regions at baseline to predict 

the attention/vigilance, working memory, verbal learn-

ing, visual learning, reaso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so-

cial cognition, overall composite of cognition, and pos-

itive symptoms. 

    Conclusion  Altered wavelet-based amplitude in 

cortical-striatal-limbic might predict clinical effects af-

ter eight-week treatment in unmedicate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Treatment for Risperidone-induced 

Hyperprolactinemia: A Comparative Study 

 

郑明坚 1 丛前 1 陈建 1 陈晓昕 1 丛伟东 1  

1）福州市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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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MS on treating risperidone-induced hyperprolac-

tinemia. Methods The study is a placebo-controlled, 

comparative study with 60 schizophrenia inpatients di-

agnosed with risperidone-induced hyperprolactinemia, 

being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

trol group evenly; Study group received "real" low-fre-

quency rTMS treatment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

ceived "sham" rTMS (placebo) with the dosage of 

risperidone remains unchanged in both groups. Side ef-

fec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Dosage Record Treat-

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 (TESS) during and after 

the study. Efficacy was therefore evaluated using vari-

ous statistical methods. Results Immediately after first 

treatment, no significant PRL level changes were rec-

orded in both groups comparing to the PRL level before 

rTMS treatment (P= 0.219). Retesting the level of PRL 

after one month into treatment,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recorded in both groups (p=1.7215E-7). Both groups 

recorded no severe adverse reactions throughout the 

study; Noticeable side effects were not present through-

out the study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The hyperpro-

lactinemia symptoms induced by risperidone were alle-

viated after treating by low-frequency rTMS, and such 

a method is considered safe. Maintenance of rTMS 

treatment can consolidate the treatment effect. 

 

 

 

APOE、GCH1、KCNJ15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

分裂症 认知功能障碍的关联研究 

 

黄正元 1 熊鹏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1、探讨中国云南汉族精神分裂症（Schiz-

ophrenia，SCZ）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与载脂蛋白

E(apolipoprotein E，ApoE)、三磷酸鸟苷环化水解酶

1 (GTP cyclohydrolase 1, GCH1)、内向整流钾通 J 亚

家族成员-15 (Member of J subfamily of inward recti-

fier potassium channel-15，KCNJ15)部分基因单核苷

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的

关系。 

    方法  选取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在昆明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收集的汉族 SCZ患者

共 182 例，健康体检中心正常对照组共 176 例为研

究对象。采用病例对照研究,使用 MCCB 测验工具对

所有被试者进行认知功能评估，使用 PANSS 量表对

患者进行临床症状评估。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法对被

试者进行 GCH1(rs72713460)、KCNJ15(rs928771)和

APOE(rs7412 与 rs429358)四个位点的 SNPs 测定。

分析 SCZ 患者外周血中 APOE、GCH1、KCNJ15 部

分基因多态性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结果  1.患者组在 MCCB 七大认知领域的 T 

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2.患者组与对照组中 APOE、GCH1、KCNJ15 多态

性的基因型分布均未偏离 Hardy-Weinberg 遗传平衡

(P>0.05)。3.ApoE 3/4 基因型及 ApoE 4 等位基因

频率在患者组中的分布频率多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4.患者组 GCH1 基因纯合突

变型（TT）及等位基因（T）频率多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中 KCNJ15 基因中

TT（纯合野生）、TG(杂合突变)基因型分布频率多。 

    结论  1. 云南汉族 SCZ 患者存在明显的认知

功能障碍。2. 云南汉族SCZ患者认知功能与APOE、

GCH1 部 分 位 点 基 因 多 态 性 密 切 相 关 。

3.APOE(rs7412 与 rs429358)位点基因多态性影响

SCZ 患者信息处理速度、词语学习及工作记，

GCH1(rs72713460)位点基因多态性影响其信息处理

速度、词语学习。4. 云南汉族 SCZ 患者认知功能不

受 KCCNJ15(rs928771)位点基因多态性影响。 

 

 

 

早发精神分裂症儿童静息态伏隔核功能连接

特点 

 

曹晓华 1 李强 2 刘莎 1,3 李泽萱 3 徐勇 1,3,4  

1）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2）山西省太原市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 

3）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人

工智能辅助精神障碍诊疗重点实验室 

4）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系 

 

    目的  早发精神分裂症（early onset schizophre-

nia, EOS）患者起病于 18 岁之前，较成年起病患者

遗传负荷更明显，病程迁延，预后更差。纹状体结构

与功能异常在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

但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背侧纹状体，对腹侧纹状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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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相对较少。伏隔核是腹侧纹状体的主要部分以

及大脑奖赏环路、中脑-边缘环路的关键节点，参与

多巴胺能、谷氨酸能神经调节，是抗精神病药物的

主要作用位点。既往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症成年患

者存在伏隔核体积下降及功能异常，但亦有来自健

康人群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个体伏隔核体积及

功能状态各异，儿童期起病患者是否与成年患者具

有类似的伏隔核结构功能损害尚不明确。本研究拟

探讨首发、未用药的 EOS 患者的伏隔核功能连接特

点。 

    方法  纳入 6-18 岁的首发、无用药史 EOS 患

者 78 例，以及与之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 90

例，对所有被试进行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评定，以及静

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对磁共振数据进行常规预处

理，利用人类脑图谱模板，以伏隔核为感兴趣区域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计算 EOS 患者及对照

组该区域与全脑体素间的功能连接，以年龄、性别、

平均头动参数为协变量，采用双样本 t 检验统计两

组伏隔核功能连接特点的组间差异，采用相关分析

探索组间差异脑区与患者年龄、PANSS 总分及分量

表分的相关性。 

    结果  相对于健康对照，EOS 患者表现为左侧

伏隔核与右侧颞上回、左侧顶上回功能连接增强，

右侧伏隔核与左侧枕中回功能连接增强（GRF 校正，

体素水平 p ＜ 0.005, 团块水平 p ＜ 0.05, 体素

≥50 个）。相关分析未发现上述组间差异脑区与患者

年龄、PANSS 总分及分量表分数的相关性。 

    结论  早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伏隔核与外侧

颞叶、后顶叶、枕叶等与听觉、言语、视空间加工及

工作记忆相关的脑区功能连接增强，提示情感环路

节点与感知觉、认知加工相关脑区功能连接异常在

EOS 发病中的重要性。 

 

 

 

磁惊厥治疗与电休克治疗对抑郁症和精神分

裂症的疗效和认知功能比较：系统评价和荟

萃分析 

 

陈苗 1,2,3 杨旭辉 1,2 刘超杰 1,2 李建英 1,2 王骁 1,2 杨

春霞 2 胡晓东 2 李剑虹 2 赵娟 2 李忻蓉 1,2 徐勇 1,2 

刘莎 1,2  

1）山西省太原市精神障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山西省

重点实验室 

2）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

医学院，精神卫生科 

3）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目的  磁惊厥疗法（Magnetic Seizure Therapy）

是一种较新的神经调节治疗方法，在抑郁症的治疗

中已经确立了疗效，并且在抑郁症的治疗中有越来

越多的证据基础，也逐步应用于难治性精神分裂症。

整合磁惊厥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相关资料，

分析总结 MST 在抗抑郁治疗和精神分裂症治疗中

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探讨磁惊厥疗法在

临床治疗中的运用价值。 

    方法  在 PubMed，EMBASE，和 Web of Science

等中使用“depression”“depressive disorder”“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schizophrenia”“Magnetic Seizure 

Therapy”“MST”“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主

题词，检索了 2001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所

有已发表的英文研究进行系统的文献搜索。 

    结果  来自对照试验证据表明，MST 和 ECT 之

间的抗抑郁作用无统计学意义(SMD = -0.13, 95%CI: 

-0.78-0.52)。两组重新定向时间(MD = -14.67, 95%CI : 

-27.96~-1.41) 和恢复时间(MD = -5.67, 95%CI : -

9.75~-1.60)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相较于 ECT，MST

在以下 5 个认知维度显示出更少的认知损害：在单

词立即回忆(SMD = 0.80, 95%CI : 0.35-1.25)、单词延

迟回忆(SMD = 0.99, 95%CI : 0.53-1.45)、视觉空间立

即记忆(SMD = 0.38, 95%CI : 0.01-0.74)、视觉空间延

迟记忆(SMD = 0.57, 95%CI : 0.11-1.02)和语言流利

性(SMD = 0.51, 95%CI : 0.20-0.83)表现出较少的认

知障碍。目前仅有两篇 MST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证实了 MST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可行性，具有临床疗

效和可忽略的认知副作用。 

    结论  我们基于证据的研究结果表明，MST 是

治疗抑郁症有效干预措施，并且 MST 治疗抑郁症的

疗效与 ECT 治疗抑郁症整体疗效相当，但与 ECT 治

疗相比，经过 MST 治疗的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获

益更多，出现认知障碍的风险更低。有限的证据表

明 MST 治疗精神分裂症具有可行性，需要在更大的

临床人群研究。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浆外泌体转录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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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杜鑫哲 1 李忻蓉 1 刘莎 1 徐勇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目的  外泌体是一种膜性囊泡，里面包裹着核

酸与蛋白等生物分子，目前外泌体对多种疾病的调

控作用以及作为其生物标记物已经被报道。本研究

旨在探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与健康对照差异表达的

RNA，探索外泌体作为精神分裂症的生物标记物的

潜力。 

    方法  收集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10 例，健康对

照各 9 例，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以及血液样本，分

离血浆，提取血浆外泌体，通过 NTA（Nanosight par-

ticle tracking analysis）、电镜、 Western blot 三种检

测方法检测外泌体的质量，并提取外泌体总 RNA，

进行转录组高通量测序。经过 Illumina HiSeq 4000 测

序仪测序，收获双端 reads。利用 Q30 进行质控，使

用 cutadapt 软件（v1.9.3）去接头，去低质量 reads，

获得高质量 reads，使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分析

circRNA、LncRNA、mRNA 以及 miRNA。 

    结果  经检验提取的外泌体质量符合要求，可

以用于后续分析。转录组测序结果显示，精神分裂

症患者血浆外泌体中 circRNA有11860个上调表达，

14334 个下调表达；lncRNA 有 385 个上调表达，361

个下调表达；mRNA 有 690 个上调表达，1947 个下

调表达；miRNA 有 18 个上调表达，9 个下调表达。

随后进行了 GO 功能分析，发现差异表达的基因及

它们的靶基因的生物过程富集程度最高的包括逆行

跨突触信号传导，分子功能富集程度最高的是金属

离子结合、阳离子结合及阴离子结合等。对 KEGG

通路分析，它们参与到了钙信号通路、多巴胺能神

经突触以及长时程抑制等信号通路中。 

    结论  这些结果说明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外

泌体的转录组水平与健康对照存在大量的差异表达，

这些差异表达的 miRNA、cicRNA、lncRNA 以及

mRNA 参与了神经细胞的各种功能，这个初步的发

现为后续的精神分裂症生物标记物的筛选以及外泌

体调控精神分裂症的分子机制打下了基础。 

 

 

 

精神分裂症面孔情绪识别障碍加工特点的探

究 

 

高智芸 2 赵文涛 1 刘莎 1 徐勇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2）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研究借鉴经典的面孔识别模型（面孔情

绪识别过程包含三个阶段：视觉起始加工、面孔结

构编码、情绪内涵解码），采用自编的分离出面孔识

别三个阶段对应任务（物体识别、面孔识别、情绪识

别）的 E-prime 面部情绪识别程序范式，结合阳性与

阴性症状量表（PANSS）探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三

个阶段的认知加工特点，揭示患者的面孔情绪识别

是一般知觉性障碍还是情绪特异性损伤以及各个阶

段识别能力与阳性、阴性症状的关系。 

    方法  1.预实验：从当地一家三甲医院住院部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挑选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患者

和正常人各 10 例，对图片材料作一致性评价，筛选

留下的用作最终实验材料，根据预实验情况对实验

程序进行完善； 

    2.正式实验：公开招募精神分裂症与正常对照

各 35 例，通过 E-prime 的行为学实验和 PANSS 量

表来探究精神分裂症与正常人在面孔情绪识别过程

的三个阶段的识别特点。 

    结果  1.采用 2（组：患者与对照）×3（任务：

物体识别、面孔识别、情绪识别）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任务的主效应显著（ F(2, 102) = 235.7, P < 0.05），

组间主效应显著（F(1, 51) =212.6 ,P < 0.05），其中，

负性情绪的显著性差异更明显（p<0.01）尤其是对于

愤怒和恐惧（p<0.001）,组间与任务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02) = 1.2, P < 0.40）。 

    2. 经 Bonferroni 校正的多重比较显示，所有

的比较都是显著（p=0.048）的，面孔识别任务的表

现最高，情感识别任务的表现最低，物体识别任务

的表现介于其他两个任务之间。 

    3.患者组情绪识别阶段的正确率与阴性症状得

分及总分呈显著性负相关（r=-0.58，P<0.05）。面部

情绪识别任务的第一阶段物体识别和第二阶段面孔

识别与量表各项得分及总分的相关性不显著。 

    结论  1.精神分裂症的面孔情绪识别缺陷是一

般性的信息知觉加工受损，而非情绪特异性的。 

    2.精神分裂症在视觉起始加工阶段、面孔结构

编码阶段和表情内涵解码阶段认知能力均显著差于

正常人，最差的是表情内涵解码阶段；在表情内涵

解码阶段，对愤怒和恐惧的显著性差异更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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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负性情绪的加工损伤更严重。 

    3.精神分裂症的面孔情绪识别能力和临床症状

相关，阴性症状越严重，识别能力越差。 

 

 

 

精神分裂症患者合并疾病及急症患者症状与

自我照料能力下降分析研究 

 

李建英 1 李忻蓉 1 刘莎 1,2 徐勇 1,2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2）精神障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

代谢异常，并可能与代谢相关疾病有共同的致病基

因。基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代谢异常风险，高代谢

风险抗精神病药物已不做首选推荐。在真实世界中，

仍有患者使用低剂量抗精神病药物出现严重的躯体

症状，故需要对该现象进行探讨研究。探索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合并疾病、社会功能情况及与急症患者

的关系。 

    方法  随机收集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5 名，按照病程时间分为 2 组，

其中病程≥8 年的长病程组，病程＜8 年的为短病程

组，了解两组患者合并的疾病及需要处理的急缓程

度，同时评价两组患者的社会功能。并分析两组中

急症患者的合并疾病和社会功能的关系，用 SPSS 统

计软件 22.0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得

出结论。 

    结果  1、长病程组 8 人，合并疾病有 4 人，包

括亚木僵，血栓形成，重度贫血，发作性睡病，高血

压病，抽动症，意识障碍。短病程组 7 人，合并疾

病有 2 人，包括糖尿病，亚临床甲亢，亚木僵。两

者比较在合并疾病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根据病史资

料，患者合并的躯体疾病和精神分裂症治疗无相关

性。 

    2、两组中需要紧急处理患者 3 人，分别为亚木

僵患者 2 人及意识障碍患者 1 人，急症患者和非急

症患者的 PSP 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其中急症患者

的 PSP 评分均较低＜30 分。急症患者的 PSP 低评分

可能与症状加重有关，与病程时长无关。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可同时合并精神科其他

疾病及躯体疾病，其损害脑区及异常机制需要进一

步探讨。精神分裂症急症患者多与疾病所致自我照

料能力下降导致进食减少引发躯体功能紊乱有关。

提示我们在精神科急症患者中，除了考虑其使用药

物时出现代谢综合征外也需要充分考虑患者自我照

料能力下降所致的营养不足所致躯体失衡状态。 

 

 

 

基于结构和功能同步指标的早发型精神分裂

症神经影像学标记物的研究 

 

李强 1,3 刘莎 1,2 曹晓华 1,2 李泽萱 1 李霞 3 徐勇 1,2,4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人工智能辅助精

神障碍诊疗重点实验室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3）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医学心理科 

4）山西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系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以神经发育异常为特

征的疾病，患者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异常已经被广泛

的报道。增强的大脑整合功能是大脑成熟的主要神

经标志。结构和功能整合的异常发展可能是早期诊

断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标志物。 

    方法  本研究总共纳入 55 例早发型精神分裂

症（early onset schizophrenia, EOS）患者和 79 例健

康对照。我们分别使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方法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和功能连接密度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FCD）去探索患者灰

质体积（gray matter volume, GMV）的损伤和异常的

功能整合，我们使用相关分析去研究同时改变的大

脑功能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此外，在 EOS 中异常的

结构损伤和功能整合与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也进一

步被评估。 

    结果  与健康对照相比，EOS 患者在双侧眶额

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其他额叶皮质，

颞叶，顶叶，枕叶以及边缘系统表现为显著的 GMV

下降。患者在楔前叶表现为显著的 FCD 降低，小脑

则表现为 FCD 升高的趋势。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

了 EOS 患者在左侧外眶额皮质(lateral orbitofrontal 

cortex, lOFC)结构和功能同时发生了改变。最后，相

关分析并未发现 lOFC 异常的神经影像学指标与患

者临床量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  研究结果提示EOS患者结构和功能的分

离模式以及功能与结构之间存在代偿弹性的异常模

式，表明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在描述早发型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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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大脑异常发育模式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结构

和功能同时发生改变的 lOFC 也许是早期诊断精神

分裂症的生物学标记。本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加深我

们对 EOS 的病理生理机制的理解。 

 

 

 

借助近红外技术探索计算机虚拟化身治疗系

统对 2 例难治性言语性幻听患者的临床疗效

研究 

 

梁娜娜 1 刘莎 1 李忻蓉 1 徐勇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目的  言语性幻听（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

tions，AVHs）是常见幻听类型之一，多见于精神分

裂症患者，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且现有的治疗方

法对难治性 AVHs 疗效欠佳。基于虚拟现实(VR)技

术计算机阿凡达治疗系统(CATS)，提供了令人兴奋

的治疗方法，构建符合幻听声音的虚拟实体，提供

患者与幻听声音对话的平台，激发患者更多的存在

感体验和情感觉醒，可能获得更大的临床疗效。本

研究旨在探索 CATS 干预 2 例难治性 AVHs 患者临

床疗效及脑神经变化。 

    方法  在干预前后，12 周和 24 周随访时，利用

幻听信念相关量表（BAVQ-R）及阳性与阴性症状量

表(PANSS)进行精神症状评估。在每周治疗后及随访

时间利用精神病症状评定量表（PSYRATS）对幻听

进行评估。利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探

索 CATS 治疗背后的神经生理学变化。CATS 每周治

疗一次，共 7 次，实现系统的、有层次的暴露于幻

听声音实体中，培训患者新的应对策略，强化患者

控制幻听声音的经验，在内部关系中重新获得掌控

的能力，实现外部泛化。 

    结果  患者幻听症状干预后明显减轻，其中 1

例患者幻听声音完全消失。fNIRS 检测结果显示，前

额叶皮层(PFC)中，“积分值”和“斜率”均显示明显上

升，“重心值”呈轻微下降趋势。12 周和 24 周随访

时，上述结果仍持续改善。患者自诉重新获得生活

的能力，整个家庭的氛围及士气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结论  本研究首次探索了 CATS 干预 AVHs 临

床疗效相关的区域性脑血流量（rCBF）变化。为了

进一步评估 CATS 的临床有效性，目前正在进行一

项全国，多中心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 

 

王丹 1 杜鑫哲 1 刘莎 1,2 徐勇 1,2  

1）精神障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

生科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使人神经衰弱的精神

疾病，患者表现出阳性症状(妄想、幻觉、思维障碍)、

阴性症状(快感缺乏、意志缺乏、社交退缩、思维贫

乏)和认知功能障碍等症状，但是精神分裂症的病因

复杂，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本文从药理模型、

神经发育模型及遗传模型多个方面来综述动物模型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的研究进展，这些模型能够复

制人类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大脑病理及行为异常等，

有助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的研究，进一步促进针

对该疾病的治疗，以改善精神分裂症的衰弱症状。 

    方法   我们在 PubMed 数据库中使用了

“schizophrenia”以及 “animal models”搜索词及其缩

写和衍生词，搜索了截至 2021 年 5 月 15 日所有已

发表的英文研究。 

    结果  相关文献报道了关于精神分裂症动物模

型的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动物模型主要分为药理模

型、神经发育模型及遗传模型，还包括行为模型。精

神分裂症动物模型研究的基础是行为模型，主要包

括前脉冲抑制、潜伏抑制以及颠倒学习 3 种；较常

见的药理模型为使用安非他命、苯环己哌啶（PCP）、

Mk-801、氯胺酮及氨基酸（如甲硫氨酸、脯氨酸）

诱导精神分裂症；神经发育模型包括早期脑损伤模

型、饲养隔离模型、母婴分离模型、MAM 模型和免

疫激活（MIA）模型；遗传模型涉及 Disc1、NRG1、

ErbB4 受体、Reelin、nr1 和 nr2 亚基、TH、KIF17、

SHANK3、RGS4、CNVS、BMAL1、COMT 等基因。

目前较为常用的模型动物有鼠、斑马鱼、猴、兔。通

过使用动物模型模拟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症状，从而

更进一步探讨发病机制。 

    结论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是遗传、环境因素和

社会因素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人体中无法进行

直接研究，动物模型弥补了这方面天然的研究缺陷 ，

而且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这些动物模型在提示精神

分裂症的病理生理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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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可以作为研究和开发新的抗精神病药及发展

一些经典药物的新用途，从而更好地控制和治疗精

神分裂症。 

 

 

 

小白蛋白神经元与精神分裂症 

 

吴广先 1 徐勇 1,2 刘莎 1,2  

1）精神障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

生科 

 

    目的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学被认为是遗传和环

境因素在大脑发育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小白蛋

白中间神经元（Parvalbumin interneuron，PV -INs）

属于 GABA 能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的一个亚型，这类

中间神经元控制着相关脑区的连接，在大脑发育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极易受应激源的影响，与许多

精神障碍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有关，本文主要综

述小白蛋白神经元的一些生理特性及其在精神分裂

症中的研究进展。 

    方法   我们在 PubMed 数据库中使用了

“Parvalbumin interneuron”以及 “schizophrenia”搜索

词及其缩写和衍生词，搜索了截至 2021 年 5 月 15

日所有已发表的英文研究。 

    结果  相关文献报道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海马和

前额叶皮质可见较低表达水平的小白蛋白（小白蛋

白中间神经元特异性表达的蛋白），这可能是 DNA

甲基化导致的。同时精神分裂症患者海马、内嗅皮

质和下丘脑区出现了 PV-INs 数量减少，且 PV-INs

上的兴奋性突触密度较低，并在工作记忆任务中表

现出伽玛振荡的改变。模拟精神分裂症的动物模型

也复制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相应脑区中 PV-INs 的丢

失，有趣的是，青春期前的早期干预可能会防止 PV-

INs 的丢失，且恢复 PV-Ins 的功能能改善模型鼠的

认知行为及社交行为，虽然这些发现指出了 PV-INs

的病理学，但它们不能区分是神经元的丢失还是小

白蛋白表达的丢失。一些人类和动物模型数据表明，

以前的 PV-INs 仍然存在，但已经停止表达小白蛋白，

尽管目前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结论  PV-Ins 对正常的大脑功能很重要，但在

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表现出功能障碍。它们的生理特

性使它们特别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应探讨保

护 PV-INs 免受损伤的治疗策略。进一步区分区分是

神经元的丢失还是小白蛋白表达的丢失。 

 

 

 

基于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童年创伤经历与精

神分裂症症状的相关性 

 

刘超 1 严琦 1  

1）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童年创伤经历

中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

视 5 个维度与精神分裂症不同症状的关系。 

    方法  招募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及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共计 457 例，采用童年创伤问卷（CTQ-

28）评估患者的童年创伤情况，采用 PANSS 量表对

患者的阴性症状、阳性症状及一般病理表现进行评

分，相关数据应用 R（3.6.1 版）软件构建高斯图模

型（Gaussian graphical model，GGM），分析童年创

伤问卷的 5 个维度与 PANSS 量表的 3 个分量表评

分及 30 个条目评分之间的网络连接。 

    结果  （1）由童年创伤经历 5 个维度与 PANSS

量表 3 个分量表所构成的整个网络中，情感虐待、

躯体虐待、情感忽视与一般病理表现呈正相关，性

虐待和躯体忽视与阴性症状呈正相关，性虐待与阳

性症状呈正相关；整个网络中情感虐待的网络度中

心性值最高，其次为一般病理表现。（2）童年创伤经

历 5 个维度量表得分与 PANSS 量表各条目得分之

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所构成的整个网络中，

焦虑节点的网络度中心性值最高，其次为妄想节点。 

    结论  童年创伤经历与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及一般病理表现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童

年创伤经历 5 个维度与 PANSS 量表 3 个分量表所

构成的整个网络中，一般病理表现及情感虐待对整

个网络的影响较大；童年创伤经历 5 个维度量表得

分与 PANSS 量表各条目得分所构成的整个网络中，

焦虑对整个网络的影响最大。 

 

 

 

Altered Regional Homogeneit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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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Yuyan Huang1, Weiyan Wang1, Gangrui Hei1, Ye Yang1, 

Xiaoyi Wang1, Yujun Long1, Jingmei Xiao1, Xijia Xu2, 

Xueqin Song3, Shuzhan Gao2, Jing Huang1, Tiannan 

Shao1, Ying Wang1, Mengxi Sun1, Dongyu Kang1, 

Chenchen Liu1, Peng Xie1  Jingping Zhao1, Renrong 

Wu1,4  

1）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

ders, and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ffiliated Nanjing Brain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3）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

sity 

4）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onsist-

ently present pervasive cognitive deficits, but the neu-

robiological mechanism of cognitive impairments re-

mains unclear. By analyzing the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of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

tween brain functional alterations and cognitive deficits 

i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FES) with a relatively 

large sample. 

    Methods  A total of 187 patients with FES and 

100 healthy controls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scans. These participants were from 

3 independent cohorts, each of which had its own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MATRICS Consensus Cog-

nitive Battery (MCCB) was used to assess cognitive 

function.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calculated between 

abnormal ReHo values and the severity of symptoms 

and cognitive defici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ReHo 

values increased in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decreased 

in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left cuneus, right 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 right 

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ad-

dition, ReHo values in 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symptoms; ReHo 

values in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and middle occipital 

gyru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ing memory; 

ReHo values in left cuneu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peed of processing, attention/vigilance, social 

cognition and MCCB composite score. And ReHo val-

ues in right 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were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speed of processing and social cognition.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we found ReHo alter-

ations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first-episode schiz-

ophrenia. And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a 

wide rang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s may be related to 

abnorm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序贯性肌内/口服齐拉西酮治疗急性期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项多中心，开

放性研究 

 

武雅学 1 梁伟业 1 白璐源 1 李娟 2 于健瑾 1 李艳丽
1 王永前 1 栗克淸 3 张云淑 3 郭艳梅 3 刘增龙 3 王

健 3 张聪沛 4 王喜今 4 徐佳 4 刘丽萍 4 杨甫德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2）北京老年医院 

3）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4）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目的  通过多中心研究甲磺酸齐拉西酮序贯齐

拉西酮胶囊控制伴有激越症状的急性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疗效、安全性和地理特征。 

    方法  我们将满足条件的住院患者纳入中国的

三个分中心。受试者将根据个体情况在头三天肌内

注射齐拉西酮 10-40mg/日。在最后一次肌内注射后

4 小时内，口服给予齐拉西酮 40-80mg/日（与餐同

服）。在接下来的四天内，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和药

物反应口服齐拉西酮每日 120-160mg/日。在整个干

预过程中，分别在基线、干预 4 小时、第一天、第

三天、第四天、第七天（或中途退出时的 EOS 访视）

共安排 6 次访视，评估整个过程中的阳性和阴性症

状量表(PANSS)、激越量表(BARS)、临床严重程度总

体印象(CGI-S)和改善(CGI-I)评分，并记录药物过程

中的不良事件。 

    结果  共 95 例患者纳入研究，83 例完成方案

治疗。在 V3，V4，V6 的 PANSS 和 PANSS-EC 分

量表得分与基线相比呈下降趋势、V2-V6 的 B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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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得分与基线相比呈逐渐下降趋势（P＜0.01）。东

北地区的受试者的疗效优于华北地区的受试者。在

研究过程中，共报告 62 次不良事件，最常见的是

EPS 和过度镇静，分别占不良事件总数的 15.7％和

12.0％，共有13例在干预期间QT间期延长的报告，

但到结束测试时仅有 4 例仍然存在 QT 间期延长仍

然存在，其余的与基线相比 QT 间期延长不显著（P

＞0.05）。 

    结论  齐拉西酮肌内注射可以快速控制患有激

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序贯口服剂型可进一步保证

疗效。齐拉西酮对严重不良翻译的危害较小，为精

神科医生提供了一种比较安全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

新方法。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与血清

BDNF 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袁晓平 1 杨亚婷 1 张雨龙 1 李文正 2 姚献虎 3 夏磊
1 张凯 1 刘寰忠 1  

1）巢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2）合肥市精神病医院 

3）马鞍山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SCH）患者代谢综合征（MS）

明显高于正常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具

有调节机体代谢的功能，而目前关于 BDNF 对 MS

影响的研究尚有不足。本研究是研究慢性 SCH 患者

代谢综合征（MS）的患病率及与血清 BDNF 水平的

相关性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于 2018 年 5 月至

12 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马鞍山市第四

人民医院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调查住院患者（病

程≥5 年），采用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的

标准诊断 MS，比较伴发 MS 组和不伴发 MS 组患者

的临床资料、血 BDNF 水平，并分析 BDNF 与 SCH

患者伴发 MS 的关系。 

    结果  最终纳入 298 例慢性 SCH 患者，分析结

果显示慢性 SCH 患者中 MS 的患病率为 14.7%，其

中男性群体 SCH 患者的患病率为 11.9%，女性群体

SCH 患者的患病率为 18.9，男、女患者 MS 的患病

率无统计学意义。伴发 MS 组患者血清 BDNF 水平

高于不伴发 MS 组，PANSS-阴性症状因子分低于不

伴发 MS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伴发

MS 组与不伴发 MS 组患者其他临床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BDNF 与阳性症状因子

（rs=0.142，P=0.014）、认知因子（rs=0.131，P=0.024）、

PANSS 总分（rs=0.130，P=0.025）、氯丙嗪当量总量

（rs=0.169，P=0.004）及代谢综合征（rs=0.161，

P=0.005）呈正相关。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IN (BDNF)高是慢性 SCH 伴发 MS 的危险因素

（OR=1.656,P=0.004），阴性症状因子是伴发 MS 的

保护性因素（OR=0.947,P=0.038） 

    结论  慢性 SCH 患者体内 BDNF 水平与代谢

综合征的发生存在密切关系，血 BDNF 水平升高在

一定范围内体现了更高 MS 的发生风险，测定BDNF

水平有助于了解慢性 SCH 患者 MS 的患病风险。 

 

 

 

HRAS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及抗精神病

药物疗效的关联研究 

 

李睿 1 曾端 1 和申 1 沈一峰 1 李华芳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中国人群精神分裂症患者 HRAS 基

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rs11246176与精神分裂症及抗精神病药物疗效

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46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386 例健

康对照。精神分裂症患者均予以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并完成了 13 周及 26 周随访。用阳性和阴

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减分率评定药物疗效（减分率≥50%为有效，

＜50%为无效）。采用 TaqMan 探针法对 rs11246176

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  Rs11246176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在病

例组与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效组

中 A 等位基因频率高于无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94，P=0.01）；有效组 AA 和 AG 基因型频率

高于无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33，P=0.04）。

rs11246176 AA 和 AG 基因型携带者在 26 周的

PANSS 减分率显著高于 GG 基因型。 

    结论  rs11246176 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无关联，

但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相关，A 等位基因携

带者的抗精神病药物疗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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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of Neuroleptic Induced Psychomotor 

Seizure 

 

郑雁群 1 刘晓华 1 琚明亮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This article reports a case of psycho-

motor seizure caused by amisulpride. 

    Methods  The patient was a 60-year-old man 

with schizophrenia who has been hospitalized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of delusion of persecution and disor-

ganized behavior with a total course of 8 years. How-

ever, something new happened on him in the past six 

months: he appeared to have some involuntary move-

ments, for frequency twice a week to once a month. In 

this case, the patient used olanzapine for a long time to 

stabilize his mental symptoms, and no obvious drug side 

effects were seen except for elevated CK. The patient 

began to have repetitive, stereotyped involuntary and 

unconscious movements within half a year after the 

combined use of amisulpride, accompanied by aura 

symptoms and disturbances in consciousness, which 

could not be recalled afterwards; and every attacks usu-

ally lasted several hours to several days. However, the 

psychomotor seizure disappeared after slow cessation of 

the medication amisulpride, while olanzapine was not 

reduced, stopped but increased. In the case of excluding 

other possible neurological diseases, it is reasonable to 

consider that the psychomotor seizures of this patient 

were caused by amisulpride. 

    Results  Looking back to the past two years, the 

medication situation is shown in the figure (Figure 1), 

olanzapine tablets and amisulpride were given succes-

sively to control psychotic symptoms. 

    In March 2020, the dose of olanzapine was 

smoothly reduced to 10 mg/d, and the creatine kinase 

and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s fell back to normal level 

as expected, and then doctors began to try to gradually 

increase amisulpride. 

    Considering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time cor-

relation between patients with epileptiform seizures and 

the use of amisulpride, clinicians consider the possibil-

ity of adverse reactions to antipsychotics, and patients 

may be harboring covert epilepsy. Hence, attempt was 

made to gradually reduce the dose of amisulpride until 

it was discontinued, while olanzapine was increased to 

10mg/d to stabilize the mental symptoms. Within one 

week after the above medication regimen was adjusted, 

the patient's seizure frequency was reduced to once 

every 2 weeks, the duration of seizures was shortened to 

several hours to one day, creatine kinase and other indi-

cators were steadily reduced to stable (205U/L), and 

mental symptoms were well controlled. Until now the 

follow-up has been up to 5 months, and the patient has 

never had the above-mentioned involuntary repeated 

movement in the recent 2 months again. 

    The Naranjo's score for monitoring adverse drug 

reactions showed tha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misulpride and psychomotor episodes was "probable 

(score 5 points)" in this case (Table 1). 

    Conclusion  We provided analysis on cause-ef-

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exposure and the risk of 

seizures. To our knowledge, it was the first reported case 

of psychomotor seizure caused by amisulpride in schiz-

ophrenia. 

 

 

 

重复经颅刺激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交动机

和述情能力的效果研究 

 

黄丹 1  

1）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刺激（rTMS）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82 例，按随机

数表法分为两组，每组 41 例。对照组维持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观察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接受高频 rTMS。

对比两组治疗前、治疗治疗 4 周后、第 16 周末的精

神病症状、阴性症状及述情能力。结果 经重复方差

分析，两组治疗前后 SANS、TAS 评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 SANS、TAS 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第

16 周末，观察组 SANS、TAS 评分均低于本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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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与同期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治疗前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各维度评

分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观察组阴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学症状及

PANSS 总分均较本组治疗前降低，且低于同期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 16 周末，观

察组一般精神病理学症状、总分低于本组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rTMS 能够有

效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可改善其社交

动机与述情能力，且疗效存在后续积极效应。 

    方法  对照组维持原有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方案。

观察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接受高频 rTMS：选用

YRD CCY-Ⅱ型磁场刺激仪（武汉依瑞德医疗设备新

技术有限公司，鄂械注准 20142211249）， 

    结果  两组治疗前 PANSS 各维度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观察组阴

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学症状及总分均较本组治疗

前降低，且低于同期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第 16 周末，观察组一般精神病理学症状、

总分低于本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治疗 4 周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精神分裂症是高致残性、慢性精神障碍，

目前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多倾向于阳性症状，但对

于治疗时间更长、复发概率更高的阴性症状的作用

较为有限。阴性症状以言语贫乏、情感平淡、意志缺

乏等为主要表现，是导致精神残疾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时间存在的阴性症状会严重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

造成生活质量的持续降低。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

者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的影响 

 

黄丹 1  

1）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20Hz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改善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的

临床效果 

    方法  招募符合 ICD-10 诊断标准的恢复期精

神分裂症患者 78，采用 SPSS 随机数字法，按入组

顺序随机分配真刺激组和伪刺激组，真刺激组给予

20Hz 高频 rTMS 进行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刺激治

疗，1 次/天，共 20 次。伪刺激组刺激刺激参数、治

疗时间、刺激部位、次数均同真刺激组，但治疗时线

圈放置方向与颅骨垂直，不给予患者真正的磁场刺

激。每组各脱落 4 例，每组有效数据 35 例。应用

PANSS 量表评定临床症状，RBANS 评定认知功能 

    结果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结果表明，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量表分、阴性症状量表分和

一般病理症状量表评分时间组效应均显著 (均  P 

<0.01)。刺激类型组间效应 PANSS 总分和阴性症状

量表分均显著(均 P<0.05)。阴性症状量表分组别和

时间交互效应显著( P <0.01),rTMS 真刺激组阴性症

状评分治疗前后减分显著高于假刺激组。PANSS 总

分、阳性症状量表分和一般病理症状量表评分均无

显著的交互效应（均 P >0.05） 

    结论  刺激频率是 rTMS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一

项重要变量，当刺激频率处于 20Hz 时，能够提高患

者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并且降低神经递质的传递水

平，进而调节氨基酸丁酸类神经元的兴奋性，缓解

精神分裂症患者情 

 

 

 

神经发育和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进展 

 

敖磊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神经发育和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

及疗效的影响。 

    方法  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关

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不清楚，但是遗传，神经

递质，神经发育等都可能与其有关，目前有些研究

表明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和大脑的神经发育有关，

之前通过头颅MRI等技术了解大脑头颅结构如皮质

萎缩，侧脑室扩大，等考虑与神经发育有关，但是现

在通过一些头颅 MRI 新技术，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

大脑皮质厚度，大脑区域结构链接异常,了解初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结构等与正常人对照，发现首发

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结构存在异常，且早期神经发

育异常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也存在相关性。 

    结论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相关因素很多，

但是目前机制不清，对于如围产期等多种因素引起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皮层发育异常，早期人们认

为大脑结构的异常如皮质萎缩等可能存在神经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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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认为这种神经发育异常有遗传和环境相互作

用的结果。而现在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某区域

大脑皮层发育异常，如厚度或皮质发育，可能与精

神分裂症的发病及认知功能有关，且大脑发育异常

可能影响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从上述研究表明神

经发育与精神分裂症有关，但是关于神经发育对精

神分裂症的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阐明。 

 

 

 

精神分裂症患者内部动机及其与快感缺失间

的关系 

 

祖先勇 1 傅澎 1 王化成 2 杜金妹 4 方文梅 3 何转玲
1 王龙 3 秦瑾 2 张蕾 4 董毅 1  

1）北海冉升精神病医院 

2）芜湖安定精神病医院 

3）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4）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 

 

    目的  动机缺乏和快感缺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阴性症状的常见表现，与患者的功能缺陷有关。内

部动机是个体完成一项任务或目标时源于内部驱动

的一种动机，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内部动

机受损。快感缺失是现实生活中对各种刺激愉悦体

验的丧失，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快感缺失与动

机缺乏间可能存共同的病理基础。然而，内部动机

作为动机的重要成分，与患者快感缺失间行为学上

的关系尚不清楚。本研究试图探讨疾病稳定期精神

分裂症患者内部动机与快感缺失间的关系。 

    方法  基于心理理论故事图片任务（ToM-PST）

活动，采用精神分裂症内部动机量表（IMI-SR）对

115 名疾病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61 名健康正常

者的内部动机水平作评估。所有被试采用中文版修

订社会快感缺失量表（RSAS-C）作快感缺失评估，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对患者症状作

评估，分析患者内部动机水平与快感缺失间的关系。 

    结果  Mann-Whitney U 分析显示，与正常者相

比，精神分裂症患者 IMI-SR 选择性因子分

（36.21±6.58 vs 31.65±8.76,P<0.01）减低，而价值性

因子分（36.25±8.02 vs 38.67±8.15,P<0.05）增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总分和兴趣性因子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 ）；患者 RSAS-C 分

（12.46±6.17）和 RPAS-C 分（17.29±9.74）均高于

正常者（分别为 9.93±4.84 和 12.59±7.67），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Spearman 相关分析显

示，患者 RSAS-C 分与 IMI-SR 总分（r=-0.436，

P<0.01）、兴趣性（r=-0.308，P<0.01）、选择性（r=-

0.341，P<0.01）和价值性（r=-0.376，P<0.01）因子

分呈负相关，RPAS-C 分与 IMI-SR 总分（r=-0.320，

P<0.01）、兴趣性（r=-0.194，P<0.05）和价值性（r=-

0.317P<0.01）因子分也呈负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控制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病程和 PANSS 总分

后，这种相关性仍存在。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ToM-PST 任务活动

中表现内部动机水平的变化，并存在明显的社会快

感缺失和躯体快感缺失。患者内部动机水平越高，

其快感缺失水平越低，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内部动

机缺陷与快感缺失间存在共同的病理基础。 

 

 

 

齐拉西酮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

效分析 

 

金美娜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齐拉西酮在首发精神分裂症中的应

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72 例首发精神病患

者，时间均为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应予以利培酮，观察组予以齐拉

西酮，比较两组治疗疗效、治疗前后阴性症状评分

及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治疗疗效、生活质量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且治疗后观察组阴性症状评分低于

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结论：将齐拉西酮应用

于首发精神分裂症中可缓解其临床症状，改善生活

质量，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借鉴。 

    方法  1 对照组 

    利培酮：予以利培酮，口服，初次使用一天 1mg，

1 周内用药剂量调整为一天 2-4mg，2 周内调整为每

天 4-6mg，每天不可超过 10mg，连续治疗 2 个月。 

    2 观察组 

    齐拉西酮：予以齐拉西酮，口服，初次使用一天

2 次，一次 20mg，可依据效果在医生指导下调整剂

量，2 周内每天剂量控制在 80-160mg，连续治疗 2

个月。 

    结果  1.两组治疗疗效对比：观察组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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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 

    2.两组治疗前后阴性症状评分、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阴性症状评分低于对照组，且生活质量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临床常用药物有利培酮、奥氮平等，利

培酮作为常用药物，其可将机体内 5－ HT2 受体和

多巴胺 D2 受体结合进而改善患者的症状，具有较

强的亲和力，但是治疗期间其会与肾上腺素能受体

发生反应对患者的内分泌功能造成影响进而降低治

疗效果[3]。齐拉西酮是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对多巴胺 D2 受体可产生阻断，也能对 5-HT2 受体

产生刺激，且该药物具有神经营养作用，可较好的

改善树突生长增加其多巴胺浓度，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疾病的发展，缓解其症状进而提高认知能力，进

而有效提高生活质量，另外齐拉西酮用药剂量较小

在保证治疗的有效性的同时也能减少其副作用的发

生，增加患者治疗的依从性[4]。韩霞[5]研究结果显

示首发精神分裂症治疗中应用齐拉西酮效果明显，

可改善其阴性症状，与此研究结果一致。此研究显

示观察组治疗疗效、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且观察组阴性症状评分低于对照组。 

 

 

 

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其干预的研究

现状 

 

梁鑫浩 1 曹灵霞 1 杨楹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常见、慢性、高致残率和

高复发率的重型精神疾病之一，服药不依从是导致

精神分裂症患者低康复率、高复发率最主要原因。

目前，全球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在 40%-60%。，

我国西部某社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率为

65.41%。另外，2005 年美国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服药

不依从性的再住院费用从 13.92 亿美元到 18.26 亿

美元不等。因此，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

的相关因素至关重要。因此，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

服药依从性的相关因素以及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方法  综述文献，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

性别、社会阶层和种族，与抗精神病药物依从性没

有一致的关系；自知力、既往的服药依从史、对于药

物的积极态度和社会支持与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有关。

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的影响因素如自知力、

既往的服药依从史、对于药物的积极态度和社会支

持进行论述。相关干预服药依从性的研究主要从健

康教育、行为干预、动机访谈和认知治疗等社会心

理干预，以及电子提示等进行了探讨。 

    结果  本研究认为在理论框架下的干预研究对

于改善患者的服药依从行为效果显著。基于信息-动

机-行为（IMB）技能理论框架下的干预研究，是知

识和技能共同对患者的服药行为进行干预，增强患

者的服药信念，增加患者服药的自主感，对于改善

帕金森、艾滋病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取得的一定效果。 

    结论  下一步待探索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

用。 

 

 

 

米安色林联合氨磺必利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

症状疗效观察及对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影响 

 

严琦 1 丁雅琴 1  

1）南通市通济医院 

 

    目的  探讨米安色林联合氨磺必利治疗精神分

裂症阴性症状疗效及对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

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于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精

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 62 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随

机数字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1 例。对照组口服

氨磺必利，观察组在氨磺必利基础上口服盐酸米安

色林片。两组疗程均为 12 周。比较两组治疗疗效，

治疗前、治疗 4 周、治疗 8 周和治疗 12 周阴性症状

量表（SANS）评分、社会功能缺陷量表（SDSS）评

分和生活质量评定量表（SF-36）评分，及不良反应

情况。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两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治疗 4 周、8 周和 12

周 SANS 评分低于治疗前（P＜0.05）；观察组精神

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治疗 4 周、8 周和 12 周 SAN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

状患者治疗 4 周、8 周和 12 周 SDSS 评分低于治疗

前（P＜0.05）；观察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治疗

4周、8周和 12周SDS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两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治疗 4 周、8 周和 12

周 SF-36 评分高于治疗前（P＜0.05）；观察组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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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症阴性症状患者治疗 4 周、8 周和 12 周 SF-36 评

分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比较无明显

差异（P＞0.05）。 

    结论  米安色林联合氨磺必利治疗精神分裂症

阴性症状疗效良好，且可改善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

质量。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

中的疗效观察 

 

叶小琴 1 曹飞 1  

1）江西省乐平精神病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康复中加用重复经颅

磁刺激治疗,分析该治疗方法对患者社会功能和阴

性症状产生的影响 

    方法  以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为研究时

间区间,从我院选取 54 例出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

研究样本,分组原则为随机数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各 27 例,对照组给予职业康复

服务和伪刺激，观察组则加用重复经颅磁刺激低频

治疗.将两组患者社会功能和阴性症状作为观察指

标 

    结果  治疗后 PANSS 评分对照组无变化,观察

组 PANSS 评分降低,组间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的 ADL 评分差异不显著,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经治疗后 ADL 单项分指标多数升

高,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高,差异突出显著具备统计学

价值(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属于一种临床常见病症，治

疗难度较大，病情较长，极易复发，致病原因仍不

明，经过治疗大多数症状可以改善和控制，但是，一

些原本存在的以及药物副反应导致的阴性症状，则

很难消除，甚至会患者身上持续很长的时间，而因

此带来的认知障碍和生活自理问题，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影响深远，所以积极针对患者实施良好有效的

康复措施，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精神分裂症患者经重复经颅磁刺激康复治疗的临床

疗效显著，通过治疗患者的认知功能、交往技能、生

存质量等都有显著改善，日常生活能力明显提高，

社会效益显著。相信今后个体化的康复治疗可能逐

渐成为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发展的趋势。 

 

 

 

团体心理治疗辅助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

症状的 Meta 分析 

 

朱泽军 1 岳玲梅 1 贾栎卉 1 王聪哲 1 冯倩 1 张莉 1 

蒋克 1 李昊旻 1  

1）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精神疾病，多起

病于青壮年，常有感知、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的

障碍和精神活动的不协调，病程迁延常可发展为精

神活动衰退等特征。临床上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指

附加于正常精神状态的发生性症状，如幻觉、妄想，

思维散漫等。阴性症状主要指精神功能的减退或缺

失，包括思维贫乏、情感淡漠、意志缺乏、孤僻内向

等，阴性症状越重，社会功能缺陷越明显对于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个体与团体治疗的形式与方法也有多

种形式，主要分为家庭干预、认知行为心理治疗、社

会技能培训、心理教育等。团体心理治疗可以提高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在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治疗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全面系

统地了解团体心理治疗对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

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采用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

PubMed 数据库中内容为团体心理治疗辅助治疗精

神分裂症症状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 Meta 分析，检索

时间为建库时间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 

    结果  团体心理治疗组 PANSS 总分低于对照

组（ SMD=-5.83,95%CI=-9.84 ～ -2.18 ， Z=3.13 ，

P<0.05）。 

    结论  团体心理治疗可以辅助缓解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精神症状。 

 

 

 

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QTc

间期的影响 

 

张瑞林 1  

1）山西省社会福利精神康宁医院 

 

    目的  探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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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心电图 QTc 间期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4 月-2019 年 12 月

入住我院的服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 161 例精神

分裂症患者，依据服用药物的不同，分为两种药物

联合用药组 59 例和单一用药组 102 例。联合用药组

分别为利培酮片 ＋氨磺必利片 5 例、奥氮平片＋氨

磺必利片 12 例、阿立哌唑片＋氨磺必利片 5 例、利

培酮片＋奥氮平片 15 例、奥氮平片＋阿立哌唑片 12

例、利培酮片＋阿立哌唑片 10 例。单一用药组又分

为利培酮组 34 例、奥氮平组 36 例和阿立哌唑组 32

例。对 161 例患者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4、8 周进

行心电图检查，对以上患者的治疗前、治疗后 4 周、

8 周的 QTc 间期进行比较分析。心电图的诊断标准

根据住院时心电图检查  Ⅱ 导联 QTc 间期男性

≤440ms、女性≤460ms，如超过此标准统一采取Ⅱ导

联心电图连续测量 3 次心搏的 RR 间期和 QT 间期，

并取最终平均数值计算 QTc。 

    结果  1: 161 例患者中 QTc 间期延长者 12 例

（7.45%）。其中联合用药者 9 例（75%）；单一用药

组中利培酮组 2 例，阿立哌唑组 1 例。联合和单一

用药组在治疗 4 周（P=0.009 t=-2.626）、8 周（P=0.004 

t=-2.943）QTc 间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一用药组

治疗 4 周、8 周较治疗前（P=0.001 t=4.303、P=0.001 

t=4.488）QTc 间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利培酮组治

疗 4 周、8 周较治疗前（P=0.024 t=2.353、P=0.034 

t=2.194）；奥氮平组治疗 4 周、8 周较治疗前（P=0.023 

t=2.364、P=0.032 t=2.218）；阿立哌唑组治疗 4 周、

8 周较治疗前（P=0.009 t=2.906、P=0.001 t=3.781）

QTc 间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12 例 QTc 间期延长

者有 11 例为女性患者，1 例为男性患者。3： 12 例

QTc 间期延长者有 2 例年龄≤18 岁；10 例年龄为中

青年患者。 

    结论  不论是联合还是单一用药，第二代抗精

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QTc 间期有影响，联合

比单一用药更易引发 QTc 间期延长，特别是女性、

氨磺必利联合用药者更为明显，但未出现有临床意

义的 QTc 间期延长超过 500ms 或较基础延长 60ms

以上者；临床工作中尽量单一用药。 

 

 

 

CCRT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 MECT后认识损

损害的随机对照研究 

 

卢红新 1 吴科斌 1 邱顺兴 1  

1）福建省龙岩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采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ECT）精神分裂症患者后，

再进行计算机化认知矫正治疗（computerized cogni-

tiveremediationtherapy，CCRT）对患者的认知功能的

改善情况。 

    方法  选取 2018 年 6 月～2019 年 5 月精神分

裂症患者 109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随机分为 CCRT 组 55 例，工娱治疗（work and 

amusement therapy，WAT）组 54 例。两组患者均接

受 9 次 MECT 治疗，之后 WAT 组患者给予工娱治

疗、健康宣教等综合治疗；CCRT 组患者接受 CCRT

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6 周，每周 5 次，治疗结束后

两组分别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6，PANSS-6）、蒙特利尔认

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

进行疗效评定，以探讨 CCRT 对经过 MECT 治疗后

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和认知功能的疗效。 

    结果  WAT 组治疗后 PANSS-6 的总分和阴性

量表分，MoCA 的命名，注意，语言，延迟回忆及

定向这些方面的评分显著优于治疗前(P＜0.05)；治

疗后 CCRT 组的 PANSS-6、MoCA 各项评分均明显

优于 WAT 组(P＜0.05)。 

    结论  结论：CCRT 训练对经过 MECT 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有显著的改善。 

 

 

 

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眶额叶的异常功

能活动 

 

陈从新 1 姚晶晶 3 吕一丁 1 赵晓鑫 2 张馨月 4 雷家

熙 1 隋毓秀 1  

1）南京市脑科医院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3）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4）康宁医院 

 

    目的  探讨大脑局部脑区功能障碍及功能连接

在精神分裂症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南京脑

科医院住院收治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56 例（精神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689 

分裂症组），以及 27 例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

程度与之相匹配的正常健康对照者（对照组）。所有

受试者均进行面孔情绪识别（FEC）、全脑静息态功

能磁共振（rs-fMRI）检查、采集数据。分别采用逻

辑函数曲线拟合方程和 rs-fMRI 处理辅助软件

（DPARSF）处理两组情绪识别和磁共振数据，采用

双样本 t 检验对两组自发脑活动（fALFF）图进行分

析，得出精神分裂症组的异常脑区，以异常脑区（左

侧眶额叶）为感兴趣区（ROI）行全脑功能连接分析。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精神分裂症组右侧

中央前回（t=-4.686）、左侧中央前回（t =-3.506）、

右侧中央后回（t =-4.197）、左侧中央后回（t =-5.288）、

右侧舌回（t =-4.454）、左侧枕中回（t =-3.921）、右

侧距状回（t =-3.507）、左侧舌回（t =-3.531）、左侧

眶额叶（OFC,t =-3.723）、右侧缘上回（t =-3.694）

fALFF 值减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FCE 校正，

体素水平 P<0.001，团块水平 P<0.05）；（2）功能连

接分析显示左侧眶额叶与左侧中央后回（t =-4.131）、

左侧楔前叶（t =-4.104）、左侧颞上回（t =-5.095）、

左侧中央前回（t =-3.598）之间存在异常功能连接

（GRF 校正，体素水平 P<0.001，团块水平 P<0.05，

簇集大小>71 个体素）。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存在额颞环路功能紊

乱，并与情绪处理缺陷息息相关，OFC 作为处理情

绪认知的重要脑区，可能通过该环路紊乱参与精神

分裂症的发病。 

 

 

 

对临床高危亚型精神病处方抗精神病药的决

定因素 

 

曾嘉慧 1,2 甘冉飘 1,2 吴桂森 1,2 徐丽华 1,2 王继军 1,2 

张天宏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上

海市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脑电影像

眼动研究室 

 

    目的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研究了精神病临床

高危综合征患者（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CHR）对抗精神病药物（antipsychotics, AP）治疗的

疗效反应，认为对 CHR 患者处方 AP 可能是弊大于

利的，AP 治疗并未能有效阻断精神病的发生。本项

研究试图探讨 CHR 患者的哪些临床特征会影响精

神科医生 AP 处方行为。 

    方法  共纳入 717 例 CHR 患者，并随访 3 年

（其中 200 人未到达 3 年随访时间）。CHR 患者按

处方 AP 与否分类。对 CHR 患者的人口学和临床特

征进行评估，分析了处方率最高的 4 种 AP 所对应

的患者的临床特征，运用生存分析对比和预测了处

方与未处方的CHR患者的结局，对纳入研究的CHR

患者的 SOPS 评分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  当前分析包括 717CHR 患者，其中 492

例（68.62%）在初诊时接受了抗精神病药物的处方。

处方与未处方 CHR 患者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存在

明显差异，一般总体功能（GAF）减分和阳性症状是

医生处方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子（P＜0.001），CHR

患者不同的临床特征也影响了医生处方抗精神病药

物种类的选择。 

    结论  临床医生可能根据 CHR 患者的某些临

床特征来处方抗精神病药。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为临

床上对 CHR 患者进行更合理的干预提供参考。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Blonanserin Post-

marketing Surveillance in Treatment of Chi-

nes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 Interim 

Analysis 

 

Haiyun Li1, Haishan Wu2, Jindong Chen2  

1）Sumitomo Pharma (Suzhou) Co., Ltd. 

2）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

ders,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hina National Tech-

nology Institute on Mental Disorders,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Blonanserin tablets (Lonasen®) was 

launched in mainland of China in 2017, and a post-mar-

keting surveillance with a 12-week period has been 

started since Sep. 2018 to assess the safety and effec-

tiveness of oral blonanseri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a real-world clinical setting. 

    Methods  A 12-week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open-label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was carried out. 

An interim analysis including a total of 1060 patients 

enrolled by 2020.5.31 (inclusive) was perform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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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Rs), ADRs of 

extrapyramidal symptoms (EPS) and ADRs of akathisia, 

as well as the change in body weight were used to eval-

uate the safety profile of blonanserin, the Brief Psychi-

atric Rating Scale (BPRS) was used to evaluate its ef-

fectiveness. 

    Results  The safety and full analysis set both in-

cluded a total of 1018 patients. Among which, 205 

(20.1%) patients developed ADRs, 169 (16.6%) devel-

oped ADRs of EPS, and 90 (8.8%) developed ADRs of 

akathisia. 4.0% (33/829) of patients had a body weight 

gain ≥7% from baseline at 12 weeks after initiation of 

treatment. The BPRS total score was 48.7±13.48 

(N=1018) at baseline, decreasing to 37.3±10.88 

(N=990), 31.1±9.21 (N=900) and 26.2±7.68 (N=830) at 

2/4, 6/8 and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mean ± SD, all P <0.001 compared with baseline). 

    Conclusion  Blonanserin is a beneficial drug that 

can be used in real clinical practice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t is well tolerated and significantly im-

proves th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及其健康一级亲属脑岛静息态功

能连接研究 

 

高帅帅 1 伊琦忠 1 安志国,安景荣 1 靳路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一级

亲属脑岛静息态功能连接的差异特征，为寻找精神

分裂症相关影像学内表型提供依据。 

    方法  利用 rs-fMRI，对精神分裂症组（26 例）、

健康一级亲属组（21 例）及健康对照组（22 例）采

集大脑图像，利用 PANSS，对精神分裂症组临床症

状进行评估。对 rs-fMRI 获取的数据利用功能连接

分析方法，基于脑岛亚区为种子点构建三组对应的

全脑功能连接图谱，并采用 ANCOVA 分析得到功能

连接有显著组间效应的脑区，然后基于 LSD 检验的

事后校验，对比不同组别之间的显著差异。 

    结果  Rs-fMRI 分析结果表明，与健康一级亲

属和健康对照组相比，精神分裂症存在脑岛亚区（左

/右侧背侧前脑岛、左侧后脑岛和左侧腹侧前脑岛）

至额中回的功能连接显著升高，且 P＜0.05；与健康

对照组相比，精神分裂症和健康一级亲属存在右侧

腹侧前脑岛至小脑的功能连接显著升高，且 P＜0.05。 

    结论  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

一级亲属脑岛存在功能连接障碍，且精神分裂症脑

岛亚区至额中回异常功能连接具有特异性，可能是

精神分裂症影像学内表型之一，另外精神分裂症患

者与其健康一级亲属右侧腹侧前脑岛至小脑具有相

似的功能连接障碍，有望作为精神分裂症健康一级

亲属的影像学内表型。 

 

 

 

低碳饮食联合肠道益生菌对改善精神疾病代

谢综合征的影响研究 

 

盛宏伟 1,2 赵洁菲 2 徐云 2  

1）武汉市优抚医院 

2）江汉区北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近 10 年，精神疾病伴发肥胖等代谢综合

征（Metabolic syndrome,MS）的患者越来越多，尤以

精神分裂症明显。随着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在临床

上的广泛应用,其所引起的代谢综合征如体重增加、

血压升高、糖脂代谢紊乱等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代谢综合征患者表现为体重增加（腹型肥胖）、胰岛

素抵抗、糖耐量异常（糖代谢调节异常）、高血压和

脂代谢异常等，可使 2 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患

病风险明显增高，并且高尿酸血症是代谢综合征的

特征性因素之一。代谢综合征不仅严重影响了患者

对抗精神病药治疗的依从性，还增加了患者躯体疾

病的患病率和病死率。精神疾病伴发代谢综合征已

成为世界性公共卫生难题，因此,及时有效处理抗精

神病药物所致 MS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纠正患者

不良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及治疗 MS 的首要措施。目

前，临床上以健康教育、戒烟限酒、优化饮食、运动

锻炼等为主要干预措施。概括起来就是“管住嘴，迈

开腿”，但是严重饥饿感等导致单纯饮食和运动干预

依从性很差。低碳饮食联合肠道益生菌可促进患者

的体脂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尿酸及降低胃

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还能通过阻断肠—脑轴增加

患者的饱腹感，减低饥饿感，为肠道益生菌联合饮

食调控干预治疗精神疾病伴代谢综合征提供依据和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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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随机选取 80 例精神疾病伴发代谢综合

征患者，干预组给予低碳饮食，在此基础上增加双

歧杆菌三联活菌肠溶胶囊治疗；对照组给予单纯限

能量均衡饮食，均干预 8 周。对干预后两组 TG、

TC、HDL、LDL、GLU、GHb、UA、BMI、饥饿感

程度、便秘、腹泻、腹痛发生率、PANSS 量表进行

比较。 

    结果  干预组较对照组在代谢综合征的各个指

标都有了明显好转，具有统计学意义。低碳饮食联

合肠道益生菌对患者糖脂尿酸代谢、食欲和胃肠道

反应有着积极地一面。对患者精神症状的影响无明

显差异。为肠道益生菌联合饮食调控干预治疗精神

疾病伴代谢综合征提供依据和思路。 

    结论  低碳饮食联合肠道益生菌对改善精神疾

病代谢综合征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HPLC-MS/MS 法快速测定人血清中氨磺必

利和阿立哌唑浓度及其临床应用 

 

黄善情 1 温预关 1 尚德为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建立同时测定人血清中氨磺必利和阿立

哌唑质量浓度的方法。 

    方法  色谱柱Agilent XDB-C18(4.6mm×50mm，

1.8µm)，流动相：甲醇-水（90：10，v/v，2mmol·L-

1 甲酸铵），柱温：35℃，流速 0.7mL·min-1，进样

量：1µL。以乙腈为沉淀剂，通过蛋白沉淀法处理血

清样本，定量分析离子对 m /z 370.2→m /z 242.1（氨

磺必利），m /z 375.2→m /z 242.1（氨磺必利-d5），m 

/z 448.1→m /z 285.1（阿立哌唑），m /z 456.1→m /z 

293.1（阿立哌唑-d8），该方法应用于 107 例同时服

用氨磺必利和阿立哌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样本

检测。 

    结果   氨磺必利和阿立哌唑均在 20~2000 

ng·mL-1 线性关系良好，定量下限均为 20 ng·mL-1，

批内和批间精密度 RSD 在 1.92%~13.77%，提取回

收率为 92.95%~103.84%，含药血清质控样品在室温

放置 24h、-20℃冻存31d、冻融5次偏差均小于5.47%，

说明方法学符合标准，该方法可以应用于氨磺必利

和阿立哌唑临床样本检测分析。 

    结论  本方法样品处理简便，专属性强，稳定

性好，适用于单独或联合使用氨磺必利和阿立哌唑

药物的患者进行治疗药物监测，可及时调整给药方

案，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ipheral Comple-

ment Proteins and Genotype in First-episode 

Psychosis: Evidences From C3 and C4 

 

Yu Chen1,2, Zhenguo Zhao1,2, Fen Lin1,2, Lifang Wang1,2, 

Zheng Lin3, Weihua Yue1,2,4  

1）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Beijing, China 

2）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

ders &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Ministry of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Research Unit (No.2018RU006), Bei-

jing, China 

3）Secon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

icine (SAHZU) , Hangzhou, China 

4）PKU-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is a common neuro-

psychiatric disorder with complex pathophysiology. Re-

cent reports suggested that complement system altera-

tions contributed to pathological synapse elimination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psychiatric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 Complement component 3 (C3) and 

complement component 4 (C4) may play central roles 

in complement cascades. In this study, we compared pe-

ripheral C3 and C4 protein levels between first-episode 

psychosis (FEP) and healthy control (HC). Then we ex-

plored whether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at C3 or C4 genes determine peripheral C3 or C4 protein 

levels. 

    Methods  In total, 181 FEPs and 204 HCs were 

recruited after providing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e 

measured serum C3 and C4 protein levels using turbidi-

metric inhibition immunoassay and genotyped C3 and 

C4 polymorphisms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genotyping.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SNP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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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nia (rs11569562: A>G, p = 

0.048; rs2277983: A>G, p = 0.040; rs149898426: G>A, 

p = 0.012); one haplotyp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nia, constructed by rs11569562-

rs2277983-rs1389623 (GGG, p = 0.048); FEPs had 

higher serum C3 and C4 (both p < 0.001) levels than 

HCs; rs1389623 polymorphisms were associated with 

elevated C3 protein levels in a meta-analysis; the pa-

tients with CG genotype of rs149898426 had higher C4 

levels than that with GG genotypes (p = 0.005). 

    Conclusion  Overall,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complement system altered in FEPs and 

rs149898426 of C4 gene represented a genetic risk 

markers for schizophrenia through mediating comple-

ment system. Further studies with larger sample sizes 

needs to be validated.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精神

病的对照研究 

 

李明惠 1  

1）乌鲁木齐市安宁医院 

 

    目的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是在有抽搐电休克治

疗的基础上通过改良后使用的一种非药物治疗精神

疾病的方法之一，目前在精神病院被广泛应用于临

床， 本文比较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和抗精神病药物哪

种方法治疗伴有自伤、冲动、伤人、毁物的精神病效

果更好。 

    方法  选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我院

住院治疗的 200 例病例，排除有严重躯体病，中途

有脱落的可能性，这些病例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

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男

女不限；年龄在 16 至 60 岁之间；PANSS 总分≥60

分，PANSS 量表单项评分要求至少有 2 项满足下述

标准：兴奋(P4) ≥4 分，敌对性(P7)≥4 分，不合作 

(Gs)I>4 分，冲动控制障碍(G4)≥4 分。对伴有自伤、

冲动、伤人、毁物的情况的精神病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其中单纯使用 MECT 治疗或足剂量、足疗程抗

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后合并使用 MECT 治疗

100 例称为研究组，单纯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

患者 100 例（抗精神病药物种类不限）称为对照组，

两组 PANSS 和 CGI 量表分值无明显差异。醒脉通

电痉挛治疗仪（Lake Bluf ,IL, USA   Class1,Type BF）

每周至少 2 次，每个疗程保证有 12 次。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也保证足剂量和足疗程。治疗前对研究组和

对照组进行 PANSS 评分，治疗 2 周，治疗 4 周，治

疗 6 周后对上述精神病患者再次进行 PANSS 量表，

同时加 CGI 量表评分。 

    结果  研究组治疗 2 周后，有 50 例患者的自

伤、冲动、伤人、毁物的症状明显消失，治疗 4 周

后有 70 例患者上述症状明显消失，治疗 6 周后有 83

例患者上述症状明显消失；对照组治疗 2 周后只有

15 例患者患者的自伤、冲动、伤人、毁物的情况明

显消失，治疗 4 周后有 32 例患者患者上述症状明显

消失，治疗 6 周后有 53 例患者上述症状明显消失。

PANSS 量表单项评分：兴奋(P4)，敌对性(P7)，不合

作(G8)，冲动控制障碍(G4)均 ≤2 分；研究组在治疗

2 周、4 周后 PANSS 和 CGI 量表评分和对照组之间

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在

治疗 6 周后 PANSS 和 CGI 量表评分无明显差异。 

    结论  药物联合 MECT 治疗或单纯使用无抽搐

电休克治疗与单纯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比较，具

有疗效非常显著，起效快的特点，可以明显缩短住

院治疗周期，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并且治疗的安全

性高，副作用少，仅有短时的瞬时记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Mediate Dynamics of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in Early Stage Schiz-

ophrenia——a Preliminary Study 

 

Yingchan Wang1, Yuchao Jiang2, Jianye Zhang1, 

Dezhong Yao2, Cheng Luo2, Jijun Wang1  

1）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2）The Clinical Hospital of Chengdu Brain Science In-

stitute, MOE Key Lab for Neuroinformation, Center for 

Information in Medicine,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Objective  Abnormalities of static brain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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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reported in schizophrenia, but it remains to be 

clarified the temporal variability of intrinsic brain activ-

itie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how antipsy-

chotics affect it. 

    Methods  We employed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and a sliding-

window analysis of dynamic amplitude of low-fre-

quency fluctuation (dALFF) to evaluate the dynamic 

brain activities in schizophrenia (SZ)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8-week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Twenty-six 

schizophrenia individuals and 26 matched healthy con-

trols (HC)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 SZ participants 

showed stronger dALFF in the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ITG.R) at baseline. After medication, the SZ 

group exhibited reduced dALFF in the right middle oc-

cipital gyrus (MOG.R) and increased dALFF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SFG.L),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MFG.R), and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R). Dynamic ALFF in IPL.R was found to signifi-

cant negative correlate with SANS scores at baseline.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howed dynamic intrin-

sic brain activities altered in schizophrenia after short 

term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pport and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dALFF method in 

the study of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in psychosis in 

the future. 

 

 

 

Temporal Dynamics in Degree Centrality of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 in First-epi-

sode Schizophrenia with Different Short-term 

Treatment Responses： A Longitudinal Study 

 

Yingchan Wang1, Yuchao Jiang2, Wenjun Su1, Lihua 

Xu1, Yanyan Wei1, Yingying Tang1, Tianhong Zhang1, 

Xiaochen Tang1, Yegang Hu1, Huiru Cui1, Jinhong 

Wang1, Dezhong Yao2, Cheng Luo2, Jijun Wang1  

1）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2）The Clinical Hospital of Chengdu Brain Science In-

stitute, MOE Key Lab for Neuroinformation, Center for 

Information in Medicine,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emporal dy-

namics in degree centrality (DC) of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 in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with different 

short-term treatment responses. 

    Methods  A total of 127 first-episode patients 

(FEP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133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subjects under-

wen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 scans. FEPs were scanned at baseline (pre-treatment) 

and at follow-up (posttreatment), while HCs were 

scanned only at baseline. The patients were exposed to 

naturalistic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for 12 weeks and 

classified as schizophrenia responders (SRs) or nonre-

sponders (NRs). Voxel-wise dynamic DC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among the SRs (n=75), NRs (n=52) and HCs 

group (n=133) to assess temporal varibility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cross the entire neuronal network. 

    Results  The SRs and NRs showed dissimilar dy-

namic DC at baseline, with differences mainly involv-

ing the temporal lobe. Different DC alteration was ob-

served in the left fusiform gyrus, right fusiform gyrus, 

left middle cingulate cortex and left superior parietal gy-

rus in the SRs and NRs pre- and posttreatment. The SRs 

group and NRs group presented opposite changing pat-

terns of dynamic DC in  particular regions of the brain.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y-

namic DC abnormalities exist in unmedicat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e NRs differed from the SRs in 

dynamic DC not only at baseline but in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s well. Our 

study may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pathophysi-

ology in schizophrenia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re-

sponses. 

 

 

 

A Real-world Study of Risk Factors for Q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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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ngation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Re-

ceiving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Luyao He1, Yiming Yu1, Lei Zhang1, Shen He1, Wenjuan 

Yu1, Lujin Li2, Jingjing Huang1, Huafang Li1  

1）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 Drug Clinical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he risk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in 

patients receiving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may be re-

lated to QTc prolongation. Currently, screening for 

high-risk patients is lacking, which makes the preven-

tion of QTc prolongation more difficul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for QTc prolon-

gation and develop a risk score to prevent QTc prolon-

gation and guide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All ECG recordings of 913 schizophre-

nia patients who receiving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were 

reviewed for prolonged QTc and associated condition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nvesti-

gate risk factors for QTc prolongation, and based on in-

dependent risk factors, a risk score was developed. 

    Result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

strated that sex, age, HDL, and antipsychotics dose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QTc prolongation.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nd the Hosmer-Lemeshow 

test for goodness of fit indicated good performance of 

the QTc prolongation regression risk score that was de-

veloped and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in terms of dis-

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Conclusion  Sex, age, HDL, and antipsychotics 

dose may be associated with QTc prolongation. The risk 

score may be useful for identifying high-risk patients 

and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QTc prolongation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receiving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重复经颅磁刺激早期干预精神分裂症超高危

人群的临床疗效研究 

 

李佳 1 林荫 2 吉训琦 1 康延海 1 董洁 1  

1）海南省人民医院 

2）海南省安宁医院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早期干预精神分裂

症超高危人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前瞻性选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6 月经

前驱症状定式问卷筛选治疗的初诊的精神分裂症超

高危人群患者 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研究组（n=30）和对照组（n=30）。对照组予以伪刺

激治疗，研究组采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20 min/

次，5 次/周，连续治疗 4 周。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

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评分，计算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 PANSS 减分率和治疗后的 PSP 评分。

患者均随访观察半年，统计比较两组精神分裂症发

生率。 

    结果  两组治疗前 PAN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治疗后的 PANSS 阳性

症状、阴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及总分均低于治疗

前（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PANSS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及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研究组治疗前后 PANSS 减分率、

治疗后的 PSP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随访半年的精神

分裂症发生率则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重复经颅磁刺激

早期无创干预有助于减轻其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程度，

改善社会功能，并降低精神分裂症发生率，值得应

用。 

 

 

 

精神分裂症社会奖赏的代价-收益计算损伤：

一项来自实验室的初步证据 

 

邵雨心 1,2 周岚 1 樊旸 1 黄桑旎 1 张红冉 1 王玲玲
3,4 吕钦谕 5 易正辉 5 严超 1,2  

1 ） 上 海 市 脑 功 能 基 因 组 重 点 实 验 室

（MOE&STCSM），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

心，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2）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0335 

3）神经心理学与应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中国科

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100049 

4）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系，北京，1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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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精神健康中心，上

海，200030 

 

    目的  动机缺失症状是精神分裂症（SCZ）阴性

症状的核心表现之一，会对患者的社会功能与预后

康复产生深远影响。研究表明，基于努力的决策可

能是患者动机缺陷的潜在解释之一。然而，这种在

努力任务中表现出的动机缺陷是否可以进一步应用

于社会性场景仍然是不确定的。因此，本研究旨在

研究 SCZ患者的基于社会努力的奖赏决策及其与动

机缺失症状的关系。 

    方法  我们招募了 31 名 SCZ 患者和 41 名健康

对照进行模拟工作面试任务。该任务告知受试者选

择付出更大的社会努力（更大的压力或挑战性)来获

得更大的社会奖赏（工作机会），或者选择花费更少

的社会努力来获得更少的奖励。观察受试者选择高

社会努力任务的比例，作为反映“社会代价-效益分

析”过程的指标，比例越大代表付出努力的意愿越大。

受试者在面试期间的压力程度、努力程度以及情绪

体验和唤醒水平都通过主观评分来评估。阴性症状

评估量表用于评估 SCZ 患者的动机缺失症状。 

    结果  我们发现，组别与奖赏之间有显著的交

互作用（F(2,140)=3.806，P=0.025），当提供中等额

度（P=0.03）和高额度（P<0.01）奖励时，SCZ 患者

选择高社会努力任务的比例显著小于健康对照。

SCZ 患者选择高社会努力任务的比例与他们的动机

缺失水平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r=-0.568，P<0.01），

动机缺失症状越严重付出努力的意愿越低。此外，

组别和面试结果（成功或失败）在情绪体验

（ F(1,140)=0.373 ， P=0.543 ） 和 情 绪 唤 醒

（F(1,140)=0.404，P=0.526）上都没有显著的交互作

用，但情绪唤醒的组别主效应显著（P=0.012），表明

无论面试结果如何，SCZ 患者的唤醒程度显著高于

健康对照。 

    结论  与以往大多数探究 SCZ患者基于体力或

认知功能的努力决策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再次表

明 SCZ 患者对社会奖赏的代价-收益分析过程受损。

同时，本研究将基于努力的决策从货币/非社会性维

度推广到更生态的社会性维度，有助于精神分裂症

阴性症状的精确临床诊断和治疗。 

 

 

 

精神分裂症与一级亲属的动态功能连接异常：

灵活性的改变 

 

张红冉 1,2 胡叶辰 1 陈亮亮 2 吕钦谕 3 易正辉 3 严

超 1,2  

1）上海市脑功能基因组重点实验室(MOE&STCSM),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与认知科学

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2）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0335 

3）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精神健康中心,上

海,200030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脑功能网络失调的大脑疾

病，以往大量的研究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来

探测精神分裂症的稳态功能连接属性，然而研究证

据异质性较高，有报道说前额叶与其他脑区之间的

功能连强度接显著下降，但也有研究发现相反的研

究结果。以往研究主要采用稳态的功能连接算法，

这个算法假设精神分裂症的大脑活动是稳定不变的，

然而事实上，这个精神疾病的脑功能活动状态是非

常不稳定的，随着于不同时间状态变化变化，因此，

单纯从稳态功能连接去探索会丢失很多信息。因此，

本研究通过动态功能连接算法，量化精神分裂症在

不同大脑区域的功能灵活性(functional flexibility)，

并探讨功能灵活性在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因素和症状

水平的关系。 

    方法  我们招募 47 名符合 DSM-IV 诊断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29 名未受影响的亲属和 32 名匹配

的健康对照者，所有被试接收静息态功能成像扫描

（rfMRI）。使用滑动窗口法，以 30 个 TR 为窗口，

间隔 1 个 TR 步长，我们计算了 116 个大脑区域中

每个区域的功能灵活性，并进行方差分析和双样本

T 检验。 

    结果  经过 Bonferroni 校正，我们发现精神分

裂症全脑整体功能灵活性（T=2.03, p=0.046）显著高

于健康对照组。前额叶功能灵活性表现下降趋势，

但不显著。对每个脑区进行比较后，发现三组受试

者在左（F=8.72, p<0.01, df=2）、右内侧前额叶

（F=13.98, p<0.01, df=2）存在功能灵活性差异。后

验分析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左（T=-3.16, p<0.01）、

右内侧前额叶（T=-4.12, p=<0.01）功能灵活性相较

于健康对照组显著性降低，未受影响的以及亲属表

现出中间水平的功能灵活性，但不显著。相关分析

表明，双侧眶额上回及双侧内侧前额叶的功能灵活

性和情绪表达呈正相关（R=0.205~0.34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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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绪抑制也存在正相关（R=0.203~0.318, 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前额叶的动态功能灵活性发

生了异常改变，这种改变与情绪表达不足及情绪抑

制存在关联，可能是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基础。

因此，本研究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可

能的早期生物标记物。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团体心理治疗方

法的有效性探究 

 

李丽娟 1 谢颂世 1 肖岩 1 杨富增 1 马庆 1 崔爱军 1 

狄松川 2 王林平 1  

1）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2）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目的  分析康复期精神分裂症实施团体心理治

疗方法的有效性。 

    方法  病例选自在 2019.07-2020.07 时间内，来

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就医处于康复期的 74 例精神

分裂症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作 2 组。对照组

患者采用单药物治疗，患者继续巩固期的药物治疗

方案，即足量齐拉西酮，即 120-160mg/d。实验组患

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的基础之上，为患者进行团体

心理治疗。对比患者治疗效果，指标观察患者治疗

前后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住院患者观察

量表（NOSIE）、社会功能评分及 SCL-90 各因子变

化评分。 

    结果  患者治疗前 PANSS 及 NOSIE 评分对比

无差异（t=1.359、1.156，P＞0.05），治疗后评分对

比中实验组显著好于对照组（t=33.445、35.440，P＜

0.05），其中，PANSS评分治疗前实验组为 90.36±3.32

分，对照组为 89.45±2.36 分。治疗后数据为

50.36±3.21 分和 75.32±3.21 分。NOSIE 评分治疗前

实验组为 89.34±3.25 分，对照组为 90.34±4.12 分。

治疗后为 50.21±2.33 分和 73.32±3.21 分，且患者治

疗前社会功能评分对比无差异（t=1.6308、1.0882、

0.7656、1.0900，P＞0.05），治疗后实验组显著好于

对照组（t=27.6699、15.9103、52.5368、49.5708，P

＜0.05），治疗后实验组各指标数据为 95.32±1.12分、

93.16±2.37 分、92.36±3.11 分、93.15±1.31 分和

95.32±1.11 分。对照组为 74.36±3.31 分、74.12±3.45

分、74.66±6.01 分、78.32±1.11 分和 75.02±2.23 分，

同时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SCL-90 各因子变化评分显

著好于对照组（t=9.856、21.377、27.465、29.370，

P＜0.05），其中，实验组焦虑、抑郁、敌对和精神病

性的数据为 38.96±4.25分、40.12±3.36分、20.36±4.98

分和 10.58±3.36 分。对照组为 49.63±5.03 分、

59.16±4.25 分、49.63±4.15 分和 27.89±1.25 分。 

    结论  在治疗处于康复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时，

辅以团体心理治疗，可有效增强患者临床疗效的同

时，还能够控制患者病情发展，改善其社会功能。 

 

 

 

使用网络分析探究童年创伤、分裂型特质和

情绪调节的关系 

 

黄逸航 1,2 胡慧欣 1,2 王玲玲 1,2 张一静 1,2 陈思宇 1,2 

张瑞婷 3 王毅 1,2 陈楚侨 1,2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神

经心理学与应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 

2）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3）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目的  虽然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

谱系障碍与童年创伤有关，但分裂型特质与童年创

伤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本研究通过对一个大样本

的横断数据应用网络分析来检验这一关系，并检验

情绪调节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招募了 2240 名大学生被试，并完

成了一系列关于童年创伤、分裂型特质、情绪调节

和抑郁的自评量表。以这些测量的子量表为结点，

以结点间的偏相关为边构建网络。通过网络比较测

验，研究高、低分裂型以及高、低童年创伤个体之间

的差异，并探究情绪调节在其中的作用。 

    结果  在网络中，童年创伤中的情感虐待、身

体忽视和情感忽视与分裂型特质的各个维度之间存

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情绪调节策略中认知重评的

使用频率与分裂型特质、童年创伤存在负相关关系，

表达抑制的使用频率与分裂型特质、童年创伤存在

正相关关系。其中紊乱维度与情感虐待表现出较高

的强度和期望影响度，前者表明其与网络中的其他

节点有很强的连接，后者表明在考虑了负相关的情

况下，它们仍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有很强的连接，

紊乱维度、情感虐待与身体虐待表现出较高的接近

中心度，表明其与其他节点的平均距离较短。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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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与身体虐待表现出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表明其

可以作为桥梁连接网络的不同部分。节点的可预测

性最小为 17.7%（认知重评），最大为 64.2%（情感

虐待），平均为 40.0%。与童年创伤低分组相比，童

年创伤高分组的网络总体强度更高（S=2.54，

p<0.001）、网络结构差异显著（M=0.38，p=0.001）。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情绪调节在童年创伤与分裂型

特质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般人群中童年

创伤与分裂型特质密切相关，它们在网络中的交互

作用可能在高分裂型个体中起重要作用，并且情绪

调节中介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氨磺必利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压及心电

图影响的临床研究 

 

刘玉娇 1 崔萌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可变量氨磺必利（帕克）对女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血压及心电图（尤其心率）各项指标

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的有效性，为临床医师使用该药

时提供更多的安全依据。 

    方法  入组 43 例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单一使

用氨磺必利治疗，服药前及每次加药后 3 天复查心

电图、测量血压，比较不同剂量时血压及心电图各

指标的变化有无统计学意义，以及采取的处理方法

及有效性。 

    结果  氨磺必利在 400mg/d 心率（70.43±10.29

次/分）与基线心率比较（82.16±12.10 次/分，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随着剂量的增加相邻剂

量组间心率差值没有明显差异。氨磺必利在800mg/d

剂量时舒张压（69.38±6.80mmhg）较基线舒张压

（76.25±11.48mmhg）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

同剂量时没有发现氨磺必利对心电图其他指标

（QTc 间期、T 波）有统计学影响。实验中不良反应

发生率超过 10%的有窦性心动过缓及 QTc 间期延长。

43 例患者有 12 例在氨磺必利使用后心率低于 60 次

/分，3 例换药治疗，9 例通过服用心宝丸或观察，心

率恢复正常，采用非换药方案有效率达 100%。5 例

QTc 间期延长的患者通过减药或换药恢复正常。 

    结论  氨磺必利有减慢心率的风险，出现该风

险时不必急于换药，可尝试非换药途径改善。氨磺

必利有降低舒张压风险，使用时需监测血压。 

 

 

 

氨磺必利治疗精神分裂症期间血药浓度与疗

效及副作用关系的研究 

 

周洪海 1 蔺华利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探讨氨磺必

利血药浓度与其疗效及副反应的相关性，以期为重

新拟定氨磺必利治疗窗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本实验收集精神分裂症患者共计 30 例，

符合关于精神分裂症的 ICD-10 诊断标准，采用阳性

和阴性症状评定量表评分(PANSS)≥60 分；受试者起

始剂量 1 日 200mg，根据病情 2 周内将剂量逐渐

增加至有效剂量，共观察 8 周。服药前、服药两周、

四周、六周、八周用 PANSS 量表评定患者精神症状，

用 TESS 量表评定药物不良反应。在治疗后 4、6、

8 周清晨采患者空腹静脉血 5mL，测定氨磺必利血

药浓度。同时监测心电图、血常规、生化常规、甲功

及催乳素水平。 

    结果  1.PANSS 评分变化：经过八周治疗，30

例患者 PANSS 量表评分下降明显（基线 94.73±12.60 

两 周 末 80.64±10.06 四 周 末 67±7.58 六 周 末

57.7±9.36 八周末 46.27±8.4 ），平均减分率为

50±0.8%，CGI-S 量表评分为 2.27±0.57，精神分裂症

患者经氨磺必利治疗后改善非常明显；2.剂量和血

药浓度：30 例患者疗效与药物剂量、浓度存在正相

关性(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879 和 0.849)，氨磺必利

治疗剂量为（560±182mg），氨磺必利稳态血药浓度

为（413.2±231.3ng/ml）,临床可参考 95%的氨磺必例

血药浓度范围大概在 180-650ng/ml；3.不良反应方面：

催乳素治疗前后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且

剂量为 0.4 时，出现统计学差异，其中 21 例出现月

经延迟,2 例出现泌乳现象；甲功、肝功、肾功、血

脂、血糖、粒细胞减少、心率、血压、QTc 及 BMI

等方面，p＞0.05,均无统计学意义，有 5 例病人出现

了锥体外系副反应，联合了苯海索。 

    结论  1.氨磺必利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非典型

抗精神病药，仅对催乳素方面有影响，几乎不会引

起流诞、血糖升高及粒细胞减少等不良反应；2.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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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氨磺必利的血药浓度监测，可以根据血药浓度及

时调整剂量，增加疗效，氨磺必利治疗窗约为 180-

650ng/mL。 

 

 

 

奥氮平及阿立哌唑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疗效差异 

 

赖珏 1 陈圣丽 1  

1）海南省安宁医院  赖珏 陈圣丽 

 

    目的  探究奥氮平及阿立哌唑治疗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疗效差异。 

    方法  回顾性的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122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 按照给药方式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

照组（60 例）为阿立哌唑治疗，观察组（62 例）为

奥氮平治疗。观察两组症状评分、糖脂代谢指标、疗

效、不良事件。 

    结果  两组患者在症状评分方面，经过治疗观

察组、对照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精神病理和总分

都显著下降（精神科量表里没有精神病理量表，一

般都是 PANSS\临床疗效总评量表）（t=13.749、4.731、

2.166、28.204、13.810、3.388、3.960、27.697，P<0.05）；

但对治疗后的两组进行比较，未见显著差异（P＞

0.05）。两组疗效无显著差异（P＞0.05）。对照组在

HDL 方面显著下降（t=7.115，P<0.05）；观察在空腹

血糖、TC、TG 方面显著升高（t=5.302、2.614、2.956，

P<0.05），而 HDL 显著下降（t=4.456，P<0.05）；就

治疗后的两组患者进行比较，两者在空腹血糖、TC、

TG 方面差异显著（t=4.310、1.995、2.706，P<0.05）。

观察组总不良事件为 41.9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23.33%（χ2=4.788，P<0.05）。 

    结论  阿立哌唑和奥氮平均对于首发精神分裂

患者均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且疗效相当；但阿立

哌唑在不良反应和引起糖脂代谢变化上要显著低于

奥氮平。 

 

 

 

药物和非药物治疗干预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

高泌乳素血症的疗效评价：系统综述和网状

Meta 分析 

 

张彩迪 1 朱怡康 1 卓恺明 1 朱殿明 1 王继军 1 江开

达 1 刘登堂 1 李春波 1,2,3,4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脑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 

3）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4）上海交通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院 

 

    目的  运用网状 Meta 分析评价多种干预措施

治 疗 抗 精 神 病 药 物 引 起 的 高 泌 乳 素 血 症

（hyperprolactinemia, HPL）的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PsycINFO、

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

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和中国生物医学

文摘数据库，搜集有关药物或非药物干预抗精神病

药物引起的 HPL 的随机对照研究，检索时限截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主要结局指标是催乳素水平（连

续性变量），标准化平均差及 95%可信区间为统计量

指标。由 2 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

采用Cochrane RoB tool1.0版进行纳入研究的风险偏

倚评估，运用 Stata 15.0 软件进行网状 Meta 分析，

应用 R 4.0.2 软件对数据进行头对头 Meta 分析。用

CINeMA 评估网状 Meta 分析的证据质量。 

    结果  共纳入 45个研究（45篇文献），包括 3496

例患者，涉及 32 种干预方法。网状 Meta 分析结果

显示，阿立哌唑 10mg/d 联合天葵一号方、减量合用

阿立哌唑 5mg/d、合用芍药甘草汤 2:1、合用芍药甘

草汤 1:1、合用天葵一号方、合用通达汤、减量合用

阿立哌唑 15mg/d、合用阿立哌唑 15mg/d、合用阿立

哌唑 5mg/d、合用阿立哌唑 10mg/d、合用二甲双胍

1000mg/d、合用阿立哌唑 20mg/d 与常规治疗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有统计学差异且干预疗效排名

前 10位的依次是阿立哌唑10mg/d联合天葵一号方、

减量合用阿立哌唑 5mg/d、合用芍药甘草汤 2:1、合

用芍药甘草汤 1:1、合用天葵一号方、合用通达汤、

减量合用阿立哌唑 15mg/d、合用阿立哌唑 15mg/d和

合用二甲双胍 1000mg/d。 

    结论  32 种干预方式中，阿立哌唑 10mg/d 联

合天葵一号方、减量合用阿立哌唑 5mg/d、合用芍药

甘草汤 2:1、合用芍药甘草汤 1:1、合用天葵一号方、

合用通达汤、减量合用阿立哌唑 15mg/d、合用阿立

哌唑 15mg/d 和合用二甲双胍 1000mg/d 在治疗抗精

神病药物引起的HPL方面有一定疗效且证据质量处

于中到极低水平之间，仍需更多高质量、大样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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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研究进一步证实。 

 

 

 

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RPV1

的表达和意义 

 

黄俊洁 1 王惠玲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 Western 

blot ,WB），检测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患者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 TRPV1 受体蛋白表达

及其与阴性症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探讨 TRPV1

受体在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的作用。 

    方法  以精神分裂症（SCZ）30 例和健康对照

组（NC）30 例为研究对象，采集外周血 5ml,用淋巴

细胞分离液分离 PBMCs，RIPA裂解液提取总蛋白，

采用 WB 检测 TPRV1 受体蛋白表达，计算灰度值，

两组之间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用阳性症状与阴性

症状量表（PANSS）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严重

程度，最后将 PANSS 量表阴性评分与灰度值进行相

关性分析。 

    结果  ①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

中 PBMCs 中 TRPV1 蛋白表达增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②控制了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

后，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TRPV1 蛋白表达量与阴

性症状评分呈负相关（r=-1.00;p<0.05）。 

    结论  本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周血单个

核细胞 TRPV1 受体表达增多，与阴性症状之间存负

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揭示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提供

了临床基础。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扩散张量成像与认知功能

相关性研究 

 

武止戈 1 王惠玲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白质损害的特

点及其与临床症状、认知功能损害之间的关系。 

    方法  招募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健康对照各 30

例，对两组受试者进行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扫描，以及临床症

状评定、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简明评测量表（Brief 

Assessment of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BACS）测

评；采用优化的空间统计方法（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对 DTI 数据进行分析，分析两组

之间 DTI 扫描结果的差异及其其与临床症状、BACS

得分的相关性。 

    结果  （1）精神分裂症组与健康对照组在年龄、

性别等一般人口学资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BACS 测试成绩中除代币运动任务外，其他测试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2）精神分裂症组全脑多处纤维束 FA 值低于

对照组（P＜0.05）；左侧小脑上脚 FA 值与符号编码

得分呈正相关（r=0.384，P=0.039）。各纤维束 FA 值

与 PANSS 评分未发现显著相关。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全脑多处白质纤维

损害，且部分重要白质纤维损害与认知障碍存在相

关性；对寻找精神分裂症认知损害的治疗靶点可能

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抗精神病长效治疗药物使用意愿调查 

 

姜璎慈 1 李晨虎 1 王青青 1  

1）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徐汇区精神分裂症者对长效治疗药

物的知晓程度和使用态度，为制定抗精神病长效药

物的推广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方法  查阅文献，编制《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

对长效治疗药物的使用意愿情况》调查表，将本区

管理的精神分裂症者家属作为调查对象，进行统一

问卷调查。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户上门调查，

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情况对长效治疗

药物的认知情况（是否知道该药物、长效针剂的作

用、对目前长效治疗药物相关政策的了解情况等）；

家属及患者长效治疗药物使用意愿情况（患者是否

愿意使用该针剂、愿意及不愿意的理由、主要顾虑

等）。应用 Epi 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T 检验、单因素 χ2 检验、

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共发放问卷 1304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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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4.4%。被调查家属中，配偶

占 30.8%（379/1231），父母 41.0%（505/1231），子

女 10.2%（126/1231）、兄弟姐妹 15.4%（189/1231），

其他 2.6%（32/1231）。63.8%（785/1231）的家属听

过长效治疗药物，28.8%（354/1231）的家属了解目

前的长效治疗药物种类。表示愿意尝试使用长效药

物的占 7.3%（90/1231），不会尝试使用的占 42.0%

（517/1231），暂时不考虑的占 50.7%（624/1231）。

其中患者不同意的比例占 56.7%，家属对医生的建

议最为看重。当问到“如果下列哪些条件改变，您会

选择接受长效治疗药物”，“医生如建议使用会考虑”

的占 38.1%（435/1141），如病情再次复发时会考虑

的占 31.8%（363/1141），长效药物的安全性有保障

会考虑的占 20.8%（237/1141），政府给予更多补助

和简化流程占 11.7%（133/1141），如不需要来医院

评估才会考虑的占 11.4%（130/1141）。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男性、风险等级为红色的患者比黄色和

绿色患者更愿意接受长效药物，住院次数越多越愿

意接受长效药物。就诊方式上，有人陪诊的比未门

诊更愿意接受长效药物；相对于不服药患者，通过

他人给药的人群更愿意接受。 

    结论  开展抗精神病长效治疗药物的宣传应从

医院入手，有针对性开展宣，提高病人及家属对长

效药物的接受度，从而提高病患规律服药的依从性，

促进病患的有效康复。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居家服用抗精神科药物

情况调查 

 

马超 1 房明月 1 王旺 1  

1）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脑科医院 

 

    目的  通过调查宿迁市泗阳县 2020 年长期居

家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抗精神科药物的情况，

分析服药现状。 

    方法  入组标准：（1）选择 2020 年在宿迁市泗

阳县严重精神障碍管理系统内的精神障碍患者；（2）

临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3）精神病史≥5年，

住院次数≥3 次；（4）患者及家属对本次调查内容了

解，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入组条件的患者

共计 1026 人，不区分男女患者。分别统计典型抗精

神药物使用例数，非典型抗精神药物使用例数，长

期服药列数与不服药例数。 

    结果  在调查的 1026 例患者中，长期服药例数

为 763 例，占调查病例总数的 74.37%，不服药例数

263 例，占调查病例总数的 25.63%；其中长期服药

763 例中，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476 例，占服药

例数总数的 62.28%，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287 例，占

服药例数总数的 37.62%。 

    结论  目前宿迁市泗阳县 2020 年慢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居家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人数明显多于不服

药患者；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人数明显多于典

型抗精神病药物人数。本次调查分析显示泗阳县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居家使用抗精神科药物较为规范、

合理，亦符合泗阳县医疗、民生基本状况。 

 

 

 

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激越情绪的观察 

 

庄威 1  

1）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脑科医院 

 

    目的  比较奥氮平与氟哌啶醇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激越情绪的疗效。 

    方法  回顾我院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的

精神科住院患者，根据 ICD-10 诊断标准诊断为精神

分裂症。入组标准:（1）：年龄在 18-50 之间；（2）：

无严重躯体疾病；（3）：入院时存在明显的激越情绪；

（4）：治疗过程中无明显的药物副反应；（5）：简明

精神病量表（BPRS）的激越因子分（包括 5 个非精

神病项目焦虑、紧张、敌对、不合作、兴奋）≥22 分。

符合入组人数共计 36 人，男女比例为 5:1。药物计

量：奥氮平起始剂量即≥10mg/天，以后根据个体差

异可调至≥20mg/天，最大剂量为 30mg 天。氟哌啶

醇起始剂量为 6mg/天。根据病情变化逐渐加量，剂

量范围 20-30mg/天，连续观察 2 周，观察期间不合

并其他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即 0h(小时)、24 小时、

48 小时、72 小时、1 周、2 周进行简明精神病量表

（BPRS）的激越因子分评定做比较分析。 

    结果  通过 2 周观察，显示奥氮平与氟哌啶醇

在治疗起始至结束，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的激

越因子分存在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奥氮平在早期对控制存在激越情绪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有效率明显优于氟哌啶醇，为临床工

作上中，对急性激越情绪比较明显的精神分裂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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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治疗上提供一种参考方案。 

 

 

 

谷氨酸水平与社会认知在健康人群而非精神

分裂症患者中存在负相关 

 

陈思宇 1,2 蔡新璐 1,3,4 蒲城城 5,6 周书喆 5,6 王毅 1,2, 

Simon S, Y, Lui7,8, Eric F, C, Cheung8 于欣 5,6 陈楚侨
1,2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神

经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室, 北京 

2）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3）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 北京 

4）中丹科研教育中心, 北京 

5）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 

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

京大学), 北京 

7）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 香港 

8）青山医院, 香港 

 

    目的  根据“谷氨酸假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认知缺陷是由谷氨酸（一种广

泛分布在大脑中的兴奋性神经递质）系统的功能异

常产生的神经毒性所引发的。与已有的精神药理学

研究、基因研究、动物研究和神经生理学研究结果

相一致，采用非侵入性的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的

研究也发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谷氨酸功能的异

常。然而，对于谷氨酸水平与患者认知功能关系的

研究结果还很不一致，并且主要集中在注意、记忆、

语言等传统的神经认知功能上，而对近些年越来越

受到关注的共情、心理理论、归因等社会认知领域

探究较少。本研究采用了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技

术探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前扣带回的谷氨酸水平与其

神经认知、社会认知的相关关系，并比较其相关模

式是否与健康人群不同。 

    方法  35名接受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和 35 名人口学变量匹配的健康被试接受

了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的扫描，测量了他们前扣

带回的谷氨酸水平（新陈代谢、神经囊泡和突触间

隙的谷氨酸总量）、谷氨酰胺水平（从突触间隙吸收

到星形胶质细胞和转化为谷氨酰胺的谷氨酸总量）

和 Glx 水平（谷氨酸和谷氨酰胺水平总和）。其中的

26 名患者和 22 名健康被试接受了神经认知（工作

记忆、持续性注意）和社会认知（共情、心理理论）

任务的测量。 

    结果  患者与健康被试的谷氨酸、谷氨酰胺和

Glx 水 平没 有显 著差异 。 患者 的工 作记 忆

（F(1,46)=10.66, p=0.002, partial η2=0.19）、持续性注

意正确反应（F(1,46)=4.52, p=0.04, partial η2=0.09）、

心理理论二阶情感（F(1,46)=5.71, p=0.02, partial 

η2=0.11）、心理理论二阶认知（F(1,46)=4.68, p=0.03, 

partial η2=0.09）的成绩低于健康被试。在患者中没

有发现谷氨酸指标与神经认知、社会认知的相关关

系，但健康被试的谷氨酸水平与情感共情的成绩呈

负相关(r = -0.47, p = 0.03)。 

    结论  健康人群的谷氨酸水平与社会认知的表

现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表现

出这样的相关模式，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谷氨酸

功能异常可能表现为谷氨酸与社会认知关系模式的

异常。 

 

 

 

Altered Cortico-striatal Functional Connec-

tivity in Individuals with Schizotypy 

 

Ling-ling Wang1,2, Xiaoqi Sun3, Chui-De Chiu3, Patrick 

W, L, Leung3, Suzanne H, W, So3, Raymond C, K, 

Chan1,2  

1）Neuropsychology and Applied Cognitive Neurosci-

ence Laboratory, CAS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

gion, China 

 

    Objective  The present aimed to examine the cor-

tico-striatal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indi-

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high level of schizotypy at 

baseline and 18-month follow-up interval later. 

    Methods  We recruited 27 individuals with a high 

level of schizotypy and 20 individuals with a low level 

of schizotypy and invited them to complete the 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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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brain scans at baseline and 18 months later. We ex-

amin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changes in cortico-stri-

atal connectivity and changes in schizotypy scores over 

time. 

    Results  Both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cortico-

striatal connectivity in individuals with a high level of 

schizotypy were found at the baseline measurement. 

Over the follow-up period, these individuals showed 

improvement in both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symptom 

domain. We found the changes in striatal-insula connec-

tivit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anges in positive 

schizotypy from baseline to follow-up.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impaired cor-

tico-striatal connectivity in individuals with a high level 

of schizotypy, which mainly involves the dorsal stria-

tum. Moreover,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dorsal stri-

atum and the insula may be a putative marker for tem-

poral changes in positive schizotypy.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Brain Alterations 

in Schizophrenia: A Multimodal Meta-analy-

sis of Neuroimaging Studies 

 

肖书 1 苏婷 1 龚佳英 2 齐张璋 1 潘幼玲 1 杨梓彬 1 

严虹 1 黄力 1 王颖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Objective  Numerous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imaging and voxel-based mor-

phometry (VBM) have shown that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schizophrenia (SCZ) present brain abnormalities. 

However, their results have been inconsistent.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uthors conducted multimodal meta-

analysis to identify shared and specific abnormalities of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SCZ. 

    Methods  A whole-brain meta-analysis on rest-

ing-state functional imaging (including functional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

puted tomography) and VBM studies that measured dif-

ferences in the intrinsic functional activity and gray 

matter volume (GMV) between SCZ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HCs) using the Seed-based d Mapping 

with Permutation of Subject Images (SDM-PSI). 

    Results  A total of 117 independent studies (122 

datasets) for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imaging studies 

(4568 SCZ; 4767 HCs) and 102 studies (108 datasets) 

for VBM (4055 SCZ; 4478HCs) were included. The 

analysis showed overlapping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differences mainly in the in the bilateral medial 

frontal/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and the left and 

right putamen (extending to the right insula). There 

were also brain regions demonstrating only functional 

changes in the right precentral and postcentral gyrus, the 

left middle and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and GMV alter-

ations involving the bilateral superior and middle tem-

poral gyrus and the bilateral thalamus in SCZ patients 

compared to HCs. 

    Conclusion  Results from our multimodal meta-

analysis showed overlapping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brain abnormalities mainly in the bilateral medial 

frontal/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and the left and 

right putamen (extending to the right insula) in patients 

with SCZ, which contributes to being further under-

standing the physiopathology of SCZ. 

 

 

 

类脑启发下的难治型精神分裂症心理病理学

模型 

 

庞小萍 1 刘凯 1 谭淑平 2 王巍 3  

1）渤海大学 

2）北京回龙观医院 

3）锦州市康宁医院 

 

    目的  现有医学模式研究范畴内，多种重型精

神障碍病因未明，临床主要依靠症状学诊断。其中，

精神分裂症虽有较为有效的药物治疗途径，但用药

时间长、易复发等因素都为症患者康复产生消极影

响。精神医学界亟需新的理论突破及治疗方法的变

革。通用人工智能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一支人工智

能新生力量，目标是打造能思考、有情感、有自我意

识的计算机类脑系统。其医学假设为，大脑是客观

与主观精神世界的耦合体，生理和精神两个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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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都能导致精神病性症状。基于通用人工智能代

表性理论 NARS，进而认为在器质性因素以外，各

异的精神病学症状是由不良心理拓扑结构在不同方

向扩张衍生所致，具有内在的规律和逻辑。基于此，

尝试对一位 5 年病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经验的

静态结构性和动态衍生性分析，最后以患者内在经

验抽象出的矛盾为核心，为其构造个性化心理干预

方案，通过针对性的干预对类脑启发下精神分裂症

的心理病理学模型进行检验。 

    方法  质性分析法、个案研究法 

    结果  在无药物情况下，经过 6 个月心理干预，

症状显著好转，社会功能恢复正常。（1）量表：SCL-

90 量表评分从 3.03 下降到 2.29；耶鲁—布朗强迫量

表评分从 21 下降到 10 分；SDS 抑郁自评量表从

0.6625 下降至 0.5125。 

    （2）客观评价：反思性回忆与叙述增多；思维

被洞悉感程度减轻、频率降低；元层次思考能力增

强。 

    （3）患者自陈：干预介入后轻松很多，知道自

己发病的原因以及过程，回忆治疗后对看不起别人

的想法出现没有那么害怕了，更多的时候会主动接

受它。比服药后好了很多，服药时比现在严重非常

多。现在可以正常生活，只是会有些害怕，但并不严

重。 

    结论  基于精神分裂症心理病理学模型设计的

个性化干预方案有效，精神分裂症患者经验结构发

展、变化符合通用人工智能框架下的医学假设。 

 

 

 

Early-stage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ltered Posterior-anterior Cere-

brum Effective Connectivity in Methyla-

zoxymethanol Acetate Rats 

 

Huiling Guo1,2,3, Yao Xiao1,2,4, Dandan Sun3, Jingyu 

Yang1,2,3, Xizhe Zhang5,6, Fei Wang1,2  

1）Early Intervention Unit,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ffiliated Nanjing Brain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Institute of Nanjing Med-

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China 

4）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China 

5）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6）Nanjing Brain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Objective  The aim of current resting-state func-

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schizophrenia 

through the posterior-anterior cerebrum imbalance in 

methylazoxymethanol acetate (MAM) rats and to eval-

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as an early-stage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ra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MAM-sham group, vehicle-sham group, MAM-rTMS 

group and vehicle-rTMS group. The rTMS treatment 

was targeted in the visual cortex in adolescent rats.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GCA)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 connectivity between regions of interest. 

    Results  A critical right visual cortex (VC) -nu-

cleus accumbens (Acb)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pathway in MAM rats wa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effective connectivity (EC) were found 

between MAM-sham & vehicle-sham groups (from Acb 

shell to OFC: t=-2.553, p=0.021), MAM-rTMS & 

MAM-sham groups (from VC to Acb core: t=-2.206, 

p=0.043; from Acb core to OFC: t=4.861, p<0.001; 

from Acb shell to OFC: t=4.025, p=0.001) and MAM-

rTMS & vehicle-rTMS groups (from VC to Acb core: 

t=-2.482, p=0.025; from VC to Acb shell: t=-2.872, 

p=0.012; from Acb core to OFC: t=4.066, p=0.001; 

from Acb shell to OFC: t=3.458, p=0.004) in right hem-

isphere. 

    Conclusion  Right nucleus accumbens played the 

role as a central hub, and visual cortex was a potentially 

novel rTMS target region during adolescent schizophre-

nia. Moreover, the EC of right nucleus accumbens shell 

and orbitofrontal cortex was demonstrated to be a po-

tential biomarker. To our knowledge, this was the first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using GCA to assess the defi-

cits of a visual-reward neural pathway and the effective-

ness of rTMS treatment in MAM rats. More rando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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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d trials in both animal models and schizophre-

nia patients are needed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1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肺部感染后氯氮平血药

浓度升高 

 

陈英颖 1 徐桥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 例 34 岁男性患者，因精神分裂症长期服用氯

氮平治疗，住院期间 2 次感染肺炎，予抗感染等对

症支持治疗后肺炎好转。期间监测氯氮平血药浓度，

发现 2 次肺炎期间均伴有氯氮平血药浓度异常升高，

利培酮血药浓度监测次数相对较少，但与感染得到

控制后复查的药物浓度相比，肺炎期间利培酮血药

浓度也出现了相对升高。第 1 次肺部感染好转后，

氯氮平恢复正常范围；第 2 次肺部感染期间出现全

身肌紧张，随意运动消失等亚木僵状态表现，氯氮

平血药浓度 1085.03 ng· mL-1 ，予氯氮平减量处理，

4 天后复查血药浓度将至正常范围，10 天后患者亚

木僵状态缓解。氯氮平血药浓度升高可能与感染相

关，炎症释放的白介素-6、C 反应蛋白等介质降低了

CYP1A2 酶表达和活性，抑制氯氮平向 N-去甲氯氮

平的转化，从而使氯氮平的血药浓度升高。血清药

物浓度的升高增加了氯氮平的毒性，如吞咽障碍、

镇静等，进一步增加了误吸的风险。该患者同时出

现了利培酮血药浓度的升高，但升高幅度不及氯氮

平，这可能与利培酮的代谢酶系相关，利培酮主要

通过 CYP 2D6 代谢，CYP 2D6 与炎症因子的相关性

尚未明确建立。对于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并发感染的

患者，进行治疗药物监测，根据体内药物浓度的变

化、患者的精神状态、吸烟状况及肝肾功能，及时调

整给药剂量，可减少因体内药物浓度积蓄导致毒性

反应的发生。 

 

 

 

正念疗法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评价综述 

 

张仁君 1 黑钢瑞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高迁延性

的精神疾病。国外已将抗精神药物和正念疗法联合

运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实践中，而国内针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正念疗法发展较慢。因此，本文

阐明正念疗法的相关概念、作用机制，正念疗法干

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疗效，为临床工作人员实施

正念疗法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

ence 等）与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等），检索时间从

2015 年至 2021 年，以正念疗法和精神分裂症为关

键词，所纳文献均发表在核心期刊。主要评价内容

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正念疗法的可接受性、依从

性、有效性（如症状、认知功能、生活质量）等。 

    结果  最终筛选纳入 16 篇随机对照研究，结果

发现抗精神药物加正念疗法比单独使用抗精神药物

更有效，能有效减轻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

严重程度。其中 9 项研究都报告了正念疗法改善患

者的情绪调节能力以及焦虑抑郁情绪。此外，有 3 项

研究报告了长期正念冥想可激活大脑部分区域，改

善患者的认知功能。1 篇文献提到脑岛、海马、扣带

回和前叶等负责认知和情绪等脑功能和脑结构变化

与正念相关。4 项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发现正念疗

法对认知功能有有益的影响，可以改善注意力、处

理问题的速度和工作记忆。其中 7 项研究报告了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会影响到患者未来的生活

质量、社会适应、社会功能的恢复、改善睡眠质量和

提升心理健康水平。而就可接受性而言，正念疗法

的失访率与认知行为疗法相似，失访率较低。 

    结论  正念疗法通过脑机制和心理机制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产生作用，具备较高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正念疗法可以辅助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 

 

 

 

精神分裂症自杀意念与高泌乳素症的关联研

究 

 

徐秋爽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泌乳素在精神分裂症自杀意念和行

为中的意义，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行为的预测和

干预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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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新

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医学中心住院的 161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BPRS）、阳性和阴性综合征量表（PANSS）、贝克

自杀意念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患

者进行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分为有自杀意念组(n=43)

和非自杀意念组(n=118)。比较两组患者泌乳素水平

变化及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等其他代谢

指标，识别精神分裂症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计量

资料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和 x2 检验，将在单因素分析中符合统计学意义的因

素进一步分析，剔除引起共线性的因素。多因素分

析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P ＜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意念与高泌乳素症

显著相关（U=2110，P ＜0.05），并且高泌乳素症患

者中自杀意念发生率显著高于非高泌乳素血症组

（X2=4.028，P ＜0.05）。线性相关发现自杀意念与

高泌乳素症显著相关（P=0.034），与性别、年龄、族

别、学历、是否首发、BMI、脂质代谢指标等无明显

相关性。最后，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精神分

裂症自杀意念与泌乳素水平（OR=2.30，P ＜0.05）

（95%CI=1.10-4.77）、总胆固醇（OR=0.38，P ＜0.05）

显著相关。本次研究显示，高泌乳素症可能会增加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意念或行为的风险。 

    结论  精神分裂症者自杀意念和行为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应针及时对高危人群进

行重点干预降低自杀率。 

 

 

 

Occurrence of Macroprolactinemia in Schizo-

phrenia Patients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Or 

Amisulpride 

 

Wang Zhenhua1, Chen Haizhi1, Li Jing2, Fei Xiaocong1, 

Li Jianhua1, Liu Jianjun1, Lei Lilei1, Jin Haiying1  

1）Huzhou Third Municipal Hospital,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zhou University 

2）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Huzhou C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macroprolactinemia 

caused by antipsychotics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A total of 133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were selected, all of whom were treated with either 

risperidone or amisulpride alone. The levels of total pro-

lactin (T-PRL) and macroprolactin (MPRL) were meas-

ured before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second, fourth, and 

sixth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  75.09% (100/133) of patients reached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hyperprolactinemia after 2 

weeks of the treatment with antipsychotics (risperidone, 

amisulpride). 56% (56/100) were female and 44% 

(44/100) were male, while that of patients with 

macroprolactinemia was 43% (43 / 100) in those hy-

perprolactinemia patients, 69.77% (30/43) were female 

and 30.23% (13/43) were male. There was a linear trend 

among total prolactin levels as determined by correla-

tion analysis (p < 0.05). Levels of macroprolactin in-

creased with increased total prolactin levels.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asymptomatic hyperprolactinemia was 43% 

(43/100).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one or 

more prolactin-associated symptoms (i.e., galactorrhea, 

irregular menstruation, amenorrhea, hyposexuality, and 

sexual dysfunction) was 47/133 (35.3%). T-PRL level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ose without or 

with (≥1) prolactin-associated symptoms (125.81 ± 

15.34 vs. 134.23 ± 29.98 ng/mL, p =0.102). Two male 

patients reported gynecomastia, both of whom had hy-

perprolactinemia (total prolactin,101.14 ± 16.31 ng/mL; 

macroprolactin, 7.34 ± 2.53 ng/mL). 

    Conclusion  Risperidone and amisulpride caused 

hyperprolactinemia and macroprolactinemia; thus, de-

tection of MPRL in the clinical setting should be per-

formed since this phenomenon appears early in treat-

ment (the second week) and continues, that can avoid 

unnecessary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for asympto-

matic patients with macroprolactinemi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Followed by 

Trans-ancestry Meta-analysis Identify 17 New 

Risk Loci for Schizophrenia 

 

Jiewei Liu1, Shiwu Li1, Xiaoyan Li1, Wenqiang Li2, 

Yongfeng Yang2, Suqin Guo2, Luxian Lv2, Xiao Xi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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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Gang Yao1, Fanglin Guan3, Ming Li1, Xiong-Jian 

Luo1  

1）Key Laboratory of Animal Models and Human Dis-

ease Mechanism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

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Yunnan 650223, 

China 

2）Henan Mental Hospital,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2, China 

3）Department of Forensic Psychiatry, School of Med-

icine & Forensic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Health Sci-

ence Center,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Objective  Over 200 schizophrenia risk loci have 

been identified by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risk loci were iden-

tified in populations of European ancestry (EUR). Con-

sidering the diverse differences of allelic frequency an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pattern in different continental 

populations, performing GWAS in non-European popu-

lations will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genetic etiology 

of SCZ. 

    Method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firstly 

conducted a GWAS i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N=8,202). We then performed a large-scale meta-anal-

ysis (a total of 143,438 subjects) through combining our 

results with summary statistics from previous GWASs 

conducted in EAS and EUR (i.e., summary statistics 

based meta-analysis, Fixed-effect model was used). We 

also performed a transcript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TWAS) to pinpoint the potential target genes of the 

identified risk variants and explored the potential tissue 

and cell type that the identified risk variants and genes 

may exert their biological effects. 

    Results  We identified two new schizophrenia 

risk loci, including associations in SHISA9 (rs7192086, 

P=4.92×10-08) and PES1 (rs57016637, P=2.33×10-11). 

A fixed-effect meta-analysis (a total of 143,438 subjects) 

with summary statistics from EAS and EUR identifies 

15 novel genome-wide significant risk loci. Heritability 

partitioning with linkage disequilibrium score regres-

sion (LDSC) reveals a significant enrichment of schizo-

phrenia heritability in conserved genomic regions, pro-

moters and enhancers. Tissue and cell-type enrichment 

analyses show that schizophrenia associations are sig-

nificantly enriched in human brain tissues and several 

types of neurons, including cerebellum neurons, telen-

cephalon inhibitory and excitatory neurons. Polygenic 

risk score profiling reveals that GWAS summary statis-

tics from trans-ancestry meta-analysis (EAS+EUR) im-

proves prediction performance in predicting the 

case/control status of our sample. Finally, transcrip-

t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TWAS) identifies risk 

genes whose cis-regulated expression change may have 

a role in schizophrenia. 

    Conclusion  In summary, we identified 17 risk 

loci for SCZ, including a Han Chinese specific risk lo-

cus. We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post-GWAS analysis, 

including TWAS, eQTL,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analy-

sis, heritability partitioning (LDSC), etc. Our results ex-

pand the list of genome-wide significant risk loci for 

SCZ and provide new insight into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CZ. 

 

 

 

加减柴芪汤治疗奥氮平致精神分裂症患者代

谢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吕思烨 1 郑高健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加减柴芪汤治疗奥氮平致精神分裂

症患者代谢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8 年 8 月—2020 年 1 月台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10 例，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5 例。两

组患者维持原有奥氮平治疗方案，且合理增加运动

量、督促饮食控制，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及健康教育。

观察组联合服用我院自拟的加减柴芪汤治疗。两组

治疗时间均为 12 周。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糖脂代谢指标、体重指数、血压

变化；比较两组患者精神症状改善情况；统计两组

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86．12％），

显著高于对照组（68．64％） （P＜0.05）；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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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比较，观察组血清 FPG、HbA1c、TG 水平及 BMI

均降低，且低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观察

组血清 HDL 水平升高，且高于对照组（P＜0.01），

治疗后观察组 DBP、SBP 均较治疗前降低，且低于

对照组（P＜0.05 或 P＜0.01），治疗后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及观察组 TESS 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 

    结论  加减柴芪汤可有效改善奥氮平致精神分

裂症代谢综合征患者糖脂代谢，有效调节患者血压，

并改善其精神症状，安全性良好。 

 

 

 

血清氧化应激标志物在以阴性症状为主的首

发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 

 

王舒颖 1 袁秀霞 1 黑钢瑞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以阴性症状为主的首发未用药精神

分裂症患者血清氧化应激标志物和认知功能的关系，

探讨氧化应激在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探讨氧化应激在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

机制。 

    方法  ：收集 62 例阴性症状为主的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和 98 例健康对照组，根据 PANSS 量表的

阴性评分≥24 且阳性评分≤19 定义为以阴性症状为

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采集受试者静脉血用于检测

血脂四项、尿酸（UA）、总胆红素（TBIL）、间接胆

红素（IBIL）、叶酸、同型半胱氨酸（HCY）及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等氧化应激标志物指标，同时采

用 MCCB 认知测验评定受试者的认知功能。 

    结果  （1）精神分裂症患者组 UA、IBIL、HCY

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精

神分裂症患者组 SOD 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精神分裂症患者组信息处理速度、注意/警

觉性、工作记忆、词语学习、社会认知等认知领域得

分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精神分裂症患者组中，发现叶酸与信息处

理速度呈负相关（R=-0.334，P<0.05）。 

    （4）在健康对照组中，发现尿酸与注意/警觉

（R=-0.338，P<0.05），总胆固醇与注意/警觉（R=-

0.411，P<0.01），LDL 与注意/警觉（R=-0.422，P<0.01），

HCY 与注意/警觉（R=-0.328，P<0.05），HDL 与词

语学习（R=-0.366，P<0.01）呈负相关；SOD 与视觉

学习（R=0.446，P<0.01）呈正相关。 

    结论  （1）以阴性症状为主的首发未用药精神

分裂症患者体内存在着氧化与抗氧化的失衡，并且

其体内的氧化应激标记物状态紊乱。 

    （2）以阴性症状为主的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

群体中氧化应激标志物的变化与认知功能部分有关。 

 

 

 

海马亚区体积在精神分裂症中的研究进展 

 

贾茹飞 1 王舒颖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海马结构

和形态发生改变，其中海马体积是衡量海马结构是

否损伤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但是，海马内部结构不

均一，根据组织学及其功能，可分为一系列海马亚

区，包括海马角（cornu ammonis，CA）1-4，齿状回

（dentate gyrus，DG），下托（subiculum）等。当海

马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时，海马亚区的改变可能被掩

盖。本综述的目的是总结近年来海马亚区体积在精

神分裂症中的研究进展，提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和主要研究方向。 

    方法   在 PubMed 数据库使用以下检索词

“subfield” 或“subregion”以及“hippocampal volume”、

“schizophrenia”及其缩写和衍生词，检索了截止 2021

年 6 月 10 日所有已发表的英文文献，对所获得的文

献进行了筛选纳入。 

    结果  最终纳入 15 项随机对照研究，其中 1 项

研究报告了精神分裂症不同亚型间海马亚区体积的

差异，1 项涉及电休克疗法对双侧海马亚区体积的

改善，5 项提及抗精神病药物对海马亚区体积的影

响，其余评估了海马亚区体积作为诊断工具的潜力。

结果表明，在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比较一致的发

现是双侧海马亚区体积普遍性减少，但对于未使用

过抗精神病药物的患者，除了一篇报道有观察到更

大的海马亚区体积，其余都发现特定海马亚区体积

的减少，但是减少的部位、范围不同。在预测疗效方

面，只有一篇提到 CA1 区体积减少可以预测抗精神

病药物剂量。在相关性研究方面，有 2 篇涉及精神

分裂症多基因风险评分与左侧海马 CA4/DG 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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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篇发现 DG 区与认知功能的不同组分如视觉记

忆、信息处理有关，有 1 篇涉及 CA1 区与阳性症状

有关。 

    结论  随着磁共振成像技术和自动分割脑组织

软件的进步，海马亚区的体积分割越来越精确，对

海马亚区进行分析可能有助于了解与精神分裂症发

病机制相关的特定海马区改变。遗憾的是研究量较

少，对海马亚区的定义缺乏统一标准，以后的研究

需要更多，对海马亚区的定义需要标准化，以便研

究结果之间的比较。 

 

 

 

Altered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Network in Individuals at Ul-

tra-high Risk for Psychosis 

 

马晓倩 1 李宗昌 1 贺莹 1 欧阳丽君 1 袁柳 1 陈晓岗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Objective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most patients 

with psychiatric disorders, especially schizophrenia, 

will experience a prodromal stage prior to the onset of 

the disease, and people in this stage are defined as ultra-

high risk (UHR ) individuals. Converging evidence sug-

gested that UHR individuals already have brain function 

abnormalities similar and related cognitive impairments 

to those present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lthough to a 

lesser degree. However, most previous studies just fo-

cused on the local properties of brain function, and few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hole brain function in UHR 

individuals.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by analyzing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net-

work in UHR and health control (HC) group, we aimed 

to find brain functional imaging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UHR individuals at a global 

level. 

    Methods  48 UHR and 40 HC subjects were re-

cruited in the study.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were assessed for all the subjects. Then, we 

constructed a graph-based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to 

explore altered brain topological properties in the UHR 

group. Moreo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I features 

with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s well as 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to investi-

gate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cogni-

tive function impairment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UHR individuals. 

    Results  (1) Compared to the HC group, the UHR 

group showed aberrant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including weaker small world 

and local efficiency (FDR corrected, p＜0.05). Further-

more, few hubs in the frontal region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temporal region in the UHR group. In addition, re-

duced degree centrality in the left rectus, right Heschl’s 

gyrus, and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was observed in 

the UHR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HC group (FDR cor-

rected, p＜0.05). 

    (2) After Bonferroni correction, in the UHR indi-

viduals, the response time of CPT-vision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local efficiency (r=-0.540, 

p=0.000076). 

    Conclusion  (1) In the analysis of brain func-

tional network, both global and local efficiency impair-

ments were existed in the UHR group. UHR individuals 

also exhibited mild abnormalities in the network hubs, 

especially in the decreased importance of frontal-tem-

poral hubs. These may suggest a significantly reduced 

organizational optimization of the brain functional net-

work in UHR individuals. 

    (2) UHR individuals exhibited wide-ranging cog-

nitive deficits, including attention maintenance, speed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he ability of selective in-

hibition. Moreover, there wa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

tween the abnormal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and cognitive deficits. 

 

 

 

精神分裂症与超高危个体脑结构的影像学综

述 

 

王怡梦 1  

1）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

的严重精神障碍。在精神病性症状出现之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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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进入一段前驱症状期，目前尚无十分有效的

诊疗手段识别并干预精神病临床高危个体的转化。

近年来，许多研究利用脑影像技术，结合核磁共振

图像分析的方法，包括基于体素形态学、计算感兴

趣区域及基于表面形态测定等，发现精神病高危个

体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额叶、顶叶、颞叶、枕叶等不

同区域脑皮质的改变。这些大脑结构的异常为寻找

精神病可靠的神经生物学标记及进一步探索其病理

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但由于众多研究的发现不一

致，脑皮层结构改变的相关性仍存在争议，临床高

风险个体皮质的改变值得继续研究探索。 

    方法  本研究在 PubMed、Embase、Web of Sci-

ence、CorChrane、CNKI、CQVIP 等文献库中进行了

电子检索，并且通过对相关文章参考文献的手动搜

索，找到了没有被计算机检索到的研究。在筛重并

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章后，我们回顾了精神病

高危个体的灰质体积、皮层厚度及表面积所涉及的

结构成像研究，以探索精神病高危个体是否存在与

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皮质异常相关区域。 

    结果  我们发现，一些精神分裂症与精神病高

危个体大脑区域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这

可能与研究样本量、不同测量方法、人种、性别及文

化差异有关。目前大多数研究来自欧洲，北美和澳

大利亚，而亚洲国家最近的两项研究未能检测到

UHR 中区域 GMV 降低，这表明需要对亚洲样本进

行进一步分析。机器学习算法，如支持向量机等多

元模式识别分析，可以根据大脑结构的变化模式完

成人群的分类，目前现有研究的分类正确率在 36.84%

到 98%之间。 

    结论  精神分裂症及精神病风险综合征的特征

是脑皮层多区域的结构异常，特别是额叶，颞叶和

顶叶及枕叶。皮层体积、厚度及表面积是评估其结

构完整性不同方面的指标，有助于临床疾病的诊治。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情境下的风险决策

功能损害研究 

 

庄丽荣 1 黄成兵 1 于名超 1 严鹏 1  

1）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风险明确及

不明确等两种不同情境下的风险决策功能损害。 

    方法  纳入 2020 年度在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就诊的 100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组，以性

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为条件 1:1 匹配同期在医院体

检的 100 名健康人为对照组，使用爱荷华博弈测试

（Iowa Gambling Task, IGT）测评受试对象在风险不

明确情境下的决策功能，使用色字博弈任务（Game 

of Dice Task, GDT）测评受试对象在风险明确情境下

的决策功能，使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对上述数据

进行检验分析。 

    结果  ①研究组 IGT 净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在第 1~3 区间的冒险分数无显著差异，在

第 4 和第 5 区间研究组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5 个区间的冒险得分进一步行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组内主效应不显著

(P＞0.05),组间主效应显著(P<0.05)；组内和组间交

互作用显著(P<0.05)。②研究组 GDT 净得分也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选择安全骰子数显著低于健康

对照组、选择风险骰子数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风险不明确情境下，慢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学习反思能力差，难以在失败中吸收经验，多

选择高风险不利决策；即使在风险明确情境下，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行为仍很少考虑全局和利益最大

化，而是更多即刻满足于眼下的高利益，对其伴随

的高风险则缺乏正确的认识，惩罚后风险选择的抑

制效应消失。可见不同于健康常人的低风险有利决

策倾向，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两种情境中均存在

下风险决策能力损害。 

 

 

 

HCN1 基因多态性（rs1501357）对工作记忆

的影响：来自精神分裂症和健康对照的证据 

 

陈熊鹰 1 苏严严 2 李君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2）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IDG/麦戈

文脑科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 

 

目的  HCN1 基因（rs1501357 多态性）是精神

分裂症的候选风险基因之一。HCN1 编码一个电压

门控钾/钠通道，该通道被证明主要是用于超极化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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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阳离子电流。尽管动物研究一再表明该基因在工

作记忆中起作用，但它如何对人类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工作记忆产生影响仍是未知的。 

方法  本研究纳入符合精神和行为障碍诊断标

准（ICD-10）中精神分裂症标准的患者 876 例和健

康对照 840 例。使用 KASP 方法检测 HCN1 基因

rs1501357 多态性。使用中国修订版韦氏成人智力量

表进行智商评定。使用经典的 2-back 任务、DPX 任

务和数字广度任务来评定工作记忆能力。 

结果   rs1501357 的基因型频率符合 Hardy-

Weinberg 平衡。基因型组之间的人口学因素无统计

学差异（TT vs. TC vs. CC，Ps > 0.05）。方差分析发

现，rs1501357 基因型主效应无统计学差异（DPX：

F = 0.039，P = 0.609；数字广度：F = 0.247，P = 0.781；

2-back：F = 0.36，P = 0.697）。基因型与诊断的交互

作用存在统计学差异（DPX：F = 7.208，P < 0.001；

数字广度：F = 8.396，P < 0.001；2-back：F = 3.057，

P = 0.047）。事后检验发现，在 DPX 任务和数字广

度任务中，风险 C 等位基因在患者中与行为表现更

差相关（DPX：F = 2.582，P = 0.036；数字广度：F 

= 3.503，P = 0.031），但在健康对照组中与行为表现

更好相关（F = 4.325，P = 0.014；数字广度：F = 3.511，

P = 0.030）。对于 2-back 任务，只在患者组发现了基

因型效应达到统计学差异（患者组：F = 4.244，P = 

0.015；对照组：F = 0.516，P = 0.597）。 

结论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中，

rs1501357 多态性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呈现相反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增进了我们对 HCN1 基因功能影响的

进一步理解。未来的研究可以系统性地探索该基因

对精神分裂症的其他认知损伤的作用，如注意力、

执行功能等。 

 

 

 

宁夏农村回、汉两族人群对精神病认识的对

照研究 

 

梁莉惠 1 黄鑫 1  

1）银川精益达戒毒医院 

 

    目的  有助于了解基层，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

因此，我们对宁夏永宁地区回、汉族正常人群对精

神病的认识做对照研究。 

    方法  采用修订后的英国精神疾病认识量表

（MDBS）中文版进行逐人问卷调查。检查者由两位

评定者采用 MDBS 中文版对 10 名正常人进行盲法

评定，其一致率为 92.6%，Rappa 值>0.76，对调查

结果采用 X2 检验。 

    结果  两组人群在是否能正确称呼精神病等方

面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许多跨文化研究结果证实，不同的民族

文化、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对个性的形成、发展有

着明显的影响[1]。本文研究结果农村回、汉族人群

对精神病的认识有明显差异。能正确称呼精神病者，

农村汉族人群明显高于农村回族人群，对精神病是

否属于疾病，回答肯定者，前者也明显高于后者，而

回答否定或不知道者，农村回族人群明显高于农村

汉族人群，农村汉族人群多数认为精神病尚有不同

类型，农村回族人群无这方面认识。这主要由于农

村回族人群居住区相对较闭塞，精神疾病的普及认

识缺乏所致。农村回、汉族人群多数人认为严重的

行为障碍才是精神病的表现，两组人群间无显著差

异。对于精神病的病因，认为应激因素是导致精神

病的主要原因，农村汉族人群明显高于农村回族人

群。多数农村回族人群不认为受刺激、家庭婚姻问

题可导致精神病，农村回族人群多数不知道精神病

的病因。而回答遗传因素可导致精神病者，两组人

群均不到 25%，这与农村缺乏精神病专业机构有关，

两组对患病后首先寻求以至医治（药物）的人少于

25%，提示读一疾病的认识，医疗服务条件及宗教信

仰对求医行为产生巨大影响，两组人群对精神病患

者接纳程度不同，对患者的不接纳将影响患者回归

社会。 

 

 

 

药物结合情志法治疗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 44

例 

 

梁兴 1 郭璇 1  

1）银川精益达戒毒医院 

 

    目的  探讨药物结合《黄帝内经》以情胜情疗

法对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将

本院住院确诊 44 例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患者分为

药物结合情志疗法。治疗组 22 例，单纯药物治疗组

22 例，进行为期 8 周的心身康复评估。 

    方法  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汉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711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测评入组患者治疗前抑

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和焦虑情绪的主观感受及其治疗

后的心理行为状况，治疗组采用奥氮平 5mg/次，每

日两次，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 75mg/次，每日两次。

同时一对一导入情志疗法，每周 3 次，每次 40-60 分

钟，连续 8 周。帮助治疗组患者解读喜、怒、忧、

思、悲、恐、惊各种情志的偏盛和不足，促其了解酒

依赖和生活经历中主观矛盾的关系，让患者知晓《内

经》“喜胜优、思胜恐、怒胜思、悲胜怒、恐胜喜”，

情志五行相克原理制定的治疗方法，对照组则采用

单纯药物治疗。 

    结果  ：对照组和治疗组前后汉密尔顿评分比

较；治疗后 8 周，治疗组精神状况改善明显由于对

照组（p<0.01）两组患者疗效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

照（x=4.594,p<0.05） 

    结论  因为心理社会因素在酒精所致的精神障

碍致病和病情变化及预后中的重要作用。故本文采

用《内经》情志疗法和抗精神障碍药物结合共同形

成心身同治的医疗模式。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患者，

心身处于静坐不能、焦虑不安、易激惹、抑郁、恐

惧、震颤、恶心、呕吐、心慌、出汗、幻听、幻视、

妄想等症状。皆因情志内伤，精神神经、内分泌及免

疫系统的中介机制，使心身平衡失调，导致或诱发

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这种酒依赖造成的恶性循环，

经久不愈，在情志疗法的特殊语言、幽默言语、表情

姿势、举止行为的激励下调动患者生的欲望，从而

改变了不良认知，使情绪情感变得积极起来，达到

消除患者的心身症状。 

 

 

焦虑障碍研究协作组 

 

Increas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

tivity between The Subregional of Amygdala 

and The Precuneus in Medication-free Pa-

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杨祥云 1 张萍 1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Abnormalities in the amygdala are be-

liev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 of panic disorder (PD). Previous structural 

and task stat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ies have 

found for structural and activation abnormalities in var-

ious amygdala sub-regions,including laterobasal, cen-

tromedial, and superficial groups，which are known to 

have distinct roles in fear and anxiety. But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abnorm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of 

amygdala sub-reg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bnormalities in the amygdala 

sub-nuclei using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

nance imag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

ing of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 of PD. 

    Methods  We recruited 31 medication-free pa-

tients with PD and 29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Seed-bas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for the bilateral amygdala and 

its subregions. Then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rsFC between PD patients and HCs. Correlational anal-

yses were also performed between the score of severity 

of panic (PDSS) and the FC of all seeds in PD patients. 

    Results  Patients with PD exhibited signififi-

cantly increased FC between the bilateral amygdala and 

the bilateral precuneus, between the right central medial 

nucleus of amyadala and the right cerebellum anterior 

lobe, and between the bilateral laterbasal nucleus of 

amygdala and the left precuneus.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symptoms and abnor-

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D patients.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how abnormal FC 

exist in subregions of amygdala and default mode net-

work, suggesting that the hyperactivation in amygd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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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s subreg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

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PD. 

 

 

 

惊恐障碍恐惧网络的多模态磁共振成像研究

进展 

 

张萍 1 杨祥云 1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 PD）的病因病

理机制尚不明确，临床诊疗也存在局限性，反复发

作的惊恐体验和频繁就诊于综合医院给患者及其家

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并且造成医疗

资源的浪费。因此，本文将就 PD“恐惧网络模型”相

关的多模态脑 MRI 研究进行综述，为明确 PD 的发

病机制、生物学诊断标记、疗效预测并最终实现个

体化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第一作者于 2021 年 6 月在中国知网、维

普、万方、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进行文

献检索,纳入国内外数据库建库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

发表的关于惊恐障碍影像学研究进展的相关研究文

献。并进行文献质量的评估，最后纳入的文献共 43

篇。 

    结果  PD 患者的脑功能和结构异常不仅仅局

限于经典的“恐惧网络模型”，更广泛的脑区如扣带

回、额顶颞叶皮质、脑岛、纹状体、丘脑、感觉运动

相关脑区和小脑，与杏仁核等经典脑区共同构成了

拓展的恐惧网络。该文综合近 5 年相关文献，总结

PD 的发病机制：丘脑整合来自顶叶、颞叶、枕叶的

感觉信息输入，调节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将偏差的

信息在脑岛整合，进而传递到前额区域进行认知处

理，再传递到边缘系统，杏仁核与纹状体活动增强

共同作用产生过度恐惧情绪，前额叶皮层活动过度

增强导致无法正确评估环境的威胁产生持续的担忧

及泛化的回避。同时，感觉运动网络（Somato-Motor 

Network,SMN）功能连接增强导致内感性增强，与

PD 症状的维持有关。 

    结论  本综述为后续惊恐障碍的研究提供了方

向。 

 

 

 

抗抑郁药物治疗惊恐障碍的疗效及可接受性

的网状 Meta 分析 

 

李媛媛 1 张云淑 1 王策 1 严保平 1 芦云平 1 王琦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评价抗抑郁药物治疗惊恐障碍的疗效及

可接受性。 

    方法  电子检索 MEDLINE、EMBASE.com、

Cochrane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

知网等中英文数据库。纳入抗抑郁药物治疗惊恐障

碍的头对头随机对照试验。依据 Cochrane 5.1.0 版质

量评价标准评价纳入文献的质量并进行偏倚评价 ,

采用 Stata 14.2 软件进行网状 Meta 分析。 

    结果  共 26 个研究进入了网状 Meta 分析,涉及

10 种药物：米氮平、帕罗西汀、氯丙咪嗪、西酞普

兰、氟西汀、文拉法辛、艾司西酞普兰、舍曲林、瑞

波西汀、安非他酮。分析结果显示：有效性较好的药

物为艾司西酞普兰、氟西汀、文拉法辛、帕罗西汀,

但药物两两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减分效果最佳的

药物为：氟西汀、米氮平、艾司西酞普兰、安非他酮,

与氯丙咪嗪比较,氟西汀[MD=4.35 (1.47,7.32)]、艾司

西酞普兰[MD=3.83 (1.59,6.06)]、米氮平[MD=3.50 

(1.19,5.82)]、安非他酮[MD=3.07 (0.04,6.09)]、帕罗

西汀 [MD=2.80 (0.90,4.69)]、文拉法辛 [MD=2.04 

(0.18,3.90)]在减分效果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显著

降低 HAMA 评分,其他两两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耐受性较好的是帕罗西汀,其次是文拉法辛、艾司西

酞普兰,但药物两两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作为治疗惊恐障碍的一线治疗药物,帕

罗西汀、文拉法辛、艾司西酞普兰兼具疗效和安全

性,为可供我们选择的有效药物。 

 

 

 

Suicidality Among Patients with Premen-

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

view and Meta-analysis 

 

鄢浩浩 1 丁昱丹 1 郭文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Whether 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

order (PMDD) is correlated with the risk of suicid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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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extent of its effect on suicidality are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lucid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MDD and suicidality from relevant studies. 

    Methods  Four electronic databases, namely, 

Scopus, Embase,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were 

searched from inception to November 15, 2020.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if they reported odds 

ratio (OR), relative risk, and prevalence ratio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MDD and suicidality. Studies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if they reported 

data from which OR, relative risk, and prevalence ratio 

could be calculated. Letters, case reports, conference 

abstracts, and reviews were excluded. Unadjusted ORs 

were calculated when only crude count data was pro-

vided. Adjusted estimates were extracted when adjusted 

estimates were available. 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risk of bia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Data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Stata 

software (version 14.0, Stata Corp LP, College Station, 

USA). In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the pooled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for suicidal ideation, su-

icide attempt, and suicidal plan were calculated using a 

fixed effect model. Chi-squared statistic (significance 

level of p<0.05) and I2 (significance level of I2>50%) 

were applied to assess heterogeneity across studies. 

Sensitivit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each included study on the pooled ORs. 

    Results  Six studies with 8 532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meta-analysis. Three studies were rated 

6 points, and the other three studies were rated 7 points. 

All the included studies have relatively high quality. 

PMDD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suicidal 

ideation (OR=2.34, 95% CI=1.50–3.18, I2=0.0%, 

p=0.99, k=4). The pooled OR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studies that reported adjusted ORs is 2.34 (95% 

CI=1.47–3.21, I2=0.0%, p=0.93, k=3). Patients with 

PMDD have a greater risk of experiencing suicide at-

tempt (OR=2.13, 95% CI=1.05–3.21, I2=0.0%, p=0.81, 

k=5). The pooled OR of suicide attempt in studies with 

adjusted OR is 2.13 (95% CI=1.05–3.21, I2=0.0%, 

p=0.46, k=3). PMDD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suicidal plan (OR=2.24, 95% CI=1.03–3.45, 

I2=0.0%, p=0.96, k=2). 

    Conclusion  The pooled results suggested that 

women with PMDD have increased risks of suicidal ide-

ation, suicide attempt, and suicidal plan. In other words, 

among PMDD sufferers there would be a group of par-

ticularly suicidal women. Clinicians who treat patients 

with PMDD should be vigilant for signs of suicidal ide-

ation and behavior to implement better treatment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躯体化障碍脑局部一致性及功能连接的研究 

 

欧阳盼 1 苏琴基 2 刘风 3 张治坤 2 郭文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天津市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究首发未用药的躯体化障碍患者脑局

部一致性、功能连接的改变及其与临床症状及认知

功能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首发未用药的躯体化障碍

患者 25 例，健康对照 28 例。入组患者均符合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 (DSM-IV)中躯体

化障碍的诊断标准。受试者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分

析采用相干局部一致性（Coherence-based regional 

homogeneity，Cohe-ReHo)和基于种子点(双侧的伏隔

核作为种子点)的功能连接的方法。用支持向量机的

方法判断脑局部一致性和功能连接的改变是否可以

分类躯体化障碍患者和健康对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相比，躯体化障碍患者左侧

的内侧前额叶皮层/扣带前回(MPFC/ACC)的 Cohe-

ReHo 值增高(T=5.5017, P<0.001)。躯体化障碍患者

左侧的伏隔核与右侧的直回（T = 4.2239, P< 0.001）

以及左侧的内侧前额叶皮层/扣带前回（T = 3.9208, 

P < 0.001）的功能连接值增强。右侧的伏隔核与左侧

的直回（T= 5.7374, P < 0.001）以及左侧的内侧前额

叶皮层/扣带前回（T = 4.3168, P < 0.001）功能连接

值增强。躯体化障碍患者增高的 Cohe-ReHo 值及伏

隔核功能连接值与临床症状、认知功能、人格特性

之间没有相关性。内侧前额叶皮层 /扣带前回的

Cohe-ReHo 值以及左侧伏隔核与右侧直回的功能连

接值可以很好的区分躯体化障碍患者与健康对照。 

    结论  躯体化障碍患者默认网络前部的 Cohe-

ReHo 值增高，躯体化障碍患者伏隔核与奖赏环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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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区域的功能连接值增加，增高的 Cohe-ReHo 值

和左侧的伏隔核与右侧的直回增强的功能连接值可

以作为潜在的影像学标记区分躯体化障碍患者和健

康对照。 

 

 

 

依恋对焦虑的影响：述情和应对方式的链式

中介作用 

 

秦金梅 1 朱旻 1 王宇 1 史霖 1 马中子 1  

1）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焦虑障碍患者依恋与焦虑之间的关

系，以及述情和应对方式在依恋与焦虑间的链式中

介作用。 

    方法   采用成人依恋量表 (Adult Attachment 

Scale,AA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汉密顿焦虑量表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对 329 例焦虑障碍

患者进行心理测评，采用 Mplus7.0 建构结构方程模

型，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   依恋对焦虑的直接影响显著 (β=-

0.688,P<0.001)，依恋对述情、应对方式产生显著的

影响(β=-0.157,0.023,P<0.05)，述情、应对方式对焦虑

产生显著的影响(β=0.401,-0.086,P<0.001)，述情对应

对方式产生显著的负性影响(β=-0.222,P<0.05)。总体

中介效应为 0.068(95%CI:-0.133,-0.019)，其中述情中

介作用 0.063(95%CI:-0.131,-0.017)，占总中介效应的

92.65%，应对方式中介作用 0.002(95%CI:-0.004,-

0.001)，占总中介效应的 2.94%，述情、应对方式的

链式中介效应为 0.003(95%CI:-0.005,-0.002)，占总中

介效应的 4.41%。 

    结论  焦虑障碍患者述情和应对方式在依恋与

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依恋可以直接和通过述情、

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焦虑。 

 

 

 

Early Improvement in Insomnia During Tan-

dospirone Treatment of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Predicted Remission at Endpoint 

 

蒋江灵 1 李清伟 2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Objectiv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 

is a common mental disorder with a high rate of comor-

bidity with insomnia.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what pre-

dicts the final outcome of a GAD treatment due to the 

low remission rat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potential of early insomnia im-

provement for the treatment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GAD.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sixty nine patients 

with GAD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30 or 60 mg/d of 

tandospirone over the course of 6 weeks. At baseline, 

week 1, week 2, week 6, the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AMA) were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improve-

ments in the anxiety symptoms including insomnia. The 

last observation carried forward was used to impute 

missing data for intention-to-treat analyses. 

    Results  After controlling the HAMA total scores 

at baseline, the improvement of insomnia at week 1 (RR 

= 1.00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 1.001 to 1.023) 

predicted remission at week 6.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rovement of overall anxiety symptoms at week 1 

(RR = 1.017, 95% CI = 1.005 to 1.068) and week 2 (RR 

= 1.055, 95% CI = 1.013 to 1.266) predicted remission 

at week 6. The improvement of overall anxiety symp-

toms at week 1 (RR = 1.025, 95% CI = 1.008 to 1.077) 

and week 2 (RR = 1.045, 95% CI = 1.012 to 1.154) pre-

dicted response at week 6. Those results were confirmed 

with sensitive analysis using different severity of base-

line insomnia. 

    Conclusion  Early improvement of insomnia 

score was found to be predictive of remission at week 6 

in patients suffered from GAD and insomnia, however, 

only with small effect siz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early 

improvement of insomnia was not superior over that of 

overall anxiety symptoms. 

 

 

 

Resting Brain Functional Imaging in Obses-

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cross G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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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zhu Ma1, QingZhao1, TingtingXu1, PeiWang1, 

QiumengGu1, ZhenWang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have previously been reported. However, gender differ-

ences in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ons have not been 

studied in OCD, nor h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h 

resting brain functional imaging and clinical symptoms. 

    Methods  A total of 62 drug-naive patients with 

OCD (male/female n=31) and 60 healthy controls (HCs) 

(male/female n=30) matched for age, sex and education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mpli-

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s) analyses 

over the whole brain and seed-based connectivity anal-

yse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intrinsic cerebral 

activity of subjects. In addition, associations with func-

tional connectivity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OCD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to male OCD (mOCD) pa-

tients, female OCD (fOCD) patients showed higher 

ALFF values in the right parahippocampal gyrus. Com-

pared to HCs, fOCD patients showed that func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right parahippocampal gyrus 

and the whole brai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o the 

right posterior central gyrus/precentor gyrus/superior 

temporal gyrus/barycentric lobule, the left anterior cu-

neiform lobe, and the BA6/3/4/5 areas. Abnormal func-

tional connection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m-

pulsive subscale scores of the YBOCS. 

    Conclusion  The right parahippocampal gyrus 

may be a specific brain region involved in OCD in pa-

ti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which is related to impair-

ments in executive control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Our findings may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gender dif-

ferences in OCD.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Wandering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

toms: A Chain Mediation Analysis 

 

王鹏翀 1 曹文文 1 杨祥云 1 孟繁强 1 李占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affect, mind wandering, rumination and obses-

sive-compulsive symptom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

sive disorder (OCD) and 100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

vestigated using the Obsessive-Compulsive Inventory, 

the Beck Anxiety Inventory, the Beck Depression In-

ventory, the Mind Wandering Scale and the 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Results  (1) OCD patients displayed higher ob-

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negative affect, mind 

wandering and rumination than did healthy controls; (2) 

negative affect, mind wandering and rumin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requency and distres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3) mind wandering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predicted the frequency and dis-

tress related to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and 

rumination and negative affect mediat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mind wandering and obsessive-compul-

sive symptom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preliminarily revealed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mind wan-

dering on frequency and distress associated with obses-

sive-compulsive symptoms.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method and curative effect of OCD. 

 

 

 

精神科护士考前焦虑症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梅双燕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精神科护士目前面临的考试日渐增多，

不仅包括护士执照考试、职称考试、编制考试，还包

括科内考试、迎检考试，但有关精神科护士这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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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群体考前焦虑的文献报道尚少。本研究旨在了解

某精神病医院考前焦虑及其应对方式情况，并进一

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中文版 Sarason 考试焦虑量表、简

易应对方式量表对某精神病医院 183 名精神科护士

进行调查。 

    结 果   精 神 科 护 士 考 前 焦 虑 得 分 为

（17.28±6.45），考试焦虑检出率为 53.1%，有考试焦

虑者消极应对得分高于无考试焦虑者（ t=-3.31，

P<0.01），积极应对得分低于无考试焦虑者（t=3.12，

P<0.01），同时考试焦虑与积极应对存在负相关（r=-

0.20，P<0.01），与消极应对存在正相关（r=0.31，

P<0.01）。 

    结论  护理本科新生存在着较明显的考试焦虑，

有考试焦虑者多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而无考

试焦虑者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考试焦虑与应对方

式存在相关性。考前指导学生优化学习技巧和充分

备考是预防考试焦虑最重要的积极应对方式之一，

作为精神病院护理管理者，应当加强护士专业思想

教育，引导护士正确对待考试成绩，重点关注有高

度考试焦虑者，可针对性地开展个别心理辅导工作，

帮助护士重塑自信，合理归因，培养学生稳定的个

性特征，鼓励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进行认知，以

缓解护士考试焦虑情绪，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坦度螺酮联合心理干预对高血压伴焦虑抑郁

患者的临床研究 

 

彭成国 1,2 覃松柏 3 张新风 1,2 刘长成 1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3）荆州市中医医院 

 

    目的  高血压是公认的身心疾病,其发病因素

除了受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影响外,还受心理因素

的影响。相关研究显示,不良心理状态是导致高血压

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诸多高血压患者常伴发不同

程度焦虑、抑郁等,使病情进一步加重,如此形成恶性

循环,导致病情反复,疾病控制不佳。本研究旨在探讨

坦度螺酮联合心理干预对高血压伴焦虑抑郁患者的

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情况，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思

路。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心内科门诊的 90

例高血压伴焦虑抑郁患者按患者治疗方式不同进行

分成两组，将给予高血压治疗的 45 例患者纳入常规

组；在常规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坦度螺酮联合心理干

预治疗的 45 例患者纳入观察组。治疗 8 周后，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患者 24h 动态血压情况、焦虑自评

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生存质量综合评

定问卷(GQOLI-74)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夜间收缩压标准差

(nSSD)、白天舒张压标准差( dDSD)、夜间舒张压标

准差(nDSD)、24 h 舒张压标准差( 24 hDSD)、白天

收缩压标准差( dSSD)、24 h 收缩压标准差( 24 hSSD)

均低于常规组( P＜0.05)；与常规组比较，观察组 24h

动态血压水平、SAS、SDS 评分均较低，GQOLI-74 

量表中躯体功能、物质生活、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各

维度评分均较高( 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高血压伴焦虑抑郁患者给予坦度螺酮联

合心理干预治疗，可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状态，稳定

血压水平，有利于提高生存质量，且安全性高。 

 

 

 

不同频率经颅重复磁刺激联合氟西汀治疗恐

怖性焦虑障碍的临床研究 

 

万菲 1 徐琼 1 张新风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探讨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合并氟西汀片对恐怖性焦虑障碍的疗效。 

    方法  采用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我

院住院的患者，符合 ICD-10 中有关“恐怖性焦虑障

碍”的诊断标准；排除严重的躯体疾病，脑器质疾病，

妊娠和哺乳期妇女及氟西汀过敏史，无重复经颅磁

刺激治疗禁忌症。共有 80 例符合标准者，以随机排

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其中研究

组有 40例，男性 23例，女性 17 例；年龄（33.54±10.49）

岁；病程（16.42±10.93）个月，HAMA 量表评分

（29.34±4.28）分。对照组 34 例，男 18 例，女 16

例，年龄（31.46±11.33）岁，病程（16.35±8.61）个

月，HAMA 量表评分评分（29.64±3.71）分。两组年

龄、病程、HAMA 量表评分等资料均无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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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80 例恐怖性焦虑障碍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40 例，

高频 rTMS 合并氟西汀 20mg/d 治疗）和对照组（40

例，低频 rTMS 合并氟西汀 20mg/d 治疗），疗程 8

周。于治疗 0、2、4、6、8 周，以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 量表）评价临床疗效，以不良反应量表

（TESS）评价药物副反应。 

    结果  ①研究组疗效优于对照组（x2=6.14，

P<0.05），分别为 70.38%和 94.52%；②治疗后第 4、

6、8 周末研究组 HAMA 量表总分与对照组降低更

为明显（P 均＜0.05)；③两组药物副反应发生情况

无明显差异（x2=1.72，P>0.05）。 

    结论  高频 rTMS 合并氟西汀片治疗恐怖性焦

虑障碍临床效果优于低频 rTMS 治疗。DLPFC 是神

经组织进行精神活动的重要区域，对恐怖性焦虑障

碍的经颅磁研究均选用左侧 DLPFC 区作为刺激部

位。高频 rTMS(频率>1Hz)能提高大脑皮层兴奋性，

而低频 rTMS(频率≤1 Hz)可降低大脑皮层的兴奋性。

本研究显示，刺激 DLPFC 皮质高频组疗效明显优于

低频组（x2=6.14，P<0.05），分别为 70.38%和 94.52%，

治疗后第 4、6、8 周末研究组 HAMA 量表总分与对

照组降低更为明显（P 均＜0.05)。这说明高频 rTMS

合并氟西汀片治疗恐怖性焦虑障碍临床效果优于低

频 rTMS 治疗。然而，高低频不同部位联合刺激的

临床效果与有可能单一频率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

这需要在后期的临床实践中予以深入探讨。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精神科门诊患者焦

虑状况的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钦松 1,2 张新风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疫情期间患者出现的焦虑障碍其核心症

状为广泛、反复发作的持续性焦虑和惊恐不安，常

伴有植物神经症状和运动性紧张，影响社会功能和

心理健康。本研究旨在调查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阶

段精神科门诊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探讨相关影响

因素，为心理健康促进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于 2020 年 12 月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荆州

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门诊患者，在挂号候诊期间，

利用患者等待时间扫描二维码在线填写调查问卷。

由专职工作人员向患者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和要求，

征求知情同意并指导患者完成，数据提交后立即将

量表结果反馈给经治医生，以此作为诊断、治疗的

依据，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调查焦虑状况，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人口学

资料与焦虑状况的关系，采用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焦虑状况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收集 480 份有效问卷，结果如下:焦虑

状况显示：①其中 SAS 量表标准分为(40.80±11.99)

分 ,其中总分≥50 共 183 份，焦虑问题检出率为

38.13%；轻度焦虑（50-59 分）116 例、中度焦虑（60-

69 分）42 例、重度焦虑（70 分以上）25 例；②单

因素分析影响 COVID-19 疫情期间普通居民焦虑的

相关因素有年龄、家庭人数、婚姻、新冠知识、知道

疫情后的心理反应方面；③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家庭人数（独居、6 人及以上）是出现焦虑

心理问题的危险因素。 

    结论  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精神科门诊出现较

多的焦虑情绪，应重点关注疫情期常态化防控阶段

的心身健康，普及防控知识，制定和完善心理危机

干预政策和措施。 

 

 

 

苯二氮卓类药物长期使用的依赖和痴呆问题 

 

施慎逊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当前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ines ，

BDZs）对许多精神障碍仍有治疗作用，但部分患者

和医生因恐惧药物依赖和痴呆而拒绝使用。针对这

两个问题阐述合理使用 BDZs 药物。 

    方法  通过苯二氮卓类、痴呆和长期使用几个

关键词，检索了中国知网和 PubMed 资料库中 2017-

2021 年国内外相关苯二氮卓类药物文献 15 篇文献，

并对 15 篇文献就苯二氮卓类长期使用和痴呆两个

问题进行了综述。 

    结果  BDZs 主要用于抗焦虑、失眠、癫痫和酒

依赖戒断等治疗，是全世界处方量最大的药物之一。

长期使用的不良反应是药物的耐受性和依赖，停用

或快速减量后的撤药症状。文献报道连续用药半年

以上依赖发生率为 5%-50%。临床实践中发现，常用

剂量治疗下的患者主要产生心理依赖，如有些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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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只需 1/4-1/8 片的药物就能安眠，但停用就睡不

好，恢复使用马上睡好。故为了恰当的医疗目的而

较长时间使用 BDZs 治疗，并按医生建议规范使用

者不宜诊断为 BZDs 滥用或依赖。因为此类患者多

不符合 BZDs 滥用或依赖的诊断标准。 

    有关 BDZs 药物引起 Alzheimer disease（AD）

的问题，最初由 Gallacher 等 2012 年在《BDZs 药

物使用与痴呆危险的前瞻性研究》中提出。以后得

到众多研究的响应，如 Billioti de Gage 等在 2014 年

发表了 BDZs 药物使用 3 个月以上与痴呆发生相关

的研究结果。Zhang guochao 等 2015 年通过 6 项研

究认为长期 BDZs 使用有增加痴呆的风险。2019 年

He qian 等通过 6 个病例对照研究和四个队列研究的

Meta 分析，认为 BDZs 在老年人群显著增加痴呆风

险，服用长半衰期（›20 小时）和长期（›3 年）服用

者风险更高。 

    但是，也有许多研究者反对此观点，认为 BDZs

长期服用与痴呆没有因果关联。如 Bierman 等 2007

年和 Imfeld 等 2015 年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认为

BDZs 药物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是小的，不具有临床意

义。Coyle-Gilchrist 2012 年和 Salzman2015 年分别在

文献综述基础上提出 BDZs 药物使用不引起痴呆的

观点。Grossi 等 2019 年报告了英国老年队列研究，

结论 BDZs 与痴呆也没有关联。Olser 等 2020 年在

AJP 上表了《情感障碍患者使用苯二氮卓类、Z-药物

和其他抗焦虑药物与继发性痴呆发生的关联研究

的》，该研究包括了丹麦全国 1996 年-2015 年 20 岁

以上第一次住院诊断情感障碍的 235465 例患者资

料，该研究结果显示，75.9%的患者使用过 BDZs 或

Z 药物，平均随访 6.1 年（2.7-11），痴呆诊断率为

4.2%，使用 BDZs 或 Z 药物与痴呆没有关联，与半

衰期长短，是否长期服用 BDZs 或 Z 药物也没有关

联。相反，高使用 BDZs 或 Z 药物患者发生痴呆的

风险最低（OR=0.83）。该研究结果颠覆了先前的长

期服用 BDZs 会引起痴呆的观点。 

    结论  我们对 BDZs 应客观评估，应在医生指

导下合理使用。 

 

 

 

网络认知行为治疗对高校学生抑郁、焦虑症

状干预效果的随机对照研究 

 

王洋 1,2 刘荣勋 2,3 七十三 1 王菲 2  

1）内蒙古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早期干预科 

3）新乡医学院 

 

    目的  现如今处在长期慢性应激的环境下高校

学生抑郁、焦虑风险不断升高，方便、准确地对高校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筛查和干预成为亟待解决

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通过网络进行心理

筛查和干预，对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高校学生进行

干预。本研究旨在利用网络认知行为治疗（ICBT）

系统对高校学生抑郁、焦虑症状的干预效果，为搭

建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2020 年 10 月份在中国河南省某高校通

过微信平台进行的心理健康筛查，参与的高校学生

在线上填写知情同意书并完成中文版患者健康问卷

-9（PHQ-9）、广泛性焦虑症-7（GAD-7）、失眠严重

程度指数（ISI）和感知压力量表-14（PSS-14）问卷。

完成有效量表评估 12602 份（男 4652 人，女 7950

人），年龄 17-32 岁，包括本科生 11889 人，研究生

713 人。最终筛选出符合条件愿意参与治疗的的被

试 154 名，随机分成治疗组（n=77）和对照组（n=77）

参与为期 4 周、12 次的 ICBT 干预，对照组处于等

待状态（等待干预组 4 周干预结束后再接受干预)。

在基线和干预 4 周后进行问卷测量，使用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法探究高校学生在不同时点、不同分组的

条件下抑郁、焦虑等症状的变化情况，进一步考察

ICBT 的干预效果。 

    结果  筛查结果显示：该高校学生的抑郁（3159

人[25.1%]）、焦虑（1623 人[12.9%]）、感知压力（1520

人[12.1%]）、失眠（1431 人[11.4%]）症状超过临界

值。4 周干预结束后，ICBT 治疗组（n=77）全部完

成干预 27 人，脱落率为 35.1% 。组间比较结果显

示，基线期，治疗组和等待组在 PHQ-9、GAD-7、

ISI 和 PSS 量表得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4 周干

预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得分的干

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时间主效应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且时间因素与干预之间存在交互

作用(P < 0.05); 焦虑得分的时间因素与干预之间存

在交互作用(P < 0.05)。 

    结论  目前调查显示中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情

况不容乐观，表现在抑郁、焦虑、失眠和压力等多个

方面。其次，通过随机平行对照方法证明 ICBT 对高

校学生抑郁和焦虑情绪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目前

研究强调了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性，特别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719 

是 ICBT 将是未来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的一种重

要的治疗方法。 

 

 

 

中国社区中老年人群抑郁症状与冠心病风险

的相关性研究 

 

周莉娜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基于一项大型社区研究，探究中国中老

年人抑郁症状预期冠心病发生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共纳入无抑郁组 2532 例，有抑郁组 2758

例。比较两组一般人口学、冠心病风险相关资料、躯

体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差异，并通过线性回归分

析与冠心病风险有关的因素。 

    结果  （1）人口学资料：与无抑郁组相比，有

抑郁组的平均年龄更高、女性占比更多、婚姻状况

不佳者更多、合并的慢性病数量更多（P 均<0.05）；

（2）与冠心病有关的风险指标：与无抑郁组相比，

有抑郁组的糖尿病患者更多、收缩压显著升高

（P<0.05）。两组的吸烟者比例、舒张压、LDL-C、

HDL-C 没有显著差异（P 均＞0.05）。有抑郁组的冠

心病风险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5）；（3）躯体功

能和日常生活能力：有抑郁组的躯体功能评分、躯

体自理能力评分、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均显著高于

无抑郁组（P 均<0.001）：（4）线性回归显示：除性

别、年龄、合并糖尿病、吸烟、收缩压和舒张压、

HDL-C 和 LDL-C 等与冠心病风险有关的因素外

（p<0.001），是否有抑郁是唯一与冠心病风险有关

的因素[B=0.385，95%CI：（0.150,0.619），P=0.001]。 

    结论  有抑郁症状的中老年人的冠心病风险高

于无抑郁症状者。有抑郁症状是中老年人冠心病患

病风险升高的危险因素之一。 

 

 

 

流程化沟通模式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张芳芳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流程化沟通模式（CICARE）在精神

科护理中的应用,以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选取我院精神心理科 2018年 5月～2018

年 10 月住院治疗的 54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数字法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分别为试验组和对

照组。试验组予以流程化沟通模式，对照组予以常

规沟通模式，两周后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进行评

估和比较。 

    结果  对照组护理纠纷发生率 11.5%、护理满

意度 89%，试验组护理纠纷发生率 1.5%、护理满意

度 98%，两组对比发现实施 CICARE 后，护理纠纷

发生率明显降低，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明显升高，

并且试验组与对照组的两项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学分

析，均得出 P﹤0.05,说明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精神科护理中应用流程化沟通模式可以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减少护理纠纷的发生，在临床

护理中值得推广和应用。 

 

 

 

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自伤自杀行为特征及影

响因素研究 

 

杨春娟 1,2 文炳龙 1 周莉娜 1 马青艳 1 陈策 1 陈云

春 1 高成阁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汉中市精神病医院 

 

    目的  了解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自伤自杀行为

的特征；探讨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自伤自杀行为发

生的相关危险因素；为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自伤自

杀行为的预防和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以病例报告中有自伤自杀行为的青少年

心理障碍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组（自伤自杀组），94

例初高中生作为对照组。通过采集两组一般资料，

自伤自杀组的自伤自杀病史、方式、特征等，并对两

组进行儿童受虐筛查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

自尊量表、自动思维问卷、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等

心理测评量表测评，以及甲功、血脂、贫血因子、维

生素 D3 等生物学指标进行测定。采用 SPSS 23.0 软

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卡方检验、t 检验以及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等方法。 

    结果  1.有自伤自杀行为的青少年心理障碍患

者较对照组存在性别构成、是否独生子女、有无不

良嗜好、父母婚姻是否稳定、有无躯体疾病及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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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虐等方面差异。 

    2. 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自伤自杀行为的发生

与其童年受虐、父母养育方式、低自尊水平、负性自

动思维、应激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差、儿童焦虑性

情绪障碍、儿童抑郁障碍及 FT4（游离甲状腺素）这

些因素密切相关。 

    3. 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自伤自杀行为的发生

部位与躯体疾病及童年受虐有关；发生方式与性别

有关；自伤自杀行为的解释与性别、年龄段、躯体疾

病及童年受虐有关。 

    4.自伤自杀行为组与对照组甲功、血脂、贫血因

子及维生素 D3 的比较，结果显示自伤自杀行为的

FT4（血清游离甲状腺素）较对照组的 FT4 明显增

高。 

    5. 将有统计学差异的各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

表明女生、有不良嗜好、有躯体疾病、有童年受虐、

母亲过分干涉保护、低自尊水平、负性自动思维、社

会支持差、社会利用度低、人际关系差、焦虑、抑郁

情绪及 FT4（游离甲状腺素）是青少年患者发生自

伤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 

    结论  1.女生、有不良嗜好、有躯体疾病、有童

年受虐、父母养育方式中母亲过度保护干涉、低自

尊水平、负性自动思维、社会支持差、人际关系差、

儿童情绪焦虑和抑郁情绪是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自

伤自杀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 

    2.自伤自杀的发生部位与躯体疾病及童年受虐

有关；自伤自杀的发生方式与性别及童年受虐有关；

自伤自杀的解释与性别、年龄段、躯体疾病史、童年

受虐史密切相关。 

    3.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增高可能是青少年

心理障碍患者自伤自杀行为的潜在生物学标记。 

 

 

 

Implications of Anxiety During 2019 Corona-

virus Disease (COVID-19) Epidemic-a Sys-

tematic Review 

 

郝小艺 1 燕卫政 1 李惠春 1 郑磊磊*1  

1）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The 2019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epi-

demic i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situation that impact 

people not only their physical health, but also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i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related researches on the 

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OVID-19 and 

anxiety, also possible treatments and interventions tar-

geting this mental health crisis have been discussed. 

    1. Research and studies have been showed signifi-

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COVID-19 epi-

demic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other negative emotional 

response such as depression, burnou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he most com-

mon unhealthy mental conditions for people in general 

and health workers in world range. 

    1.1. Stay-home quarantine orders are effective 

ways that protect COVID-19 from large scale spread, 

but isolation as the consequence of stay-home quaran-

tine orders is not a positive element for people who fol-

lowed the orders. 

    1.2. In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high case 

loaded places, health care personnel worked under great 

stres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OVID-19. 

These professionals have been highly exposed to the in-

fection environment and a lots of them have faced 

highly emotional situations such as death, lack of med-

ical resources and unable to come back. Thus, health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mental problems. 

    2. Possible elements of COVID-19 that strongly 

impact levels of anxiety 

    2.1. Isolation. Isolation is the common conse-

quences under the large-scale quarantine orders. Indi-

viduals under quarantine orders usually lack of 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For people 

who quarantine at home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risk 

of domestic violent has increased during major public 

disaster. 

    2.2.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 heavily influ-

enced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infected or exposed to infection environment. 

    2.3. Insecurity. Financial crisis started at the mid-

dle and end part of the current pandemic, lack of medi-

cal resources and conflicting messages from govern-

ment and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are likely to increase 

their sense of insecurity. 

    3. Protocols and interventions for anxie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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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3.1. Online intervention is the common way that 

psychotherapists used during COVID-19 in order to re-

duce the infection risks. Apps and video communication 

are useful tools that prevent people from seriou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3.2. Community support have been showed the es-

sential function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tay-home quarantine time, ser-

vices like food delivery and health caring can effec-

tively reduce general panic and anxiety. 

 

 

 

上海市某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焦虑状况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 

 

朱光 1,2 秉岩 2 刘丽娟 2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海军军医大学卫勤系健康管理学教研室 

 

    目的  了解上海市虹口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广泛

性焦虑现状，并探讨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为社区开

展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以上海市虹口区八

个社区 265 位 60 岁及以上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自编问卷进行高血压患者的一般情况调查，采

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评估高血压患者

的广泛性焦虑状况。采用 SPSS 21.0 软件录入数据

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描述。采用单因素

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研究高血压患者广泛性

焦虑状况的影响因素。 

    结果  本次调查的 265 名高血压患者中，有广

泛性焦虑症状者 45 例，广泛性焦虑症状阳性率为

17.0%，其中以轻度焦虑为主，有 35 例，占 13.2%，

焦虑症状中度者 10 例，占 3.8%，无重度焦虑症状

者。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居

住状况三个变量组间广泛性焦虑检出率有统计学意

义（P<0.10），规律锻炼情况和饮酒情况两个变量组

间广泛性焦虑检出率有统计学意义（P<0.10）。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高血压外最近半年

合并其他慢病（OR=3.093,95%CI:1.075~8.898）、酗

酒（OR=5.203,95%CI:1.407~19.234）与高血压患者

广 泛 性 焦 虑 呈 正 相 关 ， 和 配 偶 居 住

（ OR=0.061,95%CI:0.005~0.699 ）、 规 律 锻 炼

（OR=0.360,95%CI:0.167~0.775）与高血压患者广泛

性焦虑呈负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中广泛性焦虑症状

较为常见，应当将心理健康问题筛查及干预逐步纳

入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以促进该人群的健康水平。 

 

 

 

Trends in The Incidence and DALYs of Anxi-

ety Disorders at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Estimate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 

 

熊鹏 1 刘敏 1  

1）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Objective  Anxiety disorders are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s and the sixth major cause of disability world-

wide. At present, there is no global burden calculation 

of anxiety disorders in the past 10 years. This systematic 

analysis aimed to assess the burden of anxiety disorders 

at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in 1990 and 

2019. 

    Methods  Data from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 (GBD 2019) were used to retrieve the inci-

dence cases,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SIR) and age-stand-

ardized DALYs rate (ASDR) during 1990-2019. Esti-

mated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s (EAPCs) were calcu-

lated to assess the incidence rate and DALY trends for 

anxiety disorders. 

    Results  It was estimated that incidences cases of 

anxiety disorders increased by 47.19%, from 31.13 mil-

lion in 1990 to 45.82 million in 2019, and DALYs in-

creased by 53.70%, from 18.66 million in 1990 to 28.68 

million in 2019. Over the past 29 years, the changes of 

ASIR and ASDR worldwide were stable (EAPC = 0.011 

and -0.001 for ASIR and ASDR, respectively) from 

1990 to 2019. Generally, women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anxiety disorders than men. Participants 

aged 10-14 years had the highest ASIR, followed by 

people aged 35-44 years. In addition, those aged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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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40-44 had the highest estimated DALYs and ASDR. 

The ASIR and ASDR were estimated to be the highest 

in Iran and Portugal, and Portugal and Brazil. The ASIR 

(710.54/100,000 persons) and ASDR (456.89/100,000 

persons) were highest both in high- sociodemographic 

index (high-SDI) regions in 2019.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GBD 2019 of anxiety 

disorders showed a stable trend, the absolute increase in 

incidence cases and DALYs remained high. Our find-

ings would be useful for medic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ormulation of health policies for controlling and pre-

venting anxiety disorde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

gions. 

 

 

 

Fast and Accurate Assessment of Depression 

Based on Vocal Acoustic Features 

 

梁丽娟 1,2 王菲 2,3,4 张锡哲 5  

1）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3）南京市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早期干预科 

4）南京市南京脑科医院脑功能成像研究所 

5）南京市南京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some vocal 

acoustic features could predict the severity of depres-

sion fastly and accurately, meanwhile investigate the 

acoustic features sensitive to response of psychotherapy. 

    Methods  Participants 

    A total of 47 college students (5 males and 42 fe-

males)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with depressio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ll participants were not cur-

rently taking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nor did they 

have a histor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Depression Measurement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

sion (HAMD) Scale assessment provided by two trained 

psychiatry doctors. For exclusion criteria, participants 

with obvious suicidal ideation or behavior, antidepres-

sants treatment and psychotherapy. 

    Features extraction 

    We calculated acoustic features for each voice 

frame with 10ms length. A total 120 features were cal-

culated for each frame, which included 74 COVAREP 

features 28, 20 MFCC-deltas and 20 MFCC-delta-

deltas28 , 5 formants29  and peak-to-RMS30 . We 

called these features Low-Level-Descriptors (LLDs). 

Among these LLDs, COVAREP features were calcu-

lated by COVAREP toolbox at a frequency of 100 Hz 

which include prosodic, voice quality, and spectral fea-

tures31.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achine learning, espe-

cially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facilitate tasks 

such as predi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hrough large 

amounts of collected data. However, the user must man-

ually construct the architecture of a neural network in-

cluding deciding the number of neurons, layers and ac-

tivation function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NN relies 

heavily on this network architecture. Here, we adopted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NAS) to find the best ANN 

for HAMD prediction tasks. 

    Results  Acoustic featur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acoustic features, we compute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1200 feature 

and HAMD scores. Among all acoustic features, 30 

acoustic featur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e-

verity of depressive (P＜0.01), including Mel-cepstral 

(MCEP), Mel-scale 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s 

deltas (MFCC-deltas), Mel-scale 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s delta-deltas (MFCC-delta-deltas), Har-

monic Model Phase Distortion Mean (HMPDM), Har-

monic Model Phase Distortion Deviation (HMPDD), 

creak and peak to root mean square (Peak to RMS). 

    Prediction model by voice features 

    HAMD scores of 47 subjects were predicted based 

on acoustic features by using the above model with 

leave-one-out cross-valid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e 

predicted scor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AMD scores 

with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682 and P value 

is 1.318×10-7. The mean absolute error (MAE) of the 

prediction 

    Conclusion  The vocal acoustic features could 

effectively and rapidly predict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which may be an effective and low-cost method for 

screening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a large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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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强迫症虚拟现实暴露治疗的研究进展 

 

杨军韦 1 周云飞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目的  强迫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精神障碍，全

世界范围强迫症的终身患病率为 0.8%~3%，中国强

迫症的终身患病率为 2.4%。作为一种慢性损害性疾

病，强迫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暴露反应预

防是治疗强迫症的有效一线选择，然而，传统的暴

露疗法可能有一些局限性，如存在操作难度大，可

复制性差，暴露等级控制难等问题，而且治疗结果

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包括症状改善不充分，脱落

率高等。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给暴露治疗带来新的

途径。作者综述现有文献，以期为了解虚拟现实暴

露治疗强迫症的研究进展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

网、万方数据平台等数据库，共检索文献 145 篇。 

    结果  目前研究表明，虚拟现实环境可以引起

强迫症患者的焦虑情绪，强迫症患者在虚拟现实环

境中的焦虑程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患者的焦虑

水平和沉浸感呈正相关，而且通过虚拟现实暴露，

患者的焦虑水平降低率也高于健康对照者。此外，

虚拟现实环境可以激发强迫症特异性症状，在虚拟

现实环境中，患者的强迫行为及痛苦程度均显著高

于健康对照者，在虚拟现实环境进行暴露治疗后，

患者的强迫症状得到缓解。 

    结论  虚拟现实暴露可能是一种新的治疗强迫

症的方式，现有研究表明，虚拟现实暴露不仅可以

激发强迫症患者的焦虑情绪及强迫症状，而且虚拟

现实暴露治疗对缓解强迫症状有效。目前国内外相

关研究较少，也缺少更多虚拟现实暴露治疗与传统

暴露治疗或药物治疗的对照研究，仍需要更多研究

来证明其有效性。 

 

 

 

ACTH、COR 与惊恐障碍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一项回顾性研究 

 

向淼 2 周波 1  

1）四川省人民医院 

2）电子科技大学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惊恐障碍患者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ACTH）与皮质醇（COR）值与临床特征

的关系。 

    方法  对 115 例惊恐障碍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并收集同期 133 例健康对照组的资料，对

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所有受试者接受基线惊恐

障碍严重程度量表(PDSS)、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特质焦虑量表（STI）、述情障碍评估以及

ACTH 和皮质醇检测。 

    结果  惊恐障碍患者组的 ACTH 值(F=28.387，

P＜0.0001)和 COR 值 (F=212.415，P＜0.0001)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组，HAMA、STI 得分显著高于健康对

照组。在 PD 患者中，与女性相比，男性的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水平较高（p=0.032），而皮质醇水平无显著

差异（p=0.291）。而在健康对照组中，男性的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均显著高于女性（p＜

0.01）。COR 水平与治疗后 PDSS 总分呈正相关，

STI12 因子与 ACTH 水平呈负相关（p=0.025），STI16

因子与 ACTH 水平呈正相关（p=0.037）。ACTH/COR

与述情障碍的三个维度情感辨别不能、情感描述不

能、外向性思维均呈显著正相关。男性患者的 ACTH

与 CTQ 中的性虐待呈显著负相关（p=0.014），而在

女性患者中则不存在这种相关性。这表明在男性惊

恐障碍患者中，ACTH 是预测某些临床症状的正性

因子。 

    结论  ACTH 及 COR 值与惊恐障碍患者某些

临床症状相关，为基于神经内分泌的疾病临床分型

及个体化优化治疗提供了一定线索。 

 

 

 

某三甲医院规培护士的工作压力与情绪的关

系：心理弹性和职业倦怠的链式中介作用 

 

向淼 2 周波 1  

1）四川省人民医院 

2）电子科技大学 

 

    目的  探讨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护士的自

尊水平与工作压力、焦虑、抑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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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采用电子问卷调查法抽取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 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的 219 名规培

护士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问卷、罗森

伯格自尊量表（SES）、付出-回报失衡量表（ERI）、

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和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PHQ-9）。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分层回归分析

法及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所得数据进行关系分析。 

    结果  规培护士 SES 得分为 35.96±6.26，GAD-

7、PHQ-9 得分分别为 14.11±4.53、17.03 ±5.47，其

中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 70.8%（155/219）、

70.3%（154/219），自尊与工作压力、焦虑、抑郁均

呈负相关(r=-0.263、－0.475、－0.550，均 P＜0.01)；

工作压力与焦虑、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0.614、0.579，

均 P＜0.01）。自尊能负向预测规培护士的焦虑、抑

郁水平(β=-0.331、-0.413，均 P＜0.01); 工作压力能

正向预测规培护士的焦虑、抑郁水平(β=0.492、0.414，

均 P＜0.01); 自尊在工作压力与焦虑、抑郁之间的中

介效应分别为 10%、15%。 

    结论  自尊、工作压力能预测规培护士的焦虑、

抑郁水平，自尊在工作压力与焦虑、抑郁的关系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者焦虑

状态及相关因素分析 

 

罗国帅 1 丁玉 1 王川 1 孙磊 1 王莹 1 陈清刚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临床心理科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者（社区防疫工作者）焦

虑状态及相关因素，为提供相应心理干预或援助提

供依据。 

    方法  应用微信小程序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社区防治

工作、疫情防控工作防控期间对天津市滨海新区某

社区的 84 名防疫工作者以及 123 名社区居民进行

调查，调查问卷包括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广泛

性 焦 虑 量 表 （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和PTSD-17项筛查问卷（PCI-C量表），

评定其出现焦虑情绪情况。两组间比较采用 Mann-

WhitneyU 检验。计数资料以构成比（%）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Fisher 卡方（x2）检验。通过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探究社区防疫工作者焦虑情绪的影响因子。 

    结果  共收集 84 份社区精防人员的有效问卷，

GAD-7 得分（1.92±2.83），焦虑情绪检出率为 27.4%

（23/84），PCL-C 量表平均得分为 36.33±11.15。共

收集 116 份社区居民的有效问卷，GAD-7 得分

（1.35±2.17），焦虑情绪检出率为 16.4%（19/116），

PCL-C 量表平均得分为 30.22±9.18。社区防疫工作

者焦虑评分均高于社区居民（GAD-7：Z=3.882，

P<0.01；PCL-C：Z=2.534，P=0.022）。多因素线性回

归分析显示，未婚（OR=1.54，95%CI：1.20～2.73，

P<0.05）、高学历（OR=1.86，95%CI：1.13～3.12，

P<0.05）社区精防人员容易出现焦虑情绪，婚姻、学

历对社区防疫工作者抑郁情绪的解释度为 35.8%

（R2=0.58）。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精防人员出现一

定程度的焦虑情绪，而且其焦虑情绪显著高于社区

居民，未婚及高学历精防人员出现焦虑情绪的风险

可能更高。针对这些焦虑情绪影响因素，应制定相

应干预措施有针对性地为社区防疫工作者提供社会

支持和心理支持。 

 

 

 

Gray Matter Abnormalities in Anxiety Disor-

der: A Meta-analysis of Voxel-based Mor-

phometry Studies 

 

Siying Fu1, Jiaying Gong2, Youling Pan1, Zhangzhang 

Qi1, Li Huang1, Ying Wang1  

1）Medical Imaging Center,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ix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55, China 

 

    Objective  Anxiety disorder (AD) is a complex 

psychiatric disorder and its pathological mechanism is 

unclear.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has been ex-

tensively used to quantify structural cerebrum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disorder (AD), but results have 

been inconsistent.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of VBM 

studies identified 35 studies comparing a total of 1093 

patients with AD and 930 healthy controls (HC). We 

conducted a whole-brain meta-analysis on VBM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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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nisotropic effect size seed-based d mapping 

(AES-SDM) and aimed to identify those brain structural 

regions that most consistently displayed gray matter 

volume (GMV) abnormalities in AD, and their clinical 

correlates. 

    Results  Overall, patients with AD had reduced 

grey matter cluster encompassing the bilateral insular, 

the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orbital part) and left thalamus, and increased grey 

matter in a single cluster containing the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righ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The be-

tween-study heterogeneity was almost non-existent 

throughout the brain; The grey matter in the cluster of 

right insula and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was nega-

tively associated with HAMA scores (permutation-de-

rived p < 0.0005). 

    Conclusion  Gray matter reduction in the right 

insula was the most consistent finding in VBM studies 

of A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se GMV abnormal-

ities and clinical feature, particularly measures relating 

to HAMA scores, suggest that anxiety has a robust and 

deleterious, though spatially focal, effect on cerebral 

structure of AD. 

 

 

 

强迫症的暴露与反应阻止治疗与脑功能磁共

振成像的研究进展 

 

魏堃 1 周云飞 1 杨军韦 1  

1）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目的  强迫症(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其终生患病率约为

2.5%，OCD 的症状包括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这些

症状在多个功能领域造成患者显著的痛苦或功能损

害。暴露与反应阻止（exposure response prevention，

EＲP)作为国内外指南推荐针对强迫症的一线治疗，

广泛应用于临床，但其生物机制及理论依据尚不清

楚。本研究为进一步探寻强迫症患者在暴露与反应

阻止治疗前后脑功能活动的改变，期望能更好的了

解 ERP 对强迫症患者临床干预的疗效及机制，为临

床应用提供生物学基础及理论依据。 

    方法  在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和 PubMed 数据库等进行相关

研究的文献检索,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 

    结果  目前的研究表明，经 ERP 治疗的强迫症

患者临床症状显著改善，脑功能发生变化，在静息

状态和刺激研究中，比较治疗前后区域脑血流

(rCBF)，显示尾状核、眶额叶、前额叶和前扣带区等

区域的 rCBF 下降，即该区域脑区活动减少，结果符

合既往证实的背侧和腹侧 CSTC 回路，也侧面印证

了这些症状与背侧和腹侧皮质-丘脑皮质(CSTC)回

路功能障碍有关，并表明是可逆的。然而，近年来随

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也有研究发现杏仁核、小脑、

海马、顶叶皮质等脑区的重要性，以及所涉及的神

经网络的结构和功能连接。目前对强迫症 ERP 治疗

的脑功能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功能和症状激发两方

面，虽然ERP治疗OCD的病因及机制仍存在争议，

但大量的文献确实支持了相关大脑功能的改变，以

及成功治疗的现象学。 

    结论  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CSTC)经典环路

失调参与了强迫症的病理生理过程， 而 ERP 治疗

强迫症的核心即是通过减弱眶额回、前扣带回等的

功能。此外，近年来在杏仁核、小脑、海马、顶叶皮

质等脑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多集中于情绪调控、

认知损害及症状改善，尽管文献支持少和研究结果

争议多，但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 

 

 

 

Deep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Chronic Pain Relief in Patients with Psychotic 

Disorder: Two Open-label, Prospective, Pilot 

Studies 

 

鞠培俊 1 赵迪 1 朱翠珍 2 彭诗雨 1 吴海苏 1 杨蓓蓓
1 易正辉 1 袁逖飞 1 陈京红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Objective  Chronic pain as a comorbidity with 

psychotic disorders is a growing problem globally, with 

limited effective treatment options due to poor accessi-

bility of pharmacotherapy. The majority of studies using 

neuromodulation as a tool for pain relief have targeted 

superficial areas such as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

tex (DLPFC). Novel neuromodulation technique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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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eep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dTMS), 

which noninvasively activates deeper and boarder brain 

areas, has been shown to have therapeutic effect for psy-

chiatric disorders. 

    Methods  In study 1, we conducted a prospective, 

open-labelled trial to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TMS targeting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as a pain relief 

strategy in thirty-one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in in com-

modity with psychotic disorders. In study 2, we re-

cruited 17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ol group. With the 

quantification of laser induced pain, the active dTMS 

treatment showed significant add-on analgesic effects 

compared to an independent group of patients without 

dTMS treatment (referred to as the waiting-list control 

group). 

    Results  Pain reduction wa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patient group than in the healthy volunteer group. 

The reduction of pain percep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baseline pain percept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demonstr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MS treatment. Moreover, reduction of pain severity on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of the neck, shoulder, 

and back was also observed. No serious adverse events 

were observed in any of the volunteers. 

    Conclusion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further 

implicate the mPFC and ACC in pain sensation and sug-

gest the use of high-frequency dTMS of these regions as 

a noninvasive, safe and promising treatment in psychi-

atric disorders. 

 

 

 

社交焦虑障碍的脑网络研究进展 

 

洪昂 1 王振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

患者的情绪调节，自我参照，认知控制功能及社交

动机往往受到损害，从而影响患者的社交功能。但

目前这一疾病发病机制不明，影像学研究提示该病

存在脑网络功能异常。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情感网

络，默认模式网络，认知控制网络及动机网络四个

脑网络，因此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探讨社交

焦虑障碍患者主要症状的神经机制，为临床实践和

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作者于 2020 年 12 月通过检索 Pubmed、

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和万方等多个数据库。检

索文献的时限为 2020 年 12 月以前。检索项：Pubmed

采用 Title/Abstract，其他数据库采用主题词+关键词

进行检索；检索式：“social anxiety disorder/社交焦虑

障碍”and“social phobia/社交恐惧症”and“brain net-

work/脑网络”。 

    结果  在情感网络中，杏仁核被视作是这一网

络的核心区域，除了传统意义上直接参与情绪处理

的功能外，最近的研究还发现，杏仁核还能更广泛

地检测周围环境中的相关信息，在涉及不确定的情

况时，杏仁核也会被激活；在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

应对过程中除了杏仁核本身的作用，还发现处于杏

仁核外延的终纹床核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

发现，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个体表现出增强的自我

参照思维和特质性消极信念，躯体的感受性信息会

影响个体的焦虑程度和认知状态，而默认模式网络

中的后扣带，内侧前额叶皮层以及楔前叶在这两个

特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认知控制网络

中，前额叶皮层发挥着核心作用，尤其强调背侧前

额叶皮层对 SAD 患者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目前针

对动机网络中相关脑区的研究，更加倾向于从个体

发展的角度理解 SAD 发生和发展的过程。SAD 患

者虽然对奖励存在高度敏感性，但仍然缺乏获得社

会奖励的动机，有学者提出“敏感性转变理论”，这一

理论强调积极情感作为一种与方法相关的动机系统，

影响个体纹状体反应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激活水平及

与其他脑区连接水平的变化。 

    结论  在针对 SAD 症状背后生物学机制的研

究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通过对大规模神经网络的

研究揭示了与 SAD 发展和维持的具体脑区，包括杏

仁核，终纹床核，后扣带皮层，前额叶皮层，眶额皮

层，背侧前扣带回皮层以及纹状体等，提供了一些

可能的指标和“生物标记”。但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 

 

 

 

正念认知疗法对患有抑郁障碍中学生厌学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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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君 1 许秀峰 1 刘芳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 

 

    目的  以云南省某三甲医院为例，探究正念认

知疗法对抑郁障碍中学生厌学的干预效果，缓解抑

郁障碍中学生厌学问题。 

    方法  将 64 名被试完全随机至正念认知组和

常规治疗组中。常规治疗组进行常规药物治疗 8 周

和患者教育，正念认知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为

期 8 周、每周 1 次的正念认知心理治疗。两组在治

疗前后分别采用自编一般资料问卷、抑郁自评量表

（SDS）、焦虑自评量表（SDS）、正念五因素量表

（FFMQ）和中学生厌学量表进行评估。应用Excel、

SPSS22.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结果  对 8 周治疗前和治疗后两组的评估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发现：（1）治疗后 MBCT 组的抑郁、

焦虑水平、厌学总分和厌学 8 个维度得分显著低于

治疗前，正念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2）治疗后 TAU

组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而焦虑水平、正念

水平、厌学总分和厌学 8 个维度得分在治疗前后无

显著性差异；（3）MBCT 组在 8 周治疗后，其抑郁、

焦虑、正念水平、厌学总分和厌学 8 个维度得分的

改变值均显著高于 TAU 组；（4）MBCT 组治疗前后

相比，有 5 人的学业状态从休学转为在读；TAU 组

治疗前后相比，各学业状态人数无变化。 

    结论  8 周正念认知治疗可以同时改善患有抑

郁障碍中学生的厌学问题和抑郁焦虑水平，并显著

提升其正念水平。学生厌学问题进一步改善需要学

生、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共同努力。 

 

 

 

Abnor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Brain 

Regions Associated with Fear Network Model 

in Panic Disorder 

 

周爽伊 1 王振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PD) 

have abnormal function in brain regions related to fear 

network is well recognized.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fear network model (FNM) was based on animals’ hor-

rible behaviors.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it’s 

not enough to explain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PD. This study wants to explore brain regions’ abnor-

malities in advanced FNM, brought up by Lai et al. in 

2018, and estimates whether it can better explain PD. 

    Method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sting-

state scans were acquired in 40 patients with PD (35 

drug-naïve&5 drug-free) and 40 healthy controls. 

Twelve brain regions in the advanced fear network 

model (FNM) were chosen as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to examine the group difference in the ROIs and whole-

brai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Results  We fou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a-

lamic rsFC with insula,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nd it was also correlated with HAMA-somatic. We 

also found increased thalamic rsFC with occipital gyrus, 

temporal gyrus, and frontal gyrus when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Conclusion  Taken together, PD patients exhibit 

abnormal rsFC alterations within the advanced FNM, 

suggesting that the advanced FNM may explain PD bet-

ter. Excessive sensitivity to external information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D. 

 

 

 

黛力新治疗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的功能性消化

不良的疗效 

 

陶明圆 1  

1）泗阳县脑科医院 

 

    目的  观察黛力新治疗有焦虑及（或）抑郁状

态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有焦虑或抑郁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

者 86 例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43 例。两组均给予抑

酸、胃动力药物常规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每日早晨口服黛力新 1 片，8 周一疗程，其间停用其

他药物。 

    结果  治疗组治愈率为 53.5%，对照组治愈率

30.2%，两组治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总显效率为 79.19%，对照组为 51.2%，两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两组治疗前后 HAMD、

HAMA 评分均有所降低，以治疗组明显，差异有非

常显著性（P<0.01），两组均未见影响治疗的药物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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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发生。 

    结论  联合黛力新治疗有焦虑抑郁症状的功能

性消化不良患者疗效确切，不仅可以有效控制患者

消化不良的症状，而且对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的情绪

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但也有学

者认为消化性功能不良患者严重程度主要由社会心

理因素决定，而非肠道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决定，虽

然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者存在个体差异，但大部分

患者处于焦虑、抑郁状态，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

质量，所以在使用抗抑郁药物黛力新的同时联合心

理干预治疗，避免对抗抑郁药物的过度依赖，减少

疾病的复发。 

 

 

 

九味镇心颗粒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疗效和安

全性的研究 

 

赵茜 1 黄娟 1 张玲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九味镇心颗粒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

(GAD)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研究使用随机、双盲、阳性药物对照设

计，为期 8 周。共纳入符合入排标准的患者 206 例，

其中试验组 102 例，对照组 104 例。在基线、治疗

后 1、2、4、8 周末进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临床总体印象-改

善程度（CGI-I）及治疗后 4、8 周末进行焦虑自评

量表（SAS）评估疗效。通过不良事件记录表（AE）、

不良反应记录表(ADR)、实验室检查、生命体征评估

安全性。 

    结果  对于 GAD 的治疗在研究的各个访视点

九味镇心颗粒的疗效与帕罗西汀相当（P＞0.05）。两

组缓解率（53.7% vs 43.7%）和有效率(78.9% vs 

79.3%)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91 例受试

者发生了 AE，其中九味镇心颗粒组 35 例(34.3%),帕

罗西汀组 56 例 (53.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7.97,P＜0.01）。70 例发生 ADR，其中九味镇

心颗粒组24例为（23.5%），帕罗西汀组56例（53.8%），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9.84,P＜0.01）。 

    结论  对于 GAD 的治疗九味镇心颗粒疗效与

帕罗西汀相当，安全性及耐受性优于帕罗西汀。 

 

 

 

不恰当体验（NJREs）在强迫障碍中的研究进

展 

 

陈达宁 3 杨祥云 1,2 李占江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2）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首都医科大学 

3）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强迫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临床表现复杂多变，具有不同的动机维度。 

“逃避伤害”和“不恰当体验（not just right experiences, 

NJREs）”（或者不完整的感觉）是 OCD 的两大核心

动机。国内对 NJREs 的重视相对不足，本综述旨在

复习回顾 NJREs 的概念、临床评估及其相关机制，

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我国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依

据。 

    方法  通过检索电子数据库包括 PubMed、Web 

of Science、CINAHL 等， 共检索到 45 篇论文，对

OCD 患者 NJREs 的评估、临床特征及可能的神经、

心理、生物学基础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研究表明 NJREs 在 OCD 患者中广泛存

在，特别与对称/精确维度相关。现有评估 NJREs 的

工具包括：不恰当体验问卷修订版、不恰当感敏感

性量表、基于图片的 NJREs 测量方法等。存在突出

NJREs 的 OCD 患者，往往有更严重的强迫症状、更

差的自知力，对认知行为治疗表现出反应不良。有

限的研究提示 OCD 患者 NJREs 的发生具有特定的

神经生物学基础，可能与感觉反应敏感度、错误加

工功能异常有关。同时，大脑错误加工网络、感觉运

动和情绪网络的处理脑区的功能和结构异常可能是

其重要的神经基础。 

    结论  综上研究表明 NJREs 普遍存在于 OCD

患者，其严重程度不仅与 OCD 症状密切相关，还与

治疗效果有关，对 OCD 发生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全

面理解 NJREs 在 OCD 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可为

深入探索 OCD 病因及病理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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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培训护士心理弹性强度与焦虑和抑郁

的现状调查 

 

赵萌 1 向淼 1 王璐瑶 1 周波 1,2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

医学中心 

2）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身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了解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护士

工作压力与心身健康状况，分析影响规培护士焦虑

和抑郁的相关因素，为制定规培护士心理问题防治

提供对策依据。 

    方法  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与四川省精

神医学中心联合，对成都市三甲医院规培护士群体

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以问卷星为工具，采用自

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规培护士的基本资料。采用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对规培护士的坚韧性、力

量性、乐观性三个维度进行测评，分数越高，表明心

理弹性越好。采用广泛性焦虑自评量表（GAD-7）和

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评估焦虑和抑郁状态。使

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的统计方法。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220 份。心理弹性量表平

均分为（55.90±14.84），三个维度得分分别为坚韧性

（ 17.65±5.05），力量性（ 19.65±5.06），乐观性

（8.42±2.90）。GAD-7 平均分为（7.13±4.54），PHQ-

9 平均分为（8.05±5.47）。检出轻度焦虑 99 例

（45.00%）、中度焦虑 43 例（19.55%）、重度焦虑 14

例（6.36%），检出轻度抑郁 84 例（38.18%）、中度

抑郁 40 例（18.18%）、中重度抑郁 24 例（10.91%）、

重度抑郁 6 例（2.73%）。心理弹性与焦虑（r=－0.551）

和抑郁（r=－0.586）成中等负相关，其中坚韧性维

度与焦虑（r=－0.526）和抑郁（r=－0.563）成中等

负相关，力量性维度与焦虑（r=－0.496）和抑郁（r=

－0.518）成中等负相关，乐观性维度也与焦虑（r=

－0.469）和抑郁（r=－0.503）成中等负相关。焦虑

和抑郁成强正相关（r=0.795）。 

    结论  规培护士工作压力大，心理弹性水平低

于国内常模。同时，规培护士的心理弹性水平与焦

虑和抑郁密切相关。医院和有关部门应加大对规培

护士的心理疏导，规培护士自身也应当积极提高心

理弹性水平，尽量减少焦虑和抑郁情绪。 

 

 

 

Biofeedback Trai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nsomnia: A Random-

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Colleg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王菲 1 刘荣勋 2 王宁 1,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脑科医院 早期干预科 

2）新乡医学院研究生处 

 

    Objectiv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highly 

prevalen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ffective, non-phar-

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are needed in a college men-

tal health setting.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efficacy 

of biofeedback training on depression and insomnia-re-

late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conducted within colleg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 sam-

ple of 151 college students with insomnia and depres-

sion was randomly assigned to either the biofeedback 

intervention (n=76) or the waitlist group (n=75). Inter-

vention training was conducted over a 4-week span 

(three sessions per week) with accompanying baseline 

and post-intervention assessments. Primary outcomes 

were depression severity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9 (PHQ-9)] and insomnia severity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ISI).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examin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ce in the scores 

of PHQ-9 and ISI betwee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wait-

list group in the pre-intervention. After 4 weeks of inter-

vention, participants in biofeedback training group 

ma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on the PHQ-9 and ISI, 

compared to waitlist group. Biofeedback training partic-

ipants decreased PHQ-9 and ISI scores from pre to post-

intervention but not waitlist participants. 

    Conclusion  Biofeedback training can alleviate 

depression and insomnia symptoms among college stu-

dents. It may be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college mental health in access to 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730 

Dguok 缺失介导线粒体功能失调 

 

曾勇 1 王兴顺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玉溪市人民医院） 

 

    目的  Dguok 是基因组编码的线粒体定位的脱

氧鸟苷酸激酶，该酶是嘌呤脱氧核糖核苷酸补救合

成通路中的限速酶，在保持线粒体三磷酸脱氧核糖

核苷酸库的稳定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Dguok 的

缺失或者突变将影响线粒体 DNA 的复制并最终影

响线粒体的功能，而线粒体是生命体的能量中心，

对于所有高等生命形式至关重要，本试验初期发现

Dguok 缺失的小鼠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脑部线

粒体形态发育异常，我们将探索 Dguok 缺失是否对

小鼠的学习认知有影响，是否产生焦虑等行为。 

    方法  采用 CRISPR/Cas9 技术我们成功构建了

Dguok 基因缺失小鼠，我们用 60 只小鼠，分成野生

型，Dguok（+/-），Dguok（-/-）三组，每组 20 小鼠

进行 Y 迷宫，旷场试验检测小鼠的认知，高架十字

迷宫，糖水偏好实验检测小鼠的焦虑，巴恩斯迷宫

实验检测动物的空间参考记忆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 

    结果   经 Y 迷宫，旷场试验检测我们发现

Dguok 基因缺失小鼠运动功能弱于野生型小鼠，在

高价十字迷宫实验中，相较野生型小鼠，Dguok 基

因缺失小鼠入开放臂的次数占总入臂次数的百分比

及在开放臂停留时间占总时间的百分比均显著性减

少。野生型小鼠和 Dguok 基因缺失小鼠在巴恩斯迷

宫实验中连续 4 天的训练，第 5 天进行检测各项指

标均未见显著性差异。在小鼠行为检测的各项指标

中野生型小鼠行为与 Dguok（+/-）型小鼠没有显著

性差异。 

    结论  相较野生型小鼠，Dguok 基因缺失小鼠

有运动功能障碍，同时还伴随有焦虑样行为，但没

有认知障碍，适当的运动能改善 Dguok 基因缺失小

鼠的这些行为障碍。 

 

 

 

抑郁症患者楔前叶功能连接与抗抑郁药物早

期疗效相关性分析 

 

肖洪奇 1 袁敏兰 1 张伟 1 邱昌建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基线楔前叶功能连接

（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 与抗抑郁药物早期疗

效的关系。 

    方法  共纳入 47 例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

郁症患者，在基线采集抑郁症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

振数据，然后接受两周的艾司西酞普兰或者度洛西

汀治疗，采用抑郁症状快速自评量表（16-Item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Self-Report，

QIDS-SR16）在基线及两周评估患者的抑郁症状严

重程度，根据两周时 QIDS-SR16 减分率是否大于 20%

将患者分为早期改善组（27 例）及未改善组（20 例）。

以双侧楔前叶为种子点进行基于体素的功能连接分

析，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头动参数作为协变

量，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早期改善组与未改善

组基线楔前叶功能连接差异。将有差异的功能连接

值与抑郁症组两周时QIDS-SR16减分率进行相关分

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

teristic, ROC）曲线确定有差异的功能连接对早期疗

效的区分效能。 

    结果  早期改善组左侧楔前叶与左侧中央前回、

右侧楔前叶与右侧梭状回功能连接显著高于未改善

组（GRF 矫正，体素水平 P ＜0.001，团块水平 P ＜

0.01），相关分析发现抑郁症患者左侧楔前叶与左侧

中央前回 FC 值（r=0.475, P =0.001）、右侧楔前叶与

右侧梭状回 FC 值（r=0.297, P =0.043）均与两周时

QIDS-SR16 减分率呈正相关。ROC 分析发现左侧楔

前叶与左侧中央前回功能连接区分早期疗效的

AUC 值为 0.859，最佳阈值为 0.049，敏感度为 0.889，

特异度为 0.850，右侧楔前叶与右侧梭状回功连接连

接区分早期疗效的 AUC 值为 0.815，最佳阈值为

0.254，敏感度为 0.778，特异度为 0.750。 

    结论  抑郁症患者基线时更高的左楔前叶与左

中央前回、右楔前叶与右梭状回功能连接与两周抗

抑郁药物治疗后的早期改善有关，楔前叶功能连接

可能是预测抗抑郁药物早期疗效的影像学指标。 

 

 

 

在 GAD 临床试验中探索 HAMA 评分的基

线和早期变化作为对坦度螺酮治疗反应的预

测指标 

 

张宸韬 1  

1）上海市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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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服用枸橼酸坦度螺酮的焦虑症患者，以

HAMA 总分 2 周下降 50%能否预测 6 周后 HAMA

总分下降 50%，并探索 HAMA 量表中哪些因子对预

测贡献度最大。 

    方法  计算 HAMA 总分 2 周下降 50%预测 6

周后 HAMA 总分下降 50%的预测成功率和正向成

功率。并将患者按轻重程度分层，计算预测预测成

功率和正向成功率。以 HAMA 总分 6wk 是否下降

50%为因变量，考虑 HAMA 量表中各因子 2wk 是否

下降了 25%，HAMA 基线评分作为自变量，采用逐

步回归的方法进行 Logistic 建模。 

    结果  方法一直接以 HAMA 总分 2wk 是否下

降 25%，预测 6wk 能否下降 50%的成功率可达 75%

以上（60mg 组 78.83%，30mg 组 75.18%）。其中正

向预测成功率，即观测到 HAMA 总分 2wk 下降 25%

来预测 HAMA 总分 6wk 下降 50%事件发生的成功

率达到80%左右（60mg组85.88%，30mg组79.49%）。

将基线HAMA总分的50%分位数 25分作为分界线，

按轻重度分层，对于轻度患者（基线 HAMA 总分＜

25 分），预测成功率（60mg 组 86.67% ，30mg 组

78.67%）和正向预测成功率（60mg 组 95.74%，30mg

组 94.23%）均有所上升。逆向预测成功率（60mg组）

对于重度患者（基线 HAMA 总分≥25 分），预测成

功率（60mg 组 72.73%，30mg 组 70.97%）和正向预

测成功率（60mg 组 73.68%，30mg 组 50%）均有所

下降，而逆向预测成功率有所上升。方法二，对

HAMA 总分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于 60mg 组

而言，HAMA 基线和 2 周是否下降 25%都对 6wk 是

否下降 50%有显著的影响。其中 2wk 下降 25%的患

者，要比未下降 25%的患者，在 6wk 发生 50%下降

的概率高出 6.879 倍。HAMA 基线总分平均每升高

一分，6wk 下降 50%的概率就下降 7%，C 统计量的

值为 0.867。对于 30mg 组而言，其中 2wk 下降 25%

的患者，要比未下降 25%的患者，在 6wk 发生 50%

下降的概率高出 6.934 倍。HAMA 基线总分平均每

升高一分，6wk 下降 50%的概率就下降 14%，C 统

计量为 0.892。 

    结论  服用枸橼酸坦度罗酮的患者可直接以

HAMA 总分 2wk 下降 25%来预测 6wk 下降 50%的

成功率有 75%，且应重点关注 HAMA 量表中的‘’精

神焦虑‘’因子和‘’躯体性焦虑‘’因子。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电针治疗社交恐惧症的疗

效和安全性研究 

 

李界兴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观察艾司西酞普兰联合电针治疗社交恐

惧症的临床疗效，并对其安全性作出评价。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本院收

治的社交恐惧症（SP）患者 64 例为研究对象。将 64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2 例，对照组采

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组采用艾司西酞普兰联

合电针治疗，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进行疗效评价

及对比。 

    结果  两组治疗前 HAMA 与 SAS 评分组间未

见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评分均较治疗前

显著降低(P<0.05)，且组间比较观察组 HAMA 与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治疗前 SAS 评分平均水平基本相当(P>0.05)；

治疗后两组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且组间比

较观察组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治疗后观察组临床痊愈 8 例，显著好转 14

例，好转 5 例，治疗有效率为 84.4%；对照组临床痊

愈 3 例，显著好转 10 例，好转 6 例，治疗有效率为

59.4%，组间比较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出现口干 1 例、

失眠 1 例、嗜睡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4%；对

照组出现嗜睡 2 例、头痛 2、口干 1 例，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 15.6%，组间比较差异未见显著性差异

(χ2=0.571，P=0.450)。 

    结论  使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电针治疗社交恐

惧症与单纯使用药物相比，临床效果更佳，且安全

性较高，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的发生，对

于 SP 的长期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饮食行为的大学生心理问题筛查与情绪

分析 

 

孙译徽 1,4 张锡哲 1,2 王菲 1,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早期干预课科，南

京 2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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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南京

211166； 

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沈阳

110000； 

4）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沈阳 110167； 

 

    目的  通过分析大学生在食堂刷卡的饮食记录，

寻找饮食与情绪存在的联系，实现针对心理问题的

筛查与预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高校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 

    方法  本文利用新冠期间，某高校学生 2019 年

4 月-10 月及 2020 年 9 月-12 月的在校食堂的饮食记

录，分别统计了每个人在工作日和周末，与饮食相

关的行为特征（包括三餐频率、三餐花费、三餐时间

等）；并利用收集的量表分数进行数据分析，计算出

不同人群在饮食习惯方面的差异性，通过分类模型

预测抑郁等级。 

    结果  T 检验结果显示，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问

题的群体在三餐的特征指标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

差异（p 值小于 0.05），ANOVA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男性在有无心理问题群体之间展示出的饮食特征的

组间差异性明显小于女性；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

观察到类似抑郁、焦虑等情绪是与饮食习惯相关联

的；例如抑郁分数与工作日午餐时间的相关系数为

0.38，焦虑分数与周末午晚餐间隔时间的相关系数

为 0.36，与工作日午晚餐间隔时间的方差（波动程

度）的相关达到 0.48。通过饮食特征预测无抑郁及

有抑郁状态，经过五折交叉验证的的二分类准确率

为 0.64，召回率为 0.71。 

    结论  以上发现表明，通过监控饮食行为实现

对抑郁情绪的早期发现是可行的，继续挖掘饮食习

惯对情绪波动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The Influence of GAD1 Gene and GMV on PD 

 

吴慧琴 1 王纯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testing that 

the The influence of GAD1 gene methylation and gray 

matter volumes on panic disorder. 

    Methods  Promoter methylation within the gene 

encoding for GAD1 was measured in PD(n=24), and el-

igible Healthy controls (HCs)(n=22). Cytosine-phos-

phate-guanine (CpG) regions and sites for analysis were 

used 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GMV. 

    Results  We reported that a significantly de-

creased level of methylation of  CPG7 island of GAD1 

gene promoter was detected in P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Cs and associated with the panic symptom sever-

ity.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 is left PCG GMV medi-

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s171674146 methylation 

and clinical symptoms, and we found a significant par-

tial mediation effect of right AG GMV i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rs171674146 methylation and clinical 

symptoms. 

    Conclusion  The study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effects of GAD1 rs171674146 methylation on PD sever-

ity are mediated through AG GMV and PCG GMV. 

 

 

 

生物反馈联合心理护理治疗焦虑症临床疗效

观察 

 

高建梅 1  

1）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生物反馈联合心理护理治疗对焦虑

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2020 年 01 月-2020 年 12 月收

治的 89 例焦虑症患者，以随机数表法分为试验组

（45 例）和对照组（44 例），对照组给予心理护理

而试验组在心理护理基础上联合生物反馈治疗。治

疗 4 周后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评估两组疗效 

    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93.3%），明显高于

对照组（8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前和干预 1 周后两组 HAM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第 2、4 周试验组 HAMA 评

分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生物反馈联合心理护理治疗焦虑症效果

优于单纯心理护理，值得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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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协作组 

 

喹硫平缓释片致不宁臂综合征 1 例 

 

袁伊雯 1,2 兰正欢 3 邓君凤 1,2 欧颖 1,2 李喆 1,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2）四川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3）峨眉山市精神病医院 

 

    目的  不宁臂综合征（Restless Arms syndrome，

RAS）是不宁腿综合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RLS）

的上肢变异疾病，主要以上肢深部不适感及活动患

肢的欲望为特征。抗精神病药物已被报道可导致不

宁腿综合征的发生，但以手臂不适感作为唯一症状

的不宁臂综合征国内外鲜有报道。本文就 1 例精神

分裂症患者在使用喹硫平缓释片后出现的 RAS 进

行报道。 

    方法  患者，男，33 岁，因“言行紊乱 9+年，

加重 2+月”入院。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给予氨

磺必利片 0.3g bid 控制精神症状，喹硫平缓释片为

50mg qn 改善睡眠，安坦 2mgbid 改善锥体外系反应。

入院时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总分 31 分，评分为焦虑抑郁因子 5

分，缺乏活力因子 15 分，思维障碍因子 5 分，激活

性因子 3 分，敌对猜疑因子 8 分。 

    结果  患者服药第三天出现夜间睡眠差，会突

然坐起来，挥动手，表情难受，患者诉双侧手臂有说

不出来的不舒服感觉，抖动后会舒服，否认双下肢

不适。误诊为睡眠较差以及锥体外系反应，继续加

用喹硫平缓释片至 100mgqn，安坦 2mgtid，后手臂

不适症状加重。整夜睡眠呼吸监测提示：轻度阻塞

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其中整夜睡眠中单

次腿动共 10 次，腿动指数 1.2 次/小时。日间多次

小睡平均睡眠潜伏期正常，为 19 分 45 秒，未见 REM

期睡眠。转铁蛋白 2.29g/l（参考范围：2.5-4.3g/l），

抗内因子抗体测定 1.07AU/ml（参考范围：1.20-1.53g 

/l）。停用喹硫平缓释片后手臂不适消失。出院时简

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评分为总分 22 分，焦虑抑郁因子 4 分，缺

乏活力因子 8 分，思维障碍因子 3 分，激活性因子

3 分，敌对猜疑因子 4 分。出院后随访 1 月，精神症

状控制稳定，未再诉夜间睡眠过程中手臂有不适感

觉。 

    结论  仅以上肢不适症状表现的 RAS 容易被

漏诊和误诊，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引起重视。精神

科医生在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时，应考虑到 RAS 的可

能性。做到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并发现潜在的风险

因素，以便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

ing Style, and Perceived Stress Among Medi-

cal Staff and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 

 

Zhe Li1,2, Xin Yi3, Mengting Zhong4, Zhixiong Li5, 

Weiyi Xiang6, Shuang Wu4, Zhenzhen Xiong4  

1）Mental Health Center,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2）Sichuan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3）School of Nursing,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4 ） School of Nursing,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China 

5）The Third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Kara-

may Municipal People's Hospital, Karamay, Xinjiang, 

China 

6）The West China College of Medicine, Sichuan Uni-

versity, Chengdu, China 

 

    Objective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im-

pact that may contribute to a rise in mental health prob-

lems.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better underst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among medical staff and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the early epidemic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

ducted online from February 2-14, 2020. We collected 

gener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Respondent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Kessler-6 Psycho-

logical Distress Scale (K6),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 an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factors in-

fluencing psychological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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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  528 respondents returned valid ques-

tionnaires. Medical staff and Medical students scored 

averages of 6.77±5.04,15.48±8.66 on the K6, 

37.22±11.39, 22.62±11.25 on the SSRS and 18.52±7.54, 

28.49±11.17 on the PSS respectively. Most medical 

staff (279, 91.77%) and 148 medical students (66.07%) 

showed a positive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per-

ceived stress, hours spent watching epidemic-related in-

formation per day and frequency of epidemic-related 

dreams were identified as factors influencing psycho-

logical distress among medical staff and medical stu-

dents. Coping style emerged as a determinant of psycho-

logical distress among medical staff. 

    Conclus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 medical staff and medical students 

were at moderate to high risk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de-

signed to strengthen social support, reduce perceived 

stress and adopt a positive coping style may be effective 

at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aff and 

medical students. 

 

 

 

Transitory Restless Arms Syndrome in A Pa-

tient with Antipsychotics and Antidepressants: 

A Case Report 

 

陈娟 1,2 孟娜 1,2 曹秉容 1,2 叶应华 1,2 欧颖 1,2 李喆
1,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2）四川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Objective  Restless arms syndrome (RAS) is 

characterized by uncomfortable aching or burning sen-

sations in the arms. RAS is regarded as an upper limb 

variant of 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 The lack of 

specific diagnostic criteria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cog-

nize the RAS. Therefore, RAS is usually neglec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Moreover, when a patient was diag-

nosed with RAS, the adjustment of medication was the 

first choice for doctors, which may mak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unstable. We reported a case that RSA spon-

taneously remitted without medication adjustment. 

    Methods  A 33-year-old woman was diagnosed 

with schizophrenia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She 

also had no family history of psychiatric or neurological 

illness.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imaging diagnosis 

showed no abnormalities. Starting with 0.6 g/d amisul-

pride, 0.1 g/d quetiapine, 75 mg/d venlafaxine sus-

tained-release tablets, the patient reported a lack of ex-

pected daytime sleepiness and symptoms of RAS (itch-

ing arms) on the fourth day since the latest hospitaliza-

tion. When she rested, the itch worsened. In contrast, the 

itch could be relieved when she moved her arms. There 

was no rash, redness, swelling or pain on the arms. She 

did not report any discomfort in the legs. A nocturnal 

polysomnogram showed excessive periodic leg move-

ments (limb movement index, 9.1/h; Periodic limb 

movement index,6.0/h). 

    Results  She was diagnosed with RA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RLS Study Group Criteria. On the 

fifth day, the patient reported remission of itch in her 

arms without adjusting the medication. She did not 

complain of itch on the arms again in the ward and the 

half-year follow-up period. 

    Conclusion  This case suggests that psychiatris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AS when using antipsychotics 

and/or antidepressants. Moreover, RAS may be transi-

tory. When a patient manifests RAS, observation may 

be one choice instead of an immediate medication ad-

justment. 

 

 

 

Hiccups Induced by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in An Adolescent with Olfac-

tory Reference Disorder: A Case Report 

 

李喆 1,2 袁伊雯 1,2 邓君凤 1,2 李潇 3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2）四川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3）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Objective  Hiccup can cause significant distress 

to patients and affect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dividu-

als with olfactory reference disorder (ORD) who m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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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persistent hiccups when treated with a combi-

nation of antidepressant and antipsychotic, leading to 

significant distress and impairment. 

    Methods  In this case, we report a rare case of an 

adolescent with ORD who was 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and who began to hiccup per-

sistently after 6 days on this treatment. 

    Results  The patient stopped hiccupping after the 

aripiprazole had been suspended for 12 h. After dis-

charge, the patient continued on sertraline alone and re-

ported no hiccupping at one-month follow-up. 

    Conclusion  Clinicians should consider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aripiprazole and sertraline can induce 

hiccups during the acute administration period in ado-

lescents with ORD.Further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clar-

ify the role of sertraline alone and combined with ari-

piprazole in triggering persistent hiccupping in patients 

with ORD, as well as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中小学生情绪障碍及自杀自伤问题流行病学

研究 

 

艾明 1 况利 1 张琪 1 徐小明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中小学生情绪障碍及自杀自伤问题逐年

加重，严重影响青少年心身健康、家庭和谐及社会

稳定，本研究希望对重庆市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及自

杀自伤等心理问题进行流行病学研究，为后期的中

小学生情绪障碍及自杀自伤的预警及危机干预做前

期工作 

    方法  本研究使用重庆医科大学研发的“重医

心理”智能云系统，对重庆市某区所有的中小学校学

生心理测评相关工作。包含高中、初中及小学 80 所，

共计 124614 人。其中小学 56 所，共计 60161 人。

初中 22 所，共计 33744，高中 9 所，共计 22709 人。

职业高中为重庆立信职教中心 1 所，共计 8000 人。

每年的 9 月份对所有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为

每所学校建立全校学生全覆盖的心理健康档案，连

续测评及随访 3 年，收集本项目中小学研究需要的

心理健康测评及预警模型相关的数据，并建立“重庆

市中小学生情绪障碍及自杀自伤数据库”。 

    结果  共 80 所小学、初中、高中（包含 1 所职

高），根据自愿原则和学生认知情况（1-3 年级学生

因理解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限制未参加现阶段测评，

实测 77 所学校，共 65283 人参加了本次心理普测。

其中小学 31312 人，占 48.0%，初中 17816 人，占

27.3%。高中 16155 人，占 24.7%。小学存在抑郁症

状 5600 人，占比 9.31%；初中、高中存在中度抑郁

及以上的4266人，占比12.56%；存在自伤行为10373

人，占比15.89%；与父母关系差1048人，占比1.61%，

独生子女 28780 人，占比 44.08%；在学校被欺负

3175 人，占比 4.86%。 

    小学总体较为突出问题表现在抑郁症状，检出

率为 9.31%，低于国内已有文献报道数据，与社会文

化环境、学习压力、家庭关系融洽关系密切。将重点

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筛查结果进行对比发现，除学习

压力外，非重点学校在抑郁症状检出率、自伤行为

检出率、校园霸凌发生率、手机使用率、与父母矛盾

发生率等维度均高于重点学校。 

    结论  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

重，自杀自伤行为发生频繁。未来政府部门需要进

一步关注，制定相关的政策，研发针对中小学生的

自杀自伤早期预警模型，提高自杀自伤的早期识别

率、预警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并进一步通过实施“医

院-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综合心理干预，期待能有

效地降低中小生自杀自伤的发生，进而提升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水平。 

 

 

 

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临床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

研究 

 

刘不凡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情绪调节、冲动、

攻击等临床特点在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

sonality disorder，BPD）与健康青少年之间的异同及

其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于 2020 年 10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开展，共纳入患有 BPD 青少

年女性患者 78例，纳入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 51例。

由两名精神科主治医生采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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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S)、巴瑞特冲动人格问卷（BIS）、Buss 和 Perry

攻击问卷（AV-CQ）评估情绪调节、冲动、攻击因素。

数据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计

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影响 BPD 患病的因

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统计结果 P <0.05 代表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 

    结果   BPD 患者在 DERS[(120.67±19.606)与

(80.65±20.009),t=11.234,p ＜ 0.05] 、 AV-

CQ[94.5(78.75,110.25)与 53(43,65),z=-7.732,p＜0.05]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虽然在 BIS 总分无显著

性差异，但 BPD 患者在运动冲动性[32.5(28,38)与

19(15,25),z=-7.7351,p＜0.05]高于健康对照组，而认

知冲动性[(27.38±7.671)与(31.45±8.237),t=-2.859,p＜

0.05]、无计划冲动性 [22.5(18,31)与 31(24,39),z=-

4.181,p＜0.05]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策略使用

(OR=0.641 95%CI:0.478-0.860)是患 BPD 的主要影

响因素。 

    结论  策略使用困难是青少年女性患 BPD 的

危险因素，应早期识别和干预。 

 

 

 

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独生女与非独生女情

绪特点的比较及影响因素 

 

任若佳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比较伴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独生女与

非独生女的情绪特点及相关因素。 

    方法  纳入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河北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伴有非自杀

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行为的 66 名

青少年女性患者，其中有 6 名因资料不全被排除，

问卷包括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渥太华自伤量表

（OSI）、童年期创伤问卷（CTQ-SF）、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情

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ASLEC），根据一般情况调查表里的是否为独生女

分为独生女组(n=20)和非独生女组（n=60）。数据采

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及非参数

检验，采用线性回归进行相关因素的分析。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60 例患者中 20 例（33.3%）为独生女，

40 例（66.7%）为非独生女。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显示独生女组与非独生女组在自伤频率、自伤方式

方面无显著差异，在 HAMA 总分（p=0.019），DERS

总分（p=0.042），ASLEC 总分(p=0.017)上有显著差

异且有统计学意义，在 HAMD 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p=0.124）。独生女组与非独生女组在人际关系

（ p=0.006）、学习压力（ p=0.025）、情绪理解

（p=0.024）、冲动控制(p=0.041)方面有显著差异。采

用线性回归分析影响焦虑程度的因素，发现冲动控

制（p=0.03）、健康适应（p=0.07）与焦虑程度明显

相关。 

    结论  在伴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女性

中，非独生女较独生女有着更高的焦虑水平，焦虑

水平高的因素与冲动控制能力、健康适应能力、人

际关系及学习压力大等因素相关。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Profile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Ling Sun1,2, Xueyi Wang1  

1）Mental Health Centre , 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2）Children’s Hospital of Hebei Province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genes and 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Methods  Firstly, the DNA methylation profile of 

patients with ASD was downloaded from the Gene Ex-

pression Omnibus database (GEO) data set. Secondly,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genes were identified, fol-

lowed by functional analysis. Thirdly, GSE109905 data 

set was used for methylation validation and diagnostic 

analysis. Fourthly,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was used to val-

idate the expression of core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genes in vitro. Finally,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work of core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genes. 

    Results  A total of 74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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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 were identified in ASD, including 38 hypermeth-

ylated genes and 36 hypopethylated genes. 15 differen-

tially methylated genes were further identified after val-

idation in the GSE109905 data set. Among which, 

HLA-DQA1 was involved in molecular function of 

MHC class II receptor activity; HLA-DRB5 was in-

volved in the signaling pathways of cell adhesion mole-

cules, Epstein-Barr virus infection and antigen pro-

cessing and presentation. In the PPI analysis, the inter-

action pairs of HLA-DQA1 and HLA-DRB5, FMN2 

and ACTR3, and CALCOCO2 and BAZ2B were iden-

tified. Interestingly, FMN2, BAZ2B and HLA-DRB5 

had a potential diagnostic value for patients with ASD. 

    Conclusion  Identified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genes and enriched signaling pathway could be in-

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D. 

 

 

 

酒精使用障碍男性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周子璇 1 王岚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酒精使用障碍(AUD)是一种慢性复发性

脑病，具有高负担率、高死亡率等特点。目前 AUD

的病理机制尚不明确，相关临床研究报告较少。因

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 AUD 患者的临床特征，探讨

AUD 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开展，

共纳入 1231 人，包括 176 例非饮酒人群，556 例正

常饮酒人群，411 例酒精滥用患者及 88 例酒精依赖

患者。根据 DSM-IV 对患者进行诊断。回顾性收集

患者的基本信息、生理性指标、实验室指标。定量数

据以 x ̅±s 表示，定性数据以 n（%）表示。符合正态

分布的数据用 ANOVA 检验，定性数据用 X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4 组人群在年龄(F=9.227, P＜0.001)上有

差异 ,且非饮酒组 (38.24±11.31 岁 )较正常饮酒组

(34.18±8.91 岁，P＜0.001)和酒精滥用组(36.24±9.95

岁，P=0.023)年龄大。组间在舒张压、体重指数方面

均存在差异(F=3.787, P=0.01；F=3.798, P=0.01)。其

中酒精滥用组(82.72±11.79mmHg)的舒张压比非饮

酒组 (80.47±10.63mmHg，P=0.041)、正常饮酒组

(80.14±12.88 mmHg，P=0.001)高；酒精滥用组的体

重指数 (25.44±7.65) 比正常饮酒组 (24.02±6.46，

P=0.001) 高。谷草转氨酶、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

白在组间有差异(F=3.155, P=0.024；F=4.225, P=0.006；

F=6.393, P＜0.001)。其中酒精滥用组的谷草转氨酶

(25.18±7.95 U/L)比正常饮酒组 (23.25±7.95 U/L，

P=0.005) 高，酒精滥用组(4.76±1.01 mmol/L，P＜

0.001)和酒精依赖组(4.75±0.99 mmol/L，P=0.031)的

总胆固醇比正常饮酒组(4.48±0.89 mmol/L) 高。酒精

滥用组( 1.30±0.40 mmol/L，P=0.001)和酒精依赖组

(1.33±0.32 mmol/L，P=0.003)的高密度脂蛋白比非饮

酒组(1.19±0.26  mmol/L)高。其余实验室指标未见

明显差异(P＞0.05)。 

    结论  AUD 患者可能存在循环系统、肝脏功能

及血脂代谢失调。 

 

 

 

边缘型人格障碍与抑郁障碍非自杀性自伤特

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赵天宇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青少年女性 NSSI

行为在 BPD 与抑郁障碍之间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于 2020 年 10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开展，共纳入伴有 NSSI 行为

的青少年女性患者 90 例，其中包括 BPD 患者 52 例

和抑郁障碍患者 38 例，纳入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 51

例。由两名精神科主治医生采用渥太华自伤量表和

儿童期创伤问卷评估自伤特点和创伤因素。数据采

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影响 NSSI 频率的因素进行

线性回归分析。统计结果 P <0.05 代表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 

    结果  两组常见的自伤部位是下臂/腕部、头面

部、手，最常用的自伤方式为切割、搔抓、啃咬、击

打。与抑郁障碍组相比，BPD 患者的自伤次数[34

（10.5，62）与 15（6，56），Z=-2.017，P <0.05]、

自伤方式[4（2，6）与 2.5（2，4），Z=-2.154，P <0.05]、

自伤成瘾性[（14.21±6.69）与（10.58±5.35）分,t=-2.764，

P <0.05]明显高于抑郁障碍组。两组自伤起始年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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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部位无显著差异。BPD 组和抑郁障碍组在情感

虐待（Z =-5.710，P <0.05）、情感忽视（Z =-3.177，

P <0.05）、躯体虐待（Z =-4.241，P <0.05）等创伤事

件评分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情感虐待（B=6.688,β=0.398，

R2=0.251, ∆R2=0.206, P <0.05）和躯体虐待（B=-

8.779，β=0.-0.280，R2=0.251, ∆R2=0.206,P <0.05）

是 NSSI 频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童年期创伤是青少年患者频繁 NSSI 的

危险因素；青少年女性 BPD 的自残次数、自残方式

和自残成瘾性明显高于抑郁障碍患者，应早期识别

与干预。 

 

 

 

岛叶-中央前回通路在广泛性焦虑障碍发病机

制中的作用 

 

李伟 1 李惠 1 崔慧茹 1 庞娇艳 2 胡强 1 蒋江灵 1 王

继军 1 李春波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

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2）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目的  既往研究发现岛叶作为内感知觉皮层，

在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的“自下而上”情绪调节

异常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岛叶的神经连接丰富，

因此其具体神经机制尚未明确。因此本研究通过比

较截断面以及干预前后 GAD 静息态脑影像改变，探

索岛叶在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对 52 例 GAD 患者及 52 例健康对

照的基线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s-fMRI）数据以及 22

例文拉法辛干预 8 周前后的随访 rs-fMRI 数据比较，

探索 GAD 患者全脑低频振幅比率（fALFF）及以岛

叶为感兴趣区功能连接（FC）的差异及改变，并与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以阐明功能异常的临床意义。 

    结果  以 fALFF 为效应指标，发现 GAD 组在

基线时点较对照组在双侧舌回、双侧枕中回、左侧

中央后回激活减弱(FDR correction, P<0.05)，左侧中

央后回的激活程度与 HAMA 量表心理维度得分呈

正相关(r=0. 293, p=0.037<0.05)；右侧中央前回在 8

周末较基线的时间效应与组别效应间具有交互作用

(FDR correction, P<0.05)，且减低程度与 HAMA 量

表 心 理 维 度 的 减 分 值 呈 正 相 关 （ r=0. 55, 

p=0.022<0.05）。以岛叶前部为感兴趣区，通过基线

时点的组间比较发现 GAD 组右侧岛叶前部与同侧

中央前回的功能连接显著增强 (FDR correction, 

P<0.05)；将 8 周末数据与基线时点功能连接的差异

进行比较，发现组别与时间交互作用的脑区为右侧

壳核(FDR correction, P<0.05)。 

    结论  中央前回不仅参与躯体运动功能，同时

也参与焦虑情绪的表达过程；而岛叶-中央前回通路

在 GAD 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后可能作为焦

虑改善程度的生物标志物。 

 

 

 

Attitudes of Psychiatric Undergraduates To-

wards Psychiatry at The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李晓 1 艾明 1 何静澜 1 甘窈 1 陈晓鹭 2 张琪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一分院 

 

    Objective  The authors aim to determine the atti-

tudes of psychiatric undergraduates towards psychiatry 

at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Methods  The study design was cross-sectional. 

Self-administered sociodemographic and the Attitudes 

Toward Psychiatry-30 items (ATP-3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sequentially to five grades medical stu-

dents. 

    Results  Valid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369 stu-

dents (response rate 87%), of which 106 were males 

(28.7%). Of the 369 students who responded to all the 

ATP-30 items, about 39% of the students reported gen-

erally unfavorable attitudes toward psychiatry, 54.5% 

held favorable attitudes, and 6.5% were undecided. 

More females than males reported favorable attitudes to 

psychiatry (56.7% to 49%). Nearly 54.5% of the stu-

dents had overall favorable attitudes toward psychiatry 

and 80.8% considered psychiatry as a potential career 

choice. 5.1% reported that they would not choose psy-

chiatry as a career while the remaining 14.1% were not 

dec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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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sion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good ex-

pectations for psychiatry, but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In the later stage, further re-

search is needed to find relevant factors. 

 

 

 

心理弹性对DBT治疗青少年和年轻成年女性

抑郁症患者的调节效应分析 

 

胡希文 1 来燕红 1 尹肖雯 1 韩金芳 1 朱蓓英 1 谭忠

林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许多证据表明辩证行为疗法（DBT）对

女性抑郁症患者有较好的疗效，尤其能改善青少年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但鲜有研究探索心理弹性在辩

证行为疗法中的调节效应。本文目的在于分析心理

弹性在辩证行为疗法治疗青少年和年轻成年女性抑

郁患者的调节效应。 

    方法  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收集 38 例 14-24

岁女性抑郁症患者，评估每个患者基线的 SAS、SDS、

SIOSS 和心理弹性量表。在接受 3 次/周，连续 3 周

的 DBT 治疗后，评估再次评估 SAS、SDS、SIOSS

和心理弹性量表。采用配对 T 检验分析 SAS、SDS、

SIOSS、心理弹性治疗前后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基线心理弹性量表得分与 SAS、

SDS、SIOSS 治疗前后分值变化的相关情况。 

    结果   38 例女性患者在治疗前后的 SAS

（ 54.5±16.3 ＆ 46.6±15.0 ）、 SDS(64.5±16.7 ＆

49.3±15.0)、SIOSS（13.3±6.3＆7.7±5.4），心理弹性

（45.3±20.5 ＆58.0±20.7）得分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1）。基线心理弹性得分与 SDS（r=-0.40，

p=0.01）、SIOSS（r=-0.38，p=0.02）治疗前后得分差

值具有相关性。 

    结论  DBT 治疗能够改善女性抑郁症患者抑郁

症状，同时能够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低心理弹性

的女性患者在 DBT 治疗中更容易获益。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分

析 

 

张磊 1 吴皓 1 堵明辉 1 王筝扬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抑郁不仅影响医学生心身健康，也会导

致医学生学习工作中出现更多失误。目前国内关于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抑郁症状的研究较少。本

文旨在了解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存在的抑郁症状，

分析其影响因素，探讨改善抑郁症状的措施。 

    方法  选择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参加规范化培训的 24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为研究对

象，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存在的抑郁症状。调查问卷包括医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基本信息和贝克抑郁自评量表。 

    结果  调查显示贝克抑郁自评量表总分≥14 分

者共 64 人，阳性检出率为 26.7%，提示这部分医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可能存在显著的抑郁症状。统计分

析显示：年级、工作时间、工作压力、对心理健康知

识的了解程度是造成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抑郁症状

的主要因素，二年级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一年级、

三年级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相比更容易出现抑郁症

状，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对心理健康知识缺乏

了解的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 

    结论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存在的抑郁症状较

突出，缓解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工作压力、进行心

理干预等措施，将有助于改善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抑郁症状。通过本次调查，我们了解了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存在的抑郁症状现状和影响因素，为将

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指明了方向。 

 

 

 

上海市虹口区家庭医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度

调查 

 

介勇 1 姜雅琴 1 季磊君 2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调查 2020 年上海市虹口区家庭医生精

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以指导精神卫生知识培训及

健康宣教工作的有效开展。 

    方法  对 2020 年上海市虹口区所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岗的家庭医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

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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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问卷、案例及精神疾病有关态度问卷，然后对

调查结果进行正确率统计，以及比较不同人口学特

征之间的正确率差异。 

    结果  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 20 个条目

的总分平均值 18.5±1.7 分，总知晓率 87.7%，各条

目回答正确率 74.9%~100%。受教育程度与精神卫生

知识的知晓率呈正相关（P＜0.001)。案例相关知识

调查发现，受访者对以下精神障碍的正确识别率分

别为：强迫症 90.9%，阳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

90.1%，躁狂症 83%，抑郁症 81.2%，阴性症状为主

的精神分裂症 42.3%。工作压力太大、受了打击、思

想上的问题被视为精神疾病的 3 个主要原因。找人

做心理咨询和看精神科医生是建议求助的方法中最

主要的 2 种方式。精神疾病态度问卷总得分平均分

46.5±7.7 分，所有条目的负性态度低于 30%，总体

态度呈中立和正向态度。 

    结论  调查发现 2020 年上海市虹口区家庭医

生对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的知晓度要高于全国

精神卫生工作规划要求，但在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

分裂症的识别上仍需要进一步提高，而且对疾病的

归因不够全面，这为更有针对性的加强精神卫生知

识的教育培训及健康宣教提供了依据。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研究分析 

 

梁淑秋 1 刘川 1 况利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青少年采取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目的、

动机及特征，进行分析研究，为预防和治疗青少年

非自杀性自伤提供依据。 

    方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心理卫

生中心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

治的 348 例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及访

谈，对其采取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目的、动机及特

点进行调查研究分析。 

    结果  调查研究显示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有如下特征：女性 204 例（59%），说明女性青少年

更容易采取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受到过同学欺凌的

199 例（57%），说明同学关系不融洽的更容易采取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选取上臂自伤的 221例（64%），

因为上臂方便实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

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为控制父母的为 110 例（32%），

为发泄情绪的 99 例（28%），为希望得到关心和关

注的 98 例（28%），为好玩的 37 例（10%）；聚众

性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216 例（62%）。 

    结论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原因多种

多样，但也存在一定的规律。希望控制父母的占比

更重，因此对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很有必要。

我们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特点进行研究，让

我们更加清楚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目的、频率、

方式、部位等，为我们实施干预提供了基础。我们可

以通过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干预，引导其通过其他方

式发泄情绪，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 

 

 

 

太宰治的人格障碍 

 

陈智民 1 肖世富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考察太宰治的思想人格特点和人格障碍

诊断。 

    方法  采用病迹学的研究范式、传记学的资料

处理方法和精神科临床诊断思路。 

    结果  太宰的人格特点，可以用纨绔子弟本性

来概括。有以下特点：1.软弱无能，对掌握自己的命

运缺乏信心和意志，在与妻子和朋友交往时听任摆

布、忍气吞声；2.抵抗不住酒精和毒品的诱惑，意志

薄弱，进一步陷入困境之后又厌恶自己以至于想自

杀；3.对于家族、妻子和孩子、情人、自己的健康和

事业，全面地缺乏责任感，小说主人公大都是毫无

责任感之人；4.孩子气、撒泼，缺乏稳重的为人处世

方式；5.依赖家族的经济支持，甘于当小白脸寄生于

女性，缺乏自立精神；6.渴望被接纳，惯于扮丑讨好；

7.在与人交往或独立谋生时感到焦虑，有逃避的倾

向。 

    其思想有两个特点：1.自知、自责、自厌：他能

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在屡屡做出可耻之事的当

中，他也在屡屡自责。但相比于基督教传统下的西

方作家的自我批判和忏悔，他自责的成分相对较少，

自我厌恶和自我毁灭的成分比较明显；2.摆脱约束

后的任性妄为：一直到青年时代，他试图通过讨好

和好学上进来获得外界的接纳认可，并为此感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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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紧张痛苦。在这个节点上认识到不需要去寻求接

纳，自此之后开始放纵自己。 

    太宰的成长环境，总的来讲是爱的量偏少而畸

形：1.缺乏父母和其他亲人的关爱和关注；2.家族规

矩森严、父母态度粗暴；3.保姆等女性照料者的过度

保护；4.因为豪门身份，难以融入群体；5.存在许多

不良榜样，从小学得撒谎习惯，难以顺利社会化。 

    结论  太宰因为自身的人格缺陷，屡屡做出浪

荡、胡闹、纵情享乐、不负责任之举，他对自身害人

害己的性格特点有充分觉察和深刻自责，但难以改

正，以致于对自己失望和厌恶。 

    他的精神行为及严重程度，落在了人格障碍这

一范畴中，但并不符合任何一种已有的人格障碍类

型。适合用“其他特定的人格障碍”来描述他，之所以

说是特定，是因为这是一种鲜明的纨绔子弟的人格

特征。 

    若干日本学者认为他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

但有若干不合之处：几乎未见到他发怒和吵架的记

录，他有着退缩、逃避、弱势的性格，他对于女人常

常是轻视和利用的态度，他的自杀姿态没有发挥控

制爱人的作用。 

 

 

 

精神病学电影的定义和类型 

 

陈智民 1 肖世富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精神病学电影的定义；区分电影的

类型。 

    方法  采用特征分类法，以精神病学元素的份

量为主，综合其他特征来将电影分类。 

    结果  精神病学电影大体分为两大类，为现实

主义电影和浪漫主义电影。现实主义电影立足于现

实、力求准确描绘精神障碍，综合考虑题材、精神病

学元素的成分和功能后又可分为 5 种： 

    （1）描绘院内生活；把精神病院作为一个特殊

的舞台来运用，其中一部分是描绘院内或院外的精

神障碍患者群像的《癫佬正传》、《尼斯·疯狂的心》，

另一类是注重阐发这个场地的象征意味如《飞越疯

人院》和《精神病院》等。 

    （2）以患者生活为主轴；是精神病学电影的主

体部分。将某一精神障碍患者为主人公、将他们和

病相关的生活作为电影主要内容。片中出现的精神

症状比较丰富、分量比较大、比较贴合临床实情。如

《我是山姆》、《伴我情深》、《丹麦女孩》、《头痛欲

裂》。 

    （3）精神障碍名人传记片；相当于前类的变体，

只是主角的原型来源于名人。因为这些名人具有非

凡的业绩和伟大的精神，这类电影都很注意借着精

神症状去阐述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如《国王的演讲》、

《美丽心灵》、《铁娘子》。 

    （4）描绘别样人生，角色暗合精神障碍；展现

一个畸形人生或者一个极端的精神状态。编导注重

表现的是别样之人本身，而不在意符合某种精神障

碍的典型形象，所以诊断有难度。这类电影往往比

较小众、思想深刻、批判性强、情感基调灰暗，如

《超脱》、《生于七月四日》、《离开拉斯维加斯》、《阿

飞正传》。 

    （5）为推动剧情而借用精神障碍：精神病学元

素出现的分量较少，往往只是被拿来发挥某个具体

而局限的作用，患者常常作为配角出现、描绘时也

不甚用心、常常有脸谱化的倾向。如《不一样的天

空》、《火柴人》、《恋恋笔记本》。 

    浪漫主义电影既然是天马行空的，那么已然是

立足于精神病学元素的功能，所以依据功能分为两

类：（1）在构思上采用精神症状的隐喻意义；（2）将

精神障碍作为一种奇幻元素而运用。 

    结论  “精神病学电影”的定义为：在这类电影

中，精神病学的相关元素，包括精神症状、精神病理

和社会议题等，在电影中占有相当分量并发挥有机

作用。精神病学电影具有多种类型。 

 

 

 

精神病学元素在电影中的功能研究 

 

陈智民 1 肖世富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考察精神病学元素在电影中所发挥的功

能。 

    方法  将精神病学元素剔除来看对电影主题的

影响，以此考察元素的功能。 

    结果  功能分别为： 

    （1）隐喻人类的生存状况：以精神障碍这个困

境来象征人类的某种普遍的困境或生存状态，如《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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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梦之安魂曲》； 

    （2）本身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某些符合精神障

碍定义的行为模式，本身就是或代表着具有进步意

义的精神追求，如《丹麦女孩》、《女性瘾者》； 

    （3）作为理想的代表来反衬糟糕的正常人：在

精神障碍患者的症状上寄寓一些优秀的品质，如《雨

人》、《我是山姆》； 

    （4）作为现实病态的反映：精神障碍患者受社

会不良风气影响而出现症状，个人病态即是对社会

病态的反映，如《玛丽和马克思》； 

    （5）作为一种内在困境：主角对自身的精神障

碍有所认识并深受其害，在与这个内在困境互动的

过程中展开剧情，如《女性瘾者》、《头痛欲裂》、《洛

丽塔》； 

    （6）作为内在困境在成长中被超越：主角在与

自身的精神障碍的互动中，将之克服并实现自我超

越，如《心灵捕手》、《从心开始》、《生于七月四日》； 

    （7）作为外在困境以构成剧情发展的矛盾：精

神障碍患者作为配角成为主角的外在困境，在克服

外在困境之中展开剧情，如《雨人》、《海洋天堂》； 

    （8）作为切入点展现人物的生平和精神：以精

神障碍的发生发展过程，来透视人物的生命历程，

如《阿甘正传》、《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浪漫主义电影既然是天马行空的，那么已然是

立足于精神病学元素的功能，所以依据功能分为两

类： 

    （1）在构思上采用精神症状的隐喻意义；这类

电影的隐喻是复杂、隐秘、多义的，常常能引入到一

些深刻的哲学话题。是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最高的

一类，如《梦旅人》、《楚门的世界》、《遁入虚空》。 

    （2）将精神障碍作为一种奇幻元素而运用：这

类电影常常利用大众对于精神病人的误解、恐惧、

夸大和浪漫想象来支撑起一些奇幻的设定，如《阿

甘正传》、《K 星异客》、《黑楼孤魂》、《捉迷藏》。 

    结论  精神病学元素在该类电影中发挥着重要

而多样的功能。最常出现的功能是“作为一种内在困

境/在成长中被超越”和“作为外在困境以构成剧情发

展的矛盾”，较少出现的是“作为现实病态的反映”。

发挥“在构思上采用精神症状的隐喻意义”和“隐喻

人类的生存状况”功能的电影通常具有较高的艺术

性和思想性。 

 

 

 

The Mental Health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Undergraduate Medical Stu-

dents in China A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张颖健 1 师乐 1 邓佳慧 1 阙建宇 1 时杰 2 鲍彦平 2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大学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

vestigat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influential fac-

tor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a cohort stud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hina, in which 26 sub-center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investigated. Baseline screen-

ing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May to October 2019 and 

the follow-up screening was taken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2020. Online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s of Pa-

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Beck scale for suicidal ideation 

(BS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mental 

health symptom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epidemic out-

break. The cutoff value of 5 for PHQ-9, GAD-7 and 

PSQI were used.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were in-

cluded in logistic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medica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Results  A total of 7057 valid respondents fin-

ished both the baseline and follow-up screening (fol-

low-up rate was 81.79%), of whom 60.4% were female, 

and the average age was 21.73±1.3 years old. The scores 

of all four scales decreased after COIVD-19 pandemic.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50.9% vs 40.3%, 

2=38.83, p<0.001), anxiety symptom(30.1% vs 

24.1%, 2=14.75, p<0.001) and any kind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60.5% vs 51.9%, 2=102.58, p<0.001)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an before the epidemic 

outbreak, while, the prevalence of insomnia(18.3% vs 

17.1%, 2=1.28, p=0.258) and suicidal ideation(7.0% 

vs 6.9%, 2=0.36, p=0.547)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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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xiety symp-

toms, insomnia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were 

22.3%, 14.5%, 11.9% and 5.2% respectively; the remis-

sion rat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xiety symptoms, 

insomnia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were 42.1%, 

53.4%, 58.3%, and 62.3%. respectively. Factor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mission and negatively associ-

ated with new onset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ere: 

experience of frontline work or volunteer service during 

the pandemic, having family members or teachers work-

ing in frontline, online medical course study an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resilience and high 

degree of social support. While, being female, having 

family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experience of clerkship, 

smoking, experience of childhood abuse and adolescent 

negative events, various degrees of internet addic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ental problems of med-

ical students after the epidemic.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and severity of men-

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showed a decreased tendency after the COVID-19 pan-

demic. Implementations of online med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s well as accessible psy-

chological services would be effective measurements in 

protecting medica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基于 sMRI 预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

的机器学习研究 

 

洪素 1 黄倩 1 徐小明 1 周易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目的  自杀行为是青少年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患者最主要的问题。本研

究旨在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基于脑表面形态学（全

脑皮层厚度、表面积、体积）的微观结构改变，识别

存在高度自杀风险的个体，以提高对高危患者人群

的自杀预防能力。 

    方法  对 66 名被诊断患有重度抑郁症的 15-24

岁青少年/年轻成人进行横断面评估。使用FreeSurfer

软件处理受试者的结构性 T1 加权 MRI 扫描。使用

支持向量机-递归特征消除（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算法构建分

类模型，以区分自杀未遂者和有自杀意念但未实施

自杀尝试的患者。 

    结果  SVM 模型能够正确识别自杀未遂者和

有自杀意念但未实施自杀尝试的患者，交叉验证的

预测平衡准确率为 78.59%，敏感度为 73.17%，特异

度为 84.0%。自杀未遂的阳性预测值为 88.24%，阴

性预测值为 65.63%。自杀未遂排名前 10 位的分类

器分别为右侧眶额厚度、左尾前扣带厚度、左梭形

厚度、左颞极体积、右鼻前扣带体积、左侧眶额厚

度、左后扣带厚度、右额下回眶部厚度，右后扣带厚

度和左内侧眶额厚度。 

    结论  sMRI 数据可用于自杀风险的分类。本研

究开发的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较好地预测 MDD 青少

年患者的自杀未遂风险。 

 

 

 

Machine Learning-based Patient Classifica-

tion System for Adult Patients in Psychiatry 

Department: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洪素 1 倪世芬 1 曹媛媛 1 程晓莉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 pati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at stratifies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psychiatry department based on their disease sever-

ity and care needs. Classifying patients into homoge-

nous groups based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an opti-

mize nursing care. However, an objective method for 

determining such groups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Variables representing disease severity 

and nursing workload were considered. Patients were 

clustered into subgroup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 clustering algorithm. A pati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was developed using a par-

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Data of 300 patients were analyzed. 

Cluster analysis identified three subgroups of psychiat-

ric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clinical trajectories. 

Except for blood potassium levels (P=0.29), the sub-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disease 

severity and nursing workload. The predict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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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s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for Classes A, B, and C 

were <1.44, 1.44–2.03, and >2.03. The model was 

shown to have good fit and satisfactory prediction effi-

ciency using 200 permutation tests. 

    Conclusion  Classifying patients based on dis-

ease severity and care needs enabl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lored nursing programs for each subgroup. The pa-

ti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can help nurse managers 

identify homogeneous patient groups and further im-

prove the management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青少年抑郁症自伤患者血清非酶类抗氧化物

水平分析 

 

李雅兰 1 况利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定义为患者无意结束

自己生命的自伤行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在青少年

中尤其常见，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

题。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与机体血清非酶抗氧化剂水平的关系。 

    方法  纳入 383 名 13-20 岁的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伴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分为伴非自杀性自伤组（145 名）及不伴非自杀性自

伤组(238 名)，测定其血清非酶类抗氧化物(白蛋白、

总胆红素、尿酸)水平，比较两组间的差异。 

    结果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伤发生率为

37.86%，其中青少年抑郁症女性自伤发生率为

41.9%，男性自伤发生率为 35.62%。单因素分析显

示伴非自杀性自伤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血清白蛋白、

总胆红素、尿酸水平明显低于无自伤的抑郁症患者

（P＜0.05）。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校正混杂因

素（年龄、性别、饮酒、受教育年限、抗抑郁药物使

用史）后，白蛋白、总胆红素、尿酸水平与青少年抑

郁症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仍存在显著关系（P＜

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青少年抑郁症的 NSSI

在女孩中比男孩更常见。研究发现伴非自杀性自伤

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体内抗氧化物水平较低，提示

抗氧化剂水平可能与青少年抑郁症的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有关。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ere A Risk Factor for Suicidal and Self-inju-

rious Ideation:A Study of  Hospital Workers 

in Chongqing, China, at The Late Stage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王丽霞 1 张琪 1 方新 2 徐小明 1 石磊 1 洪素 1 王我
1 陈建梅 1 艾明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医院 

 

    Objective  We analyzed the anxiety, depression, 

and physical symptoms of hospital staff in the late pe-

riod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assessed the risk 

factor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symp-

toms and suicidal and self-injurious ideation (SSI). The 

study purpose w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health care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Methods  We used online surveys to assess par-

ticipants’ self-reported symptoms after the number of 

infected people had reached zero (late stage of the out-

break).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collected data on so-

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pidemic-related fac-

tors, psychological status (with the PHQ-9, GAD-7, and 

PHQ-15), psychological needs, perceived stress and 

support, PTSD symptoms (PCL-C) and SSI. Partici-

pants were hospital workers in all positions from 46 hos-

pitals. Chi-square tests to compare the scales and lo-

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identify risk fac-

tors for PTSD and SSI. 

    Results  Among the 33,706 participants, the 

prevalenc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somatic symptoms, 

PTSD, and SSI were 35.8%, 24.4%, 49.7%, 5.0%, and 

1.3%, respectivel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work in a general ward, attention to the epidemic, 

high education, work in non-first-line departments, in-

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and anxiety and somatization 

symptoms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TSD (P<0.05).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SI were female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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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needs during the preoutbreak and remis-

sion periods; contact with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high stress at work; single or divorced marital status; in-

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nxiety or 

PTSD symptoms (P<0.05). 

    Conclusion  This COVID-19 pandemic had a 

sustained, strong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hospital 

workers, eve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epidemic. Hos-

pital workers with PTSD symptoms were a high-risk 

group for SSI,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uld have a certain preventive effect. Concern should 

be directed at all hospital staff, and timely intervention 

and assistance should be provided, especially for 

women, people in need of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those with contact with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those with high self-reported work stress, those who are 

single or divorced, those with in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and other specific group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ous attention and positive psycho-

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specific populations. 

 

 

 

青年女性自伤行为的社会-心理-基因多态性

多模态分析 

 

徐小明 1 况利 1,2 操军 1 陈小容 2 吕臻 2 王我 2 艾

明 1 孔裔婷 1 曾琪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利用 5-羟色胺受体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心理学特征等多模态

数据，探索青年女性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 iMLDRTM 多重 SNP 分型，检测 

68 例自伤青年女性和 46 例健康对照 HTR1A 基

因 4 个 SNP 位点以及 HTR2A 基因 9 个 SNP 位点。

对基因型、等位基因及单体型频率进行比较，分析

基因-社会心理-自伤交互作用。 

    结果  自伤女性与正常对照组在精神疾病家族

史、精神疾病诊断、冲动性人格、攻击性人格以及网

络成瘾行为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13 个候选

SNP 位点基因型与等位基因频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

中分布无统计学差异（P>0.05）。rs1364043 位点的显

性模型显示携带 G/T-T/T 基因型自伤风险为对照组

的 2.19 倍（95% CI= 1.01-4.74）。HTR1A 基因 4 个

SNP 位 点 rs10042486- rs1364043- rs1423691- 

rs878567 以及 HTR2A 基因 6 个位点 rs2770296-

rs731779-rs2070037- rs2070040- rs6313-rs6311 分别

显示出强连锁不平衡，其构成的单体型在自伤组与

对照组中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校正冲动、攻击、

网瘾、精神疾病史、SCID 诊断）。rs6313、rs6311 位

点与冲动型人格交互作用在对照组和自伤组间有统

计学差异，rs10042486、rs1423691、rs878567 位点与

网络成瘾行为和 SCID 诊断交互作用后，在对照组

和自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HTR1A、HTR2A 基因多态性直接地或间

接地通过与冲动人格、网络成瘾行为以及精神疾病

诊断交互作用影响青年女性的自伤行为。 

 

 

 

基于 XGBoost 预测年轻成人自我伤害行为 

 

徐小明 1 刘森阳 2 洪素 1 操军 1 陈小容 3 吕臻 3 曹

礴 2 王恒光 1 王我 3 艾明 1 孔裔婷 1 曾琪 3 况利
1,3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本研究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分析了青

少年自我伤害预测的多模态数据，并提供了实用的

干预建议。 

    方法  纳入 112 例 18-22 岁自伤青年，对照组

98 例人。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心理特征、生活质

量、攻击性、冲动性、网络成瘾和精神障碍诊断。对

4 条途径的 15 个基因的 53 个 SNPs 进行了研究。用

极端梯度增强（XGBoost）方法分析所有特征，并根

据功能重要性排名列出前 20 个风险因素。 

    结果  自伤组在慢性躯体障碍、精神障碍、精

神障碍家族史、自杀或自残意念、居住地、EPQ、BIS-

CV、AQ-CV、生活质量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12 个位点的基因型在自伤

组中频率更高。利用 XGBoost 算法，模型的灵敏度

为 0.86，特异度为 0.73。平衡准确度、阳性预测值

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0.80，0.79 和 0.83。排名前 20

位的重要特征为：精神障碍阳性诊断、1 年内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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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意念、G/A(rs1659400)、G/C(rs6296)、精神障碍

家族史、C/C(rs11140800)、T/T-C/T(rs2770296)、

C/C(rs1360780)、G/T-G/G(rs1147198)、近 1 个月自

伤自杀意念、T/T(rs4675690)、攻击性、G/G(rs211105)、

A/A(rs1042173) 、艾森克人格中的精神病性、

T/T(rs11178997)、A/A(rs1387923)、大专教育背景、

C/T-T/T(rs7728378)、较差的生活质量。 

    结论  XGBoost 是一种可靠的分析多模态数据

的方法，可以预测年轻人的自我伤害。在一些社会

人口学特征和个性的交互作用下，NTRK2 基因显示

了青壮年自我伤害的重要性。未来需要对有自残行

为的年轻人进行系统的干预。 

 

 

 

Suicidal and Self-harm Ideation Among Chi-

nese Hospital Staff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徐小明 1 王我 2 陈建梅 1 艾明 1 石磊 2 王丽霞 1 洪

素 1 张琪 1 胡华 1 黎雪梅 1 操军 1 吕臻 1 杜莲 1 李

静 1 杨涵单 2 何小婷 2 陈小容 2 陈然 2 罗庆华 1 周

新宇 1 谭剑 3 涂静 4 江光华 3 韩志琴 3 况利 1,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3）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 

4）重钢总医院 

 

    Objective  The COVID-19 pandemic put global 

medical systems under massive pressure for its uncer-

tainty, severity, and persistence. For detecting the prev-

alence of suicidal and self-harm ideation (SSI) and its 

related risk factors among hospital staff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ethods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collected 

the sociodemographic data, epidemic-related infor-

mati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need, and per-

ceived stress and support from 11507 staff in 46 hospi-

tals by an online survey from February 14 to March 2, 

2020.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SSI was 6.47%. Hos-

pital staff with SSI had high family members or relatives 

infected number and the self-rated probability of infec-

tion. Additionally, they had more perceived stress, psy-

chological need,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the con-

trary, hospital staff without SSI reported high self-rated 

health, willingness to work in a COVID-19 ward, con-

fidence in defeating COVID-19, and perceived support. 

Furthermore, they reported better marital or family re-

lationship, longer sleep hours, and shorter work hours. 

The infection of family members or relatives, poor mar-

ital status, poor self-rated health, the current need fo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perceived high stress, per-

ceived low suppor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re inde-

pendent factors to SSI. 

    Conclusion  A systematic psychological inter-

vention strategy during a public health crisis was needed 

for the hospital staff’s mental well-being. 

 

 

 

Social Rhythm Disruption and Its Associa-

tions with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Chinese 

Medical Staff  under The Stress of COVID-

19 Epidemic 

 

徐小明 1 杨敏 2 陈东风 2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Objective  To determine social rhythm disruption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Chinese 

medical staff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xposure risk under 

the stress of COVID-19 epidemic. 

    Methods  This survey was implemented by using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at included self-made gen-

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Zung's self-rating scale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DS and SAS), and rhythm 

scale. 

    Results  Doctors and nurses in high-risk depart-

ments or areas were mostly suffered from disrupted 

rhythms, combine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 SR 

scores and SDS in nurses overal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doctors(p<0.05).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doctors (nurses) who 

were in high-risk departments were 56.06% (43.84%) 

and 45.96% (33.00%) respectively. The SR scor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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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SDS and SAS 

scores respectively (r =0.554 and 0.536, p<0.001) 

    Conclusion  This study firstly reported signifi-

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rhythm disruption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medical staff under the stress of 

COVID-19 epidemic as well as provided a possible 

therapy to achieve maximization of therapeutic efficacy 

by integrating circadian rhythm. 

 

 

 

医学生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灵活性

的中介效应 

 

黄鑫 1,2 刘娇 1 王俊杰 1 杨光 1 黎雪梅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2）湖南医药学院心理学教研室 

 

    目的  对医学生自尊、心理灵活性以及心理健

康水平进行现状调查，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为

更好地开展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19 年 9 月至 12 月，采用整群随机抽

样的方法使用自尊量表（SES）、症状自评量表（SCL-

90）、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AQ-Ⅱ）、认知融合

分问卷（CFQ-F）对西南地区某医学院校 788 名在

校医学生开展自尊、心理灵活性和心理健康现状调

查。使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主要使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和中

介效应检验。 

    结果  医学生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在性别、不

同年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552,P＜0.05；

F=6.528,P＜0.05）；医学生心理健康、自尊与心理灵

活性三者之间两两相关（r=-0.528-0.694, P ＜0.01）。

心理灵活性在医学生自尊和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60.03%。 

    结论  医学生自尊、心理灵活性、心理健康在

性别、年级等不同人口学维度存在差异，自尊与心

理灵活性均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心理灵

活性在医学生自尊和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因此进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时，应根据医学生心

理健康的特点，针对不同群体（如女生群体、贫困生

群体、学业受挫群体等）、在不同的大学阶段（如大

一开展适应性教育、大二开展人际关系辅导、大三

开展实习前心理调适等）开展相适应的工作，并且

在开展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应兼顾自尊与心

理灵活性的提升。 

 

 

 

辩证行为疗法在青少年心理问题中的应用 

 

林信竹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 

 

    本文主要介绍了辩证行为疗法（DBT）在青少

年心理问题上的发展与应用，整合 DBT 在青少年心

理问题上的研究，探索 DBT 在青少年这一特定群体

中的优势。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加速，生物-社会

-心理医学模式的建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也越发得

到重视。国内外各项研究显示，DBT 在青少年心理

问题中，作为一种心理干预的疗法，有着良好的效

果。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 on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integrates the 

research of DBT on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ado-

lescents, and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of DBT in this 

specific group of adolescen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

ment of bio-socio-psychological medical model,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Various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hown that, as a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rapy, DBT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青少年抑郁症非自杀性自伤和自杀未遂患者

眶回的神经相关性静息态磁共振研究 

 

黄倩 1 艾明 1 操军 1 李晓 1 周易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青少年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中常见的自杀自伤行为是自杀死亡的高危预

测因素，包括自杀未遂(suicide attempt, SA)和非自杀

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眶回(Orbital 

gyrus, OrG)与自杀自伤行为的情绪调节、冲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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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相关，然而，目前尚缺乏关于 NSSI 和 SA 青少

年 MDD 患者 OrG 神经相关性的报道。 

    方法  分别纳入抑郁伴 NSSI 和 SA 青少年 22

例(NSSI+SA 组)、抑郁仅伴 SA 青少年 29 例(SA 组)

和抑郁仅伴 NSSI 青少年 43 例(NSSI 组)进行临床量

表评估和静息态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扫描。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和基于 OrG

亚区的功能连接分析(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比

较 OrG 亚区的灰质体积(gray matter volume, GMV)

和 FC 的组间差异，做差异脑区与临床量表的相关

分析进而评估相关性。 

    结果   1.三组被试在性别 (p=0.472)、年龄

(p=0.268) 、 教 育 (p=0.267) 、 病 程 (p=0.639) 及

HAMD(p=0.226)上无显著差异，但 SSI(p<0.01)和

BIS-11(p<0.001)显著不同，两两比较发现，NSSI+SA

组、NSSI 组较 SA 组 BIS-11 增高(p<0.001, p<0.01)，

而 NSSI+SA 组较 SA 和 NSSI 组的 SSI 增高(p<0.05, 

p<0.001)；2.NSSI+SA 组 OrG 亚区 3 的 GMV 较 SA

和 NSSI 组减少(p<0.05, p<0.05)；3.NSSI+SA 组 OrG

亚区 8 与右侧颞上回 FC 较 SA 和 NSSI 组降低

(p<0.001, p<0.001)，而 SA 组 FC 则较与 NSSI 组升

高(p<0.01)；4.相关分析发现，NSSI 组 OrG 亚区 3

的 GMV 与 HAMD 负相关(r=-0.373, p=0.014)。 

    结论  1.GMV 差异提示这可能是不同自杀自

伤 MDD 青少年 OrG 功能改变的基础；2.OrG 可能

通过调控情绪调节、认知控制和冲动反应影响 MDD

青少年的自杀自伤行为，不同自杀自伤 MDD 青少

年脑功能差异可能有助于理解其神经机制；3.OrG亚

区 3 的 GMV 减少可能与 NSSI 青少年 MDD 患者抑

郁严重程度有关。 

 

 

 

综合康复护理技术在抑郁症护理中的价值体

会 

 

唐四红 1 刘川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综合康复干预在抑郁症护理中

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间我科

收入的 784 例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就诊先

后的顺序，将其平均分成研究组和参照组，每组各

392 例患者，参照组患者给予抗抑郁药物及常规护

理，研究组患者在参照组患者的基础上再接受综合

康复护理技术。护理结束后对两组患者的采用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两组患者于治疗前及

治疗后第 4 周的抑郁程度，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并统计比较两组

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自伤行为率。 

    结果  研究组患者经过综合康复技术护理后的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9.80±3.64）明

显低于参照组（13.20±3.25），汉密尔顿 j 焦虑量表

（HAMA）评分（10.50±3.82）明显低于参照组

（14.60±3.62），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98.70%）

显著高于参照组（85.00%），研究组患者的自伤事件

发生率（0.50%）低于参照组患者的自伤事件发生率

（2.04%）。 

    结论  综合康复技术护理干预在抑郁症护理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降

低患者临床自伤率等，值得临床上借鉴和进一步普

及。 

 

 

 

Microglial Dynamic Activation Mediates 

LPS-induced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Ad-

olescents Mice：A Study Based on [18F] DPA-

714 PET 

 

邱田 1 郭家梅 1 王丽霞 1 石磊 1 艾明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and serious mental disorders, 

and its exact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have yet 

to be discovered.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activation and dysregulation of permanent immune 

cells in depression. 

    Among a large number of cells involved, activation 

of microglia/macrophages and astrocytes plays an im-

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

order. Further study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

tion of these cells in the body may provide more infor-

mation on the neuro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depres-

sio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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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euroinflammation manifested by microglia activa-

tion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a LPS-induced mouse 

model of depression using TSPO - [18F]DPA-714 PET 

as a non-invasive test. 

    Methods  Eighty C57BL6 mic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The first group was the nor-

mal control; the remaining group was Intraperitoneal in-

jected of Lipopolysaccharide (LPS). We utilized multi-

ple detection methods to detect the neuro-inflammation 

in the hippocampus of mice before and after exposure 

to LPS.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hippocampal neuroin-

flammation were dynamically detected before, 24 h, and 

72 h after exposure to LPS by a combination of in vivo 

[18F]DPA-714 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

phy (PET) imaging, ionized calcium binding adaptor 

molecule 1 and transposition protein (TSPO) immuno-

chemistry, and 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 in-

flammation and a number of inflammation mediators. 

24 hours and 72 hours after the end of injection, the 

open field test (OFT)、the tail suspension test (TST) and 

sucrose preference test(SPT) were also conducted in se-

quence. 

    Results  : These results together indicate that mi-

croglial dynamic activation mediates the LPS-induced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and hippocampal neuro-in-

flammation. 

    Conclusion  Microglial dynamic activation me-

diates the LPS-induced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and 

hippocampal neuro-inflammation. 

 

 

 

The Comparison of Family Function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First-child Infertile 

Women and Second-child Infertile Women af-

ter ‘two-child’ Policy in China 

 

邱田 1 王念念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Objective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infertil-

ity rate around the world has seriously impacted the in-

dividual quality of family and social life, especially 

family dysfunction among infertile family. This re-

search compares the family functioning in first-child in-

fertile and second-child infertile women, further to in-

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attributed to the family dys-

function after ‘two-child’ policy in China.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572 infertile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composed with 337 first-

child infertile women (FI) and 235 second-child infer-

tile women (SI) in a reproductive medical center in 

Chongqing, China, between Feb 2016 to Dec 2018. The 

score of family perception were measured by both Fam-

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and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Scale II (FACES II), depression 

was measured using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Results  For preliminary demographic statistics, 

the age of FI was 33.26±3.46, while the SI was 

36.68±5.01. 46% of FI women are only child, while23.8% 

of SI women are only child (P＜0.001). FI women had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than SI women (P＜0.001). FI 

women made higher income than SI did (P＜0.001). 

The psychiatric diagnostics shows 170(50.4%) of FI 

families and 157(66.8%) of SI families had a poor fam-

ily function(P＜ 0.001).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we found that infertility women with lower ed-

ucation levels and lower family income are more likely 

associated with an unhealthy family function(p＜0.05). 

The total score of PHQ-9 is related to the family func-

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socio-demographical statistics 

shows SI women have lower family monthly income 

and lower education levels in comparison with FI indi-

viduals. Regarding family functioning, SI women ob-

tained worse scores and more family dysfunction rate.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in general, infertile families 

have higher risks in the general family functioning, fam-

ily cohesion and family adaptability. Counselors and 

psychologists can be deployed in infertility centers to 

screening people with family problem risks from the be-

ginning and perform early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famil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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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Hospital Nurses To-

ward Mobile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魏莎 1 倪世芬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To examine determinants of Mobile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MNIS) continuance in-

tention by professional ward nurses   based on IT-

continuance model in a post-adoption stage at one target 

hospital. 

    Methods  A survey instrument was designed 

based on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 of IS Con-

tinuance (ECM-ISC). Conformation facto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meas-

urement model.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ech-

niqu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ausal model. 

    Results  333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MNIS users directly involved in patient care. Perceived 

usefulness, satisfac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nurses’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ward MNIS（P<0.001); per-

ceived usefulnes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satisfaction ( P 

<0.001);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affected nurses’ be-

havioral intent（P＜0.05); although perceived mobile 

value had no direct significant impact on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it had indirect impact on 

nurses’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through 

the mediators of perceived usefulness（P＜0.001). 46% 

of variance of satisfaction explained and 48% of vari-

ance of continuance intention explained.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initial insights 

to factors that are likely to influence nurses’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ward MNIS and offer strategies to increase 

nurses’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 use MINS. Further 

study should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MNIS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to extend understanding of MNIS 

continuance intention. 

 

 

 

儿童青少年首发重性抑郁障碍外周血细胞因

子及脑区体积的相关性研究 

 

傅一笑 1 陈盈盈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索儿童青少年首发重性抑郁障碍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患者外周血细胞因子，

杏仁核、海马、伏隔核体积差异，及其之间的相关

性：分析儿童青少年首发重性抑郁障碍外周血细胞

因子、脑区体积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并探索细胞

因子与脑区体积、贝克抑郁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间，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门诊纳入的

10-21 岁诊断为重性抑郁障碍的首发患者 19 例作为

抑郁组，同期在社会上招募 18 例同年龄段的正常人

作为对照组。首发界定依据为第一次抑郁发作，中

途无明显缓解期，且服用抗精神病或抗抑郁药物不

满 14 天。入组者完善贝克抑郁量表，采集其外周静

脉血保存为血浆，使用流式细胞仪法进行外周血浆

细胞因子定量检测，并进行头部核磁共振扫描，对

其外周血细胞因子，杏仁核、海马、伏隔核体积进行

差异性分析，对细胞因子、脑区体积及贝克抑郁量

表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抑郁组与对照组相比，外周血白介素-

6（interleukin-6，IL6）水平升高，且具有显著差异

性（P<0.05)，白介素-4（interleukin-4，IL4）、白介

素-8（interleukin-8，IL8）、白介素-10（interleukin-10，

IL10）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 

    2.抑郁组左侧杏仁核、双侧海马体积较对照组

缩小，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右侧杏仁核、伏

隔核体积无统计学差异（P>0.05），组内双侧杏仁核

体积不对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抑郁组中 IL6 水平与左侧杏仁核体积呈负相

关（ r=-0.468,P<0.05 ），与抑郁水平呈正相关

（r=0.516,P<0.05），左侧海马体积与抑郁水平呈负

相关（r=-0.525,P<0.05）。对照组中 IL6 浓度与抑郁

水平正相关（r=0.600,P<0.05）。 

    结论  1.首发重性抑郁障碍儿童青少年左侧杏

仁核体积、双侧海马体积缩小，外周血 IL6 水平升

高。 

    2.首发重性抑郁障碍儿童青少年 IL6 水平与抑

郁程度及左侧杏仁核体积相关，左侧海马体积与抑

郁水平相关。 

    3.外周 IL6 水平改变可能是抑郁障碍的风险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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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照顾者心理状况研究 

 

高菲 1 况利 1 胡兰 1, Balthazar nkund1 庞辉 2 杨佳

佳 1 庞金宇 3 张渝雪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3）重庆市渝中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照顾者的心理健

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照

顾者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同时为青少年抑郁症的

心理治疗找到更多途径。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52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照

顾者，采用一般人口学问卷、抑郁症状自评量表

（PHQ-9）、焦虑症状自评量表（GAD-7）、患者健康

问卷躯体症状群量表（PHQ-15）、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量表(、PSQI)、贝克绝望量表(BHS)、Zarit 照顾者

负担量表（ZBI)等进行调查。所有数据使用 SPSS 

25.0 版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

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 

    结果  1.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照顾者存在心理健

康问题，焦虑症状的发生率为 34.8%，抑郁症状的发

生率为 41.8%，伴有躯体症状的发生率 38.4%，睡眠

障碍的发生率 26.7%，绝望感的发生率 43.8%，轻到

重度的护理负担为 40%，其中照顾者为患者父母则

上述发生率更高。2.照顾者家庭每月经济收入、与患

者目前生活关系、近 3 月有无负性生活事件、对精

神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照顾者的受教育年限以及

患者病程、目前病情等均是是影响照顾者心理健康

的相关因素（P＜0.05）。3.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照顾者

的护理负担与其焦虑、抑郁、躯体症状、睡眠质量、

绝望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1）。照顾者

与患者亲属关系、工作状态、居住地、治疗费用支付

方式、与患者生活关系的好坏、患者病程均对照顾

者的护理负担有影响。 

    结论  1.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照顾者存在焦虑、

抑郁、躯体不适、睡眠障碍、绝望感、轻到重度的护

理负担等心理健康问题，若照顾者为患者父母则比

例更高。2.家庭每月经济收入、患者目前病情、照顾

者与患者目前生活关系、患者近 3 月有无负性生活

事件、照顾者对精神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患者病

程、照顾者的受教育年限均会对照顾者心理健康水

平产生影响。 

 

 

 

不同起病年龄抑郁症患者血清 BDNF 水平与

临床特征的研究 

 

宋京瑶 2 王皋茂 1 高贺 2 李振阳 2 庞辉 2 何现萍 1 

曾巧玲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组首发抑郁症患者血清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与其临床症状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1 月就诊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门诊和

住院的首发抑郁症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组，将研究组

按年龄划分为 3 个亚组：早发组（15-25 岁）、中年

组（26-45 岁）、晚发组（46-60 岁），每组各 30 例。

以及与其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同期健康者 90 例作为

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两组血清中

BDNF的水平，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临床总体印象量表-严

重程度量表（CGI）评定临床症状及病情严重程度。 

    结果  研究组患者血浆 BDNF 水平水平明显低

于健康对照组（P<0.05）；两组不同年龄亚组在一般

人口学、BDNF 水平及 CGI 评分进一步比较，研究

组 3 个年龄组 BDNF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

早发组身高均高于中年组、晚发组（P<0.05）；中年

组的 BDNF 水平低于晚发组（P<0.05）；早发组、中

年组 CGI 评分均高于晚发组 P<0.05）；各亚组在

HAMD 总分、HAMA 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显示，三

组患者在 HAMD 总分、HAMA 总分及焦虑/躯体化、

认知障碍、阻滞、睡眠障碍、躯体性焦虑、精神性焦

虑各因子分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

步两两比较，早发组、中年组 HAMD 总分、HAMA

总分及阻滞因子分、睡眠障碍因子分、躯体性焦虑

因子分均高于晚发组（P＜0.05）；早发组在认知障碍

因子分、精神性焦虑因子分均高于中年组和晚发组

（P＜0.05）；早发组焦虑/躯体化因子分均低于中年

组、晚发组（P<0.05）研究组血清 BDNF 与一般人

口学及临床量表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

BDNF与CGI-S评分成负相关（r=-2.221，P=0.037），

血清 BDNF 水平与体重、身高、HAMD、HAMA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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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 

    结论  不同起病年龄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的

差异可能与 BDNF 水平相关，并且 BDNF 水平与疾

病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估的系统性评价 

 

宋京瑶 1 王皋茂 2 庞辉 1 李振阳 1  

1）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非自杀性自伤(NSSI)已成为全球突出的公共卫

生问题，是青少年未来发生自杀行为的重要危险因

素，严重威胁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目前，关于非自杀

性自伤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病理生理机制不

明，NSSI 行为复杂、多变，发病人群特殊，以及研

究评估工具的不同，导致 NSSI 检出率普遍较高，各

研究检出率差异较大，给 NSSI 相关研究带来重重挑

战。为此，制定对其进行评估的“金标准”至关重要。

本文对目前国内外关于 NSSI 评估方法的文献进行

综述，以期为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估提供参

考依据。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对青少年 NSSI

进行心理评估，应从个体的心理特征、自伤行为、功

能以及共病的精神障碍等全方面进行心理评估。目

前，关于 NSSI 常用的评估工具包括自我伤害想法和

行为访谈表（SITB）、渥太华自我伤害问卷（OSI）、

自伤问卷（SHI）、自我伤害行为问卷（SHBQ）、非

自杀性自伤功能评估工具（NSSI-AT）等等，各量表

均有良好的信效度，各有优势。但是，由于目前国内

外学者对 NSSI 缺乏统一的认识，对问卷的评估和针

对性各不相同，以及各国文化的差异，目前仍缺乏

一个金标准的测量工具。未来如果能制定一个统一

的、高信效度及适用范围广泛的 NSSI 评估工具，将

有利于 NSSI 研究的一致性和可信性。所以，未来研

究重点需加深 NSSI 疾病诊断以及潜在的病理生理

机制等方面的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套针

对个体心理特征、自伤行为、功能以及共病精神障

碍等全方面的评估问卷。 

 

 

 

基于 citespace 有关非自杀性自伤的文献计量

分析 

 

毛子鑫 1 汪辉耀 1 陶煜杰 1 杨霞 1 易伶俐 1 邓仁昊
1 沙雷皓 1 王浩 1 郭万军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有关非自杀性自伤（NSSI）的横断面研

究逐年完善，纵向研究逐年深入，文献数量爆炸式

增长。采用短期高效的方法——文献计量分析，从

宏观到微观全方位了解有关 NSSI 的发展情况以及

研究热点前沿，为其他感兴趣学者对 NSSI 进一步研

究提供一定参考。 

    方法  选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 SCI-

EXPANDED 数据库及 SSCI 数据库，检索 1900 年

至今与 NSSI 有关的综述及研究类文献，从主题词表

搜索相关主题词构建检索式，共检索得到相关文献

2127 篇，并导出为“全记录+参考文献”格式，对文献

记录除重处理后得到记录 2127 条，将除重后的记录

导入文献计量学软件 citespace，进行有关学科领域、

作者合作、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的分析，并使用

突发性探测、中介中心性方法凸显某一时间区间较

为突出的研究热点术语/关键词、热点文献。 

    结果  精神医学及心理学学科邻域对 NSSI 的

研究占 NSSI 研究的主要部分，此外儿科学、神经科

学、通科医学对 NSSI 的研究也有涉及；Laurence 

Claes、Penelope Hasking、Matthew K Nock 是有关

NSSI 研究中影响力较大的前三位学者；早期学者们

主要研究与 NSSI 有关的现象学及其与边缘型人格

障碍（BP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关系；在

研究的繁荣时期，广泛涉及术语的统一定义、行为

目的界定，其中个性、思维、进食障碍、共病、虐待、

meta 分析、干预方式等等是当时研究的热点关键词；

如今研究热点流向述情障碍、诊断、心理治疗、成瘾

特征等方面。 

    结论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对 NSSI 的研究进展

采用图形展示，重点呈现有关 NSSI 的历史研究中具

有重要意义的作者及文献，识别各阶段的研究热点

及重点，对当下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热点前沿有

一定的预测作用；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分析方

法，对辅助学者快速全面了解某学科或某主题的研

究进展及现状，以及辅助寻找进一步研究方向有一

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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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管理策略在专科医院  继续医学教育

上的应用 

 

黄丛平 1  

1）黄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引入集束化管理策略，规范专科医院继

续医学教育（简称继教，下同），加强人才培养。 

    方法  实施继教集束化策略，比较应用集束化

管理前后的效果。 

    1 科室的设立  随着医院的发展，为了更好地

开展科技兴院工作，院领导于 2020 年 5 月设立医教

科教健康教育科，笔者任负责人，其中完成全院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的继教是科室职责之一。继教工作

由一个独立的科室负责有利于统筹管理，更好地做

到责权分明。 

    2 集束化管理措施 

    2.1 虚心向上级医院学习并与兄弟专科医院多

沟通   因我院从未申办过 I 类学分继教项目，且我

院的继教工作一直由各部门分科管理，如护士由护

理部分管，医生由医务科分管，院感又分管部分人

员的继教工作。为了更快地开展工作，笔者到岗后，

经领导批准到本市三级甲等医院科教科交流学习了

一周，基本形成新组建的医教科教健康教育科科室

运行框架模式。因我院专科特殊性，又从省内其他

同级专科医院取经，学习更切合精神专科医院的继

教实行方式。 

    2.2 下发继教文件并组织全院学习、反馈  我院

大多数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对现行的继教文件缺乏足

够的认识，笔者印发了继教文件并下发至全院 11 个

主要科室，要求科室负责人将文件传达到人，且将

科室人员的疑问与建议汇总，并于 2020 年 9 月集体

汇总至医教科教健康教育科。 

    2.3 改进措施  ①部分借鉴其他医院的经验，

由笔者起草并报院部申批通过了结合本院实际的继

教实行文件，内容主要包括继教项目申报人的资格

与奖励，继教学分授予的办法与举办项目时的人员

管理与奖惩制度等。②摸底了院内参加学历提升教

育考试人员可能获得的学分情况。③对全院本年度

内发表的论文进行登记管理。④发放《调查反馈表》

对本年度继教工作进行评价并统计医院专业技术人

员最希望获得的知识，为在新年度里申办继教项目

内容提供依据。⑤结合本院特点，探索性尝试与其

他院校合作举办心理卫生专题讲座，为今后继教学

分获得提供更多可能的途径。 

    3 评价方法。统计并比较实施策略前后专业技

术人员对继教政策了解情况、继教项目执行情况、

专业技术人员完成继教的各类得分情况 

    结果  应用集束化管理策略后，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对继教学分管理办法了解程度提高，规范参加

继教的积极性提高，学分获取方式增加,继教项目执

行满意度提高。 

    结论  专科医院继教引入集束化管理策略对鼓

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多种方式完成学分、规范完成

继教、加强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心理状态的

meta 分析以及疫情对精神科门诊青少年心理

健康状况的影响 

 

秦亿成 1,2 杨丽霞 1,2 王艺明 1,2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 

 

    目的  1.分析新冠疫情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的影响，并探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相关影响因

素。2.分析比较疫情下 2020 年与 2019 年同期在某

综合医院精神科门诊首诊的青少年疾病构成和心理

状态的区别及影响。 

    方法  1.通过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数

据库，收集自疫情爆发以来有关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文献，并由两名专业人员进行文献的筛选、数

据提取等，最后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2.

选取 2019 年间精神科门诊青少年首诊病例 402 例

和 2020 年新冠流行期间精神科门诊青少年首诊病

例 624 例，收集一般人口社会学资料、90 项症状清

单（SCL-90）评分和诊断资料，统计分析软件使用

SPSS 20.0 进行。 

    结果  1.共纳入 20 篇文献，总样本量为 79852

人，STROBE 评分为 15.70±3.23，Begg's 检验无发

表偏倚，抑郁检出率为 29.2%（95%CI：22.7%～

35.6% ），焦虑检出率为 26.5%（95%CI：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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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亚组分析显示女性抑郁和焦虑检出率均高

于男性；高年级学生抑郁和焦虑检出率均大于低年

级学生；疫情相对严重地区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检出

率高于疫情相对轻微地区，但焦虑检出率与疫情相

对轻微地区的相似； 

    2.新冠流行期间某综合医院精神科门诊青少年

首诊人数为 624 例，比 2019 年同期首诊 402 例上

升，疫情期间女性就诊比例 75.3%较 2019 年同期

64.9%有所升高，P＜0.01。抑郁发作的构成比在疫情

期间有所上升，从 36.57%上升至 44.71%，P=0.01；

精神病性障碍疾病构成比从 9.2%下降至 5.3%，

P<0.05。疫情常态化阶段抑郁发作的构成比较应急

阶段的有所升高，从 40.0%上升至 53.8%，P＜0.05。

两个年度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1.新冠疫情下儿童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

状突出，女性和高年级是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危险因

素，疫情相对严重地区抑郁检出率高于疫情相对轻

微地区的检出率，但焦虑检出率差别不大； 

    2.新冠疫情导致综合医院精神科门诊首诊青少

年人数增加，且以女性为主，抑郁发作诊断构成比

较前有所升高，精神病性障碍构成比下降。 

 

 

 

冲动性人格与抑郁症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行

为的相关关系研究进展 

 

张晨钰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

der,MDD) 是以发生一次或多次持续至少两周的重

度抑郁发作为主要特征，包括情绪低落、兴趣或愉

悦感明显减弱、活动减少为主要表现。 根据全球疾

病负担研究,MDD 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因素。

其原因是因为抑郁症的两个主要后遗症：身体健康

状况的下降和自杀多达 15% 的复发性 MDD 患者

会自杀。既往研究显示冲动性人格与 MDD 患者自

杀意念和自杀未遂行为有关。本研究综述了冲动人

格与 MDD 患者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行为的相关关

系的报道。 

    方法  使用PubMed数据库进行医学文献检索，

以“depression or MDD”和“impulsive personality”和

“suicadal ideation or suicidal attempt”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将有研究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行为

与冲动行为关系的文章纳入本综述。 

    结果  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文献共 5 篇。其中，

4 篇文献都得到了冲动性人格与 MDD 自杀意念存

在相关关系的结果。有文献报道，冲动性人格得分

越高，MDD 患者自杀意念得分越高，具有较高冲动

性的 MDD 患者似乎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另有 1

篇文章发现冲动性人格与 MDD 自杀存在关联，其

可能是 MDD 自杀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冲动性人格与 MDD 自杀意念存在相关

关系。但其与自杀意念的具体相关关系及如何介导

自杀未遂行为的产生需进一步研究明确。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 rs6265 多态性位点

与青年抑郁症的关联研究 

 

张晨钰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近年来，抑郁症的神经营养因子假说备

受关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具有增加突

出可塑性、促进神经发生等作用。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参与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假设得到多项研究结果

的支持；然而，BDNF 与精神疾病之间关系的遗传

方面的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BDNF 基因 

rs6265 多态性位点是目前研究较为广泛的位点，大

量研究就其与抑郁症的关联进行了报道，迄今未得

出一致性的结果。抑郁症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

的特点，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较大的疾病负担。而

青春期为抑郁症发病的高峰期，将会带来严重的后

果。有研究显示起病较早的抑郁症可能与神经发育

有关。本研究目的为探讨 BANF 基因 rs6265 多态性

位点与青年抑郁症的关联。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05 名 13-25 岁青年抑郁

症患者，和与之匹配的 154 名健康对照。对每位受

试者进行静脉血液采集，DNA 提取；采用 iMLDRTM

多重 SNP 分型技术对 BDNF 基因 rs6265 位点进行

检验。使用 PLINK 软件对两组间基因型频率和等位

基因频率进行分析。 

    结果  我们没有发现两组间 rs6265 位点基因型

频 率 （ χ2=1.004,P=0.605 ） 和 等 位 基 因 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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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0.096,P=0.755）之间的差异。 

    结论   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 BDNF 基因

rs6265 位点与青年抑郁症的关联。 

 

 

 

精神病专科医院环境设施与医院感染控制 

 

吴从亨 1 王庆 1  

1）四川省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精神病院环境设施与医院感染的关

系，改善环境，优化设施，能有效的减少医院感染的

发生。 

    方法  从我院医院感染防控的难点，结合我院

环境设施的改造，对精神病专科医院环境设施与医

院感染控制的关系进行探讨。精神病患者住院的特

殊性在于对患者进行长期封闭性管理，由于患者住

院时间长，吃、住、生活、娱乐、康复都集中在精神

病院内的病区中，所以对医院的病区环境、病区设

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合理的环境设施可能造成

医院感染的发生。 

    精神病院病区环境表面的清洁与消毒是医院感

染防控的重要措施，病区环境设施必须符合清洁与

消毒的要求。新建病区应选址合理，功能完善，分区

明确，洁污分流，通道分开，面积足够，间距符合规

定，卫生设施配置齐全、数量足够，安全高效。 

    在新建与改建中需要安装容易清洁和消毒的地

面与墙面，洗漱设施需防滑容易清洗，采用适用的

手卫生设施和易于清洁的材料，病区实行分区管理，

生活区、治疗区、洗漱区分开，设置合理的人员、物

流通道、区域设置应相对独立，清洁、污染不交叉。

病室、生活大厅需通风良好，设置足够数量和类型

的隔离专用房间，并留出有利于患者之间隔离的间

距和空间，隔离病房、特殊护理单元配备适宜的通

风设备。建立合理的供水系统减少供水的污染。另

外还需要对加大对年轻精神病专科医生对各类严重

感染，尤其是传染病早期识别能力的培训，防患于

未然。 

结果  优良的就医环境、高质量的医疗、护理

能有效的促进精神病人的康复，有利于精神病院医

院感染的防控管理，遏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结论  精神病专科医院环境设施的改进，加强

病区环境及消毒隔离的管理，能最大限度的减少院

内交叉感染的发生，避免医院感染暴发。 

 

 

 

精神病专科医院知情同意落实中的法律风险

及防范 

 

王 庆 1 吴从亨 1  

1）四川省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精神病专科医院在知情同意落实中

的法律风险及防范，精神病患者作为特殊就医者，

在知情同意的落实中相应的具有与综合医院患者不

同的特殊之处。 

    方法  本文从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医患知情同意条款，结合 2013

年 5 月 1 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

对知情同意原则的相关规定，分析精神病专科医院

知情同意原则落实中的法律风险、及相关防范措施。

知情同意落实中包含知情与同意两个部分，知情重

点体现医方的说明义务，通过医方的说明让患方充

分理解病情、检查、护理、治疗、及各项注意事项。

患方同意重点体现在患方自主决定权的使用，患方

同意医方提出的诊疗、护理、康复方案，让治疗方案

得以实施。 

    精神病专科医院知情同意原则落实中存在说明

对象的特殊性：患者、患者家属、患者监护人的选择

上要遵从法律与医疗的规定。说明的内容也具有特

殊性：需要对入院管理、MECT 治疗、约束性治疗、

自伤、自残、意外发生、特殊精神药品的使用、侵入

性及特殊护理技术操作、出院管理等内容特别告知。 

    医方应尽量完善知情同意落实中的可能发生医

疗纠纷的防范措施。需要提升沟通能力、专业能力，

加强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培训，优化知

情同意书，把握告知沟通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告知

方式，加强对患方的对疾病、对精神病的治疗的特

殊宣教，让患方理解医疗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与对患

者知情同意限制，明白知情同意落实的意义，达到

医、患同心，共同促进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 

    结果  精神病专科医院在落实知情同意中，能

注意知情对象、内容的特殊性，对知情同意的沟通

形式进行适当的改进，更容易让知情同意得到有效

的落实，注意法律风险，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 

    结论  精神病专科医院医患之间知情同意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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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落实，能达到医方、患方同心共力，共同促进患者

的治疗与康复。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焦虑抑郁的临床研究 

 

廖家喜 1 曹克勇 1  

1）重庆市北碚区第二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分析抗焦虑、抗抑郁药物联合合理情绪

疗法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焦虑、抑郁的临床效

果，评估其临床应用前景。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于天府

总医院血液透析科、南桐总医院、永荣总医院、松藻

总医院就诊及住院的血液透析焦虑、抑郁患者 56 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在常规治疗、护理

基础上，研究组加用合理情绪疗法，每周进行疗效

评价，分别在干预前和干预后行 HAMD/HAMA、

LSIB 及 ESRD-AQ 量表测定，4 周后进行组间的比

较分析。 

    结果  研究组经过 4 周的合理情绪疗法+药物

治疗干预后，HAMD/HAMA 得分均明显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5.606;t,20.33,P＜0.001)；LSIB 及

ESRD-AQ 得分均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12.84;t,-11.12,P＜0.001)。对照组经过 4 周的药物治

疗干预后，HAMD/HAMA 得分均明显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t,6.612;t,7.460,P ＜ 0.001) ； LSIB 及

ESRD-AQ 得分均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6.653,P＜0.001;t,-3.831,P＜0.05)。治疗 4 周后，研究

组 HAMD/HAMA 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t,-

3.628;t,-2.970,P＜0.05)，而 LSIB 及 ESRD-AQ 得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 (t,8.575;t,5.086,P＜0.001)。 

    结论  药物联合合理情绪疗法相较于单纯药物

治疗，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有更加

明显的改善，有利于提高患者生活满意度及治疗依

从性，从而提高血液透析的治疗效果。 

 

 

 

家庭养育环境对学龄期儿童社交焦虑影响研

究进展 

 

田伊瑶 1 洪素 2 张琪 2 况利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家庭是孩子社会化过程中第一个接触到

的环境，家庭养育环境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心理环

境，均对儿童的心理状态成长有着很大影响，其重

要性已得到广泛共识，但在其对儿童社交焦虑的影

响问题上，依然还未引起相当的重视，同时也显少

有研究具体地探讨家庭养育环境的构成部分是如何

对学龄期儿童的社交产生影响。为了对学龄期儿童

父母及其老师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养育方法，帮

助家长们去创建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以预防和早

期干预儿童社交焦虑，使得在儿童发育成长过程中

不断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健康成长。 

    方法  本文通过对 CNKI、万方、维普、Pubmed

等中英文数据库搜索，将家庭养育环境分成物质环

境和心理环境两大部分，综述了家庭养育环境各因

素对学龄期儿童的社交焦虑产生的影响。 

    结果  家庭物理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电子设

备、依恋与互动、教养方式与方法、家庭成员结构、

父母教育程度和素质等因素均对学龄期儿童的社交

焦虑有着影响。 

    结论  通过研究家庭养育环境对儿童社交焦虑

的影响，家庭方面应该更加注重父母与孩子间的日

常互动，增强其家庭互动间娱乐性与情感的表达，

尤其是父亲与子女之间的互动不可缺失，让孩子能

够在更加开放与被接纳的环境中全面健康成长。同

时也需注意电子设备的合理使用，以更良好的家庭

氛围促使孩子提升自尊，培养其独立性和社会生活

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加自信地去迎接未来社会复杂

问题的挑战。 

 

 

 

儿童抑郁量表在不同儿童群体中的筛查效力

研究现状 

 

田伊瑶 1 张琪 2 洪素 2 况利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 Depression’s In-

ventory，CDI ）是当前儿童与青少年抑郁调查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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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广泛，心理测量学研究最完善的量表之一。其

中中文版被反复进行过测量，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适合国内中小学生抑郁症状的评定，但投放群

体不同，筛查效力情况也存在差异。本文旨在将不

同群体中使用 CDI 量表的效力情况进行综述，为该

领域的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科学的参考信息。 

    方法  本文通过检索 CNKI、PubMed、万方、

维普等中英文数据库收集 2000～2021 年发表的有

关不同儿童人群使用 CDI 进行抑郁检测情况的文献，

分别对其小学生、中学生、留守儿童、流动学生等群

体进行 CDI 的筛查效力现状分析。 

    结果  儿童抑郁量表 CDI 虽然在我国信、校度

都较好，但因为存在地区、性别、以及人群和年级段

的差异，所以测量结果也会有差异。且大部分 3 年

级以下的学生由于识字能力、理解和认知能力的不

足，是无法独立完成 CDI 的自评测量的，所以依旧

是父母进行他评量表的居多。 

    结论  CDI 虽然本土化后的信、校度皆得到了

反复的验证，但是此量表仍需要根据文化背景对 

CDI 的个别条目进行修订；今后仍需要在儿童青少

年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中，结合不同地区以及

调查样本的特点来选择和制定更合适的量表。 

 

 

 

首发未服药青少年抑郁症伴非自杀性自伤患

者 rTMS 治疗前后脑电微状态影响研究 

 

赵琳 1 马伶丽 1 胡锦辉 2 周东东 2 姜正浩 2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了解伴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

suicidal self-injury, NSSI）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脑电

微状态，并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

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治疗前后其脑电微

状态的变化。 

    方法  本研究选择首发未服药的伴 NSSI 行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n=30）及单纯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n=30）作为研究对象，并在两组被试中各选择

15 例给予药物治疗，两组的另外 15 例被试给予药

物治疗联合 rTMS 治疗；药物选择以舍曲林为主，

150mg/d~200mg/d，疗程 4 周；rTMS 参数选择为

10Hz，80%MT，连续刺激 5s，间歇 15s，总时长 30min，

疗程 4 周（共 20 次）；使用 MINI 国际神经精神会

谈（M.I.N.I. KID 5.0）对入组被试者进行定式精神会

谈明确诊断；建立病例报告表，收集被试的一般资

料，包括姓名、年龄、受教育程度、躯体健康状况、

家族史等资料；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哥伦比亚自杀严重度

评估量表（C-SSRS）及渥太华自伤量表（OSI）等量

表对其进行评估；使用美国 Neuroscan 的 64 导 ERP

记录与分析系统、Curry8 数据采集系统对所有被试

进行静息态脑电数据采集；使用 EEGLAB 对静息态

脑电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脑电微状态前后变化并对

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一般资料结果提示：青少年抑郁患者

伴 NSSI 行为，与大多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一致，以

女性偏多，发病年龄集中在 13-16 岁，发病率与受

教育程度、躯体疾病、精神疾病家族史没有呈现相

关性；2.量表结果提示：HAMD 及 HAMA：NSSI 行

为频率与患者基线量表评分呈现明显正相关；伴有

自杀意念的患者在量表中呈现较高评分，但未呈现

有统计学的差异（p>0.05）。经过 rTMS 治疗的抑郁

症伴 NSSI 患者，量表评分明显下降，干预前后结果

呈现统计学差异。3.伴 NSSI 行为的青少年抑郁症的

脑电微状态表现出比单纯青少年抑郁症更明显的变

化，其中微状态 A 下降更显著；经过 rTMS 治疗后，

伴 NSSI 的青少年抑郁症较单纯药物治疗的伴 NSSI

的青少年抑郁症表现出微状态 A 的显著增加。 

    结论  伴 NSSI 的青少年抑郁症脑电微状态表

现出比单纯抑郁症存在更显著的功能缺陷，rTMS 改

善伴 NSSI 的青少年抑郁症的脑电微状态。 

 

 

 

大学生孤独感和攻击性行为的关系研究 

 

刘蒙 1 况利 1 王我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研究大学生群体孤独感状况以及与攻击

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孤独感和攻击性在性别，

是否留守，是否独生子女和不同家庭所在地等人口

学变量之间的差异。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问卷星软件

向某高校在校大学学生发放 UCLA 孤独感量表

（ UCLA Loneliness Scale,Univesity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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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os Angels）、攻击性行为问卷（Buss-Perry Ag-

gression Questionnaire），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处理，

进而进一步得出结论。 

    结果  （1）在校大学生群所体体验到的孤独感

程度普遍较高。（2）独生子女孤独感程度得分要明

显高于非独生子女（t=2.11，p＜0.01）。在校的来自

城市的大学生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相比，得分也显

著偏高（t=1.72，p＜0.01），留守大学生孤独感程度

的得分同样要高于非留守大学生（t=1.97，p＜0.01）。

（3）大学生孤独感与攻击性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

﹣0.602，p＜0.01）。 

    结论  （1）在校大学生群体普遍拥有中等较高

水平的攻击性行为。（2）大学生攻击性在各人口学

变量上存在统计学差异。（3）大学生孤独感与攻击

性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首发未治疗青少年抑郁症伴非自杀性自伤患

者的神经电生理机制：基于 ERP 反应抑制功

能干预前后变化的研究 

 

马伶丽 1 赵琳 1 周冬冬 2 胡锦辉 2 姜正浩 2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

tial, ERP）了解伴有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

injury, NSSI）行为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反应抑制

功能，探讨 NSSI 发生及发展的电生理机制变化。 

    方法  本研究选择首发未服药的伴 NSSI 行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n=30）及单纯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n=30）作为研究对象，并在两组被试均选择以

舍曲林为主，150mg/d~200mg/d，疗程 4 周；使用

MINI 国际神经精神会谈（M.I.N.I. KID 5.0）对入组

被试者进行定式精神会谈明确诊断；建立病例报告

表，收集被试的一般资料，包括姓名、年龄、受教育

程度、躯体健康状况、家族史等资料；使用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哥伦比亚自杀严重度评估量表（C-SSRS）及渥太华

自伤量表（OSI）等量表对其进行评估；使用美国

Neuroscan 的 64 导 ERP 记录与分析系统、Curry8 数

据采集系统对所有被试进行静息态脑电数据采集；

使用 EEG-LAB 对 ERP 脑电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干

预前后 ERP 中 P300 成分变化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一般资料结果提示：青少年抑郁患者

伴 NSSI 行为，与大多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一致，以

女性偏多，发病年龄集中在 13-16 岁，发病率与受

教育程度、躯体疾病、精神疾病家族史没有呈现相

关性。在药物滥用方面没有表现出有明确统计学意

义的共患率升高，相反，NSSI 行为表现出与自杀意

念的高度共患。 

    2.量表结果提示： 

    汉密尔顿抑郁、焦虑量表（HAMD、HAMA）：

NSSI 行为频率与患者基线量表评分呈现明显正相

关；伴有自杀意念的患者在量表中呈现较高评分，

但未呈现有统计学的差异（p>0.05）。经过早期干预

的抑郁症伴 NSSI 患者，在后期随访中，量表评分明

显下降，干预前后结果呈现统计学差异。 

    3.ERP 结果提示：相较于单纯抑郁青少年患者，

伴发 NSSI 的患者在反应抑制能力明显下降

（p<0.05）；而在早期干预后，反应抑制能力上升

(p<0.05)。 

    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伴发 NSSI 行为时

相较于单纯抑郁患者呈现明显的反应抑制功能减退，

并且其减退程度随 NSSI 发生频率增高而增大。而早

期对该类患者进行干预可以明显改善其反应抑制功

能减退，从而缓解 NSSI 行为。 

 

 

 

首发未服药青少年抑郁障碍伴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患者的辩证行为治疗干预前后静息态脑

电微状态研究 

 

胡锦辉 1 周冬冬 1 马伶俐 2 赵琳 2 姜正浩 1 王我 1 

况利 1,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辩证行为治疗（dialectic behavior 

therapy DBT）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

suicidal self-injury NSSI）疗效与患者静息态脑电微

状态变化的关系，探讨 DBT 治疗对抑郁障碍青少年

NSSI 行为产生影响的脑电生理机制。 

    方法  本研究共选择了 34 例符合 DSM-IV 诊

断标准的抑郁障碍合并 NSSI 行为的 12 至 17 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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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两组，在两组

被试中各选择 15 例仅给予药物治疗，两组的另外 19

例被试给予药物治疗联合 DBT 团体技能训练治疗；

药物选择以舍曲林为主，50mg/d~150mg/d，疗程 4

周；团体技能训练干预。由 3 名经过系统培训的心

理治疗师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方案开展封闭式团

体技能训练治疗（每周一次，共 13 次）；使用 MINI

国际神经精神会谈（M.I.N.I. KID 5.0）对入组被试者

进行定式精神会谈明确诊断；建立病例报告表，收

集被试的一般资料，包括姓名、年龄、受教育程度、

躯体健康状况、家族史等资料；使用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哥

伦比亚自杀严重度评估量表（C-SSRS）及渥太华自

伤量表（OSI）等量表对其进行评估；使用美国

Neuroscan 的 64 导 ERP 记录与分析系统、Curry8 数

据采集系统对所有被试进行静息态脑电数据采集；

使用 EEGLAB 对静息态脑电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脑

电微状态前后变化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组都表现 4 种脑电微状态（A～

D）,DBT 合并药物干预组微状态类别 A、微状态类

别 D 的时间覆盖率较干预前基线水平升高，且 DBT

合并药物组变化程度均大于药物干预组；微状态 AC、

AD、BD、CD、DE之间的转换动力水平均存在差异；

临床症状缓解程度与脑电微状态变化程度呈正相关

相关。 

    结论  DBT 合并药物方案在治疗青少年抑郁障

碍合并 NSSI 行为人群时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静

息态脑电微状态成分较基线变化程度与临床疗效呈

正相关，可进一步讨论临床应用前景。 

 

 

 

成人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吴建桦 1,3 杨亚黎 2 李名立 1,3 吴雨璐 1 吴胜利 2 孙

克红 2 方静 2 谢燕 2 申丽丽 2 吴亚莉 2 谢晨瑶 2 李

喆 1 王强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2）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中医医院）精神康复中心 

3）眉山市中医医院 

 

    目的  了解父母教养方式对参加工作后的成人

子女自尊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父母教养方式对成

人子女自尊的影响差异。 

    方法  自2018年5月6日—2018年9月30日，

共纳入 4998 名公众（年龄范围：22~40 岁），通过网

络在线调查方式，采集一般情况调查表、父母教养

方式量表（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own 

memories of parental rearing practices in childhood, 

EMBU）与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数据。 

    结果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校正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后，父母教养方式

与参加工作的成人子女自尊有关，其中父亲情感温

暖理解（β= 0.03，P < 0.001）、父亲干涉（β= 0.032，

P < 0.05）、母亲情感温暖理解（β= 0.022，P < 0.001）

等教养方式能促进成人子女自尊的发展，父亲过度

保护（β= -0.069，P < 0.01）母亲过度干涉保护（β= 

-0.03，P = 0.001）、母亲惩罚严厉（β= -0.032，P < 0.05）

等教养方式则会阻碍成人子女自尊发展。然而汉族

和非汉族人群的父母教养方式对成人自尊影响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父母的教养方式对成人子女的自尊密切

关联，不同教养维度对成人自尊存在不同的影响。 

 

 

 

某地区煤矿工人工伤后焦虑、抑郁治疗的研

究 

 

钟远理 1  

1）重庆市铜梁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研究传统抗焦虑、抑郁药物治疗结合合

理情绪疗法对矿区工人工伤后焦虑、抑郁缓解效果

是否显著，评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临床应用前

景 

    方法  选取天府总医院（北碚区第二精神卫生

中心）、天府三汇医院、南桐总医院、永荣总医院、

松藻总医院门诊就诊及住院治疗的患者 62 例，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在常规治疗、护理基础

上，研究组加用合理情绪疗法，每周进行疗效评价，

分别在干预前和干预后行相关心理量表测定，4 周

后进行统计分析，从多个因素分析该类型患者的心

理状况。 

    结果  研究组经过 4 周的合理情绪疗法＋药物

治疗干预后，各量表得分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1);对照组经过 4 周的药物治疗干预

后，各量表得分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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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或 P<0.001);两组在最后一周各量表得分均

明显降低，但研究组比对照组得分降低更明显，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干预后分析显示，

研究组较对照组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明显缩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药物联合合理情绪疗法相较于单纯药物

治疗，对煤矿工人工伤后负性情绪的缓解有明显的

改善，且住院时间更短，住院费用更少。 

 

 

 

某三甲综合医院精神科青少年睡眠障碍门诊

患者药物使用现状分析 

 

李夏颖 1 洪素 1 艾明 1 张琪 1 张晨钰 1 高菲 1 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失眠是青少年最常见的睡眠障碍之一。

睡眠障碍不仅影响青少年自身的健康、生长发育、

认知功能、行为和情绪调节，还会对其整个家庭带

来负性影响，故青少年睡眠障碍的治疗至关重要。

尽管缺少适应证和安全性数据的支持，药物治疗仍

是青少年失眠最常用的治疗方法。通过该研究以期

制订我国青少年睡眠障碍患者的用药专家共识。 

    方法  对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31 日

重庆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精神科门诊的青少年睡

眠障碍门诊患者，采用自制的精神科用药调查表回

顾性分析患者的药物使用情况，对青少年睡眠障碍

门诊患者使用各类精神科药物的用药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共入组患者 562 例，超说明书总体使用

率为 90.9%（511/562），单用抗抑郁、抗焦虑、褪黑

素受体激动剂等药物占 22.2%（125/562），联合用药

使用率为 80.02%（451/562），其中 BDZ 联合抗抑郁

药物占 36.1%（203/562），BDZ 联合抗精神病性药

物占 16.9%（95/562），BDZ 联合抗精神病性药物联

合抗抑郁药物占 10.1%(57/562),BDZ 联合其他药物

占 16.2%。 

    结论  青少年睡眠障碍患者超说明书使用情况

较为普遍。使用超说明书使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高超说明书用药率、高联合用药率需引起临床高

度重视，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逐步规范超说明书

用药行为。 

双相障碍研究协作组 

 

环性情感气质问卷在鉴别单相抑郁和双相 II

型抑郁中的应用价值 

 

卢玮聪 1 李小岳 1 徐贵云 1 林康广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双相 II 型患者一生中只有约 1%时间有

轻躁狂体验，他们通常在抑郁发作时寻求治疗，而

在轻躁狂状态时对症状缺乏认识，是造成漏诊的原

因之一。本研究评估环性情感气质问卷临床检查版

（Cyclothymic temperament clinical questionaire, CT-

CQ）及环性气质情感自评问卷（Cyclothymic temper-

ament self-rated questionaire, CT-SQ）在鉴别单相及

双相 II 型抑郁的应用价值。 

    方法  纳入抑郁发作急性期患者，年龄 18-65岁，

男女不限。被试需符合 DSM-IV 抑郁发作诊断标准。

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 项版本评估抑郁严重程度，

总分≥18 分为纳入标准。研究者使用 CT-CQ 评估被

试否在主观表现及行为表现两方面存在环性情感气

质。被试使用 CT-SQ 自评是否存在环性情感气质。

使用 SPSS 23.0 版本及 R 3.6.3 版本分析数据。使用

R 的 pROC 软件包及 caret 软件包分析 CT-SQ 鉴别

双相 II 型抑郁及单相抑郁的准确率、敏感度及特异

度，并绘制被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

acteristic, ROC）曲线图。 

    结果  共纳入单相抑郁患者 208 例，双相 II 型

抑郁患者 150 例。CT-CQ 对筛查双相 II 型抑郁的敏

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28.7%及 85.1%。本研究对 CT-

SQ 量表的得分作为检验变量，是否为双相 II 型抑

郁为状态变量，描绘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为 0.631

（95%Cl: 0.574-0.689）。根据约登指数（Youden index）

最大值，最佳临界点为 8.5。分别计算取值 8 和 9 下

对应的敏感度及特异度，临界值取 9 时，准确率为

61.5%（95%Cl: 56.2%-66.5%），敏感度为 64.4%

（95%Cl: 58.3%-71.2%），特异度为 57.3%（95%Cl: 

49.6%-65.1%）。因量表的得分整数，故取得分为 9 作

为临界值更合适。在该标准下，单相抑郁组及双相

II 型抑郁组患者的 CT-SQ 阳性率分别为 35.6%及

57.3%。 

    结论  环性情感气质问卷可作为鉴别单相及双

相 II 型抑郁的有效补充工具，CT-CQ 特异度高而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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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度低，不易误诊双相抑郁，但容易漏诊，而 CT-SQ

的敏感度及特异度均为中等，对他评量表的应用缺

点有一定修正作用，鉴别诊断中需结合两者结果综

合判断。 

 

 

 

Mental Status, Biological Rhythm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Early Stages of COVID-19 Epidemic in Wu-

han 

 

Lei Li1, Yixiu Liu1, Yihao Liu1, Rui Xue1, Hua Yu1, Wei 

Wei1, Yajing Meng1, Zhe Li1  

1）Mental Health Center,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

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Reacting to the COVID-19 crisis re-

quires millions of healthcare workers to increase their 

workload, which puts both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t risk.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s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io-

logical rhythm and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and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healthcare 

workers from Wuhan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Methods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as col-

lected via online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276 

healthcare workers worked in Renmin Hospital of Wu-

han University completed a set of questionnaires in the 

following order: Biological Rhythms Interview of As-

sessment in Neuropsychiatry (BRIAN), Beck Depres-

sion Inventory-II (BDI-II), 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Results  We reported a double moderation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age moderating the amplification 

of depression related to the disturbance of biological 

rhythm (R2= .47; effect size f2= .85). Higher levels of 

social support buffered the amplification of depression 

scores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turbance in bi-

ological rhythms in all age groups, with the effects es-

pecially clear in younger healthcare workers (Mean age 

= 26.57, se = .04). We also reported that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predicted  by both social and sleeping 

rhythms, whereas anxiety symptoms were predicted  

by the social rhythm only. We found that married indi-

viduals had lower biological rhythm disturbance ratings 

and higher social support ratings. Females also reported 

higher ratings in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sted the effect of so-

cial support on biological rhythms. In other words, so-

cial support buffer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biological 

rhythm disturbance on developing  mood disorder 

symptoms, especially in younger people. The effects of 

marital status and gender provid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o study mental crisis management. 

 

 

 

24 节气常见精神疾病就诊现状调查 

 

李文飞 1,3,4,5 张松 2,3 孙应凤 6 周鑫 2,3 吴宇 2,3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 

3）安徽省精神精神医学中心 

4）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5）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6）中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精神科常见 5 种疾病就诊率节气规

律，为疾病预防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根据纳入的 5 种疾病的门诊患者的就诊

日期，按 24 节气的起止时间进行归类，统计 3 年间

不同节气时段的门诊就诊人数，并计算纳入的门诊

就诊人数占所在时位门诊就诊总人数的比值。2.统

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6.0 进行统计分析，对纳入的

门诊就诊人数占所在时位门诊总人数的比值采

Kruskal-wallis H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当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双相情感障碍门诊就诊人数占同时段门

诊总人数的比值 5.64%，在二十四节气时段中，平均

值为 5.64%，最高时段是冬至，为 5.99%；最低时段

是惊蛰，为 5.3%。节气时段的双相障碍住院人数比

值 Kruskal-wallis H 检验，χ2=13.056，P=0.01<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躁狂症门诊就诊人数占同时

段门诊总人数的比值 0.83%，在二十四节气时段中，

平均值为 0.84%，最高时段是大寒，为 1.05%；最低

时段是小雪，为 0.66%。节气时段的躁狂症门诊人数

比值 Kruskal-wallis H 检验，χ2=0.211,P=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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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抑郁症门诊就诊人数占同时

段门诊总人数的比值 6.48%，在二十四节气时段中，

平均值为 18.17%，最高时段是冬至，为 19.22%；最

低时段是惊蛰，为 16.71%。节气时段的抑郁症门诊

人数比值 Kruskal-wallis H 检验，χ2=33.057,P<0.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精神分裂症门诊就诊人数占同

时段门诊总人数的比值，在二十四节气时段中，平

均值为 35.37%，最高时段是小寒，为 38.45%；最低

时段是立冬，为 33.73%。节气时段的精神分裂症门

诊人数比值 Kruskal-wallis H 检验，χ2=101.649，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焦虑障碍门诊就诊人

数占同时段门诊总人数的比值，在二十四节气时段

中，平均值为 12.89%，最高时段是冬至，为 13.61%；

最低时段是雨水，为 11.79%。节气时段的焦虑障碍

门诊人数比值 Kruskal-wallis H 检验，χ2=11.352，

P=0.003<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精神科常见疾病在不同节气的就诊率具

有一定差异，“二分二至”等节气的重要节点是疾病

高发时段。 

 

 

 

住院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依就诊节气为时点的

10 年调查报告 

 

李文飞 1,2,3 朱志强 4 宋晓元 4 张松 5 吴宇 5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3）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 

5）安徽医科大学 

 

    目的  调查双相情感障碍发病与中国传统 24

节气的相关性 

    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通过 his 系统调阅我

院过去 10 年(2010 年 1 月-2020 年 1 月）住院信息

资料，对全部信息归类分析。统计其在性别，年龄，

职业，婚姻状况与节气的时点相关性。计算其卡方

值，判断差异有无显著性。 

结 果   1. 性 别 差 异    K²( 男 )=130.22    

K²( 女 )=112.94 Pearson K²=16.890 渐 进 显 著 性

P(K²)=0.815>0.05，故不同性别就诊患者人数与节气

无明显的相关性； 

2. 婚姻差异   K²( 已婚 )=156.43    K²( 未

婚)=144.02           K²(离独)=10.520    K²(丧

偶)=1.2754K²=94.168渐进显著性 P(K²)=0.024<0.05，

故不同婚姻状况就诊患者人数与节气有较明显的相

关性； 

3 。 年 龄 差 异  K²(<18)=10.694    K²(18-

29)=108.96     K²(30-39)=26.694    K²(40-

49)=36.370        K²(50-59)=14.080    K²(60-

69)=8.1141     K²(70-79)=2.2536    K²(40-

49)=0.51993 渐进显著性 P(K²)=0.269>0.05，故不同

年龄段就诊患者人数与节气无明显相关性； 

4.职业差异 K²(无业 )=126.09       K²(离

退 )=7.1576       K²( 学 生 )=17.998  K²( 农

民)=53.761      K²(工人)=6.2609        K²(职

员 )=6.8623   K²( 自 职 )=5.0851      K²( 个

体)=6.7808    K²(公务员)=1.0144 K²(专业)=5.3841     

K²(企管)=2.9275         K²(其他)=12.754 Pearson 

K²=340.695 渐进显著性 P(K²)<0.05，故不同职业就

诊患者人数与节气明显的相关性。 

    结论  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职业的双相就诊患

者与节气有明显相关性，其他没有相关性。 

 

 

 

住院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糖脂代谢水平近期结

局及对照研究 

 

吴宇 1 汪浩 1 李文飞 2,3,4  

1）安徽医科大学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3）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4）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接受不同情绪稳

定剂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糖、脂代谢指标的影

响 

    方法  选择选择 2019 年 12 月 1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在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的双相情

感障碍患者 194 例作为研究组（男女各 97 例），根

据其接受的不同药物治疗方案分为三组（1.碳酸锂

联合抗精神病药物 2.丙戊酸盐联合抗精神病药物 3.

碳酸锂及丙戊酸盐联合抗精神病药物），选择同期在

合肥市某三甲医院健康体检人群 202 例受试者作为

对照组，于治疗 6 周后比较三组患者与正常对照组

之间的糖、脂代谢指标有无差异。数据资料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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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25.0 进行分析。 

    结果  4组间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空腹血糖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且结

果显示 A、B、C 组之间在三酰甘油和高密度脂蛋白

水平上无统计学意义，三组与 D 组在三酰甘油和高

密度脂蛋白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B 和 C 组在空腹

血糖水平无统计学意义，A 和 D 组在空腹血糖上无

统计学意义，A、D 组与 B、C 组有统计学意义;而 4

组间总胆固醇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近期血脂代谢紊乱可

能与心境稳定剂的种类无关，与习惯性感觉可能不

一致，丙戊酸盐在治疗中可能会引起空腹血糖水平

降低，糖尿病患者在治疗中需关注血糖的变化。 

 

 

 

基于电子化评估治疗策略与真实世界治疗在

抑郁症中比较：一项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研

究 

 

牛娜 1 黄茹燕 1 刘修军 2 刘丽萍 3 张迎黎 4 王萍 1 

费玥 1 李宁宁 1 黄乐萍 1 吴志国 5 汪作为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3）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4）深圳市康宁医院 

5）上海德济医院 

 

    目的  探讨电子化评估治疗策略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通过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基于电子化评估（e-

Measurement Based Care, EMBC）的治疗模式，与临

床惯常治疗（Treatment As Usual，TAU）相对照，探

索抑郁障碍的规范化治疗策略。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双盲对照设计，收集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上海市虹口

区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哈尔滨市

第一专科医院和深圳市康宁医院四个精神专科医疗

机构的门诊抑郁症患者。符合入组标准的抑郁症患

者共 24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 MBC 组 119

例、TAU 组 12 例。EMBC 组使用艾司西酞普兰单

药充分治疗，采用以评估为基础的干预策略，TAU

组由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状况自行决定治疗策略，期

间不施加任何研究限定的干预。在治疗前、治疗第 2 

周末、第 4 周末、第 6 周末、第 8 周末分别评估

HAMD，观察患者的抑郁症状,并随访半年。 

    结果  第8周末治愈率MBC组64.0%高于TAU

组 42.6%，采用卡方检验方法，两组差异有显著性

（ 2 = 9.550, P = 0.002）；第 24 周末治愈率 MBC 组

70.0%，TAU 组 71.3%，两组差异无显著性（ 2 = 

0.042,P = 0.837）。说明基于评估治疗可以较早获得

临床治愈者。治疗前EMBC组和TAU组患者HAMD

量表评分比较，采用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F =0.845, P ＞0.05），而治疗第

8 周末，采用 EMBC 治疗的研究组患者评分为

（6.54±7.34）低于 TAU 组患者的（9.44±6.33），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9.386, P ＜ 0.05）。第 24

周末两组比较 HAMD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F=0.155, 

df=1，P=0.694）。说明两组间 HAMD 量表评分的比

较，MBC 组 HAMD 量表在早期可以获得更低的评

分。 

    结论  MBC 在抑郁症治疗的早期可以获得更

好的疗效，但在真实世界里，个体化治疗远期亦可

获得同样的疗效。 

 

 

 

社区门诊患者健康类手机应用软件 APP 需求

分析 

 

黄茹燕 1 刘修军 2 徐韦云 1 熊金霞 1 黄乐萍 1 吴志

国 3 方贻儒 4 汪作为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德济医院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分析上海、武汉地区社区门诊患者

对健康类手机应用软件（APP）的使用情况，了解患

者对心境障碍相关知识的需求偏好。 

    方法  使用自研的“心情温度计”医生端平台对

上海、武汉部分社区门诊 18-65 岁患者进行调查。

调查问卷包括人口学资料、健康类 APP 使用情况，

对此类 APP 的使用意愿及关注点，对情感障碍的了

解及信息需求。使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对多选题频

率差异进行题项适合度检验，对不同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采用多重响应分析的交叉表分析。 

    结果  共有 865例患者完成调查（上海 331例，

武汉 536 例），曾使用过医疗和健康类手机 AP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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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8.5%（246 例），近一半的患者仍在使用（119 例），

9%的患者认为很有帮助。社区门诊患者对健康类

APP 最关注的是安全性和隐私保密性（68.1%）、是

否收费（50.5%）、是否来自权威机构（43.2%），年

轻人（20-30 岁）更注重是否来自权威机构，对医疗

类 APP 使用持谨慎态度。而中老年人（50 岁以上）

更注重是否收费，并且担心操作复杂、不方便使用。

女性相对更注重 APP 界面的美观舒适。62.7%的患

者认为有必要了解心境障碍的相关知识，女性比男

性更想知道如何发现身边潜在的心境障碍患者，大

专及本科文化的患者更倾向于知道如何识别和帮助

心境障碍患者。希望在“心情温度计“上了解介绍自

主监测情绪变化（56.7%）、就诊相关信息（55.8%）、

定期评估抑郁、焦虑量表（51.8%），大专及本科的

患者对疾病和精神健康知识的需求度较大专以下文

化程度的患者更高。 

    结论  社区门诊多数患者对健康类APP有需求，

但使用比例不高和比较关注隐私保护。 

 

 

 

四城市居民心境障碍知识的知晓率和治疗态

度调查 

 

王萍 1 黄茹燕 1 黄乐萍 1 吴志国 2 刘修军 3 刘丽萍
4 张迎黎 5 徐韦云 1 熊金霞 1 汪作为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德济医院 

3）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4）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5）深圳市康宁医院 

 

    目的  调查上海、武汉、哈尔滨、深圳四地社区

居民心境障碍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对精神科治疗

态度，为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综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上海、武

汉、哈尔滨、深圳四地精神专科医院及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门诊患者，以方便抽样方式调查。入组标

准：年龄 18-65 岁，性别文化程度不限，签署书面知

情同意。排除标准：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当前

患严重活动性躯体疾病及因认知水平不能配合完成

调查。采用自编《心境障碍知晓率调查问卷》调查心

境障碍相关知识知晓率及治疗态度，问卷内容主要

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疾病名称知晓、抑郁症和躁

狂症典型表现知晓、两种疾病案例正确判断、获悉

精神科知识途径、对精神科知识及治疗态度情况等。

所有参与者都参加了面对面的采访，人口社会学和

临床数据由评估员记录。评估员指导被试下载“心情

温度计”手机移动终端（APP），被试在线完成调查。

问卷中关于心境障碍知晓情况，以多选题形式展开

调查，采用多重响应分析中的频率和交叉表方法进

行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收到有效问卷 1290 份，其中男

性 397 例（占 30.8%），女性 893 例（占 69.2%）。对

于抑郁症、躁狂症、轻躁狂、心境障碍、双相障碍疾

病名称的知晓率分别为 24.5%、11.2%、3.9%、6.3%、

4.0%，有 1%被试回答以上疾病都“不知道”。被试获

悉精神卫生知识途径依次为网络（24.6%）、电视广

播（22.8%）、报纸杂志（19.7%）、亲戚朋友（19.1%）

和社区宣传（13.8%）。对于抑郁症典型表现正确判

断情况，其中专科门诊 82.6%、社区门诊 66.9%，女

性 75.3%、男性 63.8%，大专以下 66.6%、大专本科

78.6%、研究生及以上 90.5%。被试对躁狂症典型表

现正确判断情况，其中专科门诊 57.1%、社区门诊

50.2%，女性 56.2%、男性 43.5%，大专以下 43.8%、

大专本科 63.7%、研究生及以上 78.6%。被试对抑郁

症、躁狂症案例正确判断率分别是 63.1%，41.8%。

对获取心境障碍知识的必要性，其中 31.7%认为没

必要。对心境障碍治疗态度，38.7%被试认为需要心

理治疗和药物治疗，8.6%认为需要心理治疗（或心

理咨询），1.4%认为不需要任何治疗。 

    结论  心境障碍尤其是躁狂症和双相障碍知识

总体知晓水平并不乐观，仍应加强对健康知识的普

及及宣传力度。 

 

 

 

中文版 CUDOS-M 量表在抑郁障碍患者中信

度和效度的多中心研究 

 

费玥 1 李旭娟 2 李文飞 3 杨海晨 4 杨碧秀 5 易正辉
6 黄乐萍 1 王宇 1 王萍 1 汪作为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医学院附属树兰杭州医院 

3）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4）深圳市康宁医院 

5）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6）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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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国外研究显示抑郁症和双相障碍伴混合

特征常见，国内缺乏相关研究及评估工具。本研究

对临床实用抑郁发作伴混合特征量表（Clinically 

Useful Depression Outcome Scale supplemented with 

questions for the DSM-5 mixed features specifier，

CUDOS-M）进行汉化，并探究其在抑郁障碍患者中

的信效度，以及调查抑郁障碍伴混合特征情况。 

    方法  2018 年 3 月-2020 年 1 月在上海市虹口

区精神卫生中心、树兰杭州医院、安徽省精神卫生

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和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纳入符合入组与排除标准的 152

例重性抑郁发作患者（包括抑郁症 103 例和双相抑

郁 49 例）。采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重测

相关系数评价中文版 CUDOS-M 量表的信度，主成

分分析（PCA）及探索性因素分析（EFA）评价量表

结构效度，与 PHQ-9、HCL-32 量表评分相关性分析

评价量表平行效度，ROC 曲线下面积（AUROC）分

析量表筛查混合特征的预测效度。 

    结果  中文版 CUDOS-M 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5，各条目为 0.83-0.86。106 例（69.7%）患者

1 周后重测，重测相关系数为 0.64。主成分分析显示

特征值大于 1 的三个因子，其中因子 I 的特征值为

4.96、方差贡献率为 38.1%。中文版 CUDOS-M 与

HCL-32 评分显著相关（r=0.73，p<0.01），但与 PHQ-

9 评分相关性不显著（r=0.06, p>0.05），经治疗 12 周

后 CUDOS-M评分显著下降。以临床医生依据DSM-

5 诊断混合特征为金标准，CUDOS-M 判定混合特征

AUROC 为 0.90（95%CI：0.85-0.95），最佳划界分

为 8（敏感性 0.95、特异性 0.73），混合特征检出率

为 47.4%（临床医生诊断率 27.0%）。抑郁症患者最

佳划界分为 7，混合特征检出率为 43.7%（临床医生

诊断率 22.3%）。双相抑郁患者最佳划界分为 9（敏

感性 0.89、特异性 0.87），混合特征检出率为 40.8%

（临床医生诊断率 36.7%）。 

    结论  抑郁障碍伴混合特征比较常见，中文版

CUDOS-M 符合心理测量要求、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可以有助于提高抑郁障碍患者是否伴混合特

征的识别。 

 

 

 

Comparison of Clinical Features, Serum Li-

pid and Uric Acid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Uni-

polar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epression 

 

李娜 1 张秀月 1 刘祎 1 王萍 1  

1）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clini-

cal features and levels of serum lipid and uric acid (UA)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and unipolar depres-

s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53 patients with 

unipolar depression (unipolar group) and 61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bipolar group) who met the di-

agnostic criteria of the American Diagnostic and Statis-

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IV (DSM-IV) were 

compared retro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serum UA and 

lipid[including serum total cholesterol(T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 cholesterol， high density lipopro-

tein(HDL)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s] were meas-

ured after hospital admission. Spss22.0 statistical soft-

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

gression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re-

lated to bipolar depression. 

    Results  The age in the bipolar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unipolar group （25.44±11.85 years vs. 

49.77±9.41 years, P < 0.01). The history of multiple de-

pressive episodes in the bipolar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nipolar group (χ2=4.98, P < 0.05). The agi-

tation in the bipolar group was more prominent than that 

in the unipolar group (χ2 = 4.65, P < 0.05). And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17-item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

sion (HAMD-17) in the bipolar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unipolar group (23.11±4.55 points vs. 25.25±4.73 

points, P=0.01）. The rate of using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in the bipolar group (91.80%)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nipolar group (43.40%), (P < 0.01). The 

concentration of TC in the bipolar group (3.98±0.98 

mmol/L)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unipolar group 

(4.45±1.01 mmol/L)，（P=0.01）. The levels of serum 

UA were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362.61±90.18μmol/L) than unipolar group 

(300.69±88.68μmol/L)，（P＜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levels of UA (OR=1.011,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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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5)  and the rate of using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

chotics （OR=22.478, P＜0.01） were both independ-

ent risk factors for bipolar depression.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unipolar depression, 

individual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have a younger age 

at onset, frequent depressive episodes, common agita-

tion, higher utilization of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

chotics, lower levels of TC， and higher levels of serum 

UA. UA levels and the rate of antipsychotic use may be 

independently related factors for bipolar depression. 

 

 

 

2 型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认知功能损害与血

清 Aβ、tau 蛋白关系的探索 

 

王萍 1 李娜 1  

1）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 Aβ40、Aβ42、Aβ42/40 比值、

tau 蛋白表达水平与 2 型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认知

功能损害的关系。进一步探究 Aβ、tau 蛋白在 2 型

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抑郁障碍组、糖尿病组、2 型糖尿病

共病抑郁障碍组（共病组）、健康对照组，每组 50 例

患者，合计 200 例。采用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

测验评估上述四组研究对象的认知功能，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测定法测定血清 Aβ40、Aβ42 及 tau 蛋白

表达水平。 

    结果  1.2 型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组认知功能

损害较抑郁障碍组、糖尿病组和健康组严重，对即

刻记忆损害较为显著。 

    2.血清 Aβ40、tau 水平在四组中差异明显，共病

组血清 Aβ40 高于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共病组

血清 tau 水平高于抑郁组和健康对照组；共病组认

知功能损害与 Aβ40、tau 水平异常相关，提示 2 型

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认知功能损害与血清 Aβ40、tau

表达异常有关。 

    结论  血清 Aβ、tau 蛋白可能参与了 2 型糖尿

病共病抑郁障碍认知功能损害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这些血清生物标志物作为一种非侵入性且具有成本

效益的替代方法，有望成为 2 型糖尿病共病抑郁障

碍患者未来认知功能评价的有效指标。 

 

 

 

血清 P-tau 217 与 2 型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认

知功能损害 

 

李娜 1 王萍 1 张秀月 1 杨梅 1  

1）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 P-tau 21 表达水平与 2 型糖尿

病共病抑郁障碍认知功能损害的关系。进一步探究

P-tau 217 在 2 型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功能

损害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抑郁障碍组 51人、糖尿病组 49人、

2 型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组（共病组）36 人、健康

对照组 50 人，共计 186 人。采用重复性成套神经心

理状态测验评估上述四组研究对象的认知功能，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测定血清 P-tau 217 水平。采

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包对各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2 型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组认知功能

损害较抑郁障碍组、糖尿病组和健康组严重，对即

刻记忆损害较为显著。 

    2. 2 型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组血清 P-tau 217 在

四组中表达水平最低，与抑郁组、健康对照组间差

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抑郁组、健康对照组血清 P-tau 

217 水平均高于共病组及糖尿病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血清 P-tau 217 水平异常与即刻记忆表现较差

有关。 

    结论  在糖尿病共病抑郁障碍患者中血清 P-

tau 217 水平降低，血清 P-tau 217 表达水平异常与即

刻记忆表现较差有关。血清 P-tau 217 在 2 型糖尿病

共病抑郁障碍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仍需深入的研

究加以探索。 

 

 

 

伴混合特征和联用心境稳定剂对抑郁症患者

治疗中转相躁狂的影响 

 

郭萍 1 钱敏才 1  

1）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与单用抗抑郁剂治疗的单纯性单相

抑郁症（pure unipolar depression, PUD)和伴混合特征

的抑郁症（depression with mixed features, DMX)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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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用心境稳定剂治疗 DMX 时转相躁狂的发生率及

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在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间，在湖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纳入 DMX 住院患者 120 例，随

机分入 DMX-1 组和 DMX-2 组中，再以随机抽签的

方式纳入 PUD 患者 60 例，对 PUD 组和 DMX-1 组

均单纯给予抗抑郁剂治疗，对 DMX-2 组予抗抑郁剂

及心境稳定剂联合治疗，进行为期 6 周的观察，在

基线时、第 1、2、4、6 周末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17 )、心境障碍问卷（Mood Disorder Ques-

tionnaire，MDQ）、杨氏躁狂量表（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 YMRS）、临床总体印象-疾病严重程度量表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s-Severity of Illness，CGI-

S），对药物副作用以治疗副反应量表（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 TESS）进行评定，对数据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6 周末时 PUD 组、DMX-1 组和 DMX-2

组的转躁率分别为 3.3%、37.9%和 18.6%，三组间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三组间两两比较均

有统计学差异（P 值均＜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伴混合特征、联合心境稳定剂治疗、发病年龄过

早、基线时的 MDQ 总分和 CGI-SI 总分与转躁有统

计学关联（β 值分别为 4.516、-1.206、-0.081、0.482

和 0.532，OR 值分别为 91.460、0.299、0.923、0.617

和 0.588，P 值均＜0.05），其中联合心境稳定剂能降

低 DMX 患者转相躁狂的风险（β 值和 OR 值分别为

-1.206 和 0.299，95%CI 为 0.127~0.708） 

    结论  DMX 患者在治疗中转相躁狂的风险高

于 PUD 患者，伴混合特征、低年龄起病、临床症状

或（轻）躁狂症状较重均为转相躁狂的危险因素，联

用心境稳定剂治疗是DMX转相躁狂的保护性因素。 

 

 

 

基于 1H-NMR技术对双相情感障碍代谢标志

物的研究 

 

贾娇 1,2 杨红 1,2 任燕 1,2  

1）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学科学院 同济山西医

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基于 1H-NMR技术的代谢

组学分析，寻找双相抑郁障碍伴自伤或不伴自伤患

者的差异代谢标志物，进一步探讨其代谢通路，旨

在发现双相情感障碍、自伤相关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方法  收集双相抑郁障碍患者 77 例（其中伴自

伤双相抑郁组 31 例、不伴自伤双相抑郁组 46 例）

和正常对照组 10 例，留取血样，采用基于 1H-NMR

的方法进行血清代谢组学检测，使用 PLS-DA 方法

进行模式识别、寻找标志物，筛选双相抑郁的差异

代谢标志物，进一步分别对双相抑郁伴自伤组与对

照组、双相抑郁不伴自伤组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并

通过差异代谢物寻找代谢通路，同时探讨双相抑郁、

自伤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结果  1. 1H-NMR 图谱结果提示 29 个差异代

谢物与双相抑郁障碍有关；2.双相抑郁伴自伤组、双

相抑郁不伴自伤与对照组相比，内源性代谢物发生

了变化；3 与对照组相比，双相抑郁伴自伤组中发现

8 个内源性差异代谢物，含量显著性升高的有：脂质，

3-羟基丁酸，丙酮酸，瓜氨酸，肌酐（P＜0.05，P＜

0.01），含量显著降低的有：丙酮酸，氧化型谷胱甘

肽，甘油，β-葡萄糖 （P＜0.05，P＜0.01）；4. 与对

照组相比，双相抑郁不伴自伤组发现 8 个内源性差

异代谢物，其中含量显著性升高的有：脂质，泛酸，

丙氨酸，甘油胆碱，二甲基甘氨酸,缬氨酸（P＜0.05，

P＜0.01），含量显著降低的有：N-乙酰基-糖蛋白，

抗坏血酸（P＜0.05，P＜0.01）。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存在差异代谢物表达，对

于双相抑郁伴有自杀、双相抑郁不伴有自伤组，分

别发现其异常代谢标志物，提示其为双相情感障碍

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同时结果提示双相抑郁障碍

中伴有自伤与不伴有自伤患者存在不同的代谢途径。

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双相情感障碍、自伤的发病机制

提供依据，对双相情感障碍的临床诊治有重要指导

意义。 

 

 

 

抑郁障碍患者面部表情识别特征及其相关因

素 

 

孙霞 1 李大志 1 张勇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工具 1-BLERT 总分 MDD 组 13.54±4.25、HC 组

16.55±2.52；3 个维度中正性情绪（高兴、惊奇）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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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4.82±1.38、HC 组 5.46±0.73；负性情绪 MDD（悲

伤、厌恶、愤怒、恐惧）组 6.68±2.71、HC 组 8.56±2.14；

中性情绪 MDD 组 2.90±1.02、HC 组 2.63±0.60 以及

这 7 个基本情绪在 MDD 组与 HC 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且 MDD 组低于 HC 组（P<0.01）。MDD 患

者 BLERT 分数在 3 个维度正确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两两比较结果如下：正性情绪

（80%）>中性情绪（68%）>负性情绪（56%）；7 个

基本情绪正确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两两比较结果如下：高兴情绪（89%）>愤怒情绪

（80%）>惊奇情绪（72%）>中性情绪（68%）>悲

伤情绪（54%）>厌恶情绪（45%）>恐惧情绪（44%）。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共有 4 个自变量进入回

归方程，分别是 MoCA 总分、年龄、视觉学习和教

育年限。工具 2-表情图片：总分 MDD 组 30.90±5.27、

HC 组 33.37（P＜0.05）；3 个维度中正性情绪（高

兴、惊奇）MDD 组 10.39±1.71、HC 组 10.64±1.42

（P＞0.05）；负性情绪 MDD（悲伤、厌恶、愤怒、

恐惧）组 15.37±3.77、HC 组 17.36±2.93（P＜0.05）；

中性情绪 MDD 组 5.15±1.17、HC 组 5.37±1.02（P＞

0.05）。工具 3-EYES：MDD 组 21.39±4.61、HC 组

23.68±3.75（P＞0.05），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三种工具检测均显示相比健康对照组，

抑郁障碍患者情绪识别能力受损；识别能力缺损表

现在总分、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及中性情绪甚至 7 个

基本情绪上；情绪识别能力缺损与神经认知功能的

多个维度功能下降存在正相关。动态工具 BLERT 比

较二维图片更加敏感，在总分、不同维度、甚至单个

基本表情区分上均能体现出差异。 

 

 

 

血管性痴呆患者言语流畅性任务脑激活特征

的近红外光谱成像研究 

 

杨晓玲 1,2 郭年春 2 苏晓霞 2 孙亚麒 1 翟璇 1 韩露
1 王子扬 1 苏昱 1 乔晓岭 1 王育梅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2）石家庄市第八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采集血管性痴呆患者的一

般信息、病史，评估睡眠量表、认知功能量表及近红

外光谱分析数据等，进一步分析血管性痴呆患者言

语流畅性任务 (VFT) 下前额叶及颞叶激活的特征。 

    方法  选取 13 例分别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石家庄市第八医院、石家庄市藁城区人

民医院及鹿泉区人民医院的住院患者，符合 ICD-10

血管性痴呆的诊断标准，有明确脑卒中病史或无脑

卒中病史但是有明确的影像学（头颅MRI或头颅CT）

证据的患者和 14 例来自石家庄各社区的正常对照

组，应用  52 通道的功能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 

(fNIRS) 测评完成 VFT 时前额叶及两侧颞叶血流的

变化。比较两组被试完成任务时氧合血红蛋白(oxy-

Hb)、脱氧血红蛋白 (deoxy-Hb)及总血红蛋白(total-

Hb) 浓度达峰时间的差异。 

    结果  在言语流畅性任务中，与正常对照组相

比，血管性痴呆组患者 52 个通道 oxy-Hb、deoxy-

Hb 和 total-Hb 浓度的平均达峰时间均存在延迟（P

＞0.05），但延迟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左侧中央

前回、左右中央后回、左右额极、左侧额中回、双侧

额下回、左侧眶额叶及右侧颞上回等脑区，血管性

痴呆组患者各通道的 oxy-Hb、deoxy-Hb 及 total-Hb

的积分值，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在右侧额极、

左右额中回、左侧眶额叶、右侧中央后回等脑区的

血管性痴呆组各通道的∆HbO 小于正常对照组（P＜

0.05），说明 oxy-Hb、deoxy-Hb 和 total-Hb 激活所需

要的刺激强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结论  血管性痴呆患者执行言语流畅性任务时

前额叶及颞叶皮质激活可能存在延迟，所需刺激强

度增高。 

 

 

 

强光疗法对抑郁障碍患者体力活动及焦虑抑

郁情绪的影响研究 

 

乔晓岭 1 王育梅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强光疗法对抑郁障碍患者体力活动

及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选取于 2020 年 10 月-2020 年 12 月在河

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抑郁症患者

（Depression）共 33 例，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

为两组，一组为强光治疗组（Bright Light therapy, 

BLT）共 17 例，一组为暗光对照组共 16 例。在药物

治疗的基础上，BLT 组采用强度为 10000Lu 的光照，

暗光组采用强度＜300Lux 的光照，分别给予 2 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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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光照干预治疗，治疗期间暂不调整所服用的药

物剂量。比较光照治疗干预前后两组的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及

杨氏躁狂量表（Young Manic Rating Scale, YMRS），

并观察干预前后抑郁障碍患者体力活动及焦虑抑郁

情绪的变化。显效定义为患者第 2 周末 HAMD 总分

较基线下降≥50%。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连续性变量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正

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分类变量采用 Fisher 精确

概率法。 

    结果  1、光照治疗的第 2 周末，与暗光治疗组

相比，BLT 组的 HAMD 总分显著下降，两组组间有

统计学差异（P=0.006）；2、光照治疗的第 2 周末，

暗光组及 BLT 组的 HAMA 评分均较基线显著下降，

但两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973）；3、光照治疗

的第 1 周末及第 2 周末，暗光组及 BLT 组的体力活

动均较基线升高，但两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P1=0.539，P2=0.108）。 

    结论  强光辅助治疗可以改善抑郁障碍患者的

抑郁情绪，但不能改善抑郁障碍患者的体力活动及

焦虑情绪。 

 

 

 

河北省精神心理科医生苯二氮?类药物知晓

和使用情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郭年春 2 孙亚麒 1 乔晓岭 1 翟璇 1 韩露 1 王子扬 1 

王育梅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2）石家庄市第八医院 

 

    目的  对河北省精神心理科医生苯二氮䓬类药

物（Benzodiazepines，BZDs）使用知晓程度进行调

查，了解其用药偏好、联合用药情况及对药物副作

用的认知情况，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

更科学合理地完善临床实践和监管，全面提高精神

专科医师对 BZDs 的合理使用，有效预防 BZDs 滥

用和成瘾的发生。 

    方法  对河北省（保定、沧州、衡水、承德、邯

郸、廊坊、秦皇岛、石家庄、唐山、张家口）50 所

精神疾病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进行网络问卷

调查。问卷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医生的一

般情况，第二部分：BZDs 相关知识，包括 4 个模块，

模块一为“BZDs 的机制”、模块二为“BZDs 的分类和

使用原则”、模块三为“BZDs 的联合应用”、模块四

为“BZDs 的副作用”。模块一、二为客观题，用以判

断精神心理科医生对 BZDs 的机制和分类使用原则

的知晓情况，具体方法是每模块各 50 分，总计 100

分，按 4 个等级分析知晓程度，分别为优秀得分大

于 80 分，良好为 70 分～79 分，合格为 60 分～69

分，不合格为小于 60 分；模块三、四是调查医生的

用药偏好、联合用药及药物副作用等知晓情况。利

用 R 语言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调查 628 名精神心理科医生，回收调

查问卷 572 份，其中有效问卷 505 份。医生的知晓

率情况：优秀占比 5.0%、良好占比 34.2%、合格占

比 44.0%和不合格占比 16.8%；河北省精神心理科医

生 BZDs 使用及格率为 83.2%。精神心理科医生对

BZDs 知晓得分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工作年限对结

果有显著影响（P=0.031）。治疗抑郁障碍患者时，抗

抑郁药与 BZDs 联合应用时间，选择 2～4 周占

42.38%。处理躁狂患者时，联用 BZDs 选择“经常”

占 66.93%。处理精神分裂症患者时，联用 BZDs 选

择“经常”占 55.25%。 

    结论  河北省精神疾病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精

神心理科医生对 BZDs 使用的总体知晓情况较好，

但优秀率较低；影响知晓情况的因素是工作年限；

在治疗抑郁症、躁狂症及精神分裂症患者时，精神

心理科医生会经常联合 BZDs 治疗。 

 

 

 

双相障碍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催乳素、白介素 6、

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与执行功能的相关性

研究 

 

王金成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双相障碍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催乳素

（PRL）、白介素 6（IL-6）、甲状腺激素水平和执行

功能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河北医科

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 150 例双相障碍患者，其中躁

狂发作患者 79 例纳入双相躁狂组，抑郁发作患者 71

例纳入双相抑郁组，另选同期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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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体检健康者 150 例纳入健康组。比较三组血清

PRL、IL-6、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促甲状腺激

素（TSH）、甲状腺素（T4）水平和威斯康星卡片分

类测验（WCST）结果，比较双相障碍患者的贝克-

拉范森躁狂量表（BRM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

版（HAMD-24）评分，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双相抑郁组和双相躁狂组治疗前的血清

PRL、IL-6、T3、T4、TSH 水平较健康组升高，WCST

执行功能较健康组弱（P＜0.05）。双相抑郁组和双相

躁狂组治疗后的血清 PRL、IL-6、T3、T4、TSH 水

平和 WCST 执行功能变化较治疗前改善（P＜0.05），

双相躁狂组治疗后的 BRMS 评分低于治疗前（P＜

0.05），双相抑郁组治疗后的 HAMD-24 评分低于治

疗前（P＜0.05）。双相躁狂组血清 PRL、IL-6、T3、

T4 水平和 WCST 执行功能的错误数、持续错误数、

非持续错误数与 BRMS 评分呈正相关（P＜0.05），

TSH 水平和 WCST 执行功能的正确数和分类数与

BRMS 评分呈负相关（P＜0.05）；双相抑郁组血清

T3、T4 水平及 WCST 正确数、分类数与 HAMD-24

评分呈负相关（P＜0.05），PRL、IL-6、TSH 水平及

WCST 错误数、非持续性错误数、持续性错误数与

HAMD-24 评分呈正相关（P＜0.05）。 

    结论  血清 PRL、IL-6、甲状腺激素水平和执行

功能的变化与双相障碍患者临床症状评分相关，且

在治疗后呈现明显的变化，有望成为双相障碍症状

改善及疗效判定的辅助评估指标。 

 

 

 

强光辅助疗法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抑郁症

状及睡眠的影响 

 

韩露 1 翟璇 1 辛晓 1 谢婷婷 1 王育梅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强光辅助治疗

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抑郁症状和睡眠的影响。 

    方法  入组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河北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住院病房符合 ICD-10

抑郁障碍诊断的青少年（年龄在 14~20 岁之间）30

例。按照 1:1 将患者随机分为强光组（干预组）和暗

光组（对照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辅助强光治疗，

强光组（N=16）光照强度为 10000Lux，暗光组(N=14)

光照强度＜300Lux，两组每天早上进行 30min 为期

2 周的光照治疗。在基线和 2 周末使用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17（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 HAMD）评

估患者抑郁症状；基线、1 周末和 2 周末使用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

估患者睡眠质量；治疗期间佩戴体动记录仪，测得

患者治疗期间平均睡眠潜伏期、卧床时间、总睡眠

时间、睡眠效率、睡眠后觉醒时间客观睡眠情况。采

用 SPSS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性变量符合正

态分布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配对样本 t 检验、不符

合正态分布使用非参数检验，分类变量使用 Fisher

精确概率法。 

    结果  共有 25 人完成研究，强光组 14 人，暗

光组 11 人。结果显示辅助光照治疗结束后强光组和

暗光组抑郁症状均有改善，强光组 HAMD 量表得分

低于暗光组（10.07±4.86 VS 14.09±5.86），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 PSQI 量表得分治疗后均

下降，强光组（9.09±3.24）与暗光组（9.93±4.05）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光照治疗期间强光

组和暗光组睡眠潜伏期、卧床时间、总睡眠时间、睡

眠效率、睡眠后觉醒时间客观睡眠参数无明显变化

（P＞0.05）；抑郁症状的改善与睡眠质量改善不具

有统计学相关性（P＞0.05）。 

    结论  1.辅助强光治疗可能对改善青少年抑郁

障碍患者的抑郁症状无明显效果； 

    2.辅助强光治疗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睡眠质

量改善未见明显效果； 

    3.辅助强光治疗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客观睡

眠参数无明显影响； 

    4.辅助强光治疗后抑郁症状的改善与睡眠质量

改善无明显关联。 

 

 

 

残留症状对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心理社会功

能的影响 

 

刘云斐 1 宋美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双相障碍（BD）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

在其临床缓解期间有一定数量的患者仍然受到残留

症状的困扰。双相障碍患者在缓解期仍遭受严重的

功能障碍，严重影响疾病的进展及预后。本研究的

目的是探讨残留症状对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心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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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功能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 81 例符合 ICD-10 诊断的缓

解期双相障碍患者，对患者进行人口统计学调查，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轻躁狂量表

（HCL-32）、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测量双相

障碍患者的残留情绪症状；使用匹兹堡睡眠指数量

表（PSQI）评估残留睡眠症状；采用霍普金斯词汇

学习测验-修订版（HVLT-R）、简易视觉空间记忆测

验-修订版（BVMT-R）、连线测试 A 部分（TMT-A）

实验、数字广度测试（DST）评估残留的认知症状；

使用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AF）评估心理社会功能。

使用 SPSS 22.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不同的功能状

态之间残留抑郁症状评分、残留躁狂症状评分、数

字广度测验、心境稳定剂、抗抑郁药、苯二氮卓类药

物、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职业、吸烟、饮酒、

既往史存在显著差异；（2）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功

能与性别、受教育水平、残留抑郁症状、残留躁狂症

状、残留认知症状、使用抗精神病药和苯二氮卓类

药物之间具有相关性；（3）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

来看，缓解期的双相障碍患者残留抑郁症状、残留

躁狂症状、使用抗精神药物、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从事农林牧业渔水利业生产、既往吸烟均是其心理

社会功能损害的危险因素；既往饮酒的患者、目前

偶尔喝酒、受教育水平高是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保

持良好心理社会功能的保护因素。 

    结论  1. 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心理社会功能

损害的危险因素包括：残留抑郁症状、残留躁狂症

状；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和苯二氮卓类药物；从事农

林牧业渔水利生产工作；既往吸烟。 

    2. 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心理社会功能的保护

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高；既往饮酒及目前偶尔饮

酒。 

 

 

 

强光疗法辅助治疗抑郁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

及安全性 

 

翟璇 1 韩露 1 谢婷婷 1 辛晓 1 王子扬 1 孙亚麒 1 苏

昱 1 乔晓岭 1 王育梅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抑郁障碍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基础

上，辅助强光疗法的临床疗效。 

    方法  于 2020 年-9 月至 2021 年-1 月纳入河北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的中重度抑郁发作的

住院患者 33 例，将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强

光疗法（Bright Light therapy, BLT）组（光照强度

10000Lux）17 人、暗光治疗组（光照强度＜300Lux）

16 人,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为期 2 周的清晨光

照辅助治疗。基线及治疗 2 周时评估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临床总

体印象量表及杨氏躁狂量表（Young Manic Rating 

Scale, YMRS），第 1 周内评估 16 项抑郁症症状快速

自评量表，治疗 1 周末评估临床总体印象量表。采

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性变量符合正

态分布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

验，分类变量采用 Fisher 精确概率法。 

    结果  1.与暗光治疗组相比，BLT 组的 HAMD

总分及焦虑躯体化因子显著下降（t=-2.316、-2.506,

均 P＜0.05）；光照治疗前后暗光组认知障碍因子条

目评分变化值显著低于 BLT 组（z=-2.680, P=0.007）；

2.光照治疗后 1 周末、2 周末暗光组及 BLT 组的疾

病严重程度均较基线下降，但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3.光照治疗后 BLT 组、暗光组的反应率

分别为 53.3%、 33.3%，无统计学差异（P=0.441）；

4.BLT 组光照治疗起效时间为 5.14 天，暗光组未发

现 1 周内起效情况；5.光照治疗第 2 周末 YMRS 评

分两组有统计学差异（z=-2.086, P=0.037），但光照

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患者出现轻躁狂发作或躁狂发

作。光照治疗过程中 BLT 组报告头痛 1 例，暗光组

报告困倦 1 例。 

    结论  BLT 辅助治疗能够快速有效地改善中重

度抑郁障碍患者的抑郁情绪，优先改善改善焦虑躯

体化和认知障碍维度。但未发现 BLT 辅助治疗能够

改善中重度抑郁障碍患者的严重程度及提高其对治

疗的反应率。 

 

 

 

儿童和青少年双相障碍急性期药物临床疗效

及安全性的网状 Meta 分析 

 

翟璇 1 韩露 1 苏昱 1 辛晓 1 谢婷婷 1 乔晓岭 1 孙亚

麒 1 王子扬 1 王育梅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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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比较儿童和青少年双相障碍急性发作期

药物治疗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Cochrane、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平台、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及临床注册中心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前发表的有关儿童和青少年双相障碍患者急性

期单一或联合药物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临床疗效

以有效率为结局指标，安全性以全因脱落率、因副

作用脱落率为结局指标。采用频率学框架的网状

Meta 分析随机效应模型评估 14 种药物治疗（锂盐、

丙戊酸盐、喹硫平、阿立哌唑、利培酮、奥氮平、氯

丙嗪、奥卡西平、鲁拉西酮、奥氮平+氟西汀、锂盐

+齐拉西铜、阿莫沙平、阿塞那平、齐拉西酮）的临

床疗效及安全性。由 2 位研究者按照纳入与排除标

准共同筛选文献、数据提取及质量评估后，采用

Stata14.2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27 篇文献，共计 3981 例患者。

其中，临床疗效包含 10 篇文献、安全性包含 27 篇

文献。临床疗效方面，排序前五位的依次为利培酮、

阿立哌唑、奥氮平、氯丙嗪和奥卡西平。利培酮

（ RR2.45,95%CI 1.47 ～ 4.07 ）、 阿 立 哌 唑

(RR2.18,95%CI 1.20～3.96)、奥氮平（RR2.19,95%CI 

1.10～4.34）显著优于安慰剂。安全性方面，以全因

脱落率为结局指标的排序前五名为奥氮平、利培酮、

锂盐+齐拉西酮、鲁拉西酮和阿立哌唑。奥氮平

（ RR0.48,95%CI 0.25 ～ 0.91 ）、 利 培 酮

（ RR0.55,95%CI 0.42 ～ 0.71 ） 及 阿 立 哌 唑

（RR0.67,95%CI 0.45～0.99）的全因脱落率显著低

于丙戊酸盐。以副作用脱落率为结局指标的排序前

五名为喹硫平（RR0.36,95%CI 0.12～1.06）、利培酮

（ RR0.81,95%CI 0.17 ～ 3.85 ）、 鲁 拉 西 酮

（RR0.98,95%CI 0.15～6.46）、锂盐（RR1.06,95%CI 

0.15～7.23）和锂盐+齐拉西酮（RR1.06,95%CI 0.01～

91.09），未发现任何药物的副作用脱落率低于安慰

剂。 

    结论  利培酮、阿立哌唑和奥氮平单药治疗策

略优于安慰剂，且安全性优于丙戊酸盐。其他单药

和联合治疗策略的疗效及安全性尚待证实。 

 

 

 

中文版双相抑郁评估量表的信效度及最佳界

值 

 

陈景旭 1 尹璐 1 杨兴洁 1 张立刚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与单相抑郁发作不同，双相障碍抑郁发

作常伴有不典型或混合性症状。双相抑郁评定量表

(Bipolar Depression Rating Scale，BDRS)是第一个专

门针对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症状特征的半结构化评定

量表，包含 20 个项目，每项从 0 到 3 进行计分，分

为两个分量表：抑郁分量表和混合分量表。该量表

包括睡眠增多和食欲增加等非典型症状以及言语增

多、动力增加和兴奋等混合症状。目前它已翻译成

西班牙、意大利、韩国、伊朗、土耳其等多国语言。

因此，本研究旨在对 BDRS 进行汉化，并在中国双

相障碍患者中评估其信效度以及最佳界值。 

    方法  本研究组在取得原作者同意后，对英文

版 BDRS 翻译、回译、修订等，形成中文版 BDRS

（BDRS-C）；选取符合DSM-V双相障碍诊断标准、

年龄 18-65 岁的门诊或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BDRS-C、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蒙哥马

利抑郁量表（MADRS）和杨氏躁狂量表（YMRS）

对患者进行评定，抽取 47 例患者在 5 天内重测

BDRS-C。 

    结果  共入组 176 例（男 57 例，女 119 例），

平均年龄 34.77±12.88，其中抑郁发作 84 例、 躁狂

或者轻躁狂发作 13 例、混合发作 16 例、缓解期

（HAMD-17≤7 并 YMRS<6）63 例。BDRS-C 内部

一致性 Cronbach 's alpha 系数为 0.940。BDRS-C 评

分与 HAMD-17 评分(r =0.883, p<0.01)，MADRS 评

分 (r = 0.906，p < 0.01)和 YMRS 评分(r = 0.397,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为

三因子结构：原发性抑郁症状群、继发性抑郁症状

群、混合症状群，解释方差 66.648%。重测信度为

0.939（(95% CI: 0.894–0.966)）。以最大 Youden 指数

(灵敏度+特异度-1)分析完全缓解期临界值的甄选标

准，最佳划界分为 8 分，对应的敏感度为 98.4%，

特异度为 88.8%。BDRS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

为 0.959（SE=0.013，95%CI：0.933～0.985）。 

    结论  BDRS-C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判断

双相障碍完全缓解的最佳界值为≤8 分。它不仅是评

估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的症状严重度，也是评估双相

障碍抑郁发作干预治疗有效性的有用工具，可在我

国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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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免疫炎症指数 SII 与抑郁症、双相情感障

碍的关联研究 

 

魏艳艳 1 陈景旭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

flammation index, SII）是基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和血小板三种循环免疫细胞计数来确定的一种综合

的新型炎症指标。近年来研究表明 SII 水平可反映

炎症状态，并可作为一种反应全身炎症活性的生物

标志物。关于 SII 的研究目前大多集中在肿瘤及脓

毒症等躯体疾病方面，在精神疾病中尚缺乏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与正常人群相比，抑郁症、双

相情感障碍患者体内是否存在 SII 水平的改变，抑

郁发作及躁狂发作状态是否存在 SII 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共收集了 14007 名心境障碍患者

及 6847 名健康对照的全血细胞分析数据，其中包含

4801 名首发抑郁障碍患者，4098 名复发性抑郁障碍

患者，3444 名患有躁狂发作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1664 名患有抑郁发作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通过中

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血小板计算出 SII 值，比较不

同组间 SII 水平的差异。 

    结果  抑郁障碍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及正

常对照组三组的 SII 水平比较，结果发现具有显著

差异性（F=16.754，P=0.000）。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

SII 水 平 （ 516.878±5.656 ） 显 著 正 常 对 照 组

（492.205±2.910）及抑症组（482.126±3.945），抑郁

症患者 SII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进一步分析显示首发抑郁症患者

SII 水平（474.879±5.490）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P<0.05 ），而复发抑郁症患者的 SII 水平

（490.509±5.657）与正常对照组未见显著差异

（P>0.05）。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患者 SII 水平

（530.295±7.122）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及双相情感

障碍抑郁发作组（489.108±9.022）（P<0.05），而抑郁

发作组与正常组未见显著差异（P>0.05）。与抑郁症

患者比较，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患者 SII 水平

显著升高（P>0.05）。 

    结论  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存在显著的

SII 水平的变化，提示其存在明显的免疫功能失调，

躁狂发作患者免疫失调更显著。抑郁症、双相情感

障碍躁狂发作及抑郁发作之间 SII 水平的显著差异

提示躁狂状态及抑郁状态可能具有不同的炎症发生

机制。 

 

 

 

欺凌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王停停 1,3 乞盟 2,3 陈景旭 3  

1）蚌埠医学院 

2）承德医学院 

3）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分析欺凌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包括抑郁

症状、焦虑症状）的关联，为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提

供参考依据。 

    方法  以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

调查。采集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学习成绩、患

者健康问卷抑郁筛查量表（PHQ-9）、焦虑症筛查量

表（GAD-7），受欺凌状况等。 

    结果  在 6655 名青少年中，男生 48.9%，女生

51.1%，985 人（14.8%）曾受到欺凌，915 人（13.7%）

有抑郁症状（PHQ-9≥10），432 人（6.5%）有焦虑症

状（GAD-≥10）。对于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发生率，

女性（8.17%，3.97%）与男性（5.57%，2.52%）之

间、高中（9.21%，4.00%）与初中生（4.54%，2.49%）

之间、城市居民（6.00%，3.32%）与农村居民（7.75%，

3.17%）之间、不与父母同住者（0.68%，0.27%）与

父母同住者（13.07%，6.22%）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1）。与受欺凌组青少年抑郁症状

（31.9%）、焦虑症状（16.6%）发生率均高于未受欺

凌组（抑郁症状：10.6%，焦虑症状：4.7%）（p<0.01）。

未受欺凌组青少年相比，受欺凌组学习成绩显著降

低（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抑郁症状的危

险因素包括女性（OR =1.547，95% CI:1.336～1.791）、

城市居民（OR=1.209，95% CI:1.043～1.401）、高中

生 (OR=1.469,95%CI:31.253 ～ 1.723) 、 受 欺 凌

(OR=4.376,95%CI:3.701～5.155) (均 P<0.05)；焦虑症

状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OR =1.639，95% CI:1.337～

2.010）、城市居民（OR=1.602，95% CI:1.310～1.595）、

受到欺凌 (OR =4.111，95% CI:3.315～5.098)的危险

因素(均 P<0.01)。 

    结论  受到欺凌的青少年更易患有抑郁症状、

焦虑症状，并明显影响学习成绩，需要加以关注并

进行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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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躁狂发作急性期患者加用第二种心境稳

定剂的时机 

 

吕楠 1 赵茜 1 张玲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2）首都医科大学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 

 

    目的  探索躁狂急性期患者在已使用一种心境

稳定剂及抗精神病药物的基础上，添加第二种心境

稳定剂的时机。 

    方法  利用京津冀大数据库平台，回顾性纳入

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或躁狂发作急性期的患者共

1009 名，其中 625 名患者接受一种心境稳定剂及一

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作为单稳组。其中 384 名患

者使用两种心境稳定剂及一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作

为双稳组。比较单稳组及双稳组人口学特征、生物

指标及住院周期及花费方面的差异。根据加用第二

种心境稳定剂时间，采用众数 7 天进行分组。≤7 天

加用第二种心境稳定剂的患者纳入早用药组，＞7天

加用第二种心境稳定剂的患者，纳入晚用药组。比

较两组间生化指标、住院周期、药物不良反应之间

的差异。为临床医生添加第二种心境稳定剂治疗急

性躁狂发作提供依据。 

    结果  双稳组及单稳组在大部分临床检测的生

物学指标方面无显著差异，双稳组胰岛素水平高于

单稳组（p=0.0012）,双稳组住院周期及花费均高于

单稳组（p<0.001）。使用双稳的患者中，晚用药组较

早用药组住院花费更高（p=0.006），谷丙转氨酶及谷

草转氨酶更高（p=0.0014, p=0.0089），肝功能出现异

常的频率更高(p=0.0024)。 

    结论  对于较为难治的双相躁狂患者，早期合

并第二种心境稳定剂，比晚合并第二种心境稳定剂

更容易使患者从中受益，住院时间更少，不良反应

更低。 

 

 

 

基于大样本数据探讨中性粒细胞 /白蛋白比

值与双相情感障碍的关联 

 

魏艳艳 1 陈景旭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中性粒细胞 /白蛋白比值（neutrophil/al-

bumin ratio, NAR）是基于中性粒细胞、白蛋白水平

确定的一种综合的新型炎症指标，高水平 NAR 代表

炎症状态的增强，是反应系统炎症活性的生物标志

物。关于 NAR 的研究目前大多集中在肿瘤等躯体疾

病方面，一篇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国外研究表明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 NAR 水平显著升高，但在双相情感障

碍中尚缺乏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与正常人群

相比，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及抑郁发作患者体内

是否存在 NAR 水平的改变，抑郁发作及躁狂发作状

态是否存在 NAR 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共收集了来自 3444 名双相情感

障碍躁狂发作患者，1664 名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

患者及 6847 名健康对照的中性粒细胞及白蛋白水

平数据。通过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血白蛋白水

平计算出 NAR 值，比较不同组间 NAR 水平的差异，

并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 NAR 与双相情感障碍

的关联。 

    结果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及正常对照组间

NAR 水平比较，结果发现具有显著差异性（t=16.771，

P=0.000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 NAR 水平

（0.089±0.040）显著正常对照组（0.079±0.027）

（P<0.05）。进一步分析显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

的患者 NAR 水平（0.092±0.042）显著高于正常对照

组及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组（0.084±0.037）

（P<0.05），且抑郁发作组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NAR 与双

相情感障碍具有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座框发作及抑郁发作患者

NAR水平显著升高，躁狂发作患者NAR水平最高，

提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存在明显的免疫功能失调，

躁狂发作患者免疫失调更显著。NAR 水平与双相情

感障碍显著相关提示 NAR 水平是双相情感障碍发

生的影响因素。 

 

 

 

卡巴拉汀改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躁狂发作的

临床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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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祥智 1  

1）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目前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急性期发作的常

用药物是锂盐或丙戊酸钠。但是目前像多奈哌齐和

加兰他敏这样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已经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关注，尽管许多研究的结果相互矛盾。本

研究选择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的方法，

研究另一种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卡巴拉汀是否可以

改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急性躁狂期的躁狂症状，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躁狂症状。 

    方法  共有 70 例双相情感障碍急性躁狂发作

的患者(年龄 18-65岁，平均年龄 33.8岁，女性 24%，

男性 76%)被选入组。在经过专业的精神科检查后按

照 DSM-5 诊断标准给予明确诊断，所有患者给予每

天 20mg/kg 的丙戊酸钠作为基础治疗; 然后，患者

被随机分配到卡巴拉汀组或安慰剂组。研究共持续

了 24 天。试验最初 7 天的卡巴拉汀剂量为 1.5 mg

每日，第 8 天至第 24 天卡巴拉汀的剂量为 3 mg 每

日。在研究开始后的第 4、8、12 和 24 天，对患者

的躁狂评分、症状严重程度和症状改善进行了评分。 

    结果  患者躁狂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

但辅助性卡巴拉汀组的改善更甚于安慰剂组。从第

8 天开始观察到了更大的进步。 

    结论  本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研究的结果

模式表明，胆碱酯酶抑制剂佐剂卡巴拉汀可以改善

大量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急性躁狂状态发作患者的躁

狂症状。 

 

 

 

Circulating T-cell Subsets Discrepancy Be-

tween Bipolar Disorder And Major Depres-

sive Disorder: A Naturalistic, Retrospective 

Study of 1015 Cases 

 

Shaoli Li1, Duo Lv1, Jianbo Lai1, Shaohua Hu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

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310003, China 

 

    Objectiv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the 

two common mood disorders,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bipolar disorder (BD), is a long-lasting clin-

ical challenge. Recent studies have indicated underlying 

non-infectious inflammatory processe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etiology of mood disorder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eripheral T-cell subsets 

could be a biomarker to distinguish a manic episode 

from a depressive episode, and even between MDD and 

B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Medical records of hospi-

talized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5 to September 2020 

with a discharge diagnosis of MDD or BD were re-

viewed. Patients with current depressive or manic epi-

sodes and underwent serum examinations of T-cell sub-

type proportions, including CD3+, CD4+, CD8+ T cells, 

and CD3+CD56+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were en-

rolled. Demographic data, such as gender, age, educa-

tion level, marriage status, medication history (medi-

cated or non-medicated), and course of illness, were 

also collected. Chi-square test or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analyze group differences. 

    Results  In results, 98 cases of BD mania (BD-

M), 459 cases of BD depression (BD-D), and 458 cases 

of MDD depress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CD3+, CD4+, 

CD8+ T-cell and NK cells across three groups. Of note, 

the ratio of CD4+ and CD8+ proportion was signifi-

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BD-M, BD-D, and MDD 

groups (1.73 ± 0.95 vs 1.42 ± 0.53 vs 1.72 ± 0.82, P＜

0.001). In addition, the ratio of CD4+ and CD8+ pro-

por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BD-D group than 

that of MDD patients (P < 0.05).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implies that the cir-

culating T-cell profiles in BD and MDD may be differ-

ent, indicating distinguished underlying inflammatory 

mechanisms. Future studies with better design and 

larger sample size are needed to verify above findings. 

 

 

 

双相情感障碍缓解期残留症状自评与他评的

一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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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娟 1 张玲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比较在双相情感障碍（BD）缓解期不同

阶段采用抑郁症状快速评估量表（QIDS-SR16）、心

境障碍问卷(MDQ)自评方式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HAMD-17）、杨氏躁狂量表（YMRS）他评方式

对评估残留症状的一致性。 

    方法  通过标准化的问卷及访谈过程收集 240

例经过急性期治疗有效的 BD 患者人口学资料、疾

病临床特征。患者使用 QIDS-SR16、MDQ 进行自

评，医生使用 HAMD-17、YMRS 进行他评。采用组

内相关系数（ICC）对连续变量做一致性检验。 

    结果  HAMD-17 与 QIDS-SR16 在急性期治疗

后（基线）、3 个月和 6 个月的总分、核心条目呈较

强一致性（ICC0.62~0.85,P＜0.001）。睡眠条目在基

线呈中等一致性（ICC=0.49,P＜0.001），3 个月和 6

个月呈较强一致性（ICC=0.65,P＜0.001）。自杀条目

随着缓解时间延长，一致性逐渐增强，而躯体症状

条目则与之相反。YMRS 与 MDQ 在总分、因子Ⅰ、

因子Ⅱ条目上随着缓解时间延长，从基线呈中等一致

性（ICC0.37~0.50,P＜0.001）到 6 个月呈较强一致性

（ICC0.60~0.71,P＜0.001）。 

    结论   BD 缓解期以残留的抑郁症状多见，

QIDS-SR16 可作为主要的评估工具。MDQ 由于量

表性质原因，可作为缓解期筛查残留躁狂症状的工

具。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前后静

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改变 

 

刘宝贵 1  

1）合肥市精神病医院 

 

    目的  探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

具体机制，以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无抽搐电休克治

疗前后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改变情况。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1 月到 2020 年 5 月间本院

收治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20 例，进行无抽搐电休克

治疗。使用美国 GE Discovery MR750W 3.0T 核磁共

振仪，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结构磁共振扫描：

使用海绵垫固定患者头部，三平面定位后获取 3D T1

图像，进行横断扫描，范围从枕骨大孔至颅顶，采集

156 层轴位图像。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遵

嘱患者眼睛闭合，保持安静和清醒状态，扫描过程

中患者静止，海绵垫固定头部，梯度平面回波成像

序列进行采集，行斜轴位扫描，范围从患者颅顶至

枕骨大孔之间，连续扫描 30 层。分别于治疗前，治

疗 8 次后进行形态测量学结构磁共振成像、静息态

脑功能磁共振成像分析。 

    结果  第 8 次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后，双相情感

障碍患者大范围脑组织区域均出现脑灰质及白质明

显改变（P<0.01），校正族错误率后，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左侧额中回区域脑灰质明显减少（P<0.01），脑

区的脑灰质无明显增加；双侧额上回区域脑白质明

显减少（P<0.01），右侧颞上回区域及岛叶区域脑白

质明显增加（P<0.01）。第 8次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后，

双侧小脑后叶、双侧小脑前叶、右侧丘脑脑区的低

频振幅值明显高于电休克治疗前（P<0.01）。第 8 次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后，小脑前叶、顶下小叶、额叶中

央旁小叶、中央前回脑区的低频振幅值明显低于电

休克治疗前（P<0.01）。 

    结论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机制

与右侧颞叶、岛叶、小脑功能活动改变明显相关。 

 

 

 

探讨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共病酒精使用障碍

患者的临床特征与影响因素 

 

郝楷荣 1  

1）福建省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精神科 

 

    目的  研究探讨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共病酒精

使用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与影响因素。方法：选取

我院 2018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收治青少年双相情

感障碍 108 例患者，依据是否具有酒精使用障碍共

病将 108 例患者分为共病组与对照组，其中共病组

41 例，对照组 67 例。 

    方法  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一般情

况调查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MPI）量表对

所有患者进行调查，并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双相

情感障碍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影响因素。 

    结果  两组患者在性别、教育程度、家庭关系、

嗜酒家族史、自伤行为、冲动行为与起病形式等情

况方面具有显著差异（P<0.05）；共病组说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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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病（Hs）、癔症（Hy）、偏执（Pa）与精神衰弱（Pt）

等 MMPI 量表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男性、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家庭关

系不和睦、嗜酒家族史、自伤行为、冲动行为、急性

起病与亚急性起病形式均是双相情感障碍共病酒精

使用障碍的影响因素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共病酒精使用障碍患者具

有说谎、疑病、癔症、偏执及精神衰弱等临床特征，

其影响因素包括男性、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嗜酒家

族史、自伤行为、冲动行为与起病形式等。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Trauma on Personal-

ity in Unaffected First-degree Relative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温玉杰 1 侯文鹏 1 李先宾 1 王传跃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aimed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CT) 

and personality traits among unaffected first-degree rel-

atives (FDR, children or siblings of patients) of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Methods  The study consists of three groups: to-

tal 85 patients with MDD, 35 FDRs and 89 healthy con-

trol individuals (HC).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

naire (CTQ) was used to assess childhood trauma and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used to assess 

personality traits. 

    Results  By comparison made in personality 

traits, MDD patients exhibits some significant dispari-

ties to FDR and HC (p<0.05 for extraversion, neuroti-

cism and psychoticism). Nevertheles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HC and FDR. In FDR 

group, patients with CT scored noticeably higher for 

neuroticism (N)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CT 

(F=3.246, p=0.046). CT was associated with N, psy-

choticism (P) and Lie (L), and it was associated with N 

more closely (r=0.290-0.452, p<0.05 for all). Signifi-

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N and 

sexual abuse (SA), emotional neglect (EN), physical ne-

glect (PN), and CTQ total (r=0.344-0.452, p<0.05); P 

and CTQ (r=0.336, p<0.05); an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L and EN, CTQ (r=-0.446-0.375, 

p<0.05). EN contributed to a probability of N, P 

(R2=0.155-0.214, F=6.066-9.010, p=0.005-0.019) as 

well as a probability of L (R2=0.199, F=8.211, p=0.007). 

    Conclusion  CT was associated with N, P and L, 

with a closer relation to N in unaffected FDR. Besides, 

the type of CT, the most relevant to N, was discovered 

to be EN. Thus, FDR of MDD who experienced CT 

should be prioritized. 

 

 

 

首治双相障碍患者糖脂水平异常与认知功能

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邱妍 1 李素娟 1 滕紫薇 1 谭羽希 1 徐雪蕾 1 杨敏 1 

唐慧 1 向慧 1 伍海姗 1 李乐华 1 陈晋东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认知障碍和血脂异常是双相障碍

（Bipolar disorder，BD）常见的临床特征，但是它们

的关联尚不明确。我们的目的是探究 BD 患者的糖

脂代谢水平和认知功能与健康人群的差异，并探讨

BD 患者糖脂代谢指标与认知障碍的关系。 

    方法  研究共招募了 132 名既往从未接受精神

药物治疗的 BD 患者和 129 名健康对照。收集两组

人口学信息，测量身高、体重，对于 BD 组的参与

者，还收集了疾病的持续时间并对当前的情绪状态

进行评估。检测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和空腹血糖（FBG）水平，使用可重复

的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BANS) 和 Stroop 色词

测试评估认知。单因素分析后，进行相关性分析和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探讨糖脂水平与认知得分之间的

相关性。 

    结果  1. BD 组与 HC 组在性别构成、年龄、受

教育年限、BMI 等方面无显著差异。BD 组在即刻记

忆、注意力、语言和延迟记忆得分显著低于 HC 组

（P<0.05），BD 组 TG 水平高于 HC 组（P=0.011），

CHOL和HDL 水平低于HC 组（P=0.026；P=0.001)。

2. 相关分析发现，在 BD 组 BMI 与注意力和延迟

记忆的分量表得分负相关（ P=0.048; p=0.014）和

Stroop 得分负相关（P=0.002）。FBG 水平与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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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延迟记忆的分量表得分负相关（ P=0.024；

P=0.024），而 TG 水平与注意力、延迟记忆和 

RBANS 总分负相关（P=0.002；0.011；0.025）。 HDL 

水平与总 Stroop 评分正相关（P=0.007）。进一步的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在 BD 组中血清 TG 水平

是 RBANS 总分（β=0.245，P=0.008）、注意力分量

表评分（β=0.289，P=0.03）和延迟记忆(β=0.221, 

P=0.023) 的独立危险因素，FBG 水平是语言分量表

得分(β=-0.187, P=0.046)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BD 患者存在糖脂水平异常，且认知能力

较健康人差。 FBG 和 TG 水平升高可能与 BD 患

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关。改善 BD 患者糖脂代谢水

平可能有助于改善某些特定领域认知功能。 BD 未

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探索与认知功能相关的糖脂代谢

机制和有效的干预方式。 

 

 

 

基于脑影像特征的双相抑郁模式分类诊断 

 

彭代辉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双相抑郁（bipolar depression，BD）临床

表现多样、病因及发病机制不明，存在识别率低、误

诊率高等临床难题，迫切需要探索BD的诊断标志。 

    方法  以 52 例 BD 患者、72 例健康对照和 73

例抑郁症为对象，采用功能态脑影像数据，探索 BD

患者脑功能的特征，进一步寻找 BD 和单相抑郁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之间脑影像拓扑

特征的差异，结合机器学习技术建立 BD 的脑影像

识别模型，并探索模型内在的功能影像的基础，有

助于 BD 的客观诊断。 

    结果  研究发现：BD 的分类诊断中，高阶功能

连接网络特征贡献的准确率可达 81.72%，BD vs. 

MDD 的分类诊断中，高阶功能连接网络特征贡献的

准确率可达 78.53%，涉及感觉（如视觉、听觉及嗅

觉等）、运动及认知相关脑区间（例如中央执行网络、

默认网络和突显网络）的动态协同。相比健康对照，

BD 患者突显网络与其他脑网络（即默认网络、中央

执行网络和边缘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存在异常。 

    结论  本研究发现功能脑影像有助于双相抑郁

的疾病诊断，及与抑郁症的鉴别诊断。同时，本研究

从功能影像角度探究了 BD 的脑影像拓扑特征，为

BD 的诊断提供了客观的脑影像学标识。 

 

 

 

Omega-3 防治抑郁症的机制研究 

 

周烈 1,3 刘波 1,2  

1）长江大学医学院 

2）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3）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Omega-3 的存在能稳定细胞膜的磷脂双

分子层结构稳定，并且调控基因的表达与维持脂蛋

白的平衡，改变体内炎症因子的表达等等。omega-3

影响 T 细胞功能调节和二十碳五烯酰基乙醇酰胺，

二十二碳六烯酰基乙醇酰胺和脂蛋白水平升高，因

此具有抗炎特性。omega-3 能抑制在蓝藻素刺激的

胰腺腺泡细胞中炎性细胞因子 IL-1β，IL-6 的表达并

抑制转录因子激活蛋白-1 的激活。DHA 和 ALA 抑

制过氧化氢诱导的胰腺腺泡细胞 DNA 片段化，抑制

细胞活力的降低，并抑制凋亡基因（p53，Bax，凋

亡诱导因子）的表达。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通过

影响细胞膜内胆固醇的含量来使其流动性改变，从

而改变不同的神经递质分泌系统，从而影响 5-TH 等

单胺类递质的代谢。所以 omega-3 在预防和治疗抑

郁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需要研究 omega-3

对抑郁症的具体影响的机制。 

    方法  连续四次侧脑室 LPS 注射，建立中枢炎

性免疫激活诱导抑郁 SD 大鼠模型，喂食 Omega-3，

进行行为学测试（旷场、强迫游泳、糖水偏好），杀

鼠取脑后运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炎症因子 TNF-

α 和 IL-1β，JNK 激酶，凋亡因子 Bim 和 Bcl-2。 

    结果  在行为学方面，喂食 Omega-3 的抑郁大

鼠在行为学测试方面对比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旷场在中心区域停留时间更长，强迫游泳不动

时间更短，更喜欢喝糖水。其中炎症因子均有表达

增加，喂食 Omega-3 的抑郁大鼠的海马蛋白的炎症

因子相对对照组表达减少且 JNK激酶的表达程度同

样降低，而凋亡因子 Bim 和 Bcl-2 的表达，Omega-

3 组对比对照组表达同样降低。 

    结论  Omega-3 能够有效的改善中枢炎性免疫

激活诱导抑郁 SD 大鼠的抑郁状态，其通过减少颅

内炎症反应，同时减少神经细胞的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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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攻击行为与临床

症状及血浆 CRP 的相关性研究 

 

马海波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攻击行

为与临床症状及血浆 CRP 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13 例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

采用修订版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AS）将患者分为

攻击组(n=130 例)与非攻击组(n=83 例)，比较两组患

者临床症状及 C 反应蛋白(CRP)的差异性，并对

MOAS 加权总分与 BPRS 总分、BRMS 总分、CRP

水平作相关分析。 

    结果  攻击组 MOAS 加权总分、言语攻击、财

产攻击、自我攻击以及体力攻击分数均大于非攻击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攻击组患者 BPRS

总分、BRMS 总分、CRP 水平均高于非攻击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OAS 加权总分、财

产攻击、体力攻击分别与 BPRS 总分、BRMS 总分、

CRP 水平呈正相关（P＜0.05）。言语攻击与 BRMS

总分、BRMS 总分呈正相关（P＜0.05）。自我攻击与

BRMS 总分呈正相关（P＜0.05）。 

    结论  CRP 水平与双相躁狂患者攻击行为相关，

在临床上对CRP水平升高的双相躁狂患者需进行评

估其发生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为早期干预攻击

行为提供参考价值。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的

精神病性症状、躁狂状态、CRP 水平可能与患者攻

击行为有关，对临床上干预双相躁狂患者的攻击行

为有一定参考价值。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nagement of 

Asymptomatic Thromboembolism in Psychi-

atric In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Study 

 

张佩芬 1 戚红莉 1 黄辉敏 2 高兴乐 1 吴玲玲 1 来建

波 1 胡少华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 is a 

severe, life-threatening physical condition. However, 

the risk of developing VTE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

orders has been insufficiently recognized. 

    Methods  In this descriptive study, we retrospec-

tively screened the hospital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ystem and identified the asymptomatic VTE condition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the Mental Health Center,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21. The di-

agnosis of VTE was made based on elevated plasma D-

dimer levels and positive imaging findings, including 

arteriovenous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ny of lower 

limbs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f pul-

monary artery. For patients included,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profiles, and findings of laboratory and imaging 

examinations were collected. The anticoagulant therapy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these patients were also rec-

orded. 

    Results  A total of 8093 hospitalized patients 

were screened and eventually 24 psychiatric patients 

with asymptomatic VTE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

ysis. The mean age of patients was 65.75±8.69 years old, 

with 20 patients (83.3%) older than 60 years. 18 (75%) 

patients were female and 6 (25%) were male. The num-

ber of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smoking and previous 

pharmacotherapy was 3 and 19, respectively. And the 

average BMI of all subjects was 22.85±3.97, which was 

within the normal values. The average course of psychi-

atric disorders prior to the hospitalization was 

9.15±10.38 years, the mean hospital stays were 

23.17±9.14 days and the shortest hospital stay was 10 

days. The average plasma levels of D-dimer before an-

ticoagulant therapy was 4060.00±2824.88 ug/L FEU 

with a range of 920~10700 ug/L FEU (the normal range: 

0~700 ug/L FEU). Following anticoagulant therapy, 

83.3% (n=20) patients ha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plasma levels of D-dimer and the average reduced to 

1678.25 ±1970.16 ug/L FEU, with a minimum level of 

160 ug/L FEU. The plasma D-dimer levels between be-

fore and after anticoagulant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Our data suggest the neces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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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the asymptomatic VTE among psychiatric pa-

tients, especially in those with advanced age, long dura-

tion of illness, and female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sycho-

tropic treatment and high plasma levels of D-dimer. 

Once the diagnosis of asymptomatic VTE is confirmed, 

antithrombotic therapy should be initiated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avoid fatal consequences. 

 

 

 

夏目漱石所患的是精神分裂症还是双相障碍？ 

 

陈智民 1 肖世富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考察夏目漱石所患的是精神分裂症还是

双相障碍。 

    方法  采用病迹学的研究范式、传记学的资料

处理方法和精神科临床诊断思路。 

    结果  夏目 20 余岁起，在信中出现一些消极悲

观的话语。27 岁时因为喜欢一个姑娘而未能求婚，

进而怀疑起姑娘的母亲到处派人监视自己、猜忌自

己住处旁边的尼姑被指使而打探自己的一举一动。

为了逃离监视而到外地任教后，仍然怀疑旅馆老板

的监视。 

    34 岁起在英国留学的两年中出现了明显的抑郁

症状，他称“余寓居伦敦两年为最不愉快之两年”，自

觉思维迟缓，不去上学而是在家自修，信中流露许

多悲观情绪。中间有个近 3 月的时期，周围人觉得

他“发疯了”，表现为数天闭门不出、在黑夜中哭泣等。

两年中还有一些雄心壮志、鲁莽的表现，猜疑周围

人跟踪和说自己坏话。对这些表现他自知力完整。 

    36 岁回国到去世，他能很好地完成教学工作和

写作。期间有两次明显的发作，一次在 37 岁时，表

现为对家人大发脾气、乱砸东西、主动和邻居发生

冲突，病情严重到需要请医生诊视。第二次在 47 岁

时，症状同前，大清早把全家叫起来、在门口打孩

子。在其他时候除了偶尔发发脾气，和别人相处良

好。他的妻子在回忆中能清晰地辨别出发作和发作

消失。在两次发作中都伴随着妄想的出现。 

    结论  有众多日本学者讨论夏目的诊断，主要

意见分为精分和双相两类。 

    其病情特点如下：1.缓慢波动起病：首次症状出

现后的数年才达到明显病态，期间总体较好、时有

波动，并不能明显看出是以精神病性症状还是情绪

症状为首发症状；2.发作性：除了留英明显的发作之

外，多数时候精神状况时好时坏、有明显的发作性

的特点，妻子能明确区分出两次发作，乱发脾气、骂

家人和惹出事端是这些糟糕精神状态的主要成分；

3.精神病性症状：出现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主要出

现在情绪症状严重时，并随着情绪的改善而消失；4.

在发作中社会功能受损；5.没有退缩和衰退的倾向，

一直到临死都能持续工作和维持家庭，甚至创作更

加成熟；6.自知力基本完整，对自己的抑郁情绪和

“狂气”有所认识。 

    综上症状分析和病情特点，依据 DSM-5，最适

合用来描述夏目的情况的是“双相 I 型障碍”，其不

同时期需添加的标注包括伴心境协调的精神病性特

征（留英期间的妄想和心境是相协调的）、伴混合特

征（归国后的多数发作既有情绪低落也有乱发脾气）。 

 

 

 

Are Serum Levels of Inflammatory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Symptoms of 

Bipolar Disorder? 

 

Xiuhua Wu1, Zhongcheng Chen1, Yingtao Liao1, Zhihua 

Yang1, Xiaolin Liang1, Zhaoyu Gan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serum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s biomarkers to stage 

bipolar disorder (BD) 

    Metho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228 BD patients and 94 healthy controls. Of the 228 

BD, 126 were patients with current depressive episode 

(BDD) and 102 were patient with current mixed or 

(hypo)manic episode (BDM). Fasting blood were with-

drawn between 7:00am and 9:00 am from each partici-

pants for routine blood test and to measure the serum 

levels of C reactive protein (CRP) , leptin (LEP), adi-

ponectin (ADP), visfatin (VIS),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terleukin-2 (IL-2), interleukin-6 ( IL-6), in-

terleukin-10 (IL-10), interleukin-17 (IL-17), and mono-

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MCP-1) with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sympto-

matic severity of BD was evaluated with the 17-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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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17) and the 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MRS） .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was built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severity of 

symptoms on the serum levels of inflammatory markers. 

    Results  Most of the observed inflammatory 

markers, including pro-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

matory markers,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e in BDD of 

any severity.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gender, marital 

status, BMI, education, and severity of manic symptoms, 

the serum level of IL-6 (P=0.003, OR= 0.337, 95%CI= 

0.164-0.693),  IL-10(P=0.002, OR= 0.343, 

95%CI=0.174-0.675) and IL-17(P<0.001, OR= 0.300, 

95%CI= 0.164-0.551), and the ratio of IL-6/IL-10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 =0.008, OR=0.410, 95%CI= 

0.311-0.990) in mild BDD than that in HC. In moderate 

BDD, the serum level of was MCP (P=0.002, OR= 

0.480, 95%CI=0.303-0.762), IL-6 (P<0.001, OR=0.395, 

95%CI=0.244-0.640) and IL-17 (P<0.001, OR=0.355, 

95%CI = 0.228-0.553)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HC,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ratio of IL-2/IL-10, IL-6/IL-10, IL-17/IL-10 and 

neutrophil/lymphocyte (N/L) between case and control. 

In severe BDD, the serum level of ADP (P=0.002, 

OR=0.445, 95%CI=0.400-0.820), MCP-1(P<0.001, 

OR=0.573,95%CI=0.308-0.644), IL-10(P=0.001, 

OR=0.540, 95%CI= 0.376-0.776, and IL-17(P<0.001, 

OR=0.291, 95%CI=0.200-0.422)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HC,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the ratio of IL-17/IL-10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01, OR=0.471, 95%CI=0.335-0.662) than 

those in HC. With the worsening of manic symptoms, 

most of the observed pro-inflammatory markers were 

seen to elevate first then decrease, but the anti-inflam-

matory marker, IL-10, was persistently lower than that 

in HC, though the difference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ce.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gender, marital status, BMI, 

education, and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se-

rum level of TNF-α (P<0.001, OR=2.718, 

95%CI=1.632-4.531) and the ratio of IL-6/IL-10 

(P<0.001, OR=3.130, 95%CI= 1.797-5.452)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in mild BDM than in HC. In moderate 

BDM, the serum level of VIS (P<0.001, OR=2.368, 

95%CI=1.520- 

 

 

 

经前期综合征与双相障碍共病探讨 

 

梁晓琳 1 甘照宇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双相障碍（BD）与经前期综合征

（PMS）共病的流行病学、可能的发病机制、临床表

现、诊断以及治疗。 

    方法  回顾既往有关 BD 与 PMS 的相关文献，

归纳、总结 BD 与 BMS 共病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结果  BD 与 PMS 高度相关。一方面，PMS 患

者是 BD 的高发人群。另一方面，BD 患者更容易患

有 PMS 和 PMDD。PMS 的发生可能与性激素周期

性波动有关，雌、孕激素进而通过影响 5-HT 水平而

引起情绪变化。只是 BD 与 PMS 共病的可能机制。

与仅患有 PMS 的患者相比，共病 BD 的患者经前期

症状更为突出。而经前期情绪出现变化的BD患者，

抑郁症状和（轻）躁狂症状都较不伴有 PMS 患者更

严重，，缓解期也更短，更容易复发。目前没有专门

针对 PMS 与 BD 共病的诊断工具。Smith M 等人[21]

的观点认为，对于可疑共病 PMS 或 PMDD 的 BD

患者，可先使用心境稳定剂等药物控制症状，当病

情得以控制后，再运用 PMS 筛查工具对患者进行至

少 2 个月经周期的评估，从而判断是否共病 PMS。

对于 BD 与 PMS 共病的治疗，对于 BD 共病 PMDD

患者，首先通过优化治疗方案，积极控制患者的心

境发作。其次，对于心境正常的 BD 患者，可考虑

联用雌激素或孕激素作为治疗 PMDD 的一线选择；

对于 BD 急性期患者，可考虑联用抗抑郁药物（当

前为重性抑郁发作）或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当前

为躁狂或轻躁狂发作）治疗；而难治性 BD 共病

PMDD 患者，可选择其他治疗方法，如改变生活方

式。 

    结论  BD 与 PMS 共病在临床上非常常见，雌、

孕激素与 5-HT 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两者共病的

内在生物学机制，也是目前治疗 BD 与 PMS 共病的

主要理论依据。 

 

 

 

双相情感障碍延迟诊断现状及临床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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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妍 1 李素娟 1 何兴庭 2 王天兰 2 吴家兵 2 杨光娅
2 李乐华 1 陈晋东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临沧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双相情感障碍（BD）作为一种常见的心

境障碍，具有高误诊率高复发率的特点。BD 的延迟

诊断可能导致治疗无效、循环加速、自杀企图升高、

社会功能受损等严重后果。既往研究多关注居家治

疗的门诊就诊患者，但延迟诊断的 BD 患者长期住

院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功能损失和医疗资源浪费，

故本研究通过对长期住院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

评估，探讨 BD 延迟诊断情况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本研究于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5 月在

某三级精神专科医院进行了误诊病例收集，并初步

对其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由两名以上高级职称精

神科医生对某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患者进行诊断复核，

对复核诊断为 BD 的 122 名患者进行一般情况及临

床资料收集，并进行 32 项轻躁狂症状清单（HCL32）

评估。 

    结果  本研究初步发现：（1）经复核诊断后共

计 122 例 BD 患者被纳入研究，其中 BD 诊断正确

率 17.21%，误诊率 82.79%；平均起病年龄小于 30

岁，平均延迟诊断时间为 7.51 年，其中最长达 36 年。

（2）在 101 例误诊患者中，有 79 例误诊为精神分

裂症（64.8%）占比最大，其余常见诊断为物质使用

障碍等；（3）其中 89 例患者（72.95%）病程中主要

表现为伴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73

例（59.83%，不完全统计）能够完成简单或复杂工

作；HCL32 评分为 16.95±7.67 分。 

    结论  长期住院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存在明

显的延迟诊断现状，延迟诊断的患者既往主要表现

为伴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最容易

被误诊的疾病为精神分裂症；HCL32 的评估可能对

BD 的诊断具有预测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验证。优

化 BD 诊断流程、提高诊断效能，对患者预后和合

理施用医疗资源十分重要。 

 

 

 

童年创伤对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的影响 

 

王丹 1 周佳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了解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的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现状并探讨

童年创伤对 NSSI 的影响。 

    方法  采用自编一般资料问卷、儿童期创伤问

卷、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对 101 例 2020 年 12 月

至 2021 年 5 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门诊及住院就诊的 13～19 岁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

进行横断面调查，根据是否存在 NSSI 行为将患者分

为伴 NSSI 组（n=53）和不伴 NSSI 组（n=48）并进

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方法，筛选出对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 NSSI 的影响

因素。 

    结果  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 NSSI 的检出率为

52.5%。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NSSI 组和非 NSSI 组

在情感虐待（x2=9.8374，P=0.001）、情感忽视

（x2=7.3869，P=0.006）、躯体虐待（x2=3.9416，

P=0.047）等方面与 NSSI 显著相关。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是否独生子女、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是否连续病程、是否首发、是否存在

家族史、父母是否离异、疾病诊断等方面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仅情感虐待是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 NSSI 的

独 立 影 响 因 素 （ OR=3.514,95%CI 1.382 ～

8.932,P=0.0083）。 

    结论  情感虐待经历是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发

生 NSSI 的重要影响因素，应针对此群体制定针对性

的治疗策略以改善预后。 

 

 

 

单、双相抑郁障碍患者临床特点与伴随特征

的对照分析 

 

杨永涛 1,2 崔利军 1,2 崔伟 1 严保平 1 郭艳梅 1 孙秀

丽 1  

1）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研究单、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的临床特点

与临床伴随特征； 

    方法  191 例 15-65 岁住院单、双相抑郁障碍患

者，采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中文版（MINI）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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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访谈。符合 DSM-5 重性抑郁障碍反复发作及双相

障碍目前为重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其中单相抑

郁障碍组 94 人，双相抑郁障碍组 97 人，采用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32 项轻躁狂症状清单（HCL-32）评定

患者的临床症状； 

    结果   双相障碍首次发作为抑郁发作者占

69.1%，首次发病年龄为 21.64±10.42 岁，明显的早

于单相抑郁障碍组 38.79±14.47 岁（t=8.242;P=0.005），

其中双相Ⅱ型患者发病年龄 17.89±7.78 岁明显早于

双相Ⅰ型患者 26.35±11.44 岁（Z=4.558；P＜0.001）； 

单相抑郁障碍的焦虑/躯体化（6.10±1.77）和睡眠障

碍（4.32±1.60）因子分高于双相障碍患者（5.44±1.71，

3.58±1.77）（P＜0.01）。双相抑郁障碍组伴有混合特

征（30.9%）、非典型特征（17.5%）、精神病性特征

（23.7%）的比例高于单相抑郁障碍（1.1%、0%、

8.5%）（P＜0.05）,而单相抑郁障碍组伴焦虑特征

（71.3%）、忧郁特征（92.6%）、季节特征（17.0%）

的比例高于双相抑郁障碍（52.6%、41.2%、7.2%）

（P＜0.05）；双相抑郁障碍组伴有自伤行为（47.4%）、

自杀行为（43.3%）、共病边缘性人格障碍（43.3%）

的比例明显的高于单相抑郁障碍（8.5%、22.3%、

11.7%）（P＜0.05）； 

    结论  双相抑郁障碍具有发病年龄早，伴有混

合特征、非典型特征、精神病性特征比例高，自杀自

伤突出，共病边缘性人格比例高；而单相抑郁障碍

忧郁特征明显，抑郁严重程度偏重，焦虑/躯体化、

睡眠障碍症状突出。 

 

 

 

工作记忆下大脑网络的度中心性可用于区分

抑郁发作期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和抑郁症患

者 

 

席畅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高达 70%-80%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抑

郁发作的时候被误诊为抑郁症，从而导致干预措施

的延迟和不良的预后。然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和

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的损害程度是不同的，一般

而言，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认知损害的程度更加严重。

因此，与认知功能障碍有关的神经生理学机制可能

有助于区分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在这一研究中，

我们研究了抑郁发作期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和抑郁

症患者在执行工作记忆任务时的大脑功能连接网络

的拓扑结构。 

    方法  我们提取了 31 名在抑郁发作期的双相

情感障碍患者，35 名抑郁症患者以及 80 名健康对

照在进行工作记忆任务（n-back）时全脑功能连接网

络的度中心性，并在三组间进行比较。此外，我们分

别提取了被试在 0-back任务和 2-back任务下大脑功

能连接网络的度中心性并且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

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这两种疾病进行区分。 

    结果  在 2-back（高工作记忆负荷）条件下，

与健康对照相比，抑郁发作期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表现地准确率更低并且反应时更长。此外，在高工

作记忆负荷条件下，抑郁发作期的双相情感障碍患

者默认网络和感觉运动网络的度中心性降低，而抑

郁症患者默认网络的度中心性升高。另外，我们将

抑郁发作期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和抑郁症患者间比

较得出的差异显著的脑区的度中心性值提取出来，

作为特征值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这两种疾病进行分

类，结果显示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区分这两种疾病的

准确率高达 90.91%。 

    结论  在高工作记忆负荷条件下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和抑郁症患者大脑拓扑结构的差异，可以帮助

我们将这两种疾病区分开来。并且，这一研究给抑

郁患者认知障碍的神经生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 

 

 

 

Abnormal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in Unmed-

icated Individuals with Bipolar Disorder Dur-

ing Clinical Remission Using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Wang Dong1, Li Ronghua1  

1）苏州市广济医院 

 

    Objective  Bipolar disorder（BD） is a debilitat-

ing and chronic psychiatric disorder. Residual mood dis-

turbance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euthymic phase 

have adverse impact on illness prognosis, quality of life, 

social and vocational outcomes. Investigating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ay contribute to our un-

derstanding of the neurobiology of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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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Forty unmedicated euthymic patients 

with BD and thirty-nine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and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s. Eu-

thymic patients were requested to have no episodes of 

mania or depression over the last six months. These re-

cruited patients had been off medication on their own 

for at least 3 months prior to scanning. The clinical 

symptom was assessed using 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MR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The 

ALFF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local features of spon-

taneous brain activity.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BD pa-

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ALFF values in the left 

medial frontal gyrus/anterior cingulate (P<0.05). In con-

trast, BD individual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ALFF val-

ues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bilateral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P<0.05). 

    Conclusion  Altered ALFF in several important 

brain regions occurred during the euthymic phase for 

BD patient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dysfunc-

tion in frontal lobe, limbic system may reflect abnormal 

neural activities involving multiple brain networks, 

which will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un-

derlying residual mood symptoms and cognitive impair-

ment in euthymic BD patients. 

 

 

 

Comparison of Ketamine’s Antidepressant 

Efficiency in Anxious and Non-anxious Bipo-

lar Disorder 

 

王成瑜 1 宁玉萍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州市惠爱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in antide-

pressant response to repeated ketamine treatment be-

tween anxious vs. non-anxious bipolar depression. 

    Methods  32 patients with anxious (n = 23) or 

non-anxious (n = 9) bipolar depression were adminis-

tered six repeated sub-anesthetic dose (0.5mg/kg) of in-

travenous ketamine treatment with any psychiatric med-

ications they were receiving at the screening continued 

at the same stable dosages throughout the study. The de-

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with Montgomery–

Åsberg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MADRS) at baseline, 

4 hours after the first infusion, 24 hours after each infu-

sion, and 2 weeks after the whole treatment. Anxious 

bipolar depression was defined as DSM-5 bipolar de-

pression plus a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Anx-

iety-Somatization Factor score of ≥ 7.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ponse and remission rates between anxious vs. non-

anxious bipolar depression at 24 hours (response, 62.5% 

vs. 73.7%; remission, 50% vs. 47.4%) or 2 weeks (re-

sponse, 57.1% vs. 64.7%; remission, 57.1% vs. 35.3%) 

after the last ketamine infusion. The linear mixed model 

adjusted for baseline MADRS score revealed a signifi-

cant main effect of time (F = 20.558, P < 0.001), 

MADRS score decreased gradually after treatment. But 

neither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anxious subtype (F = 

0.309, P = 0.582) nor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of 

anxious subtype by time (F = 0.215, P = 0.988). 

    Conclusion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both 

patients with anxious and non-anxious bipolar depres-

s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receiving ketamine, 

and ketamine worked just as well for anxious as non-

anxious patients. 

 

 

 

探究甲状腺功能和精神疾病因果关系的孟德

尔随机化分析 

 

陈国庆 1 吕洪港 1 薛冉冉 2 王秋玲 2 刘霞 2 郁昊 1  

1）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2）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目的  通过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

zation，MR）分析方法，探讨甲状腺功能遗传决定因

素与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三

种精神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方法  本研究选取 6 种甲状腺功能指标作为暴

露因素，包括游离甲状腺素(FT4)、三碘甲状腺原氨

酸(FT3):FT4 比值、促甲状腺激素(TSH)、甲状腺过

氧化物酶抗体(TPOAb)浓度、甲状腺功能减退和甲

状腺功能亢进。利用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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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分别选取

与 6 种甲状腺功能指标显著关联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作为遗传

工具变量。基于精神病学基因组学联盟(Psychiatric 

Genomics Consortium, PGC)的精神疾病 GWAS 数据，

提取遗传工具变量与三种精神疾病的关联程度，包

括精神分裂症(35476 例患者和 46839 例对照)、双相

情感障碍(20352例患者和 31358例对照)和重度抑郁

障碍(59851 例患者和 113154 例对照)。随后，采用

两样本 MR 原理评估 6 种甲状腺功能指标与 3 种精

神疾病患病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包括采用逆方差

加权(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 IVW)分析、加权中位

数函数(Weighted median)、MR Egger 回归、MR 多

效性残差和离群值（MR–Pleiotropy Residual Sum and 

Outlier, MR-PRESSO）。采用多重敏感性分析检验工

具变量的异质性和水平多效性。 

    结果  遗传工作变量所预测的 FT4 水平与双相

情感障碍患病风险显著相关（OR=0.86, P=1.58×10-

3），并通过多重检验校正。为进一步验证该研究结

果，采用 MR-Egger 和加权中位数方法进行补充分

析，结果发现一致效应值方向。敏感性检验中显示

不存在显著的水平多效性（P>0.05），异质性分析结

果表明也不存在显著异质性（P>0.05）。遗传决定的

甲状腺功能相关性状与抑郁障碍或者精神分裂症均

无显著的因果关系（P>0.05）。 

    结论  高水平 FT4 水平显著降低双相情感障碍

的患病风险，提示检测甲状腺功能指标在双相情感

障碍预防和诊断中的重要性。 

 

 

 

伴入睡困难睡眠特征的双相抑郁患者静息态

功能磁共振局部一致性的研究 

 

王旭苗 1 阎锐 1,2 黄映红 1,2 陈志璐 1 张杰 1 陈瑜 1 

史家波 1 卢青 3 姚志剑 1,2,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 

2）南京大学医学院 

3）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目的  双相情感障碍以情绪低落和高涨交替发

作为主要表现，其中入睡困难是双相障碍的常见临

床表现，和双相障碍发病密切相关，目前双相抑郁

入睡困难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晰。本研究旨在探讨伴

入睡困难的双相抑郁静息态脑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特征，为研究双相抑郁入睡困

难的脑影像学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  招募 80 例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

院 2018 年 8 月到 2020 年 12 月期间住院的双相抑郁

患者。根据患者是否存在睡眠障碍和入睡困难进行

分组，其中无睡眠障碍患者 20 例，睡眠障碍中伴入

睡困难者为 40 例。在入睡困难患者中去除伴有早醒

和睡眠不深的患者 26 例，纳入只伴入睡困难的患者

14 例，将其定义为伴入睡困难组，无睡眠障碍双相

抑郁患者定义为不伴入睡困难组。同时招募 20 名年

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匹配的健康对照。Dparsf 软

件计算受试脑区 ReHo 值，用 REST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步骤包括将三组被试进行方差分析，并进行

多重比较矫正，矫正标准使用 Alphasim 方法，具体

标准为单个体素 p<0.001，连续体素≥6。之后，在方

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hoc T 检验，将单个体素

p<0.001，连续体素≥2，Alphasim 多重比较矫正后

p<0.05 的区域定义为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 

    结果  三组受试在双侧矩状回、双侧颞下回、

双侧颞中回、右海马旁回、右尾状核、右舌回、右额

下回和左扣带中回脑区 ReHo 值存在差异（p<0.05，

Alphasim 矫正）。伴入睡困难双相抑郁症组较不伴入

睡困难抑郁症组右海马旁回、右额下回和左扣带中

回 ReHo 降低，右颞中回 ReHo 增高；伴入睡困难双

相抑郁症组较健康对照组双侧矩状回、右颞下回、

左颞中回和右舌回 ReHo 值增高，左扣带中回 ReHo

值降低；不伴入睡困难双相抑郁症组较对照组左颞

下回、双侧矩状回、右海马旁回、右舌回 ReHo 值增

高（p<0.05，Alphasim 矫正）。 

    结论  伴入睡困难双相抑郁患者较不伴入睡困

难双相抑郁患者右海马旁回、右额下回和左扣带中

回协调性下降可能和双相抑郁睡眠症状有关。 

 

 

 

Could The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 (MCCB) Be Used in Young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梁思想 1 王茗琬 1 魏丹 2 田腾飞 1 邢笑萌 1 刘君 1 

沙莎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北京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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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a widespread debilitating disease and a major cause of 

disability affecting 350 million people each year. 

Among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rate of MDD is 15–20% 

and the lifetime prevalence may be as high as 20%. 

Meanwhile, young patients with MDD between the ages 

of 13 and 24 years (Y-MDD)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deficit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curate and 

effective battery to measure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Y-

MDD is necessary for both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

tic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test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

tery (MCCB) in Y-MDD. 

    Method  : Fifty Y-MDD patients, thirty-eight eu-

thymic young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Y-BD) and 

fifty-one healthy teenagers were recruited from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in Beijing, 

China. The MCCB,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were administered to assess cognitive impair-

ment and at both baseline and two weeks later. All sub-

jects were between the ages of 13 and 24 years. All 

MCCB item and domain scores were converted to T-

scores and were compared for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among sex, years of education and age strata. 

    Result  : Our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MCCB 

had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reliability in Y-MDD 

patients. The Cronbach's alpha of the MCCB in the in-

ternal consistency analysis was 0.786 at baseline and 

0.829 at two weeks later. Twenty-nine out of Fifty Y-

MDD patients completed the re-test assessment of the 

MCCB two weeks later.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s for retest reliability were good. Meanwhile, 

Twenty-six Y-MDD patients were administered both 

MCCB and MoCA at baseline. Our findings also re-

vealed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CCB and the 

MoCA, indicating good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MCCB. Furthermore, the MCCB showed high discrimi-

nant ability among Y-MDD, Y-BD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Furthermore,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MCCB in Y-MDD patients revealed five domains 

with acceptable internal structure (KMO: 0.767, p < 

0.001). 

    Conclusion  :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CCB has acceptab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is a 

sensitive batter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young pa-

tients with MDD. 

 

 

 

皮质醇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在预测不同

发作期的双相障碍患者临床应答中的作用 

 

许珮玮 1 孙学礼 1 张漫雪 1 陈樾馨 1 李雨微 1 张旭
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基线期皮质醇（PTC）和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的表达水平，评估其在预测真实世界中

精神药物治疗双相障碍患者临床应答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不同发作期的双相障碍患者，由患

者和医生共同商定精神药物治疗方案（包含抗精神

病药物、抗抑郁药物及心境稳定剂），疗程 8 周。在

治疗前后分别进行 PTC、ACTH 的实验室测定（早

晨 8 时）及杨氏躁狂量表、蒙哥马利抑郁量表的评

估，量表减分率≥50%视为临床应答。 

    结果  ①入组情况：共纳入 477 名双相障碍患

者，其中躁狂发作组 124 人，抑郁发作组 249 人，

混合发作组 104 人。治疗 8 周后，躁狂发作组 73 人

达到临床应答，27 人未达到临床应答，24 人失访；

抑郁发作组 154 人达到临床应答，45 人未达到临床

应答，50 人失访；混合发作组 57 人达到躁狂临床应

答，50 人达到抑郁临床应答，19 人未达到临床应答，

22 人失访。抑郁发作和躁狂发作组，应答者和无应

答者的性别、年龄均未见明显差异（p＞0.05）；混合

发作组中，躁狂应答者（p=0.033）和抑郁应答者

（p=0.001）的年龄均小于无应答者，性别未见明显

差异（p＞0.05）。②应答者和无应答者基线 PTC、

ACTH 水平的比较：躁狂发作组，应答者和无应答

者基线 PTC 和 ACTH 均未见明显差异（p＞0.05）；

抑郁发作组，应答者基线期 PTC 显著高于无应答者

（p=0.001），ACTH 则无明显差异（p=0.054）；混合

发作组，躁狂应答者基线期 PTC（p=0.012）和 ACTH

（p=0.023）均高于无应答者，抑郁应答者和无应答

者则未见显著差异（p＞0.05）。③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表明：抑郁发作组，基线 PTC（AUC：0.666，95% 

CI：0.574~0.758）具有较好的区分临床应答和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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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患者的能力。当 PTC=20.22ug/dL 时，敏感度为

0.760，特异度为 0.644。 

    结论  真实世界中，基线 PTC 和 ACTH 水平有

潜力作为双相障碍患者临床应答的生物标记物，其

中基线 PTC在预测双相抑郁发作的治疗应答方面可

能更有价值。 

 

 

 

Altered Cerebellar Gray Matter and Cerebel-

lar-cortex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

tivity in Bipolar Disorder Ⅰ Patients 

 

李浩 1 李金标 1 崔立谦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BPD over-

lap with those of many other mood disorders, including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schizophrenia, and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It 

was reported that BPD often goes undiagnosed or mis-

diagnosed for a decade or more extended periods. Re-

cently, MRI been extensively utilized in patients with 

BP to find potential biomarkers. Some researchers have 

suggested that abnormalities on cerebellum we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Bipolar disorder. How-

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only focused on the 

BPⅡpatients, which limited the finding’s extensibility. 

Thus, we conducted this study to explore alterations of 

cerebellum in patients with BPⅠtype patients. 

    Methods  45 patients with BPⅠ(BP group) and 40 

age- and sex-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 group)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Affiliated Brain Hospital of Guang-

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respectively. The BP patients was diagnosed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DSM-IV. The BP patients and HCs were 

all screened with SCID for further confirmation. Gen-

er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using a pre-

designed standardized form. Clinical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patients in the BPD group. Conventional T1, T2, 

and blood oxygenation level-dependent (BOLD) im-

ages were obtained for all of the subjects by a skilled 

medical imaging technician on a 3.0T MRI scanner. For 

the structural images, we used SPM12 software and 

SUIT toolbox to isolated the cerebellum and generate 

gray-matter segmentation images. Visual correct and 

hand correct were performed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isolation. Then, we normalized the cropped gray-mat-

ter images and resliced the images into atlas space. Sub-

sequently, a 6mm- full-width-half maximum (FWHM) 

Gaussian smoothing was performed to improve the sig-

nal-to-noise ratio. Lastly, we preformed VBM analyses 

with these pre-processed cerebellum anatomical images 

to compare cerebellar gray matter volume between BP 

and HC groups; For the functional images, we per-

formed slicing time correction, realign correction, re-

move spurious covariates, normalization, filtering pro-

cedures to accomplish pre-process. The cluster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eceding cerebellar VBM 

analyses were chosen as seeds region in functional con-

nectivity analysis. And then we examined the difference 

in whole-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subjec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using the two-sample t-test with 

multiple comparisons, the gray matter volume of left 

cerebellar hemisphereⅥ of patients in BP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er than that in HC group. Additional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eft cerebellar hemisphereⅥ 

and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right putamen was 

disrupted. 

    Conclusion  There are decreased cerebellar gray 

matter in cerebellum and disrupted cerebellar-cortex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Bipolar disorder 

Ⅰ patients. This suggest that abnormalities on cerebellum. 

 

 

 

Neurometabolic Alterations in Bipolar Disor-

der with Anxiety Symptoms: A Proton Mag-

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Study of The 

Prefrontal Whiter Matter 

 

陈佳悦 1,2 邹韶红 1 曲源 1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2）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pathophysiological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788 

mechanism of bipolar disorder (BD) patients with anxi-

ety symptoms, w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of brain bi-

ochemical metabolism in BD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anxiety symptoms. 

    Methods  We collected 39 BD patients who had 

been untreated with drugs in one month and were di-

vided into the anxiety symptoms group (20 cases) and 

non-anxiety symptoms group (19 case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had anxiety symptoms. We used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 to detect 

the biochemical metabolite ratios of the prefrontal 

whiter matter (PWM) in all patients. 

    Results  The right PWM mI/Cr ratios in BD pa-

tients with anxiety symptom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BD patients without anxiety symptoms and the Cho/Cr 

ratios in the left PWM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and age of onset in BD patients with anxiety symp-

toms.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BD 

patients with anxiety symptoms have increased levels of 

inositol metabolism in the right PWM. Furthermore, the 

level of membrane phospholipid catabolism in the left 

PWM of BD patients with anxiety symptoms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ge and onset age. Our results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in BD patients with anxiety symptom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

sion of Bell-Lysaker Emotion Recognition 

Task（BLERT）in Bipolar Disorder 

 

李大志 1 楚利君 1 孙霞 1 张健 1 张勇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Objective  Bipolar disorder (BD) is often associ-

ated with significant emotional recognition impairment.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valid and reliable instrument to 

assess emotional re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BD in 

China. Unlike static tools which are mostly used in pre-

vious emotion recognition tests, Bell-Lysaker Emotion 

Recognition Task（BLERT）is a dynamic emotion recog-

nition instrument, and is proved to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

sion of the Bell-Lysaker Emotion Recognition Task

（BLERT）in Chinese adults with BD. 

    Methods  In this study, 190 patients with BD and 

100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in Tianjin Anding 

Hospital and communit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LERT, Chinese affective facial picture sys-

tem(CAFPS), the 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MRS), 

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

17) were administered, and the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BLERT was conducted. 

    Result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ronbach's al-

pha) was 0.79, and re-test reliability  was 0.77

（P<0.001）for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LERT. The 

BLERT total score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CAFPS 

total scores (r =0.50, P<0.001). The cut-off value was 

15 (sensitivity of 85% and specificity of 45%) to differ-

entiate between bipolar disorder and healthy control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seven basic emo-

tions fit well（CMIN/df=1.049、RMSEA=0.018、

IFI=0.979、TLI=0.971、CFI=0.977）.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LERT has 

satisfactory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in terms of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n Chinese adults with BD. 

 

 

 

双相障碍与抑郁症骨代谢差异的生物信息学

分析 

 

武楚君 1 邱妍 1 李素娟 1 滕紫薇 1 徐雪蕾 1 杨敏 1 

金坤 1 向慧 1 唐慧 1 伍海姗 1 谭羽希 1 陈晋东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利用生物信息学分析的方法，探究双相

情感障碍与抑郁症患者骨代谢改变差异的关键基因

与分子机制 

    方法  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方法，首先通

过数据库检索以及差异分析，比较了双相障碍与抑

郁症之间的差异 miRNA；随后通过靶基因的筛选和

基因注释，利用 GO 分析探究双相障碍与抑郁症的

差异基因所涉及的主要生物学过程、细胞组分及分

子功能，并通过 KEGG 探究差异基因所涉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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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下一步，利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的构

建，进一步筛选核心差异网络，并明确 Hub 基因；

最后，通过对差异核心网络与骨质疏松的 PPI 网络

进行交互分析，筛选双相障碍与抑郁症骨代谢差异

的关键基因。 

    结果  抑郁症与双相障碍差异基因的 hub 基因

为 ESR1、STAT3、PTEN、CCND 以及 VEGFA；在

抑郁症与双相障碍的差异网络中，与骨质疏松发病

相关的 Hub 基因主要有 TNFSF11、ESR1、LRP5、

PTHLH 以及 COL1A2；差异基因主要与肿瘤、PI3K-

Akt 信号通路以及 MAPK 信号通路有关。 

    结论  双相障碍与抑郁症引起骨代谢差异的遗

传机制及相关信号通路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其 Hub

基因为 ESR1、STAT3、PTEN、CCND 以及 VEGFA，

且差异基因主要与肿瘤、PI3K-Akt 信号通路以及

MAPK 信号通路的差异有关。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ilience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in Patient with Bipolar 

Disorder 

 

於雪英 1 窦文博 1 蔡利荣 1 吴少珠 2 方蘅英 2 林小

玲 1  

1）中山大学护理学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Objective  Resilience reflects the ability of posi-

tive adaptation or recovering from significant crisis. Re-

search on mediating effects of depression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functional outcome is 

rar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the correlation be-

tween resilience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BD). 

    Methods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volving 233 bipolar patients and 60 healthy controls was 

conducted. The resilience was evaluated by the 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The psychoso-

cial functioning was measured by the Functioning As-

sessment Short Test (FAST) and quality of life (QoL) 

was assessed by the 12-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SF-12). The attention and mental tracking, visual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ing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neurocognitive functioning, while the Cognitive 

Complaints in Bipolar Disorder Rating Assessment 

(COBRA) was used to measure subjective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s, Mann-Whit-

ney U tests, Chi-square tests (c2) were applied to com-

pare group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resilience, neurocognitive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functioning, functional outcomes.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resilience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Hierar-

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used to confirm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resilience on functional out-

comes. All statistical tests were two-sided at an α = 0.05.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was confirme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depression on the asso-

ci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Results  The BD group exhibited a lower level of 

resilience, a worse neurocognitive disfunction, psycho-

social disfunction and QoL (all p < 0.001). Partial cor-

relation analyses found that resilience was negative re-

lated with the psychosocial disfunction (r = -0.406, p < 

0.001) while positive associated with QoL (r = 0.368, p 

< 0.001).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revealed that re-

silience (β = -0.235, p < 0.001) was negatively associ-

ated with psychosocial disfunction. The multiple medi-

ation model provided adequate fit indices: χ2/df = 1.319 

(χ2 = 117.4; df = 89), RMSEA = 0.037, GFI = 0.943, 

CFI = 0.988, NFI = 0.952, TLI = 0.984. T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sili-

ence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β = -0.374, p =0.001)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QoL (β = 

0.344, p =0.001). 

    Conclusion  Poor resilience is familiar in BD pa-

tients while few attentions were given to them. Resili-

ence can predict functional outcomes an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pression and functional out-

comes in them. Further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consid-

ered to improve the resilienc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functional outcomes from deterioration in patients with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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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Predicting 

and Moderating The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Euthymic Pa-

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Dou Wenbo1, Yu Xueying1, Cai Lirong1, Cheng Guifen2, 

Chen Minhua3, Zhu Caihong3, Zong Kunlun4, Zheng 

Yingjun4, Lu Dali5, Lin Xiaoling1  

1）School of Nurs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2）Guangdo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3）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

sity 

4） The Affiliated 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

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 

5） Xiamen Xianyue Hospital 

 

    Objective  The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s among 

social support,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euthymic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BD) is rare. The clarity of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help-

ful for mental recovery of patients and guiding clinical 

interven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and explore 

correlations among family functioning,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patients with BD, and 

investigate the predic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

cial support.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six BD pa-

tients and sixty-nine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recruited 

in present study. All participants were measured family 

functioning with the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social support with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with the Func-

tioning Assessment Short Test (FAST). 

    Results  The BD patients, relative to healthy con-

trols, presented with more impairment in family func-

tioning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 associated with family functioning, and 

this relationship also been found i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Additionally, social support 

could predict family functioning (affective responsive-

ness, affective involvement, behavior control and gen-

eral functioning)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cogni-

tive functioning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Nota-

b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could be moderated by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contributed to the 

literature by illustrating that social support could pre-

dicting and moderating the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

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patients with BD. It is essential 

in both research 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s, which to 

strengthen family functioning by increasing social sup-

port, thereby to improve patients’ psychosocial func-

tioning in bipolar disorder. 

 

 

 

双相障碍功能结局的分层聚类研究 

 

巴正玲 1 赖九兰 1 卢大力 2 郑英君 3 宗昆仑 3 窦文

博 1 於雪英 1 林小玲 1  

1）中山大学护理学院 

2）厦门市仙岳医院 

3）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func-

tional heterogeneity in fully or partially remitted pa-

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and sociodemo-

graphic, clinical, neurocognitive and biochemical vari-

able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orty fully or par-

tially remitted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BD) and 

seventy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The patients 

were grouped into different profiles based on the Func-

tioning Assessment Short Test (FAST) domain scores by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nc-

tional groups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and sociodemographic, clinical, neurocog-

nitive and biochemical variables in each cluster were 

then analysed. 

    Results  There surely were three subgroups in 

fully or partially remitted patients with BD: the lower 

functioning group (LF), performed global functioning 

impairments; the moderate functioning group (MF), 

presented selective impairments in functional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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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good functioning subgroup (GF), performed al-

most intact functioning. Among the three subgroup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FAST domains, sociodemo-

graphic variables, clinical variables, a few neurocogni-

tive domains and several biochemical indexes.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rete func-

tional groups and the specific clinical factors, neurocog-

nitive domains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that are corre-

lated with specific functional subgroups will allow for 

making tailored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丙戊酸钠缓释片与富马酸喹硫平联用对双相

情感障碍患者疗效与安全性的影响 

 

阿地拉·阿吉 1 张丞 1 唐潇潇 1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丙戊酸钠缓释片与富马酸喹硫平联

用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疗效与安全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123 例进行

前瞻性研究，随机分为对照 A 组、对照 B 组、联合

组，各 41 例。对照 A 组采取富马酸喹硫平治疗，对

照 B 组采取丙戊酸钠缓释片治疗，联合组采取丙戊

酸钠缓释片与富马酸喹硫平治疗。统计 3 组临床疗

效、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治疗前后血清转化生长因子-

β（TGF-β）、神经生长因子（NGF）、白介素-1（IL-

1）、白介素-1β（IL-1β）、肿瘤生长因子-α（TNF-α）

水平及躁狂（HCL-32）、抑郁（HAMD）及生活质量

评分。 

    结果  联合组总有效率（92.68%）高于对照 A

组（73.17%）、对照 B 组（70.73%）（P＜0.05）；治

疗后，联合组血清 TGF-β 及 NGF 水平高于对照 A

组、对照 B 组，TNF-α、IL-1 及 IL-1β 低于对照 A

组、对照 B 组（P＜0.05）；治疗后，联合组 HCL-32

及 HAMD 评分低于对照 A 组、对照 B 组，生活质

量评分高于对照 A 组、对照 B 组（P＜0.05）；联合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 A 组、对照 B 组间无显著

差异（P＞0.05）。 

    结论  富马酸喹硫平、丙戊酸钠缓释片联合治

疗双相情感障碍，可明显提高患者血清 TGF-β、NGF

水平，降低 TNF-α、IL-1 及 IL-1β 水平，显著改善抑

郁、躁狂情况，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安全性高。 

 

 

 

抑郁症治疗后血清 5-HT、BDNF 与 NPY 水

平变化与疗效的相关性 

 

康燕霞 1 陈景旭 1 卞清涛 1  

1）北京回龙观临床医学院 

 

    目的  探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盐酸帕罗

西汀治疗后血清神经肽 Y（Neuropeptide Y，NPY）、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

HT）浓度变化与疗效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在 2017 年 2 月-2019 年 3 月期间在

北京回龙观医院住院的抑郁症共 110 名。患者分配

到对照组、干预组中，各入组 55 名。对照组采用盐

酸帕罗西汀治疗方案，干预组采用在对照组基础上

联合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治疗方案。试验期间

对照组脱落 10 名患者，实际纳入 45 名，干预组脱

落 9 名患者，实际纳入 46 名。对照组患者于早餐后

口服盐酸帕罗西汀，20mg/次，根据患者病情适当调

节药量至 40-60mg/次，1 次/d，连续服用 4 周。干预

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联合 rTMS治疗，

治疗时患者体位取卧位或半卧位，紧闭双眼处于安

静状态 5 分钟，将磁刺激线圈对准左侧背外侧前额

叶，线圈直径 12cm，刺激频率为 1Hz，10 秒连续

刺激，2 秒间隔，刺激强度为 80%的运动阈值，刺

激时间共 30min，共 1500 个脉冲，每天一次，每周 

5 次，周末暂停 2 天，疗程 4 周，试验期间共接受

20 次 rTMS 治疗。分别用 HAMD、PHQ-9 量表对患

者进行治疗 1 周后、2 周后及 4 周后的病情评估；

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抽取患者 6ml 清晨空腹静脉

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 NPY、BDNF、5-

HT 浓度水平，观察血清指标变化趋势，进一步探讨

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比较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 4 周后痊愈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967）；按照 PHQ-9 减分率≧40%作

为有效的标准，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1）；经上述两量表评估干预组的抑郁

严重程度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0.001）；血清 BD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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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HT 浓度在治疗后的升高值依据 HAMD 判断与

临床痊愈之间有正相关。血清 5-HT 浓度在治疗后的

升高值与依据 PHQ-9判断的临床有效之间有正相关。 

    结论  rTMS 联合帕罗西汀治疗抑郁症疗效优

于帕罗西汀治疗尚不肯定，但 5-HT、BDNF 治疗后

浓度变化可能成为预测临床疗效的生物标记物。 

 

 

 

围绝经期心境障碍的临床特征和治疗进展 

 

邹璐璐 2 孙静 1 甘火琴 2  

1）南京市脑科医院 

2）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围绝经期抑郁障碍的临床特征和治

疗进展。 

    方法  对 2005-2020 年 Pubmed 及中国万方数

据上发表的有关围绝经期抑郁障碍研究文献进行综

述。 

    结果  围绝经期是女性生命周期中的特殊阶段，

心境障碍的发病率明显升高，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

烦躁、抑郁，以围绝经期抑郁最为常见。既往有抑郁

症病史的女性围绝经期具有较高的抑郁发作风险。

围绝经期抑郁障碍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躯体症

状，如血管运动症状、更年期生殖泌尿综合征等，躯

体不适与焦虑症状较为突出；情感症状和认知损害

亦比较明显；一些患者会出现精神病性症状、且以

妄想为主。围绝经期抑郁障碍的病因，诸多研究显

示与该时期女性卵巢功能衰退、导致激素水平明显

变化有关，但也与女性这一时期女性承受的心理和

社会因素有关。有关治疗仍显示抗抑郁药物是围绝

经期抑郁障碍的一线用药，雌激素的辅助治疗存在

一定的争议，主要是效益和风险平衡未能得到很多

研究的支持。现有的一些探索性研究显示，雌激素

的辅助治疗可以改善围绝经期女性的躯体症状，从

而抑郁症状。认知行为治疗亦有助于抑郁症状的改

善，尤其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对严重围绝经期抑

郁障碍有较显著的疗效。 

    结论  围绝经期心境障碍以焦虑、抑郁最为突

出，围绝经期抑郁障碍具有情绪、认知和躯体等多

维度症状，该时期抑郁障碍的治疗除了抗抑郁药物

治疗，联合激素治疗和心理治疗有一定辅助增效作

用，尤其需要进一步探讨激素联合治疗的效应和风

险。 

 

 

 

The Current State of Benzodiazepines and Z-

drugs Use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Bipolar 

Disorder Outcomes-A Small Sample Analysis 

 

Yiming Chen1, Fan Wang1, Lvchun Cui1, Haijing 

Huang1, Shuqi Kong1, Nuoshi Qian1, Mengke Zhang1, 

Dongbin Lyu1, Meiti Wang1, Xiaohua Liu1, Lan Cao1, 

Yiru Fang1,2,3, Wu Hong1,2  

1）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Shanghai, China 

3）C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Brain Science and In-

telligence Technolog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S  leep disturbance and benzodiaze-

pines (BZDs)/Z-drugs use are known to be common 

during affective episodes. Hence, we identified the 

probable outcomes of bipolar disorder that correlate 

with BZDs/Z-drugs use, aside from mood symptoms. 

We conducted an open-label, prospective study to de-

scribe the current use of BZDs and Z-drugs by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during affective episodes. 

    Methods  We evaluated the difference of charac-

teristics between bipolar patients with sleep disturbance 

who chose BZDs/Z-drugs, and those who did not chose 

the drugs during and after affective disorder. The influ-

ences of BZDs/Z-drugs use on suicide attempt and psy-

chotic symptoms during affective disorder were also in-

vestigated. 

    Results  Seventy patients with current affective 

episodes were studied. Among them, 61 had sleep dis-

turbances. The amount of mood stabilizers use in the 

BZDs/Z-drug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no BZDs/Z-drugs group (p=0.038) during affec-

tive episodes. After affective episode, sleep disturb-

ances, especially midnight wakes, became more im-

proved in BZDs/Z-drugs group compared to the no 

BZDs/Z-drugs group. By contrast, attention and deci-

siveness became more improved in the no BZD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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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group than in the BZDs/Z-drugs group. Further-

more, we observed that BZDs/Z-drugs had an OR of 

4.338 (95% CI 1.068-17.623, p=0.040), and other psy-

chiatric drugs had an OR of 1.835 (95% CI 1.105-3.047, 

p=0.019) in relation to suicide attempt. After a year, we 

found that BZDs/Z-drugs use was of no significant ef-

fect to depressive or manic severity, or to recurrence rate. 

    Conclusion  BZDs/Z-drugs use have no signifi-

cant influence on variations in depressive or manic se-

verity during the course of an affective episode. Never-

theless, BZDs/Z-drugs users took a greater amount of 

mood stabilizers than no BZDs/Z-drugs users. Finally, 

BZDs/Z-drugs or other psychiatric drugs polytherapy 

was regarded as a risk factor of suicide attempt during 

an affective episode. 

 

 

 

Altere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Among Core 

Brain Network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

order 

 

张志芳 1 薄奇静 1 李峰 1 赵蕾 1 王赟 1 刘瑞 1 陈熊

鹰 1 王传跃 1 周媛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Objective  Bipolar disorder (BD) is more like a 

disconnection syndrom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ree core networks, the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CN), the silence network (SN) and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was altered in patients with BD. How-

ever, effective connectivity (i.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them was unclear. Whether patients who were in differ-

ent mood state would show different effective connec-

tivity pattern was also unclear. 

    Methods  We recruited 65 patients and 85 

healthy controls. Using a Siemens TIM Trio 3T system, 

we collected their resting state fMRI and T1 images. In 

our final data analyses, we included 56 patients (depres-

sive/euthymic = 26/30) and 70 healthy controls. Our 

subjects were all matched for age, gender, etc. The In-

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approved this study. First, we used the DPABI v4.3 to 

preprocess our fMRI data and used the GIFT v4.0 to 

conduct an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Second, 

we identified 11 regions of interest. For the SN, we in-

cluded the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the left and 

right insula. For the ECN, we included the left and right 

DLPFC, the left and right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For 

the DMN, we included the medial frontal cortex,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the left and right angular. Fi-

nally, spectral dynamic causal modeling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he DCM12. And parametric empir-

ical bayes was used to model individual connections to 

inform group-mean and between-group effects. 

    Results  For the group-mean effects, (1) averaged 

connections within the ECN, the SN and the DMN were 

all positive, (2) averaged connections across the ECN, 

the SN and the DMN were all negative except the ECN 

–> the SN and the DMN –> the SN.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patients with BD showed (1) posi-

tively averaged connections within the ECN, the SN and 

the DMN, (2) negatively averaged connections of the 

ECN –> the SN, the ECN –> the DMN and the DMN –> 

the SN, and positively averaged connections of the SN 

–> the ECN and the DMN –> the ECN.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euthymic patients showed (1) 

negatively averaged connections within the ECN and 

the DMN, (2) positively averaged connections across 

the ECN, the SN and the DMN.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depressive patients showed (1) 

positively averaged connections within the SN and the 

DMN but the ECN, (2) negatively averaged connections 

across the ECN, the SN and the DMN except the SN –> 

the ECN. Compared with the depressive patients, the 

euthymic patients showed (1) positively averaged con-

nections within the ECN and the SN but the DMN, (2) 

negatively average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CN and 

the DMN, while positively averaged connections be-

tween the ECN and the SN and between the SN and the 

DMN.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BD showed al-

tere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among the three core net-

works and different mood state was with different effec-

tive connectivity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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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Geraniol Treatment on Im-

proving Cognitive Function in Alzheimer 

Mice 

 

Ping Sun1,2,3,4,5, Xiaoxiao Wang2,7, Jun Chen1,3,4,5,6, Yiru 

Fang1,3,5,6  

1）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

cine 

2）Qingdao Mental Health Center 

3）Management Center for Mood Disorders,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euroscience, Shanghai In-

stitue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AS 

5）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6）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enter for Brain Science and Brain-Inspired Intelli-

gence 

7）Qingda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Ge-

raniol treatment on improving cognitive function in Alz-

heimer mice. 

    Methods  3.5-month-old  β-amyloid  precur-

sor  protein  (APP)  and  presenilin-1  (PS1)  

double  transgenic  mice  (5XFAD)  were  used  

as  AD  models,  1.5 mmol / kg / d dose of Geraniol 

subcutaneously. 5XFAD mice were administered for 28  

days. Morris water maze test, nesting experiment, pas-

sive avoidance experiment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Geraniol in preventing AD; and we 

observed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5XFAD  

mice,  including  amyloid  plaque  deposition  

and  microglia  activation,  to  clarify  whether  

Geraniol  threatment  had  the  effects  in  SP  

deposition and neuroinflammation. In vitro, mouse hip-

pocampal neurons (HT2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2 

mmol Geraniol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eraniol on 

Aβ oligomer  toxicity,  ATP  production,  ROS  

production  and  mitochondrial  aerobic  respira-

tion  in  hippocampal  neurons.  Changes  i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PP,  beta-secretase  

(BACE1) and  neprilysin (NEP),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enzymes and the 

GPR109A receptor were examined under Geraniol 

treatment. 

    Results  Geraniol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patial  learning  ability,  rises  

nesting  score  and  fear  memory  in  5XFAD  

mice,  which  proved  that Geraniol can improve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5XFAD mice. Then we found 

that  Geraniol  attenuats  Aβ accumulation and mi-

croglia overactivation,  decreases  the  levels  of 

Aβ1-40 and Aβ1-42 and the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IL-1β, IL-6 and TNF-α gene  expression  levels,  

which  suggest  that  Geraniol  exerts  neuropro-

tective  effects  by  reducing Aβ production and in-

flammation. Through vitro experiments, we found that  

Geraniol  can  enhances  mitochondrial  respira-

tory  function  and  protects  hippocampal  neu-

rons  from  Aβ  toxicity.  Moreover,  Geraniol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APP  and  in-

creases  the  expression  of  NEP  by  GPR109A  

receptor. 

    Conclusion  Geraniol improve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5XFAD mice through various mechanisms,  

and Geraniol is promising as a drug candidate for A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DISC1 基因 AA 基因型对视觉空间记忆能力

的影响在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患者的差异

研究 

 

冯顺康 1,2 孙平 2,3,4,5,6 王潇潇 1,2 陈俊 3,4,5,6,7 方贻儒
3,4,5,6  

1）青岛大学 

2）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研究

中心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心境障碍诊治中心 

5）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

科院脑智卓越中心） 

6）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7）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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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DISC1（rs821616）出现异常表达时可以

影响神经元树突发育，最终导致视觉空间功能损害。

本研究旨在探究 DISC1 基因 AA 基因型对视觉空间

记忆能力的影响在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患者中的

差异。 

    方法  采用 SNaPshot SNP 分型技术对 60 名

患有精神分裂症及77名患有双相障碍被试的DISC1

（rs821616）位点进行分析；使用简短视觉空间记忆

测试（BVMT）评估被试的视觉学习能力；使用

Supreme vision 视觉训练系统评估被试的空间位置

记忆能力。 

    结果  在BVMT测试中精神分裂症组平均成绩

为 43.96±7.96 分，双相障碍组平均成绩为 49.10±6.80

分。精神分裂症组视觉空间记忆测验成绩明显差于

双相障碍组，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位置记忆评估中精神分裂症组平均成绩为

6.17±0.45，双相障碍组平均成绩为 6.33±0.34。精神

分裂症组的位置记忆评分也差于双相障碍组，两组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ISC1（rs821616）基因型为 AA 的精神

分裂症组视觉空间记忆成绩显著差于双相障碍组，

提示 AA 基因型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视觉空间记忆能

力的损害可能较双相障碍患者更为严重。 

 

 

 

不同程度应激对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认知

功能及海马突触可塑性相关蛋白的影响 

 

王潇潇 1,2 冯顺康 1,2 孙平 2,3,4,5,6  

1）青岛大学 

2）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研究

中心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心境障碍诊治中心 

5）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

科院脑智卓越中心） 

6）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阿尔茨海默病（AD）小鼠在不同程

度应激后的认知功能改变及对海马突触可塑性相关

蛋白的影响。 

    方法  采用淀粉样蛋白基因（APP）及早老素 1

（PS1）双重转基因小鼠构建 AD 模型，取 40 只造

模成功的小鼠随机分成正常组、2 周 CUMS 组、4 周

CUMS 组、8 周 CUMS 组 ，每组 10 只，分别接受

正常的饲养环境，2 周 CUMS 刺激方案、4 周 CUMS

刺激方案和 8 周 CUMS 刺激方案，采用新异物体识

别实验和 Morris 水迷宫实验评估各组小鼠的学习记

忆和空间定位记忆等认知功能；对海马细胞 HE 染

色观察海马神经细胞的形态学变化，免疫印迹法测

定海马区 BDNF/CREB/bcl-2 的蛋白表达。 

    结果  新物体识别测试结果显示，2 周 CUMS

组、4 周 CUMS 组、8 周 CUMS 组较对照组新物体

指数百分比明显减少，均 P＜0.05。随着 CUMS 刺

激方案时间正常，记忆力明显降低，8 周 CUMS 组

在与其他组比较新物体指数百分比最低，P＜0.05。

水迷宫测试结果显示，与正常组比较，4 周 CUMS

组和 8 周 CUMS 组在测试象限游泳距离明显减少，

均 P＜0.05；8 周 CUMS 组较 4 周 CUMS 组在测试

象限游泳距离明显减少，P＜0.05。同时，海马突触

可塑性相关蛋白随着CUMS刺激时间增长而表达减

少，8 周 CUMS 组最少。 

    结论  随着应激程度的加重，阿尔茨海默病认

知功能更进一步破坏，这提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

遭受应激后，病情可能会随着应激程度波动。 

 

 

 

Genetic Evidence Reveal Divergence between 

Bipolar Disorder Type I and Type II 

 

黄蕴琪 1 刘蕴佳 1 吴雨璐 1 王强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genetic di-

vergence of bipolar disorder type I (BD I) and type II 

(BD II), and put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sub-

types and schizophrenia and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MDD). 

    Methods  We performed series of studies using 

genome-wide association (GWA) single nucleotide pol-

ymorphism (SNP) level statistics in the Psychiatric Ge-

nomics Consortium (PGC) among European ancestral 

adults, including BD I (n = 475,038), BD II (n = 

378,330), SCZ (n = 228,795) and MDD (n = 173,005). 

On the SNP-level, we first proposed a novel SNP-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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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cas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to identify in-

dependent significant loci uncovering genetic differ-

ences between BD I and BD II. Then gene-based tests 

referring to tissue-specific expression data were con-

ducted to extend credit to single-marker analysis. To ex-

plore a scale range relationship among four phenotypes 

above, linkage disequilibrium score regression was 

tested.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ch pair were in-

vestigated using a gaussian mixture modelling tool and 

generalized summary-data-based mendelian randomi-

zation. 

    Results  Our studies detected one significant SNP, 

with different allele frequency between BD I and BD II, 

identifying 9 associated genomic loci, such as MAD1L1. 

Counting all gene-based approaches in, only one gene 

in cerebellum. Comparing with SCZ and MDD, there 

were 91 and 12 genes overlapping BD I, and none with 

BD II. Gene-set analysis of significant brain-specific 

eQTLs highlighted 2 pathways shared by BD I and SCZ, 

both included in Gene Ontology (GO) molecular func-

tion dataset. External side of plasma membrane, another 

GO pathways was for BD I and MDD. Genetic correla-

tions of each pair across SCZ, BD I, BD II and MDD 

were in the range of 0.38~0.88. The estimated numbers 

of overlapping variants were 7.5k (se=0.3) and 13.2k 

(se=5.9) for SCZ and BD I, MDD and BD II, respec-

tively. Both results showed correlations evaluated by 

MiXeR were consistent with LDSC, and an accordant 

decreasing genetic linkage tendency from SCZ, BD I, 

BD II to MDD.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research elu-

cidated that genetically SCZ provided a causal effect to-

wards BD I, BD II, and MDD from 0.50, 0.32 to 0.14. 

In turn, MDD was determined to confer a notable causal 

effect on BD II (b=1.11), higher than BD I (b=0.23) and 

SCZ (b=0.20). Despite causal direction, MR results 

showed a closer phenotypic relationship between BD I 

and SCZ, BD II and MDD. 

    Conclusion  evidence from our study illustrates 

genetic divergence between BD subtypes and provides 

an underlying biological correlation and a detailed spec-

trum insight of these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稳定期双相障碍 I 型和 II 型患者认知功能评

估及影响因素 

 

石超 1 李冰 1 王蕾蕾 1 周衍芳 1 曹延筠 1 谭淑平 1 

卞清涛 1  

1）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 

 

    目的  双相障碍的认知功能存在缺陷，但因诊

断标准、测量工具不同及文化差异等，双相障碍 I 和

II 型的认知功能损害区别未有明确定论。有研究表

明，精神分裂症的认知功能评估成套测验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MCCB）

可用于双相障碍认知评估。本研究旨在分析双相Ⅰ和

II 型障碍患者稳定期的认知功能损害区别,并分析其

相关影响因素，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方法  本研究通过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在符合

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均进

行功能大体评定量表、杨氏躁狂量表以及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测评。符合入组标准的健康对照组和患者

组均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及 MCCB 测验。 

    结果  1.双相障碍稳定期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

害，在处理速度、言语学习、视觉学习、推理问题解

决能力方面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2.双相

障碍 II型和双相障碍 I型稳定期患者认知功能相比，

言语学习、视觉学习、推理问题解决及认知总分差

异显著，其余均无差异。3.轻躁狂发作次数和视觉学

习显著正相关，躁狂发作次数与推理问题解决显著

负相关，发作次数与注意警觉显著负相关；起病年

龄、病程、抑郁发作次数和 MCCB 各认知域以及

MCCB 总分不相关。4.MCCB 测验中视觉学习、数

字序列得分可推测患者的大体功能。回归模型方程

为：GAF=87.47+0.628*A-0.415*B(A=视觉学习；B=

数字序列）。 

    结论  1.MCCB 测试双相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

有一定敏感性，可以预测双相障碍患者的一般社会

功能。2.双相 I 型比双相 II 型稳定期患者认知功能

受损重，双相障碍稳定期的患者认知功能仍有损害。 

 

 

 

氯氮平致撤药反应和恶性综合征的临床分析

和治疗探讨 

 

付琳 1 崔爱军 1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797 

1）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氯氮平所致恶性综合征、撤药反应

的临床表现、治疗方法，为今后的临床医疗工作提

供指导。 

    方法  对一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氯氮平换药

过程中出现恶性综合征和撤药反应的临床表现、治

疗情况进行回顾、分析及评价。 

    结果  恶性综合征和撤药反应通常难以鉴别，

氯氮平由于其作用机制的多样性更容易出现这两种

症状。其发病与氯氮平撤药、换药速度过快有密切

关系，其他抗精神病药物的不规范使用亦可出现。

两者的治疗方法也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氯氮平所致

恶性综合征的治疗方案为立刻停用氯氮平，予以多

巴胺激动剂、大量输液排泄及对症支持治疗；氯氮

平撤药反应的治疗方案则是立即恢复小剂量氯氮平

治疗，若意识障碍持续无法恢复，可给予 MECT 治

疗。 

    结论  氯氮平是第一个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对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有显著疗效，在双相情感障碍患

者的治疗过程中，也可以更快地改善躁狂症状，这

可能与氯氮平对多种中枢神经递质受体具有亲和作

用有关。所以在氯氮平的撤药过程中，容易引发多

种受体的超敏反应，从而出现一系列的撤药反应，

包括意识、认知、情绪、行为、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

症状，如果不能及时诊断及正确处理，病情会继续

恶化并发展成恶性综合征。恶性综合征是一种少见、

严重的不良反应，以意识波动、肌肉强直、高热及自

主神经功能不稳定为主要临床表现。因此，在抗精

神病药物的加量过程中，应注意加量的速度、剂量，

以避免恶性综合征的出现。氯氮平的停药过程必须

少量、缓慢，避免撤药反应的出现。虽然针对恶性综

合征和撤药综合征的治疗方案不同，但对于氯氮平

所致谵妄的患者，MECT 的治疗效果是肯定的。 

 

 

 

基于临床特征和昼夜节律通路基因多态性的

抑郁症转躁危险因素的预测模型 

 

陈磊 1 袁勇贵 1 张志珺 1 徐治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首

发抑郁相易误诊为重度抑郁发作（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从而耽误治疗，影响预后，因此

对此类患者的早期发现十分重要。昼夜节律紊乱与

转躁密切相关，但尚未发现昼夜节律基因多态性与

转躁的关系，更没有研究整合多维度数据进行转躁

预测。本研究目的旨在通过机器学习，结合临床特

征和遗传多态性建立 MDD 转躁的预测模型。 

    方法  本研究纳入 70 名通过随访未转躁的

MDD 患者（简称 MDD 组）和 69 名转躁后诊断为

BD 患者（简称 BD 组），选取昼夜节律基因标签 SNP

进行检测，使用 SPSS 对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分析，运

用 R 语言软件包 R 3.6.3 进行特征筛选以及转躁预

测模型的建立，并使用 ROC 曲线、校准图

（calibration）、净重分类改善度（net reclassification 

improvement，NRI）, 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进行模型评价。 

    结果  通过本研究，发现发病年龄是转躁的危

险因素，特征筛选结果显示自杀企图和住院次数与

转躁相关，同时特征筛选结果表明 11 个昼夜节律通

路基因的基因多态性均与转躁密切相关。利用上述

特征建立两个模型，使用 4 种评价方法证明联合临

床特征和遗传多态性的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了临床上影响转

躁的危险因素，并建立了转躁预测模型，临床特征

和遗传多态性结合可以更好的进行转躁预测，对临

床诊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CACNA1C 基因多态性与重度抑郁障碍转躁

的关联研究 

 

沈甜 1 袁勇贵 1 张志珺 1 徐治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重度抑郁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是两种与

严重社会功能损伤有关的常见情感障碍。据统计，

高达 60%的 BD 患者以抑郁相为首发表现，由于早

期被误诊为 MDD 而导致接受不适当的药物治疗，

增加社会负担，而目前 BD 缺乏生物学上明确的诊

断标志物，因此研究影响 MDD 向 BD 的转化的潜

在生物标志物十分重要。研究发现，昼夜节律紊乱

是转躁的危险因素之一，编码 L 型钙通道 α1C 亚基

的基因（CACNA1C）是昼夜节律基因通路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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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于钙离子通道功能障碍引起细胞内钙离子水平

变化可能是 BD 发生的潜在病理生理学机制之一，

研究发现钙离子通道相关的 CACNA1C 的多个基因

多态性位点与 BD 密切相关，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对

CACNA1C 的基因多态性与转躁的关联进行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究 CACNA1C 的基因多态性与重度抑

郁障碍转躁的关联。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500 名诊断为 MDD 的患

者和 34 名后续明确修改诊断为 BD 的患者，在入组

时使用 HAMD-17 评估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以及收集

外周血，5 年后使用自制问卷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

根据随访结果将受试者分为 MDD 组和 BD 组，使

用 SPSS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对基因

CACNA1C 的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检测，采用

Unphased 3.1.7 软件包分析单个 SNP 位点的基因型

频率、等位基因频率及单倍型与转躁的关联性，采

用Mplus8.0软件包分析基因CACNA1C的多态性在

HAMD量表中睡眠分项三项总得分与转躁之间是否

存在中介效应。 

    结果  共随访成功 299 名 MDD 患者，其中有

38 人修改诊断为 BD，转躁率为 12.7%。研究发现发

病年龄、家族史在 MDD 组和 BD 组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同时研究还发现基因 CACNA1C 的位点

rs2239128 的 TT 基因型频率(X2=5.269，P=0.023)在

两组间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单倍型的关联分析发现，

基因 CACNA1C 的位点构成的 C-T-C-T-G 单倍型 

(X2=7.639，P=0.017)以及构成的 T-C-G 单倍型 

(X2=9.873，P=0.006)在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中

介分析未发现基因 CACNA1C 的多态性在 HAMD

量表中睡眠分项三项总得分与转躁之间存在中介效

应。 

    结论  本研究表明，基因 CACNA1C 单个位点

的多态性以及单倍型可能与 MDD 转躁相关，同时

发现了首次发病年龄、家族史等影响转躁的临床危

险因素，对临床诊断 BD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Altered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 Fre-

quency Fluctuation (fALFF) Associated with 

Cognition in Uni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on 

 

杨敏 1 邱妍 1 李素娟 1 滕紫薇 1 谭羽希 1 徐雪蕾 1 

金坤 1 向慧 1 唐慧 1 黄兢 1 伍海姗 1 李乐华 1 陈晋

东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The pathogenesi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bipolar disorder (BD) remains un-

clear and cognition deficits in MDD and BD are gener-

ally studied. In this study, the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fALFF) approach was per-

formed to explore the neural activity in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BD and MDD pati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cale score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7 participants, including 21 

BD patients, 25 MDD patients and 41 health controls 

(HC)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resting-state func-

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scans. 

The data was further analyzed by using fALFF method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altered 

fALFF values and clinical or psychometric variable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1) The fALFF values in the right cere-

bellar lobule Ⅷ, right cerebellar lobule Ⅸ, right supe-

rior temporal gyrus (STG), left and right triangular part 

of th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left precuneus and 

lef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 (SPG)) were altered among 

three groups. (2) In comparison to HC, BD showed in-

creased fALFF in the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ITG) 

and decreased fALFF in the right cerebellar lobule Ⅷ, 

while MDD showed increased fALFF in the right cere-

bellum Crus Ⅰ/Ⅱ and decreased fALFF in the right cere-

bellum lobule Ⅲ/Ⅳ/Ⅴ and right STG. In comparison to 

MDD, BD showed decreased fALFF values in the right 

cerebellar lobule Ⅷ and right cerebellar lobule Ⅸ (3)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obtained between the fALFF 

in the right cerebellar lobule Ⅷ and Stroop scores,  

the fALFF in the right ITG and visuospatial 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fALFF in the cerebellum Ⅲ/Ⅳ/Ⅴ and atten-

tion.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abnormal 

brain activities in the cerebellum and the right ITG were 

associated cognitive functions in unmedicated BD pa-

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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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Function of 

First-diagnosed and Drug-na?ve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徐雪蕾 1 向慧 1 邱妍 1 藤紫薇 1 李素娟 1 黄兢 1 陈

晋东 1 唐慧 1 金坤 1 蒋莉莉 1 王波伦 1 赵梓如 1 伍

海姗 1 李乐华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Bipolar disorder (BD) is a severe 

mental illness affects more than 1% the world’s popula-

tion with high recurrence rates and a series of comor-

bidities. Cognitive dysfunction is an endophenotype of 

BD, but sex influences in cognitive impairment remains 

to be unclear. 

    Methods  We evaluated the performance about 

139 patients with first-diagnosed, drug-naïve BD (44 

males and 95 females) and 92 healthy controls (24 males 

and 68 females) measured by scales of the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and the stroop color-word test. 

    Results  Immediate memory, visuospatial/con-

structional, language, attention, delayed memory, 

RBANS total scores and the stroop color-word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first-diagnosed, 

drug-naïve BD than healthy participants. Thus, male pa-

tients had worse attention, delayed memory scores com-

pared with female patients with BD. And importantly, 

worse performance on visuospatial/constructional abil-

ity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MRS) score in male patients only. 

    Conclusion  Males patients with first-diagnosed, 

drug-naïve bipolar disorder had worse cognitive dys-

function than female patients in the attention and de-

layed memory. Cognitive deficits were correlated with 

mania severity only in male patients. These findings re-

veal the sexual dimorphism in cognitive deficits of bi-

polar disorder for pathophysiological exploration. 

 

 

 

双相Ⅰ型与双相Ⅱ型抑郁障碍患者自伤自杀特

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崔利军 1,2 杨永涛 1,2  

1）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研究双相Ⅰ型与双相Ⅱ型抑郁障碍患者自

伤自杀的特点及相关因素； 

    方法   97 例住院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符合

DSM-5 双相障碍目前为重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

其中双相Ⅰ型43例（44.33%），双相Ⅱ型54例（55.67%）；

对患者自伤的频度、自伤的方式、自杀意念、自杀次

数、自杀方式进行问卷评定；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32 项轻躁狂症状清单评定

患者的临床症状、用 DSM-Ⅳ-TR 轴 II 障碍临床定

式检查中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条目进行评定； 

    结果  77.78%双相Ⅱ型患者有自伤自杀明显的

高于双相Ⅰ型患者的 39.54%（2=14.693，P＜0.01）。

有自伤行为者双相Ⅱ型为 64.82%，明显的高于双相Ⅰ

型的 23.26%（2=18.093，P＜0.01）。双相Ⅱ型抑郁患

者的自杀次数为 0.91±1.120 次，明显的高于双相Ⅰ型

抑郁患者 0.49±0.910 次（Z=2.289；P=0.022）。双相

Ⅱ型抑郁障碍患者自伤方式在①用刀和利器割刺自

己，②抠或抓自己、用力拔扯自己的头发，③用力咬

自己等方面明显的高于双相Ⅰ型患者；在自杀方式上

双相Ⅱ型抑郁障碍患者服用治疗药物、跳落方面更突

出。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伴有边缘

性人格（OR=5.009）、双相Ⅱ型（OR=3.206）、HAMD

总分（OR=1.280）为高危因素； 

    结论  双相Ⅱ型抑郁障碍患者自伤自杀的发生

率较双相Ⅰ型更高，自伤自杀方式与双相Ⅰ型患者明显

的不同，伴有边缘性人格者自伤自杀问题突出。 

 

 

 

双相抑郁障碍伴边缘性人格患者的临床特点

及相关因素分析 

 

杨永涛 1,2 崔利军 1,2 韩紫菲 1 李林 1 邸均萌 1 郭艳

梅 1  

1）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济宁医学院 

 

    目的  研究双相抑郁障碍伴边缘性人格患者的

临床特点及相关因素； 

    方法  纳入 97 例住院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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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5 双相障碍目前为重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

用 DSM-Ⅳ-TR 轴 II 障碍临床定式检查中边缘性人

格障碍的诊断条目进行评定；分为伴边缘性人格组

和不伴边缘性人格组；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32 项轻躁狂症状清单、气质评定

量表评定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气质特点； 

    结果  43.30%双相抑郁障碍患者伴有边缘性人

格，女性、学生多见，80.95%的双相Ⅱ型患者伴有边

缘性人格的特点，明显的高于双相Ⅰ型的 36.36%

（2=19.185；P＜0.01）；伴有边缘性人格的患者自伤、

自伤合并自杀意念和行为的比例高达 71.4%，明显

的高于不伴有边缘性人格组的 27.27%（2=25.208；

P＜ 0.01）；伴有边缘性人格组的发病年龄为

16.00±4.793 岁，明显的小于不伴有边缘性人格组的

25.95±11.487 岁（Z=4.599；P＜0.01），伴有边缘性

人格组的患者 47.62%具有混合特征。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双相Ⅱ型障碍（OR=5.009）、伴

混合特征（OR=5.468）、发病年龄早（OR=0.885）、

抑郁气质（OR=1.443）、激惹气质（OR=1.509）是双

相抑郁障碍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高风险因素。 

    结论  伴边缘性人格的双相抑郁障碍患者自伤

自杀的发生率更高，以双相Ⅱ型多见，其发病年龄早，

更多的伴有混合特征及具有忧郁气质和激惹气质。 

 

 

 

Different Temporal Dynamics of Brain Re-

gional Activity in Parahippocampal Gyrus 

and Cerebellum between Bipolar and Unipo-

lar Depression 

 

Fuping Sun 1, Zhening Liu 1, Zebin Fan 1, Jie Yang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Bipolar depression (BD) and unipolar 

depression (UD) are both characterized by depressive 

moods, which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in clinical prac-

tice. However, changes in brain dynamic regional ho-

mogeneity (dReho) have not been investigated in BD 

and UD.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s similar and dif-

ferent of  the dynamic Reho changes between BD and 

UD, which to find brain imaging markers that identify 

both. 

    Methods  Brai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ata were acquired from 36 patients 

with BD, 38 patients with UD, and 42 healthy controls 

(HCs). Analysis of covariance with gender, age, educa-

tion degree as covariates was applied to examine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dynamic Reho across three groups, and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BD 

and UD in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UD patients, BD pa-

tient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dReHo var-

iability in the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 (left cerebel-

lum), right parahippocampal; Relative to HCs, UD pa-

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ReHo variability 

in the right postcentral, whereas significantly changes 

of the dReHo variability were not observed in BD pa-

tients. 

    Conclusion  This finding is indicative of the im-

portance of cerebellum and parahippocampal regions in 

BD and UD patients. Dynamic ReHo might be used as 

a more reliable indicator to help us identify BD and UD. 

 

 

 

双相情感障碍与多囊卵巢综合征可能存在双

向联系 

 

陈艳艳 1 桑红 1  

1）长春市第六医院 

 

    目的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的

患者与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共患并不少见。目前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尚

不明确。本综述旨在研究 BD 与 PCOS 之间的关系

及相关危险因素，为共患病的早期识别、诊断与干

预提供帮助。 

    方法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检索中国知网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PubMed/MEDLINE、Embase、

Web of Science、Cochrane对照试验注册中心关于BD

和 PCOS 相关文献，综合整理分析两种疾病间的关

系及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PCOS 患者诊断为 BD 较非 PCOS 患者

明显增加，同时诊断 BD 的患者 PCOS 的发病率明

显增加。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紊乱可能是 PCOS

患者发生 BD 的病理机制，而丙戊酸类药物、代谢

综合征则可能是 BD 共患 PCOS 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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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与多囊卵巢综合征存在双

向联系，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紊乱、丙戊酸类药

物、代谢综合征则可能是 BD 与 PCOS 共患的相关

因素。在 PCOS 患者中进行精神量表的筛查有利于

BD 的早期识别；在 BD 患者中进行 PCOS 的相关检

查，针对 PCOS 的诊疗能够优化 BD 的治疗。 

 

 

 

50 岁以上双相障碍患者精神药物处方模式调

查分析 

 

左晓伟 1  

1）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 50 岁以上双相情感障碍（older-age 

bipolar disorder，OABD）患者精神药物的使用情况，

结合治疗指南对临床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徐州市三甲精神专科医院住院的 511例 50岁以

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情况进行

回顾性调查并记录符合入组标准的OABD患者人口

学和临床资料数据。使用 IBM SPSS22.0 统计软件对

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定量资料采用  kolmogrov-

smirnov 检验分析正态性，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 t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非参数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行 χ 2 检验或 Fisher 检

验。以 P＜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比较患者

的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情况、药物使用构成情况及与

治疗指南相符情况。  

结果  50 岁以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 91.8%联

合使用精神科药物；双相躁狂发作患者锂盐、丙戊

酸盐的使用率均高于双相抑郁发作且两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值＜0.01）； 喹硫平在双相情感障碍

的使用率呈上升趋势，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

< 0.05）。 

结论  50 岁以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锂盐的使用

率及单一用药率偏低；50 岁以上双相抑郁发作患者

单一使用抗抑郁药治疗有逐年下降趋势；50 岁以上

双相情感障碍镇静催眠药的使用率也存在逐年下降

趋势。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

的对照研究 

 

崔付新 1 胡广玲 1 孙平 2  

1）山东省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 

2）山东省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常规药物治疗

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的疗效。 

    方法  选取 50 例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患者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5

人。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喹硫平剂量为

400mg/天合并安非他酮 150mg/天）。实验组患者在

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两组患者入院后在第 0 周、4 周、8 周、12 周，给予

HAMD、HAMA、TESS 量表评估疗效及药物不良反

应。 

    结果  两组患者在 4 周、8 周、12 周 HAMD、

HAMA 量表评分均逐渐降低，但实验组患者评分降

低程度、减分率优于对照组。在治愈率及显效率方

面，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在 TESS 评分上

无明显差别。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作为一种临床上常见的高

复发性,高致残性的重症精神障碍,其发病率高,治愈

率低,且具有很高的复发性,传统治疗为情感稳定剂

基础上合并小剂量抗抑郁药物治疗，相比较于传统

单纯的药物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药物治疗对

于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患者疗效优于单一常

规药物治疗方案。可以更早地改善双相情感抑郁发

作患者的临床症状、显著提高治疗双相抑郁患者的

治愈率及有效率，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价值。 

 

 

 

老年人痴呆发作在听力正常人群和听力障碍

人群中的差异 

 

郝新梅 2,7 王潇潇 2,6 孙平 1,2,3,4,5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研究

中心 

2）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心境障碍诊治中心 

4）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

科院脑智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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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6）青岛大学 

7）济宁医学院 

 

    目的  听力减退与痴呆发作相关联，本研究旨

在探究老年人痴呆发作在听力正常人群与听力障碍

人群的差异。 

    方法  选取不符合痴呆定义的老年人（年龄在

65-70 岁之间）接受听力测试，按听力损伤程度(HI)

（包括正常范围、轻度损伤、中度/重度损伤）划分

3 组，每组各选取 40 名老年人，共 120 名参与者，

对这些患者分别于随访开始时，第 6 个月，第 12 个

月，第 18 个月，第 24 个月使用 MMSE 评分评定认

知功能。 

    结果  随访开始时不同听力损伤程度三组间数

据分别为 27.45±1.23，27.4±0.94，27.2±0.77，三组间

两两比较，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访第 6 个

月，3 组剩余受试者各 30 人，三组间数据分别为

27.27±1.10，26.73±1.03，26.88±0.81，p>0.05，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随访第 12 个月，3 组剩余受试者各

24 人，三组间数据分别为 27.16±1.03，26.8±1.11，

26.5±0.52，其中第 1 组与第 3 组两两比较，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访第 18 个月，3 组受试者各

剩余 20 人，三组间数据分别为 27.1±0.74，25.9±1.37，

22.7±1.16，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访第 24

个月，3 组受试者各剩余 20 人，三组间数据分别为

25.9±0.99，22.8±1.03，19.5±0.85，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老年人痴呆发作在听力正常人群和听力

障碍人群中存在差异，听力受损者 MMSE 评分明显

低于听力正常人群，且这种差异随着时间推移趋于

明显。需进一步研究其间因果，研究是否听力下降

是导致痴呆症状发生的独立病因，这将使能否从改

善听力损伤方面改善老年人痴呆症状的想法有所突

破。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健康老年人血清叶酸和

维生素 B12 及血红蛋白浓度的研究 

 

黄莺莺 2,7 王潇潇 2,6 孙平 1,2,3,4,5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研究

中心 

2）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心境障碍诊治中心 

4）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

科院脑智卓越中心） 

5）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6）青岛大学 

7）济宁医学院 

 

    目的  探究血清中血红蛋白、叶酸和维生素

B12 的浓度在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和健康老年

人中的差异性 

    方法  选取 20 名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作为

研究组；20 名健康老年人作为对照组。使用 MMSE

量表对研究组和对照组进行认知功能评定，全血计

数测定血清中的血红蛋白，化学发光法试剂盒测定

血清叶酸、VB12，比较两组血清血红蛋白、叶酸及

维生素 B12 水平。 

    结果  研究组的 MMSE 平均得分低于对照组

（研究组 14.41±4.80，对照组 25.31±1.49，P<0.05）；

研究组的血红蛋白计数（g/dl）低于对照组为 （研

究组 13.75±2.13，对照组 16.10±2.09，P<0.05）；研

究组的叶酸浓度低于对照组（研究组 6.09±1.18，对

照组 9.52±2.00，P<0.05）； 研究组的维生素 B12 浓

度低于对照组（研究组 374.07±96.39，对照组 

444.35±133.37，P<0.05））。 

    结论  血清血清叶酸和维生素 B12 及血红蛋白

浓度在研究组和对照组之间有差异。研究结果提示

使用血液生物标志物可能作为 AD 诊断的预测标志

物。需进一步探究血液生物标志物与 AD 患者认知

减退之间的相关性，为预防及治疗 AD 提供更好的

建议。 

 

 

 

人格特质及家庭功能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冲

动性的影响分析 

 

刘畅畅 1 陈方煜 2 戴媛媛 2 杨稳稳 2  

1）皖南医学院 

2）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人格特质及家庭功能对双相情感障

碍患者冲动性的影响，有效预测、及时干预双相情

感障碍患者的冲动行为，保障患者的安全，改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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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方法  选择从 2019 年 2 月到 2020 年 12 月间至

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复诊及住院的双相情感障

碍患者 151 例，通过《汉密斯顿抑郁量表》、《杨氏

躁狂评定量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艾森克

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

量表中文版》、《冲动性量表》收集数据，采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冲动性在不同人口

学特征中无显著差异，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冲动性

与杨氏躁狂评定量表得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中的

激越因子得分、神经质、精神质呈显著正相关

（p<0.05），与外倾性、掩饰性、家庭亲密度与适应

性呈显著负相关（p<0.05）。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患者本身的精神症状及是否为独生子女后，

精神质、外倾性、掩饰性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无计

划冲动性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 15%，且达到了显著

性水平（p<0.05），家庭亲密度对该患者群体无计划

冲动性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 4.5%，且达到了显著性

水平（p<0.01）。 

    结论  除患者本身精神症状外，精神质、外倾

性、掩饰性、家庭亲密度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无计

划冲动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建议针对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精神科医生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除了常规的

药物治疗及物理治疗，还应重视心理干预治疗，辅

助改善患者预后。 

 

 

 

智能手机对情感障碍患者就诊行为影响： 一

项真实世界研究 

 

马燕桃 1,2,3,4,5 周书喆 1,2,3,4,5 李志营 1,2,3,4,5 董问天
1,2,3,4,5 纪俊 6 冯超南 6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3）北京大学医学部 

4）卫生部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 

5）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6）北京万灵盘古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通过比较真实世界里情感障碍患者预诊

判别结果中就诊评估行为的差异，探讨移动评估工

具智能手机软件“心镜”中情感障碍评估对患者诊疗

行为的影响。 

    方法  患者就诊前在手机端完成预诊评估，包

括：双相障碍诊断清单（Bipolar Diagnosis Checklist 

in Chinese , BDCC），快速抑郁症状筛查量表，抑郁

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躁狂评估量表，轻躁狂症

状清单，健康问卷调查，在完成常规就诊后由精神

科医生给出诊断标签。 

    结果  纳入“心镜”在册 527 例情感障碍患者的

使用数据，发现经和未经 BDCC 判别的两组患者就

诊评估行为存在差异。使用 BDCC 预诊判别患者

（N=464）中，抑郁量表使用次数均值高于躁狂、焦

虑量表使用均值，且差异具有显著性（ t=6.737, 

P<0.001）；BDCC 预诊判别抑郁或双相患者中，抑郁

量表使用次数与躁狂、焦虑量表使用次数的差异均

具有显著性（判别抑郁组：t=3.003, P=0.003：判别双

相组：t=6.070, P<0.001）；未经 BDCC 预判别患者

（N=63）中，抑郁量表使用次数与躁狂焦虑量表使

用次数之间差异无显著性（t=1.739, P=0.08）。 

    结论  采用 BDCC 预判别可能对患者就诊评估

行为产生影响。 

 

 

 

Correlation of Serum Homocysteine with At-

ten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in Patients 

with Type I Stable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那万秋 1 苏伟 1 孙菊水 1 陈海支 1 李建华 1 吴丽娜
1 梅立峰 1  

1）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Background  :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BPAD) 

is a severe and persistent mental illness defined by the 

presence of recurrent mood episodes. Sever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levels of Homocysteine (Hcy) were 

elevated in BPAD patients, and high levels of peripheral 

Hcy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worse cognitive perfor-

mance. 

    Objectives  :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of the level of homocysteine (Hcy) in the 

serum with atten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ype I stable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BPAD I). 

    Methods  : The present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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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ed on 170 participants in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within July 2016 to December 2017.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n=100) as the study group and healthy volunteers 

(n=70)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Hcy and folic acid lev-

els of fasting ulnar vein serum were determined using 

chemiluminescent microparticle immunoassay. Patient 

attention was evaluated by the Trail Making Test A 

(TMTA),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Trail Making Test B (TMTB) and Stroop Color and 

Word Test (SCWT). 

    Results  : The mean value of serum Hcy 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that reported 

for the control group (19.01±5.83 and 11.40±4.62; 

P<0.001). The results of several tests of attention 

(59.39±19.27 and 53.26±14.82; P=0.027)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123.75±40.60 and 107.52±29.31; P=0.013) 

were poorer in the study group. The serum Hcy valu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sturbance variables of 

the TMTA, TMTB, and Trail Making Test. However, the 

duration of the Stroop-C test (SCT) and SCWT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rrect number of the SCT and 

SCWT. 

    Conclusions  : The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serum 

Hcy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mpairment of atten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stable 

BPAD I. 

 

 

 

单相抑郁与双相抑郁基于近红外脑成像技术

的比较研究 

 

冯坤 1,2 刘破资 1,2  

1）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2）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目的  单相抑郁（Unipolar depression，UD）和

双相抑郁（Bipolar depression, BD）是两种常见的精

神疾病。无论 MD 还是 BD 均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

落、兴趣减退及乐趣丧失，并伴有认知障碍。由于症

状的相似性，早期准确诊断非常困难，BD 极容易误

诊为 MD，因此寻找疾病的早期诊断辅助标记意义

重大。 

    方法  本研究采用 fNIRS技术分别检测了42位

健康对照组受试、69 位 UD 患者及 68 位 BD 患者。

对所有 179 名受试进行了 MINI 国际问卷访谈，并

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

iety Rating Scale，HAM-A）评估及心境障碍问卷评

估。研究比较了三组前额叶氧合血红蛋白

（Oxygenate Hemoglobin，Oxy-Hb）浓度变化的激活

特征。 

    结果   研究发现三组在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双侧腹外

侧前额叶（D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

以及双侧眶额叶、左侧额下回存在显著性差异。UD

组和 BD 组在双侧 VLPFC 区域存在显著性差异，且

均表现为 UD 组更低的 Oxy-Hb 激活，研究发现的

VLPFC 两个重要通道将为 UD 和 BD 的后续研究提

供位点。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 UD、BD 组前

额叶血流动力学特征，发现了 UD 与 BD 组有显著

性差异的通道位于双侧的 VLPFC 脑区，这些发现将

为 UD 与 BD 的神经机制研究提供研究基础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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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创伤研究协作组 

 

Associations between Childhood Chronic 

Stress and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Drug-naive, First-episode Adolescents 

MDD 

 

Hang Zhang1, Hanmei Xu1, Li Yin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explor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hronic stress and dynamic working patterns of the 

whole brain using resting state MRI data in drug-naive, 

first-episode adolescent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Methods  We compared dynamic functional con-

nectivity(dyn-FC) and screen out networks with differ-

ence in whole brain between 45 healthy controls (HC) 

and 60 adolescent MDD patients using dynamic inde-

pendent components analysis. In each of these networks 

with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hub brain regions were 

selected as functionally connected to more than 30 brain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n we extracted the dyn-FC 

coefficients of each hub brain region with other brain 

regions in each component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calculated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entire scan time. Fi-

nally, we explored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average 

values and scores on the Childhood Chronic Stress 

Questionnaire (CCSQ). 

    Results  We found three networks as well as 

some hub bra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dyn-FC patterns 

between adolescent MDD and HC. Scores on the CCSQ 

were found to correlate with dynamic FC between hub 

brain areas and certain other brain areas in MDD pa-

tients. 

    Conclusion  Chronic stress are related with the 

brain dynamic working patterns in adolescents MDD. 

 

 

 

童年期创伤对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

影响：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闫姝 1 陈聪 1 张滢 1 刘志奇 1 王岚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经历不同程度童年创伤大学生面对

疫情时的情绪状况、睡眠质量及相关影响因素，并

探究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方法  2020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通过纸质问

卷线下发放，问卷包括基本情况调查、儿童期创伤

问卷-简版（CTQ）、心理弹性量表（CD-RISC）、焦

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QSI）以及疫情下自我状态（自

编问卷，回顾 2020 年武汉疫情）。采用向前有条件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焦虑、抑郁及睡眠障碍的相关

影响因素，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心理弹性的

中介效应。 

    结果  共回收纸质问卷 371 份，有效问卷 360

份。其中，中重度童年期创伤检出率为 24.4%，低水

平心理弹性检出率为 51.7%，中重度焦虑检出率为

10.6%，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 20.3%，睡眠障碍检出

率为 57.2%。其中，女性（OR=1.842，95%CI：

1.135~2.988 ， P=0.013 ）和中重度童年期创伤

（OR=2.299，95%CI：1.324~3.994，P=0.003）是心

理弹性的危险因素。低水平心理弹性和中重度童年

期创伤均是焦虑和抑郁的危险因素。较低水平家庭

总年收入（OR=1.593，95%CI=1.099~2.308，P=0.014）

是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心理弹性在童年期创伤与

焦虑（a=-0.299，b=-0.092，c’=0.164）、抑郁（a=-0.299，

b=-0.163，c’=0.251）及睡眠障碍（a=-0.299，b=-0.026，

c’=0.035）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各自模型里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 16.8％、19.4％、22.2％。 

    结论  在 2020 年武汉疫情爆发期间，大学生的

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障碍的发生与童年期创伤显

著相关，心理弹性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提示为优化

重大应激事件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应积极减少

童年期创伤的发生，同时加强个体心理弹性建设，

尤需重视女性和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 

 

 

 

生命早期应激与个体心理行为异常：从非异

性恋者到小鼠模型 

 

刘淙淙 1 李幼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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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重型 

 

    目的  本文通过探究生命早期应激对个体性偏

好等神经社会行为的影响，为建立基于生命早期应

激的干预策略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1.对 92 名人员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

并完成自制一般调查问卷、Kinsey 量表、童年创伤

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2．在应激小鼠模型中，将 36

只雄性小鼠随机均等分为对照组、断奶期组和青春

期组。对照组小鼠不经任何处理；断奶期组和青春

期组小鼠分别在 4-5 周和 6-7 周给予连续 14 天慢性

不可预测性温和应激。所有应激结束 1 周后，对所

有小鼠进行性偏好实验、垫料偏好实验等行为学测

试。 

    结果  1. 调查了男同性恋 31 名、男双性恋 33

名和男异性恋 28 名。比较三组对象在婚姻状况、职

业、月收入、吸烟史、父母之间的关系及是否经历创

伤的差异上均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5)。2.儿

童创伤量表评估显示，男同性恋的情感忽视得分为

（12.24±5.05），高于男双性恋(10.42±2.20)和男异性

恋(9.27±3.21)(F2,89=4.940，P=0.009)；男同性恋总得

分为(51.55±11.71)，高于男双性恋(49.00±10.63)和男

异性恋(44.87±7.90)(F2,89=3.248，P=0.044)。3. SCL-

90 评估结果，男同性恋的各项因子分均高于男双性

恋者和男异性恋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4.在性偏好、垫料偏好和社会交互测试中，与

对照组相比，断奶期组小鼠在性偏好实验和垫料偏

好实验中，性偏好指数下降(t16=2.492,P＜0.01；

t16=2.700,P＜0.05)。社会交互实验中，同种偏爱指数

下降明显（t16=3.457,P＜0.01）；青春期组小鼠仅在

垫 料 偏 好 实 验 中 显 示 异 性 偏 爱 指 数 下 降

(t16=3.477,P＜0.01)，以上行为实验总探索时间均未

显示出统计学差异（P＞0.05）。5.在抑郁行为测试中，

仅青春期组小鼠在强迫游泳实验中显示漂浮不动时

间降低（t21=2.667，P＜0.05），其余指标均未出现统

计学差异。6.在焦虑行为测试中，断奶期组小鼠在新

环境抑制摄食实验显示出更高的摄食潜伏期

（t21=3.351，P＜0.01），其余指标均未出现统计学差

异。 

    结论  1.男性非异性恋中童年创伤的发生率较

高且心理健康状况较差。2.动物实验表明，生命早期

的应激可降低雄性小鼠成年后的异性性偏好，同时

对情绪问题产生具有暴露阶段特异性。 

 

 

 

Prenatal Earthquake Stress Exposure in Dif-

ferent Gestational Trimesters Is Associated 

with Methylation Changes in The Glucocorti-

coid Receptor Gene (NR3C1) and Long-term 

Working Memory in Adulthood 

 

Ran Wang1, Xueyi Wang1  

1）Mental Health centre, 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renatal stress exposure is thought to 

affect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foetal brain via 

the HPA axis and to change health outcomes in adult-

hood, including cognitive function, especially working 

memory.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is that there is a crit-

ical period of brain development of the foetus in utero, 

which is a result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low expression level of NR3C1has 

been reported to lead to a decline in memory and cogni-

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arthquake stress during pregnancy and CpG methyla-

tion of the NR3C1 exon 1F promoter and its influence 

on working memory in adulthood. 

    Methods  DNA methylation state analysis using 

bisulfite sequencing PCR was quantified in 100 subjects 

who experienced the 7.8 Richter scale Tangshan earth-

quake in Hebei Province in womb; the subjects were di-

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pregnancy tri-

mester in which they were exposed. The NR3C1 exon 

1F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of 76 healthy subjects 

from Shijiazhuang, Hebei Province, was also obtained. 

Primers were selected that covered a 114-bp region en-

compassing CpG sites 1-9 as previous studies. All of the 

data were analysed with SPSS 23.0 software, and the 

significance level was p < 0.05.HVLT-Rand BVMT-R 

were used to assess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Results  The DNA methylation status of the pre-

natal earthquake exposure (PEE) group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N) 

(t=3.051; p=0.000; [(Cohen’s d= 0.57 SD units]), and 

increased NR3C1 methylation was detected in the sec-

ond (t=3.315, p=0.002) and third trimester (t=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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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5) subgroups of the PEE group compared to the 

same subgroups in the CN group. The results of meth-

ylation status analys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subjects 

who experienced PEE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methylation status than those in the 

third trimester (t=2.145, p=0.044). The total BVMT-R 

scores in the PE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N group (Z=-8.123, P=0.004). Signifi-

cantly lower BVMT-R scores were detected in those 

who experienced earthquake exposure in utero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than in the first (Z=20.850, P=0.000) 

and third (Z=8.997, P=0.003)  trimesters. We also 

found a moderate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thylation status of the NR3C1 exon 1F promoter and 

BVMT-R scores only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in the PEE 

group, and methylated CpG site 1 ma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lower BVMT-R scores in the sec-

ond trimester in the PEE group.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ethyl-

ated CpG site 1 of the human NR3C1 gene exon 1F pro-

moter in subjects who were exposed to earthquake stress 

in utero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is associ-

ated with lower BVMT-R scores in adulthood and may 

offer a potential epigenetic mechanism that links prena-

tal stress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working memory. 

 

 

 

中医、抗抑郁药及联合治疗对成人重性抑郁

障碍的疗效和可接受性：系统评价和网络

Meta 分析 

 

吴月 1 张金钮 1 王小曼 1 徐丽芬 1 李娜 1 李天舒 1 

金圭星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采用网络荟萃分析方法评价中医、抗抑

郁药及联合疗法治疗成人重性抑郁障碍的疗效和可

接受性。 

    方 法   检 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

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万方数据平台，维普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自数据库建立以来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发表的关

于成人重性抑郁障碍中医、抗抑郁药及联合治疗的

随机对照试验。以疗效（抑郁评定量表减分率≧50%

的人数）和可接受性（因任何事件中止研究的人数）

作为结局指标。由 2 名研究员独立进行文献筛选、

质量评价和资料提取后，采用 Stata14 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 

    结果  本研究最终纳入 162 篇文献，20659 名

患者；包括 15 种治疗措施。疗效方面：去甲肾上腺

素和特异性 5-羟色胺能抗抑郁药（NaSSA）联合中

草药、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联合

艾灸、选择性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

剂（SNRI）联合中草药、SSRI 联合针灸、SSRI 联

合中草药疗效显著优于单一疗法疗（OR 值范围为

1.64-4.24）；NaSSA、SNRI、TCA 单独治疗疗效优于

SSRI（OR 值范围为 1.16-1.39）。可接受性方面：SNRI、

三环类抗抑郁药（TCAs）可接受性显著优于 SSRI、

褪黑素受体激动剂、中草药（OR 范围：0.48-1.31）。

基于累积排名曲线下面积（SUCRA）排序显示：

NaSSA 联合中草药治疗成人重性抑郁障碍的疗效最

佳（ SUCRA 值 :91.5），针灸的可接受性最好

（SUCRA:22.7）。 

    结论  联合治疗是成人重性抑郁障碍的最优选

择，且 NaSSA 联合中草药疗效排名第一，可能是最

佳治疗方法，可接受性与其他治疗方法类似；相比

之下，可能不推荐单独使用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和中

草药治疗成人重性抑郁障碍，但有待进一步证实。 

 

 

 

童年期虐待与抑郁障碍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

研究 

 

郭世杰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童年期虐待对抑郁障碍患者自杀的

影响。 

    方法  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河北医

科大学第一医院门诊或住院的 64 例患者，根据童年

期创伤问卷，将患者分为受虐待组和非受虐待组。

两组对象均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

pression Scale,HAMD ）、 汉 密 尔 顿 焦 虑 量 表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贝克自杀意念

问卷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 BSI-CV）、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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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 quality index,PSQI）、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SSRS）进行评估。采用 Pearson 相

关分析比较童年期虐待与抑郁障碍自杀的关系。采

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 

    结果  （1）有童年期虐待的 33 例，无虐待的

31 例。（2）与无虐待组相比，童年期虐待组在 PSQI

评分［（10.03±3.619）分 vs（13.27±3.547）分，t=-

3.617，P=0.001］、BSI-CV 评分中最近一周自杀意念

［5（5，9）分 vs14（11.5，15.0）分，Z=4.15，P=0.005］、

最严重时自杀意念［10（5，15）分 vs10（6，13）

分，Z=-2.097，P=0.038］、在 SSRS 评分［（25.18±7.256）

分 vs（29.74±7.703）分，t=2.439，P=0.018］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患者 CTQ-SF

评分中情感虐待与 HAMD、HAMA、最近一周和最

严重时自杀意念呈正相关，与 SSRS评分呈负相关。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HAMA 评分（P=0.039，

OR=1.144，95%CI 1.007-1.300）是患者自杀的风险

因素。 

    结论  童年期情感虐待与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意

念相关。 

 

 

 

运动对应激性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黄凡凡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明确运动对应激性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功

能有无影响。 

    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河北医科大学精神

卫生中心门诊或住院抑郁障碍患者。采用自行设计

的一般情况调查表，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对受访者进

行一般状况及认知功能等相关状况的调查。根据有

无运动将受试者分为两组：运动组（n=30）和非运

动组（n=40）。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

估抑郁症状。采用神经心理学测验包括韦氏记忆量

表中文版的数字广度-顺背（Digit Span-Sequential Or-

der，DS-SO）、数字广度-倒背（Digit Span-Reversed 

Order，DS-RO）、连线测验和数字符号转换(译码)评

价患者认知功能情况。对最终进入分析的数据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多因素方差分析或独立样本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资料不全的受访者数据不纳入统计分析。 

    结果  共入组应激性抑郁障碍患者 70 例。两组

间在平均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家庭所

在地等其他一般资料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在认知

功能方面，运动组优于非运动组，连线测验-A 部分

（Trail Making Test-A，TMT-A）结果［（35.68±21.35） 

s 与（44.73±22.46） s， t=1.70， P=0.03］、连线测

验 -B 部分（Trail Making Test-B，TMT-B）结果

［（75.03±35.69） s 与（99.18±55.35）s， t=2.08， 

P=0.04］、数字符号转换(译码) 结果［（58.47±15.90）

分 与（50.45±13.81）分， t=2.25， P=0.03］、数字

广度-顺背（Digit Span-Sequential Order，DS-SO）评

分［8.70±2.27）分与（7.50±2.08）分， t=2.30， P=0.02］、

数字广度-倒背（Digit Span-Reversed Order，DS-RO）

评分［6.26±1.73）分与（5.30±1.86）分， t=2.20， 

P=0.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有运动的应激性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功

能优于非运动组的认知功能。 

 

 

 

童年期创伤对抑郁症临床特征的影响 

 

王小曼 1 徐丽芬 1 张金钮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经历童年期创伤对抑郁症临床特征

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来自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5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就诊的首发

抑郁患者，年龄 18-45 岁，无躯体疾病、酗酒，共纳

入 101 例。根据儿童期创伤问卷（CTQ）得分分为

创伤组和非创伤组，情感虐待≥13 分或躯体虐待≥10

分或性虐待≥8 分或情感忽略≥15 分或躯体忽略≥10

分为创伤组。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问卷、生活事件

量表（LSE）、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17）、匹兹堡睡眠量表（PSQI）

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使用 SPSS25.0 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或者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量表得分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 

    结果  本研究纳入创伤组 60 人，非创伤组 41

人。本研究纳入的抑郁人群中情感忽视经历及躯体

忽视经历所占比例较高（53.5%；67.3%），其次为情

感虐待（25.7%）。按是否经历创伤进行分组，H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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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及 HAMD-17 量表各因子分、总分及抑郁严重

程度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981；P=0.473；P=0.648），

不同种类童年创伤亚组对抑郁严重程度亦无影响。           

抑郁严重程度对 PSQI 量表中的睡眠障碍因子 V 无

影响（P=0.157），但是童年创伤经历中情感虐待经历

对该因子 V 存在显著影响（P=0.032）。此外，躯体

虐待经历对入睡困难（P=0.008）、早醒（P=0.031）、

胃肠道症状（P=0.041）具有显著影响。CTQ 总分与

LSE 中近三年总刺激值、负性事件刺激值、社交问

题刺激值呈正相关关系（r=0.292，P=0.003；r=0.268，

P=0.007；r=0.236，P=0.017）。 

    结论  童年创伤经历加重抑郁患者的睡眠障碍，

并且情感虐待及躯体虐待除影响睡眠外，还加重躯

体症状。此外，经历童年创伤者对成年后各种生活

压力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 

 

 

 

童年期虐待对抑郁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及睡眠

的影响 

 

陈欢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研究童年期虐待对抑郁患者疾病严重程

度及睡眠的影响。 

    方法  受试者为 2021 年 1 月-5 月就诊河北医

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的符合 ICD-10 诊断标准的

抑郁患者 93 例。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milton Anxiety Scale,HAMA）、童年期创伤问卷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匹兹堡睡

眠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进行评

估。以童年期创伤问卷评分作为分组依据，其中虐

待组 55 人，非虐待组 38 人。结果采用 SPSS 软件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x2 检验。对以上量表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两组 HAMD、HAMD 睡眠障碍因子分有

统计学差异[(20.42±5.74)vs(22.87±5.63)，p=0.04；

2.00（1.75，4.00）vs 4.00（2.00，5.00),p=0.012]。两

组 HAMA、HAMA 躯体焦虑分有统计学差异

[(22.55±7.06)vs(26.31±8.70) ， p=0.03 ；

(8.66±3.53)vs(10.71±5.39)，p=0.02]。两组 PSQI 分、

入睡时间、睡眠障碍分有统计学差异[10（7，13）vs 

13（9，16），p= 0.01；2（0，3）vs 3（2，3）,p=0.005；

1（1，2）vs 2（1，2）,p= 0.006]。spearman 相关性

分析显示：情感忽视与 HAMA 总分（ r=0.35，

p=0.009）、HAMA 精神焦虑分（r=0.44，p=0.001）、

HAMD 认知障碍分、（r=0.32，p=0.01）、PSQI 睡眠

障碍分（r=0.30，p=0.027）正相关。 

    结论  遭受童年期虐待，尤其经历情感忽视的

抑郁患者，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症状可能更重。 

 

 

 

社会支持程度对抑郁障碍患者自杀风险的影

响 

 

杨丽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程度对于抑郁障碍患者自

杀风险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04 月在河北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就诊的符合 ICD-10 诊断

标准的 67 名抑郁发作的患者，进行了一般资料收集

及问卷评估，问卷包括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

（mini）、社会支持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贝克

自杀问卷（SSI）。根据社会支持量表得分（社会支持

一般≤30 分，社会支持满意＞30 分）分为一般社会

支持组和满意社会支持组。数据采用 Spss 软件 25.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或者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

社会支持程度与最近一周的自杀意念、最消沉、最

抑郁的时候的自杀意念、最近一周的自杀风险、最

消沉、最抑郁的时候自杀风险结果的相关性。 

    结果  67 名抑郁障碍患者中 45 名为一般社会

支持，22 名为满意社会支持，秩和检验显示满意社

会支持组比一般社会支持组在最消沉、最抑郁的时

候自杀意念较低（P=0.48），最近一周的自杀意念更

低（P=0.10），最消沉、最抑郁的时候自杀风险也更

低（P=0.09），最近一周的自杀风险分更低（P=0.12），

最抑郁时的自杀总分也较低（P=0.37），Pearson 相关

分析检验显示社会支持与最消沉、最抑郁时的自杀

意念及自杀风险，最近一周的自杀意念及自杀风险

呈负相关。 

    结论  社会支持越好的抑郁障碍患者自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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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 

 

 

 

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认知及影响

因素——基于石家庄市的调查分析 

 

李幼东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的暴发呈现常态

化趋势，其普遍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紧迫性、

影响范围大等特点，如 2003 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SARS）事件、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事件和

2019年年底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事

件不断发酵，公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呈现急剧上升

趋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认知及影响因素，

对于当前疫情防控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自主设计调查问卷，并经“河北省心理学会”和“河北

省心理卫生学会”12 名专家讨论后形成“突发公共事

件基础知识问卷”。调查石家庄市年满 18 周岁的常

住居民累计 4850 人，有效问卷 4780 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 98.56%。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在调查员的协助下完成问卷填写。采用 SPSS21.0 软

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调查对

象人口学特征和石家庄市居民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

参与度，采用卡方检验分析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基础

知识的正答率和启动一级响应后个人行为规范的知

晓情况以及公众应急认知的影响因素。 

    结果  数据结果显示：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类的

正答率最高（65.5%），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安全

事件的正答率最低（12.3%）；对于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个人行为规范的知晓率方面，

职业为医护人员的知晓率最高（56.0%），职业为农、

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知晓率最低(15.1%)；

居民对于参与当地开展的应急演练和参加宣传教育

与培训活动持积极态度，居民认为获取相关知识最

好的方式为电视和广播。 

    结论  城乡差异、职业类别和文化程度以及参

与应急教育培训意识均对公众应急认知产生很大的

影响，因此应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公众应急认知方面

基础知识的普及教育与培训。 

 

 

 

新冠疫情下学生的无聊倾向与情绪的现状及

影响因素研究 

 

李幼东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2021 年初，随着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局势

逐步紧张，国内感染病例散发，河北省出现本土病

例，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对当地民众地学习、生活、

工作以及人际交往产生一定影响，省内各地多措并

举，陆续解决了居民的物质供给和就医看诊等问题，

但对学生群体心理层面的关注相对较少。本研究了

解学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峰时期无聊倾向性的

影响因素以及其与情绪现状,为改善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提供参考。 

    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于

2021 年 1 月对石家庄市的 607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

研，包括无聊倾向量表(BPQ)、病人健康问卷（PHQ-

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以及一般资料调查

表，分别调研学生无聊倾向、抑郁状况、焦虑状况及

一般人口学资料。采用 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

对样本的无聊倾向、焦虑、抑郁量表得分进行描述

统计。探讨不同人口学特征、抑郁情况、焦虑情况对

于无聊倾向性的影响，两组间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多组间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与无聊倾向的相

关性。最后，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对无聊倾向进行预

测分析。。P < 0.05 在所有统计学检验中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数据结果显示：学生群体的无聊倾向水

平在性别、隔离地风险等级、文化水平、抑郁及焦虑

分组上存在显著差异 (P<0.05)。（2）学生的无聊倾

向与抑郁、焦虑、性别、隔离地风险等级呈正相关，

与文化水平呈负相关；抑郁与焦虑、性别、隔离地风

险等级呈正相关；焦虑与隔离地风险等级呈正相关。

（3）文化水平对无聊倾向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焦

虑与抑郁对无聊倾向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P<0.05)。 

    结论  疫情状态下学生焦虑、抑郁与无聊倾向

高度相关，学生的性别、隔离地风险等级、文化水平

因素对无聊倾向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生活

中，教育部门应多关注学生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尤

其是无聊倾向性，这对学生成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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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行为者（MSM）自尊与情绪的相关研

究 

 

李幼东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次研究对男男性行为者(MSM)的自尊

水平与情绪水平进行统计分析，有针对性地探究男

男性行为者自尊与情绪之间的关系，为提高男男性

行为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为男男性行

为者高危性行为的心理干预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对

我国男男性行为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与借

鉴。 

    方法  以方便取样的方式纳入我市疾控中心性

病筛检及男同小组中共计 52 名 MSM，入组标准为：

①年龄≥18 岁；②曾发生过男男性行为者；③2020 年

11 月-12月曾在小组中或在市疾控中心接受过筛检，

自愿参与本次调查。 

    结果  （1）男男性行为者较低自尊组共计 18 人，

占 34.6%，中等自尊组共计 26 人，占 50.0%，较高

自尊组共计 8 人，占 15.4%;将 MSM 自尊得分与国

内常模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39，

P=0.03）；（2）SCL-90 总分、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偏执及精神病性因子数据呈正态分布，焦虑、敌对、

恐怖因子、强迫、躯体化的数据呈正偏态分布。另

外，本研究中 52 名 MSM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

题。 MSM 的 SCL-90 的总计及各因子与国内常模

相比，其总分、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偏执、精神病

性因子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320，

p=0.000；t=4.208，p=0.000；t=5.374，p=0.000；t=4.684，

p=0.000；t=4.931，p=0.000）；（3）scl-90 得分、人际

关系敏感、抑郁、偏执及精神病性因子在自尊分组

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组间两两比较可得，较

低自尊组评分大于中等自尊组大于高自尊组，且较

低自尊组得分明显高于国内常模。非正态数据多组

间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比较数据，在焦虑、敌

对两项数据中，自尊分组上差异也是显著的

（Z=1.380，p=0.150；Z=1.444,p=0.031），组间 Mann-

Whitney U 检验的两两比较可得，较低自尊组焦虑评

分显著大于较高自尊组，较低自尊组敌对评分显著

大于中等与较高自尊组。 

    结论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国内

的 MSM 群体自尊与个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且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5-HT1a 受体通过调节海马 Rac1 活性调节着

大鼠的场景恐惧记忆 

 

蒋丽珠 1,2 霍孟可 1 殷燕 2  

1）大理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场景条件恐惧学习后大鼠海马 5-

HT1A 受体是否通过调节海马 Rac1 的活性从而影

响大鼠恐惧记忆的形成。 

    方法  ：①成年 SD 大鼠场景条件恐惧学习后

IF 和 WB 检测海马 5-HT1A 受体的表达。②SD 大

鼠分三组：海马  CA1 分别予 vehicle+vehicle，

vehicle+ WAY100635（5-HT1A 受体拮抗剂）或 

WAY100635+ NSC23766（Rac1 抑制剂）后，检测海

马 Rac1 的活性。③免疫共沉淀检测 5-HT1A 受体

与 Rac1 之间是否有相互作用。④大鼠海马 CA1 

分别予 vehicle+vehicle，vehicle+ WAY100635 或 

WAY100635+ NSC23766 干预后进行条件恐惧记忆

学习，学习后 24h 进行恐惧记忆的检测。 

    结果   ①条件恐惧记忆学习后大鼠海马  5-

HT1A 受体表达上调；②大鼠海马 CA1 分别予 Ve-

hicle+Vehicle ， Vehicle+WAY100635 或 

NSC23766+WAY100635 后，WB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

相比，Vehicle+WAY100635 组海马 Rac1 活性上调

（p＜0.05），NSC23766+WAY100635 组海马 Rac1

活性下调（p＜0.001）；③免疫共沉淀检测显示 5-

HT1A 受体与 Rac1 之间存在有相互作用；④条件

恐惧学习后，三组大鼠学校成绩类似；24h 提取结

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Vehicle+WAY100635 组的静

止不动时间（freezing time）显著降低（p＜0.01）， 

NSC23766+ WAY100635 组静止不动时间与对照组

相似。 

    结论   ①大鼠条件恐惧学习后海马  5-HT1A 

受体的表达上调并伴随着恐惧记忆增强。②CA1 区

予 5-HT1A 受体拮抗剂后，海马 Rac1 活性上调，

Rac1 抑制剂可抵消 5-HT1A 受体拮抗剂导致的海

马 Rac1 活性的上调；③5-HT1A 受体与 Rac1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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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有相互作用；④抑制海马 5-HT1A 受体可诱

发大鼠条件恐惧记忆减弱，抑制海马 Rac1 活性可

抵消 5-HT1A 受体拮抗剂所致的大鼠恐惧记忆减

弱。以上结果提示  5-HT1A 受体通过调节海马 

Rac1 的活性影响大鼠的背景恐惧记忆。 

 

 

 

肠道菌群在抑郁障碍发病机制中研究进展 

 

杨大路 1 杨建立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众多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与大脑存在双向信息交

流通路，称之为微生物-脑-肠轴，在抑郁、焦虑、孤

独谱系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精神疾病的发病过

程中发挥重要影响。 

    本文回顾了既往研究结果，肠道菌群影响抑郁

障碍发病过程中的多个环节。部分“精神活性细菌”

改变迷走神经传入信号，调节杏仁核、背外侧前额

叶等脑区，使抑郁障碍相关脑区功能链接和神经递

质水平正常化。小胶质细胞的成熟过程也受肠道菌

群的调节，缺乏肠道菌群造成小胶质细胞功能障碍，

引发抑郁症状。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具有抑制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作用，使得组蛋白与 DNA 的结

合更为松散，利于基因转录，并以此途径调节多种

精神活性物质和受体的表达。 

    临床和动物实验表明肠道菌群的缺失损害下丘

脑-垂体-肾上腺轴（HPA 轴）的发育，使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释放激素受体 mRNA 表达增加，导致对应激

的过度反应。菌群生态紊乱导致肠道屏障和血脑屏

障渗透性增加，细菌脂多糖等致炎物质穿过屏障进

入血液和大脑，促进炎症反应，激活免疫系统，使脑

内氧化应激水平升高。肠道菌群紊乱会降低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生成，损害神经发生和神经可塑性。

菌群通过调节色氨酸可用性，造成脑内色氨酸水平

升高和高代谢状态，在此情况下大脑难以适应色氨

酸的突然减少，增加对抑郁障碍的易感性。色氨酸-

犬尿氨酸途径中关键酶受炎症刺激而活性增加，促

进色氨酸更多转化为具有神经毒性的犬喹啉酸。 

    由此可见，肠道菌群在抑郁障碍发病过程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有研究提示肠道菌群对精神疾病的

影响可能与特定种类的“精神活性细菌”有关，它们

对抑郁障碍有着强于其他种类细菌的影响。进一步

研究并区分“精神活性细菌”的种类和作用机制，有

助于未来对不同类型疾病的肠道菌群组成特征进行

分类和精确调节，达到协助诊断、提高疗效、尽早预

防的目的。 

 

 

 

睡眠时长及入睡时间与成年人超重肥胖的关

系研究 

 

刘维维 1 杨建立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研究睡眠时长及入睡时间与超重肥胖的

关系，分析睡眠时长及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 

    方法  调查在 2019~2020 年期间天津市某三甲

医院体检中心招募的常住居民。对符合条件者现场

进行问卷调查和一般体格检查，最后纳入 1380 例具

有完整问卷数据以及体格检查数据的有效样本。体

检主要包括身高和体重。成年人参考睡眠时间为 7

小时。按照自我报告的入睡时间划分三个阶段，22

点前入睡、22 点~23 点入睡、23 点后入睡，其中参

考入睡时间为 22 点以前。体重指数（BMI）＜

18.5kg/m2 为体重过低，正常为 18.5~23.9 kg/m2， 

24.0~27.9 kg/m2 为超重，≥28 kg/m2 为肥胖。 

    结果  共有 1380 人纳入分析，超短睡眠（＜6h）

和短睡眠（6h）共有 211 人（15.3%），长睡眠（9h）

和超长睡眠（＞9 小时）共有 140 人（10.1%）。超重

人数共有 572 人（41.45%），肥胖人数共 239 人

（17.32%）。22 点以前入睡共有 401 人（29.06%），

22 点到 23 点入睡共有 625 人（45.29%），23 点以后

入睡共有 354 人（25.65%）。按年龄进行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青年组中（＜45 岁），短时间睡

眠（6h）与超重肥胖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β=0.528，

OR=2.87，p=0.028）；中年组（45~59 岁），超短睡眠

（＜6h）与超重肥胖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β=﹣

0.955，OR=0.477，p=0.045）；老年组（≥60 岁），短

时间睡眠（6h）与超重肥胖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β=

﹣0.451，OR=0.41，P=0.040）。采用有序性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晚睡者（23

点以后）与睡眠时长显著相关（ OR=25.49，

CI=1.43~1.81，P＜0.0001）。回归分析显示，入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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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及睡眠时长与超重肥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乘交

互作用（P＞0.05）。 

    结论  入睡时间与睡眠时长显著相关，晚睡者

的睡眠时间更短；睡眠时长与年龄、文化程度、吸

烟、入睡时间、睡眠中断或早醒等因素显著相关；

BMI 值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患病史、吸烟史、

饮酒史、锻炼频率、每周工作天数之间显著相关；睡

眠时长与超重肥胖显著相关，睡眠时间短与更高的

超重肥胖风险相关；入睡时间与超重肥胖之间无明

显相关性，入睡时间可能通过影响睡眠时长间接影

响 BMI 值。 

 

 

 

大学新生抑郁及攻击性对自杀风险预测作用

的性别差异 

 

李玄 1 林琳 2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天津师范大学 

 

    目的  探讨大学新生群体中抑郁情绪及攻击性

对自杀风险的预测作用在男女性别间的差异。自杀

被定义为“个体有计划、主动地结束自己生命的行

为”，自杀行为的特点在不同性别中存在差异。抑郁

及攻击性均与个体的自杀风险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且抑郁及攻击性在不同性别中存在各自的特点。女

性较男性更容易遭受精神压抑的困扰，负性情绪更

容易内化为抑郁焦虑，男性则更易将其外化为攻击

性、物质滥用或成瘾。本研究通过揭示大学新生抑

郁及攻击性对其自杀风险预测作用的性别差异，为

大学生自杀行为预防提供理论指导，为有针对性地

对不同性别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天津师范大学的 2004

名大学新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

贝克自杀意念量表、Buss-Perry 攻击问卷简版、流调

中心用抑郁量表施测。 

    结果  抑郁与自杀风险呈显著正相关（r=0.09，

P＜0.01）；攻击问卷中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及

敌意与自杀风险均呈显著正相关（r=0.308，P＜0.01）

（r=0.227，P＜0.01）（r=0.284，P＜0.01）。在男生被

试组中，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及敌意对自杀风

险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R²=0.21，F=25.75，P＜0.01）；

在女生被试组中，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敌意及抑郁

情绪对自杀风险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R²=0.095，

F=41.554，P＜0.01）。 

    结论  大学新生抑郁及攻击性在对自杀风险预

测作用中，存在男女性别差异。男性个体在文化背

景影响下难以流露抑郁情绪，其负性情绪多以外化

形式如攻击性、成瘾等行为表现出来。故在大学新

生群体中，除常需关注的抑郁情绪外，对于攻击性

较强的个体，尤其是男性个体，应纳入自杀预防重

点人群予以及时的临床评估及干预。 

 

 

 

门诊青年抑郁障碍患者早期服药依从性及影

响因素研究 

 

杨大路 1 杨建立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精神疾病，

其复发率高、社会功能损害严重，给社会和家庭带

来沉重负担。但相当数量的患者服药依从性不佳，

影响疗效和病情恢复。本研究针对国内青年抑郁患

者服药依从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方法  研究纳入 2020.7 至 2021.1 期间就诊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心理科门诊的患者；符合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首次就诊青年患者 94 例。使

用自编一般资料表收集患者人口学特征，使用服药

信念问卷（BMQ）、中文版抑郁症病耻感量表（DSS）、

父母控制量表（PCS）收集患者的资料。4 周后进行

随访，通过患者自我报告结合 Morisky 服药依从性

量表（MMAS），对服药依从性进行评估。 

    结果  1、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94 名患者的年

龄在 13-25 岁之间，平均年龄 18.95±2.945 岁。男性

24 人（25.5%），女性 70 人（74.5%）。83 人（88.3%）

为在校学生，高中或中专生（28.7%）、大专生和大

学生（56.4%）为主。2、入组患者服药依从性分布

情况：服药依从性好的患者 36 名，占比 38.3%。服

药依从性差的患者 58 名，占比 61.7%。3、在服药依

从性好与差的组别中，个人病耻感、社会病耻感存

在显著差异，抗抑郁药种类存在组间边缘显著差异。

4、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 中个人病耻感对服药

依从性均具有显著影响，OR（CI）值分别为 1.128

（1.021-1.247）、1.111（1.008-1.224）和 1.154（1.031-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814 

1.292）。以大专以上学历为参考，高中和中专学历对

服药依从性有显著影响，OR（CI）值分别为 8.651

（1.495-50.078）、13.338（1.756-101.313）。以服用

SSRIs 类药物为参考，单独使用曲唑酮对服药依从

性有显著影响，OR（CI）值分别为 24.072（1.776-

326.329）、88.816（2.704-2916.904）。 

    结论  1、门诊青年抑郁障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较差；2、青年女性抑郁障碍患者显著多于男性，大

部分患者为高中生、大学生；3、个人病耻感、社会

病耻感、抗抑郁药种类影响患者依从性。 

 

 

 

右侧眶额叶皮质连续爆发模式脉冲刺激治疗

难治性强迫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刘维维 1 杨建立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研究每天两次的连续爆发模式脉冲刺激

(cTBS)在难治性强迫症（OCD）患者右侧眶额叶皮

质(OFC)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双盲假对照试验方法，将符合

纳入标准的 28 名难治性强迫症患者随机分为 2 组

（治疗组 14 人，对照组 14 人）。在患者的右侧眶额

叶皮质上进行每天两次，每周 5天，连续 2周的 cTBS

治疗或伪刺激（总共 20 次治疗）。主要结局指标为

耶鲁-布朗强迫症量表(Y-BOCS)评分，次要结局指标

为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的评分。 

    结果  在 2 周的治疗后，两组在耶鲁-布朗强迫

量表评分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上无统计学差异

（p＞0.05），反应率也无显著统计学差异。治疗 2 周

后，治疗组的抑郁症状显著改善，两组的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7），但这

种显著差异在第 6 周时消失（p=0.089）。 

    结论  本研究是第一个在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的

右侧眶额叶皮质上使用 cTBS 治疗的随机双盲对照

研究。研究发现，每天 2 次的 cTBS 是安全的，患者

的耐受性良好，但 2 周的治疗周期可能不足以改善

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的强迫症状。未来仍需要进一步

研究以确定用于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的最佳参数。 

 

 

 

儿童期虐待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影响：心理

弹性和抑郁的中介作用 

 

夏雨薇 1 毛富强 1  

1）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儿童期受虐待经历对强制戒毒人员

复吸倾向的影响，以及心理弹性和抑郁在二者之间

的中介作用。 

    方法  选用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心理弹性量表（the Connor-Da-

vidson Resilience,CD-RISC）、抑郁自评量表（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强制戒毒者复吸倾向

性心理调查表,对 261 名戒毒人员实行问卷调查。所

有数据处理和分析均采用 SPSS25.0，采用相关分析、

Bootstrap 分析法等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  儿童期虐待得分为（44.69±18.55）分，心

理弹性得分（ 60.21±22.79 ）分，抑郁得分为

（48.37±12.45）分，复吸倾向得分为（15.30±9.83）

分。上述变量两两显著相关。其中，儿童期虐待与心

理弹性成显著负相关（r=-0.396,P＜0.01），与抑郁、

复吸倾向成显著正相关（r=0.584、0.298,P＜0.01）；

心理弹性与抑郁、复吸倾向成显著负相关（r=-0.558、

-0.147,P＜0.05）；抑郁与复吸倾向成显著正相关

（r=0.286,P＜0.01）。儿童期虐待可以直接预测复吸

倾向（β=0.298，P＜0.001），也可以通过抑郁的中介

作用（β=0.082，95％CI:0.007 ,0.165），以及心理弹

性和抑郁的链式 中介作用（ β=0.029 ， 95 ％

CI:0.002 ,0.064）间接影响复吸倾向。 

    结论  存在儿童期受虐待经历的强制戒毒人员

心理弹性较低，易导致较高水平的抑郁，进而引发

较高程度的复吸倾向。 

 

 

 

布南色林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

的疗效研究 

 

曹大煜 1 杨建立 2  

1）天津市安定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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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探究布南色林（Blonanserin，BNS）在精

神分裂症患者治疗中的疗效及对认知功能损害改善

的疗效。 

    方法  选取天津市安定医院2019年1月至2020

年 9 月期间住院治疗的 4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

究对象，分为：研究组 20 例，予布南色林系统治疗；

对照组 20 例，予利培酮系统治疗；观察期为 8 周。

临床疗效，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进行评

估；认知功能，采用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

（MCCB）进行测评；同时检测泌乳素水平变化。 

    结果  （1）布南色林组(治疗前：77.30±6.73；

治疗后：64.55±8.89)与利培酮组（治疗前：76.25±3.64；

治疗后：59.00±5.13）在治疗后 PANSS 量表评分较

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P＜0.05），两组间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P＞0.05）（2）治疗后布南色林组认知功能

成套测验共识（MCCB）量表各项指标分值好于治疗

前，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0.05）。（3）布

南色林组（739.15±492.01mIU/L）相较于利培酮组

（1654.10±1862.88mIU/L）对泌乳素影响较小，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布南色林治疗可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损害，疗效与

利培酮相似；同时，布南色林对血清泌乳素水平影

响小于利培酮。 

 

 

 

大学新生抑郁对自杀风险的影响：非自杀性

自伤的中介调节作用 

 

李玄 1 林琳 2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天津师范大学 

 

    目的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个体在无自杀动机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对

自身组织直接造成损伤的且不被社会接纳、认可的

行为。大学生群体中，自伤行为最常见的目的为缓

解负性情绪。自伤通常被用于释放、表达或传递负

性情绪感受，达到释放情绪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自杀意念。同时，由于自伤的成瘾性，重复的自

伤行为会导致其情绪调节功能的下降，个体不得不

通过逐步升级自伤频率或变换自伤方式来达到情绪

管理的目的，这一过程会提高个体自杀行为的能力。

由此可见，自伤在负性情绪对自杀意念及行为的影

响作用中可能起到中介或调节作用。抑郁，作为一

种典型的负性情绪，常导致自杀的发生。本文旨在

探讨大学新生群体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在抑郁程度

与自杀风险之间的中介调节作用，为自杀行为的预

防进一步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天津师范大学的 2004

名大学新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

卷、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及贝克自杀意念量表施测。 

    结果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评分与流调中心用

抑郁量表评分、贝克自杀意念量表评分间均呈显著

正 相 关 关 系 (r=0.163, P ＜ 0.01)( r=0.071, P ＜

0.01)( r=0.347, P＜0.01)；抑郁程度对自杀风险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4，t=2.732，P＜0.01)；抑郁

程度与自杀风险的关系受到非自杀性自伤的调节

（R2²=0.230，R1²=0.177, R2=0.053, P＜0.01）；非自

杀性自伤在抑郁程度对自杀风险影响作用中的部分

中介效应显著。 

    结论  抑郁程度正向预测自杀风险；非自杀性

自伤行为在抑郁程度对自杀风险的影响作用中起中

介调节作用。在后续的研究中，研究者应针对具有

哪些特征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更易发展为行为成瘾，

提高个体的自杀能力进行研究，为自杀的预防提供

理论支持。 

 

 

 

TMS-EEG: 一种探索精神疾病神经生物学

标记物的新兴技术 

 

马茂良 1 杨建立 2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精神障碍的病因是复杂的，与遗传和环境因素

有关。缺乏明确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目前精神疾病

的诊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症状学，并没有充分考

虑患者之间的生物学差异，这限制了治疗的效率。

生物标记定义为指示正常生理过程、病理生理过程

以及对暴露或干预的反应的特征。越来越多的文献

表明，精神障碍可能与突触电导、神经元活动和脑

回路多维度的兴奋-抑制(E/I)平衡改变有关。谷氨酸

能、伽马氨基丁酸(GABA)能和胆碱能神经传递的功

能障碍，与紊乱的微观和宏观电路、兴奋性、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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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塑性有关，或许与精神疾病的进展有关。经颅

磁刺激(TMS)与脑电图(EEG)相结合是一种直接评

价皮层性质的新技术。TMS-EEG 不仅揭示了局部皮

质内兴奋性和抑制性回路的改变，而且为揭示皮质

可塑性重组的不同方面提供了可能，包括连接模式

的改变和振荡活动的产生。探索精神疾病的神经生

物学机制有助于提高诊断效能和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本文综述了同步经颅磁刺激与脑电图(TMS-EEG)在

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自闭症谱系障

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物质使用障碍和失眠等精

神疾病中的应用。本文总结了 TMS-EEG 的常用方

案和输出测量方法，综述了神经模式改变，特别是

皮质兴奋性、可塑性和连通性改变的文献，以及利

用 TMS-EEG 预测精神障碍治疗反应和临床状态的

研究。最后，我们讨论了 TMS-EEG 在精神疾病生

物标志物建立中的潜在机制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女性强制戒毒人员精神病态与毒品渴求关系：

抑郁症状中介作用 

 

王玲 1 毛富强 1  

1）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探究女性强制戒毒人员在精神病态、抑

郁症状和毒品渴求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如下量表筛查：（1）莱文森精神病

态自评量表（Levenson Self-Report Psychopathic Scale，

LSRP）、（2）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

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3）

毒品渴求视觉模拟标尺（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

VAS）,对天津市 305 名女性强制戒毒人员进行调查

与评估，用 SPSS 25.0 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数据分

析。 

    结果  （1）女性强制戒毒人员的初级精神病态

与毒品渴求存在显著相关性，初级精神病态越严重，

对毒品的心理与生理渴求就越强烈；次级精神病态、

抑郁症状与毒品渴求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次级精

神病态和抑郁症状的程度越严重，对毒品的心理与

生理渴求就越强烈；（2）次级精神病态可以直接正

向影响女性强制戒毒人员对毒品的渴求，也可以通

过抑郁症状间接影响女性强制戒毒人员对毒品的渴

求。 

    结论  女性强制戒毒人员的初级精神病态与毒

品渴求存在显著正相关，次级精神病态、抑郁症状

与毒品渴求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抑郁症状在女性

强制戒毒人员精神病态和毒品渴求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 

 

 

 

Mental Health Outcome And Resilience 

Among Aiding Wuhan Nurses: One Year Af-

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Ruili Zhang1, Jianbo Lai1, Ying Wang2, Shaohua Hu1, 

Huafen Wang3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RenMin Hospital of Wu-

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3）Department of Nursi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China 

 

    Objective  Nurses exposed to the COVID-19 ep-

idemic suffered from acute psychological burden.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aiding Wuhan experi-

ence of nurses was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mental 

health outcome one year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Methods  In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demo-

graphic data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nurses with and 

without aiding Wuhan experience were assessed from 

February 1, 2021 to March 31, 2021, in Zhejiang Prov-

ince. Hospitals with nurses participated in the Aiding 

Hubei Campaign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were eligible. Depression, anxiety, insomnia, dis-

tres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as respectively as-

sessed b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

item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22-item 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iding Wuhan experience and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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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 health outcomes. The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co-

efficien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

silience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Results  A total of 100 participants from 112 aid-

ing Wuhan nurses completed the survey,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89.3%. Another 100 nurses from the same hospi-

tals without aiding Wuhan experience were enrolled as 

controls. Aiding Wuhan nurses seemed to be older, had 

a higher technical title and participated less in night shift 

work. In both groups,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par-

ticipants reporte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46.0% for 

the aiding Wuhan group vs. 49.0% for the controls, sim-

ilarly hereinafter), anxiety (40.0% vs. 38.0%), and 

PTSD (61.0% vs. 56.0%). Aiding Wuhan nurses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ed from insomnia (41.0% vs. 29.0%, 

P = .041).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iding Wuhan experience was not associ-

ated with depression (adjusted OR (AOR) 0.22; 95%CI, 

0.05-1.01), anxiety (AOR 0.53; 95%CI, 0.12-2.43), in-

somnia (AOR 1.52; 95%CI, 0.76-3.02), PTSD (AOR 

0.0.50; 95%CI, 0.19-1.34), or resilience (AOR 1.59; 

95%CI, 0.78-3.26). Resilience was negatively corre-

lated with depression, anxiety, insomnia, and PTSD. 

    Conclusion  This survey indicated that aiding 

Wuhan experience a year ago did not cause additional 

adverse mental health outcomes in nurses, expect for in-

somnia. Intervention researches to improve the psycho-

logical status of general nurses are urgently warranted. 

 

 

 

新冠疫情相关创伤性应激事件暴露与武汉医

务工作者自杀想法的相关关系：噩梦的中介

作用 

 

阙建宇 1 师乐 1 陈斯婧 2 吴萍 3 刘忠纯 4 朱舟 5 范

静怡 6 李毅 7 王高华 4 鲍彦平 3 时杰 3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香港中文大学 

3）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4）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5）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6）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7）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既往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创伤经历会显著

增加自杀想法的发生风险。本研究首先探索新冠疫

情相关创伤性应激事件暴露与武汉医务工作者自杀

想法的相关关系，然后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

索失眠症状和噩梦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横断面调查，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对

来自武汉地区 7 所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进行了调查，最终 16220 名医务工作者完成了本次

调查。应用自拟问卷调查受试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

料和新冠肺炎相关创伤应激性事件数目，应用失眠

严重程度指数量表评估失眠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

筛查量表第 2 条目评估噩梦的频率，通过 Meehan 等

发明条目评估过去 1 个月内自杀想法。应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索新冠疫情相关创伤性应激事件暴露数

目、失眠症状严重程度、噩梦频率和自杀想法之间

相关关系，然后应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中介分析探

索失眠症状和噩梦频率在新冠疫情相关创伤性应激

事件暴露与自杀想法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  有 13.3%的医务工作者在过去一个月内

有过自杀想法。相关分析发现新冠疫情创伤性应激

事件暴露数目与失眠症状的严重程度、噩梦的频率、

自杀想法的发生成正相关关系，失眠症状的严重程

度、噩梦的频率与自杀想法的发生也成正相关关系。

将失眠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噩梦的频率作为中介变量

同时纳入中介效应模型，发现噩梦的频率在新冠疫

情相关创伤性事件暴露数目与自杀想法之间起到完

全中介作用。 

    结论  新冠疫情相关创伤性应激事件暴露会显

著增加医务工作者自杀想法的发生风险，其潜在机

制可能与创伤性事件增加噩梦的频率有关。应用有

效地干预手段，如意象预演治疗等，来干预噩梦有

利于降低自杀想法的发生风险，对减少有创伤经历

群体中的自杀事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探讨抑郁症伴自杀倾向患者的自杀原因及规

范化护理对其预防效果 

 

闫塞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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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实验将针对抑郁症伴自杀倾向患者进行

规范化护理，进一步了解自杀的原因，加强日常防

范，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方法  实验选取了 2019 年 8 月～2020 年 1 月

收治的抑郁症伴自杀倾向患者作为研究的对象。通

过回顾式分析对 80 例患者采用数字随机分组法。对

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则为规范化护

理，分析患者的病情控制情况。 

    结果  从护理质量上看，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HAMD 评分为（15.8±3.5）分，对照组为（21.6±3.6）

分，组间对比差异较为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随后，我们还对比了患者的 SES 自尊量表结

果，即观察组为（38.9±5.1）分，对照组则为（30.6±4.6）

分，组间对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此同

时，在 SSI 贝克自杀意念量表评分中，观察组为

（21.9±4.5）分，对照组则为（26.1±4.8）分，随后，

我们则调查了原因，其涉及到对自身未来生活感到

悲观、失望，缺乏自我价值感以及与家人的争吵等。 

    结论  采用规范化护理模式进一步调研患者的

自杀原因，了解抑郁症伴自杀倾向患者的生活质量、

情绪状态、自尊情况，有助于进行自杀行为的防范，

从而提升了护理干预成效，具有可推广价值。 

 

 

 

认知行为干预对青光眼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疼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肖瑾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认知行为干预对青光眼患者自我管

理能力、疼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按进入研究的时间顺序将 300 例青光眼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150 例）、观察组（150 例），

对照组采用青光眼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实施认知行为干预。干预前和干预 3 个月后

采用自我管理行为量表和 SF-36 健康调查量表调查

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疼痛程度和生活质量的

情况。 

    结果  两组干预后自我管理能力、疼痛和生活

质量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认知行为干预的护理模式可以提高青光

眼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能力，减轻了患者的疼痛水

平，提高了用药的依从性和康复效果，从而提高了

患者的生活质量。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运动康复护理的效

果分析 

 

吴森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运动康复护理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医院 2017 年 8 月到 2019 年 8 月期

间收治的 90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分析对象，

根据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分成两组，分别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 45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的药物

治疗和临床护理，观察组患者增加运动康复护理，

使用 SANS（阴性症状量表）和 SAPS（阳性症状量

表）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药物治疗和临床护理

基础上，接受运动康复护理以后，SANS 和 SAPS 评

分均低于对照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

两组数据之间的对比差异比较明显，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使用运动康复护理方式对慢性精神分裂

症患者进行护理，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具有很好的护理效果，应该得到更为广泛的推广与

应用。 

 

 

 

出院后延续性护理提高精神病患者服药依从

性的价值研究 

 

吴蓉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出院后延续性护理提高精神病患者

服药依从性的价值；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90 例精神病患者进行护

理观察，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全部患者分别纳入对照

组（n=45）与观察组（n=45），对照组给予患者常规

出院指导，而观察组实施出院后延续性护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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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出院时和出院 6 个月精神状况，以及服药

依从性。 

    结果  两组患者出院后 BPRS 评分比较，出院

时差异不明显（P＞0.05），而出院后 6 个月评分均

明显降低，且观察组降低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两

组相比于观察组更优（P＜0.05）；两组患者依从率比

较，观察组（91.11%）明显高于对照组（77.78%）

（P＜0.05）； 

    结论  对出院后精神病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措

施，相比于常规出院指导方式，可改善患者精神病

情，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 

 

 

 

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危险因素分析 

 

文炳龙 1 杨春娟 1 高成阁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影响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出现非

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91 例单相抑郁患者的一般临床资

料，甲功、贫血因子三项、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根据是否出现自伤行为分为有自伤行为组（163

例）和无自伤行为组（128 例），对于计数资料采用

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

归分析方法对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有创伤经历、起病存在明确的社会心理

诱因、高铁蛋白水平、低 HDL-C 水平的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更容易出现自伤行为。 

    结论  社会心理因素是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出现自伤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铁蛋白、HDL-C 有

望成为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的潜在预测指标。 

 

 

 

心理护理沟通技巧在精神科效果观察 

 

王晓萌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心理护沟通技巧在精神科中的应用

效果。 

    方法  于 2019 年 1 月开始，应用心理护理沟通

技巧服务，随机选取本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

之间的入院患者为例，在 2018 年 1 月到 2018 年 12

月之间的 60 例患者为对照组，此期间的患者采用的

仍然是普通心理护理模式，而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之间的 60 例患者为研究组，该组患者采用应

用心理护理沟通技巧，分析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

焦虑和抑郁情绪的评分。 

    结果   研究 组 的抑 郁 和焦 虑 情绪 评分

[9.83±3.55]、[9.58±3.23]，明显低于对照组抑郁和焦

虑情绪评分[15.6±4.88]、[17.22±4.69]；研究组的护理

满意度 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 78.33%。 

    结论  应用心理护理沟通技巧，患者重燃了生

命的希望，充分发挥了语言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达到促进患者的康复作用。 

 

 

 

A Case of Multiple Sclerosis with Depression 

As The Onset Symptom in A Male Teenager 

 

王睿 1 周莉娜 1 郭丽阳 1 文炳龙 1 刘妮 1 王晓萌 1 

陈策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Case report  A 18-year old male with no previ-

ously recorded personal or family psychiatric history 

was admitted to the Psychiatry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for low 

mood in the past 3 months. He has been felling his en-

ergy was reduced, his thought was retarded, and he be-

came reluctant to social communication. His sleep was 

severely disturbed and he cannot help thinking what he 

was said repeatedly. He lost interest in everything, could 

not concentrate and cried every day at around 10 pm in-

explicably. He also reported suicidal thoughts. The se-

verity of his depressive symptom was assessed with 

Hamilton Depression (HAM-D) Rating Scale, and his 

score was 25 indicating severe depression. He was pre-

scribed with Agomelatine and Venlafaxine initially and 

Sodium Valproate was added subsequently. However, 

the symptoms were not well controlled. Besides the de-

pressive symptoms, he also suffered three episodes of 

losing the ability of speaking in the past six month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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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lasted one to two days before recover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dicated multiple bilateral demye-

lination lesions i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horns of lat-

eral ventricles as well as the centrum semiovale. The 

FLAIR sequence suggested multiple demyelination 

changes in the subcortex white matter of both cerebral 

hemispheres. Lumbar puncture was performed and oli-

goclonal band of IgG was detected in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with the isoelectric focusing assay. Consultation 

by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was requested and the pa-

tient was diagnosed as multiple sclerosis and was trans-

ferred for further treatment by neurologists. 

    Discussion  Depression is common in multiple 

sclerosis patien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udies, about 

one quarter to on half multiple sclerosis patients develop 

one form of depression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which is two to four times the prevalenc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owever, depression is less comm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multiple sclerosis and it is more prevalent 

in relapsing-remitting or secondary progressive disease 

course. Indeed, diagnosis of depression in neurological 

diseases, such as multiple sclerosis, is difficult, as no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viewing depression as a reac-

tion the disease or viewing depressio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disease.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nonspecific symp-

toms of multiple sclerosis and depression, like fatigue, 

sleeping disorder, et al, makes the diagnosis of our pa-

tient even more difficult. Optic nerve is the most in-

volved peripheral nerve and sight impairment is com-

mon in multiple sclerosis patients. The only clue sug-

gesting our patient’s depressive emotion might be or-

ganic is intermittent loss of speech, an atypical symptom 

in multiple sclerosis patients. Of note, Although most 

available antidepressants were reported to be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multiple sclerosis-associated depression, 

few evidence are from well design 

 

 

 

开放式精神科病房老年住院患者的安全性探

讨 

 

王荣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随着《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实施，精神科

护理风险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噎食、自杀、冲动伤

人等风险依然存在的同时，因约束、强制治疗、鼻饲

等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而引发的纠纷也在增多。本文

通过探讨分析开放式精神科病房老年住院患者的疾

病特点、安全隐患、常见不良事件，并根据开放式病

房管理的特点总结出风险防范措施，旨在提高护士

对老年患者的风险管理意识，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提高老年患者住院安全性。 

    方法  对 2019 年 1 月——12 月在我科住院

治疗的 1412 名患者进行筛选统计。其中 60 岁以

上的老年患者 413 名，占住院患者的 29%；其中年

龄最小 60 岁，最大 83 岁，平均 71.5 岁；男性 215 

名，女性 198 名，男性略高于女性；合并一种或一

种以上躯体疾病 409 人，占老年患者的 99%；合并

的躯体疾病分别为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

营养不良、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疾病、恶性肿瘤、慢性肝肾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

等。 

    结果  老年患者人数占到住院患者的近 3 成，

且几乎全部合并比较严重的躯体疾病。 

    结论  老年患者由于生理机能下降，认知功能

受到不同程度损害，自我保护、风险防范意识差且

病情复杂变化快，加之受精神症状的支配出现言行

紊乱，其潜在的安全隐患具有隐匿性、复杂性、不可

预测性及后果严重性。因此要求精神科护士在工作

中不断总结学习，提高知识水平及服务技能，加强

风险意识及应对不良事件的能力。 

 

 

 

开放式精神科病房的陪护现状调查及改进对

策 

 

王荣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开放式精神科病房为患者提供了较为宽

松的活动空间及接近现实生活的治疗环境与条件，

患者享有更多的自由与尊重，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与义务。入院时每位患者须由其法定监护人与科室

签订安全协议及诊疗知情同意并保证住院期间 24 

小时严密陪护患者，负责监管患者安全，承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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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护理。因此陪护的作用非常关键。本文旨在探

讨开放式精神科病房的陪护现状能否满足患者住院

安全及康复的需要，分析陪护对开放式管理病房的

各项规章制度的依从性，因为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患者的住院安全、治疗效果与疾病转归。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符合住院标准的 1615 名开放式精神科病房住院患

者的陪护进行跟踪调查并分类统计。其中由家属即

法定监护人（包括父母、配偶、成年子女及兄弟姐

妹）陪护的 1528 人，占 94.6%；由亲戚（与患者

家庭有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陪护的 55 人，占 

3.4%；由雇工（在医院以陪护为职业的务工人员）

陪护的 33 人，占 2%；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工或志愿

者为 0。 

    结果  目前开放式精神科病房的陪护主要依赖

家属，且家属陪护利弊共存。 

    结论  在目前甚至将来很长时期内陪护的主力

军仍为患者家属，需要对家属陪护的缺陷进行有效

干预与改进，才能适应开放式精神科病房的管理要

求，满足患者住院的安全性、康复以及回归社会的

需要。 

 

 

 

团体绘画疗法联合舞动干预对抑郁症患者自

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俊利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和探讨团体绘画疗法联合舞动干预

方式应用于抑郁症患者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期间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94 例，按照就诊顺序予以分

组，47 例予以常规护理干预，设定为对照组，另外

47 例采取团体绘画联合舞蹈干预措施，设定为观察

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与生活质量

指标。 

    结果  干预前，两组自我效能评分和生活质量

评分差异不显著（P＞0.05）；干预后，两组自我效能

与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提高，相比于对照组，观察

组分值更高，组间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将团体绘画疗法与舞动干预联合应用，

有助于促进抑郁症患者恢复健康，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 

 

 

 

精神心理护理在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价值体

会探讨 

 

苏娟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精神心理护理在抑郁症患者中的应

用价值体会。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100 例作为

本次调查研究的对象，其中半数患者接受了常规护

理（对照组），而余数患者接受了精神心理护理（观

察组），对比两小组护理前后的汉密尔顿焦虑、抑郁

量表(HAMA、HAMD)数据，并对比护理的有效性。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HAMA、HAMD 数

据相对较低，观察组护理有效性高于对照组，两组

对比分析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患者抑郁，可给予其精神心理护理，从

精神层次进行心理安慰，缓解患者的抑郁情绪，剔

除抑郁因子，加强患者的心理积极性。 

 

 

 

Sleeping Late Increases The Risk of Myocar-

dial Infarction in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Populations 

 

彭媛 1 闫斌 1 马现仓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Sleep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ncidence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The pur-

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

tween sleep timing, including bedtime, wake-up time, 

and sleep midpoint, and the incidence of MI. 

    Methods  A total of 4576 patients (2065 men, 

2511 women; age 63.4±11.0 yea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Sleep Heart Health Study. Sleep timings on week-

days and weekends were recorded or calculated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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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leep habits questionnaire completed by the par-

ticipants at baseline. Bedtime was divided into 10:00 

PM and before, 10:01–11:00 PM, 11:01 PM–12:00 AM, 

and later than 12:00 AM.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

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timings and MI. 

    Results  Participants with a weekday bedtime 

later than 12:00 AM, between 11:01 PM–12:00 AM, and 

10:00 PM or before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MI than 

those with a bedtime between 10:01–11:00 PM (9.2% 

vs. 7.0% vs. 6.9% vs. 5.1%, respectively; P=0.008). 

Multivariabl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leeping on weekdays later than 12:00 AM was associ-

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incident MI after adjusting 

for potential covariates (hazard ratio, 1.628; 95% confi-

dence interval, 1.092-2.427; P=0.017).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a late bedtime 

on weekends and MI. In addition, no significant associ-

ation between a late wake-up time and delayed sleep 

midpoint on both weekdays and weekends, and the in-

cidence of MI was observed. 

    Conclusion  A late bedtime (>12:00 AM) inde-

penden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MI. This finding empha-

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 proper bedtime for the mainte-

nance of the health of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视频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

分析 

 

刘薇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中，应用

视频干预对其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共计 100

例，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可将所有患者平均

分为两组。其中 50 例患者药物治疗结合常规干预，

记为常规组，其余 50 例患者在此基础上应用视频干

预，记为观察组，两组患者的干预效果可进行对比。 

    结果  干预前，两组各项对比均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PASS 评分、服药依从

性、ITAQ 评分存在显著差异，观察组优于常规组（P

＜0.05）；对比两组干预总有效率，观察组显著更高

（P＜0.05）。 

    结论  本次研究中，将精神分裂症患者应用视

频干预，结果表明，不仅患者服药依从性高，且复发

率低，同时有助于减缓患者的病情，可以广泛推广。 

 

 

 

综合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联络会诊特征分析 

 

焦翔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综合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住院期间

请其他科室会诊的特征，为精神科医生对患者的综

合治疗提供参考和借鉴。 

    方法  收集 1890 例综合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

的人口学、住院资料和会诊记录，根据住院期间是

否请过会诊分成会诊组和非会诊组，比较两组的性

别差异、年龄、平均住院日、住院花费等；统计会诊

组的会诊信息，分析不同精神疾病患者的会诊特征。 

    结果  会诊组患者平均年龄，中老年人群比例、

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花费等均明显高于非会诊组

（P＜0.001）。请会诊次数最多的科室是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心内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和眼科。焦虑

障碍患者、抑郁障碍患者因躯体主诉请会诊的比例

高于精神分裂症谱系疾病患者（P=0.001，P=0.032）。

精神分裂症谱系疾病患者因自伤自杀事件请会诊的

比例高于焦虑障碍（P=0.002）及抑郁障碍（P=0.025）

患者。 

    结论  不同精神疾病的患者请会诊具有不同的

特征。综合医院精神科与本院综合科室联系紧密，

院内会诊和院内转诊方便快捷，能够为精神疾病患

者提供全面、及时、有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精神分裂症血清炎症因子与临床症状及认知

功能的相关性 

 

贾敏 1 朱峰 1 马青艳 1 王崴 1 马现仓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具有高度异质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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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精神障碍，认知功能损害已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

的核心症状。另外有研究发现免疫激活在精神分裂

症的发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免疫改变是否与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和认知功能

损害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通过测定精

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分析其与临床症

状及认知功能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精神分裂症患者 42 例，健康对照 47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技术（ELISA）测定所有受试

者血清中 6 种炎症因子浓度，应用 PANSS 量表评估

临床症状，应用 MCCB 评估认知功能。 

    结果  1.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病例组血清中 IL-1β、IL-4、IL-6 及 IL-8 的水平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

IL-10、IL-12 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2.认知功能比较 

    对完成MCCB测验的受试者进行分析发现病例

组 MCCB 测验中的连线测验、霍普金斯词语学习、

符号编码、空间广度、视觉空间记忆测验、迷宫测

验、语义流畅性测验及情绪管理测验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3.血清炎症因子与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的相关

性 

    对病例组和对照组组间有统计学差异的炎症因

子与临床症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未发现变化的

炎症因子与临床症状之间存在相关性（P>0.05）。对

病例组和对照组组间有统计学差异的炎症因子与认

知功能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病例组血清 IL-6 水平

（r=-0.33，P<0.05）（图 1）及 IL-8 水平与空间广度

评分呈负相关（r=-0.50，P<0.01）（图 1）。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同时存在免疫功能异常

和认知功能损害，认知功能的损害与这种免疫功能

的异常相关。 

 

 

 

抗疫一线应激下医护人员肠道菌群的研究 

 

高凤洁 1 朱峰 1 马现仓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大量研究证明应激和肠道菌群是精神疾

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应激可导致小鼠肠道菌群改变，

然而应激对人类肠道菌群的影响尚未阐明。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应激，一线医护人员的肠道菌群可能

发生改变。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新冠肺炎疫

情应激下，一线医护人员的应激症状与肠道菌群的

动态变化及关系。 

    方法  本研究通过全长 16S rRNA 基因测序的

方法研究一线医护人员（n=71）和与之匹配的未参

加一线抗疫的医护对照（controls，n=104）的粪便肠

道菌群的差异。一线医护人员抗疫两个月后是本研

究的基线（Day0）。我们还随访了一线医护人员第 14

天（Day14）、第 45 天（Day45）、第 180 天（Day180）

的应激症状和肠道菌群组成并进行纵向数据的关联

分析和网络互作关系的推断。 

    结果  与对照相比，一线医护人员在基线期出

现显著创伤后应激症状（P=1.2e-11），肠道菌群 alpha

多样性显著下降（Chao1 指数，P=0.0017）， 菌群结

构出现明显差异（P=1e-04）。随访结果显示一线医护

人员的应激症状于 Day14 和 Day45 恢复，后于

Day180 重新出现。通过随机森林回归和线性混合模

型联合分析发现 Bifidobacterium adolescentis ATCC 

15703 和应激症状的恢复相关, Allisonella_Unclassi-

fied, 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 和 Parabacteroides 

distasonis ATCC 8503 丰度改变与应激症状的出现相

关。通过 Compositional Lotka-Volterra (cLV)分析推

断应激-菌、菌-菌的互作关系，发现应激可抑制 B. 

adolescentis ATCC 15703 和 F.pausnitzii 的生长，而

F.pausnitzii 可促进 B. adolescentis ATCC 15703 的生

长。此外 B. adolescentis ATCC 15703 的生长可被

“Lachnospira_uncl.”抑制。 

    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激下，

一线医护人员的肠道菌群出现明显的紊乱，应激症

状的变化和菌群的变化密切相关，为后续通过益生

菌干预改善应激相关的肠道菌群紊乱奠定重要基础。 

 

 

 

预见性个体化护理对抑郁症患者自伤自杀和

外跑走失风险的影响 

 

费琳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预见性个体化护理在防止抑郁症住

院患者发生自伤自杀和外跑走失风险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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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选取我院 2018 年 1

月～12 月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963 例入对照组，2019

年1月～12月住院的抑郁症患者1078例入观察组，

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行预见

性个体化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发生自伤自杀和外跑

走失行为的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发生自伤/自缢未遂 11 例，

发生率为 1.020％，明显低于对照组（26 例，2.700％）；

观察组患者发生外跑走失 2 例，发生率为 1.855％，

明显低于对照组（9 例，9.346％），两组比较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预见性个体化护理可使抑郁症患者发生

自伤自杀和外跑走失等不良事件的概率减少，能够

有效降低护理风险。 

 

 

 

Inflammatory Cytokines Cause Cognitive Im-

pairment in Schizophrenia by Affecting Brain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范雅娟 1 李业宁 1 马现仓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in schizophrenia 

have linked agitated behavior to brain structural abnor-

malities and elevated cytokines in the blood. Our aim 

was to detect characteristics of brain volume changes 

that (1) identify agitate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2) 

show associations with cognition and inflammatory cy-

tokines. 

    Methods  Twenty-eight drug-naive schizo-

phrenic patients with excitability (EC), 28 drug-naiv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out excitability (NEC) and 

48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All subjects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canning and performed the cognitive scales. 

SPM12 were used to find potential differences in gray 

matter volume (GMV) among the three groups. Spear-

man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mean values of abnormal 

GMV, cytokines and cognitive tests were calculated af-

ter controlling for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 and visual 

presentations of multiple omics correlations were per-

formed using R 3.5.1. Mediat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infer the causal role of the cytokines in contrib-

uting to the cognition through alterative GMV.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 group, both EC and 

NEC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increased serum cytokines (TNF-α，CCL2, IL-4, 

IL-1β and TL-6). Based on analysis of variance in whole 

brain GMV among three groups, we found the volumes 

of several brain area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ere de-

creased, mainly involved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 superior frontal gyrus (SFG), cingulate gyrus 

and so on. Notably, Left SFG volum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schizophrenia and control groups and 

this region also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hizophrenia EC and NEC groups. Spearman cor-

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levated cytokin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GMV of the bilateral SFG, 

bilateral STG, left post cingulate gyrus (PCG), right fu-

siform gyrus (FG), inferior parietal gyrus (IPG), middle 

cingulate gyrus (MCG) and parahippocampa gyrus 

(PHG), which were main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BACS, Fluency, NAB and WMS. Moreover, IL-4 may 

contribute to poorer BASC and NAB scores by reducing 

left SFG volume (17%, Pmediation = 0.044; and 24%, 

Pmediation = 0.04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flamma-

tory cytokines may contribute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by reducing brain GMV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erefore, targeted anti-inflammatory adjuvant antipsy-

chotic therapy may improve cognitive and brain struc-

tural abnormalities in som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细节优化护理模式对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及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分析 

 

段小玲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细节优化护理模式对抑郁症患者社

会功能及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9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收治的抑

郁症患者 124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62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采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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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社会功能

和自我效能感。 

    结果  护理前，两组社会功能评分、自我效能

感评分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

组 SDSS（6.30±1.03）分低于对照组的（9.77±2.06）

分，GSE（24.56±3.17）分高于对照组的（18.60±2.44）

分，均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在抑郁症患者的护理当中，采用细节优

化护理模式，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社会功能，提升患

者自我效能感，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实施综合护理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身心健

康的效果研究 

 

陈思岚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关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通过实施综合护

理后对于身心健康的效果研究。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于本院

就诊的 60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按照随机分组法将

其分为观察组（n=30）与对照组（n=30）。两组患者

在常规针对性治疗方案基础上， 分别施行综合护理

和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身心健康的改善效果。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护理总有效率 （90.00%）

高于对照组（62.00%），P＜0.05；观察组患者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GQOL-74 量表评分、不良事件发

生率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 

    结论  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实施综合护理，

可减轻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患者整体的身心健康

水平，缓解患者的压力，促进患者病症的全面恢复。 

 

 

 

人文关怀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实施及效果分析 

 

陈欢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实施及

效果分析。 

    方法  将 2016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在我院精

神科治疗的 60 例精神疾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

组使用常规护理,观察组使用人文关怀护理,比较两

组患者的康复各指标变化,人文关怀评分,护理满意

度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 1,3 个月的 BPRS 评

分,SDS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保护隐私,尊重患者,服务态度,关心

病情,探视时间合理,护患协作等人文关怀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对服

务主动热情,环境设施,病区安全管理,心理健康教育,

人文关怀等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在出院时社交能力,生

活功能,家务能力,兴趣爱好等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人文关怀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实施及效果

显著,有助于精神症状的缓解,提升康复质量,提高护

理质量及护理满意度,促进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恢

复,利于患者早期回归社会生活. 

 

 

 

心理剧治疗对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的效果

评价 

 

曹小莉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心理剧治疗对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

者的效果。 

    方法  采用 1：1 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将

年龄＞50岁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每组 15 例，在两组均使用抗焦虑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仅对研究组辅以心理剧治疗，每周开展 2 次，在治

疗前后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GAD-7）进行评定，

评定结果采用治疗前后自身对照、两组相互对照。 

    结果  治疗前两组焦虑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心理剧治疗后研究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心理剧治疗有助于改善老年广泛性焦虑

症患者的焦虑症状。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826 

 

观察心理干预缓解精神科护士职业倦怠及焦

虑情绪的效果 

 

毕竹萍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心理干预缓解精神科护士职业倦怠

及焦虑情绪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 42

名精神科护士开展本次研究，随机将其均分为对照

组 21 名和观察组 21 名，分别给予一般干预和心理

干预，比较两组干预效果。 

    结果  与对照组病人问题、时间分配及工作量、

护理专业和工作评分相比，观察组均明显偏低（P＜

0.05）；与对照组躯体化评分、焦虑评分、强迫评分

和抑郁评分相比，观察组均明显偏低（P＜0.05）。 

    结论  给予精神科护士心理干预有助于缓解其

职业倦怠情况，有助于改善其焦虑情绪，具有推广

价值。 

 

 

 

中美三家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跨文化对照研

究 

 

安邦 1 王崴 2 马青艳 2 马现仓 2 陈策 2 陈云春 2 高

成阁 2  

1）咸阳市中心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跨文化对比中美三家医院(文中简

称中国医院和美国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的住院天

数、入院途径、酒精药物滥用、诊断情况、抗精神病

药物用量等疾病诊疗信息，探讨中美医院精神科住

院患者诊疗方面的异同，学习中美两国的管理优势、

为精神科住院患者的管理和诊疗技术的改善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选择中国陕西省的两家医院、一家为综

合医院开放式精神科病房，一家为封闭式精神科病

房。美国医院选择同为综合医院床位数、规模相近，

并开设有封闭式精神科病房。从住院系统中导出中

美医院 2015 年 0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精神科出院患

者的信息资料。根据制订的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

出精神科住院患者共 2223例，其中美国医院 905例，

中国医院 1318 例。对比分析中美医院精神科住院患

者的住院天数、入院途径、酒精药物滥用、诊断情

况、抗精神病药物用量等疾病诊疗信息。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  (1)住院原因结果显示中国医院以抑郁焦

虑情绪、躯体症状、幻觉妄想居多，美国医院以自杀

自伤、暴力冲动行为、言语行为紊乱居多，结合入院

方式和是否自愿入院分析，中国医院患者门诊入院

居多，更加关注主管感受和痛苦体验，同时自愿入

院也多于非自愿，而美国医院患者多以专科及警察/

执法者送入，更加关注患者的危险性及风险性，同

时非自愿入院多于自愿。(2)酒精药物毒品依赖：中

国医院患者中有 1.9%酒精及药物滥用，美国医院患

者中有 54.3%酒精及药物滥用，有 43.3%毒品滥用，

考虑与两国在精神活性物质管理方面有关。(3)住院

患者疾病分布：中国医院以精神分裂症 34.4%、器质

性精神障碍 19.1%、神经症性、应激相关的及躯体形

式障碍 16.8%，抑郁症 15.1%，双相情感障碍 11.1%

为主，美国医院以精神分裂症 37.7%，、抑郁症 19.4%、

神经症性、应激相关的及躯体形式障碍 17.7%、双相

情感障碍 16.6%，精神活性物质 4.53%为主。（4）住

院方式分分布构成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自愿住院

64.5%（中国）: 5.9%（美国），非自愿住院 35.5%（中

国）: 94.1%（美国），P<0.05)。（5）平均住院日：中

国医院 20.6±13.4 天，美国医院 10.5±11.9 天，P<0.05。 

    结论  中美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临床特征、住

院患者疾病分布、入院方式、平均住院日存在差异。 

 

 

 

叙事护理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 

 

张芳芳 1 邵灿 1 梁杏莉 1 李小梅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叙事护理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

（NSSI）行为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9 年 5 月～2019 年 12 月在西安

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具有 NSSI 行为

的青少年住院患者 90 例，年龄在 12～24 岁之间，

将他们按入院的日期随机分为 2 组，单日为干预组

（n=45）、双日为对照组（n=45）。两组均接受为期

3 周的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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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两组患者分别于入院和出院时接受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评定，并比较两

组患者住院期间 NSSI 行为发生率。 

    结果  入院时两组 HAMD、HAMA、青少年生

活满意度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0、-0.72、

1.55，p>0.05）。住院期间青少年 NSSI 行为发生率干

预 组 低 于 对 照 组 ，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χ2=4.05,P<0.05）。出院时干预组 HAMD、HAMA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评分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6.94、-3.22、-

7.48，p<0.01）。人院与出院时两组组内分别比较：

HAMD、HAMA 评分均低于入院前，青少年生活满

意度量表评分高于入院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对照组=16.58、10.02、-18.79，t 干预组=9.83、4.32、

-28.34，p<0.01）。 

    结论   叙事护理可以帮助青少年患者减少

NSSI 行为的发生,减轻抑郁、焦虑程度,提高青少年

对生活的满意度。 

 

 

 

COVID-19 疫情期间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

轨迹：一个大样本队列研究 

 

王东方 1 赵静波 2 范方 1  

1）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南方医科大学心理系 

 

    目的  大量研究指出 COVID-19 给个体心理健

康带来了不利影响，但大部分研究仅局限在横断面

层面。本研究基于一个大样本追踪调查，探讨中国 

COVID-19 期间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变化轨迹及其

预测因素。 

    方法  在 COVID-19 爆发期、缓解期和控制期

对 35516 名大学生进行追踪调查。调查工具包括患

者健康问卷（PHQ-9）、广泛性焦虑障碍量（GAD-7）、

感知社会支持量表（PSSS）、简化应对方式问卷

（SCSQ）和家庭关怀指数问卷（APGAR）。根据

PHQ-9 和 GAD-7 在三次调查中临床分界值，对青少

年抑郁焦虑症状变化进行分类。多元 Logistic 回归

用于考察不同症状变化轨迹的预测因子。 

    结果  青少年在 COVID-19 爆发期的抑郁症和

焦虑症检出率分别为 21.3% 和 11.5%，并且症状随

着隔离时间的增加而恶化。青少年抑郁焦虑变化轨

迹可以分为 5 类：抵抗组、缓解组、波动组、新发

组和稳定组。性别、年级、居住地、精神病史和 

COVID-19 社区暴露与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密切相

关。较少的社会支持或积极应对、更多的消极应对

和较差的家庭功能是导致症状新发和持续的风险因

素。 

    结论  大多数青少年在隔离期间可以抵抗疫情

的影响，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小部分青少年，

尤其是具备上述危险因素的青少年，容易在隔离期

间新增或者持续存在严重的抑郁焦虑症状。因此，

需要对这些青少年进行个体化干预，如适当地提供

社会支持、优化青少年应对方式等。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Fear Memory Ex-

tinction and The Neural Mechanism 

 

宫艺邈 1 苏思贞 1 袁凯 1 邓佳慧 1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Objectiv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that is de-

veloped and sustained after an unusually threatening or 

catastrophic traumatic event，which is also a fear-based 

disorder. The high incidence of PTSD after traumatic 

events and the high recurrence rate after treatment have 

led researchers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various inter-

ventions for PTSD.  Social support, including emo-

tional support that gives love and attention, instrumental 

support that provides tangible services， information 

support that provides solutions，and evaluation support 

that affirms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s, plays an im-

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individual health and has been 

proven effective in the prognosis of various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However, relevant clinical studies are 

not sufficient. Hence, we need to explore a new para-

digm of social support to intervene in the process of ex-

tinction，so as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improv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PTSD and preventing the recur-

rence of traumatic memories. 

    Methods  The first day was the acquisi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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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ear memory. Participants were conditioned to ac-

quire the fear response to one of the color squares  as 

the conditional stimulus. On the second day,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nd given dif-

ferent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intervention （social in-

teraction， social presence and no support），followed 

by extinction procedure in which squares were pre-

sented without an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n the third 

day，participants were tested for the spontaneous recov-

ery of fear memory and the reinstatement, with the same 

procedure as extinction. In the reinstatement test，par-

ticipants were stimulated by irregular electronic shock 

for 4 times before moving into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in which they saw red and blue cubes without presence 

of electronic shock. Follow-up fear memory test was 

performed two weeks after the end of day 3. The test 

contents and procedures were the same as those of day 

3. 

    Results  At present, 29 participants were in-

cluded for analysis. Although three group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fear memory acquisition,  extinction 

and spontaneous recovery test，they did in the reinstate-

ment test. Fear memory expression of subjects in the so-

cial presence group did not recover after re-expose to 

electronic shock while that of subjects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fear memory acquisi-

tion，extinction and spontaneous recovery test，they did 

in the reinstatement test. Fear memory expression of 

subjects in the social presence group did not recover af-

ter re-expose to electronic shock while that of subjects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Social presence, as a type of social 

support，is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the reinstatement of 

fear memories. We hope the findings can be applied to 

clinical treatment of PTSD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f-

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童年创伤对强迫症患者丘脑功能连接的影响 

 

储敏怡 1 许婷婷 1 王毅 2,3 王佩 1 顾秋梦 1  刘强 1, 

Eric F, C, Cheung4 李帅标 1 陈楚侨 1,2,3 王振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0030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神

经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室，北京，10049 

3）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系，北京，100049 

4）香港青山医院，香港 

 

    目的  童年创伤作为一种严重的慢性生活事件,

被认为是多种精神障碍发病的风险因素，它同样在

强迫症 (OCD) 的发病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有限的

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童年创伤对发展中的大脑产生

不利影响，且会持续到成年期。已有研究表明在儿

童期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个体在成年后当面对应激事

件会表现出更多的强迫思维，同时童年创伤与 OCD

患者的强迫症状也存在显著相关。而童年创伤对

OCD 患者的负面影响可能与脑网络中创伤相关的

改变有关，但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研究。丘脑是一

个与创伤相关的脑结构，童年创伤可以预测后期丘

脑的功能连接异常增强，且这样的增强可能是创伤

相关的疾病的共同特质。同时，丘脑也是 OCD 核心

的异常脑区，它是 OCD 核心环路 — CSTC 环路中

重要的一个结构。但目前关于 OCD 患者丘脑功能连

接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童年创伤在其中的

混淆因素。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比较高童年创伤

OCD 患者与低童年创伤 OCD 患者，探究童年创伤

对 OCD 患者丘脑功能连接的影响。我们假设，伴随

不同水平的童年创伤的 OCD 患者表现出不同模式

的丘脑功能连接。 

    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 79 例 OCD 患者及 57 例

健康对照，所有被试完成静息态 MRI 数据扫描。同

时根据聚类分析，将 OCD 患者分为 22 高童年创伤

OCD 患者与 57 例低童年创伤 OCD 患者。同时我们

将丘脑分为 7 个亚区作为感兴趣区（ROI）探究丘脑

亚区与全脑的静息态功能连接的特点。 

    结果  与健康对照相比，整组的 OCD 患者与低

创伤的 OCD 患者均在尾状核与丘脑的功能连接上

显著下降。但是与健康对照及低创伤的 OCD 患者相

比，高创伤的 OCD 患者会表现出丘脑与前额叶区域

（背外侧前额叶, 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连接

增强。 

    结论  不同水平童年创伤的患者表现出不同的

病理神经环路，丘脑与前额叶丘脑功能连接增强可

能是高童年创 OCD 的神经病理机制，而丘脑与尾状

核功能连接的下降是 OCD 的一般病理发展基础。因

此，童年创伤可能是 OCD 重要的诱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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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下小学中高年级生活质量

及其影响因素 

 

屈芳如 1 吴枫 1 孔令韬 1 曹杨 2 郭忠武 3 李鑫 4 邹

杰 5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3）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4）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教育研究中心 

5）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教育研究院 

 

    目的  探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小学中高

年级学生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旨在探索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中影响儿童生活质量的危险因子，以期

对未来出现的此类事件中儿童心理健康状态进行预

判，提前予以有效干预，避免严重心理问题出现。 

    方法  用整群随机抽样对辽宁省沈阳市内小学

4-6 年级学生进行整群随机抽样调查，借助网络平台

发布问卷，对 5609 名学生的一般资料及儿少主观生

活质量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本次收取的 5609 例小学中高年级学生

的有效样本中，平均年龄（11.87±1.148）岁。共有

1273（22.7%）名儿童报告了低生活质量满意度。家

庭年收入、既往史与低生活质量满意度有相关性（P

＜0.05）。其中家庭年收入为保护因素（OR＜1.000，

P＜0.05），存在既往史为危险因素（OR＞1.000，P＜

0.05）。性别与低生活质量满意度则不具有相关性（P

＞0.05）。控制人口学特征的混杂因素，探索疫情相

关因素对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的

独立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与家长更少的

沟通、疫情期间平均每日学习时间在 1 小时以下、

为儿童低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危险因素（OR>1.000）。

疫情期间对学校老师发布消息更高的关注程度为保

护因素(OR<1.000)。 

    结论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既往患病、疫

情期间与家长更少的沟通、疫情期间平均每日学习

时间过低为儿童低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危险因素。更

高的家庭年收入、疫情期间与家长沟通增多、对学

校老师发布消息更高的关注程度、对新冠肺炎更高

的了解程度是儿童生活满意度的保护因素。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精神病人中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的患病率 

 

唐利荣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背景  COVID-19 大流行的爆发引起了广泛的

公共卫生关注，给医疗卫生服务带来了重大挑战。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是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健康，

他们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本研究旨在评估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精神病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症状的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30 日对北京

市 4 家精神病院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自制问

卷、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mpact of Event Scale Re-

vised, IES-R）、7 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the 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9 项患

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the 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

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 PHQ-9)和匹兹堡睡眠问卷

（Pittsburgh Sleep Questionnaire，PSQ）收集社会人

口学特征、COVID-19 相关因素、支持、身心因素和

PTSD 症状的信息。使用多元回归来分析与 PTSD 症

状相关的因素。 

    结果  最终样本共纳入 1055 名精神病患者。

PTSD 症状患病率为 41.3%。分层线性回归表明，对

大流行的恐惧和焦虑症状是 PTSD 症状及其各维度

的共同相关因素。此外，年龄是 PTSD 总分(β= 0.12,p 

< 0.01)，侵袭因子(β= 0.18,p < 0.001)以及回避因子

(β= 0.1,p < 0.05)的相关因素；而抑郁症状是 PTSD 总

分 (β= 0.13,p < 0.001)，侵袭因子(β= 0.11,p < 0.01)和

高唤醒因子(β= 0.19,p < 0.001)的相关因素。 

    结论  中国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精神病患者

中 PTSD 症状的患病率较高。这项研究发现，年龄、

对大流行的恐惧以及焦虑和抑郁症状是大流行期间

精神病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重要相关因素。

我们呼吁对精神疾病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更高的认

识并加强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干预措施，以缓解这

些患者的心理压力减轻创伤后应激障碍对其带来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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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dolescent Depres-

sive Disorder Patients with NSSI Evidence 

From ERP 

 

Huishan Liu1, Yujiao Wen1, Ting Zhao1, Yifan Xu1, Dan 

Qiao1, Min Han1, Xiumei Liang1, Rong Zhang1, Xue-

min Zhang1, Tian Ren1, Zhifen Liu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Objectiv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be-

havior refers to those behaviors that directly and inten-

tionally damage one’s body without the purpose of sui-

cide, and is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unacceptable.Adoles-

cent NSSI behavior is widespread in the world, and its 

incidenc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Investigations have 

found that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re prone to risk behaviors such as self-

injury and suicide.Cognitive impairment is the main 

symptom of adolescent MDD patients with NSSI be-

havior.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NSSI of ado-

lescents in China, and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this kind of population at home and 

abroad.Event related potentials (ERP) can reflect the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e brain. It is a psychoelec-

trophysiological index and can make a sensitive re-

sponse to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P300 is re-

lated to attention, recognition, decision-making, 

memory, executive ability and other cognitive function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SSI group and HC group by the 

related indicators of ERP, HAMA, HAMD, SHAPS 

scores and the NSSI frequency.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78 subjects aged 

10-23 years: 39 unmedicated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adolescent with MDD with NSSI and 39 healthy control 

(HC) subjects. All NSSI group patients wer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All HC group subjects were re-

cruited from Taiyuan City, China, using community ad-

vertisements. All subjects were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by two trained psychiatrists using structured clinical in-

terviews with Axis I psychosis (SCID) in DSM-

V.Eligibl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provide sociodem-

ograph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name, gender, age, and 

whether one children or not. For correlations between 

clinically related variables and neural measures, we 

used the HAMD-24, HAMA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de-

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 SHAPS was used to 

evaluate anhedonia. NSSI Diary Card was used to note 

number of NSSI frequency per week. Cognitive func-

tion was evaluated by measuring P300. 

    Results  The NSSI and HC groups showed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education years, HAMD-24, 

HAMA, SHAPS scale scores and NSSI frequency of 

NSSI Diary Card (1 mouth and 1 week) (P<0.00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gender and only-child status.Com-

pared to HC subjects, the latency of the N1, P2, N2, P3a, 

P3b components was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in the 

NSSI group; additionally, the amplitude of N1, P3b was 

decreased (P<0.05). There were no other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for the other 

ERP component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HC subjects,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adolescent MDD NSSI patients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memory loss, inattention, re-

duced executive function and poor anti-interference 

ability. 

 

 

 

Combined with Static and Dynamic Index To 

Explore The Altered Function of Habenula in 

Adolescen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Suicidal Ideation 

 

Dan Qiao1, Gaizhi Li1, Ting Zhao1, Yifan Xu1, Yujiao 

Wen1, Xiumei Liang1, Xuemin Zhang1, Huishan Liu1, 

Rong Zhang1, Tian Ren1, Zhifen Liu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Objective  Focusing 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ength and stability of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static (sFC) and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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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FC) in adolescent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MDD) pati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SI). 

    Methods  12 and 10 adolescent MDD partici-

pants with and without SI (SI+/- group), as well as 14 

healthy controls (HC)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unc-

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mean BOLD 

time course from bilateral habenula was extracted, and 

the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ith the time 

course of all other voxels of the brain were calculated. 

Fisher's r to z transform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obtain 

the sFC map of habenula and the whole brain. Then, 

based on the sliding window correlation approach, the 

whole brain dFC maps for habenula were conducted be-

tween the averaged time course of all voxels in the seed 

and the time course of all other voxels in the whole brain. 

ANOV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regions 

show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se three 

groups followed by region of interest to region of inter-

est post hoc analysis. 

    Results  For sFC, the results of ANOV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abnormal sFC from the left 

habenula to the left precuneus, while from the right 

habenula to the left 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 and left 

middle cingulate gyrus (P < 0.05, GRF correction). 

Compared with SI- and HC groups, SI+ group showed 

decreased sFC from left habenula to the left precuneus 

and from the right habenula to the left posterior cingu-

late gyrus and left middle cingulate gyrus (P < 0.05, 

Bonferroni correction). For dFC, the results of ANOV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abnormal dFC from the 

left habenula to the left middle cingulate gyrus and the 

righ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 as well as from the right 

habenula to 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parietal 

inferior marginal angular gyrus, and right precentral gy-

rus (P < 0.05, GRF correction). Compared with SI- and 

HC groups, SI+ group showed decreased dFC from the 

left habenula to the left middle cingulate gyrus and from 

the right habenula to the right precentral gyrus, but in-

creased dFC from the right habenula to 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P < 0.05, Bonferroni correction). Adoles-

cent patients with MDD, regardless of SI, displayed in-

creased dFC from the left habenula to the righ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 and from the right habenula to the left pa-

rietal inferior marginal angular gyrus (P < 0.05, Bonfer-

roni correction). No correlation with the clinical symp-

toms were found (P > 0.05, Bonferroni correction). 

    Conclusion  SI in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MDD 

may be related to an abnormality in habenula neural cir-

cuitry, which may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novel 

treatments. 

 

 

 

COVID-19 期间中国危机干预介入的综合分

析及建设建议——一项质性访谈 

 

许丽芝 1 谭立文 1 陈琼妮 1 何莉 1 罗兴伟 1 程鹏 1 

周瀛 1 李卫晖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深入了解参加援鄂一线的精神心理从业

人员在开展的防疫抗疫心理服务工作中的感悟及思

考，为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心理救援团队建设及危

机干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方法  2020 年 3 月，随机抽取湖南援鄂心理医

疗队（50 名）的 16 名成员进行面对面访谈，运用质

性研究方法，对访谈材料进行反复研读、整理、归纳

主题，从中发现重点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有意

义的建议。 

    结果  精神心理专家在援鄂抗疫期间收获颇多。

初到武汉前一周经历少量负性心理和生理反应，大

多可自行调整。正性的工作体验集中体现在个人成

长和团队协作上。主要的反思针对团队建设及日常

的危机干预技能培训。在灾难发生早期，首批医疗

救援团队中配备一定比例的精神心理专家对患者及

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极为重要。 

    结论  中国目前仍缺乏完善的国家级应急心理

干预系统。本次访谈通过 COVID-19 期间一线精神

心理专家的体验和反思，得出一些可能对中国危机

干预政策的制定有用的建议。中国缺乏对非精神心

理专科的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知识宣教，专业水平

的危机干预培训也需要发展更多的培训及实践模式。

我们需要建立一支结合急救人员和心理专家的国家

级救援队伍，进行充足的专业培训及磨合，以备战

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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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自尊及其与家庭因素的关系:一项新型

冠状肺炎流行期间辽宁省的横断面研究 

 

丁璐宇 1 孔令韬 1 曹杨 2 张桓睿 1 吴枫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肺炎流行期间家庭因素与

自尊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以辽宁省沈阳市 68 所学校的

10142 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基本人口信息问

卷与几种国际通用量表，完成在线问卷调查，将问

卷结果按标准进行筛选统计，后续通过 SPSS 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研究结果。 

    结果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

差分析、双变量相关分析及多重线性回归对不同家

庭特征和自尊的评分进行分析。女生的自尊水平明

显低于男生(P<0.05)，独生子女得分高于多生子女得

分(P<0.05)。高收入家庭学生自尊水平高于低收入家

庭(p<0.05)。凝聚力、适应性与自尊正相关(R = 0.50, 

P<0.05) (R = 0.45, P<0.05)。 

    结论  本研究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收集

社会人口学信息，采用多种国际通用量表，探讨中

学生自尊与家庭变量的关系。结果表明，性别、是否

为独生子女、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凝聚力和适应能

力，均可影响青少年的自尊。我们发现青少年的自

尊水平与他们的家庭密切相关。和谐的家庭、良好

的经济条件和父母的教养对青少年自尊有积极的影

响。与此同时，疫情引起的家庭隔离可能会对中学

生的自尊产生负面影响。 

 

 

 

抑郁症达临床缓解后杏仁核及其亚区功能连

接的研究 

 

王珍珍 1 钟佳琪 1 李佳伟 1 张宁 1 马辉 1  

1）南京脑科医院 

 

    目的  探索抑郁症达临床缓解后（remitted Ma-

jor depressive disorder, rMDD）杏仁核静息态功能连

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的异常及其与残留抑

郁症状、心理社会功能的关系，以期为 rMDD 患者

的恢复状况提供影像学指标。 

    方法  选取 rMDD 受试者 34 人，健康对照

（healthy control, HC）受试者 25 人，入组一周内进

行人口学、临床症状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的采集。

首先，以杏仁核整体和基底外侧杏仁核（basolateral 

amygdala, BLA）、中央内侧杏仁核（central medial 

amygdala, CMA）、表层杏仁核（Superficial amygdala, 

SFA）、杏仁核纹状体过渡区（amygdalostriatal tran-

sition area, AStr）为兴趣区进行全脑 FC 分析。其次，

将异常的杏仁核 FC 与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

sion Inventory, BDI）和心理社会功能得分进行相关

分析。 

    结果  与 HC 组相比，rMDD 组左侧杏仁核与

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双侧脑岛、

内侧额回（medial frontal gyrus, mFG）FC 降低，与

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楔前叶 FC

增高；右侧杏仁核与双侧脑岛、STG 和 mFG 的 FC

降低，与楔前叶的 FC 增高；CMA 与左侧脑岛的 FC

降低，AStr 与双侧脑岛的 FC 降低；BLA 与双侧脑

岛、STG 的 FC 降低，与 IPL、楔前叶的 FC 增高

（AlphaSim 矫正, p<0.001）。其次，rMDD 组杏仁核

整体、BLA 和 AStr 与脑岛、STG 的功能连接与心

理社会功能中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维

度存在显著相关。右侧杏仁核与 mFG 的 FC 与 BDI

呈负相关，BLA 与 STG 的 FC 与 BDI 呈正相关（均 

p<0.05）。 

    结论  rMDD 患者杏仁核及其亚区与脑岛、楔

前叶、STG、IPL 等脑区存在 FC 的异常，可能与情

绪功能、认知功能的损害有关，且与心理社会功能、

抑郁症状存在相关。杏仁核及其亚区功能连接反映

了 rMDD 患者心理社会功能与抑郁症状的恢复情况。 

 

 

 

The Effect of Computerized Cognitive Behav-

ioral Therapy on People's Anxiety and De-

pression During The Six Months of Wuhan's 

Lockdown of COVID-19 Epidemic：A Pilot 

Study 

 

吕张伟 1,2 李金阳 1,2 张斌 3 张宁 1,2 王纯 1,2  

1）南京脑科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认知行为疗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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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方医院 

 

    Objecti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uteriz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CBT) has been proven 

for mild and moder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2016, 

the first official Chinese CCBT system was launched by 

Chinese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Professional Or-

ganizations and included four items: getting out of de-

pression, overcoming anxiety, staying away from in-

somnia and facing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Dur-

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Chinese CCBT system 

served the public for fre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

fects of CCBT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y comparing 

the use of the platform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2019. 

    Methods  :Users were divided into a depression 

group or an anxiety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is-

cretion. The subjects used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before 

each training. Each training group completed the corre-

sponding CCBT training project, which had 5-6 training 

sessions, an average of once every 5 days. The training 

content in 2019 and 2020 was identical. This study com-

pared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evels of CCBT platform users during the lock-

down period in Wuhan (LP2020), where the outbreak 

was concentrated in China, from January 23 to July 23, 

2020 and the same period in 2019 (SP2019).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χ2 = 7. 215, P = 0. 007), region (χ2 = 4. 225, P 

= 0. 040) and duration of illness (χ2 = 7. 867, P = 0. 049)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2) There was a positive Pear-

so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users of CCBT 

platform during LP2020 and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in each province (r = 0. 9429, P < 0. 001). 

(3) In LP2020, the SAS (t = 2. 579, P = 0. 011) and SDS 

(t = 2. 894, P = 0. 004) scores at T0 in Hubei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regions. (4) The 

CCBT platform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anxiety (F = 4. 

74, P = 0. 009) and depression on users (F = 4. 44, P = 

0. 009).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ed women, stu-

dents and people who are more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we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the CCBT training. 

The CCBT platform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wards alleviating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of users during the epidemic. When face-to-face psy-

chotherapy is not available during the epidemic, CCBT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mong Chi-

nese Adults During and after COVID-19 Out-

break: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VID-19 Re-

lated Perceptions 

 

刘佳玉 1 黄义婷 1 郑芷滢 1 徐秀华 1 胡静初 1  

1）康宁医院 

 

    Objective  The COVID-19 pandemic hit the 

world and elicited great panic among people in 2020. 

    Prior studies indicated tha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symptoms are common outcomes of 

traumatic events. Although most previous studies fo-

cu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uring COVID-19, 

no one examined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per-

ceptions of COVID-19 and related PTSD symptoms.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compare 2 cross-sec-

tional samples (during and one year after the outbreak) 

on PTSD symptoms, social support, perceptions of 

COVID-19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how social support affects perception of COVID-19 and 

PTSD symptoms among Chinese adults. 

    Methods  We collected 942 Chinese adults par-

ticipants during the outbreak (N= 430) and one year 

later (N = 512). The 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Ver-

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self-compiled 

Perception Scale related to COVID-19, which adminis-

tered as measures of PTSD, social support and percep-

tions of COVID-19, respectively. Facto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factorial structure of the self-

compiled scale and mediation analysis was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factors during 

and after the outbreak. 

    Results  Factor analysis confirmed a three-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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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for the self-compiled scale of perception re-

lated to COVID-19, respectively named as threat, self-

defence, and controllabilit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e had a good fit and the scale had good reliability. 

Subjects reported a higher level of controllability of 

COVID-19, but a lower level of threat and self-defense 

of COVID-19 after one year (all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peak of COVID-19 (March 2020), PTSD 

symptoms prevalence was lower one year later (82.6% 

and 71.9%, respectively; p < 0.001),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ocial support. Mediation analyses indi-

cated that perceived threat, self-defense, and controlla-

bility significantly and partially mediated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TSD symp-

toms during the outbreak. One year after, perceived self-

defense and controllability still partially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In contrast, perceived threat did not work as 

a mediator. 

    Conclusion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re-

port that compare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related 

mechanisms among Chinese adults between 2 cross-

sectional samples (during and after the pandemic). Dur-

ing COVID-19, China had adopted effective treatments 

and control that improved people's mental health,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sent findings, i.e., PTSD 

symptoms, perceived threat and self-defense decreased, 

controllability increased after one year. Besides, results 

suggested possible mechanisms of social support effect 

on PTSD symptoms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VID-19 related perceptions. Noticeably, perceived 

threat of COVID-19 did not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af-

ter one year, 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effects of 

social interventions. 

 

 

 

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与认知功能的相关

性 

 

王玉萍 1,2,3,4,5 侯文鹏 1,2,3,4,5 温玉杰 1,2,3,4,5 王雪琦
1,2,3,4,5 李先宾 1,2,3,4,5 王传跃 1,2,3,4,5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3）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4）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精神分裂症研究所 

5）首都医科大学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 

 

    目的  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与认知的

相关性。 

    方法  采取病例对照研究，选取 55 例精神分裂

症患者作为研究组，61 例健康成人作为对照组，采

用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评估童年创伤情况，采用 MATRICS 共识认

知成套测验（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

MCCB）评价认知功能。采用 SPSS20.0 对研究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研究组MCCB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低于

对照组（P<0.05）。研究组 CTQ 总分、情感虐待分、

性虐待分、情感忽视分与躯体忽视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研究组中，有童年创伤者的空间广度测

验分及 MCCB 总分低于无童年创伤者（P<0.05）。研

究组中，躯体虐待与动物命名、情绪管理呈负相关

（P<0.05），性虐待与 MCCB 总分呈负相关（P<0.05），

躯体忽视与情绪管理呈负相关（P<0.05）。回归分析

显示，研究组中，受教育年限影响动物命名得分，躯

体忽视影响情绪管理得分，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均对

MCCB 总分有影响。 

    结论  与正常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遭

受较多创伤事件，并与其认知功能下降有一定相关

性。 

 

 

 

技能训练程式在精神分裂症康复治疗中的应

用进展 

 

秦湘琴 1 李先宾 1 王传跃 1 翁永振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具体病案的分析，为患者解析

技能训练程式在精神分裂症康复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方法  病案分析及文献检索 

    结果  技能训练程式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康复干

预技术，从患者所患精神障碍的精神病理学、疾病

临床特征和心理社会功能损害等问题出发，应用相

关的社会心理教育疗法提高患者的疾病管理能力而

促进其康复。该程式运用学习原理，矫正错误的假

设和消极的动机来建立正性期待，通过习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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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代偿患者的认知和学习障碍，同时通过训练使其

逐步掌握自我处置药物副作用、自我管理症状、预

防病情复发、处置环境中应激和挑战、合理应用医

疗及社区资源等疾病管理的技能，对于增强患者用

药坚持性及疗效、改善临床症状、预防复发、改善社

会功能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等有积极作用。适当的药

物治疗结合康复训练能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全面

康复。但技能训练程式的效应会随着时间逐渐降低，

因此技能训练并非一劳永逸；另程式化技能训练对

于偏远地区患者的适用性低，患者的康复意识以及

交通和经济等问题仍有待解决，目前有待新技术的

开发，实现远程、自主技能训练可能是未来研究的

方向，今后有待于用网络手段，逐步解决时间和空

间的隔阂造成的对康复训练的部分困难 

    结论  技能训练对于指导精神分裂症临床治疗

方案，改善精神分裂症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应着眼

于其适用性以及效应的持续性 

 

 

 

PC-PTSD-5 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研究及消防员

心理症状的调查 

 

程鹏 1 李凌江 1 李卫晖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1）测量 PC-PTSD-5 在消防员样本中的

内部一致性信度与结构效度;（2）调查消防官兵队伍

中的心理状况及存在的心理问题；（3）分析消防员

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焦虑症状及抑郁症状的潜

在影响因素；（4）了解消防员对于心理干预方式的

偏好。 

    方法  采用自编的社会人口学背景调查表和以

下三个自评问卷：基于 DSM-5 的初级 PTSD 症状筛

查量表（PC-PTSD-5）、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焦

虑自评量表（SAS）对消防官兵进行调查。运用单因

素分析、回归分析、多重响应分析以及探索性因子

分析等手段对数据进行研究。 

    结果  （1）PC-PTSD-5 被提取出两个主成分，

内部一致性信度与结构效度较好；（2）PTSD 症状、

焦虑症状及抑郁症状者的检出率分别为 3.9%，7.2%，

31.0%，；（3）对职业的满意程度是 PTSD 症状、焦

虑症状及抑郁症状的共同影响因素，；（4）消防员对

心理干预的偏好方面，“音频指导”的响应率为

42.10%，响应率最高；“医院就诊”的响应率为7.90%，

响应率最低。 

    结论  （1）PC-PTSD-5 在消防员中的 PTSD 症

状筛查中具有良好内部一致性信度与结构效度；（2）

消防员中抑郁的检出率最高，焦虑次之，PTSD 最低；

（3）对职业的满意程度是 PTSD 症状、焦虑症状及

抑郁症状的独立影响因素；（4）消防员主要偏好的

心理干预方式为“音频指导”、“电子读物”及“电话热

线”。 

 

 

 

TMS干预恐惧记忆晚期巩固过程对记忆长期

储存和维持的影响 

 

张雨欣 1 苏思贞 2 林潇 2 袁凯 2 陆林 2  

1）北京大学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探索连续爆发模式脉冲刺激（cTBS）干

预恐惧记忆晚期巩固过程，对记忆长期储存和维持

的影响。有动物实验发现，在恐惧记忆习得 0.5 小时

及 18 小时两个时间段，内侧前额叶都有明显激活，

在恐惧记忆习得 0.5 小时后进行干预会影响恐惧记

忆近期表现，而对恐惧记忆习得 18 后进行干预，将

会影响恐惧记忆远期保持。在临床研究中探索恐惧

记忆习得 18 小时后的晚期巩固期进行干预，是否对

于恐惧记忆的远期保持产生影响，对于恐惧记忆远

期储存于维持有重要意义，对于 PTSD 的治疗提供

了新的思路。 

    方法  24名健康大学生受试者在恐惧记忆成功

习得后的 18 小时与 36 小时，分别采用 cTBS 干预

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24 小时后进行恐惧记忆测

试。在恐惧记忆习得 14 天后，进行恐惧记忆自发恢

复及复燃测试。 

    结果  结果发现，在恐惧记忆习得阶段，学习

情况无组间差异，每组被试对 CS+恐惧反应显著强

于 CS-。在 cTBS 干预后的记忆测试中，两组记忆测

试表现无统计学差异。而对恐惧记忆习得 14 天后的

复燃测试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恐惧记

忆晚期巩固期干预组的恐惧反应显著低于 36 小时

对照组（F=6.876，p=0.026*）。在恐惧记忆习得 14

天后的自发恢复测试中，18 小时干预组恐惧反应低

于 36 小时对照组，但是没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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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TMS干预恐惧记忆晚期巩固过程对于恐

惧记忆近期维持无显著影响，但会降低恐惧记忆的

长期储存与维持。 

 

 

 

Cortical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Post‐trau-

matic Stress Disorder Correlate with Cell 

Type-specific Transcriptional Signatures 

 

Yuan Zhong1, Yiwen Xiao1, Jun Ke2, Li Zhang3, 

Rongfeng Qi2,3, Chun Wang4, Feng Chen5, Guangming 

Lu2  

1）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2）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of 

Hunan Province,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N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Psy-

chiatry,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China 

4）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Nanjing Bra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

ji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5）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ainan General Hospital 

(Hain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 Hainan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s a 

psychiatric disorder with high lifetime prevalence. Pa-

tients experience long-term repeated flashbacks and in-

serted traumatic memory,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cog-

nitive flexibility impairment caused by intense stressful 

even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tructural neu-

rological abnormality of PTSD is associated with its pa-

thology, but few studies have been focused on specific 

structural indica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

plore the morphometric changes in PTSD via transcrip-

tion-neuroimaging association analysis, an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TSD morphomet-

ric chang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from genetic level. 

    Methods  In this study, to obtain the differences 

of MSN in patients with PTSD, rs-fMRI data were col-

lected from 27 patients with PTSD and 30 demograph-

ically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 Morphological 

Similarity Network (MSN) was composed of seven in-

dexes extracted from T1w.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con-

ducted to form a 360 x 360 matrix of each subject. Gene 

expression data was acquired from the AHBA, which 

provided normalized microarray gene expression data 

of six postmortem adult brains. The MSN difference be-

tween PTSD subjects and control subjects was com-

pared, and PLS regression in AHBA was applied to ob-

tain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hich were related to MSN difference. Metascape was 

used to perform enrichment analysis for genes consist-

ently associated with MSN alterations in PTSD.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a-

tients with PTSD mainly showed higher MSN value in 

the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cingulate gyrus. In PLS 

regression, 931 genes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x-

pression were selected in PLS component 1(r=0.39, 

p=0.019). Among them, 592 PLS-(z<-3) genes and 339 

PLS+(z>3)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enrichment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20 significantly enriched pathways.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study of Gandal et al., the expres-

sion of PLS-gene was verified in six other diseases. 

Since the outliers in the gene set could potentially inflate 

or deflate associated correlations, Spearman’s correla-

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Suggesting a degree of specificity across diagnostic 

groups, this negative relationship was particular to data 

from individuals with PTSD and was not present in the 

six other disorders described in Gandal et al.. 

Conclusion  Previous literature has reported 

brain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TSD patient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In this study, the 

genes with differences in MSN differences were signif-

icantly enriched in modulation of chemical synaptic 

transmission, in regulation of synapse structure or activ-

ity, in neuron projection morphogenesis and in other 

processes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decreased cogni-

tive flexibility of PTSD. This study provides support for 

exploring the micro-foundation of cognitive mechanism 

of P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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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协作组 

 

公众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 

 

王勋 1 马宁 1 姚丰菊 2 谭文艳 3 白银霞 4 张五芳 1 

吴霞民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公共卫生事业部 北京大学精

神卫生研究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

点实验室(北京大学) 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防治科 

3）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精神

卫生中心 

4）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第三

医院 

 

    目的  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是反应人群心理健

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

（2015-2020 年）》明确提出城市、农村普通人群心

理健康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 70%、50%，在校学生

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80%。本研究对上述

3 个指标进行调查，了解是否已达到十三五精神卫

生工作规划目标。 

    方法  根据心理健康素养十条编制心理健康知

识知晓率调查问卷，分为被调查者简要信息、10 道

判断题两个部分，10 道题目中，答对题目≥7 条者为

合格。考虑经济有效原则和方案可行性，2020 年 11-

12 月，选取东、中、西部各 1 省河南、广东、内蒙

古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分为城市普通人群、农村普

通人群、在校学生（5-6 年级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生），调查的基本单位为个人。经测算，3 个省（区）

分别抽取 582 人城市普通人群、1355 人农村普通人

群、339 名在校学生。 

    结果  共收到问卷 11093份，有效问卷 9620份，

其中农村居民 4687 人、城镇居民 2516 人、在校学

生 2417 人，各类人群均满足样本量需求。结果显示，

全国总人群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为 83.66%，其中，

农村人群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为 79.82%、城市人群

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为 81.36%、在校学生心理健康

知识知晓率为 93.50%。 

    结论  十三五期间我国城市普通人群、农村普

通人群、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均已达到

精神卫生工作规划的目标要求，学生的心理健康知

识知晓情况明显高于普通公众。 

 

 

 

新冠疫苗接种态度及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的

调查 

 

吴国伟 1 张曼琪 1 蒲唯丹 1  

1）国家精神心理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湖南，长沙 

 

    目的  长久以来人们对疫苗的犹豫态度是全球

性的问题，包括目前多数国家人民对新冠疫苗的态

度。2019 年在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世界卫生组

织把对接种疫苗的犹豫态度列为公共卫生十大威胁

之一。本研究在全民大规模免费接种新型冠状病毒

疫苗（简称新冠疫苗）前，调查人群对接种新冠疫苗

的态度及影响新冠疫苗接种态度的社会学、人口学

及心理学因素。 

    方法  采用横断面网络调查方法，于 2021 年 1

月 1-7 日对未接种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一般信

息、对新冠疫情的关注程度、疫情对人们造成的影

响程度、接种新冠疫苗的意愿、对新冠疫苗效果、安

全性、价格等的关注程度等。 

    结果  人们对新冠疫苗的接受率达 82.94%，犹

豫态度占 14.73%，仅有 2.33%的人群持反对态度。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担忧新冠疫苗的副反应、认

为别人接种疫苗对控制疫情无帮助、家庭月收入较

低是国人拒绝新冠疫苗接种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而疫苗的价格、职业、年龄等对新冠疫苗接种态度

影响不显著。 

    结论  中国人群对新冠疫苗的接受度较高，拒

绝率较低。对新冠疫苗的副反应的担心及认为别人

接种疫苗对控制疫情无帮助是新冠疫苗接种态度的

重要影响因素。媒体、卫生保健系统应加大对新冠

疫苗风险和获益及免费接种等方面进行科普宣传，

重视群众的重点关切，积极提高人们的接种意愿，

为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提供支持。 

 

 

 

公共卫生视角下的心理卫生服务 

 

闫芳 1 王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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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探讨心理卫生服务

在新时代的作用及展望。 

    方法  从专家视角，文献综述等角度，从不同

的角度来探讨心理卫生和公共卫生之间的联系。 

    结果  精神疾病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也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结合公共卫生的特点，

分析公共卫生与心理卫生的关系，说明心理卫生在

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的必要性和存在的困境，进一步

讨论了在公共卫生视角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

服务，精神障碍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治疗、可以预防

的疾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①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整个人群的精神卫生；②保

证人人都能得到正确的、质高价廉的服务；③保证

精神障碍病人能够得到合理的保健．保护病人的合

法权益；④评估与监测社区的精神卫生状况，特别

是弱势群体，如儿童、妇女、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

⑤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引起精神、行为同题

的危险因素，如家庭不稳定，药物滥用、内战等；⑥

保护家庭生活稳定、社会安宁、人类的发展；⑦增加

研究投入，资助精神与行为疾病的病因学、治疗学

等研究。通过宣传活动，一方面提高社会对精神卫

生工作的关注，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另一方面

促进大众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使人们正确认识这些

问题，积极寻求心理支持和救助，消除偏见与歧视，

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回归社会。 

    结论  从政策层面进一步阐明了“减增量”这一

公共卫生手段，在解决“精神疾病高发”这一民生问

题中的重要作用。精神卫生体系建设是关系到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监狱服刑人员心理弹性问卷中文版信效度 

 

李业平 1 李融 2 施星明 1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2）西交利物浦大学 

 

    目的  研究心理弹性问卷（CD_RISC 量表）中

文版在监狱服刑人员中的信度、效度。 

    方法  方便整群抽样，某监狱某一监区全体服

刑人员，全部为男性，现场发放问卷 98 份，收回 93

份，有效问卷 88 份，年龄 18 岁-61 岁，平均 36.78，

标准差 10.205，刑期 8 个月-216 个月，平均 88085，

标准差 50.256，余刑期 1个月-148个月，平均 30.45，

标准差 27.583。心理弹性问卷（CD_RISC 量表）有

25 个条目，5 点计分（0-4），包含能力（4、18、20、

3、19、15、17、21）、忍受消极情感（9、16、25、

7、14、10、24）、接受变化（1、12、13、2、22）、

控制（5、23、6）、精神影响（11、8）等 5 个因素。

得分越高，心理弹性越高。采用 SPSS17.0 分析数据、 

AMOS22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  ①心理弹性问卷总量表的 Cronbachα 系

数为 0.906，分半信度为 0.872，总体信度较好，精

神影响这一维度的信度不够理想（Cronbachα=0.572, 

split-half=0.575）外，能力、接受变化两个维度的信

度均在 0.7 以上，另两个维度的信度在 0.6 以上。②

结构效度良好，各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在 0.556

－0.924 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维度与总

量表之间的相关关系均大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③区分效度良好，将心理弹性量表总得分，分别按

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前 27%为高分组，后 27%为

低分组，用 SPSS 软件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

高分组与低分组在问卷总得分以及各个维度上的得

分差异是否显著。④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得到 KMO=0.868＞0.8，p<0.01，说

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问卷的每个题目所

属的维度，以每个题目为观测变量，相应的维度为

潜变量构建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参数估计采

用最大似然法。CMIN/DF<2，说明该模型的拟合度

可接受，GFI 接近 0.9，IFI、CFI>0.9，RMSEA<0.05，

表示该模型可接受，心理弹性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结论  心理弹性问卷（CD_RISC 量表）在监狱

服刑人员中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可以进一步开

展相关研究。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框架下精神科多功能服务

团队介入中小学心理危机事件“监测-预警-干

预”一体化模式研究 

 

郑宏 1 鞠康 1 沈颉 1 严超 2 高慧 3 庄建林 3  

1）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 

2）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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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市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近年来自杀成为我国 15-34 岁人群首位

死因，有效防范中小学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成为重大

公共卫问题和社会关注热点。2019 年以来，本研究

所在的上海长宁区探索基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

由政府部门牵头，探讨由精神专科多功能服务团队

介入中小学校园心理危机事件“分类监测-预警-干预”

一体化服务模式，为培育未成年人群体积极社会心

态提供实证基础和政策依据。 

    方法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响应体系、团队组

建、服务路径及机制等阐述模式运行状况；采用报

表数据统计，分析危机响应率、干预及时率、校园重

大危机事件联合干预率、预防自杀成功率等综合指

标；应用自编问卷调查，采用整群抽样分析教师群

体对服务需求度和满意度，组间差异检验连续型变

量采用 t 检验，离散型变量采用 Fisher 精确检验以

及趋势卡方检验。 

    结果  实证研究方面，基于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平台，由卫生、教育等部门及街镇提供社会支持，由

市级专业机构和高校提供技术支撑，由区专科医疗

机构和疾控精卫分中心会同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中心组成多学科服务团队提供专业干预和指导，社

会组织、心理教师、班主任、家长共同参与的服务模

式，初步建立四级响应体系和三级网络，为 13 所试

点校提供动态监测、专科医生进校园、门诊绿色通

道、危机事件分类预警和干预及心理教师、班主任

和家长支持性服务等综合服务；综合指标评价方面，

三年以来累计接受线上+线下服务学生及家长超过

22000 人次，抽样满意度从最初的 96.6%提高至

99.4%，共累积处理重大、严重、一般三类危机事件

46 件次，其中重大 15 件次，响应率 100%、年均校

园危机事件联合干预率 100%，预防自杀成功率

100%；自编问卷显示，接受服务的 39 名教师提出

的高需求度服务前三位依次为专科门诊服务（93%）、

市级专家案例督导（92%）和专科医生校内家长会科

普宣教、学生或家庭个案咨询（90%），接受过服务

组的教师需要度要高于未接受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接受过服务的教师组对服务的满意度高

(100%)。 

    结论  本研究在社会心理服务试点体系中将学

生心理危机事件由“个体危机干预微观层面”转变为

“社会心态培育宏观层面”研究，契合十四五规划“健

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要求，一定程度补充

了教育体系心理服务资源不足，在“健康中国”背景

下探索专科医疗专业化、社会化、公益化的校园服

务，为疫情常态化阶段开展未成年人心理服务提供

了政策依据。 

 

 

 

从疫情分类干预谈护士在新冠肺炎心理防控

中的作用 

 

张静怡 1 周永玲 1 徐超 1 张学晖 1 黄玮 1 周永玲 1 

徐超 1 张学晖 1 黄玮 1  

1）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目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

是一种新型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疾病，这种病突如其

来，传染性强， 波及面广，迅速形成全球大流行，

被 WHO 宣布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疫

情爆发初期，确诊病例和人员感染迅速增加，公众

可能会产生恐慌、焦虑等心理应激反应，在情绪、躯

体、认知、行为等多各方面出现心理反应。如不能及

时疏导控制，容易演变成灾难性后果。如何针对不

同患者及隔离人员的心理状况，减轻或消除各类人

群的恐慌及焦虑心理，对国家和政府的应急防控工

作是一项巨大挑战。组织占医务人员一半以上的护

士作为疫情心理防控的主力军，是应对疫情心理反

应，打赢疫情战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及医疗救治保障组的领导下，依据相关文件 3.4，

精神专科医院在新冠疫情期间承担着组织协调全区

护理人员，开展人民群众心理健康防护工作，充分

发挥了护士独特的作用。 

    方法  2. 疫情分类防控 

    2.1 疫情人群分类 

    根据国务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

心理危机干预指导精神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人群

大致可以分为 4 类:3 

    2.2 疫情防控方法 

    2.2.1 根据护士是否持有心理咨询师三级、二级

证书、心理治疗师证书、社工证，以及以往的心理工

作实践能力的不同，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并

进行每周定期和随时不定期的技术督导。 

    2.2.2 针对不同人群分别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 、焦虑自评量表 (SA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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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问卷调查、线上访谈进行心理评估。 

    2.2.3邀请专家讨论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方

案。 

    2.3 疫情分类防控措施 

    护士在疫情的心理干预过程中与其他团队人员

一起协作，扮演着心理慰藉、心理教育、心理疏导、

心理干预等各种角色，做好疫情下的心理防护和保

健工作，根据不同人群策划不同的方法。 

    2.3.1 一级人员：通过视频查房、心理评估、微

信群守护，面对面一对一、电话一对一、团体心理辅

导、线上讲座，输送录制的缓解压力的音视频，给予

心理支持。 

    2.3.2 二级人员：通过隔离点专人负责制，进行

心理评估，传入自编宣传手册、自录的自我心理稳

定技术音视频，在微信群内及时安抚给予心理支持，

必要时给予一对一有针对性干预。 

    2.3.3三级人员：主动为特殊行业进行定期辅导，

宣传宁夏疫情心理援助热线，利用新闻案例，进行

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开展心理讲座，微信发布心

理自我调节方式，发放宣传手册及折页，根据疫情

严控、复工复学不同时期的特点在各类媒体进行自

我心理调适宣传。 

    2.3.4 四级人员：通过宁夏疫情心理援助热线，

微信、网络发布心理自我调节方式，纸媒与新媒体

结合宣传。 

    结果  3.1 人才队伍培训 

    根据疫情分类防控要求，组织区内外专家，对

全省五市心理危机干预 269 人，通过线上、线下进

行政策、实操技术培训 12 次。对心理热线人员专题

培训 6 次，并随时督导。 召开工作小组会议 6 次。 

    3.1 心理援助热线。 

    组织有一定灾后心理救援经验的具有心理治疗

师或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护士共 36 名组成心理援助

热线组，设置四个坐席，7*24 小时免费为群众提供

疫情心理援助服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完成心理热

线 2109 例。并坐席“12345 市民热线，12320 卫生热

线”。为 9 家热线 4 家社会心理机构提供专业帮助。 

    3.2 一级人员干预结果 

    对于 75 名新冠肺炎住院患者：配合资深精神心

理科专家团队通过电话形式进行心理评估、心理干

预，在出院两天内，电话追踪随访所有患者，接通

69 人。出院一个月、出院三个月时入户随访 50 名患

者，进行心理评估及干预 4 次，共计服务 232 人次。 

    对于医务人员：配合资深精神心理科专家团队

为本省治疗新冠患者的医护人员提供 24 小时心理

疏导服务，建立微信群进行心理疏导 51 人次，推送

自我放松音频、文章共计 46 个；为医护人员心理防

护岗前培训 37 人次，为 13 人员开展一对一心理危

机干预。 

    对援鄂医护人员：通过 9 个微群，推送自制心

理干预音频 18 个心理放松方法、健身视频以舒缓其

心情，心理辅导干预 343 人，个案咨询 12 人，电话

回访 38人次情绪状态。进行线上心理辅导讲座 9次。 

    3.3 提供心理服务：对全区 244 个集中隔离点的

6946 名隔离人员进行心理干预 4937 人次，健康宣

教 19.87 万人次。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241 人。通过

线上、线下开展进军营、进学校、进医院、进社区、

进企业、进行政事业单位心理健康讲座 79 场。 

    3.4 重精管理成效：电话指导处置 475 人次，远

程医疗服务 63人次。提供邮寄送药上门 2987人次。

电话视频随访 15940 人。收治住院患者 73 名，应急

处置 35 人次，门诊诊疗人次 3052 人次。 

    3.5 媒体宣传教育：编制疫情防治心理干预手册

五期 18000 册。编制的三十部精神科普动漫视频，

目前网上累计浏览量达一百万人次。接受 12 家媒体

采访和在线答疑解惑、普及心理科普知识 33 次。录

制心理干预音频、视频 10 个，为全区五市使用。 

    讨论  4.1 护士在疫情心理防控中的资源优势 

    护士身份会带给人们安全感，护士有良好、稳

定的情绪，护理专业对患者的观察、倾听、沟通、同

情技术扎实，加上专业心理技术是训练，为保护、促

进和维护受灾人群的身心健康作出有针对性的具体

工作。临床工作训练了护理人员的心理应急意识。

在应激情况下，因护理垂直管理体制，护理任务会

得到统一安排，迅速控制现场，有序开展工作，从而

对突发事件的判断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有

一定基础。 

    4.2 护士成为疫情分类心理防控中主力军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尤其是 2020 年新冠疫情 的突发性及传染性给

各类人群带来了较大心理压力，对国家和政府的应

急工作带来巨大挑战。而占医务人员一半以上的护

士，作为救援的重要团队成员及合作伙伴，活跃在

救护工作的最前沿，在心理援助针对不同人群的工

作中将承担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4.3 护士积极开展心理干预，对战胜疫情至关重

要 

    任何重大疫情的控制单靠一个部门是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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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联防联控机制是防控体系的重要一环。通过充

分发挥护理人员在联防联控工作中主动作为 5，积

极心理干预，让大家正视并接纳焦虑恐惧的情绪，

合理宣泄情绪，拥有正向心态，有能力做一些可让

自己更开心的事情，积极应对负性情绪，坚定信念，

战胜疫情。 

    4.4 精神心理专委会在疫情心理防控端口前移

中的作用 

    精神心理专委会在宁夏护理学会的支持，积极

与各级医疗机构护理部联系沟通，获得精准服务对

象、服务能力、所遇困难信息。 

    利用会员广泛宣传，提升重在预防的大健康理

念，进一步完善“生物-心理-社会整体护理模型”，将

心理健康作为大健康的一个重要部分。 

    充分发挥专科专家的作用，积极推动护理人员

心理健康教育与干预技术的应用，普及心理健康科

普知识，着重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和实操督导，探

索护理人员疫情防控中，端口前移的心理健康服务

科学化、规范化。 

    同时关注、关爱疫情期间护理人员需要承担更

多的责任和工作压力，充分利用内部资源，以及所

学心理调节技术，自我疏导情绪及缓解压力，自我

成长。从而保持心理平衡、获得最大应对有效性，以

良好的心理状态参与疫情防控 6。 

    结论  在全面开展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人民群众

的心理健康防护工作，充分发挥了护士独特的作用。 

    重大疫情的心理防控工作至关重要。培训护士

将自身的资源优势充分融入心理防疫实践，在疫情 

 

 

 

高职生心理弹性与同伴依恋作用于父母教养

方式影响心理健康 

 

翟海勇 1 毕晓姣 2  

1）淄博职业学院 

2）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从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同伴依

恋、心理弹性三个方面讨论各因素之间如何相互关

联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旨为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方法  随机抽取 3 个班 110 名学生，使用父母

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同伴依恋问卷、心理弹性量表、

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团体测试，剔除无效

问卷 4 份，有效问卷为 106 份，通过分层回归分析

变量间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结果  被测高职生总体心理状况健康，部分高

职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筛查阳性者 37 人，阴性者

69 人，筛查是否阳性与性别无关（P＞0.05）。SCL-

90 筛查阳性组在父亲过分干涉、父亲拒绝否认、父

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度干涉过度保护、母亲拒绝否

认方面均显著高于健康组得分（P 均＜0.05）；同伴

依恋、心理弹性得分低于健康组（P 均＜0.05）。父

母亲的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与 SCL-90 总分

存在正相关（P 均＜0.05）；心理弹性、同伴依恋与

SCL-90 总分负相关（P 均＜0.05）。母亲过分干涉和

过度保护对 SCL-90 起正向预测作用（P＜0.05），力

量性因子对 SCL-90 起负向预测作用（P＜0.05）。心

理弹性在父亲拒绝否认、父亲过度保护、疏远因子

对 SCL-90 的作用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P 均＜0.05），

对母亲拒绝否认、同伴依恋存在完全中介作用（P 均

＜0.05）。父母亲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对 SCL-90 存在

显著的正向主效应（P 均＜0.05），且受到同伴依恋

的负向调节（P＜0.05）。 

    结论  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心理健康的

作用受到心理弹性的影响及同伴依恋的调节，改善

父母教养方式，增加对同伴依恋的关注，能够增加

个体心理弹性，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 

 

 

 

安徽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及心理健康问

卷网络调查 

 

朱文礼 1 宋传福 1 卜杨莹 1 任伟 1  

1）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安徽省居民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知识及心理健康状况。 

    方法  选取 2020.2.8-2020.2.20 期间安徽省 17

个地级市年龄大于 18 周岁常住居民，在网络平台

“问卷星”上推送自制 COVID-19 知识问卷及心理状

态评估量表，心理状态评估采用焦虑症筛查量表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患者健康问

卷抑郁量表(Patien Health Questionnare，PHQ-9)、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In-

dex，PS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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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①排除 160 例无效样本后，共纳入有效

样本 1400 例，有效率 89.74%；②COVID-19 知识问

卷得分(89.38± 9.51)分，仅在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

634 例(45.29%)认识偏低，部分人群在以下三方面存

在错误认识：经常去医院检查 223 例(15.93%)、使用

合格的医用口罩不能预防感染 35 例(2.5%)、自己可

以要求解除隔离/出院 47 例(3.36%)；③心理状况评

估中焦虑人群共 506 例(36.14%)，抑郁人群共 369 例

(26.36%)。睡眠障碍人群 136 例(9.71%)；存在上述

任何一种心理异常人群共 603 例 (43.07%)；④

COVID-19 知识问卷得分、GAD-7 得分、PSQI 得分

与答题日期呈负相关(分别为：r=-0.117，P＜0.001；

r=-0.104，P＜0.001；r=-0.061，P=0.023)； COVID-

19 知识问卷得分与被试者学历呈现正相关(r=0.397，

P＜0.001)，与性别呈正相关(r=0.073，P=0.006)。 

    结论  安徽省居民 COVID-19 知识仍需要提高；

心理异常主要是焦虑、抑郁和失眠；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发生初期和男性、学历水平较低是心理健康异

常重要相关因素。 

 

 

 

The Differences in Gut Microbiota betwee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General Anx-

iety Disorder 

 

董再全 1 况伟宏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bjective  .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general anxiety disorder (GAD) share many com-

mon features, leading to many challenges in their differ-

ential diagnosis.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crobi-

ota-gut-brain axi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

ences in gut microbiota between representative cases of 

these two diseases and sought to develop a microbiome-

based approach for thei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Methods  . We enrolled 23 patients with MDD, 

21 patients with GAD, and 10 healthy subjects (normal 

control, HC)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used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microbial 

compositions of gut microbiome based on Illumina 

Miseq according to Illumina’s standard protocol. 

    Results  . GA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the microbiota compared to 

HC. Otu24167, Otu19140, and Otu19751 were signifi-

cantly decreased in MDD versus HC. Otu2581 and 

Otu10585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GAD relative 

to MDD. At the genus level, the abundance of Sutterella 

and Fusicatenibacter was lower, significantly in MDD 

versus HC. Both of the abundance of Fusicatenibacter 

and Christensenellaceae_R7_group were lower signifi-

cantly in GAD versus HC. The abundance of Sutterella 

was higher significantly, whereas that of Faecalibacte-

rium lower significantly, in GAD versus MDD. We ob-

served that Christensenellaceae_R7_group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TH factor score (Limited to Hope-

lessness) and total score of HAMD (p < 0.05), Fusi-

catenibacter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T4 (p < 0.05). 

The GAD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genus level for Faecalibacterium, which negatively cor-

related with PTC (p < 0.05). 

    Conclusions  . The present study elucidated a 

unique gut microbiome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MDD 

and GAD that could facilitat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targeted therapy. 

 

 

 

Correlation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Cognitive Deficits in First-episode Major De-

pressive Disorder 

 

董再全 1 况伟宏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bjective  To asse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phenotype of depression lik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gut microbiota. 

    Methods  We enrolled 37 patients with MDD and 

23 healthy controls (HCs) in this study and used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micro-

bial compositions of the gut microbial. Untargeted me-

tabolites were used to assess differences in the meta-

bolic spectrum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We found that patients with MDD exhib-

i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gut microbiota. We analyzed the microbial signat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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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with MDD compared with the HCs and found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Bifidobacterium (p=0.032), Er-

ysipelatoclostridium (p=0.040), Blautia (p=0.044), and 

norank_f_Lachnospiraceae (p=0.020). Moreover, the 

enterotype assignments exhibited differences following 

enterotype analysis at the genus level, especially the 

Bacteroides. We observed that Bifidobacterium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number of cor-

rect responses in Stroop-CW an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number of errors in Stroop-CW, but 

that Erysipelatoclostridium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errors in Stroop-CW and 

time to complete Stroop-CW, while Erysipelatoclostrid-

ium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correct responses in Stroop-CW. The differ-

ential metabolite sphinganin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urocognition using integrating metabolomics 

techniques.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ntesti-

nal flora may be used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MDD and that regulating the intestinal flora and 

sphingolipid metabolism may help improve the neu-

rocognition of patients with MDD. 

 

 

 

2014-2019 年我国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就

诊情况调查 

 

张五芳 1 马宁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调查 2014 -2019 年我国部分精神卫生医

疗机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诊治疗情况，分

析不同精神障碍的就诊变化趋势，为我国精神卫生

资源配置提供政策依据。 

    方法  调查对象为省级和市级精神卫生医疗机

构。从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选取至少 1 家

省级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

东中西部地区分类，分别选择 6 个省份，并在每省

选择 2 家地市级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其中 1 家为精

神专科医院，1家为有住院床位的综合医院精神科。

自制调查表，调查医疗机构精神科门诊就诊年度总

人数、诊断中包含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诊人

数；年度出院患者总人数、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患者

出院人数。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 

    结果  共调查了 76 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门诊

就诊情况：调查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中 2014-2019年

期间就诊患者总人数逐年升高，2019 年就诊总人数

比 2014 年增加 40.71%。2014-2019 年期间诊断中包

含抑郁症患者就诊人数占比逐年升高。2015 年诊断

中包含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诊人数占比较 2014 年略

有升高，2015-2019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诊人数占比

逐年下降。住院治疗情况：2014-2019 年期间出院患

者总人数逐年升高。2019 年出院总人数比 2014 年

度增加 38.08%。2014-2019 年期间抑郁症患者出院

人数占比逐年升高。2014-2019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出

院人数占比逐年下降。 

    结论  2014-2019 年精神卫生服务利用逐年增

加，抑郁症患者的精神卫生服务利用显著增加，应

加强对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服务利用的资源配置。 

 

 

 

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 年）实施

情况评估 

 

马宁 1 王勋 1 赵苗苗 1 吴霞民 1 张五芳 1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对《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评估，

掌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进展，梳理总结经验，分析

存在的薄弱环节，为制定“十四五”精神卫生相关行

动方案和政策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规划的 7 个具体目标制定调查表，

包括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协调机制、经费保障、服务

体系和网络、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数量、严重精神障

碍救治管理、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精神障碍康复政

策等。对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精神卫生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由其调

查本省相关数据进行填报。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对

数据进行核查质控。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 

    结果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均完成调查。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全国 31 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00%建立了省级精神卫生

工作领导小组或部门协调机制。2020 年省级财政安

排精神卫生工作专项经费数量较 2014 年增加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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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精神卫生工作专项经费的地市数量增幅达

70.6%，经费数增长 350.0%。全国 78.7%的市（地、

州、盟）设有市级精神专科医院，88.2%的县（市、

区、旗）设有精神专科医院或至少一所综合医院设

立精神科（或心理科），全国 47.0%的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设有精神（心理）科门诊。截至 2020 年 10 月

底，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每 10 万人口 3.5

名，医疗机构中精神科护士、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

师、精神卫生社会工作师各类人员数量东部地区均

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 31 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100%开通了省级心理援助热线和

建立了省级心理危机干预队伍，2020 年，开设心理

援助热线的市（地、州、盟）数量较 2014 年增加了

326.8%；17 个省（区、市）开展了常见精神障碍防

治项目，覆盖了 65 个地市的 314 个区县。26 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省级民政部门或多部门联

合出台了发展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政策。 

    结论  全国 31 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基本完成规划任务目标，普遍形成精神卫生综合

管理协调机制；省、市、县三级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

服务体系和网络基本健全，精神科执业医师等专业

人员数量在十三五期间大幅增加，但存在地域不均

衡的情况；心理援助热线和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建设

日趋完善，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常见精神障碍防治。

未来应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和精神康复等服务，合理

配置资源。 

 

 

 

2020 年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现状

分析 

 

张五芳 1 马宁 1 王勋 1 吴霞民 1 赵苗苗 1 陈润滋 1 

王玉璐 1 管丽丽 1 马弘 1 于欣 1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分析 2020 年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包

括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

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

发精神障碍）管理治疗情况，并与 2019 年相关指标

进行比较，为政府制定下一步精神卫生服务政策提

供依据。 

    方法  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 2011 年 8 月 1

日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启用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信息系统

使用情况以及患者登记、管理、治疗情况等进行分

析。 

    结果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100%的区县均使

用国家信息系统。全国登记在册患者 6430587 例，

其中 18-59 岁患者占 74.2%，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80.58%，精神分裂症患者占 71.28%，患者贫困率为

54.32%。2020 年，在册患者的管理率 95.12%，规范

管理率89.01%；服药率87.83%，规律服药率68.84%；

居家患者病情稳定率 96.40%。在册患者的病情稳定

率与规范管理率、服药率、规律服药率呈正相关（均

P<0.05）。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在册患者人数、

管理率、规范管理率、服药率、规律服药率、病情稳

定率均有增加。2020 年登记的六类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的未治期均明显短于 2019 年登记患者。西部地区

在册患者规律服药率显著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P=0.005）。 

    结论  2020 年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登记

患者人数持续增长，新登记患者未治期明显缩短，

患者管理和服药水平有所提高。西部地区应加强对

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政策支持，进一步提高患者的规

律服药率。 

 

 

 

大学生生活费水平差异与感戴倾向分析 

 

梁晓亮 1 张顺 1 孙妍 1  

1）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研究大学生恋爱与生活费对感戴水平的

影响。 

    方法  采用的大学生感戴同卷，分为四个维度

进行分析，包括感戴强度、感戴频度，感戴广度和感

戴密度进行调查统计分析。本研究所采用的大学生

感戴同卷(the College Student Gratitude Scale)共 14 个

项目[3]，采用五分制，1 分=完全不同意，2 分=不同

意，3 分=无所谓，4 分=同意，5 分=完全同意。调

查问卷总分越高，表示感戴水平越高。本次问卷的

结果可以分为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包括感戴强度、

感戴频度，感戴广度和感戴密度。量表总分与各分

表的 alpha 系数在 0.5268~0.8721 之间，分半信度在

0.5561— 0.8068 之间，重测信度在 0.790 以上，说明

本次研究所采用的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较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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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重复性较高，可信度高。本次调查问卷采用

不记名的方式。问卷调查所得的结果只是用做本次

研究的整体统计分析，不针对个体，内容严格保密，

消除学生顾虑，完成问卷过程中尽量独立完成，避

免恋爱同学之间相互传看，保证调查的可靠性。 

    结果  恋爱中，男生的月生活费高于总体水平，

女生反之。独身的男生中，月生活费低于总体水平，

女生平均生活费为与总体水平持平。暗恋的男生中

与总体水平基本持平，女生平均生活费高于总体水

平。分析不同恋爱状态在感戴强度、感戴频度，感戴

广度和感戴密度差异发现，恋爱中的女大学生感戴

水平高于平均值，独身无恋爱和暗恋的大学生基本

与平均值持平。独身有恋爱史的女生感戴水平低于

平均值，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大学生在恋爱中感戴倾向更高，且女生

高于男生。独身无恋爱史和暗恋的大学生中，感戴

倾向与平均水平相当，且生活费越高，感戴倾向越

高。独身有恋爱史的大学生中，感戴倾向低于平均

水平，且生活费的提高，对感戴倾向影响较小。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良反

应发生率现况调查 

 

史战明 1 周小红 2 罗丽霞 3  

1）重庆市江北区精神卫生中心 

2）重庆三峡医院平湖分院 

3）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否可以优先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尚存在争议，新冠病毒疫苗首次人体试

验中将精神障碍患者排除，早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知情同意书中将严重慢性疾病患者排除，目前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安全性研究仍未

见报道，本研究调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方法  在重庆市江北区、万州区从国家严重精

神障碍管理治疗系统居家在管患者中以街镇为单位

整群选取 2021 年 5 月 25 日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患

者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的不良事件反应分级表、PANSS 阳性

症状量表评估患者接种新冠病毒后一周内的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 

    结果  （1）共 53 个街镇接受调查，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新冠疫苗接种率为 6.59%[（412/6250）、

95%CI（0.60~0.72）],412 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患者

中，0 人先前感染过新冠病毒，2 人在接种疫苗后第

7 天、第 23 天入住精神病医院。（2）237 例（57.5%）

接种 2 针剂疫苗，135 例（32.8%）接种 3 针剂疫苗，

40 例（9.7%）不知道自己接种的是几针剂型疫苗；

156 例（37.9%）全部完成接种，249 例（60.4%）完

成部分接种，7 例（1.7%）不清楚自己是否接种完毕。

（3）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严重不良

反应（癫痫、昏迷、手足抽搐、弥散性瘀斑、麻痹或

瘫痪等）发生率为 0，一般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5%

（39/412），最常见的一般不良反应为肌肉痛，占 2.9%

（12/412）。（4）阳性症状发生率为 3.2%（13/412）,

最常见的阳性症状为兴奋，占 1.2%（5/412）。（5）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病程（OR=1.003）、

服药药物种类数（OR=1.371）是不良反应发生的风

险因素；服药药物种类数（OR=1.673）是阳性症状

发生的风险因素。 

    结论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

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安全性较高；病程越长，服药药

物种类数越多，越容易发生不良反应；服药药物种

类数越多越容易出现精神症状。 

 

 

 

272 例司法精神病鉴定案例特征分析 

 

张炳奎 1 袁婷 1 冯小玲 1 李云燕 1 李艳 1  

1）昆明市精神病院 

 

    目的  明确司法精神病鉴定案例特征，为司法

精神病鉴定及预防精神障碍患者危害社会提供指导 

    方法  对昆明市精神病院司法鉴定所近 10 年

完成的 272 例司法精神病鉴定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研究司法鉴定精神障碍患者精神疾病诊断、精神症

状与发生危害行为特征。 

    结果  1、合并躯体疾病 43（15.8%）；2、精神

分裂症为 65 例（24%），精神发育迟滞 33例（12.1%），

抑郁症 16 例（ 5.9%）；3、幻觉 58 例（21.4%），

有妄想64例（23.6%），发生凶杀行为63例（23.2%），

有攻击行为 72 例（26.5%），有盗窃 27 例（9.9%），

实施纵火 26 例（9.6%），有性侵情况 25 例（9.2%）；

者完全辨认能力 104 例（38.2%），部分辨认能力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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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8.6%），无完全辨认能力 90 例（33.0%）；完全

控制能力97例（35.7%），部分控制能力84例（30.9%），

无控制能力 91 例（33.4%）；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97

例（35.7%），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81 例（29.8%），无

刑事责任能力 88 例（32.3%）。 

    结论  1、司法精神病鉴定案例中精神分裂症及

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相对多，提示加强此两类精神

障碍患者的管理对预防发生刑事案件有一定的作用；

2、司法精神病鉴定案例中危害社会的行为多为行凶

攻击、盗窃、纵火及性侵，提示加强精神障碍患者全

病程管理，对预防患者发生危害社会有一定的预防

作用。 

 

 

 

新冠肺炎患者暴露频率对武汉医务工作者精

神心理健康的影响 

 

师乐 1 阙建宇 1 刘忠纯 2 朱舟 3 范静怡 4 李毅 4 王

高华 2 鲍彦平 6 时杰 6 陆林 1,6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5）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6）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目的  医务工作者在接触传染病感染患者时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大量的研究证据显示接触传染病

感染患者的医务工作者精神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显

著增加。然而有关患者暴露频率影响精神心理问题

发生风险的研究证据非常有限，因此本研究进一步

探索新冠肺炎感染患者暴露频率对医务工作者精神

心理问题发生风险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横断面调查，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对

来自武汉地区 7 所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进行了调查，最终 16220 名医务工作者完成了本次

调查。应用自拟问卷调查采集受试对象的一般人口

学资料、工作相关状况等影响因素。分别应用 9 条

目患者健康问卷、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事件冲击

性量表修订版、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和 15 条目健

康问卷评估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创伤性应激症状、

失眠症状和躯体化症状，将有中等程度以上的任一

症状定义为有临床意义的精神心理问题。让受试对

象主观选择接触新冠感染患者的接触频率，分别为：

“没有暴露”、“偶尔暴露”、“经常暴露”、“总是暴露”。

应用 Logistic 回归探索新冠感染患者暴露频率对医

务工作者精神心理问题发生风险的影响。 

    结果  有 31.5%的医务工作者伴有临床意义的

精神心理症状，其中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创伤性应

激症状、失眠症状和躯体化症状的发生率分别为

14.2%，8.1%，12.1%，8.7%和 22.8%。随着接触新

冠感染患者频率的增加，医务工作者抑郁症状、焦

虑症状、创伤性应激症状、失眠症状和躯体化症状

的评分均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与没有接触新冠

感染患者的医务工作者相比，偶尔接触、经常接触

和总是接触患者医务工作者精神心理问题的发生风

险分别增加 52%、89%和 139%，呈现出剂量反应关

系。进一步亚组分析，接触频率与精神心理问题发

生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在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家庭收入的人群中呈现出一致的结果。 

    结论  新冠感染患者接触频率与医务工作者精

神心理问题发生风险成剂量反应关系，提示减少不

必要的感染患者接触有利于保障抗疫医务工作者的

心理健康状况。 

 

 

 

精神病专科医院 81例护理不良事件与住院时

间相关性分析 

 

陈薇 1,2 李霞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精神科患者由于受精神症状的影响，存

在幻觉、妄想，兴奋、躁动，行为紊乱，无自知力，

很易发生冲动伤人、跌倒、吞食异物、烫伤、噎食等

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造成不良后果，影响护理质

量和护患关系。怎样防范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是

我们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分析精神病医院 81 例护

理不良事件与精神科住院时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集 2019 至 2020 年湖北省荆州市精神

卫生中心的 81 例护理不良事件信息,填写调查表;调

查表分为 6 个部分:性别、年龄、入院至不良事件发

生时间、诊断、用药情况、不良事件内容;进行分布

频率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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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不良事件多发生于住院第一年第一月第

一周,随住院时间增加不良事件发生有减少趋势;各

种不良事件发生的频次从多到少依次为冲动、跌倒、

坠床和自杀,其中冲动与坠床符合多发生于住院第

一年第一月第一周的规律,冲动符合随住院时间增

加不良事件发生有减少趋势的规律。 

    结论  精神疾病患者住院不良事件,尤其是冲

动行为,随住院时间增加而减少。 制定完善的护理

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并认真落实。科室

护士长要加强对护理核心制度、各岗位职责、护理

常规的检查和落实，制定完善的考核和激励机制。

加强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培养，充分发挥护理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自觉履行岗位职责，有

责任心和慎独精神；牢固树立患者第一、安全第一

的思想意识，加强对危险物品的收集和管理；严格

按照分级护理制度加强对患者的定时巡视、病情观

察、安全管理、风险评估、健康教育、沟通技巧。 

 

 

 

新冠肺炎疫情复学后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分

析 

 

宇婷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复学后初中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以期为初中生的心理问题干预和研究提供

参考。通过对初中生复学后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

能够验证前人的研究和更新，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

数据支撑。研究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实践意

义。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采用中国中学生心

理健康量表（MSSMHS-60）对湖北省某中学的 807

名初中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采集数据的方法

是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施测法，主试对所有参与的

班级实行统一的施测语言，并遵守问卷调查的保密

原则。正式施测时，施测者首先读指导语，并向参与

者讲解作答的要求，之后请其自行独立作答。大约

施测 15 分钟，在施测过程中各班级秩序保持良好。 

    结果  得分在轻度程度（2-2.99 分）者共 242 人

（30 %），得分在重度程度（3-3.99 分）者共 48 人

（5.9 %）得分在严重程度（≥5 分）者共 6 人（0.7%）；

从分量表看，初中生的心理卫生问题中最严重的是

强迫症状（48.9%）、学习压力大（42%）、焦虑情绪

（40.1%）和情绪不稳定（40.8%）四个方面；男、

女初中学生的 MSSMHS-60 总分差异不显著，但在

抑郁分量表（P=0. 001）、焦虑分量表（P=0. 000）和

学习压力分量表（P=0. 005）三项中性别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在复学后，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仍存

在一定问题，需要关注初中学生的强迫症状、学习

压力、焦虑情绪等方面。 

 

 

 

中国大学生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及

其与抑郁、焦虑、应激之间的关系：自我认同

感的调节作用 

 

何玉琼 1 陈琳 2 崔夕龙 1 杨听雨 1 高雪屏 1 黄春香
1 罗学荣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国家精神心理疾病

临床研究中国 

2）长沙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 

 

    目的  在大学生人群中调查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NSSI）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非自杀性自伤与焦

虑、抑郁及压力之间的关系，探讨自我认同感的调

节作用。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于 2020 年 10 月

至 12 月对华南地区三省 12 所高校 7149 名大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我认同感量表、青少年非自

杀性自伤评定量表（non-sequential Self-injury assess-

ment question）和抑郁、焦虑、应激量表（DASS-21）

等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  调查对象中，1693 人（13.68%）表示在

过去一年中有过一次 NSSI 行为，493 人（6.90%）

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有过重复 NSSI 行为。家庭收入困

难、家庭暴力、饮酒行为、吸烟行为、家庭精神障碍

史是 NSSI 行为的危险因素。NSSI 行为组的抑郁、

焦虑和压力得分高于无 NSSI 行为组，NSSI 行为分

别是抑郁、焦虑和压力（OR=3.925-6.908）的危险因

素。有 NSSI 行为的受试者抑郁、焦虑、压力得分比

没有 NSSI 行为的人群高，自我认同得分较低。调节

模型显示，自我认同感调节了 NSSI 人群的 NSSI 得

分与焦虑、抑郁以及压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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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我国大学生 NSSI 行为的发生率仍然很

高。大学生有 NSSI 行为会导致更高的分数和更高的

心理困扰发生率。自我认同感调节了 NSSI 与抑郁、

焦虑、应激的关联，高自我认同感能有效降低 NSSI

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抑郁、焦虑、应激的风

险。因此，对 NSSI 行为人进行自我认同感的干预，

可以有效地降低其抑郁、焦虑、应激。 

 

 

 

Longitudinal and Structure Change of Sub-

threshold Depression in Adults: Evidence 

From Depression Cohort in China Study 

(DCC) 

 

廖宇华 1,2 张慧敏 1,2 郭蓝 1 刘熠锋 2 范北方 2 李凌

江 3, Roger S, McIntyre4,5 韩雪 2 卢次勇 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Statistics and Epidemiolog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henzhen Nanshan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Shenzhen, People's Re-

public of China 

3）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

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People's Re-

public of China 

4）Mood Disorders Psychopharmacology Unit, Univer-

sity Health Network, Toronto, ON, Canada M5T 2S8 

5）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N, Canada M5S 1A8 

 

    Objective  We examined the different trajectories 

in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progression in a year, and 

explored potential mitigating factors in the longitudinal 

change of sum-up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two differ-

ent dimension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somatic symptoms) 

    Methods  Adults (18-65y) with subthreshold de-

pression in Depression Cohort in China (DCC) were en-

rolled. The main outcome were depressive symptoms 

assessed by Patient HealthQuestionnaire-9 (PHQ-9). A 

total of 993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baseline, 6-

month and 12-month follow-up were divided into per-

sistent, intermittent and remission subthreshold depres-

sion groups according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change. 

Demographic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and identified the difference among three 

groups. Longitudinal change and related potential risk 

factors of the sum-up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differ-

ent dimension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somatic symptoms) were analyzed by gen-

eralized linear mixed-model. 

    Results  In 12-month progression, 293 (24.07%) 

participants with baseline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had 

persistent depressive symptoms, 338 (34.04%) partici-

pants had intermittent symptoms and 416 (41.89%) par-

ticipants remitted into normal. The incidence rat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n persistent sub-

threshold depression in 12 months is 5.4%, compared 

with 0.6% in intermittent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Per-

sistent and intermittent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are get-

ting worse in depressive symptoms compared with re-

mission group. From the within group change, deterio-

ration of persistent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mainly 

comes from cognitive-affective symptoms, and inter-

mittent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improve all dimensions 

of symptoms with fluctuation gradually. Anxiety and in-

somnia symptom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hange 

of all dimension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cogni-

tive-affective symptoms can be specifically affected by 

age, marital status, resilience and social functions; so-

matic symptoms can be specifically affected by Body 

Mass Index (BMI). 

    Conclusion  Persistent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accompanied by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insomnia 

should be the focus for the prevention of MDD. Cogni-

tive-affective symptoms may be the core symptoms in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rather than somatic symptoms. 

Augmenting resiliency and enhancing social support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mitigate the risk for sub-

threshold depressive symptoms.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 81761128030). 

 

 

 

基于网络的个体化心理干预对医务人员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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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研究 

 

黄杨梅 1 许宝华 1 王红 1 刘陈 1 杜菊梅 1 宋媛 1 阮

俊 1  

1）宜昌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基于网络的个体化心理干预方案在

疫情爆发时对医务人员的研究效果。 

    方法  观察组选择 2020 年-2021 年在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一线医务人员心理状况调查初筛中存在严

重问题（抑郁、焦虑、睡眠）的医务人员为研究对

象，按照答题顺序进行排序分组，奇数设为对照组，

偶数设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自我调控及放松的方

式自己进行调节，观察组在常规心理疏导及干预的

基础上，参加基于网络平台的个体化心理干预，具

体做法如下：1、组建基于网络的个体化心理干预团

队  以医院心理科为主导，组建一批由医生、护士、

心理治疗师组成的心理干预团队，心理科主任为组

长，心理干预团队的成员均具有较强的心理干预技

术，具备心理治疗的能力，统一进行了心理干预理

论及方法的技术培训。微信公众号由组长管理并于

每晚更新相关内容，所有心理治疗师均严格按照医

院的制度及流程及进行心理干预，并与医务人员签

署知情同意书，在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监管下开展各

项工作。个体化心理干预方案包括：建立微信公众

号、进行心理治疗师的介绍、心理状况的进一步评

估、放松技术的培训与指导、每周一次的心理评估

及干预（共 4 次，每次 50 分钟）、心理效果干预的

评价。培训结束后予以心理状况的再次评估，采用

自制满意度问卷调查表进行调查； 

    2、干预目标及技术指导  ① 干预目标：医务

人员能较好的掌握各种放松技术；抑郁、焦虑、睡眠

情况明显好转②技术指导：心理治疗师根据自己的

特长及专长录制放松技术，并将视频内容放置于微

信公众号中供医务人员反复练习；3、实施 （1）实

施前准备：建立微信公众号，并将有问题及有需求

的医务人员进行分组，共分 8 个组，每组安排一名

心理治疗师负责心理干预并进行监督。（2）医务人

员及时关注公众号，并认真阅读学习公众号发布的

相关内容。（3）医务人员根据公众号的视频进行学

习，并将练习情况发送给自己的心理治疗师，治疗

师每周对医务人员进行心理评估及指导。（4）干预

结束后，对敢对对象进行抑郁、焦虑、睡眠情况的再

次评估。 

    结果  观察组医务人员的抑郁、焦虑、睡眠情

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基于网络的个体化心理干预方案，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及实用性，能较好的改善医务人员的

抑郁、焦虑、睡眠情况，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全国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现状调查分析 

 

吴霞民 1 马宁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调查 2015-2020 年全国精神科医师转岗

（非精神卫生专业的临床医师变更或加注精神科执

业资质）培训现状，为十四五期间进一步优化精神

科医师转岗培训及制定精神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设计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调查问卷，收

集全国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2015-2020 年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情况，分析十

三五期间精神科医师转岗数量和提供服务现状，以

及转岗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的占比。 

    结果  2015-2020 年，全国除上海其他 30 省份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开展了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

共 13388 名非精神卫生专业的临床医师已完成精神

科医师转岗培训，2432 人目前正在接受培训中。其

中，已完成转岗培训的人员中考核合格 12390 人，

成功变更或加注精神科执业资质 9923 人，6538 人

已提供精神（心理）科服务，分别占已完成转岗培训

人数的 92.54%、74.11%、48.83%。2020 年与 2015

年相比，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增加 20373 人，

每 10 万人口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由 2.19 名

增加到 3.62 名，通过转岗培训途径增加的精神科执

业（助理）医师占六年来总增加的精神科执业（助

理）医师数的 48.71%。 

    结论  通过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短期内有效缓

解了各地精神卫生人才紧缺状况，拓展了精神卫生

服务覆盖面，提高了精神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关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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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佳 1 桑红 1  

1）长春市第六医院 

 

    目的  2018 年 11 月 1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央政法委等 10 部门印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通过试点探索社会心理服务

的工作机制和模式，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

治理的重要措施，是人民生活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迫重

要举措，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内容。2021 年是全

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收官之年，经

过两年多的试点工作，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主要的目的是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不断完善提供参

考。 

    方法  通过分析综合前人研究结果，并且通过

试点工作经验总结。 

    结果  全国多个地区进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试点工作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以

下几点问题：1.社会心理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评估监

管难，2.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匮乏，3.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结论  根据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1.各级政府应加强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各项保障措施，2.多渠道整合

培养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3.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创新性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精神卫生三级预防体系研

究 

 

黄丹琪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精神卫生三级预

防体系的影响。 

    方法  选取H区在册精神障碍患者 100例,随机

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精

神疾病防治,干预组接受社工介入下的三级预防体

系服务,在干预前后，对两组患者使用简明依从性评

定量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及再住院率进行评估。 

    结果  干预组患者简明依从性评定量表、阳性

与阴性症状量表评分均较前测及对照组有所改善 ,

再住院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在一级防治中运用

社区工作方法，以全体社区成员为对象，加强精神

疾病遗传性预防与干预，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活

动；二级防治中运用个案工作方法，以精神疾病患

者及家属为服务对象，针对患者在医疗、服药及康

复方面的问题与需求，提供个案服务；三级防治中

运用小组工作方法，以患者、家庭及社区环境为对

象，为患者提供适应性训练，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综上，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精神卫生三级预防体

系能有效提升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的服药依存性，降

低再住院率，对精神疾病的预防、康复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补位精神疾病防治康复体系，有效预防社

区精神疾病的发生，降低精神疾病的发病率。。 

 

 

 

自我怜悯与护士职业倦怠感的关系：一个链

式中介模型 

 

刘川 1 况利 1,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职业倦怠，指长期暴露在工作压力下的

一种反应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情绪耗竭、人格解体、

无工作成就感或工作效率下降。职业倦怠的出现给

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和工作表现带了挑战。自我怜悯

（自悯）指个体在面对逆境时向自己表达同情或怜

悯的能力。已有研究发现，自悯作为一种自我观，可

以降低人类健康服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减少负性

体验。但鲜有研究探索自悯如何作用于职业倦怠。

临床护士的工作包含大量人际沟通且需要较高的情

感投入，是职业倦怠的易感人群。本研究以临床护

士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自悯、抑郁情绪、经验

性回避与职业倦怠的关系。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自悯对临床护士职

业倦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假设自悯通过情

绪调控策略的使用和情绪体验影响护士职业倦怠感。

共 236 名临床护士参与网络问卷调查，其中女性 219

名(92.8%)。使用 Neff 编制的自悯量表(SCS)测得自

悯水平，使用 Hayes 等人编制、曹静(2013)修订的

接纳与承诺问卷第二版(AAQ-II)测得经验性回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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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使用 Spitzer 等人编制的病人健康问卷抑郁自评

量表(PHQ-9)测得抑郁情绪状态，使用 Maslach 和

Jackson 编制的职业倦怠感量表(MBI)测得被试的职

业倦怠水平。 

    结果  结果与假设一致：①自悯倾向负向预测

职业倦怠感；②自悯负向预测经验性回避和抑郁情

绪状态；③经验性回避在自悯倾向与职业倦怠之间

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量为 21.3%；抑郁情绪状

态在自悯倾向与职业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中

介效应量为 12.9%；④经验性回避和抑郁情绪状态

在自悯倾向与职业倦怠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

链式中介效应量为 20.8%。 

    结论  高自悯倾向的临床护士更少地使用经验

性回避和更少地体验到抑郁情绪，从而降低了其遭

受职业倦怠的风险，自悯可能对职业倦怠易感群体

的身心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 

 

 

 

深圳市流动儿童校园霸凌的流行病学特征及

其对自杀相关行为的影响 

 

薛振朋 1 卢建平 1  

1）康宁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深圳市流动儿童的校园

霸凌发生率，以及导致霸凌发生的危险因素和霸凌

发生后所产生的心理问题。并进一步探讨预防策略

和方法，为流动儿童的成长创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

境。 

    方法  以 2019 年 9 月-12 月期间，广东省深圳

市 9 所中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数据 4 073

份。使用 MS Office 2019 及 SPSS 19.0 软件对符合

正态分布的资料用均值及标准差表示。分别描述不

同人口学特征校园霸凌发生率用百分率（95%可信

区间）表示。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流动儿童校园霸

凌发生率进一步使用 2 检验进行比较。对流动儿童

自杀意念的发生用百分比和 95% 可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CI）进行描述。使用比值比

（Odds ratio，OR）值和 95%可信区间比较不同校园

霸凌参与者的自杀相关行为发生率的差异，找出自

杀相关的危险因素；使用 Graphpad 8.0 作图呈现。

检验水准为 α=0.05。 

    结果  深圳市 4 073 名流动儿童完成本次研究，

年龄分布为 11-18 岁，平均年龄 14.13±1.67 岁。其

中初中生 2 639人（64.8%），高中生1 434人（35.2%）；

男性 2 262 人（55.5%），女性 1 808 人（44.4%）。1.

深圳市流动儿童校园霸凌现状：有 968 人（23.8%）

的流动儿童报告称在过去的 12 个月内有过被霸凌

的经历。其中有 215（5.3%）名流动儿童被霸凌次数

超过 2 次。在过去 12 个月有霸凌别人行为的流动儿

童有 545 人，占全部调查流动儿童的 13.4%。2.深圳

市流动儿童自杀相关行为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深圳市流动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43.80%；非自杀

性自我伤害发生率  21.21%；自杀尝试发生率

10.21%。校园霸凌受害者是自杀意念（OR=3.04，95% 

CI：2.53-3.66）、非自杀性自伤（OR=2.24，95% CI：

1.82-2.76）、自杀尝试（OR=2.73，95% CI：2.11-3.53）

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  深圳市流动儿童校园霸凌中，男性发生

率高于女性，高中生在霸凌和被霸凌的发生率均低

于初中生。校园霸凌的发生，会在一定程度生影响

到其自杀相关行为的发生。在流动儿童中，无论是

校园霸凌的实施者还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其自杀

意念、自杀尝试的风险都显著增加了。另外，家庭成

长环境不良对校园霸凌和自杀相关均有负面影响。 

 

 

 

The Digestion and Dietary Carbohydrate 

Pathway Contains 100% Mutations in Pa-

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张霓 1 李进 1 董再全 1 胡永波 1 钟志晖 1 况伟宏 1 

龚启勇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partially inheritable while its mechanism is still uncer-

ta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DD has always 

been challeng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This cross-sec-

tional study focused on gene pathways as a whole rather 

than polymorphisms of single genes. 

    Methods  The curr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clar-

ify gene pathway mutations in MDD patients and to in-

vestigate pot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pathway 

mutations and MDD development. Deep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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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her than conventional sequencing, and gene enrich-

ment analysis, rather than single gene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capture positive mutations to the massive ex-

tent. A total of 117 patients with MDD and 78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Results  The Digestion of Dietary Carbohydrate 

pathway was revealed by gene enrichment analysis to 

contain 100% mutation(s) in MDD patients, which de-

fined as at least 1 mutation in the 6 protein or protein 

complexes encoding genes composing the pathway, 

while 0 mutation happened in healthy controls. Muta-

tion rates of the 6 composing genes in this pathway were 

76.03% (amylase 1a), 76.86% (amylase 2a), 81.82% 

(amylase 2b), 100.00% (SI), 100.00% (MGAM) and 

100.00% (LCT). 

    Conclusion  Findings revealed in the current 

study enabl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gene pathways 

mutations status in MDD patients, indicating a possible 

genetic mechanism of MDD development and a poten-

tial diagnostic or therapeutic target. 

 

 

 

宁波市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现状与对策研究 

 

王玉成 1  

1）宁波市康宁医院 

 

    目的  了解宁波市居民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及

影响因素，分析城乡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现状，为今

后确定优先工作领域、落实心理健康服务相关政策、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提供支

持依据。 

    方法  应用适用对象为年龄 12 岁及以上城乡

居民、具有信效度好、作答简便、计分简单、效率高

等优点的 2019 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国民

心理健康素养问卷。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

结合 PPS 法、KISH 表法抽取调查对象，对宁波市

6600 位居民进行心理健康素养问卷调查。 

    结果  宁波市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总体达标率为

19.06%；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的总体达标率

（20.95%）高于农村（16.23%）；男性居民心理健康

素养的总体达标率（17.22%）低于女性（20.64%）；

心理健康素养的成分：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健康技

能的小指标（人际支持、认知重评、转移注意）、心

理健康意识的达标率分别为 25.61%、32.92%、

27.00%、44.96%、96.64%。 

    结论  宁波市居民心理健康素养已经接近国家

2022 年既定目标，但仍有提升空间，建议加大心理

健康素养知识宣传力度，建立基于居民心理健康素

养现状的相应干预对策。 

 

 

 

西部某高校护理专业新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调查研究 

 

朱咸林 1 岳雅 1 舒燕萍 1 郎学超 1 黄乾坤 1 李琳 1 

罗环跃 1  

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贵阳医

院 

 

    目的  探索西部某高校护理专业新生非自杀性

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现状及影

响因素。 

    方法  对西部某高校护理专业 1521 名一年级

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护理新生 NSSI 检出率、行

为特征及影响因素。 

    结果  在 1521 名护理专业新生中，获得有效问

卷 1467 份，其中 332 人出现过 NSSI 行为，检出率

为22.6%。有NSSI行为的新生平均年龄（19.12±0.98）

岁。新生的性别、独生子女、每周每次运动时间大于

半小时的次数、焦虑、抑郁、被动自杀意念、主动自

杀意念组间 NSSI 行为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男生(OR=1. 913，

95%CI：1.318～2.775)、伴有焦虑症状 OR=3.895，

95%CI：2.464～6.157) 、有被动自杀意念(OR=4.661，

95%CI：3.434～6.328) 与出现 NSSI 行为存在正相

关。 

    结论  西部某高校护理专业新生 NSSI 检出率

较高，男生、存在焦虑、被动自杀意念的新生易出现

NSSI 行为，可以从性别、情绪、专业等角度预防及

干预护理学校新生的 NSSI 行为。 

 

 

 

杏仁核-颞上回的功能连接与操作智力的关系：

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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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 1,2 赵文涛 1,2 李婧 1,2 徐勇 1,2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

生科 

2）精神障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究静息状态下不同操作智力水平者的

杏仁核与其他脑区的连接差异及其与操作智力的关

系。 

    方法  共招募到有效健康成人被试 210 人，首

先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然后施测中国修订

韦氏智力量表，评估被试的操作智力水平。接着，分

别以左、右侧杏仁核为感兴趣区，进行全脑功能连

接分析，比较高操作智力组与一般操作智力组的功

能连接差异。最后，分析差异脑区的功能连接与操

作智力的相关性。 

    结果  经双样本 t 检验发现，以左侧杏仁核为

感兴趣区，高操作智力组与一般操作智力组的功能

连接差异不显著。以右侧杏仁核为感兴趣区，高操

作智力组的右侧杏仁核-右侧颞上回之间的功能连

接显著增强。右侧杏仁核-右侧颞上回的功能连接强

度与操作智力测验中的数字符号（r=0.177, p=0.010）、

填图（r=0.161, p=0.020）、木块图（r=0.147, p=0.033）

呈正相关。此外，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右侧杏仁核-

右侧颞上回的功能连接强度在填图与数字符号之间

的间接效应显著（CI=[0.002, 0.058]），而填图与数字

符号之间的直接效应不显著（CI=[−0.004, 0.242]）。 

    结论  右侧杏仁核-右侧颞上回的功能连接与

操作智力紧密相关，且在填图和数字符号之间发挥

着完全中介作用。 

 

 

 

河北某部队官兵不同应对方式对压力水平与

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效应 

 

张莉 1 岳玲梅 1 朱泽军 1 蒋克 1 马文有 1  

1）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部队官兵的压力水平、应对方式与

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90 项症状

分别包括在 10 个范畴内，即：躯体化、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障碍、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

神病性、饮食及睡眠情况;采用压力自评问卷（SSQ-

53），该量表采用五级评分，共 53 个项目；应对方

式（CSQ）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共 62 个项目。 

    结果  ①总体来看，该陆军部队官兵心理健康

水平较好。②压力与应付方式中的退避、自责、幻

想、合理化呈显著正相关（r=0.411，0.362,0.437,0.330，

P<0.01）；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中的幻想、合理化呈

显著正相关（r=-0.240，0.258，P<0.05），与总体压

力呈显著正相关（r=0.208，P<0.01）③应付方式中的

退避、自责、幻想、合理化，在压力水平和心理健康

水平中起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28.24%，14.28%，47.85%，22.42%。 

    结论  该部队官兵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全国陆军

官兵心理健康水平，压力、应付方式和心理健康密

切相关；应付方式中的退避、自责、幻想、合理化，

在压力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中起着中介效应。 

 

 

 

疫情后荆州市青少年对精神疾病及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态度现状浅析 

 

黄露 1,2,3 刘波 1,2,3  

1）长江大学医学院 

2）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3）荆州市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调查 2021 年疫情后荆州市青少年学生

对精神疾病和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态度。 

    方法  于 2021 年 5 月-6 月,采用自编基本情况

调查表、精神疾病态度问卷和自编新冠感染态度问

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现场在各班级抽取荆州市

某高中（16-18 岁）学生进行问卷调查（665 人，实

际完成人数 553 人）,并对调查结果采用构成比描述

分析。 

    结果  青少年学生对精神疾病态度总得分为

（34.67±4.18）分（参考分 13~52 分）。对新冠病毒

感染者态度总得分为（28.14±3.52）分（参考分 11~44

分）。其中 30.6%青少年对精神疾病患者正性态度，

32.6％持负性态度，36.8％持中立态度；68.7%青少

年对新冠病毒感染者持正性态度，15.2％持负性态

度，16.1％持中立态度。 

    结论  青少年群体对于两个群体的态度存在明

显差异，与新冠病毒感染者态度相比，青少年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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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普遍持排斥或中立态度，这可能与社会环

境、受教育背景、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有关，而对于

新冠病毒感染者大部分青少年持包容态度，这值得

令认欣慰，但在呼吁关注全民身心健康、构建和谐

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加强教育和宣传工作，进

一步提高青少年对精神疾病的包容度。 

 

 

 

精神专科医院患者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分析

及临床应用评价 

 

王魁元 1  

1）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背景下探

讨医院医疗安全事件的特征及原因，指导不良事件

防范措施的制定，并应用于临床实际工作中，提高

医院的医疗质量，保障患者的人身安全，促进精神

专科的发展，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方法  来源于 2020 年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三

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封闭病房医务人员通过医院

不良事件上报系统主动上报的 277 例不良事件，共

277 例患者，其中男 145 例，女 132 例，年龄 10～

85 岁，平均(40.47±13.76)岁。 

    结果  ①不良事件共 277 例，其中药品不良反

应 116 例；②277 例不良事件涉及了 19 个科室，大

部分集中在 12 个精神科专业科室；③发生的不良事

件的损伤结果主要为Ⅲ级；主要原因为对抗精神病

药物敏感;主要涉事人员为初级职称人员；④不良事

件率高的时段是 00:00～02:00、05:00～06:00 及

09:00～11:00。 

    结论  减少医疗纠纷。为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保障医疗质量安全，我们不仅要根据精神疾病的病

情特点，优化医院各科室人力资源配置，还需加强

医务人员精神专科知识培训，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和

不良事件处置能力，尤其是低职称、低学历医务工

作者，除此以外，加强有效医患沟通，获取患者准确

病史，及时告知患者病情变化，减少医疗纠纷，也是

必不可少。 

 

 

 

宁夏精神专科医院感染管理现状调查研究 

 

徐学兵 1 马爱琴 1 江洪 1 常高峰 1 李莎 1 解磊 1 吴

佳 1 李晓菁 1 鹿永坤 1  

1）宁夏宁安医院 

 

    目的  调查宁夏精神专科医院感染管理现状，

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 

    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和现场查验相结合的方

法对宁夏 9 家精神专科医院感染管理体系建设、人

力资源投入、防治能力等进行现状调查；选取 9 家

精神专科医院 2019 年 1 月-12 月出院患者病历 3394

份，对院感发生率、院感病例的诊治及管理情况调

查分析。 

    结果  （1）9 家精神专科医院中，5 家（55.56%）

成立了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6 家（66.67%）设立了

独立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仅 1 家（11.11%）建立

了较完善的医院感染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规章制

度且为公立精神病专科医院；3 家（33.33%）开展院

感病例监测，5 家（55.56%）按要求开展了预防和控

制医院感染的相关知识培训。9 家精神专科医院共

有医院感染管理人员 23 人，人员结构以兼职

（86.96%）、护理专业（86.96%）、中级及以下职称

（78.26%）为特点。（2）院感发生率为 11.46%，主

要感染部位为呼吸道（74.04%），其次为胃肠道

（9.77%）；院感病例中，发生 2 次及以上反复院感

的占 23.40%。（3）平均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2.32DDDS，

使用率 21.10%；民营精神专科医院抗菌药物使用强

度 5.88DDDS，使用率 36.14%；抗菌药物使用前微

生物送检率为 0。 

    结论  （1）宁夏精神专科医院感染管理能力整

体较弱，民营精神专科医院问题更为突出。（2）院感

发生率高于国家要求标准，需夯实医院感染管理体

系建设、加强资源投入、建立培训考核机制。（3）抗

菌药物使用率是国家要求标准（≤5.00%）的 4 倍多，

而民营精神专科医院则为 7 倍多；民营精神专科医

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高于国家标准（≤5DDDS）。应

提高宁夏精神专科医院对院感患者的规范化诊治水

平，民营精神专科医院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管理迫在

眉睫。 

 

 

 

从“心”出发 筑梦远航—青岛市积极推进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国家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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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佳 1 王立钢 1 王春霞 1  

1）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加强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以试点城市建设为有

力抓手，推进“平安青岛、健康青岛、美丽青岛”建设，

全力打造社会心理服务“青岛模式”。 

    方法  一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推进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印发了《中共青岛市

委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的意见》，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

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分管副市长任双副组

长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各成员部门主要领导任

成员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二是从心

开始，积极探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青岛模式”。

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敞亮工程”“阳光城阳”“心安西

海岸”服务品牌等为代表的社会心理服务青岛模式。

三是基层、行业、专业三大居民心理服务主阵地基

本建成。区市、街镇综治中心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

作室开设率达到了 100%，全市高校、公安监管场所、

监狱、刑满释放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等重点场所均

已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成

率均达到 100%，全市所有精神专科医疗机构，二级

以上综合性公立医院开设了心理门诊（精神科），100%

的妇幼保健机构和二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已开展心

理服务，所有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开

设心理咨询室，全市社会心理服务的主阵地已经初

具规模。四是正面引导、心理疏导、危机干预三项机

制为主的全链条服务已基本建立。五是加强行业管

理，充实人员队伍，推动社会心理服务规范化发展。

六是加强随访管理，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免费救治，

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机制。 

    结果   初步形成了以 “敞亮工程 ”“阳光城

阳”“心安西海岸”服务品牌等为代表的社会心理服

务“青岛模式”。制定了心理健康指导师三年培养计

划，3 年内将累计培养心理健康指导师 500 人，创新

实施了心理健康指导师培训项目，已累计培训 4 期

共 506 名心理健康指导师，有效提高基层医务人员

心理服务能力，缓解了基层医疗机构心理咨询人员

缺乏的现状。 

    结论  下一步，青岛市将加快推进成立青岛市

社会心理服务协会，制订社会心理服务发展行业标

准和服务规范，建立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

管理体系，依托行业协会，加强社会心理服务机构、

心理咨询从业人员规范管理，逐步形成“优胜劣汰”

的良性运行机制。把青岛打造成心理服务“品牌城

市”，打造“中国心理服务产业之都”城市名片。 

 

 

 

河北省某大型三甲精神专科医院抗抑郁药使

用分析 

 

程奥博 1 张云淑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河北省某大型三甲精神专科医院抑

郁症患者抗抑郁药使用现状，为临床用药提供合理

化依据，优化抗抑郁药临床治疗方案。 

    方法  以 2018-2019 年我院住院及门诊抑郁症

患者抗抑郁药医嘱及处方为依据，回顾性分析了患

者的人口学资料、不同年龄组用药频率情况、不同

性别用药剂量情况，并从单一用药和联合用药的角

度分析了我院抗抑郁药的使用特点，对抗抑郁药的

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一般情况 

    共纳入 35258 例患者的信息，其中男性 11843

（33.59%）例，女性 23415（66.41%）例。 

    2.不同年龄组用药频率及剂量情况 

    全年龄组：使用频率排名前 5 位的抗抑郁药依

次为米氮平、艾司西酞普兰、舍曲林、盐酸帕罗西汀

和盐酸度洛西汀; 

    未成年组（＜18 周岁）：使用频率排名前 3 位的

抗抑郁药依次为舍曲林，艾司西酞普兰，氟伏沙明。

此外，未成年患者使用舍曲林、氟伏沙明和阿戈美

拉汀的剂量显著低于成年患者（ P ＜ 0.05）。 

    中青年组（18-60 周岁）：使用频率排名前 3 位

的抗抑郁药依次为艾司西酞普兰，米氮平，舍曲林。 

    老年组（＞60 周岁）：使用频率排名前 3 位的抗

抑郁药依次为米氮平，艾司西酞普兰，帕罗西汀。 

    3.不同性别用药剂量情况 

    男性患者使用阿戈美拉汀的剂量显著高于女性

患者( P ＜ 0.05)，女性患者使用曲唑酮和米安色林

的剂量显著高于男性患者( P ＜ 0.05) 。 

    4.联合用药情况 

    联合用药中，最常用的三种联合用药分别为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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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西酞普兰+米氮平、帕罗西汀+米氮平、度洛西汀

+米氮平。 

    结论  精神专科医院住院及门诊抑郁症患者使

用的抗抑郁药主要为新型抗抑郁药，以米氮平、艾

司西酞普兰、舍曲林为主。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使

用舍曲林、氟伏沙明和阿戈美拉汀的剂量普遍低于

中老年患者。男性患者使用阿戈美拉汀的剂量显著

高于女性患者，女性使用曲唑酮和米安色林的剂量

显著高于男性。米氮平为最为常用的联合药物，通

常与 SNRI 或 SSRI 类药物合用。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焦虑抑郁因子的基因关联

性研究 

 

刘俐男 1 陈丽霞 1 刘永义 1  

1）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以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 wide asso-

ciation study，GWAS）为主，在精准医疗概念的指引

下，筛选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中的焦虑抑郁

因子，通过基因组学技术，探寻与焦虑抑郁因子有

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

phism, SNP），为疾病的基因诊断、治疗和预防寻找

科学依据，同时为精神障碍的病因学分类诊断提供

依据。 

    方法  本研究入组患者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应

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资助的《内蒙古自治区精神

病人暴力攻击行为相关性研究》（项目编号：

201802143），选择已符合第 10 次修订本《疾病和有

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标准确定诊断的重性

精神障碍患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偏执性

精神障碍、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

碍及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使用 BPRS 量表

进行筛选后分为 2 组，将有焦虑抑郁因子的患者设

为实验组，没有焦虑抑郁因子的患者设为对照组，

两组患者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将变异

位点与焦虑抑郁因子各项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焦虑抑郁因子在

性别、民族、婚姻、职业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在年龄、文化程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研究发现了 19 个与关心身体健康有

关的 SNPs（P<0.05），其中 6 个 SNPs 与关心身体健

康症状有显著关联（P<0.01），找到明确基因位点的

SNPs 有 11 个； 3.研究发现了 16 个与焦虑有关的

SNPs（P<0.05），其中 7 个 SNPs 与焦虑症状有显著

关联（P<0.01），找到明确基因位点的 SNPs 有 8 个；

4.研究发现了 32 个与心境抑郁有关的 SNPs

（P<0.05），其中 13 个 SNPs 与心境抑郁症状有显著

关联（P<0.01），找到明确基因位点的SNPs有18个； 

5.研究尚未发现与罪恶观念相关的 SNPs。 

    结论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中很多 SNP位点与已

知基因相关，结合显著位点相关基因的临床意义，

发现多与癌症、神经系统疾病等复杂疾病有关联，

提示焦虑抑郁因子与癌症、神经系统疾病等疾病的

发病机制在基因学层面上可能具有同源性，其余

SNP 位点未找相关基因，为本研究的新发现，为下

一步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医务社工在抑郁症患者互助团体中的角色和

思考 ——以上海市某区精神卫生中心为例 

 

胡思远 1 汪作为 1 徐韦云 1 李川 1 崔桃桃 1 兰珊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通过对在精神专科医院门诊招募的抑郁

症患者组织开展由医务社工主导的朋辈互助团体服

务,引导患者间相互鼓励支持,促进其抑郁症疾病康

复，从而探讨和思考医务社工在抑郁症患者朋辈互

助团体中的角色。 

    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为指导，通过查阅

相关文献，编制半结构式访谈提纲，通过面对面深

度访谈辅助焦点小组的方式收集资料。在抑郁症朋

辈互助团体活动开展前的焦点小组访谈针对社区抑

郁症患者对于医务社工带领活动的看法设置开放式

问题；在抑郁症朋辈互助团体活动开展后的焦点小

组访谈提纲围绕抑郁症患者对于医务社工带领活动

时所扮演的角色设置开放式提问，访谈人员对上述

有意义的问题进行适度追问。另外，也针对带领活

动的社工设置相应的开放式问题。 

    结果  在抑郁症互助团体活动以及活动前后的

焦点小组全部完成后，对所得的研究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可以发现医务社工在抑郁症患者互助团体中

扮演以下角色：1）问题和需求的界定者；2）资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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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者；3）协调者；4）引导者。 

    结论  医务社工在抑郁症患者互助团体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综合来看，医务社工为主导的抑郁症

患者朋辈互助团体为抑郁症患者搭建了一个交流互

动的平台，使其感受到支持并获得成长。抑郁症患

者互助团体重视人文关怀，弥补了生物医学模式的

缺陷，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统筹了社会资源，降低

了医疗机构非正常开支，提高了医疗机构所产生的

社会效益。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

述评 

 

李川 1 常鹏飞 2 谢迎迎 1 徐韦云 1 兰珊 1 施征宇 1 

汪作为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复旦大学 

 

    目的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心理健康影响因

素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

心理健康提供新的干预方向，进而促进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康复。 

    方法  于 2021 年 2 月-5 月对中国知网学术期

刊数据库（CNKI）、万方医学网数据库进行在线检

索，中文检索式为：精神分裂症家属 or 精神分裂症

患者家属 or精神分裂症病人家属，发表时间为 2011-

2021 年。文献纳入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心理健

康的相关研究，研究具有创新性、科学性。排除重复

文献、不能获取全文的文献及非中文文献，共计纳

入 84 篇。由 2 名研究者分别对文献进行筛选及质量

评估，最终纳入文献 66 篇。 

    结果  家属心理健康与患者的性别、病程、症

状、治疗方式、自知力水平相关，与家属的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疾病认知、照顾负担及经

济负担、心理特质及应对方式、与患者的关系及病

耻感相关。当前针对家属的心理干预主要由医生、

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等参与。 

    结论  首先，社会因素应被纳入精神分裂症患

者家属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其次，应注重

系统视角、全面地将上述所提及的相关因素之间的

内在关联结合进行研究探讨。再次，当前研究以量

化研究占绝对主导地位，质性研究相对较少。最后，

各干预主体所干预的内容、方式未体现出专业差异

性，应采取多学科团队式合作。 

 

 

 

我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研究现状述

评 

 

李川 1 谢迎迎 1 徐韦云 1 蔡军 2 张伟波 2 施征宇 1 

严云鹤 3 汪作为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3）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 

 

    目的  对我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研究

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

提供新的干预方向，进而促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

康复。 

    方法  于 2020 年 4 月-11 月对中国知网学术期

刊数据库（CNKI）、万方医学数据库进行检索，获取

所需文献资料。中文检索式为：个案管理 and 精神

分裂症，发表时间为 2011-2021 年。文献纳入国内关

于精神分裂症个案管理研究的文献、数据来源可靠、

研究具有科学性、创新性。排除重复文献、不能获取

全文的文献、非中文文献。由 3 名研究者进行文献

筛选，对存在的争议进行集中评估后协商决定是否

纳入。初步检索共获取文献 173 篇，最终纳入文献

99 篇。 

    结果  个案管理模式，如经纪人模式、临床模

式、主动式社区治疗模式、强化管理模式、优势模式

及康复取向个案管理模式。个案管理服务人群，住

院、社区患者均有个案管理开展，住院患者的相关

研究聚焦以精神分裂症为主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

案管理。个案管理团队，组成多元，包括精神科医

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社区精防人员，个案管理员

由团队中不同的角色承担，多数研究中都以精神科

医生作为个案管理员。个案管理干预内容，各类研

究干预的内容略有差异，生理康复、心理康复、职业

康复和社会康复。个案管理形式，在干预实践的过

程中，概括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方

法。个案管理目标及干预效果的研究，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个案管理在生物—心理—社会等层面对患者

均体现了不同层面的作用及效果。 

    结论  在个案管理计划阶段，就应明确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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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因为不同模式的选择，对干预方法、干预内

容、团队成员组成及团队合作方式等方面有着直接

地影响。个案管理服务人群，学界对此并无定论，但

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考量，应考量最适合服务人群，

发挥精神卫生资源投入的最大产出，建议针对不同

疾病种类、不同康复阶段的患者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方案，合理配置资源。个案管理团队的思考，其一，

部分研究的团队组成虽角色丰富，但真正参与力度

及作用有待考证。其二，精神科医护是团队长的主

要人选，从专业支持的角度而言，精神科医护担任

团队长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治疗与康复，但亦有诸多

弊端。个案管理内容的思考，个案管理应从新医疗

理念出发，全人全病程全方位关注患者的成长。个

案管理形式的思考，个案管理的形式应丰富、多元。

国内研究呈现了个案、小组、社区等形式，值得总结

和推广。当前国内个案管理研究缺乏连续性和延展

性。 

 

 

 

二胎父亲在妻子孕产期间心理健康状况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蔺华利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在孕产妇怀孕期间配偶的心理健康水平

会直接影响孕产妇及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本

研究旨在了解二胎父亲在妻子孕产期间焦虑、抑郁

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在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建档）孕 12

周二胎父亲 300 例。采用 Zung 焦虑自评量表、Zung

抑郁自评量表在二胎母亲孕 12 周、24 周、38 周、

产后 7 天和产后 42 天对二胎父亲进行焦虑、抑郁症

状的评定，全程 5 个阶段均对二胎父亲进行自制影

响因素问卷的评定。 

    结果  1.二胎父 亲在 5 个阶段焦虑症状的检出

率：5.46%、5.04%、2.52%、5.04%、0.84%；二胎父

亲在孕 12 周焦虑症状的发生比例最高，其次为孕 24

周和产后 7 天内，在产后 42 天，二胎父亲焦虑症状

的发生比例最低。抑郁症状的检出率：1.68%、0.84%、

2.52%、9.24%、2.52%。在产后 7 天内抑郁症状检出

率最高，孕 24 周抑郁症状的检出率最低。2.妻子孕

12 周时“担心妻子出现妊娠并发症”影响二胎父亲焦

虑症状的发生（P＜0.05）；产后 7 天内“担心养育孩

子经济问题”影响二胎父亲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发生

（P＜0.05 或 P＜0.01）；产后 42 天“担心妻子出现妊

娠并发症”影响其产生焦虑症状的发生（P＜0.05）。 

    结论  二胎父亲在妻子孕 12 周时焦虑症状的

发生率最高,而在产后 7 天内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最高；

影响二胎父亲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是担心妻子妊娠

并发症和经济问题。 

 

 

 

中文版病耻感压力量表在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中的信效度研究 

 

石秀秀 1 李峥 1  

1）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 

 

    目的   汉化病耻感压力量表（Stigma Stress 

Scale, SSS），并检验其在我国缓解期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中应用的信效度。 

    方法  在获得原量表作者授权后，遵照改良版

Brislin 经典翻译模型对量表进行直译、回译和检译；

结合专家评定的结果和预实验中患者的反馈进行量

表的文化调试，形成中文版 SSS；采用便利抽样，于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北京市两家三级甲等

精神病专科医院对 324 例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

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120 例样本用于探索性

因子分析，204 例样本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30 名

患者在调查后的 2 周内再次填写该量表，用于重测

信度的检验。 

    结果  7 名专家的内容效度评定结果显示，条

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 I-CVI 为 0.857～1，量表水

平的内容效度指数 S-CVI/Ave 为 0.946；探索性因子

分析共提取 2 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8.257%，

与原量表的结构构想一致，故按原量表因子名称进

行命名，分别为对个人的坏处（4 个条目）和应对资

源（4 个条目）；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 2 因子模型拟

合较好，χ2/df=2.768（＜3），RMSEA=0.093（＜0.1），

GFI=0.942（＞0.9），NFI=0.9449（＞0.9），CFI=0.963

（＞0.9），TLI=0.946（＞0.9）。量表维度得分与量表

总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03、0.718（P＜0.001），

各条目与其所属维度的相关系数为 0.615～0.922（P

＜0.001），总量表及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8、0.926、0.884；总量表及各维度的重测信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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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7、0.748、0.511。 

    结论  中文版病耻感压力量表的信度、效度均

良好，可用来评估缓解期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对病耻

感相关的认知评价。 

 

 

 

精神障碍患者“以奖代补”对象监护情况调查 

 

姜璎慈 1 胡俊 1 周卿 1 李晨虎 1 王青青 1  

1）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徐汇区签订“以奖代补”对象其监护

人的监护现状，为“以奖代补”政策有效开展实施提

供依据。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自行编制问卷对所有调

查对象开展调查。入组标准：本区“以奖代补”患者的

看护人（协助看护人）全部作为调查对象；性别、年

龄不限；患者及其看护人同意参加本研究。调查表

分监护能力和监护需求两个部分。监护能力调查从

精神疾病的症状、监护服药情况、按时随访、参加体

检等四个方面对看护人的看护能力开展评价；需求

调查部分从服药管理、症状辨别及日常护理、政策

法规及资源链接、心理疏导四个方面开展调查。应

用 Epi 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数据录入，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χ2 检验、T 检验。 

    结果  共发放问卷 724 份，回收有效问卷 72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9.6%。调查家庭看护人 249

份，协助看护人 472 份。男性 354 人，女性 367 人。

总体上看，徐汇区“以奖代补”看护人看护能力平均

知晓率 81.8%，对患者所患疾病的主要临床症状知

晓率最高（96.4%）；对患者所服用药物名称知晓率

为 72.3%；对患者所服用药物的副作用的知晓率最

低（64.6%）。分组比较，家庭看护组的看护能力总

分（17.29±3.980）高于协助看护组（15.73±4.490），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5.307，P=0.000）。其

中知道该疾病的主要症状、复发的早期症状、知道

病患所服用药物、药物副作用、能监护叮嘱其规律

服药、按时门诊、定期接受随访方面，家庭看护组得

分均高于协助看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需求调查方面以“精神障碍者可用的经济援

助资源” （79.8%）和“社区精神障碍者康复服务资

源”（76.1%）需求比例最高。 

    结论  徐汇区“以奖代补”患者看护人监护能力

一般，存在薄弱环节，家庭看护人监护能力略优于

协助看护人，应有针对性开展精神卫生健康教育，

加强协助看护人有效落实看护措施。家庭看护和协

助看护人的需求基本一致，应提供精神障碍者可用

的经济援助和康复服务方面的宣传和资助。 

 

 

 

数字医疗在成瘾领域的应用 

 

吴萧俊 1 杜江 1 江海峰 1 赵敏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物质使用障碍和行为成瘾的患者在环境

和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容易诱发成瘾物质使用或成

瘾行为，从而导致复发。但由于社会歧视、病耻感或

经济问题，他们并不愿意前往医院就诊或定期复诊，

这使得医生难以追踪他们的健康状况变化，除此以

外，我国的精神卫生资源也明显不足。数字医疗望

解决这些难题。本文旨在对数字医学在成瘾领域的

应用进行总结，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证据支持。 

    方法  本文综述了 23 篇临床试验研究，将数字

医疗在成瘾领域的研究分为三大类：疾病评估、数

字心理干预和复发管理，对每一个分类进行归纳总

结，介绍各类数字医疗的含义和其相较于传统医疗

的优势，并分析了各项研究的特点如研究对象、样

本量、采用的数字技术或干预方法、研究时长和研

究结果。 

    结果  目前，数字化评估主要应用于疾病筛查

或诊断工作，采用计算机自适应测验的模式，相比

传统的人工方式，效率更高、耗时更短，但在评估一

些不常见的成瘾物质使用问题时的准确性稍差。数

字心理干预包括基于计算机/网络/手机的心理干预，

聊天机器人，数字化认知功能训练，以及与虚拟现

实技术、生物反馈或神经反馈相结合的心理干预，

且有证据证明数字心理干预与传统的心理干预相比，

具有相等的疗效甚至更优的疗效。然而，这些数字

心理干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它们大多是小样本的

短期研究，无法证明远期疗效。生态瞬时评估(EMA)

和数字表型通常用于监测病情和预测复发。在 EMA

研究中，患者通常需要实时地或在规定的时间点报

告自己的情绪变化和成瘾行为，而数字表型则指直

接收集的各种客观数据，如生理活动、肢体运动、表

情变化、电话记录、地理位置等，不同类型的成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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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有独特的数字表型特征，通过机器学习可以计

算出 EMA 和数字表型的预测模型，并且研究已证

明了模型的预测准确性。 

    结论  随着新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在远程、便

捷和人力成本方面，数字医疗将比传统医疗服务更

具优势。在成瘾领域，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将是提

供个性化的数字医疗，把计算机科学与临床研究紧

密结合，并进行大样本和更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

以提供更可靠的有效性证据。 

 

 

 

规范化培训护士自尊与焦虑和抑郁的现状调

查 

 

赵萌 1 向淼 1 王璐瑶 1 周波 1,2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

医学中心 

2）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身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了解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护士

工作压力与心身健康状况，分析影响规培护士焦虑

和抑郁的相关因素，为制定规培护士心理问题防治

提供对策依据。 

    方法  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与四川省精

神医学中心联合，对成都市三甲医院规培护士群体

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以问卷星为工具，采用自

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规培护士的基本资料。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对规培护士的自尊程度进行测

评，分值越高，表明自尊程度越高。采用心理弹性量

表（CD-RISC）对规培护士的心理弹性强度进行测

评，分值越高，表明心理弹性越好。采用广泛性焦虑

自评量表（GAD-7）和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评

估焦虑和抑郁状态。使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的统

计方法。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220 份。自尊量表平均分

为 （ 28.54±2.96 ）， 心 理 弹 性 量 表 平 均 分 为

（55.90±14.84），GAD-7 平均分为（7.13±4.54），PHQ-

9 平均分为（8.05±5.47）。检出轻度焦虑 99 例

（45.00%）、中度焦虑 43 例（19.55%）、重度焦虑 14

例（6.36%），检出轻度抑郁 84 例（38.18%）、中度

抑郁 40 例（18.18%）、中重度抑郁 24 例（10.91%）、

重度抑郁 6 例（2.73%）。心理弹性与自尊（r=0.409）

成中等正相关，自尊与焦虑（r=－0.333）和抑郁（r=

－0.396）成弱负相关。焦虑与抑郁成强正相关

（r=0.795）。 

    结论  心理弹性强度越高，自尊程度也越高。

自尊不仅作用于规培护士的焦虑情绪，也作用于其

抑郁情绪，并且焦虑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提高规培护士自尊，增加其成就感、获得感、价值感

有助于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 

 

 

 

SIK2-CRTC1 信号在氟致大鼠焦虑抑郁样行

为改变中的作用 

 

周郭育 1 胡越 1 王安琪 1 杜玉慧 1 余方方 1 李志远
1 巴月 1  

1）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目的  焦虑、抑郁等神经行为改变是氟神经毒

性的重要临床表现，而 SIK2-CRTC1 信号在焦虑抑

郁样行为改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结合体

内体外氟染毒模型，分析 SIK2-CRTC1 信号改变在

过量氟暴露致焦虑抑郁样行为发生中的作用。 

    方法  建立孕前至出生后 90 天雄性 SD 大鼠饮

水梯度氟染毒模型，染毒结束后进行行为学实验；

此外，基于高分化 PC12 细胞建立单纯梯度 NaF 染

毒模型以及 NaF+7,8-DHF、NaF+SIK2-siRNA 联合

干预模型；采用尼氏染色法观察大鼠海马和前额叶

皮质（mPFC）组织病理变化，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 SIK2、CRTC1、BDNF、VGF、caspase-

3 表达水平，免疫荧光法观察蛋白定位情况，利用

CCK8检测细胞活性、流式细胞法检测细胞凋亡率。 

    结果  随氟染毒浓度升高，大鼠在旷场实验中

总距离、中心活动距离及时间均减少，在高架十字

迷宫中开臂活动时间及次数明显减少，在强迫游泳

和悬尾试验中静止时间延长（分别 P<0.05），提示氟

染毒可刺激大鼠焦虑抑郁样行为发生。尼氏染色结

果显示，氟染毒可致海马和 mPFC 神经元数量明显

减少；CCK8 结果显示，NaF 染毒可导致 PC12 细胞

活力显著降低。此外，NaF 染毒可使海马、mPFC 组

织及 PC12 细胞的 SIK2 表达增加，CRTC1、BDNF、

TrkB 和 VGF 表达降低、caspase 3 表达升高、细胞

凋亡率增高（分别 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单

纯 NaF 染毒细胞相比，氟染毒联合 7,8-DHF（TrkB

的靶向化学激活剂，可以抑制 BDNF 对 VGF 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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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处理的 PC12 细胞 cleaved caspase-3 表达降低、

凋亡率降低、细胞活力升高。与单独 NaF 处理组相

比，氟染毒联合 siRNA-SIK2 干预组细胞 SIK2 表达

水平降低，CRTC1、BDNF 和 VGF 表达升高，而

cleaved caspase 3 表达降低、细胞凋亡率降低，细胞

活力明显增加（分别 P<0.05）。 

    结论  氟染毒可以通过影响 SIK2-CRTC1 信号

通路，刺激细胞凋亡，减少神经细胞数量，进而导致

大鼠焦虑抑郁样行为发生。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ccurrence Statu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in Psychiatric 

Patients, Using Suggested DSM-5 Criteria for 

Diagnosis 

 

欧阳李晨 1 王纯 1  

1）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Objectiv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as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issues has caused widespread con-

cern,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DSM-5 diagnostic criteria 

in 2013, and NSSI has a strong association with some 

mental disorders. Previous study result of NSSI in psy-

chiatric patients about prevalence rate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have varied considerably.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demographic status of NSSI 

and its risk factors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mong psychi-

atric patients, using the exact DSM-5 criteria as Diag-

nostic criteria. 

    Methods  A total of 494 participants (mean 

age=18.55 years old, rang between 12 and 47 years) re-

cruited from 14 hospitals in China, Self-reported gen-

eral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and Ottawa self-injury 

inventory (OSI)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patient’s de-

mographics and NSSI related status. All the participants 

met the DSM-5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NSSI and meet 

one of the diagnosi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DSM-5 at 

least. 

    Results  Overall, female of NSSI in this popula-

tion was 84.8%, 72.06% of the participants had suicide 

attempts, and few participants had religious beliefs 

(7.89%).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

vealed that, “the high degree of addiction to self-injury 

behavior”, “hurting or thinking about hurting yourself 

after stressful things happen”, “feeling seeking motiva-

tion” and early adolescent were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for high self-injury frequency.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high degree 

of addiction to self-injury behavior may increase the fre-

quency of NSSI, which should help to elucidate its eti-

ology and these data are valuable for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我国 2009-2019 年精神专科医院资源与卫生

服务利用情况分析 

 

陈润滋 1 王勋 1 马宁 1 吴霞民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我国精神障碍患者数约占全球精神障碍

患者总数的 17%，精神障碍造成的疾病负担占全国

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 13%。精神专科医院是重要的

精神卫生服务提供者，本文旨在了解我国 2009-2019

年精神专科医院医疗资源及服务利用发展情况，为

十四五期间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方法  对 2009-2019 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

鉴》中精神专科医院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

括财政补助收入、医院数量、医护人员数量、开放床

位数、万元以上设备数、门急诊诊疗人次数、入院人

数、病床使用率、平均住院日、医师负担、人口数

等。 

    结果  2009-2019 年，（1）在财政投入方面，我

国对精神专科医院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占全国

医疗机构财政补助收入的比例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2）在医疗资源方面，精神专科医院数量、万元以

上设备台数、精神专科医院床位数和医护人员数均

大幅增长，按人口配置看，精神专科医院床位数量

增长 190.1%，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长

116.3%，精神科护士增长 212.3%；（3）在卫生服务

利用方面，精神专科医院门诊诊疗人次数和入院人

数均有大幅增加，分别增长 147.1%和 215.6%；患者

平均住院日一直在 50 天左右，病床使用率在 92%以

上；医师日均诊疗人次未出现明显变化，承担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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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住院床日明显增加。 

    结论  2009 年至 2019 年，我国精神专科医院

医疗资源增速较快，人群精神卫生服务需求大幅增

加，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相对平稳，医师负担逐渐加

重。而国家对精神专科医院的财政补助比例维持在

较低水平。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China: A Matched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张慧敏 1,2 廖宇华 1,2 郭蓝 1 刘熠锋 2 范北方 2 李凌

江 3 刘铁榜 4, Roger S, McIntyre5,6 韩雪 2 卢次勇 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Statistics and Epidemiolog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PR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henzhen Nanshan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Shenzhen, PR China 

3）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

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PR China 

4） Shenzhen Kangning Hospital, Shenzhen Mental 

Health Center,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PR 

China 

5）Mood Disorders Psychopharmacology Unit, Univer-

sity Health Network, Toronto，Canada 

6）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Canada 

 

    Objective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to predict suicidal ideation depressive symp-

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over 12 months. 

    Methods  A matched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was designed in the Depression Cohort in China [DCC] 

study (ChiCTR registry number 1900022145) which 

was carried in primary health care centers in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A total of 3910 people (aged 18-64)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were recognized by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Depressive symptom cases was 

defined as those who had no depressive symptoms at 

baseline and developed depressive symptoms at 

12month follow-up. Suicidal ideation cases were de-

fined as those without suicidal ideation at baseline but 

with suicidal ideation at 12month follow-up. Each case 

was matched with one control by the same sex and age 

(±2). Sixteen risk factors, such as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was calcu-

lated. Unadjusted and adjusted multivariable condi-

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

tion. 

    Results  In the baseline analysis, 3007(76.91%) 

ha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416(10.64%) had sui-

cidal ideation at baselin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al 

level, family income, lifetime drinking, well-being, anx-

iety symptoms, insomnia symptoms, resilience, adverse 

life events,  and childhood trauma were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Sex, age, marital status, life-

time drinking, history of commodities, exercise habits, 

well-being, anxiety symptoms, insomnia symptoms, re-

silience, adverse life events, and childhood trauma were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In multivariable con-

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fter adjusting he 

significant variables that had been tested by univariate 

analyses or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collected at the 

baseline, resilience show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e-

pressive symptoms(AOR=0.98, 95%CI=0.97-0.99) and 

suicidal ideation (AOR=0.99, 95%CI= 0.97-0.997) over 

12month. 

    Conclusion  The current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high resilience presented a lower risk for both depres-

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Exercising resili-

ence may help reduc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e.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 81761128030). 

 

 

 

精神障碍人士职业康复的困境与出路 

 

兰珊 1 李川 1 谢迎迎 1 黄丹琪 1 崔桃桃 1 胡思远 1 

徐韦云 1  

1）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随着障碍患病率的不断增长，精神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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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回归成为了日益迫切的话题，职业康复也成

为社区康复中的重要一环。本研究希望从精神障碍

人士的职业康复发展进程出发，了解实际职业康复

困境，借鉴优秀案例，探索打通职业康复渠道的措

施，促进精神障碍人士的职业回归，形成职业与康

复的良好双循环。 

    方法  （1）文献分析法。本研究对精神障碍人

士的职业康复由来、相关政策、目前形成的国内外

职业康复模式进行了归纳分析，了解我国现有的职

业康复进程与瓶颈，探索精神障碍人士的职业康复

对策与出路。（2）参与观察法。研究者进行了多年的

精神障碍群体职业康复项目，观察到医院职业康复

基地的建设、精神障碍人士的岗位训练及最后推荐

就业的失败，同时观察到其他职业康复项目的发展

状态，讨论在我国精神疾病的现状下，精神障碍人

士的职业康复困境及创新对策。 

    结果  精神障碍人士的职业康复从精神障碍本

身来看，有症状的影响、职业能力低、就业岗位单

一、就业动机不足、工作持续性差等等。从到职业康

复服务体系来看，缺乏专项管理部门，各部门的协

调机制有待完善，职业康复流程未制度化，专业人

员不足。从社会环境来看，对精神障碍群体的认识

不足，岗位接纳度比较低。 

    结论  我国精神障碍人士的职业康复在探索与

实践中飞速发展，但部分项目也陷入了发展的瓶颈，

需要创新性的突破。这些创新性的突破常常体现在

可复制的职业康复新模式中，这离不开以下几项的

支持，一是经费的支持，二是政策的细化，三是职业

康复服务体系的建立，包括各服务机构职责明确、

专业人员专项训练、服务流程制度化，四是社会宣

传与反污名。精神障碍群体的职业康复，任重而道

远，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大学生寻求专业心理服务的行为研究: 基于

计划行为理论 

 

翁文其 1 陈树林 1  

1）浙江大学 

 

    目的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因其普遍性及低求

助率受到临床心理学研究的高度关注。为了更好地

理解专业心理求助过程，计划行为理论等模型认为

求助意图可以预测实际行为，且理论模型可以很大

程度上解释意图。此外，有研究指出该理论模型可

能会受文化因素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基于计划

行为理论，对大学生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行为进行

研究，探究我国文化背景下不同变量间关系以及模

型的可行性；在心理求助意图和行为方面，探究两

者之间的关系，并解释其结果。 

    方法  研究一调查了杭州某高校大学生，有效

参与者 3952 名（80.8%为女性，平均年龄 20.10 ± 

2.11），主要以计划行为理论问卷为工具，测量参与

者对专业心理求助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

为控制、意图及实际行为，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

变量间关系以及该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二对 29 名大

学生进行访谈（89.7%为女性，平均年龄 19.55 ± 1.84），

根据扎根理论对大学生的求助行为进行探究。研究

三中有效参与者 2640 名，（75.83%为女性，平均年

龄 20.39±1.97）。以计划行为理论问卷以及根据研究

二编码所开发自编量表为工具，测量参与者在寻求

专业心理帮助的不同阶段的相关变量，通过结构方

程模型探讨变量间关系。 

    结果  研究一发现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的态度

（β=.232）、知觉行为控制（β=.539）对求助意图的

预测效果良好（R2=47.3%），但意图预测行为的路径

系数不显著，且对行为的解释力度低（R2=2.7%）；

研究二发现大学生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过程可分为

两个阶段：心理准备阶段和行动阶段，心理准备阶

段（即求助意图的形成）可以很好地被计划行为理

论解释；行动阶段中，有意图的求助者可能在实践

中遇到阻碍，因而影响行为的产生；研究三的结果

支持了心理准备阶段的假设，在行动阶段，研究二

所提出的行动阻碍因素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但

其中两个阻碍（排队等待，β=-.034，和通勤距离，

β=.035）与意图的交互作用指向行为的路径系数显

著，且两者与意图的交互作用模式存在差异。 

    结论  在专业心理求助方面，计划行为理论能

良好地解释意图的变异，但意图并不能稳定地预测

行为，其过程还受到在行动阻碍的影响；在行动阶

段，影响意图到行为转化的阻碍并不直接影响行为，

而是通过调节作用影响该过程，且不同的阻碍因素

对该过程的调节模式存在差异。 

 

 

 

结构式团体心理治疗对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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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的研究 

 

于晶 1  

1）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结构式团体心理治疗对抑郁症患者

和焦虑症患者的预后效果。 

    方法  选取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理科自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间住院患者诊断为抑郁症

60 例、焦虑症 60 例，共计 120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病例抑郁发作组符合 ICD-10 抑郁发作诊断标准，

焦虑症符合 ICD-10 广泛性焦虑障碍诊断标准，并且

均为首次发病，且排除合并躯体疾病及物质滥用患

者；排除共患其他重型精神疾病者、精神发育迟滞、

痴呆及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者；排除重度抑郁、没有

治疗动机的患者。随机分为联合结构式团体心理治

疗组（实验组）和不联合团体心理治疗组（对照组）。

实验组 60 例（其中抑郁症 30 例，焦虑症 30 例），

服用抗抑郁焦虑药物同时进行结构式团体心理治疗；

对照组 60 例（其中抑郁症 30 例，焦虑症 30 例），

仅服用抗抑郁焦虑药物进行治疗。所有入组患者同

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在治疗过程中

有 6 例患者因中断治疗自愿退出脱落（其中抑郁症

患者 2 例，焦虑症患者 4 例）。最终剩余 114 例患

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患者健康问卷躯体症状群量表（PHQ-

15），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WHOQOL-

100）于治疗前后分别进行量表测定，运用 SPSS18.0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描述统计、t 检验、方差分析等

统计方法。 

    结果  联合结构式团体心理治疗组抑郁症和焦

虑症患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心理领

域 (PSYCH) 和社会关系领域 (SOCIL) 在治疗后

(P<0.001)以及变化值上(P<0.001)的组间差异极其显

著。 

    结论  联合结构式团体心理治疗，对抑郁症和

焦虑症患者的预后疗效要优于单纯的常规药物治疗。 

 

 

 

Impairment of Long-term Memory and Pro-

cessing Speed in First‐episode and Drug Na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Yongbo Hu1,2, Qiyong Gong2, Weihong Kua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2）Huaxi MR Research Center (HMRRC),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

sity 

 

    Objective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ency, an in-

trinsic featur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tients’ functional disorder. How-

ever, the pattern of 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re-

mains unclear as high heterogeneity in previous studies, 

thus the current aim was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neuro-

psychology in MDD after controlling heterogeneity fac-

tors. 

    Methods  A range of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

ments, including long-term memory, short-term 

memory, processing speed, executive function (EF) 

were performed in first‐episode and drug naïve patients 

with MDD, which were recruited at outpatient and in-

patient from West China Hospital (aged 18–65 years). 

As a comparison group, healthy control (HC) partici-

pants were also simultaneously enrolled and received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in depression were in-

vestigated after heterogeneous factors were controlled 

as much as possible by various statistical methods. 

    Results  184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and drug 

naïve MDD and 71 matched HC subjects were enrolled 

into this study. Age, education and severity of depres-

sion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obvious heterogeneity fac-

tors on cognition. After controlling age, gender and ed-

ucation factors by multi-factor ANOVA, it was revealed 

long-term memory and cognitive speed, rather than 

short-term memory and EF significant deficits in MDD. 

Subsequently,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controlling 

for age and education years, indicated that partly pro-

cessing speed and EF test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ion 

with severity of depression. Finally, subgroup analysis 

of depression severity showed that long-term memory 

was the most impaired, followed by cognitive pro-

cessing speed. 

    Conclusion  The current large-scale and system-

atic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deficits of long-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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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and processing speed in MDD. A detailed anal-

ysis of 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s relevance was car-

ried out,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damages of long-term 

memory indicated abnormal hippocampal function, 

meanwhile procession speed lowered down was likely 

to the dorsal attention system impaired in MDD. There-

f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gnitive deficits could pro-

vide guidance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cogni-

tive pathogenesis in depression. 

 

 

 

按床日付费对某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服务的影

响研究 

 

李谦 1 孙思伟 1 林琳 1 张爱蕊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某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住

院相关数据，通过对比改革前后的变化，分析实施

按床日付费对该院住院服务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后续医改提供参考。 

    方法  研究采用自身同期对照方法，将医药分

开改革按床日付费实施前后的运行数据进行对比，

按照时间月份对两年相同月份数据进行匹配，以每

月的差值为连续变量，对数据进行 K-S 正态性检验，

结果 p>0.05，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故采用配对 t 检

验比较两年数据是否有统计学差异，以双侧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从服务量、服务效率、用药

及费用情况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改革对医院运行

带来的影响。其中服务量主要分析住院人次、总床

日两项指标；服务效率主要关注平均住院日指标；

用药及费用方面主要分析总金额、个人支付、基金

支付、次均费用和日均费用五项指标。 

    结果  改革控制了住院总费用的增长，降低了

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了住院服务效率，达到了改

革预期效果。但也存在医保补偿不足问题，未来可

能会对医保基金使用、医疗质量提高、医院及学科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结论  目前，北京市的补偿标准较为粗放，建

议医保相关部门根据疾病类别、并发症、年龄、性别

等因素进一步修订完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按床日付

费的补偿标准。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改善慢性病患者抑郁与

焦虑水平的效果评价 

 

范北方 1 陈颜 1 何倩 1 蒋敏 1 韩雪 1 李泽辉 1  

1）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 

 

    目的  探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伴发抑郁、焦

虑的慢性病患者（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干预效

果。 

    方法  选取南山区 129 名登记在册的慢性病患

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接受常规疾病健康教育，

干预组在健康教育的基础上接受为期 8 周的团体认

知行为干预。干预前后分别采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

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简明健

康状况调查问卷第二版（SF-36v2）评估两组患者的

抑郁、焦虑和生命质量水平（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 

    结果  慢性病患者的抑郁（F=9.39, P＜0.001）、

焦虑（F=3.95, P=0.03）的时间×组别交互作用显著，

生命质量的时间×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具体来说，

干预组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下降，而对照组无变

化。将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分开进一步分析，结果

显示，在高血压患者中，抑郁（F=13.3, P＜0.001）、

焦虑（F=3.46, P=0.04）的时间×组别交互作用显著，

生命质量得分无统计学意义，具体来说，高血压患

者在干预后的抑郁、焦虑得分显著下降；而在糖尿

病患者中抑郁（F=0.35，P=0.56）、焦虑（F=0.31，

P=0.58）、躯体健康（F=0.02，P=0.90）和精神健康

（F=2.04，P=0.16）的时间×组别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结论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有助于改善慢性病患

者的抑郁、焦虑情绪。但不同慢性病患者干预效果

具差异，建议结合不同慢性病人群的心理特点设计

更具有针对性的团体心理干预举措，可进一步提升

疗效。 

 

 

 

Metacognitive Training: A Useful Comple-

ment To 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for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China 

 

陈奇 1  

1）宁波市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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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The traditional general practi-

tioner-based model (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CBR]) for Chines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lacks suffi-

cient content, usefulnes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ha-

bilitation.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we postulate that 

Metacognitive Training (MCT) is effective in the com-

munity for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assessor-

blinded trial was conducted. A total of 124 schizophre-

nia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Ningbo China and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n intervention or a control group. 

A general practitioner (GP) training plan was carried out 

before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groups re-

ceived two CBR follow-ups once a month, while the in-

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an additional eight once-a-

in-week session of MC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and the Psychotic Symptom 

Rating Scales (PSYRATS) were the primary outcome 

instruments, while the Quality of Life Scale (SQLS) was 

the secondary outcome instrument. 

    Results  In the post-treatment between-groups 

assessment, the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more reductions on PSYRATS delu-

sions, PSYRATS total, PANSS P6, PANSS core delu-

sions, PANSS positive, PANSS negative, PANSS gen-

eral and PANSS total, an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SQLS psychosocial aspect. 

    Conclusions  The study provides preliminary ev-

idence for the usefulness of MCT as a complementary 

measure for 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of schizo-

phrenia patients. 

 

精神康复协作组 

 

停药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干预效

果分析 

 

徐卫国 1 王慧 1  

1）宁夏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分析认知行为干预对因停药后复发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干预效果。 

方法   入选我院 180 例因停药而复发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90 例。对

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

上给予认知行为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疾病

康复效果评分及服药依从性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疾病康复评分及服药依

从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连续干预 6 个

月后,观察组患者焦虑抑郁、缺乏活力、敌对猜疑、

激惹性、思维障碍各因子评分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5.373、6.055、4.235、9.841、

6.109、15.356，P<0.05)。连续干预 6 个月后，观察

组患者服药依存性为：完全依从 50 例、部分依从 23 

例、不依从 17 例，对照组患者服药依存性为：完全

依从 14 例、部分依从 40 例、不依从 36 例，观察组

患者服药依从性优于对照组的依存性，两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U=9.586,P<0.05)。 

结论  认知行为干预治疗对因停药而精神分裂

症患者起到提高服药依从性、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有效预防其复发的作用.本研究表明对因停药而复

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日常健康教育以及工娱疗

治疗基础上对患者增加认知行为干预可以对患者服

药依从性有显著提升，促进患者早日摆脱精神症状

的困扰，早日恢复健康。综上所述，认知行为干预可

以提高因停药而复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服药依从

性。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与年龄、生物学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 

 

张瑶瑶 1 范凯丽 1 温娜 2 刘家洪 2 吕伟 2 唐伟 1,2  

1）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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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变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

能的影响。 

    方法  使用六六脑认知训练系统(一种新的测

试工具)对 99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评

估。患者均按 ICD-10 诊断标准诊断，年龄在 16~68

岁之间。此外，我们还探讨了年龄、生物学变量和精

神分裂症患者特定认知领域之间的关系。根据常模

得分将患者分为认知功能障碍组和认知功能正常组。

所有数据均使用 RStudio 版本 1.0.44(RStudio，Inc.)

进行分析。 

    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总体及 5 个子

领域均有明显的认知损害。我们发现：1)与认知总分

正常的患者相比，认知总分受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年龄明显更大，病程更长。(2)记忆受损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年龄明显高于记忆正常的患者。(3) 注意

力受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甘油三酯(TG)水平明

显低于注意力正常组(P<0.0 5)。4)灵活性受损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病程明显长于灵活性正常的患者。5)

敏捷度受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认知敏捷性正常的

患者相比，年龄大、病程长、收缩压(SBP)高。6)感

知觉受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年龄、病程和收缩压

与感知觉正常的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包括记忆、

注意力、灵活性、敏捷度和感知觉五个维度。年龄、

病程、甘油三酯和收缩压可能分别在精神分裂症患

者认知障碍的各个子领域起重要作用。 

 

 

 

Clubhouse Model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

tion in China To Promote Recovery From 

Schizophren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鄢浩浩 1 丁昱丹 1 郭文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Whether the clubhouse model of psy-

chiatric rehabilitation is well implemented in China and 

whethe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successfully 

achieve symptom remission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through engaging in the clubhouse remain unclear. 

    Methods  Seven electronic databases, namely, 

Scopus, Embase, PubMed, Web of Science, China Na-

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WANFANG DATA, 

and VIP Database for Chinese Technical Periodicals, 

were searched for relevant articles from inception to 

April 21, 2021. Quality assessment, data synthesis, and 

subgroup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on the included stud-

ies. 

    Results  Seven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with 682 participants (286 males and 396 fema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The clubhouse 

model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

fect on promoting the remission of psychiatric symp-

toms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 -1.48, p < 

0.00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 -1.96 to -1.01, I2 

= 86%, k = 7, n = 682), especially negative symptoms 

(SMD = -1.68, p = 0.007, 95% CI = -2.90 to -0.46, I2 = 

94%, k = 3, n = 293). However, it does not show a defi-

nite effect on promoting recovery from positive symp-

toms (SMD = -1.50, p = 0.06, 95% CI = -3.07–0.08, I2 

= 97%, k = 3, n = 293). The clubhouse model of psychi-

atric rehabili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moting 

social functioning recovery (SMD = -2.02, p < 0.001, 

95% CI = -3.00 to -1.03, I2 = 94%, k = 5, n = 432), 

reducing the family burden (SMD = -1.17, p < 0.001, 

95% CI = -1.43 to -0.92, I2 = 0%, k = 3, n = 278), im-

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SMD = -0.91, p = 0.01, 95% 

CI = -1.64 to -0.19, I2 = 85%, k = 3, n = 239), and pro-

moting the remission of depressive (SMD = -2.33, p < 

0.001, 95% CI = -2.71 to -1.96, I2 = 0%, k = 2, n = 201) 

and anxiety symptoms (SMD = -2.03, p < 0.001, 95% 

CI = -2.92 to -1.14, I2 = 84%, k = 2, n = 201)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China. 

    Conclusion  The clubhouse model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remission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social functioning 

recovery, reducing the family burde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ing the remission of depres-

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of Chinese with schizophre-

nia. It may be suitable to address the urgent need for 

bette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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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hort-term CCRT Combined 

with Physical Exercise on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and Serum BDNF Expres-

s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Ding Hong-Yan1, Huang Shu-Cai1, Liu Zhen-Xia1, Wu 

Xiu-Mei1, Huang Qiu-Ping2, Shen Hong-Xian2  

1）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Wuhu Affiliated to 

Bengbu Medical College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

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omputer-

ized cognitive remediation therapy (CCRT) combined 

with physical exercise on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and serum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

phrenia. 

    Methods  Ninety-six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

ophrenia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35), physical exercise (PE) 

group (n=30) and combined treatment (CT) group (n 

=31).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of all subjec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Trail Making Test (TMT): Part A 

and Brief Assessment of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Symbol Coding (BACS SC), and serum BDNF expres-

sion of all subjects was determined on baseline, the end 

of the 4rd and 8th weeks after enrollment.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baseline, the performance of TMT and 

BACS SC of patients in CT group continued to improve 

and the serum BDNF levels of patients in this group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ing at weeks 4 and weeks 8 

(P<0.05).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baseline, the perfor-

mance of TMT and BACS SC of patients in CT group 

continued to improve and the serum BDNF levels of pa-

tients in this group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ing at 

weeks 4 and weeks 8 (P<0.05). (2) Compared with con-

trol group,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and clinically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MT, BACS SC and serum 

BDNF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T group at weeks 4 and 

weeks 8 (P<0.05). (3) However, patients in PE group 

only showed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serum BDNF 

(P<0.05), an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found on the performance of TMT, BACS and SC. 

    Conclusion  CCRT combined with physical exer-

cise may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of 

chronic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

ment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erum BDNF ex-

pression in these patients. 

 

 

 

个案管理优势模式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康

复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徐琼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患者通常

会出现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功能损伤。尽管患者意

识清楚，但是会有认知上的障碍。精神分裂症是一

种患病率，复发率和致残率都较高的慢性迁延性疾

病。个案管理优势模式是将患者看作一个完整的个

体，充分发掘患者个人的优势。本研究通过对初次

起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个案管理优势模式，评

估该模式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

的影响。了解个案管理优势模式对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影响。 

    方法  采用整体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2012 年 8

月～2013 年 8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首次发病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 120 例。12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男

82 例，女 38 例，年龄 18～65 岁，平均 36.8 岁。

采用随机方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

60 例，其中男 43 例，女 17 例，年龄 22 ～ 59 岁，

平均 35.9 岁；对照组 60 例，其中男 39 例，女 21 

例，年龄 18 ～ 65 岁，平均 37.2 岁。研究组 SDSS 

评分（9.47±4.39）分，对照组 SDSS 评分（10.63±2.91）

分。两组在性别，年龄和病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更高（P＜

0.05），SDSS 评分更低（P＜0.05），在生活质量的各

个评分中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结论  引进个案管理优势模式有利于改善患者

对治疗的依从性，保持患者的社会功能和提高其生

活质量。引入个案管理优势模式后，首先个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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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花费大量精力在与患者建立有效的沟通关系，认

识到患者的优势以及学习能力，同时与患者一起制

定干预计划。随后在计划实施过程中，肯定患者取

得的成绩，让患者逐步获得自信进行简单的社交活

动，消除与人交往的自卑心理，使患者逐渐认识到

自己的天赋和才能，改变对个人及生活的消极看法。 

 

 

 

农疗康复训练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治疗中

的应用 

 

高帅 1 杨薇薇 1 陆钰勤 1  

1）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目的  探讨农疗训练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治

疗中的应用研究。 

    方法  本研究选取 64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

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32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康复训练，研究组患者应

用农疗训练治疗。比较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后，两

组患者症状影响程度[住院精神病人康复疗效评定

量表（IPROS）]评分差异；比较治疗前及治疗 6 个

月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精神分裂症病人生活质量

量表（SQLS）]、认知及社交能力[自知力和治疗态

度问卷（ITAQ）]、[社交技能评定量表（SSC）]评

估变化。 

    结果  治疗 6 个月后，研究组患者 IPROS 各项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同一时

间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 SQLS、SSC 评分均

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同

一时间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 ITAQ 评分均较

治疗前显著升高（P＜0.05），且研究组明显高于同一

时间对照组（P＜0.05）。 

    结论  农疗训练可有效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康

复治疗效果，增强患者生活自理能力，以健康心态

面对疾病康复治疗，改善其生活质量，增强患者认

知及社交能力，有助于患者适应并融入社会发展，

对其预后康复有利。 

 

 

 

计算机化认知矫正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

知功能的影响 

 

胡国芹 1 杨程青 2 吕钦谕 2 赵静 2 朱明环 3 易正辉
2 戴兴海 1  

1）上海市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计算机化认知矫正治疗 (computer-

ized cognitive correction therapy, CCRT)辅助疗法对

慢性精神分裂患者认知功能的疗效及对血浆脑源性

神经生长因子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和其酪氨酸激酶受体 B(tyrosine kinase recep-

tors B, TrK-B)表达水平的影响。 

    方法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154 例，按随机数

字表法，随机分为 CCRT 组和对照组，各 81 例。对

照组以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CCRT 组以 CCRT联

合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治疗时间持续 12 周。2

组在入组时及治疗 12 周后予神经心理状态评定量

表评估认知功能，亲和素-生物素复合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检测血浆 BDNF 和其 TrK-B 受体表达水平。基

线期认知功能和血浆 BDNF 及 TrK-B 蛋白表达水平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与基线期、治疗后 2 组

间认知功能和血浆 BDNF 及 TrK-B 蛋白表达水平数

据比较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治疗前后认知功能

的改善与蛋白表达改变的相关性用一般线性模型。 

    结果  CCRT 组和对照组实际各完成 77 例。基

线期，2 组认知功能各维度，BDNF 和 TrK-B 受体

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12 周后，CCRT

组与对照组比较，认知功能各维度（P=0.000），BDNF

（P=0.007）和其 TrK-B（P=0.015）受体表达水平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组内比较发现：CCRT 组治疗 12

周与基线期认知功能各维度（P=0.000），BDNF

（P=0.002）和其 TrK-B（P=0.000）受体表达水平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疗 12 周后认知功能

各维度，BDNF 和其 TrK-B 受体表达水平较基线期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DNF 蛋白表达水平的改变与

词汇学习（r2=1.598，P=0.019）、故事复述（r2=1.495，

P=0.038）、数字广度（r2=1.855，P=0.004）、故事回

忆（r2=1.495，P=0.047）和注意功能（r2=1.673，

P=0.012）改善有显著相关性，TrK-B 蛋白表达水平

改变与图画命名改善有显著相关性（ r2=1.582，

P=0.034）。 

    结论  CCRT 辅助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认知功能各维度有显著疗效，且部分认知功能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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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血浆 BDNF 和 TrK-B 受体表达水平相关。 

 

 

 

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周为 1 左文秀 1 杨兴菊 1 赵思柔 1  

1）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CCRT）对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精

神科诊治的 12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两组，对照组（60 例）实施常规治疗，研究

组（60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 CCRT 治疗 12

周。治疗前后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SPM）、韦氏智能测验数字识记

法、数字划消测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试（WCST）、

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PI）评价两组

患者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 

    结果  两组治疗前 PANSS、SSPI 评分对比均无

差异（P＞0.05），治疗后研究组 PANSS 阴性量表分

低于对照组（P＜0.05），SSPI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治疗前 SPM、韦氏智能测验数字识记法

及数字划消测验、WCST 评分对比无差异（P＞0.05），

治疗后研究组 SPM、韦氏智能测验数字识记法、数

字划消测验及完成分类数(Cc)评分均显著提高（P＜

0.05），错误应答数（Re）和总应答数(Ra)评分显著

降低（P＜0.05），对照组仅数字划消测验 1 及完成

分类数(Cc)评分有显著提高（P＜0.05），但仍低于研

究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采用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可显著提高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 

 

 

 

团体美术治疗对首发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共情能力的影响 

 

金思畅 1 杨群 1 邱建成 1  

1）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团体美术治疗对首发缓解期精神分

裂症患者共情能力的影响 

    方法  本文将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我院

接诊的 60 例首发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研究

范畴，将其按数字表法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病例

数相等，均为 30 例，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工作与团体

美术治疗，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ANSS) 、人

际反应指针量表( IRI-C) 以及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

( PSP) 对两组患者入组前及随访结束时评估及对比。 

    结果  研究组经干预，患者 PT、FS、EC、PD

得分及 IRI－C 总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干

预前两组间 PANSS 及 PSP 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 PANSS 及 PSP 得分

组间比较：对照组干预后 PANSS 总分及 PSP 得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干预前

后 PANSS 总分、阴性症状因子分、一般病理因子分

及 PSP 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成套的团体美术治疗

方案，患者可以逐渐体验到安全感和信赖感的建立、

情感的自由表达，分享美术作品让自己的情绪能被

治疗师捕捉并被积极回应或容纳。共同作业活动可

以形成团队，由美术治疗师给患者营造良好的团队

治疗氛围，有助于达到临床治疗目的，同时，也有助

于改善患者精神症状，增强患者共情能力，调节患

者社会功能。通过营造团体氛围,对参与团体的成员

进行有效干预而达到治疗目的。进而逐渐增强了患

者的共情能力、改善精神症状以及社会功能，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睡

眠和临床症状的效果研究 

 

邓红冬 1  

1）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20Hz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和临床症状效果。 

    方法  招募符合 ICD-10 诊断标准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采用 SPSS 随机数字法，按入组顺序随机分

配 r-TMS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在药物和常规康

复治疗的基础上给于 20Hz 高频 r-TMS 进行左背外

侧前额叶皮层刺激治疗，1 次/天，每周 5d,共 20 次

治疗。对照组按常规药物和其它康复治疗。治疗前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871 

后分别应用 Epworth 嗜睡量表(The Epworth Sleeping 

Scale,ESS)评估睡眠情况，PANSS 量表评定临床症状。 

    结果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结果表明，

ESS 总分、阳性症状量表分、阴性症状量表分、一

般病理症状量表评分和 PANSS 总分在组内（时间：

基线、治疗 4W 后）效应均显著(均 P <0.001)。阳性

症状量表分、阴性症状量表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

分和 PANSS 总分的组间（r-TMS 治疗组、对照组）

效应均显著(均 P<0.01)。组别和时间交互效应在

ESS 总分、阴性症状量表分和 PANSS 总分评分均显

著(均 P<0.05)。高频 r-TMS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嗜

睡和阴性症状及 PANSS 总分的效果均优于对照组

（均 P<0.05）。 

    结论  r-TMS 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嗜

睡和阴性症状，促进康复。 

 

 

 

需求层次论下首发精神分裂症康复临床路径

研究与实践 

 

王会秋 1 赵成清 1 黄传浩 1  

1）沈阳市安宁医院 

 

    目的  观察需求层次论下临床康复路径针对首

发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康复效果。 

    方法  12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 , 随

机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 , 每组 60 例。康复组患者

实施需求层次论下的康复训练，包括药物管理训练、

健康教育、症状识别训练、生活技能和社交技能训

练的临床康复路径 , 对照组患者实施临床治疗和

常规护理及康复训练。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

改善情况、社会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后 3、6、12 个月 , 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均

低于本组治疗前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后 6、12 个月 , 康复组患者 PANSS 评分分

别为 (52.9±9.1)、 (39.5±5.4) 分  , 低于对照组的 

(61.6±9.9)、(46.4±6.7) 分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 , 两组患者社会

功能缺陷筛选量表 (SD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0.05) ；治疗后 6、12 个月 , 两组患者 

SDSS 评分均低于本组治疗前  , 且康复组 SDSS 

评分  (9.0±2.2) 、 (5.8±1.5) 分均低于对照组的 

(10.9±2.1)、 (9.4±2.0) 分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较为复杂 , 涉

及思维、感知、情感、认知及意识行为等多方面障

碍 , 且易受家庭、社会等外界因素影响 ,易反复发

作,不仅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降低生存质量,同时也

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及心理压力。抓住患者

的最佳康复治疗窗口期,首先要关注患者及家属的

基本需求，然后在需求层次论下，关注患者自身资

源，满足其合理需求，激活其康复动机，将康复训练

赋予其现实意义,，然后进行、健康教育、药物管理

训练、症状识别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

等临床康复路径能够改善首发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

症状 , 减少复发率 , 改善社会功能,提高其生活质

量。  该需求层次论下临床康复路径可以作为首发

精神分裂症患者标准化康复模式的参考。 

 

 

 

生物反馈训练对日间康复患者情绪应对能力

的影响研究 

 

宋苗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基于生理相干与自主平衡系统

（self-generate physiological coherence system,SPCS）

的生物反馈训练对日间康复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应

对压力能力的影响。 

    方法  2019 年 5 月在我院就诊的日间康复患者

25 名为研究对象,按时间先后将其分为对照组（n=12）

和实验组（n=13）。对照组患者进行日间康复相关训

练如药物自我管理，疾病症状自我监测，认知知觉

功能训练、职业功能训练等；实验组患者在上述治

疗方案上再给予每周三次，每次 30 分钟的 SPCS 生

物反馈训练。治疗 2 月后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汉

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得分、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得分,

同时比较实验组患者 SPCS 生物反馈训练前后个体

心理调节分数（协调指数、稳定指数、评价分数等）

及心率变异性相关指标的变化（平均 HR、R-R 间期

的标准差 SDDN、R-R 间期的均方根 RMSSD 、R-

R 间期差值≥50 ms 的百分数 PNN50、高频功率 TP、

高频功率 HF、低频功率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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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量表得分较

治疗前下降（p<0.05），实验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减

分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实验组 SPCS 生物反馈训练前后相比较,平

均HR、低频功率均降低（均 P<0.05）, SDDN、RMSSD、

R-R 间期差值≥50 ms 的百分率、高频功率均明显升

高（均 P<0.05）;稳定指数、协调指数、评价指数均

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基于 SPCS 的生物反馈训练可提高日间

康复患者的心理调节能力,增强应激能力,对改善情

绪，面对压力有一定积极作用。 

 

 

 

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后心理健康状况的动态随

访性调查 

 

王茜鑫 1 刘寰忠 1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目的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病对确诊患者来说是

一种强烈的心理应激源，目前已有横断面研究发现

患者康复后心理健康问题频发，但仍缺乏其动态随

访研究。本研究旨在动态随访调查安徽省 121 名

COVID-19 患者康复出院及 1 年后的心理健康状况

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20 年 2月至 4 月于安徽省两家定

点医院确诊的 121 名 COVID-19 患者为研究对象；

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

(CES-D)、失眠严重指数量表（ISI）和创伤后应激障

碍检查量表（PCL）进行评估。 

    结果  COVID-19 患者出院后 2 周的抑郁、失

眠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分别为 9.92%、26.45%

和 1.65%。患者出院后 1 年的抑郁、失眠和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分别为 38.89%、80.56%和 16.67%。

与 2 周数据相比，患者康复出院后 1 年的抑郁、失

眠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均显著升高，各量表

得分变化明显（P 均<0.001），且随着随访时间延长，

各量表得分呈显著上升趋势。 

    结论  COVID-19 患者康复出院后存在明显的

抑郁、失眠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且

随访期越长症状发生率越高，尽早对患者进行随访

评估和心理筛查，关注患者心理健康状态，对于缓

解患者心理压力，促进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意义重大。 

 

 

 

康复护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及对生活质量的改善分析 

 

高玲 1 吴晓琴 1  

1）如皋市精神病防治院 

 

    目的  分析和探讨康复护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睡眠质量的影响及对生活质量的改善分析。 

    方法  研究纳入的精神分裂患者共有 62 名，均

在 2019 年 1 月~2021 年 5 月期间入住我院并接受常

规治疗，其中有 31 例患者接受常规护理，为传统组，

另外的 31 例患者接受康复护理，为康复组。在康复

组中，18 例男性，13 例女性，患者的年龄在 20~60

岁之间，平均（42.14±7.72）岁，病程在 4~20 年，

平均（12.47±5.44）年；在传统组中，16 例男性，15

例女性，患者的年龄在 21~61 岁之间，平均

（42.48±7.83）岁，病程在 4~19 年，平均（12.37±5.29）

年。所有患者均在开展研究前就签署了同意书，排

除了合并严重器质性疾病、生命体征不稳定、自己

或家属不愿意参与、治疗期间对所有药物出现过敏

反应的患者。研究在开展前已经获得了医院伦理委

员会的同意。两组患者均接受 6 周的护理干预。对

比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焦虑状态以及生活质量评

分。 

    结果  康复组患者在护理前的睡眠质量、焦虑

状态以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无异于传统组，P＞0.05；

康复组患者在干预后，睡眠质量、生活质量都有所

提升，而焦虑状态有了明显改善，相比于传统组，具

有明显的优势 P＜0.05。 

    结论  康复护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质量的

影响较好，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并且还

提高了其生活质量，焦虑状态也有所改观，因此建

议在本科室广泛推广康复护理。 

 

 

 

疾病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理论与敌意

归因偏向间的关系 

 

王化成 1 祖先勇 2 杜金妹 4 王龙 3 方文梅 3 景胜利
2 徐杰 2 陈纤惠 2 张蕾 4 秦瑾 1 董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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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芜湖安定精神病医院 

2）北海冉升精神病医院 

3）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4）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社会认知功能缺陷，

这种社会认知功能的损害对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具

有重要影响。心理理论是指对他人心理状态（推理、

意图、信念等）做出正确判断和解释的一种认知能

力。敌意归因偏向是指个体在良性的环境下或社会

线索缺乏的模棱两可环境下，对他人的行为给予过

度的敌意判断，精神分裂症患者敌意归因偏向增高，

与患者偏执症状及攻击行为有关。本研究试图探讨

疾病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理论水平、敌意归

因和精神症状间的关系，为患者疾病康复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对 114 名精神分裂症疾病稳定期精神分

裂症患者和 68 名健康正常者，采用心理理论故事图

片任务（ToM-PST）和中文版模棱两可、目的和敌意

问卷(AIHQ-C)作评估，患者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

表（PANSS）作精神症状评估，分析患者内部动机水

平、快感缺失和精神症状间的关系。 

    结果  Mann-Whitney U 分析显示，与正常者相

比，精神分裂症患者 ToM-PST 总分（21.61±2.16 vs 

17.55±4.05）、理解初级信念、理解初级错误信念、

理解初级信念总分、理解次级错误信念、理解次级

信念总分、理解三级错误信念、理解互惠性、理解欺

骗、理解对欺骗的侦测因子评分减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1）； 精神分裂症患者 AIHQ-C

敌意偏向总分（5.02±0.97 vs 5.70±1.32）和攻击偏向

总分，模棱两可场景下敌意偏向、责备偏向、攻击偏

向，以及意外场景下敌意偏向、责备偏向、攻击偏向

分均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0.01）。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患者 ToM-PST 总分与

AIHQ-C 敌意偏向总分（r=-0.245）、攻击偏向总分

（r=-0.201）、模棱两可场景敌意偏向分（r=-0.225），

以及故意场景敌意偏向（r=-0.333）、责备偏向（r=-

0.261）和攻击偏向（r=-0.276）分呈负相关，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0.01），控制年龄、受教育年限和

PANSS 总分后，这种相关性均消失。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心理理论水平较正常

者低，而敌意归因偏向较正常者高，患者心理理论

水平越低，其敌意攻击倾向越高，这两种社会认知

功能间的关联受年龄、文化程度和精神症状的影响，

表明疾病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治疗中，提高

心理理论水平的意义，以及有效控制精神症状的重

要性。 

 

 

 

音乐治疗对一例选择性缄默症儿童的疗效研

究 

 

王炳华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文案例是一名 9 岁的选择性缄默症患

儿，因父母离婚急性起病，表现为只与母亲交流，无

法正常与他人沟通，无法正常上学，三个月后求治

我院。 

    方法  在没有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下，音乐治疗

师通过评估患者，设立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短

期目标：1.能与除了母亲以外的熟悉者沟通三到十

句话。2.焦虑自评量表降低到 50 分以下。3.能在河

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病房为所有人演唱一

首歌。长期目标：1.能与不认识的人简单交流。2.能

正常上学。音乐治疗师采用接受式音乐治疗中的音

乐引导想象技术，即兴演奏式音乐治疗的鼓圈技术，

主动式音乐治疗的歌曲演唱技术。音乐引导想象方

法是一对一，一周两次每次 30 分钟。鼓圈技术是团

体音乐治疗一周一次，每次一小时。歌曲演唱技术

是一对一，一周两次每次 30 分钟。 

    结果  患者共接受 52 次音乐治疗，为期三个月。

患者 SAS 量表出院时得分 32 分，比住院时降低 30

分，能在病房内为大家演唱歌曲，能与病房内所有

小朋友正常沟通，情绪也明显好转。 

    结论  3 到 12 岁的儿童处在音乐临界期，音乐

治疗的效果非常明显。很多药物不能治疗的儿童心

理问题，音乐治疗却能表现出很好的疗效。儿童是

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希望，在此祝愿所有心理创伤

的小朋友能够康复。 

 

 

 

接受式音乐治疗对一例焦虑障碍儿童实践干

预的应用研究 

 

王炳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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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接受式音乐治疗是指在临床的治疗中采

用聆听音乐的方式对来访者进行干预的形式。在这

个过程中，不要求来访者主动参与音乐的演唱或演

奏活动，而是通过其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产生的各

种各样的音乐体验来实现治疗的目的。本文的治疗

对象是一名 9 岁的焦虑障碍儿童，主要表现是学校

恐怖，因担心考不了第一名而焦虑，无法正常上学。 

    方法  在患者没有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下，音乐

治疗师采用接受式音乐治疗中的渐进式音乐放松训

练、音乐系统脱敏和安全岛三种方法，每周治疗三

次，每次 30 分钟，共 12 次。在每次治疗前后均用

SAS 量表和紧张指数自评量表（10 分为最紧张，依

次递减，0 分为不紧张）来评估。 

    结果  第一次治疗之前评估患者 SAS量表得分

82 分，治疗期间音乐治疗师引入考试情景时患者紧

张程度是 10 分，治疗结束后紧张程度是 4 分。最后

一次治疗之前评估患者 SAS 量表得分 31 分，治疗

期间音乐治疗师引入考试情景患者紧张程度是 0 分。

患者表示已完全没有恐怖的情绪，可以接受自己的

成绩不理想和自己的任何缺点。 

    结论  接受式音乐治疗对焦虑症患者疗效显著，

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焦虑和恐惧的情绪。治疗师对

此患者追踪半年时间，患者心里能够承受学校里各

种突发事件，没有再出现厌学的情绪。 

 

 

 

住院流浪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与社会领

悟支持及精神病性症状的相关性 

 

陶平宇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在本院住院的无主流浪精神分裂症

患者社会功能的情况，并分析其与社会领悟支持及

精神病性症状的相关性。 

    方法  对符合入组标准的 89 例无主流浪精神

分裂症患者，采用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评定量表

(SSPI)用于评定患者的社会功能、社会领悟支持量表

(PSSS)评定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度、阳性与阴性症

状量表(PANSS)评定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 

    结果  89例住院无主流浪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

功能评定量表(SSPI)均值为（17.42±6.23）分；社会

功能缺陷分级: 中度以上（≤29 分）有 81 例（91.01%），

其中,有中度缺陷(18-28 分)28 例，有重度缺陷(9-18

分)44 例，有极重度缺陷(≤8 分)9 例；多变量回归分

析发现，患者精神病性症状的严重程度、领悟社会

支持感受会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 

    结论  住院无主流浪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

一定程度的社会功能缺陷，影响了患者的病情康复

及回归社会；影响患者社会功能的主要因素有精神

症状严重程度、领悟社会支持感受低与缺乏家庭支

持关怀，本研究提示精神性症状、社会支持减少、家

庭因素等都与患者的社会功能缺陷密切相关，这可

能也是患者反复发生流浪行为的部分原因。临床上

可根据这些方面对住院无主流浪精神分裂症提供及

时的抗精神病性治疗，增加患者领悟社会支持，尽

可能帮助患者回归家庭等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精神障碍患者自我同情体验质性研究的Meta

整合 

 

董蝶 1 徐佳怡 1 周芝男 1 沈翠珍 1  

1）浙江中医药大学 

 

    目的  国外研究表明，提升自我同情可以缓解

精神症状、提高治疗依从性、促进健康行为、增强应

对能力、改善人际功能，最终促进精神疾病患者的

康复。有关此方面研究国内鲜有报道。本研究利用

Meta 整合的方法，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探索

精神障碍患者自我同情的感受和体验，为自我同情

在我国精神障碍患者中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循证依据。 

    方法  运用 PICo 模型构建研究问题和纳入、排

除标准；计算机检索 Embase、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PsycINFO、CINAHL、中

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CBM），检索精神障碍患者自我同情体验质性

研究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21 年 2 月。 

    结果  共纳入 10篇文献，提取 21个研究发现，

并归纳成 7 个类别和 2 个研究整合。整合结果 1 是

自我同情给患者带来许多影响：增加积极情绪，引

发悲伤，获得应对方式和提高康复自信 ；整合结果

2 是影响患者自我同情的因素较多：心理因素， 社

会支持和精神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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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自我同情能为患者带来切实的益处：首

先，自我同情将同情指向自己，有效地减少患者内

心自我批评的声音，对自己更友善，感到平静和幸

福。其次，基于集体治疗的自我同情治疗使患者和

有类似困难的人一起进行治疗增加了普遍人性感，

减少孤独感；最后，自我同情作为康复过程中的一

种工具，使患者在面对负性情绪时往往采用理解和

接纳这种情绪的方式来应对，从而更有效地处理日

常生活中的问题来减轻压力，降低了症状增加或复

发的风险。但患者实现自我同情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首先，患者在接受自我同情训练之前通常采取

自我批评，来应对他们的困难，并保持自尊和自我

认同，失去这一点会令他们极度焦虑；其次，患者认

为自己不值得被同情；再次，患者首次接触自我同

情时感到陌生，且认为自我同情是不可能的；最后，

精神症状也会阻碍患者发展自我同情。因此实现精

神障碍患者自我同情需要患者及相关工作者共同努

力才能实现。本文为自我同情在国内的发展和应用

提供指导，相关工作者可根据不同精神疾病，采取

针对性的自我同情训练方式，促进患者康复，减轻

疾病负担。 

 

 

 

日间康复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尊水平及社会

功能的疗效研究 

 

张瑶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精神分裂症具有病情迁延、易复发等特

征，长期患病不仅会损伤患者的社会功能，还会给

患者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为了激发患者

回归社会的勇气和信心，增强患者的自尊水平，改

善其社会功能。本研究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日间

康复治疗（为期两个月，每周 2 次，每次 1 小时），

以探讨日间康复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尊水平、社会

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符合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余统

计手册》第五版（DSM-5）诊断标准的 36 名精神分

裂症患者，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药物治疗＋日间

康复治疗）与对照组（药物治疗）。在药物剂量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用社会功能评价量表和罗森伯格自

尊量表在治疗前、治疗 8 周（为期两个月，每周 2

次，每次 1 小时）后对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进行评

定，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ES（自尊量表）、

SSSI（社会功能评价量表）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组在进行日间康复 8 周后，其自尊

水平及社会功能显高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对于精神分裂患者实施日间康复治疗有

助于提高其自尊水平及社会功能，值得临床推广使

用。在今后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将不断丰富治疗内

容与治疗形式，为患者提供更加系统的康复治疗，

促进其回归社会。 

 

 

 

优质护理服务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应用 

 

曾会群 1 何淑芬 1  

1）四川省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精神科护理工作中优质护理服务的

应用效果。 

    方法  筛选我院在 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收

治的共 84 例精神科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患者各 42 例。对照组患者按照医生叮嘱，为其

开展用药护理以及饮食护理等常规护理措施，观察

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之上开展优质护理，具体

护理措施如下：（1）完善护理制度，秉承医者仁心的

思想，不断提升自身护理专业素养，采用优质护理

技术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2）针对患者开展恰当

的运动护理，要求患者定期开展运动锻炼。；（3）为

患者提供心理方面的护理。精神疾科的患者本身对

护理人员具备一定的抵触情绪，该种情绪不利于患

者配合医护人员开展治疗。对比两组患者安全事件

发生率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安全事件发生率 4.56%及护理满

意度 97.62%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对精神科患者的护理现状探究过程中，

发现优质护理措施比常规护理措施的应用效果更加

显著，不仅护理人员自身的护理专业素养提升，护

患关系也得以拉近，患者本身对护理人员产生更强

的信任感，患者在消除负面情绪以后，产生的安全

事件也随之减少。总之，对精神科患者采用优质护

理服务方式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情绪状态，

降低患者出现安全事件概率，并加深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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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生活技能训练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

角色的研究 

 

何丽英 1 姜杨 2 陈恒俊 1 丁颖 1 樊素群 1  

1）义乌市精神卫生中心 

2）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目的是降低复发率，

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的社会角色、家庭功能和提高

个人生活质量。团队生活技能训练是一种源自于日

本生活技能训练（Social Skills Training，SST）的一

种团队训练方式，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精神科临床医

生、护士、心理治疗师等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对精神

障碍患者进行生活技能改善的康复训练模式。探讨

团队生活技能训练模式对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

角色的作用。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2 例精神分裂症

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

疗、护理和康复训练，干预组在此基础上接受为期 5

周的团队生活技能训练。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表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 SDSS）评定患

者最近一个月内的行为表现，包括 10 个项目，分别

为职业和工作、婚姻职能（仅评已婚者）、父母职能

(仅评有子女者)、社会性退缩；家庭外的社会活动、

家庭内活动过少、家庭职能、个人生活自理、对外界

的兴趣和关心、责任心和计划性；对入组的患者进

行简明精神症状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评定，从而了解患者的精神症状，并向医生、

护士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及人际交往能力，在干预

前后进行评价。 

    结果  干预组技能训练前后 SDSS 量表总分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结合团队生

活技能训练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

促进患者恢复病前的社会角色，提高了生活质量，

帮助患者以良好的状态回归家庭和社会。 

    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基金资助

（2012ZHA002） 

 

 

 

精准评估下实施加速双侧 TBS 对伴自杀意念

抑郁障碍的疗效研究 

 

石瑞 1 陈思凡 1 李毅 1 黄薇 1 危亮 1 杜海 1 张春艳
1 钟进 1 曾玲云 1 刘铁榜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目的  精准评估下实施加速双侧TBS对抑郁障

碍自杀意念的疗效、对抑郁障碍的疗效特点。 

    方法  受试人群为伴自杀意念抑郁障碍患者，

研究对象入组后随机分入双侧经颅磁刺激组或等待

组，实验组和等待组同时接受临床药物治疗，计划

纳入每组样本例数为 20 例，计划纳入总样本量为

40 例，在不干预临床药物治疗的同时分别在 Beam 

F3计算系统下定位国际10-20脑电图系统F3区域、

F4 区域治疗组接受双侧经颅磁刺激治疗、等待组于 

1 周后接受双侧经颅磁刺激治疗。主要疗效指标为：

干预 1 周后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得分变

化、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 项 （HAMD-24）得分变

化、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得分变化。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一般情况、BSI-CV、

HAMD-24 评分、CGI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BSI-CV、HAMD-24 评

分降低,CGI 评分均提高。 

    结论  精准评估下实施加速双侧TBS对伴自杀

意念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意念的疗效有效，可能成

为新的快速干预抑郁障碍患者 自杀意念的临床治

疗方案之一。 

 

 

 

精神运动康复对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自知

力及个人和社会功能的影响 

 

陈晓亚 1 陆如平 2 范青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研究精神运动康复对稳定期住院精神分

裂症患者精神状态、自知力及个人和社会功能的影

响，为扩展精神分裂症的非药物治疗手段提供新的

实证支持。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将稳定

期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 72 例，通过随机数表法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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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6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临床治

疗、护理及健康教育，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增加精神

运动康复，两组均干预 10 周，由分别对两组患者干

预前后进行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自知力

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

评估。 

    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组间采用 SPSS21.0 统

计学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年龄、病程、住

院时间、受教育年限、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剂量等一

般资料和 PANSS、ITAQ 、PSP 评定量表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量表评定由同一名经过

精神科量表规范化培训的高年资主治以上医师完成，

评定人员不参与治疗干预，也不清楚研究组与对照

组，干预 10 周后，采用 Epi Data3.1 对数据进行一

致性校对，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研究组干

预后阴性症状、一般精神症状、PANSS 评分比干预

前低（P＜0.05），而 ITAQ、PSP 评分高于干预前（P

＜0.05）；干预治疗后，研究组阴性症状、一般精神

症状、PANS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而 ITAQ、

PSP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精神运动康复能够改善稳定期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精神状态、依从性及个人和社会的功能，

为精神分裂症的非药物治疗手段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与述情障碍间的关

系 

 

秦瑾 1 祖先勇 2 杜金妹 4 方文梅 3 王化成 1 李良菊
2 王龙 3 张蕾 4 董毅 2  

1）芜湖安定精神病医院 

2）北海冉升精神病医院 

3）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4）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 

 

    目的  童年创伤经历作为一种应激因素，可使

得个体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增加，并与患者的症状

严重度、认知功能缺陷及社会功能预后有关。述情

障碍是一种情绪自我觉醒缺陷，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一种重要表现。本研究试图探讨疾病稳定期精神

分裂症患者早年创伤经历与患者述情障碍间的关系。 

    方法  119 名疾病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70

名健康正常者，接受童年创伤问卷（CTQ）和多仑多

述情障碍量表(TAS-20)评估，患者采用阳性和阴性

症状量表（PANSS）作精神症状评估，分析患者童年

创伤经历、述情障碍间和精神症状间的关系。 

    结果  Mann-Whitney U 分析显示，与正常者相

比，精神分裂症患者 CTQ 总分（30.46±8.56 vs 

43.98±12.59，P<0.01）、躯体虐待（6.84±2.12 vs 

8.35±3.29 ， P<0.01 ）、情感虐待（ 5.60±1.30 vs 

2.19±0.82，P<0.01）、性虐待（5.40±1.50 vs 6.63±2.62，

P<0.01）、躯体忽视（10.01±3.99 vs 11.70±4.42，

P<0.05）、情感忽视（8.62±2.74 vs 10.12±3.64，P<0.01）

评分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精神分裂症患者

TAS-20 总分（53.56±11.21）其及难以识别自己的情

感因子（18.20±5.89）和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因子

（13.97±3.83）分增高于正常者（分别为 49.97±9.61，

15.90±5.42，12.70±3.11），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0.01）。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患者 CTQ

总分与 TAS-20 总分（r=0.236，P<0.05）及其难以识

别自己的情感因子分（r=0.259，P<0.01）和难以描述

自己的情感因子分（r=0.188，P<0.05）呈正相关，具

有统计学意义；CTQ 躯体虐待和性虐待分与 TAS-20

评分多呈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r=0.186-0.314，

P<0.05-0.01）。控制年龄、受教育年限和 PANSS 总

分后，CTQ与TAS-20评分间的相关性多数仍保存。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经历的心理创伤水

平越高，其述情障碍越明显，且这种关联独立于精

神症状表现，支持患者的述情障碍反应了一种个性

特质的观点，早年的负性经历对患者这种个性特质

发生可能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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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碍研究协作组 

 

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疗效相关因素、治疗体验 

的质性研究 

 

卢静芳 1 李静茹 1 葛方梅 1 张晶 1 张洁 1 孙莞绮 1 

赵亚婷 1 韩慧 1 赵文清 1 师彬彬 1 王琰 1 王雨欣 1 

丁菲 1 季曹珺 1 苑成梅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Insomnia, CBT-I）是治疗失眠障碍的一线治

疗方法，在中国人群中运用还不广泛，对其疗效相

关因子以及患者治疗体验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

探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的疗效相关因素，患者治

疗体验，并进一步探索根据患者特点优化失眠认知

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Insomnia plus，

CBT-I plus）方案的可能性，为临床上针对性的开展

CBT-I 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2:1 随机对照设计，纳入 21 例失眠

障碍合并焦虑、抑郁患者，分别接受结构化手册式

CBT-I plus 和 CBT-I 方案干预，为一对一的个体治

疗，每周 1 次，每次 50 分钟，共 8 次治疗，分别

于治疗 2 周、4 周、8 周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过

程全程录音。首先将录音进行逐字转录，进行主题

分析，然后生成初始编码，再对主题进行确定和命

名，最后形成结构化的主题列表。 

    结果  1. 疗效相关因素：1）治疗内容，CBT-I

治疗中的 5 大技术对睡眠均有帮助，不同技术需灵

活运用，例如睡眠限制需要更多的心理教育和动机

强化支撑；2）患者个人因素，主要疗效因子有治疗

期待，对治疗的认同，动机动力，参与程度，依从

性，治疗内化能力，其中，患者对治疗的认同以及依

从程度尤为重要；3）治疗师因素，主要疗效因子有

技术的运用，与患者的沟通反馈，治疗针对性，治疗

风格，督促与监督，赋予希望。2. 治疗体验：提取

出了治疗结构、治疗内容、治疗过程、治疗师相关四

大主题，患者对每个主题均有正面、中性、负面反

馈。正面反馈包括专业性强、技术实用、症状好转、

治疗关系良好等，中性反馈包括治疗结构化、治疗

过程循序渐进、像上课、需要患者付出努力等，负面

反馈包括僵硬、起效慢、治疗师对情感关注不够等。

3. CBT-I 方案患者希望增加情绪治疗模块，CBT-I 

plus 方案患者情绪识别调节能力增强，对方案反馈

良好。 

    结论  治疗内容、患者个人因素和治疗师因素

均是 CBT-I 治疗的重要疗效因素，互相影响；患者

的治疗体验复杂多样，提示在 CBT-I 的具体实施过

程中，要根据患者的不同特点给予更多针对性的干

预；CBT-I plus 方案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仍需继

续优化。 

 

 

 

强化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对失眠障碍 合并焦

虑、抑郁症状患者的 随机对照初步研究 

 

张晶 1 李静茹 1 卢静芳 1 葛方梅 1 张洁 1 刘希童 1 

黄雨欣 1 赵亚婷 1 韩慧 1 赵文清 1 师彬彬 1 王琰 1 

薛莉莉 1 王凯风 1 苑成梅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失眠障碍是多种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的

危险因素，每年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内目前缺

乏针对失眠伴焦虑、抑郁症状这一类人群的个性化

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for in-

somnia, CBT-I）方案。本研究以认知行为治疗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技术为核心，开

发出针对失眠障碍合并焦虑抑郁情绪患者的强化失

眠认知行为治疗方案（Plus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for insomnia, CBT-I plus），采用随机对照研究设计，

探讨与传统 CBT-I 比较，CBT-I plus 的有效性和可

行性及其可能的优势。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设计，按照 2:1 的比例将

失眠障碍伴焦虑、抑郁症状患者分配到 CBT-I plus

组（研究组）和 CBT-I 组（对照组），纳入数据分析

53 例（CBT-I plus 组 36 例，CBT-I 组 17 例）。分别

按照各自的结构化手册进行一对一的心理治疗，并

于基线、2 周末、4 周末、8 周末评定患者症状变化。

主要疗效指标是睡眠效率的减分情况、可行性指标

是患者的全因脱落率及治疗联盟分数的变化。 

    结果  1.有效性：CBT-I plus 能显著显著提高患

者的睡眠效率、睡眠总时长（Z=-3.296，P<0.01；Z=-

2.720，P<0.01），降低入睡潜伏期以及失眠严重程度

指数（Z=-3.190，P<0.01；Z=-3.204，P<0.01），同时

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Z=-2.941，P<0.01；

Z=-3.192，P<0.01），改善患者关于睡眠的不合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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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及提升生活质量（Z=-2.455，P<0.01；Z=-2.911，

P<0.01）。与 CBT-I 组相比，在提升患者睡眠总时长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Z=-1.988，P<0.05）。2.可行性：

CBT-I 组与 CBT-I plus 组的脱落率分别为 8.33%和

18.75%。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

治疗后患者的治疗联盟分数显著提高（Z=-2.119，

P<0.05），但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异（Z=-0.768，P>0.05）。 

    结论  强化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BT-I plus）在

增加睡眠总时长和生活质量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优

势，也具有可行性。 

 

 

 

失眠患者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治疗的真实世

界研究 

 

梁素改 1 杨净云 1 徐悠 1 杨莉莉 1 胡楠楠 1 李涛 1 

毛洪京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显示基于网络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dCBT-I）对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有治疗作用，

但对于 dCBT-I 治疗时程的相关研究较少。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6 年至 2021 年就诊于精

神专科医院睡眠障碍门诊以失眠为主诉患者 6217

例，基于省卫生厅失眠干预项目建立线上诊疗平台，

患者线上评估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抑郁症

筛查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

健康问卷躯体症状群量表（PHQ-15）。其中部分患者

接受 8 周及 12 周 dCBT-I 治疗，有 512 例患者完成

8 周和 12 周 PSQI 评估。本研究采用卡方检验、方

差分析或非参数检验比较不同疾病组差异，采用 R 

Package nparLD 纵向数据非参数分析基线、8 周及

12 周治疗效应的差异。 

    结果  根据 ICD 诊断系统其中失眠障碍患者

1537 例，焦虑障碍患者 2608 例，抑郁障碍患者 1044

例，焦虑障碍共患失眠障碍患者 938 例，四组在年

龄、性别、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病程、失眠家族

史有统计学差异，抑郁障碍组 PSQI、PHQ-9、GAD7

分数较高于其他组。失眠障碍组 32.40%仅接受药物

治疗，17.05%仅接受 CBT-I 治疗，23.23%接受药物

和 CBT-I 治疗，27.23 未接受治疗。nparLD 分析显

示，在 97 例睡眠障碍患者 PSQI 分数与基线水平相

比在 8 周和 12 周均有明显降低（P < 0.001），8 周和

12 周 PSQI 分数改变的相对效应无明显差异；与药

物治疗、药物和 CBT-I、未接受治疗相比，仅 CBT-

I 对 PSQI 的相对治疗效应为 0.46；对于 PSQI 分数

改变治疗与时间点存在交互效应（P = 0.04）。在 298

例焦虑障碍患者中，PSQI 分数改变在不同时间均有

统计学差异（P < 0.05），与药物治疗、药物和 CBT-

I、未接受治疗相比，仅 CBT-I 对 PSQI 的相对治疗

效应为 0.46；对于 PSQI 分数改变，8 周 CBT-I 的相

对治疗效应 0.41，在 12 周 CBT-I 的相对治疗效应

0.37。在 71 例抑郁障碍患者中，PSQI 分数改变在不

同时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05），与药物治疗、药

物和 CBT-I、未接受治疗相比，仅 CBT-I 对 PSQI 的

相对治疗效应为 0.53. 

    结论  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治疗对失眠患者睡

眠质量的提高有治疗作用，且治疗效应与不同治疗

时间有关。 

 

 

 

85 名男性酒依赖住院患者体重与血清淀粉酶

相关性分析 

 

闫彩华 1 姚绍敏 1 胡蕊 1 王学义 1 宋志领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不同体重指数男性酒依赖患者血清淀粉

酶水平变化以及体重与淀粉酶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于我院

精神科住院的男性酒依赖患者 85 例，根据 BMI 分

级标准将其分为低体重组（BMI <18.5 kg/m2）12 例，

正常体重组（18.5 kg/m2≤BMI <24 kg/m2）42 例、超

重组（24 kg/m2≤BMI <28 kg/m2）19 例和肥胖组

（BMI≥28 kg/m2）12 例，收集其一般资料（包括年

龄、身高和体重等情况）并检测血清淀粉酶指标。采

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探讨体重与血清淀粉酶的相

关性。 

    结果  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分析比较不

同 BMI 组中血清淀粉酶的分布差异,结果显示，采用

Bonferroni 法校正显著性水平的事后两两比较发现，

血清淀粉酶的分布在低体重组和肥胖组  (调整后

P=0.017)、正常体重组和肥胖组 (调整后 P=0.004)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它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酒依赖患者的不同 BMI 组中肥胖患者(BMI 

≥28 kg/m2)血清淀粉酶水平最低；男性酒依赖患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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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淀粉酶与体重呈负相关（P<0.05）。 

    结论  男性酒依赖患者血清淀粉酶水平与体重

相关，应重视酒依赖患者的低淀粉酶水平以及尤其

是肥胖患者的体重控制。 

 

 

 

中年抑郁症患者自杀观念与睡眠的相关性分

析 

 

李娜 1 李天舒 1 金圭星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伴有睡眠障碍的抑郁症患者自杀率逐年

升高，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年抑郁症患者自杀观念与

睡眠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08 月在河

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住院的符合 ICD-10 抑

郁发作诊断标准的年龄在 36-60 岁的抑郁症患者，

共 57 例。根据自杀观念量表（Mini）得分（无自杀

观念组 0 分、伴自杀观念组≥1 分）将所有研究对象

分为不伴自杀观念组（n=21）、伴自杀观念组（n=36）。

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评估以及多导睡眠监测

（Polysomnography ,PSG）检查，问卷包括自制的一

般情况问卷、生活事件量表（LSE）、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应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或 t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

析检验伴自杀观念组的自杀评分总和与 PSQI 各因

子及 PSG 主要参数结果的相关性。 

    结果  57 例患者中 21 例（36.8%）不伴自杀观

念、36 例（63.2%）伴自杀观念。秩和检验结果显示

两组间在睡眠质量因子Ⅰ（P=0.008）、睡眠效率因子

Ⅳ（0.032）、微觉醒次数（P=0.002）方面具有统计

学差异（P<0.05）。相关性结果分析显示，伴自杀观

念组的自杀评分总和与睡眠质量因子Ⅰ呈正相关性

（r=0.408,P=0.002），与睡眠效率因子Ⅳ呈正相关性

（ r=0.331,P=0.012 ），与微觉醒次数呈正相关

（r=0.389,P=0.003）。 

    结论  中年抑郁症患者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效

率、微觉醒次数与自杀观念具有相关性，自杀观念

得分越高睡眠质量及睡眠效率越差，微觉醒次数越

多。 

 

 

 

NLR、PLR、MLR 与癌症患者 PTSD 症状的

相关性研究 

 

许银珠 1 于鲁璐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外周炎症指标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计

数的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

（PLR）、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MLR）

作常联合其他炎性标志物评估多种疾病炎症反应的

状况。可考虑将 NLR、PLR、MLR 作为创伤后应激

障碍（PTSD）症状的炎症免疫反应的监测指标。 

    方法  本研究于 2019 年 6 月-8 月在河北石家

庄纳入 40 例术后恢复期消化系统癌症患者，检测

NLR、PLR、MLR 水平；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

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患者的抑郁症状和焦虑

症状，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估患者

的睡眠情况，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PCL-

C）评估患者的 PTSD 症状；分析 NLR、PLR、MLR

与各量表评分之间的关系。 

    结果  40 例（男 22 例，女 18 例）癌症患者中，

认为患有癌症是创伤性事件的患者为 23 人（57.5%）、

检测出 PTSD 症状者 7 人（17.5%）；PCL-C 评分与

SDS、SAS、PSQI 评分呈正相关（r=0.326，P=0.040；

r=0.494，P=0.001；r=0.455，P＜0.001）；SDS 评分

与NLR、MLR呈正相关（r=0.439，P=0.005；r=0.502，

P=0.001），SAS 评分与 NLR、MLR 呈正相关（r=0.349，

P=0.0027；r=0.365，P=0.020）；PSQI、PCLC 与 NLR、

PLR、MLR 之间无相关性（P＞0.05）。 

    结论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可用于重症患者

应激与系统炎症的严重程度评估。血小板的活性受

五羟色胺、谷氨酸、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影响，而这些

神经递质均参与 PTSD 的形成。MLR 可反映小胶质

细胞活性，可作为脑内炎症的外周标志物。此研究

发现炎症指标 NLR、MLR 对评估抑郁和焦虑情绪方

面有指导意义，而 NLR、PLR、MLR 与 PTSD 症状

的相关性还有待继续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与非医务人员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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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抑郁水平及相关因素分析 

 

于鲁璐 1 许银珠 1 李卫晖 2 高先 3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 

3）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务处 

 

    目的  明确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医务人员与

非医务人员焦虑抑郁水平及相关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通过微信公众号方式发放在线问卷，问

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广泛性焦虑量表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患者

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

naire，PHQ-9）和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

silience Scale，CD-RISC-10），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收回问卷 387 份，其中医务人员 170

名，非医务人员 217 名。医务人员中抑郁情绪检出

率为 42.9%，焦虑情绪检出率者为 46.5%。非医务人

员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62.7%，焦虑情绪检出率为

52.5%。在所有被调查者中，医务人员（OR=0.58，

95%CI：0.36 ~ 0.93，P=0.022）是抑郁情绪的保护因

素，接触（疑似）感染者（OR=2.63，95%CI：1.43 

~ 4.85，P=0.002）是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在医务人

员中，低职称（OR=4.04，95%CI：1.28 ~ 12.78，

P=0.017）、一线工作（OR=3.66，95%CI：1.69 ~ 7.88，

P=0.001）是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一线工作

（OR=2.85，95%CI：1.39 ~ 5.83，P=0.004）是焦虑

情绪的危险因素。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非医务人员，

低心理弹性都是抑郁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心理弹

性越低，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的风险越高。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民众均出现一定

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心理弹性越差，产生焦虑抑

郁情绪的风险越高。 

 

 

 

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与酒依赖的关联性研究 

 

于鲁璐 1 许银珠 1 王迪 1 周谨 2 徐丽芬 1 王学义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2）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目的  明确酒依赖患者外周血细胞变化及血小

板/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PLR）

与酒依赖成瘾时间和日饮酒量的关系。 

    方法  酒依赖组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的

男性酒依赖患者（n=88），健康对照组为 2020 年本

院男性健康体检者（n=88）。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回顾

患者的一般情况及全血细胞计数结果，并计算血小

板/淋巴细胞比值，比较酒依赖组与健康对照组各项

指标的差异，分析 PLR 与酒依赖患者饮酒情况的相

关性。 

    结果  酒依赖组血小板计数（PLT）、淋巴细胞

计数（LYM）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

别为 t=-6.454，P＜0.001；t=-4.117，P＜0.001），两

组间血小板计数/淋巴细胞计数比值（PLR）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0.343，P=0.732）。酒依赖组的 PLT

与起病年龄呈显著负相关（r=-0.282，P=0.008），PLT、

PLR 与酒精成瘾时间呈正相关（r=0.241，P=0.024；

r=0.214，P=0.045），LYM 与日饮酒量呈正相关

（r=0.214，P=0.045）。 

    结论  PLT、LYM 及 PLR 可作为评估酒依赖患

者病程及炎症反应的客观生物标记物。 

 

 

 

Effects of Transcranial 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tion on Sleep and Symptoms in 

Chronic Insomnia Patients: A Multisite Ran-

domized, Double-blind, Parallel-group, Pla-

cebo-controlled Study 

 

Xiaolin Zhu2, Yanping Ren1, Hong-Xing Wang3,4,5, Yu-

Ping Wang3,4,5, Hongzhen Fan2, Shuping Tan2, Xin Ma1  

1）The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isor-

ders,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

sity, Beijing, China; 

2 ） Center for Psychiatric Research, Beijing Hui-

longguan Hospital, Beijing, China; 

3）Division of Neuropsychiatry and Psychosomatics,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4）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Neuromodulation,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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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enter of Epilepsy, Beijing Institute for Brain Disor-

der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Chronic insomnia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sleep disorders. It has a high prevalence and 

morbidity, which can lead to existing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medical diseases and a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life. 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for chronic insomnia 

are limited to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nd ap-

proved hypnotics, but not all patients respond to them. 

Therefore, additional treatments for chronic insomnia 

are needed. Transcranial 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tion 

(tACS), a novel potential treatment modality may be of-

fered for insomnia.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 can en-

hance the consolidation of sports memory, improve peo-

ple's psychophysiological state, change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and regulate neuroplastic-

ity. Moreover, tACS can alter the level of serotonin in 

hypothalamus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e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chronic insomnia. Previous studies re-

ported conflicting results on the efficiency of tACS in 

improving sleep, which were explained by different de-

signs. So far, there is still no definite effect of tACS on 

chronic insomnia. In this framework, we performed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parallel-group, placebo-con-

trolled trial to examine the efficacy of tACS in a rela-

tively large sample of adults with chronic insomnia. 

    Methods  In total, 120 Chinese participants with 

chronic primary insomnia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active or sham tACS targeting the forehead and both 

mastoid areas in the laboratory on weekdays for 4 con-

secutive weeks.  Participants were assessed at baseline, 

post-treatment and 4-week follow-up. The primary out-

comes were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total score, sleep onset latency (SOL), total sleep time 

(TST), sleep efficiency, sleep quality, and daily disturb-

ances. Secondary outcomes were Clinical Global Im-

pression (CGI),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DA) 

and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Results  During the trial,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the active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 de-

crease in PSQI total score (95% CI 0.43 to 1.09, p = 

0.000), an increased TST (95% CI -0.88 to -0.20, p = 

0.002), improved sleep efficiency (95% CI 0.28 to 0.95, 

p = 0.000) and improved daily disturbances (95% CI 

0.55 to 1.17, p = 0.000) at the end of the 4-week inter-

vention and 4-week follow-up. For the secondary symp-

tom and functional capacity outcomes, there was a sig-

nificant effect on the CGI (95% CI 0.28 to 0.95, p = 

0.000), but none for the HADA and HAMA (all p > 0.05) 

at the posttreatment or follow-up. 

    Conclusion  This study found tACS improved 

the sleep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hile also improving 

the symptoms. tACS has potential as an effective inter-

vention for chronic insomnia within 8 weeks.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抑郁、自杀和噩梦烦恼的

关系研究 

 

宋天贺 1,3 王停停 2,3 陈景旭 3  

1）承德医学院 

2）蚌埠医学院 

3）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探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噩梦烦恼、抑郁

以及自杀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抑郁在噩梦烦

恼对自杀的中介效应。 

    方法  对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门诊、年龄 12-18

岁、符合 DSM-5 诊断标准且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 分）的抑郁症患者，采用健康问卷抑

郁量表（PHQ-9）和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分别

评估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失眠严重指数量表（ISI）

和青少年日间嗜睡量表（CADSS）评估其睡眠质量，

迷你国际神经精神病学访谈（M.I.N.I.）自杀风险模

块评估自杀风险（＞5 分），噩梦烦恼指数量表-中文

版（NDQ-I）评估噩梦烦恼程度，并对自杀风险、噩

梦烦恼指数和抑郁症状、焦虑症状进行中介分析。 

    结果  本次共调查共收回问卷 523 份，男性 196

例，女性 327 例，平均年龄 16.05±1.991 岁，37.5%

的患者有自杀风险。女性自杀风险（78.1%）显著高

于男性（21.9%），初中生自杀风险（52.6%）显著高

于高中生（47.4%）（均 p<0.05）; 与无自杀风险患者

相比，有自杀风险患者的失眠发生率（26.5% vs 

73.5%）、噩梦发生率（27.9% vs 82.1%）、CADSS 评

分（ 21.77±7.708 vs 23.79±6.475）、NDQ-I 评分

（ 25.70±10.213 vs 33.34±12.925 ）、 PHQ-9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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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4.543 vs 18.56±5.739）以及 GAD-7 评分

（10.02±6.714 vs 15.24±7.75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另外，女性患者的 NDQ-I 评分、是否做

噩梦以及 GAD-7 评分显著高于男性（P<0.05），但

是抑郁总分显著低于男性（P<0.05）。自杀风险和 ISI、

CADSS、NDQ-I 以及 PHQ-9 和 GAD-7 相关系数分

别为 0.140、0.141、0.311、0.454 和 0.335，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通过噩梦烦恼预测自杀

风 险 的 间 接 效 应 显 著 （ a*b=0.037, SE=0.006, 

p<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26-0.049]）,中介效应值

为 0.037. 

    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噩梦烦恼、失眠程

度、日间嗜睡以及抑郁和焦虑的程度和自杀风险显

著相关，抑郁严重程度在噩梦烦恼对自杀风险的预

测中起到中介作用。 

 

 

 

缓解期抑郁症患者残留失眠和认知功能的关

系研究 

 

乞盟 1,2 宋天贺 1,2 陈景旭 2  

1）承德医学院 

2）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探讨缓解期抑郁症患者残留失眠对认知

功能的影响。 

    方法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分≤17

分且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SI）≥8 的缓解期抑郁

症伴失眠（RDI）患者 20 例，以及年龄、性别和学

历匹配的健康对照组（HC）22 例。且通过多导睡眠

监测（PSG）排除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不宁腿

综合征患者。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爱

泼沃斯嗜睡量表（ESS）和 ISI 评估主观睡眠情况，

采用 PSG 评估客观睡眠结构。认知功能采用可重复

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测验（RBANS）评定，包括即刻

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功能和延时记忆。 

    结果  在主观睡眠中，患者组 PSQI、ISI 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P 值均<0.01），ESS 无显著差异

（P=0.20）；客观睡眠中，患者组睡眠效率（SE）、

N3 期占比（N3%）、REM 期占比（REM%）和 REM

潜伏期（RSL）减少，且差异显著（P 值均<0.05）；

觉醒指数（Arl）和总清醒时间（TWT）差异存在边

缘性显著（Z=1.911.P=0.06；Z=-1.88，P=0.06）。在

认知功能上，患者组言语功能，包括言语功能总分

（P<0.05）和词语流畅性（P<0.01）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注意功能中的编码能力和对照组也存在显著差

异（P<0.05）。缓解期抑郁症残留失眠与认知功能存

在相关。在睡眠结构上, RSL 和故事复述（r=0.46，

P<0.05）、N3%和即刻记忆（r=0.53，P<0.05）均存在

正向相关；清醒次数与视觉广度和词汇回忆（r=-0.51；

r=-0.46，P<0.05）呈负相关。 

    结论  在缓解期抑郁症伴失眠患者中，RSL 的

增加对认知功能有正向作用，且深度睡眠更多的患

者其短时记忆能力更强。此类患者，若睡眠维持性

差则视觉空间能力和词汇回忆的能力都欠佳。夜间

长时间的清醒会干扰睡眠结构，使深度睡眠减少、

大脑功能恢复能力降低，因此影响记忆和视觉空间

能力，从而影响认知功能。 

 

 

 

Sleep Disorders and Non-sleep Circadian Dis-

orders Predict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

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

ies 

 

Mi-Mi Zhang1,2, Yan Ma1, Lan-Ting Du1, Ke Wang1, 

Wei-Li Zhu1, Yan-Ping Bao1, Su-Xia Li1  

1）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Drug Dependence, Na-

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Depend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Xiang’ an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often suffer 

from sleep disorders and non-sleep circadian disorders. 

However, whether they precede and predict subsequent 

depression is unclear. 

    Methods  We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stud-

ies on sleep disorders and chronotype. 

    Results  We found insomnia, hypersomnia, ex-

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EDS), short sleep duratio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 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 and eveningness orientation lead to subsequent 

depression. Those with heightened levels of cortisol in 

awakening response and low robustness of rest -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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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ythm at baseline have higher risks for later depression. 

Among insomnia subtypes, difficulty initiating sleep 

(DIS) and difficulty maintaining sleep (DMS) predicts 

future depression. Notably, persistent insomnia (OR: 

5.02) has more than two-fold risk of incident depression 

compared to insomnia (OR: 2.34). Moreover, insomnia 

symptom numbers are dose - dependent response to the 

incident depression.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different types of 

sleep disorders and non-sleep circadian disorders are 

risk factors of subsequent depression, mechanisms un-

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disorders and 

non-sleep circadian disorders and subsequent depres-

sion should be further elucidated in the future. 

 

 

 

IL-22 改善小鼠抑郁样行为及其机制研究 

 

王菲 1,2 马燕 1 孙益嵘 2 李素霞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生科 

3）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目的  研究 IL-22 改善小鼠慢性社交失败应激

所致抑郁样行为及其机制 

    方法  采用 C57BL/6J 小鼠，进行慢性社交失败

应激 10 天诱发抑郁样行为，在应激造模结束后连续

6 天腹腔注射 IL-22，之后进行行为学检测，包括社

交行为测试、糖水偏爱测试、强迫游泳测试、悬尾测

试；或应激造模结束后采集生物学标本，包括肠内

容物、血液、肠道组织和脑组织。采用 16S rRNA 基

因测序分析肠道微生物，HE 染色检测肠道壁组织炎

症反应的变化，ELISA 检测血液炎症因子的变化。 

    结果  慢性社交失败应激导致小鼠表现出显著

的抑郁样行为、具体表现为：糖水偏爱值降低、强迫

游泳实验中的不动时间升高、悬尾实验中的不动时

间升高、以及社会交互率的降低，同时引起肠道微

生物中益生菌丰度降低、肠道组织中炎症细胞的明

显浸润和血液炎症因子 IL-6 和 TNFα 的表达升高。

连续 6 天腹腔注射 IL-22 治疗，可以逆转小鼠的抑

郁样行为，同时肠道微生物中益生菌丰度明显升高、

肠道组织中炎症性细胞浸润受到显著抑制，血液中

炎症因子 IL-6 和 TNFα 的表达明显降低。 

    结论  IL-22 可能通过改善肠道菌群中益生菌

的丰度变化，改善肠道炎症细胞的浸润和血液中的

炎症因子的变化，发挥抗抑郁作用，可能成为临床

上治疗抑郁症的潜在靶标。 

 

 

 

Non-sleep Circadian Rhythms and Cogni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 Analysis 

 

Lan-Ting Du1,2, Ke Wang1, Mi-Mi Zhang1, Yan Ma1, 

Yan-Ping Bao1, Wei-Li Zhu1, Hong-Yan Zhang1, Su-Xia 

Li1  

1）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Dependence, Peking Uni-

versity 

2）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Objective  Circadian rhythm disruptions, sleep - 

wake disorders, are bidirec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some physical diseases, such as cardiometabolic and 

neurologic diseas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rcadian rhythm disruptions, especially non - sleep cir-

cadian rhythm disrup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s un-

clear. 

    Methods  We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16 

cohort studies on cortisol and rest - activity rhythms to 

investigate the bidirectional prospective association be-

tween non - sleep rhythm disruption and cognitive func-

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with respect to ground (AUCg) of cortisol (r 

= -0.10, 95% CI = -0.15 to -0.06, I2 = 0), cortisol rhythm 

slope (r = -0.17, 95% CI = -0.20 to -0.13, I2 = 0)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lobal cognition. Bedtime 

cortisol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and prospectively nega-

tive correlation with memory (r = -0.19, 95% CI = -0.37 

to -0.00, I2 = 81.2%). Lowest quartile of amplitude of 

rest - activity rhythm at baseline predicted slightly 

higher risk of dementia (OR = 1.49, 95% CI = 1.03 to 

2.16, I2 = 0).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non - sleep 

rhythm disturbances can predict subsequent cognitive 

decline, MCI or / and dementia. However,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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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further validated in the future. 

 

 

 

孕期应激对子代情绪和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

机制研究 

 

张咪咪 1,2 王菲 1 马燕 1 王可 1 李素霞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药依赖性研究所 

2）厦门大学医学院，厦门大学翔安医院妇产科 

 

    目的  孕期应激会改变子宫内环境，影响胎儿

大脑发育，增加日后患精神疾病的风险。研究发现

Reelin 调控胚胎期大脑皮层细胞迁移及成年期的突

触结构与功能调节，其表达下调与精神类疾病发病

相关。然而，孕期应激是否影响 Reelin 表达，尚未

见报道。本研究将通过检测孕期慢性应激对子代青

春期和成年期行为学影响，以及母亲和子代皮质酮、

炎症因子和子代全脑 reelin 信号通路变化，探索孕

期应激对子代情绪和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 10 周龄的 CD-1/ICR 母鼠，每组 10

只，共 20 只。应激组孕鼠在孕 11 天开始慢性应激

至子鼠出生，正常对照组孕鼠交配后单笼饲养，不

予应激。子代出生后分别于青春期（4-6 周）和成年

期（10-13 周）检测焦虑样、抑郁样行为和认知功能，

包括：蔗糖偏爱、强迫游泳、黑白箱、高架十字迷

宫、新物体识别和三箱社会记忆测试。ELISA 法检

测分娩当天母鼠血浆皮质酮和炎症因子；刚出生子

代躯干和全脑的皮质酮和炎症因子。Western Blot 方

法检测刚出生子代全脑 Reelin 信号通路的表达。 

    结果  青春期子代，孕期应激组的雄性和雌性

与对照组相比，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均显著增加；在

黑白箱明亮区停留时间及在两箱中穿梭次数均显著

减少；在高架十字迷宫开放臂停留时间比值和进入

开放臂次数均显著降低；在新物体识别时记不住旧

物体；在社会记忆中雄性社交动机下降，社交记忆

正常，雌性社交动机正常，社交记忆下降；无论雄性

还是雌性，对糖水的偏爱值均无差异。成年期子代，

无论雄性还是雌性，社会记忆均完全恢复正常；雌

性子代，对糖水的偏爱值著降低；其他抑郁样、焦虑

样行为仍然维持。应激组母鼠血浆皮质酮显著降低，

炎症因子 IL-6 显著升高；刚出生子代无论躯干还是

全脑，应激组雄性子代的皮质酮和炎症因子，均无

显著变化；应激组雌性子代的全脑 IL-10 显著升高，

全脑皮质酮显著升高。无论雄性还是雌性，应激组

子代全脑 reelin 表达均显著降低；而 Dab-1 表达在

雄性子代显著增加，在雌性子代中无变化。 

    结论  孕期应激导致雄性和雌性子代在青少年

期和成年期均表现出抑郁样、焦虑样行为和认知功

能障碍，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母体的免疫系统，并下

调刚出生子代全脑中 reelin 信号通路的表达。Reelin

信号通路可能参与孕期应激对子代行为的调节。在

雌性子代中，脑内 Reelin 信号通路的下调可能由皮

质酮和炎症因子介导。 

 

 

 

嘌呤从头合成通路受损导致大鼠抑郁样行为

发生 

 

马燕 1,2 王重阳 1,2 王菲 1 王可 1 宋青 2 李素霞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目的  研究嘌呤从头合成通路在大鼠抑郁样行

为发生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慢性不可预见性应激建立大鼠抑郁

模型，在应激过程中每日给予大鼠定量益生菌沼泽

红假单胞菌，造模结束后进行行为学测试，包括强

迫游泳实验、糖水偏爱实验、旷场实验；或造模结束

后采集血液、肝组织和脑组织，其中血液和脑组织

进行代谢组学检测，肝组织进行肝脏嘌呤从头合成

通路检测；采用嘌呤合成抑制剂干扰嘌呤正常合成

或采用腺相关病毒进行肝脏特异性敲低嘌呤合成通

路中的酶 pfas，进一步验证嘌呤从头合成通路在大

鼠抑郁样行为发生中的作用。 

    结果  慢性不可预见性应激导致大鼠显著的抑

郁样行为，具体表现为糖水偏爱值降低，强迫游泳

不动时间升高，旷场实验中水平移动距离降低；同

时导致外周血和脑组织多种嘌呤代谢物浓度下调；

沼泽红假单胞菌可显著逆转大鼠上述抑郁样行为，

并逆转外周血和脑组织多种嘌呤代谢物浓度的下降。

嘌呤合成抑制剂甲氨蝶呤抑制嘌呤从头合成，或腺

相关病毒肝脏特异性敲低嘌呤合成通路中的酶 pfas，

导致大鼠产生抑郁样行为，具体表现为糖水偏爱值

降低，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升高。外源性补充嘌呤化

合物，可以逆转大鼠的抑郁样行为。 

    结论  慢性应激可导致肝脏内嘌呤从头合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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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受损，导致外周血和脑组织多种嘌呤代谢物浓度

降低，引起抑郁样行为发生。该研究不仅为抑郁症

发病机制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也为临床治疗抑郁

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Effects of Dance Movement Therapy on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omor-

bid Insomnia 

 

马欣荣 1 马陈雯姝 1 周永玲 1 张月兰 1  

1）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fea-

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Dance Movement Therapy

（DMT） as an adjunct to pharmacotherapy for improv-

ing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omorbid 

insomnia. 

    Methods  68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sleep dis-

turbance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1 of 2 groups: 

DMT intervention group (DMT + drug; N = 34) and 

control group (drug; N = 34).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

ventions were assessed at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

ment. A DMT intervention program was applied to 

DMT intervention group one day a week during 5 weeks. 

Sleep quality was assessed using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evel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

pression(HAMD) and the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score differences of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 of PSQI total score 

((9.50±3.82) vs (6.21±2.83)), sleep latency ((1.82±0.99) 

vs (0.82±0.96)), sleep duration ((1.73±1.16) vs 

(1.29±0.79)), habitual sleep efficiency ((2.20±0.94) vs 

(1.02±0.99)), use of sleep medication (0.94±1.39) vs 

(0.29±1.19)) and HAMD total score ((16.79±5.45) vs 

(12.97±7.09)) in DMT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obvi-

ous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 

05). 

    Conclusion  DMT as an adjunct to pharma-

cotherapy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

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omorbid insomnia. DMT combined with pharma-

cotherapy is feasible and popular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抑郁症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与睡眠效率及临床

症状的关联研究 

 

张玉 1 郜见亮 1 余家快 1 解钧 2 朱鹏 2 朱道民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与睡眠效

率及临床症状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季节性差异。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5 月在安徽

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住院治疗的 369 例抑郁症患

者，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

价抑郁及焦虑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评价

睡眠质效率，静脉血测定血清 25(OH)D 水平。  

结果  抑郁症患者的 25(OH)D 和焦虑评分呈显

著的季节性波动，25(OH)D 在冬春季呈较低水平，

焦虑评分在冬春季呈较高水平。控制混杂因素后，

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显示，相比于 VD 非缺乏组，

VD 缺乏组患者的睡眠效率更低（β=-0.046,95%CI: -

0.089,-0.003），精神焦虑评分更高（β=1.240,95%CI: 

0.501,1.980）。未发现维生素 D 状态与抑郁评分的统

计学关联。按季节分层后发现，维生素 D 状态与睡

眠效率（P=0.001）、精神焦虑评分（P=0.018）的统

计学关联仅在冬春季观察到。有更高睡眠效率的抑

郁症患者，其精神焦虑评分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β=-1.877,95%CI: -3.634，-0.119）。按季节分层后

的中介效应模型显示，在冬春季调查人群中，维生

素 D 可能通过改变睡眠效率来影响精神焦虑症状

（直接效应为 0.999，P=0.081；中介效应为 0.401，

P=0.013）。  

结论  抑郁症患者维生素 D 缺乏状态可能通过

降低睡眠效率，加重精神焦虑症状，并且这种关联

可能存在季节性差异。 

 

 

 

维生素 D 影响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的干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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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 1 张玉 1 解钧 2 朱鹏 2 朱道民 1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VD）补充对抑郁症患者

睡眠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140 例抑郁症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VD 干预组，

干预组给予维生素 D 滴剂 800IU BID，并常规使用

抗抑郁药物，对照组仅使用常规抗抑郁药物，并随

访 6 个月。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HAMD-24）

评定其抑郁情绪，多导睡眠（Polysomnography，PSG）

监测其客观睡眠指标。 

结果  最终分析包括 140 名参与者，总人群维

生素 D 水平为（43.38±15.12）nmol/L，缺乏率（＜

50.00 nmol/L）为 59.4%。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显示，

VD 干预组患者较对照组睡眠潜伏期时间更短（β=-

12.472，P=0.040）。模型依次加入基线睡眠潜伏期水

平（β=-12.838，P=0.035）和一般健康特征指标

（β=12.838，P=0.035）后发现，VD 干预组患者睡眠

潜伏期时间仍然更短；相关分析显示在基线水平时

睡眠潜伏期和维生素 D 水平无相关性（r=0.047，

P=0.598），而随访后睡眠潜伏期和维生素 D 水平呈

负相关（r=-0.521，P=0.038）。 

结论  维生素D干预可能有助于对维生素D缺

乏的抑郁症患者改善睡眠潜伏期。 

 

 

 

抑郁症患者睡眠效率在临床症状改善的神经

机制研究 

 

陈涛 1,2 张玉 1,2 张存 3 朱佳佳 3 朱道民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3）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睡眠障碍是重度抑郁障碍(MDD)患者的

一种常见伴随症状，对 MDD 的发生、发展、转归以

及复发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实验目的是在纵

向水平上研究 MDD 患者睡眠、脑活动、临床症状

间的内在关联，并探讨 MDD 患者基线水平睡眠结

构改善临床症状的神经机制。 

    方法  48 位 MDD 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均进行静

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检查，并使用 PSG 测量其睡眠

结构参数（如：睡眠效率（SE）、总卧床时间（TIB）、

总睡眠时间（TST）、NREM 期持续时间、REM 持续

时间期等），在病情缓解后的第 6 个月进行磁共振与

PSG 复查，治疗前后所有患者均进行 HAMD 及

HAHA 量表评分。在磁共振成像中，采用分数低频

振幅（fALFF）评估大脑局部神经活动强度，计算治

疗前后 HAMD 评分差值（dHAMD）与 HAMA 评分

差值（dHAHA），用以表示患者焦虑抑郁情况的改善

程度。采用偏相关分析探索脑功能、睡眠结构以及

临床症状改善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并进行三者间

的中介分析。 

    结果   右侧顶上小叶基线水平 fALFF 值与

dHAMD 值（pr=0.665，p＜0.001)、dHAMA 值

（pr=0.463，p=0.002)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并且，

右侧顶上小叶基线水平的 fALFF 值与基线水平的睡

眠效率（SE）也同样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pr=0.324，

p=0.036)。此外，中介分析显示，基线水平右侧顶上

小叶 fALFF 值作为中介变量显著调节了基线水平睡

眠效率和 dHAMD（或 dHAMA）之间的关系。 

    结论  右侧顶上小叶的局部神经活动在基线水

平睡眠效率对 MDD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过程中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表明，通过睡眠干预可有效

改善抑郁症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这一研究结果不

仅能对现有的抑郁症睡眠障碍的神经病理学知识进

行补充，还可以为未来临床实践提供依据。 

 

 

 

情感障碍患者昼夜节律与快感缺失的生物机

制研究 

 

方靓 1,2 夏清荣 1,2 余家快 1,2 姜硕 3 秦曦明 3 朱道

民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3）安徽大学 

 

    目的  快感缺失是抑郁发作的重要诊断特征，

同时也被认为是情感障碍患者较为难治的症状之一。

近来的研究表明情感障碍患者常会周期性、季节性

地出现情绪发作，目前研究认为情感障碍患者病理

状态与生物节律变化存在关联。既往探讨情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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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生物节律的特征与快感缺失的研究很少。本研

究目的情感障碍患者生物节律与快感缺失的关系，

以及相关的生物学机制 

    方法  对符合 ICD10 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

（23 例）及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18 名）进行非侵

入性地收集唾液样本。所有受试者避免长时间接触

自然光，需在病房适应 1 天，第 2、3 天为了准确记

录患者的昼夜节律变化，需在固定时间点（共 14 个

点）收集唾液样本,进行唾液褪黑素水平分析。受试

者均进行时间快感体验量表（TEPS）、社会快感缺失

量表（RSAS）、躯体快感缺失量表(RPAS)评定。采

用偏相关分析探索不同情感障碍患者褪黑素节律各

项指标与快感之间的关联研究，并根据结果进一步

进行分层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在一般人口学上无统计学差异

（P≥0.01），以及 HAMD、HAMD、TEPS、RSAS、

RPAS 量表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1）。抑郁症

患者较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褪黑素的峰值相位明显

提前（t=-2.714,P=0.009）。偏相关结果显示抑郁症患

者的峰值相位（pr=0.648,p=0.005）与 TEPS 之间存

在显著正相关。对此结果行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提

示抑郁症患者褪黑素分泌峰值相位【R2=0.254，F（1, 

21）= 8.48，（P=0.008）】与 TEPS 之间存在线性相

关，提示褪黑素峰值相位节律指标越约接近于正常

人群褪黑素的 24 小时昼夜节律变化，TEPS 得分越

高，而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不存在这样的线性关联。 

    结论  抑郁症患者褪黑素的峰值相位越接近于

正常人群褪黑素的 24 小时昼夜节律变化，快感体验

越好，而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褪黑素峰值相位与

TEPS 之间不存在这样的线性关联。这表明，抑郁症

患者进行时相节律的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快感缺

失体验。同时研究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与双相障碍

抑郁相患者在生物节律紊乱上存在差异，并初步探

讨了两组患者的生物学机制，还为未来临床治疗上

提供新的诊疗思路。 

 

 

 

Sleep Proble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2019 Pandemic 

 

Shuang-Jiang Zhou1, Lei-Lei Wang1, Rui Yang2, Xing-

Jie Yang1, Li-Gang Zhang1, Zhao-Chang Guo3, Jin-

Cheng Chen4, Jing-Qi Wang5, Jing-Xu Chen1  

1）Bei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HuiLongGuan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2）Beijing Andi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3）The First High School of Juxian 

4）The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of Chengde 

5）Binhai Eco-city School-Tianjin Nankai High School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and socio-

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insomnia sympto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ffected by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 

    Methods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included 

Chinese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12e29 years of 

age during par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period. An 

online survey was used to collect demographic data, and 

to assess recognition of COVID-19, insomnia, depres-

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using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and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

7) questionnaires, respectively. The 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 was used to assess social support. 

    Results  Among 11,835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prevalence of insomnia 

symptoms during par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pe-

riod was 23.2%.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emale sex and residing in the city were 

greater risk factors for insomnia symptoms. Depression 

or anxiety were risk factors for insomnia symptoms; 

however, social support,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as protective factors against insomnia symptoms. Fur-

thermor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were medi-

ators of social support and insomnia symptoms. 

    Conclus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a high 

prevalence of sleep problems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espe-

cially se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which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tudents’ projections of 

trends in COVID-19. The adverse impact of COVID-19 

was a risk factor for insomnia symptoms; as such, the 

government must devote more attention to sleep disor-

ders in this patient population while combating COVI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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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isturbances and 

Suicidal Behaviors f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仇晓艳 1 陈津津 1  

1）上海市儿童医院 

 

    Objective  The association of sleep disturbances 

with the risk of suicidal behaviors in general population 

are well illustrated, whether this relationship are differ-

ing in patients presented depressive disorder remained 

controversial. We therefore performed a systematic re-

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strength regard-

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disturbances and su-

icidal behaviors risk for depressive disorder.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for eligible studies throughout January, 2021. Studies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sleep disturbances on the risk of 

suicidal behaviors for depressive disorder was eligible 

in our study. The odds ratio (O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as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pooled effect 

estimate using the random-effects model. 

    Results  Sixteen studies (10 prospective, 3 retro-

spective, and 3 cross-sectional studies) recruited 

102,372 individuals were selected for fin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 noted sleep disturbances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suicidal behaviors (OR: 3.22; 

95%CI: 2.45-4.24; P<0.001), irrespective for completed 

suicide (OR: 1.77; 95%CI: 1.27-2.47; P=0.001), suicide 

attempt (OR: 5.71; 95%CI: 3.41-9.57; P<0.001), or su-

icide ideation (OR: 3.44; 95%CI: 2.69-4.41; P<0.001).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isturbances 

and suicidal behaviors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

order could affect by suicidal behaviors (P<0.001) and 

study quality (P=0.002). 

    Conclusion  This study found sleep disturbances 

could induce excess risk of suicidal behaviors for pa-

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The sleep disturbances 

should be early management for depressive disorder to 

prevent the further suicidal behaviors. 

 

 

 

Study on Sleep Risk Factors of Suicide in De-

pressive Episode 

 

周云飞 1 刘铁榜 1  

1）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suicide 

sleep in depressive episode 

    Methods  20 depressive episode patients with su-

icidal behavior and 20 patients without suicidal behav-

ior were select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subjec-

tive sleep,objective sleep and sleep EEG power spectral 

density between patients with suicidal behavior and 

without suicidal behavior. 

    Results  The total time of REM in the depressive 

episode patients with suicidal behavior was signifi-

cantly longer than that without suicidal behavior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ubjective 

sleep and objective slee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α wave of 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 in W, N1, 

N2, N3 and R stages of depression with suicidal behav-

io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without suicidal be-

havior (P < 0.05),The power spectrum density of δ Wave 

or θ wave in depressive episode patients with suicide in 

stage of W, N1, N2, N3 and 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out suicide (P < 0.05),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other power spectral density 

between them (P>0.05) 

    Conclusion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REM) 

prolongation and higher power spectrum density of δ 

Wave or θ wave is a suicide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ve 

episode. 

 

 

 

Abnormal Cerebral White Matter Structural 

Network Topology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Abnormalities in Narco-

lepsy Type 1 

 

Kunlin Ni1, Huiwen Tan1, Xiaoyu Zhu1, Yishu Liu1, Yin 

Zeng1, Qiyong Guo1, Li Xiao1, Bing Y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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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Objective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tech-

nology wer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abnormalities in 

the t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erebral white matter 

networks. And we investigat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g-

nitive abnormalities in patients with narcolepsy type 1 

(NT1) disorder in the current study. 

    Methods  he Beijing version of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BJ) and DTI were ap-

plied in 30 patients with NT1 and 30 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All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a nocturnal 

video polysomnography（PSG）study, and total sleep 

time (TST), percentage of TST (%TST) for each sleep 

stage and arousal index were calculated. The Epworth 

Sleepiness Score（ESS）was use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daytime sleepiness. The DTI study was performed 

imultaneously using a 3T MRI system. Cognitive func-

tion was assessed for all subjects using the MoCA-BJ. 

The DTI data were applied to establish a whole-brain 

white matter network for all subjects, and the topologi-

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hite matter structural network 

were analyzed using a graph-theoretic approach. The 

topological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Lastl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opological parameters 

and the assessment scale using Montreal Cogni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MoCA-BJ scores were lower in pa-

tients with NT1 than in normal controls. Whole-brain 

global efficiency during stage N2 sleep in patients with 

NT1 displayed significantly lower small-world proper-

ties than in normal controls. Whole-brain functional net-

work global ef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NT1 was signif-

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oCA-BJ scores. 

    Conclusion  The global efficiency of the func-

tional brain network during stage N2 sleep in patients 

with NT1 and the correspondingly reduced small-world 

attributes were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OSAHS 患者认知功能与情绪及睡眠结构相

关性的研究 

 

刘奕姝 1 谭慧文 1 曾尹 1 肖莉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OSAHS，情绪，认知三者之间的关系错

综复杂，其内部的联系机制通过神经系统相互交叉，

我们的研究主要了解 OSAHS 合并情绪问题患者的

临床特点和认知及记忆功能，探讨 OSAHS 患者认

知功能与情绪和睡眠结构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9 月—2020 年 12 月

在睡眠医学中心经多导睡眠监测诊断为 OSAHS 的

116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获得患者多导睡眠监测的

数据、睡眠监测前填写的调查表资料、情绪自评量

表评分、由专业人员进行评估的认知记忆量表得分。

为了分析 OSAHS 患者认知功能在是否合并情绪问

题患者之间的差异，我们根据情绪自评量表得分分

为 OSAHS 不合并情绪问题组（OSAHS-）和 OSAHS

合并情绪问题组（OSAHS+）。应用 t 检验和非参数

检验进行两组比较；应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进行认

知功能与多导睡眠监测各指标间的相关性研究，应

用逐步回归法得出最终回归模型。 

    结果  OSAHS+组与 OSAHS-组之间认知记忆

评分无显著差异，OSAHS+组 AHI 值更低（P<0.05），

阻塞性呼吸暂停最长时间更短(P<0.05)，Epworth 嗜

睡量表评分更高（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

MoCA 总分与年龄和 AHI 呈负相关（回归系数分别

为-0.358，-0.213，P<0.05），与 REM 期占比呈正相

关（回归系数为 0.269，P<0.05）；MoCA 量表中延迟

记忆得分和 MES 总分仅与年龄呈负相关（回归系数

分别为-0.303，-0.304，P<0.05）。最终得出 MoCA 总

分与年龄和 REM 期占比显著相关，与年龄呈负相关

（回归系数为-0.378，P<0.05），与 REM 期占比呈正

相关（回归系数为 0.241，P<0.05）。 

    结论  相较于无情绪问题 OSAHS 患者，合并

情绪问题患者并没有更差的认知记忆功能，但

OSAHS 合并情绪问题患者在主观认知和客观数据

上出现差异，值得临床医生关注。除了 OSAHS 患者

认知功能减退与年龄相关外，也与 REM 期睡眠的减

少显著相关。 

 

 

 

内蒙古蒙古族和汉族成年人失眠患病率及危

险因素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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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超 1 陈丽霞 1 王瑞琪 1 严洁 3 隋晓杰 1 郭治国
1 丁华 3 张晓娥 1 张婷婷 2 张志强 1 白志坚 1 吕萍
3 张利 1 黄悦勤 2 吕东升 1  

1）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3）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目的  探索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和汉族成年人

失眠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中国精神卫生调查 （China Mental 

Health Survey, CMHS）的多层多阶段不等概率的复

杂抽样方法，于 2019 年 7 月-12 月抽取内蒙古自治

区 41 个区县旗 246 个村居的 14164 名在当地居住 6

个月及以上的 18 岁及以上居民进行横断面调查。采

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3.0 版完成人户访谈（本

研究为了解过去 12 个月失眠的患病率，根据 ICD-

10 中 F51.0 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诊断标准增加了相关

问题；为了探究蒙古族的饮食习惯是否影响睡眠，

增加了饮食是否以奶制品、牛羊肉为主等问题），最

后使用计算机诊断程序获得精神障碍的诊断。最终

12315 人有效完成了调查，应答率为 86.9％。选取蒙

古族和汉族的受试者分为两组比较患病率，再分别

将两组的被调查者分为失眠和非失眠亚组，采用

Pearson 卡方检验比较计数资料，最后对可能影响两

个民族的失眠的因素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蒙、汉两族的失眠患病率分别为 4.63%

（95%CI：2.58 %-6.68%）和 4.95%（95%CI：3.40 %-

5.9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27，P=0.953）。

年龄为 55-64 岁（OR =2.01，P=0.017）、不工作也不

上学（OR =1.40，P=0.014）、12 个月内患酒精使用

障碍（OR =2.85，P=0.049）、12 月内患抑郁症（OR 

=3.92，P<0.001）、12 月内患焦虑障碍（OR =3.02，

P<0.001）等是汉族失眠的危险因素，受教育程度为

高中（OR=0.45，P=0.012）、已婚（OR=0.14，P=0.005）、

家庭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OR=0.58，P=0.018）

等是汉族失眠的保护因素。日常饮食以奶食品、牛

羊肉为主（OR=1.83，P=0.030）、12 个月内患酒精使

用障碍（OR=2.00，P=0.049）、12 月内患抑郁症

（OR=4.23，P=0.014）、等是蒙古族失眠的危险因素； 

家庭人均收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OR=0.37，P=0.003）

或最高水平（OR=0.30，P=0.004）等是蒙古族失眠

的保护因素。 

结论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和汉族成年人的失

眠患病率无统计学差异，但失眠的危险因素具有民

族差异，差异可能来源于不同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荆州市民睡眠质

量的调查研究 

 

易燕林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

情的全球蔓延，人群的身心健康状况因其较大的影

响着区域的安全与稳定，而越来越受到个体与群体

的关注。睡眠质量是衡量个体及群体身心健康状况

的敏感而重要的指标。调查新冠流行期间荆州市民

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方法  2020 年 2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5 日 22 时期间，以网络随机发放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量表（PSQI），市民自愿填报的方式，对新冠流

行早期，荆州市民的睡眠质量进行调查评估。所有

数据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PSQI 总分范围

为 0-21 分，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PSQI ≥8 为睡

眠障碍。 

    结果  ⑴共收回审核有效问卷 967 份， 平均得

分( 5.64±3.50) 分，其中睡眠障碍( PSQI≥8 分) 的有

257 人，发生率为 26.5%；⑵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如下：①男性女性在 PSQI 因子 1 得分上具

有显著性差异(P <0.05 )，女性高于男性 (1.14>1.03

分)； ②不同年龄段者在 PSQI 总分、因子 1、因子

2、因子 3、因子 4 和因子 6 的得分上均有显著性差

异（P <0.01）；③居住地位于城镇者和居住地位于农

村者在 PSQI 总分、因子 1、因子 2 得分上均有显著

性差异（(P <0.01）；④三种不同婚姻状况者在 PSQI

总分、因子 1、因子 2、因子 4 和因子 6 的得分上均

有显著性差异（P <0.01）。 

    结论  在新冠疫情早期，睡眠障碍已严重影响

荆州市民，这为进一步开展民众疫情后的应激响应，

心理危机干预及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应完善相

关应急措施，加强对新冠肺炎危重患者心理疏导及

新冠肺炎相关知识培训，减轻焦虑，提高睡眠质量，

促进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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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氮平对首发抑郁症患者睡眠脑电活动的影

响 

 

刘长成 1,2 徐黎明 1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探讨米氮平对睡眠脑电活动的影响。 

    方法  为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021 年 1 月至 3

月的首发抑郁症患者（n=32），排除严重的躯体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酒精中毒、药物依赖史及原发性睡

眠障碍等，与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等相匹配的健

康对照组（n=25）相对照。要求受试者在检查室试

睡一夜以适应环境。检查期间，所有受试者白天不

能睡觉(正常受试者白天克制自己不睡觉；患者由家

属或工作人员看管避免白天睡觉)。电极安放按照国

际 10/20系统，PSG记录包括C4-A2和C3-A1导联，

X1-X2 导联记录眼动图(EOG)，电极置于左眼(或右

眼)外眦向下(或向上)向外 1cm 处，X3-X4 导联记录

下颏肌张力性肌电图(EMG)，电极置于下颌中线旁

开 1.5cm 处；Z 电极为接地电极。信号输入多导生

理记录仪放大并描记。时间常数 0.3s，高频滤波 30Hz，

增益 1，定标电压 50μV。电极用特殊胶布固定。所

有的记录由不知情的技术人员来分析处理。PSG 的

操作及分析方法参照 Rechtschffen 和 Kales 制定的

标准。分析的主要指标有：睡眠总时间(total sleep 

time, TST)，睡眠潜伏期，觉醒总时间， REM 睡眠

时间，REM 潜伏期，S1、S2 和 SWS（S3＋S4）时

间。 

    结果  发现服用米氮平后睡眠进程和睡眠总时

间有所改善。给予药物后觉醒时间减少和 S1 缩短，

S2 和慢波睡眠(S3、S4)显著增加，而 REM 时间和潜

伏期未见明显变化。 

    结论  米氮平能增加睡眠总时间，改善睡眠质

量，这可能与米氮平调节 5-HT 能神经元作用相关。 

 

 

 

Exposure To Alcohol Olfactory Cue During 

NREM Sleep Did Not Decrease Craving in Al-

cohol Dependent 

 

Ran Zhu1, Zhaojun Ni1, Ran Tao1, Jun Cheng2, Junliang 

Pang2, Shun Zhang3, Yang Zhang1, Yundong Ma1, Wei 

Sun1, Jiahui Deng1, Hongqiang Sun1  

1）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HC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Peking Univer-

sity Sixth Hospital), 51 Huayuan Bei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ng, 100191, China 

2）Anhui Mental Health Center, No.316, Huang Shan 

Road, Hefei, 230001, China 

3 ） Kailuan Mental Health Center, No.7 Huayuan 

Street,Lunan District, Tangshan, 063001, China 

 

    Objective  Cue exposure therapy (CET) based on 

extinction memory theory has been used to reduce alco-

hol use, but the effect of CET during sleep on alcohol 

dependence (AD) is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exam-

ined the effect of repeated exposure to a stimulus during 

non-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NREM) on cue reactiv-

ity and craving in AD 

    Methods  Twenty-seven AD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DSM-Ⅳ. All sub-

jec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xperimental or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exposed to alcohol 

odor (conditioned stimulus, CS) for 10 min during non-

rapid eye movement (NREM) sleep. The other group 

served as controls and was exposed to water (control 

stimulus, CtrS) for 10 min during NREM at night. The 

demographic data, alcohol-related data and clinical 

traits were collected in the baseline evaluation. Cue-ac-

tivity tests were condu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manipu-

lation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anipulation on acute re-

sponses to alcohol stimulu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time by group 

interactions on visual analog scales scores of craving in-

tensity, skin conduction (SCR),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all P > 

0.05). The two-way ANOVA analysis showed signifi-

cant main effects of time on SCR (F (1,26) = 16.45, P < 

0.001) and SBP (F (1,26) = 10.99, P = 0.003) within 

both two groups. 

    Conclusion  Exposure to alcohol olfactory cue 

during NREM sleep probably has no effects on alcohol 

craving in AD during hosp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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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抗抑郁药物治疗慢性失眠症疗效的研究 

 

张晓洋 1 徐鹏娇 1 李笑 1 王韩 1 吴方 1 于帅 1 徐亚

辉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四种不同作用机制的抗抑郁药物治

疗慢性失眠症的疗效，为慢性失眠症患者在基于评

估的基础上提供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为优化慢性失

眠症患者治疗方案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研究共招募 2018 年 9 月-2021 年 2 月在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住院并且符合

入组标准和排除标准的慢性失眠症患者 131 例。最

终纳入 120 例慢性失眠症患者，分为四组，每组 30

例，包括：阿戈美拉汀组、曲唑酮组、氟伏沙明组、

米氮平组。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均采用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失眠严重指数量表（Insomnia Severity Index，ISI）

评估睡眠质量，汉密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评估焦虑及抑郁症状。

在治疗 4 周后复测上述指标，比较治疗前与治疗 4

周后以及不同治疗方案间疗效的差异。 

    结果  1.各组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一般

人口学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四组在 PSQI、ISI、HAMA、HAMD 评分在治疗前

基线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睡

眠质量评估比较：（1）每组治疗 4 周后与治疗前相

比 PSQI、ISI 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2）治疗 4 周后组间 PSQI

评分（P=0.10）、ISI 评分（P=0.57）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3.焦虑及抑郁症状评估比较：（1）每组治疗 4 周

后与治疗前相比，HAMA、HAMD 评分均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

治疗 4 周后组间 HAMA 评分比较显示：曲唑酮组较

米氮平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

后组间 HAMD 评分比较显示：米氮平组较曲唑酮组、

氟伏沙明组有差异，阿戈美拉汀组较曲唑酮组有差

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1. 四种药物均能改善慢性失眠症患者

主观睡眠质量、失眠严重程度及所伴发的焦虑、抑

郁症状。2. 曲唑酮改善慢性失眠症患者伴发的焦虑

症状疗效优于米氮平。米氮平改善慢性失眠症患者

伴发的抑郁症状疗效优于曲唑酮、氟伏沙明。阿戈

美拉汀改善慢性失眠症患者伴发的抑郁症状疗效优

于曲唑酮。 

 

 

 

中医传统五行音乐疗法在失眠治疗中的应用 

 

马静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当今，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

失眠症的发生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已经成为

危害人民健康的一种常见疾病。音乐疗法作为一门

集心理学、医学、生理学、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学

科，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重视，并将其应

用于失眠的临床研究与治疗实践中。我国中医有着

悠久的历史，中医传统五行音乐疗法是一种以中医

传统的五行理论为基础，运用角、徵、宫、商、羽 5

种不同音调和音律，通过调理脏腑，调和五情来治

疗疾病的独特的音乐疗法。在古医籍记载中，五行

音乐疗法可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在失眠的治疗中，

也发挥着较好的作用。本文从中医传统五行音乐的

起源、发展、理论基础、现代研究及在失眠治疗中的

应用等方面进行分析及总结，让临床工作者了解中

医传统五行音乐疗法，能够运用五行音乐疗法。对

于失眠的治疗，充分挖掘其应用价值，在提高睡眠

质量和生命质量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方法  参照古医籍及现代临床研究文献资料，

将中医五行音乐疗法的相关文献整理，分析，总结，

了解五行音乐疗法的起源、发展、理论基础、现代研

究及在失眠治疗中的应用方法，为五行音乐疗法更

好地用于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结果  五行音乐疗法历史悠久，从古至今均有

大量的研究，五行音乐疗法有系统的中医理论支持，

也有现代研究探索治疗方法，中医的五行音乐疗法

是运用中医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将人体肝、心、

脾、肺、肾五脏与五音相对应，用角、徵、宫、商、

羽五音来治疗疾病。对于失眠的治疗有较好的效果，

不仅改善临床症状，对人体的生理和心理均会产生

积极的调节的作用。 

    结论  五行音乐疗法简单有效，在失眠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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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作用，但是五行音乐疗法相关方面的研究还

不够完善，缺乏系统性，应用范围较小，因此医护人

员可以在临床应用中做相关临床研究，以促进五行

音乐疗法更广泛的临床应用。 

 

 

 

河北省失眠人群助眠药物使用现况及影响因

素研究 

 

张赛赛 1 张云淑 2 栗克清 2  

1）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2）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通过河北省睡眠-觉醒障碍流行病学调

查，了解河北省失眠障碍现况及助眠药物使用情况。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河北省

的 20 个城乡社区进行问卷调查，量表包括：以一般

情况调查问卷、阿森斯失眠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PSQI）量表、睡眠呼吸暂停-柏林问卷、不宁

腿综合征问卷、RBDQ-HK 问卷、睡眠信念和态度量

表、特质性应对方式问卷等量表。 

    结果  共纳入河北省常住居民 21242 例，失眠

症状的检出率为 14.4%，失眠人群助眠药物的使用

率为 12.2%。失眠人群使用助眠药物的影响因素包

括性别、居住地、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可

疑 REM 期睡眠行为障碍、可疑不宁腿综合征、是否

独居、入睡时间延长、间断夜眠存在差异，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t 检验发现两组间睡眠态度与

信念、消极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存在差异（p＜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居住地、可疑

REM 期睡眠行为障碍、入睡时间延长、间断夜眠及

睡眠态度与信念是失眠人群服用助眠药物的影响因

素。 

    结论  河北省失眠人群中使用助眠药物是普遍

现象，失眠人群使用助眠药物的影响因素有性别、

居住地、可疑 REM 期睡眠行为障碍、入睡时间延长、

间断夜眠及睡眠态度与信念。 

 

 

 

河北省老年人睡眠-觉醒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张赛赛 1 张云淑 2 栗克清 2  

1）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2）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河北省睡眠-觉醒障碍流行病学调

查，了解河北省老年人睡眠-觉醒障碍的现状，探讨

老年人失眠症状的影响因素。 

    方法  本次流行病学调查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方法开展研究，研究对象为河北省 60 岁及以上常

住居民。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常住人口的一般

人口学资料；使用生活史调查表、行为生活方式调

查问卷收集老年人生活习惯；使用躯体情况调查表

收集糖尿病、高血压、脑血管病情况；睡眠-觉醒障

碍的筛查工具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睡眠呼吸暂停-

柏林问卷、不宁腿综合征问卷等量表，采用简式睡

眠信念和态度量表、特质性应对方式问卷、生活事

件量表评估心理社会因素，应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探讨河北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失眠症状和影响

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果  1.完成河北省睡眠-觉醒障碍调查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共 7302 人，其中男性 3298 人，女性

4004 人。失眠症状检出率为 21.9%，可疑 OSAS 检

出率 24.5%，可疑 RBD 检出率为 9.0%，可疑 RLS

检出率为 2.6%，可疑发作性睡病检出率为 0.3%。 

    2.老年人失眠症状人群中可疑OSAS、可疑RBD、

可疑 RLS、可疑发作性睡病检出率高于无失眠症状

人群。3.老年人失眠症状的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发现：

老 年 人 失 眠 症 状 的 危 险 因 素 包 括 女 性

（ OR=2.013,95%CI=1.711-2.369 ）、 头 部 外 伤

（ OR=2.012,95%CI=1.014-3.990 ）、 糖 尿 病

（ OR=1.248,95%CI=1.038-1.501 ）、 高 血 压

（ OR=1.306,95%CI=1.146-1.489 ）、 脑 血 管 病

（OR=1.719,95%CI=1.440-2.052）、不良的睡眠态度

与信念（OR=0.949,95%CI=0.944-0.955）、消极应对

方式（OR=1.023,95%CI=1.014-1.032）、负性生活事

件（OR=1.031,95%CI=1.020-1.041）。老年人失眠症

状 的 保 护 因 素 包 括 居 住 城 市

（OR=0.631,95%CI=0.531-0.750），家庭月收入在

1000-3000 元（OR=0.782,95%CI=0.670-0.913）。 

    结论  河北省老年人睡眠-觉醒障碍流行病调

查发现，老年人失眠症状检出率高，且女性、头部外

伤、糖尿病、高血压、脑血管病、不良的睡眠态度与

信念、消极应对方式、负性生活事件是老年人失眠

症状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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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磁刺激治疗慢性失眠的疗效及认知功能、

睡眠信念态度改善效果 

 

陆艺 1 简佳 1 王玮 1 郑云哨 1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慢性失眠的疗

效及认知功能、睡眠质量、睡眠信念和态度改善效

果。 

    方法  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在山东省

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治疗且符合纳入标准的 240

例慢性失眠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

分为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治疗组、右

侧 DLPFC 治疗组、Cz 后 1cm 治疗组、对照组（假

刺激组），每组各 60 例。分别在治疗前、治疗结束

时对患者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睡眠个

人信念和态度量表（DBAS）对患者睡眠质量、睡眠

信念和态度进行评价；使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符号数字转换测验（SDMT）和事件相

关电位（ERPs）分别在神经心理和电生理方面对患

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左侧 DLPFC 治疗组、右侧 DLPFC 治疗

组、Cz后1cm治疗组治疗后PSQI显著低于治疗前，

DBAS 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对照组 PSQI、

DBAS 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P＞0.05），右侧 

DLPFC 治疗组治疗后 PSQI、DBAS 显著低于左侧

DLPFC 治疗组、Cz 后 1cm 治疗组；左侧 DLPFC 治

疗组、右侧 DLPFC 治疗组、Cz 后 1cm 治疗组

MoCA、SDMT 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对照组

MoCA、SDMT 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P＞0.05）；左

侧 DLPFC 治疗组、右侧 DLPFC 治疗组、Cz 后 1cm

治疗组治疗后 P3 潜伏期显著短于治疗前，P3 波幅

显著大于治疗前（P＜0.05），对照组 P3 潜伏期、P3

波幅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rTMS 对患者的认知功能、睡眠质量、睡

眠信念和态度有很大程度改善，效果显著，值得在

临床广泛推广和应用。 

 

 

 

Digital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for In-

somn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

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曹志永 1 余海鹰 1  

1）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 

 

    Objective  Digital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is 

a promising method for insomnia. Our aim was to up-

date the post-test effect of dCBT for insomnia and focus 

on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follow-up effect. 

    Methods  Two authors independently conducted 

literature search via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s from inception to 

August 2019.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was applied as 

the primary outcome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insomnia, 

while sleep efficiency, sleep onset latency, total sleep 

time, and wake after sleep onset were applied to evalu-

ate the quality of sleep. 

    Results  Twent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ere finally included. The post-test dCB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SI, SOL and WASOscore, while improved 

SE and TST score. The follow-up effect of dCBT on ISI, 

SE, SOL, and TST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st-test 

effect. However, no significant change was found on 

WASO. Subgroup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short-term 

follow-up of dCB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ISI, SOL, 

and TST, while long-term follow-up of dCBT affected 

ISI, SE, and SOL.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 indicated that dCBT 

was a robust approach to treating insomnia and the ef-

fect could last for a long time. 

 

 

 

重叠综合征的认知功能损害 

 

陈胡丹 1 姚静 1 吴俊林 1 王慧玲 1 及若菲 1 黄国平
1,2  

1）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2）川北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目的  探讨重叠综合征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情

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9 月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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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重叠综合征（OS）、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OSA）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患者 115 名，根据疾病种类分为 OS 组（35 名）、

OSA 组（49 名）和 COPD 组（31 名）；通过广告招

募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与患者组相匹配的 40 名

健康志愿者为健康对照组；对所有被试者进行肺功

能、血气分析、多导睡眠监测（PSG）检查及蒙特利

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和 LSD 法比较 OS 组、OSA 组、COPD 组及健康

对照组各变量间的差异，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检测

各组 MOCA 总评分与各相关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使

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索 OS 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

主要影响因素。 

    结果  1.OS 组的 MOCA 总评分和视空间/执行

功能、命名功能、注意力、语言功能、抽象功能、延

迟回忆、定向力评分均比对照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2.OS 组的 MOCA 总评分和命名功

能、定向力评分也均比 OSA 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3.OS 组的 MOCA 总评分与受教育

年限、体质指数（BMI）、平均血氧饱和度（MSaO2）、

最低血氧饱和度（LSaO2）呈正相关，与年龄呈负相

关（均 P<0.05）。4.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年龄（t=-

0.368，P=0.001）和平均氧饱和度（t=2.219，P=0.034）

是重叠综合征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1.重叠综合征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害，

主要表现为视空间/执行功能、命名功能、注意力、

延迟回忆、语言功能、抽象功能及定向力受损。2.重

叠综合征患者的认知功能在整体及部分维度上比单

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和单纯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患者损害更重。3.重叠综合征患者的年龄越大、受

教育程度越低、体质指数越低、缺氧越明显，认知功

能损害越重。4.年龄和夜间平均血氧饱和度可能是

重叠综合征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主要影响因素。 

 

 

 

Can Daytime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reatment Change The Quality of 

Sleep for Depression Patients: EEG Perspec-

tive？ 

 

李哲 1 赵雪莉 1 岳壮 3 杜向东 1 潘雯 1 殷铭 1 刘颖
1 沈颖颖 1 高士更 1 刘果瑞 1 赵宇 1 陈锐 2  

1）苏州市广济医院 

2）苏大附属第二医院 

3）北京大学 

 

    Objective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

tion(tDCS) is a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tech-

nique for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tDCS stimulation 

during sleep increases slow oscillations, but it is diffi-

cult to treat patients after they fall asleep in clinical, so 

can daytime tDCS treatment change the EEG of patients 

during night sleep? To acquire the overall information 

on complexity from nonstationary and nonlinear EEG 

signals, intrinsic MSE was used to analyze EEG signals 

of depression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DCS. 

    Methods  In this study, 31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with 18 patients receiving tDCS active 

stimulation and 13 patients receiving sham stimulation. 

Ten sessions of tDCS were administered with anode 

over F3 and cathode over F4. Each session delivered a 

current of 2 mA for 30 min per ten working day. Hamil-

ton-24 and Montgomery scal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nd polysomnography was used 

to assess the sleep structure and EEG complexity. Eight 

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s) were computed from 

per EEG signal in a channel. The sample entropy of the 

cumulative sum of the IMFs were computed to acquire 

high-dimensional multi-scale complexity information 

of EEG signals. 

    Results  After tDCS active stimulation, the com-

plexity of EEG signal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Mean-

while,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complexity were ob-

served in sham group. Comparing with sleeping stage 

N1 and N2, there are more channels and dimensions ex-

isting significant change after tDCS active stimulation 

during sleeping stage Rem, Wake and N3.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ilton-24(P=0.988), Mont-

gomery scale score(P=0.726) and sleep struc-

ture(N1%P=0.383;N2%P=0.716;N3%P=0.772)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Intrinsic MSE of EEG signals is 

able to characteriz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DCS 

stimulation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higher sensitiv-

ity than sleep structure from PSG and clinical scale rat-

ing. Daytime tDCS can change the quality of sleep for 

depressio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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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戈美拉汀治疗首发抑郁症患者疗效与安全

性的临床研究 

 

杜菊梅、1 许宝华 1 田玉玲 1 朱大凤 1 黄杨梅 1 

阮俊 1  

1）宜昌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阿戈美拉汀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性及

安全性。 

    方法  对我院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5 月收治

的抑郁症患者,选取 68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治疗药物不同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各 34 例  , 对照组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研究组采用

阿戈美拉汀治疗,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HAMD、SDRS评分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头痛、头晕、 

失眠、  恶心呕吐等其他副作用发生率。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D、SDRS 评分

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第 4、8 周后,两组患

者的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首发抑郁症患者实施阿戈美拉汀治疗

能有效改善患者抑郁情况,提高生活质量,同时阿戈

美拉汀与艾司西酞普兰药物的安全性比较各有利弊。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抑郁症睡眠障碍效

果评价 

 

顾卫强 1 李墨炜 1  

1）昆明市精神病院 

2）昆明市精神病院 

 

    目的  分析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抑郁症睡

眠障碍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符合

ICD_10 临床描述与诊断要点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患

者共 100 例，数字表随机分 2 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

的患者给予常规抗抑郁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给予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频率设定为

21Hz，选取患者顶叶进行刺激，每天 1 次，每次治

疗 20min，治疗 2 周。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患者匹兹

堡睡眠质量评分及生活质量水平 SF-36 评分、总有

效率，疗效判定标准为显效：HAMD 评分、匹兹堡

睡眠质量评分降低 50%以上；有效：HAMD 评分、

匹兹堡睡眠质量评分降低 25%-50%；无效：达不到

以上标准，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在

SPSS 软件中，计数行 x2 统计，计量 t 检验，P＜

0.05 表示差异有意义。 

    结果  治疗前二组患者匹兹堡睡眠质量评分及

生活质量水平 SF-36 评分比较，P＞0.05。而治疗后

两组匹兹堡睡眠质量评分及生活质量水平 SF-36 评

分均改善，而观察组匹兹堡睡眠质量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生活质量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抑郁症对患者效果

确切，可较早（2 周）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

值得推广。 

 

 

 

河北省成年人睡眠与高血压关系的现况研究 

 

王闻慧 1 张云淑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分析河北省成年人不同睡眠特征人群的

人口学特征、日常饮食、生活行为方式以及现患高

血压情况，探究睡眠与高血压的潜在关系。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河北省

18 岁及以上人群进行睡眠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评估

工具有一般情况调查表、阿森斯失眠量表问卷、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睡眠呼吸暂停-柏林问卷、

不宁腿综合征问卷、发作性睡病量表等。根据是否

为短睡眠、失眠症状分为 4 组（对照组、单纯短睡

眠组、不伴短睡眠的失眠症状组、伴短睡眠的失眠

症状组），分析四组高血压患病率及高血压的危险因

素。 

    结果  各组间高血压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对照组高血压患病率最低，单纯

短睡眠组、不伴短睡眠的失眠症状组和伴短睡眠的

失眠症状组分别与对照组相比，高血压患病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不同性别亚组，

不伴短睡眠的失眠症状组和伴短睡眠的失眠症状组

的高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校正高血压的其他危险因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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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单纯短睡眠、不伴短睡眠的失眠症状和伴短睡眠的

失眠症状人群患高血压的 OR（95% CI）值分别为

1.493（1.288～1.730）、1.787（1.518～2.104）和 1.957

（1.701～2.251）（均 P<0.01）。将研究对象分为男性

亚组和女性亚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在男性亚组中，单纯短睡眠、不伴短睡眠的失眠

症状和伴短睡眠的失眠症状人群患高血压的 OR（95% 

CI）值分别为 1.26（0.948～1.69）、1.547（1.165～

2.053）、1.695（1.314～2.185）（均 P<0.05）；而在女

性亚组中，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对

照组相比，单纯短睡眠、不伴短睡眠的失眠症状和

伴短睡眠的失眠症状人群患高血压的 OR（95% CI）

值分别为 1.605（1.315～1.960）、1.928（1.576～2.358）

和 2.066（1.743～2.450）（均 P<0.01）。 

    结论  不伴短睡眠的失眠症状人群和伴短睡眠

的失眠症状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均较高。短睡眠者与

失眠症状对高血压的致病影响可能不同，在成年男

性人群中，失眠症状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在成年

女性人群中，短睡眠和失眠症状均是高血压的危险

因素。 

 

 

 

Current Situation and Risk Factors of Insom-

nia Among Adults in Hebei Province 

 

王闻慧 1 张云淑 1 栗克清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ult residents’ insomnia symptoms in Hebei Province, 

and to explore related risk factors. 

    Methods  Stratified an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insom-

nia symptoms among adults in Hebei Province.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and lifestyle were recorded with gen-

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evaluation of insomnia 

symptoms with the Athens Insomnia Scale. Sleep Apnea 

Berlin questionnaire,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

ior disorder questionnaire and other scal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whether they were high-risk group of sleep ap-

nea syndrome and high-risk group of rapid eye move-

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Results  A total of 21242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weighted detection 

rate of insomnia symptoms was 12.0%. The detection 

rate of insomnia symptoms was higher in the age group 

of ≥ 60 years old than in the age group of ≤ 59 years old 

(21.9% vs. 9.4%). The rate in female was higher than 

the male (15.0% vs. 9.0%),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was higher than the rural population (13.0% vs. 8.5%). 

The education level of junior college and abov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middle school / technical second-

ary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 illiterate group (4.7% 

vs. 9.4% vs. 19.7%);The group living alone was higher 

than the group with companion (23.9% vs. 11.5%). The 

group with monthly family income more than 30000 

was less than the group with monthly family income less 

than 10000 (8.7% vs. 11.0% vs. 21.2%). The group with 

less than 3 times of physical exercise per week was 

higher than the group with more than 3 times of physical 

exercise per week (12.3% vs. 11.7%). The detection rate 

of suspicious sleep disorders (REM behavior disor-

der(15.7% vs. 4.2%), restless legs syndrome (4.0% vs. 

0.9%), narcolepsy(0.5% vs. 0.1%)) in insomnia symp-

tom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 sleep 

symptom group. 

    Conclusion  Insomnia symptoms is common in 

Hebei Province; Older age, female, lower education 

level, living alone, low-income, less physical exercise 

are risk factors of insomnia symptoms. 

 

 

 

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睡眠质量现况及相关因

素 

 

陈云 1 张绿凤 2 张洪乐 3 汪迪 4 张秋伏 5 陈娆 6 褚

鸷 7 胡思帆 1 孙洪强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 

3）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4）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5）北京市通州区精神病医院 

6）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 

7）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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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表现出睡眠质量问题，

睡眠紊乱与之常常是双向的关系，提示睡眠紊乱可

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故本研

究探索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睡眠质量现况及其相关

因素。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纳入 2019

年 8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驻马店

市第二人民医院及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等 7 家医院

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269 例，进行简明精神病量

表（BPR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9 条目

患者健康问卷（PHQ-9）、7 条目广泛性焦虑障碍量

表（GAD-7）及国际神经精神科简式访谈自杀风险

模块等评估。基于 PSQI 总分＞5 分为低睡眠质量的

评定标准，将患者分为低睡眠质量组和正常睡眠质

量组，比较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并采

用 Spearman 相关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进行低睡眠

质量的相关因素分析。 

    结果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低睡眠质量的患病

率约为 44.6%（120/269）。相比于正常睡眠质量组，

低睡眠质量组中有饮酒史（14.2%比 4.0%）、服用苯

二氮䓬类药物（25.0%比 10.1%）和当前自杀风险

（ 40.0% 比 18.1% ）的比例更高， BPRS 总分

（32.11±7.47 比 28.01±6.28）及因子分（思维障碍、

焦虑抑郁、敌对猜疑和激活性增高）、 PHQ-9

（6.47±5.07 比 2.15±3.47）和 GAD-7（4.62±4.95 比

1.34±2.62）得分更高（均 p＜0.05）。Spearman 相关

分析发现，PSQI 总分与 BPRS 总分（rs=0.323）、PHQ-

9 得分（rs=0.553）、GAD-7 得分（rs=0.456）及当前

自杀风险等级（rs =0.320）显著正相关（均 p＜0.001）。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有饮酒史（OR=2.90, 

95%CI:1.00~8.37）、服用苯二氮䓬类药物（OR=3.18, 

95%CI: 1.55~6.53）、思维障碍（OR=1.56, 95%CI: 

1.02~2.41）、共患抑郁（OR=4.97, 95%CI: 1.87~13.20）

及当前自杀风险（OR=2.50, 95%CI: 1.36~4.58）与低

睡眠质量独立相关（均 p＜0.05）。 

    结论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低睡眠质量问题常

见，有饮酒史、服用苯二氮䓬类药物、思维障碍、共

患抑郁和当前自杀风险是低睡眠质量的独立相关因

素。 

 

 

 

性别对人格与梦境内容间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赵晓遐 1 马运东 1 汪迪 1 颜泽君 2 孙洪强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目的  既往研究表明，焦虑特质、边界薄度等

特质因素会影响梦境中的情绪内容。本研究探索人

格特质与梦境内容的关系，并探索性别是否影响该

关系。 

    方法  本研究通过社交媒体共招募 137 名（男

性 87 名，女性 50 名）健康受试者，采集一般人口

学资料，使用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评估其人格

特质，同时评估其当前情绪状态，随后让受试者记

录连续 10 晚的梦境报告。对收集到的梦境报告内容，

使用 Hall and Van de Castle 进行编码。使用线性回归

分析及调节效应分析探索人格因素与梦境内容的关

系，及性别对该关系的影响。 

    结果  受试者的年龄、受教育年限、焦虑程度

及抑郁程度无显著的性别差异，人格特质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梦境中的角色数、友善互动、活动及描

述性元素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回归分析发现，人

格特质显著影响梦境内容，人格的幻想性、敏感性、

紧张性、稳定性显著影响梦中角色数量（R2-adjusted 

= 0.112，p = 0.001），有恒性、稳定性、怀疑性、敢

为性显著影响梦中不幸事件数量（R2-adjusted = 

0.104，p = 0.001），人格的忧虑性、敢为性显著影响

正性情绪的情绪占比（R2-adjusted = 0.106，p = 

0.001）。性别对于人格特质与梦境的关系存在调节

效应，性别调节人格敏感性与梦中攻击数之间的关

系（p = 0.026，95%CI [-1.508, -0.073]），调节敏感性

（p = 0.025, 95%CI [-1.37, -0.019]）、世故性与梦中

情绪数之间的关系（p = 0.030, 95%CI [0.086, 1.893]），

性别调节独立性与梦中性互动之间的关系（p = 0.072, 

95%CI [0.008，0.161]），调节幻想性与梦中幸运事件

间的关系（p = 0.073, 95%CI [-0.756,-0.016]）。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人格特质能够影响梦境内容，

提示人格对行为和认知模式的影响会从清醒生活延

续到梦中。人格特质与梦境内容之间的关系在存在

性别差异，提示未来研究在探索梦境内容的影响因

素时，需将性别这一影响因素考虑在内。 

 

 

 

医务人员压力觉知与失眠关系：心理弹性的

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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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琳 1 刘典英 1 刘少华 1 谢鹏 1 张蓉 1  

1）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心理弹性在医务人员压力觉知与失

眠症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失眠严重指数(Insomnia Severity In-

dex, ISI)问卷、心理弹性量表简化表(CD-RISC-10)、

压力觉知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10）对

1161 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应用 SPSS20.0 进

行数据处理并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差

异分析、相关分析、分层回归分析;采用 SPSS Process

插件进行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  1. 1163 名医务人员中达到临床失眠者占

32.1%。所有医务人员的 ISI 总评分为（6.14±5.80）

分，非失眠组医务人员 ISI 平均分为（2.89±2.60）

分，失眠组为（13.03±4.54）分，失眠组 ISI 评分显

著高于非失眠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

48.23，P＜0.001）。所有医务人员 CD-RISC-10 总分

为（26.56±9.02）分，其中非失眠组为（27.95±9.26)

分，失眠组为（23.62±7.72)分，失眠组心理弹性评分

显著低于非失眠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7.83，P＜0.001）。所有医务人员 PSS 总分为

（16.28±6.35）分，其中非失眠组评分为（14.91±6.09)

分，失眠组为（19.20±5.88)分，失眠组压力觉知总分

显著高于非失眠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1.34，

P<0.001）。t 检验或检验结果表明，非失眠组和失眠

组在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岗位、每天工作时长、家

庭年收入、是否伴发躯体疾病方面的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5)。 

    2.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医务人员 PSS 总

分与 ISI 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 =0.404,P＜0.001)，CD-

RISC-10 总分与 ISI 总分和 PSS 总分均呈显著负相

关(r = -0.279,P＜0.001；r =-0.399,P＜0.001)。 

    3. 心理弹性在压力觉知与失眠之间存在部分

中介效应。 

    结论  医务人员压力觉知水平越高失眠越严重，

心理弹性可减轻压力觉知对失眠不利影响。临床可

通过降低医务人员压力知觉水平、提高心理弹性来

减少失眠的发生。 

 

 

 

高压氧治疗对广泛性焦虑伴失眠的对照研究 

 

张莎 1 梁玉雕 1  

1）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索高压氧治疗对广泛性焦虑障碍伴失

眠的疗效。 

    方法  收集从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我院

睡眠科、心身疾病科住院患者，诊断上符合 ICD-10

关于广泛焦虑障碍伴睡眠障碍的成年患者 100 名，

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研究组（高压氧治疗联合

药物治疗）和对照组（药物治疗）。纳入标准：（1）、

年龄在 20-60 岁；（2）、符合 ICD-10 关于广泛性焦

虑障碍的诊断标准，且 HAMA≥14 分；（3）阿森氏

失眠量表总分（AIS）≥6 分；（4）、无严重并发症，

病情稳定；（5）、无明显认知障碍，可以完成阿森氏

失眠量表；（6）自愿参加本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1）、其他器质性疾病或抑郁、精神

分裂症等引起的失眠；（2）、高压氧治疗相关禁忌症，

比如肺大疱、青光眼、高血压（170/100mmHg 以上）、

II 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等；（3）合并有心力衰竭、

呼吸衰竭等或其他严重疾病，病情不稳定；该研究

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研究组给予高压氧联

合药物治疗，对照组仅给予药物治疗。测量其治疗

前及治疗 4 周后 HAMA 评分、AIS 评分、PSG 参数

（睡眠效率、觉醒次数、睡眠潜伏期）； 

    结果  研究组较对照组的 HAMA 评分、睡眠效

率、觉醒次数、睡眠潜伏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AI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组治疗后的 HAMA 与 AIS 评分、睡眠效率、觉醒

次数、睡眠潜伏期均具有相关性(P<0.05)。 

    结论  高压氧治疗能改善广泛性焦虑伴失眠患

者的客观睡眠质量及 HAMA 评分，焦虑情绪的改善

与睡眠改善具有相关性，可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Associations and Network Analysis of Sleep 

Quality and Sleep Hygiene Awareness Among 

Chinese Adults 

 

齐涵 1 刘瑞 1 周佳 1 冯媛 1 丰雷 1 闫芳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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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leep disorder and sleep hygiene awareness in Chi-

nes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interpre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leep hygiene awareness and sleep quality us-

ing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

ducted from April 22th to May 5th, 2020. Adults (18 

years old or above) who could access to smartphones 

and lived in Beijing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urvey with “snowball” sampling method. The Pittsburg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and the Sleep Hygiene 

Awareness and Practice (SHAPS) questionnaire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leep quality and sleep hy-

giene awareness of participants. The R packages of 

“bootnet” were used to estimate the connection, calcu-

late the network centrality indices, including strength, 

closeness, and betweenness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sleep hygiene awareness.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net-

work was completed with R packages of “qgraph”. The 

Network Comparison Test (NCT) was applied to com-

pare the networks between good and poor sleepers. 

    Results  Totally, 939 respondents completed the 

online survey and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Of them, 

458 (48.8%, 95% CI: 45.6-52.0%) had the total PSQI 

score >5, which indicating the poor sleepers. The multi-

ple logistic regression indicated that participants with 

psychiatric disease (OR=6.076, 95%CI=3.199-11.544)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R=4.417, 

95%CI=1.888-10.334)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poor 

sleep quality. Poor sleepers though daytime napping, us-

ing sleep medication, sleep about the same length of 

time each night, and drinking 3 oz of alcohol in the 

evening were more beneficial to sleep (P<0.05). In con-

trast, exercising in the afternoon or early evening and 

waking up at the same time each day were disruptive to 

sleep for poor sleepers (P<0.05). The network compari-

s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 was 

the most central domain for sleep quality in good and 

poor sleepers. The estimated network of poor sleepers 

showed good stability as the CS-C were 0.517, 0.517 

and 0.439 for “strength”, “betweenness” and “close-

ness”, respectively. The NCT indicated that the poor-

sleeper network was more densely connected than good 

sleepers. 

    Conclusion  The sleep disorder was common in 

Chinese adults. There were stronger associations be-

tween sleep quality and sleep hygiene awareness in poor 

sleepers than in good sleepers with the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 as the most central domain. Effective measures 

such as self-relief, having correct sleep hygiene aware-

ness were needed to not on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directly, but can also relieve the emotional problems in-

directly. 

 

 

 

NREM 期睡眠纺锤波脑激活特征研究 

 

邵岩 1 陈洁 1 高雪娇 1 孙洪强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大学），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N2 期和 N3 期的睡眠纺锤波（Sleep spin-

dles, SS）密度、头皮分布等存在差异，但其影像学

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主要探索 N2 期和 N3

期 SS 脑激活特征。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30 名（男性 14 名，女性

16 名）健康受试者，平均年龄 34.53±8.35 岁。通过

自编调查表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完成睡眠和情绪

相关量表评估，记录 2 周睡眠日记后在睡眠实验室

进行连续 2 晚整夜多导睡眠监测，此后 1 周时间内

采集同步脑电与功能磁共振数据。根据受试者习惯

睡眠时间完成场图、T1 像、8 分钟睁眼静息态和 2

小时 16 分钟睡眠时相扫描。使用 Statistical paramet-

ric mapping 8 (SPM 8 ，

http://www.fil.ion.ucl.ac.uk/spm )进行影像数据预处

理，使用 Brain Vision Analyzer 软件进行脑电数据处

理，使用 Fieldtrip 函数包进行 SS 特征（密度、振幅

和持续时间）提取。由一位国际注册多导睡眠技师

进行睡眠分期，并核对算法自动检测的 SS，以手动

识别为准。 

    结果  19 名受试者包含 N2 期和 N3 期，总共

检测到 2553 个 N2 期 SS 和 271 个 N3 期 SS。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结果显示，N3 期 SS 数量（z = 

-3.823, p ˂  0.001）和 SS 密度（z = -2.938, p = 0.003）

较 N2 期显著降低，SS 振幅和 SS 持续时间在两个

睡眠时期的差异不显著。配对 t 检验结果提示，N2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902 

期 SS 相关的脑激活程度在海马、海马旁回、脑岛、

额上回、额下回、内侧额叶、颞上回、颞中回、中央

前回、中央后回、中央旁小叶、辅助运动区、顶下小

叶、楔前叶和扣带回较 N3 期显著增强（FWE 校正，

p＜0.05）。 

    结论  N2期SS数量和密度较N3期显著升高，

且 N2 期 SS 脑激活程度在额叶、颞叶、顶叶等皮层

结构以及海马、扣带回等皮层下结构显著增强。 

 

 

 

综述：伽玛波感觉闪烁在认知障碍的应用与

展望 

 

刘亚坤 1 李忻蓉 2 梁峰 1 刘莎 1,2 徐勇 1,2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人工智能辅助精

神障碍诊疗重点实验室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3）山西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系 

 

    目的  认知功能障碍常见于老年人群或伴发与

其他精神疾病中，伽玛（Gamma）振荡因其在大脑

皮层信息传递及认知功能的积极作用而成为非药物

治疗认知障碍的研究热点。本文拟通过对伽玛波感

觉闪烁治疗认知障碍的机制，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

等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通过伽玛波感觉闪烁改善

认知功能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以“感觉闪烁（gamma sensory flicker）、

伽玛振荡（Gamma oscillations）、认知功能障碍（Cog-

nitive dysfunction）、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

ease）、淀粉样蛋白（amyloid beta，Aβ）”等为关键

词组合查询 2005-2021 年 5 月在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库、pubmed、ovid、embase、MD Consul、Medline

等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对伽玛波感觉闪烁诱发

Gamma 神经振荡的发生机制、研究进展现状，在治

疗认知功能障碍的应用情况进行综述。 

    结果  Gamma 振荡广泛参与大脑的视觉识别、

选择性注意、学习、记忆、空间处理等高级认知活

动。在诸如精神分裂症、阿尔兹海默症、双相情感障

碍、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和癫痫等伴随认知功能障碍的精神疾病患

者脑电图中均可探测到异常的 Gamma 振荡。动物实

验证实非侵入性 40Hz 伽玛视听结合刺激（Gamma 

波感觉闪烁）可诱导神经细胞产生 Gamma 振荡，使

神经细胞 Aβ 蛋白沉积明显减少、胶质细胞炎症反

应减轻，同事改善突触功能。小样本 AD 患者研究

证实非侵入性 40Hz 伽玛视听结合刺激使脑脊液免

疫因子下调，且大多数参与者依从性良好，无明显

不良反应，显示了该治疗方法的安全性及耐受性。

未来，我们需通过大样本研究对 Gamma 波感觉闪

烁治疗过程中诱导的神经电活动，神经回路以及免

疫调节机制进行研究及探讨。 

    结论  Gamma 波感觉闪烁，即非侵入性 40Hz

伽玛视听结合刺激作为药物治疗的补充方案，因其

具有无创性、易于实施，无明显副作用，治疗过程无

痛苦等优点，在改善认知功能的非药物治疗方面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基于正念注意-接纳理论的情绪管理在睡眠障

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陈洋洁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究基于正念注意-接纳理论的情绪管

理在睡眠障碍患者中负性情绪的调节及维护身心健

康的作用，为睡眠障碍患者的临床护理实践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于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选取山西

省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睡眠障碍患者

13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

预组与对照组各 65 例。干预组接受聚焦于正念注意

—接纳理论的线上情绪管理训练和睡眠相关健康教

育。对照组接受由心理咨询师提供的不涉及正念相

关教育和练习的情绪管理训练和睡眠相关健康教育，

干预前后比较两组病人健康问卷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RESE)得分情况。 

    结果  干预组能够掌握正念技能，相比于对照

组，干预组 GAD-7、SAS 得分降低，RESE 得分升

高，且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睡眠障碍越来越成为人们存在和关注的

问题，而基于正念注意-接纳理论的情绪管理训练能

够有效缓解睡眠障碍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能够

帮助患者缓解压力，进一步改善心理健康，提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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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 

 

 

 

伴中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

征（OSAHS）的抑郁症患者 多导睡眠监测

（PSG）特点 

 

叶刚 1 李哲 1 潘雯 1 高士更 1 沈颖颖 1 刘颖 1 殷铭
1 刘果瑞 1 赵宇 1 沈建红 1 杜向东 1  

1）苏州市广济医院 

 

    目的  探索伴中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

气综合征（OSAHS）的抑郁症患者多导睡眠监测

（PSG）特点。 

    方法  选取四组被试，分别为伴 OSAHS 的抑

郁症组（31 例）、不伴 OSAHS 的抑郁症组（79 例）、

中重度 OSAHS 组（96 例）、正常对照组（32 例），

其中抑郁症符合 ICD-10 抑郁症诊断标准，OSAHS

符合《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指南

(2011 年修订版)》中 OSAHS 诊断标准。采用 PSG

监测整夜睡眠。 

    结果  在睡眠进程方面，四组被试总睡眠时间、

睡眠潜伏期、觉醒次数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睡眠效率无显著性差异（P >0.05）。OSAHS 组总睡

眠时间显著短于正常对照组（P<0.05），共病组和抑

郁症组总睡眠时间和对照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P >0.05）。抑郁症组睡眠潜伏期显著长于正常对照

组（P<0.05）。共病组和 OSAHS 组觉醒次数显著多

于抑郁症组（P<0.05），且三者均显著多于正常对照

组（P<0.05）。在睡眠结构方面，四组被试 N1 期占

睡眠时间百分比无显著性差异（P >0.05），N2 期、

N3 期占睡眠时间百分比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四组被试 REM 潜伏期、REM 期持续时间、REM 睡

眠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呼吸相关指标

方面，四组被试氧减指数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抑郁症组氧减指数显著低于共病组和

OSAHS 组（P<0.05），与正常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P >0.05）；共病组和 OSAHS 组氧减指数显著高于

正常对照组（P<0.05）。 

    结论  共病中重度 OSAHS 的抑郁症患者存在

严重的睡眠进程和结构紊乱，同时伴有更为频繁和

严重的呼吸相关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睡眠状况及影响因素

分析 

 

孙琦 1,2 林越瑞 3 张晓鸣 2 张东 2 李晓敏 1 刘华清
1  

1）承德医学院 

2）北京回龙观医院 

3）华北理工大学 

 

    目的  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睡眠问题的

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10 日由研究者通过网上发布问卷

二维码和链接的形式进行发放和调查。使用一般人

口学资料问卷、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病人健

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进行评

定。共得有效问卷 4949 份。采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进行统计分析，所有统计分析均以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22.1%的被试有睡眠问题，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情况、抑郁及焦虑均与

睡眠问题存在显著差异，女性睡眠问题发生率显著

高于男性，存在抑郁、焦虑情绪被试的睡眠问题发

生率要显著高于无抑郁、焦虑情绪的被试，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焦虑、

抑郁和主观支持是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试睡眠

问题的主要因素，可解释总变异的 84.5%。P<0.05 表

示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的睡眠问题发生

率较高，抑郁、焦虑等情绪是公众睡眠问题的影响

因素。关注疫情防控中的情绪问题的同时要密切关

注公众睡眠状况。 

 

 

 

前额叶脑区 Neurocan 蛋白调控大鼠应激易

感性的作用机制 

 

于周龙 1 陈文茜 1 张钟玉 1 章文 1 陆林 1,2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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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神经元周围基质网络（PNNs）是包绕在

小清蛋白（PV）阳性的 GABA 能中间神经元周围的

一种细胞外基质结构，PNNs 密度随着年齡逐渐增加。

Neurocan 作为 PNNs 的重要组成蛋白，影响 PNNs

发育，并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发生

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究前额叶皮层脑区

Neurocan 蛋白在应激易感性中的作用，为应激的神

经生物学机制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方法  青春期大鼠和成年期大鼠经历 10 天亚

慢性不可预见性轻度应激（SCUMS）后，采用糖水

偏爱、强迫游泳和新颖抑制摄食等行为学测试观察

应激所诱导的抑郁和焦虑样行为；采用蛋白免疫印

迹方法检测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PNNs 相关蛋

白的表达水平；采用脑区微注射硫酸软骨素酶

（ChABC）降解成年大鼠 mPFC 脑区的 PNNs 观察

其对应激易感性的影响；采用腺相关病毒干扰

Neurocan 蛋白表达，检测对青春期大鼠和成年期大

鼠抑郁和焦虑样行为的影响。 

    结果  经历 10 天 SCUMS 后，成年期大鼠未表

现出抑郁或焦虑样行为，但青春期大鼠表现出明显

的抑郁和焦虑样行为，提示青春期大鼠对应激更敏

感。青春期大鼠 mPFC 脑区 PNNs 密度以及 PNNs

相关蛋白（Neurocan）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成年期大

鼠，提示 PNNs 参与了青春期大鼠应激易感性的调

控过程。成年期大鼠 mPFC 脑区微注射 ChABC 后，

免疫荧光结果显示 ChABC 可显著降低 PNNs 密度，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 PNNs 相关蛋白（Neurocan

和 Aggrecan）表达水平降低，最终增加大鼠对应激

的易感性。青春期大鼠脑区微注射腺相关病毒增加

Neurocan 蛋白的表达水平，可以逆转大鼠经历 10 天

SCUMS 导致的抑郁和焦虑样行为。成年期大鼠脑区

微注射腺相关病毒抑制 Neurocan 蛋白的表达水平，

大鼠经历 10 天 SCUMS则会表现出抑郁和焦虑样行

为。 

    结论  青春期大鼠对应激易感，与 mPFC 脑区

PNNs，特别是 Neurocan 蛋白的低水平表达密切相

关，mPFC 脑区 Neurocan 蛋白水平以及 PNNs 密度

在应激及抑郁症等相关精神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大麻二酚的潜在医疗价值及使用风险 

 

邸天琪 1 孟适秋 1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大麻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滥用最广泛的精神活性

物质，大麻二酚（Cannabidiol, CBD）是一种从大麻

植物中提取的具有药用价值的天然成分，因其不具

有精神活性、安全性相对较高，在管控级别和医疗

使用中与大麻存在明显区别。本研究将综述 CBD 的

使用情况及国内外的管控政策，讨论 CBD 的潜在医

疗价值的及最新研究进展，总结在目前的医疗和科

研领域中使用 CBD 出现的不良反应及风险，为后续

评估 CBD 使用的利弊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

依据。 

    2021 年全球大麻产业的统计数据显示，伴随大

麻合法化在西方国家的推进，CBD 使用人群较 2018

年增长了 24%。CBD 参与机体的知觉、情绪、应激、

运动等生理过程，在疾病治疗中有广泛的用途，目

前美国 FDA 批准的适应症包括癫痫、癌症相关疼痛

和多发性硬化症，并已成为 Dravet 综合征和癫痫发

作治疗的新选择，在其他难治性癫痫的治疗中也有

医疗辅助价值。一项评估 CBD 辅助治疗癫痫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荟萃分析发现，与安慰剂相比，辅助使

用 CBD 可显著降低患者癫痫发作的频率。此外，

CBD 在疼痛、癌症和精神疾病的治疗中均有较好的

医疗价值。 

    CBD 在疾病治疗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仍不明确，

存在以下三种可能性：（1）与内源性大麻素受体特

异性结合后促进机体应激后的恢复，维持内分泌和

神经系统的稳态平衡；（2）通过调节食物的摄入和

吸收来控制能量平衡，维持机体能量稳态；（3）激活

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参与机体免疫炎性反应。 

    伴随 CBD 使用人群的逐年增加，市场中含有

CBD 成分的商品逐渐增多，如何提高其安全性，明

确药物的适用症状至关重要。CBD 目前在使用中仍

存在一定的风险（例如导致肝功能损伤、加重其他

药物的不良反应等），并且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机制

尚未阐明，未来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高频率电刺激背侧中缝核在大鼠甲基苯丙胺

觅药行为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张力博 1 孟适秋 1 陈玟君 1 陈文茜 1 张祎冰 1 陈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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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宇 2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药物成瘾是一种病理性记忆，不仅异常

持久且难以消除，使得成瘾者持续用药或停药后易

出现复吸。因此，寻求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是药物

成瘾的热点和难点。深部脑刺激（DBS）在各类神经

精神疾病的治疗中表现出较好的前景，展现出治疗

药物成瘾的潜力，但目前仍缺少确切的刺激靶点和

治疗参数。在药物成瘾的关键脑区中，背侧中缝核

（DRN）在成瘾记忆的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索在 DRN 进行 DBS 时，不同的刺激

参数在大鼠甲基苯丙胺点燃诱导的觅药行为中的作

用，可为药物成瘾复吸的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1）大鼠 DRN 埋置电极后，进行甲基

苯丙胺（1 mg/kg, i.p.）条件性位置偏爱（CPP）训练。

待大鼠形成稳定的位置偏爱行为，进行 CPP 消退训

练，直至大鼠 CPP 得分回归基线水平。使用不同频

率分别对大鼠 DRN 进行电刺激 60 min，之后使用

甲基苯丙胺（1 mg/kg, i.p.）点燃后进行测试；（2）

大鼠 DRN 埋置电极后，进行甲基苯丙胺自身给药训

练。待大鼠建立稳定的自身给药行为后，对其进行

自身给药消退训练。消退完成后，使用不同频率分

别对大鼠 DRN 进行电刺激 60 min，之后使用甲基

苯丙胺（1 mg/kg, i.p.）点燃后进行测试。 

    结果  （1）在 CPP 测试中，高频率（130 Hz）

DBS 组大鼠甲基苯丙胺点燃测试的 CPP 得分显著

低于假刺激（0 Hz）和低频率（20 Hz）DBS 组，说

明高频率电刺激 DRN 可有效抑制大鼠甲基苯丙胺

点燃诱导的 CPP 重建；（2）在自身给药测试中，高

频率（130 Hz）DBS 组大鼠甲基苯丙胺点燃测试的

有效鼻触次数显著低于假刺激（0 Hz）DBS 组，说

明高频率电刺激 DRN 可阻止大鼠甲基苯丙胺点燃

诱导的自身给药重建。 

    结论  高频率电刺激 DRN 可有效抑制大鼠甲

基苯丙胺点燃诱导的觅药行为，可为 DBS 治疗药物

成瘾提供新的靶点和参数选择，但其作用机制还需

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探讨。 

 

 

 

中医药治疗药物成瘾的研究进展 

 

郑俊玮 1 张力博 1 孟适秋 1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药物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也是严重

的公共卫生问题，给社会和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

目前阿片类成瘾的药物治疗主要包括美沙酮替代递

减、丁丙诺啡、可乐定等脱毒治疗和以纳曲酮代表

的防复吸治疗以及美沙酮维持治疗等，但是存在有

些药物本身具有成瘾性、疗效有限和不良反应的问

题，而冰毒等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的成瘾尚无有效

的治疗药物，因此亟需开发新的治疗靶点和方法。

中医药具有药物成瘾治疗的潜在价值，其活性成分、

单味中药及中药复方制剂有着超过 200 多年治疗成

瘾的历史。其中以三萜和类固醇作为活性成分的单

味中药人参、丹参等能有效预防尼古丁、吗啡、甲基

苯丙胺和可卡因等药物的滥用和依赖，以生物碱作

为活性成分的单味中药延胡索、钩藤等能治疗可卡

因和甲基苯丙胺成瘾戒断综合征，以黄酮类化合物

为作为活性成分的单味中药葛根等有助于治疗酒精

滥用和减少酒精的消耗量。目前上市的治疗成瘾的

中药复方制剂包括济泰片、益安回生口服液和参附

脱毒胶囊等，能够缓解阿片类药成瘾者的戒断症状

以及稽延性戒断症状、改善成瘾者戒断期间的睡眠

并减少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目前中医药治疗成瘾的机制尚不清楚，研究发现其

主要是通过靶向多巴胺系统、谷氨酸系统、细胞外

调节蛋白激酶和氧化应激等发挥疗效。本文旨在系

统性回顾中医药和药物成瘾的基础和临床实验研究

进展，包括活性成分、单味中药及中药复方制剂在

药物成瘾中的药理机制和临床应用的研究，探讨中

医药治疗成瘾的前景，以期为开发新药提供依据。 

 

 

 

全球电子设备成瘾的患病率研究：系统综述

与 Meta 分析 

 

程佳路 1 李阳阳 1 孟适秋 1 郑俊玮 1 常祥文 1 陆林
1,2 孙艳 1 鲍彦平 1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单

位 

 

    目的  电子设备成瘾包括网络成瘾、游戏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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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成瘾、社交媒体成瘾等与电子设备过度使用有

关的成瘾行为。电子设备成瘾问题逐年增加并引发

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既往研究中各类电子设备成

瘾的患病率差异较大，范围为 0.47%-80.96%。受地

区、民族、成瘾类型等因素影响，目前尚缺乏在全球

范围内对电子设备成瘾患病率的整体评估以及各类

电子设备成瘾之间的比较。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综

述和 Meta 分析，研究全球范围内各类电子设备成瘾

在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 

    方法  系统检索英文文献数据库 EMBASE、

Cochrane Library、PubMed 以及 PsycINFO 中发表于

2020 年 2 月前的电子设备成瘾患病率的有关文献。

纳入使用规范工具来筛查电子设备成瘾、报告了电

子设备成瘾在一般人群中患病率，且质量风险评价

为“低风险”的文章。分别提取各研究中的患病率、抽

样信息及人口学特征，数据提取由三位研究者独立

进行。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得

到患病率。根据电子设备成瘾患病率的WHO分区、

世界银行分区、筛查工具、发表年份、性别、年龄

段、受教育程度、调查方式以及质量评价得分情况

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  经筛选后本研究共纳入 386 篇文章进行

定量分析，涉及 54 个国家共 1,304,882 人。各类电

子设备成瘾的患病率分别为：网络成瘾为 12.67% 

(95% CI, 11.37％-14.10％)，游戏成瘾为 5.38％（95％

CI 4.15％-6.94％），手机成瘾为 22.80％（95％CI 

18.18％-28.19％），社交网络成瘾为 17.12％（95％CI 

12.81％-22.51％），社交媒体成瘾为 17.12% (95% CI 

12.81%-22.51%)，网络色情成瘾为 8.23％（95％CI 

5.75％-11.66％）。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游戏、

手机、社交媒体成瘾均在动荡且欠发达地区（如非

洲、中东地区）患病率较高，游戏成瘾在西太平洋地

区的患病率最高。网络成瘾患病率在过去 20 年间呈

逐步上升趋势，游戏成瘾患病率在 DSM-5 诊断标准

发布后有所下降。不同筛查评测标准得到的患病率

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结论  本研究较为全面系统分析了各类电子设

备成瘾在全球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明确了不同地

区、经济收入、诊断工具等因素对电子设备成瘾患

病率的影响，为开展电子设备成瘾的分级预防和干

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睡眠剥夺认知障碍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李笑 1 徐亚辉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深入了解遗传因素在睡眠剥夺认知障碍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回顾近几年关于睡眠剥夺认知障碍

的遗传学方面的文献，主要从神经递质系统相关基

因、神经发育相关基因、昼夜节律相关基因这三个

方面针对睡眠剥夺认知功障碍的相关遗传学研究进

展进行综述。 

    结果  基因型 DAT 9R 携带者在预期增益过程

中显示出神经反应增强，而 10R 纯合子在预期损失

过程中显示神经反应减少。研究 Val158met 多态性

的基因型对注意力丧失进化的影响发现， Val/Met 

杂合子在睡眠剥夺一晚后产生的失误是 Met /Met 

纯合子的两倍。研究 COMT 基因的 Val158Met 多态

性对睡眠剥夺期间自适应决策的影响发现，在受试

者之间，COMT 基因型之间的通过/不通过逆向学习

（GNGr）表现没有差异。然而，睡眠剥夺在患有 Val

等位基因的受试者中暴露出对适应性决策障碍的重

大脆弱性。携带 DRD2 基因突变的受试者即使在没

有睡眠的情况下也可以很好地执行任务。受试者对

DRD2c957t 多态性的 c 等位基因纯合对 SD 对认知

脆弱性的影响是有弹性的。通过对 Stroop 任务的反

应抑制，发现 BDNF Met 等位基因的携带者更容易

受到睡眠剥夺对执行功能的的影响。敲低 miR-191a

会导致 BDNF 表达水平上调并防止 PSD 引起的

OVX 大鼠认知功能障碍，miR-191a 过表达会通过下

调 BDNF 水平来损害学习和记忆。与 PER3 [4/4]相

比，PER3 [5/5]中的 NREM 睡眠，清醒和 REM 睡

眠期间的 θ 和 α 活动均增加，另外，在 PER3 [5/5]

个体中，睡眠剥夺后的认知能力下降明显更大。 

    结论  睡眠剥夺通过多巴胺能机制降低了认知

控制。COMT 基因型调节了睡眠剥夺引起的警惕性

注意力损害。睡眠剥夺对纹状体奖励处理的影响不

是普遍的，而是取决于与多巴胺调节有关的个体的

特征基因型状态。 

 

 

 

探讨阿戈美拉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抑

郁症伴失眠症状的疗效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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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骄 1 金亚玲 1 冒雷明 1  

1）南通市通济医院 

 

    目的  探讨抑郁症伴失眠症状的患者采用阿戈

美拉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的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将 2019 年至 2020 年在南通市第四人民

医院精神科住院的 76 例抑郁症伴失眠症状的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8 例。对照组予以阿戈美拉汀

治疗，试验组予以阿戈美拉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

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的发生

情况。 

    结果  实验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94.7%；对照

组的总有效率为：92.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 2 周后的 HAMD

评分分别为（15.36±2，46）和（18.07±2.58）分，试

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 2 周后的 PSQI 评分分别为

（6.16±2.03）和（6.97±1.86）分，试验组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使用治疗时出现

的症状量表（TESS）统计治疗中发生的不良反应，

试验组和对照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 18.4%和

1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阿戈美拉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抑

郁症伴失眠症状比单独使用阿戈美拉汀治疗起效更

快，能有效提高睡眠质量，对患者的治疗具有积极

作用。 

 

 

 

简化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改善武汉方舱医院女

性患者失眠症状的疗效研究 

 

何瑾 1 杨磊 1 庞剑月 1 代灵灵 2 朱姣姣 3 邓亚洁 1 

何漪 1 李恒芬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医学科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 

3）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 

 

    目的  在武汉市江汉方舱医院，针对有失眠症

状 的 女 性 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患者开发一套简化的失眠认知行

为治疗(Simplified-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nia,S-CBTI)，通过自身前后对照验证其有效性，

同时比较其对急性、慢性失眠的疗效。 

    方法  S-CBTI 包括 COVID-19 和睡眠卫生教

育、刺激控制、睡眠限制和自我暗示放松训练，为期

2 周。研究对象均为女性，共 67 例。其中 66 人完成

了心理干预和基线及干预后评估。失眠病程<3 月为

急性失眠组，共纳入 31 例。失眠病程≥3 月为慢性

失眠组，共纳入 35 例。在基线和 2 周评估 ISI (In-

somnia Severity Index,ISI)评分，记录睡眠日记，第 4、

7、12、14 天完成主观睡眠量表评估。 

    结果  采用配对 t 检验，干预后 ISI 评分、睡眠

潜伏期 (min)、夜间睡眠时间（ h）、睡眠效率

[(10.05±3.71)、(35.30±11.19)、(6.62±0.63)、(0.86±0.07)]

较基线[(15.52±3.37)、(53.56±18.85)、(5.76±0.58)、

(0.79±0.08)]均有显著改善(t=10.488, 10.951, -10.546, 

-7.937,P<0.001)。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比较发

现，干预后急性失眠组的 ISI 评分(9.00±3.74)低于慢

性失眠组 (11.83±3.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3.326,P<0.001)。从基线到干预后，急性失眠症组

ISI 减分值、睡眠潜伏期缩短的时间[(6.29±4.33)、

(22.74±15.59)]明显大于慢性失眠症组[ (3.89±3.09)、

(14.71±10.6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20, 2.412, 

P<0.05)。急性失眠症组镇静催眠药物使用率(16%)

低于慢性失眠症组 (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4.569，P<0.05)。 

    结论  S-CBTI 可以改善方舱医院女性 COVID-

19 患者的失眠症状，S-CBTI 适用于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引起的应激相关的急性失眠。 

 

 

 

Changes of Serum Bio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Insomnia Disorder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Sleep Status 

 

Lu xing1, Fei feng1, Wei liang1  

1）Shenzhen Corning hospital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serum levels of neu-

ron-specific enolase (NSE), S100 calcium binding pro-

tein B (S-100B), C-peptide,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  pro-calcitonin (PCT) and cortisol (Cor)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insomnia disorder (CID). The cor-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sleep quality paramet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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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um biomarkers was compared. 

    Methods  184 inpatients with CID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and polysomnography to evaluate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sleep status. Enzyme-Linked Im-

munosorbent Assay(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v-

els of NSE, S-100B and other biomarkers in serum. 

    Results  Among these serum biomarkers, C-pep-

tid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3 duration

（P=0.014） and N3% (P= 0.022); Hs-CRP wa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N duration (P=0.014); PC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3 duration（P=0.033） and 

N3% (P =0.030); Co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1%(P =0.006),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2 du-

ration (P = 0.042);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only C-peptide 

is higher in men than in women.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NSE, S-100B, C-pep-

tide, Hs-CRP, ACTH, PCT and Cor in the serum of CID 

patien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ut there was 

a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objective sleep parameters, 

suggesting that long-term insomnia may have micro 

structure damage such as neurons, astrocytes and nerve 

endings, which may further increase the risk of related 

metabolic diseases and inflammatory diseases. 

 

 

 

睡眠剥夺治疗抑郁症 

 

吴方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睡眠剥夺对重度抑郁症的治疗效果评估 

    方法  分别对本医院谁睡眠科诊断的抑郁症的

患者收入组，抑郁症诊断标准参考 ICD-10 中精神

疾病中的抑郁症诊断标准，严重程度为重度;或诊断

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

度抑郁发作。共计 80 例。 年龄 18 岁至 65 岁之

间 ，首次抑郁发作或复发者、耐药性抑郁症，拒绝

药物治疗者。采用以下研究工具（1）多导睡眠监测

系统（PSG）（2）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3）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4）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5）副作用评定量表。将患者分为睡眠剥夺组和对

照组，所有入组对象均提供 SSRIs 类抗抑郁药物作

为基础。睡眠剥夺组夜晚保持坐位或站立位。治疗

前及治疗后各评定量表一次。 

    结果  睡眠剥夺能有效缓解抑郁情绪，总但睡

眠剥夺每周一次的效果不如每周两次。 

    结论  睡眠剥夺也增加了抑郁症状的风险，但

是与重度抑郁相比，这种作用虽然很显著，但却大

大减弱了。睡眠剥夺对重度抑郁有明显缓解，但有

时候可能会受白天小睡的影响而逆转治疗效果，睡

眠量增加了重度抑郁症的风险，而重度抑郁症反过

来又增加了睡眠减少的风险。睡眠剥夺可导致昼夜

节律性尿皮质醇节律的提前等内分泌影响也会对效

果造成影响。 

 

 

 

失眠的改善对老年高血压共病失眠症患者血

压水平的影响 

 

邱越锋 1 吴绪旭 1 吴月静 1 王磊 1 吴万振 1  

1）浙江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高血压领域相关研究的不

断深入，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不断被发现，其中失眠

对高血压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改善失眠对

控制血压是否有帮助仍不清楚，本文通过回顾性分

析来观察失眠的改善对高血压水平的影响。 

    方法  2018 年 3 月-2020 年 3 月在就诊的老年

高血压共病失眠症的住院患者 179 例，收集患者的

一般临床资料、睡眠指标及血压指标，使用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患者睡眠情况，并

于第 4 周后再次收集患者的睡眠及血压情况。根据

PSQI 的评分结果分为睡眠改善组和睡眠未改善组，

最后回顾性分析来观察失眠的改善对高血压水平的

影响。 

    结果  基线时两组的收缩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在基线时的 PSQI 总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4 周后睡眠改善组的收缩压差值

以及舒张压差值显著高于睡眠未改善组（p<0.05）。

睡眠改善组在睡眠质量、入睡时间以及睡眠时间均

较睡眠未改善组更差（p<0.001），睡眠效率、睡眠障

碍以及日间功能障碍两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05）。4 周后睡眠改善组较未改善组在睡眠质

量、入睡时间及睡眠时间均有效改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1）。且睡眠改善组在睡眠效率以及

PSQI 总分上显著优于未改善组（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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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本次研究表明，失眠的改善能有效降低

老年高血压共病失眠患者的血压水平，其中尤其是

睡眠时间、睡眠质量和睡眠效率的改善对血压水平

的影响大。 

 

 

 

Insomnia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ith In-

ternet Addiction: Prevalence and Related 

Clinical Factors 

 

靳兴越 1 申艳梅 1 张雅茹 1 黄春香 1 罗学荣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bjective  Internet addiction (IA)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or it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s’ study and daily life. However, in a large sam-

ple,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A 

and insomnia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insomnia and its 

related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ith 

IA.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design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627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ith IA. Each 

student completed a survey on demographic data, Inter-

net addiction (Revised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depression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insomnia 

(Athens Insomnia Scale), anxiety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and suicidal behavior.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adjust for confounding factor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insomnia among stu-

dents with IA was 54.86%. Compared with students 

without insomnia, IA students with insomnia were more 

likely to be younger, smoking, drinking, have anxiety, 

dep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s, suicide plans and suicide 

attempts. Moreover, drinking, anxiety and suicidal ide-

ation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insomnia in 

IA students. 

    Conclusion  Insomnia is very common in Chi-

nese IA students. Drinking, anxiety and suicidal idea-

tion are independently correlated with insomnia. 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evidence for school counselors 

and clinical professionals to assess Internet addiction, 

insomnia and suicide risk. 

 

 

 

Comparing Three Extinction Methods To Re-

duce Fear Expression and Generalization 

 

Yu Chen1,2, Xiao Lin2, Sizhi Ai3, Yan Sun1, Le Shi2, Shi-

qiu Meng1, Lin Lu1,2,4,5, Jie Shi1,4,5,6  

1）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Dependence, Peking Uni-

versity, Beijing, China 

2）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HC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Peking Univer-

sity Sixth Hospital), Bei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Heart Center, Henan Key 

Laboratory of Neurorestor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ihui, 

China 

4）Beijing Key Laboratory on Drug Dependence Re-

search, Beijing, China 

5）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atural and Biomimetic 

Drugs, Beijing, China 

6）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Hospital,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Fear extinction is easy to achieve but 

difficult to maintain, as evidenced by the relapse of fear 

after extinction. Counterconditioning and novelty-facil-

itated extinction have been shown to interfere with fear 

expression without erasing it. Due to the similarity be-

tween the two extinction paradigms, we extended the 

traditional extinction, which merely omitted the ex-

pected threat outcomes after exposure to original threat 

cue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n extinction. 

    Methods  Sixty-four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andomized into three groups for a three-day procedure: 

fear acquisition (day 1), fear extinction (day 2), and fear 

recall and generalization test (day 3). The modified par-

adigm provided a stimulus (neutral picture or positive 

picture) to replace the omitted threat outcomes during 

extinction.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tinction 

rate of novelty- facilitated extinction was faster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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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d with other extinction methods. Both novelty- fa-

cilitated extinction and counterconditioning showed 

strong effects in preventing fear generalization, while 

novelty-facilitated extinction performed better. How-

ever, the modified extinction paradigm failed to prevent 

fear expression in spontaneous recovery and reinstate-

ment tests.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emotion and prediction error may b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fear extinction. The novelty-facilitated ex-

tinction had a superior effect in facilitating extinction 

learning and preventing the generalization of fear, and 

this study provided new perspectives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exposure therapy. 

 

 

 

红光对正常受试者及失眠障碍患者睡眠和情

绪的影响 

 

潘蓉 1,2 潘集阳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2）肇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视网膜感光神经节细胞对红光不敏感，

长期以来红光被认为不影响睡眠，但我们发现红光

可以影响情绪，情绪同时又会影响睡眠，故本研究

旨在探究睡前接受红光照射后受试者睡眠和情绪的

变化，量化分析红光对睡眠的影响以及光线、情绪、

睡眠三者间的相互关系。 

    方法  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中失眠障碍的诊断标准，共招募了 57 名失眠障碍

患者和 57 名正常受试者。两组受试者均被随机分成

了三个小组（红光组、白光组和黑暗组），分别于睡

前接受相应光照处理 1 小时。采用情绪评估量表评

估受试者情绪，并通过多导睡眠监测记录受试者睡

眠数据。 

    结果   

    1.正常红光组负性情绪评分高于正常白光组和

正常黑暗组；失眠红光组焦虑评分、负性情绪评分

高于失眠白光组和失眠黑暗组。相比正常红光组，

失眠红光组接受红光照射后焦虑评分增加更多，正

负性情绪量表中有差异的负性情绪项目也更多。 

    2.正常红光组对比正常白光组睡眠潜伏期缩短；

正常红光组对比正常黑暗组，微觉醒指数和 N1 期

睡眠百分比增加，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下降。失

眠红光组对比失眠白光组睡眠潜伏期缩短，总睡眠

时间、睡眠效率、REM 期的周期数和微觉醒次数增

加；失眠红光组对比失眠黑暗组，睡眠潜伏期、入睡

后清醒时间、REM 期的周期数和微觉醒次数增加，

睡眠效率下降。 

    3.睡眠潜伏期、入睡后清醒时间与焦虑评分、抑

郁评分、负性情绪评分呈正相关，睡眠效率与焦虑

评分、抑郁评分呈负相关，REM 期微觉醒次数和指

数与焦虑评分、负性情绪评分呈正相关。 

    4.失眠白光组（vs.失眠红光组）、失眠黑暗组（vs.

失眠红光组）对睡眠潜伏期的影响均受到负性情绪

的中介影响（中介效应分别为-37.626 和-33.768）。 

    结论  红光可以增加受试者的焦虑水平及负性

情绪水平，失眠障碍患者情绪具有不稳定性，红光

照射后焦虑水平和负性情绪水平波动更大。相比完

全黑暗，夜间使用红光照明依旧会对睡眠产生一定

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同等光照强度的白光弱。光线

不仅对睡眠产生了直接作用，又通过负性情绪间接

作用于睡眠，负性情绪在光线与睡眠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 

 

 

 

新冠疫情下精神科护士睡眠质量状况调查 

 

肖凡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新冠疫情持续存在情况下，了解精神科

护士睡眠质量状况，分析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探

讨提高精神科护士睡眠质量的对策，以促进护士心

身健康。 

    方法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

和自编的基本信息采集表，以某三级甲等精神专科

医院在职护士为调查对象，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

3 月 11 日进行问卷调查和资料收集，获得有效数据

275 份，并统计分析。 

    结果  参与调查的人员构成：男性护士 80 人

（占 29.09%），女性护士 195 人（占 70.91%）；睡眠

时长＞7 小时共 43 人（占 15.64%），睡眠时长 6~7

小时共 127 人（占 46.18%），睡眠时长＜6 小时共

105 人（占总数 38.18%）；睡眠时长＜6 小时的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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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性 31人（占 29.52%），女性 74人（占 70.48%）；

睡眠时长＜6 小时的女性护士中，日间功能中度以

上受损人数 46 人（占 62.16%），主要表现为做噩梦、

日间困倦和精力不足。 

    结论  新冠疫情持续存在，医院落实疫情防控

常态化措施，日常培训强度加大，精神科护士受疫

情防控和病员增多，工作量增大的影响，普遍睡眠

时长严重不足，女护士日间功能受到明显损害，直

接影响到日间活动功能和生活质量。 

 

 

 

日间情绪与梦境关系的初步研究 

 

汪迪 2 马运东 1 赵晓遐 1 孙洪强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大学），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日间情绪与梦境关系的研究结果在很多

方面均不一致，并且既往大多数的研究集中于日间

事件与梦境的关系，而缺乏连续性日间情绪与梦境

内容及情绪关系的直接研究，既往有研究提到能够

产生情绪的事件易发生梦境延迟效应，但日间情绪

是否能产生梦境延迟效应尚不明确。故本研究探索

日间情绪与梦境内容及情绪的关系，并验证日间情

绪的梦境延迟效应。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通过

社交平台在北京市招募睡眠良好、有梦境回忆的健

康受试者共计 98 人。第 1 天收集受试者的一般资

料，并使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匹兹堡睡

眠质量指数量表、睡眠-50 问卷对受试者的情绪及睡

眠等情况进行评估。第 1-10 天，受试者在睡前对当

天日间情绪进行记录，次日醒来后的前 1 天的梦境

内容及情绪进行详细记录，并使用正性情绪及负性

情绪量表对日间及梦境情绪进行分类、量化。第 11

天收集所有受试者连续 10 天的日常活动和梦境记

录，使用 Hall and Van de Castle 编码系统对梦境内容

进行编码。 

    结果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日间情绪丰富程度

（β=0.735, p＜0.001）和日间正性情绪强度（β=0.047, 

p=0.014）对当天梦境内容中的图像清晰程度有影响；

日间疲劳程度（β=-0.850, p＜0.001）、情绪丰富程度

（β=0.509, p＜0.001）和正性情绪强度（β=0.630, 

p=0.018）、对当天梦境内容中的声音清晰程度有影

响。梦前第1天的日间警觉程度（β=-0.963, p=0.001）、

负性情绪强度（β=-0.526, p=0.001）、情绪丰富程度

（β=0.404, p＜0.001）、疲劳程度（β=-0.117, p＜

0.001）、压力程度（β=0.022, p=0.008）对梦境内容中

的友善维度有影响。日间情绪对梦境情绪无显著影

响。 

    结论  日间正性情绪对梦境内容的清晰程度存

在正性影响；日间负性情绪对梦境内容中友善维度

的影响存在延迟效应；日间正、负性情绪对梦境情

绪均无显著影响。 

 

 

 

内蒙古城、乡成年人失眠患病率及危险因素 

 

张志强 1 王瑞琪 1 陈彦超 1 郭治国 1 张晓娥 1 吕东

升 1  

1）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索内蒙古自治区城、乡成年人失眠的

患病率及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于 2019

年 7 月～12 月抽取内蒙古自治区 41 个区、县、旗

246 个村居的 12629 名在当地居住 6 个月及以上的

18 岁以上居民，第一阶段采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

表-3.0 版、自编失眠筛查问卷、解释变量问卷完成。

第二阶段采用定式临床访谈诊断表完成。最终 12481

人完成调查，选取城、乡两组受试者，比较患病率，

再分别将两组的被调查者分为失眠和非失眠亚组。

由于本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的复杂抽样设

计，我们统一对结果进行加权调整，采用率及构成

比等进行统计学描述，采用 Pearson 卡方检验比较城

乡两组失眠的患病率，最后对可能影响城、乡受试

者失眠的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城市居民占 54.57 %（6811 例），失眠障

碍患病率为 3.84%，乡村居民占 45.43%（5670 例），

失眠患病率为 6.56%。罹患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肺

病等慢性疾病（OR=2.033）、罹患一种（OR=3.872）、

两种（OR=9.330）、三种及以上（OR=25.525）精神

疾病是乡村居民失眠障碍的危险因素；男性

（ OR=0.615 ）、小学（ OR=0.651 ）、西部地区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912 

（ OR=0.392 ）、人均收入水平为中等偏下户

（OR=0.533）、中等收入户（OR=0.525）、中等偏上

户（OR=0.520）、高收入户（OR=0.455）是乡村居民

失眠障碍的保护因素；15-34 岁（2.689）、35-44 岁

（3.235）、45-54 岁（4.729）、55-64 岁（7.061）、不

工作（1.624）、罹患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肺病等慢

性疾病（OR=2.997）、罹患一种（OR=4.568）、两种

（OR=9.987）、三种及以上（OR=17.279）精神疾病

是城镇居民失眠障碍的危险因素；高中或中专

（OR=0.511）、大专或大学及以上（OR=0.425）、其

他少数民族（OR=0.156）、超重（OR=0.536）、西部

（OR=0.033）是城镇居民失眠障碍的保护因素。 

    结论  内蒙古自治区乡村失眠的患病率高于城

市，差异可能来源于城乡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年

龄结构、文化程度以及人均年收入水平。 

 

 

 

失眠伴焦虑状态的临症举隅 

 

王英 1  

1）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从心、肝、胆论治失眠的思路和方

法，为失眠伴焦虑状态的的辨治提供新思路。 

    方法  通过对相关古今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归

纳，总结从心、肝、胆论治失眠伴焦虑状态的理论基

础，心的主要生理功能有二：心主血脉;心主藏神。

此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心所主血脉是心神活动的物

质基础，心神清明则能驭使心气而调控推动血脉的

运行。肝失疏泄，阴血不足，肝血养魂，血不舍魂，

发为不寐,肝疏泄不及则情绪低落、抑郁寡欢等；肝

疏泄太过则急躁易怒、多梦易惊等,胆枢机功能不利，

阴阳出入失常，白天阳气不兴，夜晚阳气不人，导致

日间困倦乏力，夜间人睡难安。推导得出心、肝、胆

病不寐的主要病机，再结合历代医家的临床经验，

逐步归纳出从心、肝、胆论治失眠伴焦虑状态的具

体思路，临床上可将失眠伴焦虑、抑郁情绪分为四

型，分别采用逍遥散合归脾汤加减治疗肝郁脾虚型、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加减治疗肝郁肾虚型、柴胡疏

肝散合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肝郁气滞血瘀型、黄连

温胆汤加 减治疗肝郁痰热型。胆阳虚寒所致虚烦、

不寐，可选用温胆汤治疗，以胆阳虚弱、升发无力为

主者，可适当与升发胆 阳的方剂合用，或加用温胆

升阳的药物。最后附上医案三则予以验证。 

    结果  从心、肝、胆论治失眠，辨证施治，疗效

显著。 

    结论  从心、肝、胆论治失眠，紧扣病机，辨证

施治，疗效显著,为中医辨治失眠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丰富了中医论治失眠的理论内容。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原发性失眠患者的睡眠电

生理改变 

 

郑永亮 1,2 樊毓运 2 梁娜 1 陆建霞 1  

1）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2）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原

发性失眠患者睡眠电生理的影响. 

    方法  系统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学

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

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以及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  和

ClinicalTrials.gov 注册的临床试验等，纳入文献经

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后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纳入 10 篇文献, 840 例病例。与对照组

相比，rTMS 可缩短睡眠潜伏期(MD=−6.90, 95%CI：

-11.66,2.15, P=0.004 ），减 少 入睡 后 觉醒 时间

(MD=30.48, 95%CI：-43.13, -17.82, P<0.00001）和入

睡后觉醒次数 (MD= -1.23, 95%CI： -1.84, -0.61, 

P<0.0001 ）， 增 加 总 睡 眠 时 间 （ MD=35.19, 

95%CI:19.83,50.55, P<0.00001 ），提高睡眠效率

（MD=7.74%, 95%CI:3.87,11.70%, P=0.0001），增加

NREM-3 期 睡 眠 （ SMD=2.49, 95%CI:1.53,3.45, 

P<0.00001）和 REM 睡眠（SMD=1.33, 95%CI:0.75, 

1.91, P<0.00001），对 NREM-1（SMD= -0.69，95%CI: 

-1.41,0.03, P= 0.06）和 NREM-2（SMD=-0.47, 95%CI：

-1.30, 0.36, P=0.27)期睡眠无显著影响。 

    结论  rTMS 能显著改善原发性失眠患者的睡

眠电生理结构。亚组分析提示临床应用优先选择病

程较短的失眠患者、延长治疗疗程、合并使用助眠

药物可能能提高疗效。然而，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其

典型效应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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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式睡眠再训练治疗慢性失眠障碍患者的

初步疗效观察 

 

宋伟东 1 潘集阳 2 韩耀辉 3  

1）南山区慢病院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3）福田区慢性病防治院 

 

    目的  探讨强化式睡眠再训练(Intensive Sleep 

Retraining, ISR)对慢性失眠障碍患者的疗效。 

    方法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2 月招募暨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睡眠医学门诊的失眠障碍患者 7 例。

所有入组的失眠障碍患者在 ISR 治疗前完成人口学

资料收集及失眠严重指数量表(Insomnia Severity In-

dex, IS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睡眠信念和态度量表简化版

（ Dysfunction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about Sleep, 

Brief Version,  DBAS-16）、过度醒觉问卷（The Hy-

perarousal Scale, HAS）、贝克抑郁量表修订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Revised, BDI-R）和贝克焦虑量

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的量表评估，并在

治疗前进行多导睡眠图监测（Polysomnography, 

PSG），收集睡眠相关参数信息。在完成 ISR 治疗后

的 1 个月再次进行 ISI, PSQI, DBAS-16, HAS, BAI 和

BDI-R 的量表评估，同时收集 PSG 睡眠相关信息。 

    结果  研究共招募慢性失眠障碍受试 7 例，均

顺利完成 ISR 的 50 次小睡体验。受试 ISR 治疗后 1

个月的 ISI, PSQI, HAS 和 BAI 量表得分较治疗前均

降低(P = 0.00, 0.00, 0.03 和 0.05)，降低存在中等至

大的效应值(d = 0.88, 0.55, 0.66 和 0.53)；受试 ISR

治疗后 1 个月的 PSG 参数入睡潜伏期(Sleep Onset 

Latency, SOL)和总睡眠时间(Total Sleep Time, TST)

较治疗前分别有降低和增加(P = 0.03 和 0.02)，差异

存在中等的效应值(d = 0.60 和 0.57)。 

    结论  ISR 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慢性失眠障碍

患者的主客观睡眠质量，改善持续到治疗后一个月。

研究发现可能为慢性失眠障碍患者提供多一种快速

有效的治疗方法。 

 

 

 

联合高压氧在治疗睡眠障碍的应用与护理 

 

韦汉萍 1  

1）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联合高压氧治疗睡眠障碍的疗效和

护理要点 

    方法  将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科收治

的睡眠障碍患者 82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常规治疗组和高压氧联合治疗组，每组 41

例。82 例睡眠障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常规治疗组 41

例，采用口服阿普唑仑片等常规治疗；高压氧联合

治疗组 41 例，在常规治疗组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治疗。

高压氧设置舱内压力为 2 ATA，升压以 20 min 为宜，

稳压时间以 65 min 为宜，减压 20 min， 总治疗时

间为 105 min，1 次/d，治疗 10 d 为 1 个疗 程，共

治疗 3 个疗程。观察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症 状改善情

况。护理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病情观察、生命 体

征监测等基础性护理。观察组给予综合护理干预，

具体如下：)入舱前护理。治疗前向患者说明高 压氧

治疗流程、注意事项，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情 绪，

加强对患者的心理疏导，缓解焦虑、紧张等心理， 

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与患者建立良好沟通，鼓励患

者 积极配合，做好心理准备。2)治疗护理。指导患

者 人舱前将大小便排空，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完成耳

咽 管调压，避免治疗期间出现耳痛，影响患者依从

性， 教会患者捏鼻子鼓气，反复小口饮水做吞咽动

作，确 保咽鼓管通畅。为患者戴面罩，给予吸氧处

理。治疗期间将室内温度、湿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做好保 暖工作。3)出舱护理。出舱后密切关注患者

病情， 主动询问有无不适，积极进行并发症预防。 

    结果  联合高压氧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2.6%，

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67.4%），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联合高压氧治疗组 睡眠状况自评量表亦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针对睡眠障碍患者行高压氧治疗，辅之 

以综合护理干预，是改善患者睡眠质量、生命质量

的 有效途径，能够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可予以推

广。 

 

 

 

九味镇心颗粒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焦虑

性失眠症的疗效观察 

 

吕思烨 1 郑高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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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九味镇心颗粒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

（rTMS）对焦虑性失眠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6 月在台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焦虑性失眠症患者 84 例作

为观察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对照组(42 例)和治

疗组(42 例).对照组口服劳拉西泮片,1 片/次,1 次/d.

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口服九味镇心颗粒,1 袋/

次,3 次/d 联合+rTMS 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8

周.评价两组治疗前后睡眠质量指数(PSQI)、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和多导睡眠图相关指标变化情

况,统计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情况发生。 

    结果  治疗 2、4、8 周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

别为 16.3%、44.2%、72.1%,均显著低于同期治疗组

的 36.4%、65.9%、86.4%,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8 周后,两组患者

HAMA 评分均显著下降,且治疗 2 周后治疗组患者

HAMA 评分显著下降,同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 8 周后,治疗组患者 HAMA 评分显

著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 PSQI 评分和多导睡眠图中睡眠潜伏期、

醒觉时间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均 < 0. 05),且治疗

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均 < 0. 05);两组治疗后睡眠

总时间、REM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均显著提高(P 均 

< 0. 05),且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 均 < 0. 05)。 治

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 05),两组

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当(P > 0. 05)。 

    结论  九味镇心颗粒联合经颅磁刺激能够有效

改善焦虑性失眠，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Efficency and Torrilaty of Orexin Receptor 

Antagonists for Insomnia Disorder: A System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nmized 

Control Trials 

 

Mei Fan1, Chaonan Liu1, Ting Xiang1, Jiyang Pan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Objective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dou-

ble-blin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s evalu-

ating ORAs for primary insomnia. 

    Methods  Relevant studie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searches of PubMed, databases of the Cochrane 

Library, and Embase citations through May 16, 2021.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ORAs trial efficacy 

and safety outcomes. The primary efficacy outcomes 

were either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measure of total 

sleep time (TST) , time-to-sleep onset (TSO) or latency 

to persistent sleep (LPS) and wake after sleep onset 

(WASO) within 1 month and at month 3. The secondary 

outcomes were other efficacy outcomes, leading to 

study discontinuation adverse events (AEs), and indi-

vidual adverse events. The risk ratio, and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WMD)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based on a random or fixed effects model were cal-

culated. 

    Results  The systematical literature search ini-

tially yielded 1175 results, from which 1179 articles 

were excluded following a review of titles and abstracts 

and another twelve articles after full-text review. Thus, 

we identified 4 articles included 5 trials that included a 

total of 3,528 patients. The treatment arm consisted of 

lemborexant 10 mg/d (LEM10, n = 624), lemborexant 5 

mg/d (LEM5,n = 627), suvorexant 20/15 mg/d (<65 

years: 20 mg; ≥65 years:15 mg; n = 493), and placebo 

(n = 1356). Our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ORAs treatment 

wa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sSTO, 

sTST, and sWASO at month 1 and month 3. ORAs were 

also superior to placebo with regard to the objective ef-

ficacy outcomes LPS and WASO and was not different 

from placebo in trial discontinuations due to treatment. 

ORAs caused a higher incidence than placebo of treat-

ment related AE , somnolence, and nightmare. 

    Conclusion  Our analysis of published trial re-

sults suggests that ORAs a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pri-

mary insomnia and are well-tolerated. To determine the 

place of ORAs in treatment of insomnia disorder, com-

parative effectiveness studies are needed. 

 

 

 

食品制造业从业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 

 

吴土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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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华侨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食品制造业从业人员心理

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提高食品制造

业从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从食品制造业面粉、油脂、糖及休闲烘

焙食品四种企业中随机抽取 520 名食品制造业从业

人员，进行了症状自评量表（SCL-90）、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量表（PSQI）和爱泼沃斯嗜睡量表（ESS）

问卷调查。使用 SPSS 27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了描

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混合

方差分析、多重事后分析、卡方检验、皮尔逊偏相关

和回归分析。采用实验法调整食品制造业从业人员

工作环境对心理健康水平影响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结果表明 21%食品制造业从业人员存在

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阳性检出率排在前

三位的是强迫症、其他（睡眠和饮食）和躯体化。食

品制造业从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普通群体

水平。具体来说，倒班的从业人员比非倒班的心理

健康水平明显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现偏执问题；

学历越低，躯体化因子和其他（睡眠和饮食）越严

重；城镇出生的人员在强迫症、躯体化、人际关系敏

感因子比农村出生的更容易出现问题；长江以北的

人员偏执、强迫症和敌对因子症状相对高。不同倒

班班制对抑郁因子有显著性影响：8 小时 3 班倒班

制最容易导致抑郁问题；倒班年限越长，人员的躯

体化问题越容易出现。食品制造业从业人员心理健

康水平在工作环境维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性，并与

睡眠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工作环境在睡眠质量与

心理健康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采用实验法验证调

整工作环境对食品制造业从业人员心理健康有明显

的影响。 

    结论  因此依据上述结果，建议未来可以从睡

眠质量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关注食品制造业从业人员

心理健康水平。具体包括：企业安排新员工在入职

时测量心理健康状况并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开展睡

眠质量科普知识宣讲；尽量改善工作环境，如解决

粉尘、噪音及高低温等问题或者给员工提供合适的

劳保工具避免不良环境带来的影响并定期调整人员

岗位。 

 

 

 

记忆唤起-消退范式对酒精依赖患者心理渴求

和复饮的影响研究 

 

曹可欣 1 黄庚娣 2 张勇辉 3 薛言学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 

3）天津安定医院 

 

    目的  酒精依赖是指长期无节制饮酒，引起机

体病理性行为综合征，表现为对酒精渴求，强迫性

饮酒和停饮后出现戒断症状。目前全球及我国酒精

滥用行为日益增多，已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因素。消除酒精依赖患者的酒精相关记忆

是治疗和预防复发的难点和关键。既往研究发现，

成瘾记忆唤起-消退范式在记忆再巩固期间，对不稳

定状态的记忆进行干预，可有效消除可卡因、酒精

成瘾动物模型以及人类海洛因成瘾者的成瘾记忆，

降低心理渴求。基于此，本研究拟评估成瘾记忆唤

起-消退对心理渴求、戒断时间、复饮饮酒量的影响，

为酒精依赖的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初步纳入了 9 名住院治疗的酒精依赖患

者，随机分为唤起酒精记忆 10 分钟后消退组（n = 

5）和直接消退组（n = 4）。通过呈现持续 5 分钟的

酒精相关视频唤起成瘾记忆，呈现持续 30 分钟的酒

精相关视频消退成瘾记忆。在第 1 天、第 5 天、第

11 天、第 41 天向患者分别呈现持续 5 分钟的中性

线索和酒精相关线索，记录心理渴求，监测皮肤电、

血压、脉率、脑电。在第 2 天、第 3 天、第 4 天进

行成瘾记忆消退。在患者出院后第 15 天、第 30 天、

第 45 天和第 60 天，通过电话随访了解饮酒情况。 

    结果  初步结果显示，与第 1 天（基线）相比，

第 5 天、第 11 天唤起酒精记忆 10 分钟后消退组酒

精线索诱导的动脉舒张压降低，而直接消退组酒精

线索诱导的动脉舒张压升高。此外，唤起酒精记忆

10 分钟后消退组在出院后第 15 天、第 30 天、第 45

天和第 60 天的日饮酒标准杯均低于直接消退组。 

    结论  本研究在小样本的酒精依赖患者中发现

成瘾记忆唤起-消退范式可能能够降低酒精相关线

索引起的舒张压变化，并且减少出院后 60 天内的饮

酒量，是一种有潜力的干预新手段。需增加样本量，

进一步验证该范式对心理渴求、冲动性生理指标和

复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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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康复期患者睡眠特征和睡眠呼吸

障碍与抗体研究 

 

郑西娟 1 艾思志 2 孟适秋 1 陈雄 3 张斌 4 唐向东 5 

陆林 1,6 时杰 1  

1）北京大学 

2）卫辉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南方医院 

5）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 的   本 研 究 拟 通 过 多 导 睡 眠 监 测

（Polysomnography, PSG）明确 COVID-19 康复期患

者的睡眠和睡眠呼吸特征，探索其与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感染引起的血清学变化

之间的关联性。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武汉地区 COVID-19 康复

期患者 102 名（男性 36 名、女性 66 名），采用整夜

PSG 监测睡眠结构、睡眠连续性及睡眠呼吸事件等

特征，使用 ELISA 方法对血清中 SARS-CoV-2 棘突

（Spike, S）蛋白、S 蛋白重组受体结合域（Recom-

binant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以及壳核

（Nucleocapsid, N）蛋白相关免疫球蛋白 G（Immu-

noglobulin G, IgG）进行定量检测，进一步通过假病

毒中和实验测定血清阻断 SARS-CoV-2 假病毒感染

细胞的效率。 

    结果  （1）根据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

hypopnea index, AHI）将 102 名 COVID-19 康复期患

者分为非 OSA 组（AHI < 5 次/小时，34 人）、轻度

OSA 组（5 ≤ AHI < 15 次/小时，33 人）和中-重度

OSA 组（AHI ≥ 15 次/小时，35 人），其中中-重度

OSA 患者身体质量指数、男性比例、SARS-CoV-2 总

IgG、Anti-N IgG 水平均高于非 OSA 患者，三组间

SARS-CoV-2 Anti-S IgG、Anti-RBD IgG 水平无差异；

（2）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显示 COVID-19 康复期患

者 BMI、自症状出现至抗体检测时间间隔、微觉醒

指数及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氧减饱和度指数与血清

中 SARS-CoV-2 Anti-N IgG 水平呈独立相关；（3）

SARS-CoV-2 总 IgG、Anti-N IgG、Anti-S IgG、Anti-

RBD IgG 水平与血清阻断 SARS-CoV-2 假病毒感染

细胞的效率呈正相关，Anti-S IgG、Anti-RBD IgG 与

阻断效率相关性更高。 

    结论  研究提示 OSA 患者夜间睡眠反复发生

的间歇性低氧和睡眠碎片化可能是加重 COVID-19

患者免疫反应的内在危险因素，这为将来研究睡眠

和 OSA 对 COVID-19 的作用及机制提供了新的方

向和思路。 

 

 

 

帕金森病患者睡眠障碍的规范化管理 

 

袁俊亮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睡眠障碍（sleep disorder）是帕金森病（Parkin-

son’s disease，PD）常见的非运动症状之一，伴随疾

病全程，亦可出现于 PD 前驱期。PD 睡眠障碍主要

包括失眠（insomnia）、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行为障

碍（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RBD）、

不宁腿综合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RLS）、日间

过度嗜睡（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EDS）以及

睡眠呼吸紊乱（sleep- disordered breathing，SDB）。

同一患者既可在同一时期合并多种睡眠障碍，也可

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睡眠障碍。PD 睡眠障碍，除

失眠之外，临床表现多样，应加强宣教，使患者有充

分认识。首先要注意睡眠卫生习惯：作息规律，按时

睡眠起居，同时当顺应四时。失眠及 EDS 患者，白

天应适当运动，特别是增加阳光照射时间。其次注

意饮食健康：失眠及 RBD 患者，饮食宜清淡，营养

均衡。尽量避免咖啡、茶叶等易兴奋饮品及羊肉、韭

菜等生发阳气的食物。对 EDS 则可以适当给予此类

饮食。另外需要注意药物对 PD 睡眠障碍的影响。由

于患者可能存在不同类型的睡眠障碍，其药物治疗

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与 PD 症状之间也有影响，因此

需要专科医生进行药物调整。因此，重视 PD 患者的

睡眠障碍，早期发现 PD 患者的睡眠行为异常，对于

神经系统变性病的管理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Alterations of The Gut Microbiota in Re-

sponse To Total Sleep Deprivation and Recov-

ery Sleep in Rats 

 

陈文浩 1 王忠 1 姬彦彬 2 李素霞 3 谢雯 4 时杰 3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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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3）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4）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Sleep is a fundamental biological pro-

cess. Accumulat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both sleep 

loss and gut dysbiosis can lead to metabolic disorders. 

However,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impact of long-time 

total sleep deprivation (SD) and sleep recovery on the 

composition, function, and metabolic dynamics of the 

gut microbiota. 

    Methods  Specific-pathogen free Sprague-Daw-

ley rats were subjected to 48 h of SD with gentle han-

dling and then allowed to recover for 1 week. Taxo-

nomic profiles of fecal microbiota were obtained at 

baseline, 24 h of SD, 48 h of SD, and 1 week of recovery. 

We used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to analyze the gut 

microbial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and further charac-

terize microbiota-derived metabolites in rats. 

    Results  The microbiota composition analysis re-

vealed that gut microbial composition and metabolites 

did not change in SD rats after 24 h of SD but were sig-

nificantly altered after 48 h of SD. These changes were 

reversible after 1 week of sleep recovery. A function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ased on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annotations, indicating 

that 19 KEGG pathways were significantly altered in 

the gut microbiota in SD rats. These functional changes 

occurred within 24 h of SD, were more apparent after 

48 h of SD, and did not fully recover after 1 week of 

sleep recovery.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ong-term 

acute SD leads to significant compositional and func-

tional changes in the gut microbiota, and these changes 

are reversible. 

 

 

 

唤起-消退范式对网络游戏障碍者渴求的影响

及其神经影像机制 

 

李阳阳 1 孙艳 1 郑俊玮 1 常祥文 1 刘真 1 林潇 1 柳

琳 2 陆林 1,2 时杰 1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随着网络普及率增加，全球范围内游戏

使用人数迅速增长，网络游戏障碍逐渐成为广受关

注的公共健康问题。成瘾的核心特征是对成瘾性物

质或行为持续存在的渴求及不顾后果的强迫性使用

行为。成瘾者顽固而持久的病理性记忆是渴求持续

存在并导致高复发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旨在探索影

响网络游戏障碍渴求的风险因素，并通过条件性唤

起-消退范式干预成瘾记忆再巩固过程，分析条件性

唤起-消退范式降低网络游戏障碍者渴求的有效性

并揭示其神经机制，为疾病防治提供新思路。 

    方法  第一部分采用线上横断面调查探索网络

游戏障碍流行特征及渴求相关因素。招募 8570 名游

戏使用人群，调查网络游戏障碍者人口学、网络游

戏使用、精神心理及渴求等特点。第二部分在 52 名

网络游戏障碍者中探索唤起-消退范式干预渴求的

效果。分为无唤起-消退组、唤起-10 分钟-消退组。

试验包括第 1 天基线测试、第 2-3 天唤起消退干预、

第 4、18、34 天随访测试，在线索暴露前后评估渴

求，测定血压、心率，在随访过程中需报告每日游戏

时间。第三部分在 47 名网络游戏障碍者中，探索唤

起-消退范式破坏记忆再巩固的神经影像机制，流程

基本同试验二，在第 2 天干预时采集影像学数据，

分析两组在唤起-消退过程中加工游戏相关线索时

脑功能变化。 

    结果  第一部分表明，网络游戏障碍者具有较

高的渴求，影响渴求的因素包括男性、游戏水平、游

戏输赢、参加游戏竞赛次数、看游戏直播/视频的频

率、曾发生过严重的渴求、焦虑、失眠等；第二部分

表明，在一月随访时唤起-消退组患者的渴求、网络

游戏使用时间均显著低于无唤起-消退组；第三部分

表明，在唤起阶段，网络游戏线索诱发的渴求伴随

着海马与额下回、颞下回、顶叶、扣带回、小脑等脑

区之间的功能连接显著改变。在消退阶段，长时间

反复暴露于网络游戏线索后，前额叶、颞叶、枕叶、

小脑等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以及视觉皮层的活动发

生显著改变。 

    结论  网络游戏障碍者具有较高的渴求。男性、

经常观看游戏视频/直播、经常参加游戏竞赛、曾发

生过严重的渴求、焦虑、失眠等均为渴求的风险因

素。条件性唤起-消退范式能显著降低网络游戏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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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渴求和使用时间。海马、前额叶、颞叶、扣带

回、小脑等脑区与网络游戏成瘾记忆的再巩固有关。

本研究发现条件性唤起-消退范式可有效干预游戏

成瘾记忆的再巩固过程，降低成瘾者的渴求，并揭

示了其神经影像学机制，为未来的研究及治疗提供

了新思路。 

 

 

 

2 型发作性睡病与特发性嗜睡临床特征比较 

 

陈倩倩 1,2 张杨 1 陈云 1 张安琪 1 孙伟 1 胡思帆 1 

孙洪强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秦皇岛市第五医院 

 

    目的  2 型发作性睡病（NT2）旧称不伴猝倒的

发作性睡病，与同以日间过度嗜睡为主要临床表现

的 IH 难以鉴别。因此本研究探索 2 型发作性睡病

（NT2）和特发性嗜睡（IH）的临床特征差异，提高

NT2 的识别率。 

    方法  纳入 2014 年 6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住院的符合 ICSD-3 的 NT2 患者（42

例）和 IH 患者（38 例），收集一般人口学及临床资

料：性别、就诊年龄、体质指数（BMI）、发病年龄、

总病程、延迟诊断时间、确诊年龄、被误诊疾病、精

神疾病家族史、用药情况及共患躯体疾病和精神疾

病情况等；临床症状包括日间过度嗜睡、猝倒、夜间

睡眠紊乱、入睡前幻觉及睡瘫。行整夜多导睡眠监

测（PSG）：记录电极包括脑电图、双侧眼电图、下

颌肌电图、双下肢肌电图、鼻热敏及口鼻气流监测、

心电图、胸腹运动以及末梢血氧饱和度。次日行日

间多次睡眠潜伏期试验（MSLT）：记录电极包括脑

电图、双侧眼电图、下颌肌电图。分析比较两组患者

临床特征的差异。 

    结果  相比于 IH 组，NT2 组的 BMI 更高

[（27.00±6.14）:（22.90±4.11）kg/m2]，延迟诊断时

间更长[4（2,8）:2（0.25,4.25）年]，超重（58.5%:23.7%）、

误诊率（ 38.1%:10.5% ）和夜间睡眠紊乱比例

（81%:42.1%）更高（均 p＜0.05）。基于 PSG，相比

于 IH 组，NT2 组的入睡潜伏期 [2.75（2.00,11.78）:14

（ 6.63,26.13 ） min] 及 REM 潜 伏 期 [64.75

（12.13,129.25）:123.50（79.38,179.00）min]更短，

总睡眠间期时间（SPT）[498（476.38, 541.13）:467

（429.38,509.50）min]及入睡后总觉醒时间（WASO）

[52.25（17.25,91.88）:18（9.13,36.50）min]更长，睡

眠始发快眼动睡眠（SOREM）更频繁（27.8%:2.6%）

（均 p＜0.05）。基于 MSLT，与 IH 组相比，NT2 组

SOREM 次数[4.5（3, 5）:1（0,2）次]更多、平均睡

眠潜伏期[2.65（1.85,4.88）:11.83（8.20,14.35）min]

更短（均 p＜0.05）。 

    结论  相比于 IH 患者，NT2 患者超重和夜间睡

眠紊乱比例更高；PSG 和 MSLT 有助于 NT2 和 IH

的鉴别诊断。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re Associ-

ated with Adult Dream Content: A Cross-sec-

tional Survey 

 

Yundong Ma1, Xia Feng2, Di Wang3, Xiaoxia Zhao1, 

Zejun Yan4, Yanping Bao5,6, Ran Zhu1, Qiqing Sun1, Jia-

hui Deng1, Lin Lu1,7, Hongqiang Sun1  

1）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HC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Peking Univer-

sity Sixth Hospital), Beijing 100191, China 

2）Guizhou Second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Gui-

zhou 550004, China 

3）Beijing Changping Hospita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Beijing 102208 

4）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Medical Engineer-

ing, BUAA, Beijing 100191, China 

5）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Dependence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Drug Dependence, Peking Univer-

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6）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7）Peking-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and PKU-

IDG, 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Beijing 

100191, China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adversities experi-

ences and dream content in adulthood. 

    Methods  Participants and Setting: A total of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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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subjects aged between 18 and 35 were recruited 

from social media, of which 152 completed 10 days re-

cording of dream content. Among them, 120 subjec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 and sleep quality in 

the normal range were included in the data analysis. 

    Methods  :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

ducted from June 2017 to December 2019. Childhood 

adversities were accessed by Childhood Trauma Ques-

tionnaire. Dream contents was written by the partici-

pants for 10 days and these contents were coded by us-

ing Hall & Van de Castle coding system. Gender differ-

enc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using t-tests and 

U tes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dream content used spearman’s partial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

tween subjec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general demo-

graphic data, sleep qualit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frequency of dream recall, 

and dream content.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dreams, the overall level of child-

hood trauma and the increase of childhood emotional 

neglect (EN) are accompanied by the reduction of char-

acters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total score 

(CTQ): r=-0.186, p=0.047; EN: r=-0.251, p=0.007) in 

dreams, the reduction of friendly interactions (CTQ: r=-

0.212, p=0.023; EN: r=-0.217, p=0.020) and the in-

crease of objects (CTQ: r=0.216, p=0.020; EN: r=0.299, 

p=0.001) in dreams. When constructing the predictive 

model of dream content, we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N, the fewer characters in the dream content 

(B=-0.004, t=-2.086, p=0.039); the worse the quality of 

sleep (B=0.009, t=2.296, p=0.023), and the more char-

acters in the dream. The total level of childhood trauma 

has a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objects in the dream 

(R2=0.075, F=9.316, p=0.003). The more severe the 

trauma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the more objects in the 

dream (B=0.004, t=3.052, p=0.003). 

    Conclusion  Childhood adversities have influ-

ences on adulthood dream contents several years later. 

 

 

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研究协作组 

 

1431 例儿童青少年患者精神科住院情况分析 

 

李伊沙 1 宋美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

心住院部儿童青少年患者疾病谱分布及住院天数情

况。 

    方法  从电子病历系统调阅出院患者信息并自

制表格，对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河北医科

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住院部住院治疗的儿童

青少年患者出院时的诊断谱系分类及住院天数进行

回顾性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SPSS 26.0 版本进行描

述性分析及多独立样本 Kruskal-Wallis 检验。 

    结果  ①共纳入 1431 例患者，调查结果显示，

最常见的病种分别为心境[情感]障碍(40.7%)、与人

格特征突出有关的问题（29.4%）、通常起病于童年

和青少年期的行为和情绪障碍（8.8%）、精神分裂症

及相关谱系障碍（7.8%）。②住院男女比例约为 2.22 : 

1，在诊断谱系方面有明显差异（P<0.001）。③住院

人群中小于 13 岁的患者约占 13.2%，住院人群较多

集中在 13-16 岁（51.5%）。④住院天数中位数为 22

天，其中有 43.2%的患者住院天数为 3-4 周。 

    结论  在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儿童青少年精神

障碍住院患者女性、13-16 岁的青少年患者居多；常

见患病种类依次为心境障碍、与人格特征突出有关

的问题、通常起病于童年和青少年期的行为和情绪

障碍、精神分裂症及相关谱系障碍。 

 

 

 

不同饮酒年限的酒依赖患者部分生化指标及

躯体共病的差异性分析 

 

徐丽芬 1 王小曼 1 王小敏 1 金圭星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分析不同饮酒年限的酒依赖患者部分生

化指标及躯体共病的差异。 

    方法  回顾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河北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男性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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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88例，均符合 ICD-10酒精依赖综合征的诊断。

按 WHO（2014）饮酒分类标准以危险饮酒且超过 10

年的患者为长期饮酒组 67 例，危险饮酒但饮酒年限

小于等于 10 年的患者为非长期饮酒组 21 例。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 t 检验或者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结果  1.两组病人发生低血钾症共 41 例，发生

率为 46.6%；长期饮酒组 36 例，发生率为 53.7%；

非长期饮酒组 5 例，发生率为 23.8%（P=0.016）。 

    2.长期饮酒组 ALT 高于正常值的有 54 例，发生

率为 80.6%；非长期饮酒组 ALT 高于正常值的有 12

例，发生率为 57.1%（P=0.030）。 

    3.两组病人伴随躯体疾病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651），伴随躯体疾病种类也无统计学差异

（P=0.665）。两组患者伴随躯体疾病有 55 例，发生

率为 62.5%。长期饮酒组 41 例，发生率为 61.2%，

非长期饮酒组 14 例，发生率为 66.7%，（P=0.651）。

躯体疾病中伴随肝病的有 64 人，发生率为 72.7%，

其中长期饮酒组为 48 例，发生率为 71.6%，非长期

饮酒组为 16 例，发生率为 76.2%（P=0.683）。 

    4.两组营养状况差的有 24 例，发生率为 27.3%；

长期饮酒组 17 例，发生率为 25.4%；非长期饮酒组

7 例，发生率为 33.3%（P=0.475）。 

    结论  长期饮酒会持续影响患者的血钾和 ALT，

饮酒时间越长，损害越明显；长短期饮酒都会严重

影响身体健康，出现躯体共病，出现躯体疾病的种

类虽无明显差异，但饮酒时间越长，躯体疾病越重。 

 

 

 

体感音乐疗法对抑郁障碍患者知觉压力及自

主神经功能的影响研究 

 

陈冉 1 吕仝 1 李洁 1 薛华 1 孟丽敏 1 刘志华 1 王巍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对抑郁障碍患者实施体感音乐治

疗干预，探究体感音乐对患者知觉压力及自主神经

功能的影响。 

    方法  纳入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

心诊断为抑郁障碍的住院患者 61 例，通过随机数字

表法将纳入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对照组

接受精神科常规治疗及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增加每周 3 次，为期 4 周到体感音乐疗法。收集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对其心率变异性

（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进行分析。使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GraphPad Prism 8.0 软

件绘制统计图表。使用均数加减标准差的形式对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进行描述，使用中位数（四

分位间距）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进行描述，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CPSS：两组治疗 4 周末 CPSS 评分均不

同程度的降低，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独分析时间的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

CPSS 评分逐渐降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时间与干预因素两者存在交互作用

（P<0.01）。HRV 时域指标：单独分析干预因素的主

效应，治疗 4 周末 SDNN、RMSSD 指标都有不同程

度的升高，干预组升高的程度大于对照组，组间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独分析时间的

主效应，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时间与干预因素存在交互作用（P<0.05）。HRV 频域

指标：LF%、HF%及 LF/HF 三项指标治疗前与治疗

四周后，组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单独分析时间的主效应，三项指标组内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三项指标时间与干预因素

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 

    结论  抑郁障碍患者辅助体感音乐治疗，可以

降低知觉压力，有利于恢复自主神经的平衡性，对

抑郁治疗有效。 

 

 

 

体感音乐疗法对抑郁障碍患者症状和情绪的

影响研究 

 

贾品 1 吕仝 1 刘艳菊 1 吕立召 1 宋志领 1 陈冉 1 王

巍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抑郁障碍患者实施体感音

乐疗法，探究体感音乐疗法对抑郁障碍患者抑郁症

状和正负性情绪的影响，为抑郁障碍的临床治疗提

供新的干预措施。 

    方法  纳入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

心诊断为抑郁障碍的住院患者 61 例，通过随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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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法将纳入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对照组

接受精神科常规治疗及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增加每周 3 次，为期 4 周到体感音乐疗法。收集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

pression Scale，HAMD）和正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评分，并进行分

析。使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GraphPad Prism 8.0 软件绘制统计图表。使用均数加

减标准差的形式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进行描

述，使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进行描述，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计量资

料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 4 周末 HAMD 评分均有不同

程度降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

周末两组患者 PANAS 评分中正性情绪均有不同程

度上升，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负性

情绪评分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体感音乐治疗对抑郁障碍患者有积极影

响，可以缓解抑郁障碍患者抑郁症状，降低患者负

性情绪，提高患者正性情绪，具有在临床实践中应

用的价值。 

 

 

 

重力毯对抑郁共病失眠患者睡眠的影响研究 

 

吕仝 1 刘艳菊 1 吕立召 1 宋志领 1 陈冉 1 王巍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对抑郁障碍共病失眠患者实施重

力毯干预，探究重力毯对患者失眠严重程度、夜间

睡眠情况的影响。 

    方法  收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019年 9月

~2020 年 9 月期间，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抑郁障碍

并伴有失眠的住院患者 64 例，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31 例（接受精神科常规治疗和

护理），干预组 33 例（接受精神科常规治疗和护理

基础上，每日夜间睡眠时使用自制重力毯，连续干

预 7 日）。干预前后及干预期间分别收集两组患者的

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nsomnia Severity Index，

ISI）并记录睡眠日记。应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采用

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样本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不满足正态分布则使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

距）表示，两组样本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使

用百分比进行描述，两组样本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作图软件使用 GraphPad Prism 8.0。 

    结果  ISI：干预前两组研究对象 ISI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一周后，两组研究对象 ISI

评分均有所下降，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睡眠日记：干预第一天两组

研究对象睡眠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一周

的干预中，睡眠日记显示两组研究对象入睡时间、

夜间觉醒时间等都有不同程度缩短，睡眠效率提高，

干预第七天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 

    结论  重力毯干预可以改善抑郁共病失眠患者

失眠严重程度，可以缩短睡眠潜伏期、夜间觉醒时

间，提高睡眠效率。 

 

 

 

重力毯对抑郁共病失眠患者日间功能与抑郁

程度的影响研究 

 

王巍 1 吕仝 1 李洁 1 薛华 1 孟丽敏 1 刘志华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对抑郁障碍共病失眠患者实施重

力毯干预，探究重力毯对患者日间功能、抑郁程度

的影响。 

    方法  收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019年 9月

~2020 年 9 月期间，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抑郁障碍

并伴有失眠的住院患者 64 例，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31 例（接受精神科常规治疗和

护理），干预组 33 例（接受精神科常规治疗和护理

基础上，每日夜间睡眠时使用自制重力毯，连续干

预 7 日）。干预前后及干预期间分别收集两组患者的

日间嗜睡时间量表（Time of Day Sleepiness Scale，

ToDSS）、疲劳严重度量表（Fatigue Severity Scale，

FS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应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两组样本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不满足正

态分布则使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两组样

本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使用百分比进行描

述，两组样本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作图软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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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Pad Prism 8.0。 

    结果   ToDSS：干预第一天两组研究对象

ToDSS 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时点评分组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一周中，两组研究对象每天

三个时点日间嗜睡程度均有下降，干预第七天干预

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5；P＜0.05）。FSS：干预第一天两组研究对象

F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研究对象接

受一周不同干预之后，日间疲劳程度评分均下降，

干预第七天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SDS：干预前两组研究对象 SDS 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一周后，两组研究

对象 SDS 评分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干预组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力毯干预可以减少抑郁共病失眠患者

日间嗜睡和疲劳，可以改善抑郁严重程度。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与帕罗西汀联合  治疗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效果研究 

 

周保 1 邱虹 1 吴锦荣 1  

1）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针对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与帕罗西汀联

合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效果展开分析。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帕罗西汀治疗方案，（生产厂

家：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0950043），给予患者帕罗西汀，每天 20mg，服用

5d 后可将药量控制在每天 30mg，根据患者的实际

情况对药物剂量进行调整，但是药物剂量不可超过

40mg/d[2]。持续治疗 1 个疗程，1 个疗程为 4 周。 

    观察组开展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生产厂家：

天津市希统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型号：XT-2000B）

与帕罗西汀共同治疗方案，帕罗西汀的治疗方法同

对照组一致，以此作为基点开展高频重复经颅磁刺

激，患者保持身体放松，取平卧体位姿势，利用磁场

治疗仪对准患者前额叶背外侧的位置，磁场治疗仪

的治疗频率控制在 10Hz，运动阈值控制在 80%MT

刺激强度，间隔时间为 20s，刺激时间仅为 1s，每次

对患者的治疗时间一般在 20min 左右，每天 1 次，

坚持治疗 5d，隔两天再实施刺激，一共治疗 4周[3]。。 

    结果  分析治疗效果，实验组有效率（97.5%）

较对照组（85%）更高，对比差异显著，P＜0.05。

对比 PCL 评分，观察组 PCL 评分优于对照组，对比

差异显著，P＜0.05。评价 HAMA 评分，观察组心理

状态较好，对比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实施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与帕罗西汀联

合治疗方案，能够有效减少患者的应激反应，在临

床中值得应用和推广。 

 

 

 

Decline of Anterior Cingulate Functional Net-

work Efficiency in First-Episode, Medication-

Na?ve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and Its Re-

lationship with Catastrophizing 

 

季陈凤 1 周千 1 裘雅各 2 潘先棣 3 孙霞 1 丁伟娜 2 

毛家亮 4 周滟 2 骆艳丽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理医学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射科 

3）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内科 

 

    Objective  The high prevalence of somatic symp-

tom disorder (SSD) led to cumulative burdens to the 

medical system. However, the pathogenesis of this dis-

ease still remains unclear.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discovered altered network topology across various psy-

chiatric disorders, yet alteration in the topological struc-

ture of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in SSD patients is still 

unexplored. Catastrophizing is a common cognitive dis-

tortion in SSD.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network topo-

logical metrics of SSD should be altered, and should 

correlate with catastrophizing scales. 

    Methods  32 medication-naïve, first-episode 

SSD patients and 30 age, gender matched HCs were re-

cruited. 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17),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AMA)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 were accessed. Functional MRI were scanned 

and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166 anatomically cerebrum regions from the auto-

mated anatomical labeling 3 (AAL3) template. Network 

topological metric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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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n the two group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met-

rics and clinical scales were also calculated. 

    Results  Network global efficiency of SS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HC. Nodal global effi-

ciency of the left 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gACC) of SS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HC. FCs between the left sgACC and other 21 seed 

nod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lined in SSD in comparison 

with HC. In SSD group, HAMD total score was signif-

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nection be-

tween the left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the left 

sgACC. CERQ catastrophizing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odal global efficiency of left 

sgACC and with the FCs between the left sgACC and 

other 13 seed nodes. 

    Conclusion  Catastrophizing could reflect the 

specific sgACC-centered dysfunction of brain network 

global efficiency of SSD. The left sgACC may be a fu-

ture treatment target of dealing with catastrophizing, 

which is a core cognitive distortion of SSD. 

 

 

 

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案对痰湿阻滞型精神分裂

症患者脂代谢异常的临床研究 

 

沈含冰 1 赵海音 1 陈剑华 2 鲁望 1 潘令仪 2 王亚芳
1 薛世勇 1  

1）龙华医院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以中医辨证分型为痰湿型偏颇体

质的精神分裂症并发脂代谢异常的患者作为临床观

察对象。通过综合分析精神病相关症状量表及脂代

谢理化检查来评价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DALI

（drug,acupuncture,lifestyle intervention）对患者的临

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纳入符合

要求的患者 8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纳入患者分

为 DALI 治疗组 43 例及对照组 43 例。试验治疗时

间 3 个月。收集并整理基线（M0）、治疗后 1 个月

（M1）、2 个月（M2）和 3 个月（M3）的观察指标。

在随访时间节点中对患者阳性及阴性症状量表

（PANSS）及症状群积分及中医体质量表积分、空

腹血脂、体重、BMI 指数、腰臀比、腰围、臀围等

进行观察并使用 SPSS 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客观

评估DALI对患者精神分裂症相关症状、生活质量、

痰湿体质、脂代谢水平等方面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  本研究完成纳入 86 例患者，脱落 5 例。

两组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量表、阴性症状及一般

精神病理症状量表评分）、反应缺失及抑郁症状症状

群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空腹血脂、腰臀

比、腰围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对于

PANSS量表中攻击危险性症状量表评分、思维障碍、

偏执、激活性、补充（攻击性）症状群评分、体重、

BMI 指数均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DALI 较传统方案可更加有效地改善患

者精神分裂症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及降低药物副

作用。 

 

 

 

急诊科和非急诊重症内科护士职业倦怠差异 

 

宋丹 1 郭建兵 1 孟雪梅 1 蒋克 1 田悦 1 梁晓亮 1  

1）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调查急诊科和非急诊重症内科护士职业

倦怠现状，并分析两者职业倦怠特点的差异，为针

对性降低急诊科护士职业倦怠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于 2018 年 6 月份，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唐山市患者数量基本相等的 2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和 2 所二级综合医院为研究现场，并采用分层随机

抽样法抽取该 4 所医院的 98 名非急诊重症内科护

士和 73 名急诊科护士为调查对象，采用《临床医生

工作压力源量表》、职业倦怠问卷（MBI-GS）和《职

业压力源量表》对调查对象的压力源、职业倦怠率

以及倦怠特点进行评估，并对两个科的压力源、职

业倦怠率和倦怠特点进行对比。 

    结果  急诊护士在工作量和时间分配、日常工

作和专业压力、患者护理压力、管理和人际关系方

面的压力的得分均高于非急诊重症内科护士得分，

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P<0.05）。急诊科护士总职业

倦怠率（69.1%）均高于非急诊重症内科护士（31.5%），

差异均具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急诊

科护士轻、中、重度倦怠率（30.9%、23.4%、14.8%）

均高于非急诊重症内科护士（16.4%、11.0%、4.1%），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诊科护士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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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就感分量表得分为（30.18±6.14）分，显著低于

非急诊重症内科护士的（33.07±5.72）分（P＜0.05）。 

    结论  急诊科护士职业倦怠率高于非急诊重症

内科护士，且在急诊工作中更难获得个人成就感。

建议医院管理者应进一步关注护士特别是急诊科护

士的职业倦怠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预防和

干预。 

 

 

 

探索陪护参与危险物品管理在青少年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护理中应用价值 

 

白志宏 1  

1）云南省煤矿精神病医院 

 

    目的  探索对陪护宣教、培训在看护青少年非

自杀性自伤患者期间；陪护参与整个治疗期间对危

险物品的管理；能预见性发现潜在的危险物品；在

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没有行之有效的护理方法之

前，如何降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成功率，

探索陪护参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实际价应

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科室 2021 年 4 月份收治的 80 例

患者作为调查对象，观察组（东区）39 例予以入院

常规宣教，常规护理、观察青少年患者的心理状态，

加强用药指导、住院期间危险物品检查等。实验组

（西区）在入院时常规宣教外，图文并茂向陪护宣

教哪些属于危险物品、哪些属于潜在危险物品；危

险物品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如何发现患者收藏的

危险物品，发现危险物品时应该怎样巧妙移交或告

知护士。住院期间不定时培训危险物品管理方法，

让陪护参与整个治疗期间危险物品管理，分别观察

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非自杀性自杀的频率以及

成功率。 

    结果  实验组与观察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

率没有明显区别，但实验组成功率明显低于观察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入院宣教环节对陪护宣教危险物品管理

方法；住院周期内让陪护参与危险物品管理可以有

效降低或防止青少年患者住院期间发生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的成功率。 

 

 

 

知识与数据双驱动构建非精神科自杀相关行

为预测模型构建 

 

王骁 1 李忻蓉 1 刘莎 1 徐勇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精神卫

生科 

 

    目的  自杀一直以来是精神卫生领域研究热点

之一，综合医院住院患者同时具有多个高危因素，

自杀相关行为发生率高，其预测模型构建多使用传

统机器学习方法，有结构单一且解释性差的不足，

未考虑预测变量之间的已知关联。本研究拟描述非

精神科患者自杀相关行为现况，以神经网络模型结

合机器推理的方法构建自杀预警模型，旨在为完成

主动监测系统，总结出预测模型在日常诊疗流程中

可行的应用模式奠定基础。 

    方法  通过自拟问卷收集 2019年 10月-2020年

10 月共 7582 例来自耳鼻喉科、心血管内科、骨科等

科室的患者数据，包括人口学资料、由抑郁、焦虑、

睡眠问题、自杀相关行为构成的心理测量表 A、由

人格问题构成的心理测量表 B。使用 SAS 对数据预

处理及描述性分析，结合医学主题词表及文献库构

建知识驱动网络，采用 Python 基于多种机器学习方

法构建预测模型。 

    结果  自杀相关行为发生率为 6.37%，不同科

室自杀相关行为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高为

肿瘤科，最低为口腔科，提示其有聚集性。各个主题

词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中，自杀行为暴露

史、自杀未遂史、获得性自杀能力与自杀相关行为

关系最密切，且位于网络关系的中心位置。按照 7：

3 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测试集比较多种机器学

习方法建立的预测模型结果发现随机森林法模型拟

合度最佳，曲线下面积达到 0.947。 

    结论  综合医院非精神科患者自杀相关行为发

生率远高于一般人群，不同科室发生率明显不同，

证明其不只受个人因素影响也受高水平因素影响。

各预测变量之间具有复杂的结构关系，未来研究中

需考虑预测变量间的层次结构。基于此数据构建模

型尽管模型拟合度良好但稳定性不足，需在未来继

续增加样本量，基于大数据平台完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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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味镇心颗粒联合米氮平治疗对功能性消化

不良合并抑郁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颜慧 1 许蔚倩 1 周秀月 1  

1）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九味镇心颗粒联合米氮平治疗功能

性消化不良合并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 2019 年 7 月～2020 年 12 月于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就诊的 112 例功能性

消化不良合并抑郁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6 例。 对照组予米氮平治疗，

观察组予九味镇心颗粒联合米氮平治疗。采用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目（HAMD）进行抑郁临床疗

效评价。 8 周疗程结束后，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

HAMD 评分、消化不良症状积分及不良反应。 

    结果  8 周疗程结束后，临床疗效显示，观察

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1.1% vs 76.8%，P＜

0.05）。 治疗前，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 HAMD 评分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26.5±4.7）分 vs （27.3± 4.2）

分，P＞0.05）]。 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

患者 HAMD 评分降低（10.9±2.4 分 vs 15.8±3.1 

分），消化不良症状程度积分和频次积分降低

[（1.14±0.41）分 vs （1.92±0.60）分，（1.02±0.39）

分 vs （1.83±0.5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不

良反应病例。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21.4% vs 28.6%，P＞0.05）。 

    结论  九味镇心颗粒联合米氮平是功能性消化

不良合并抑郁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案，抑郁治疗有效

率高，能够明显改善消化不良症状，且药物安全性

好。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and Haloperidol for Deliriu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遇培彤 1 金烨 1 黄颖林 2 朱刚 3  

1）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and haloperidol in treating delir-

ium symptomatically 

    Methods  For th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delirium treat-

ment using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or haloperidol were 

identified by 20/10/ 2020. Primary outcomes included 

endpoint response rates, rating scores of the delirium se-

verity scales used, and all-cause mortality. Secondary 

outcomes included time to response, total adverse ef-

fects rates, incidence of extrapyramidal reactions, and 

incidence of prolonged QTc. Comparisons were con-

ducted by calculating risk ratios with the number needed 

to treat for an additional beneficial/harmful outcome, 

and standard mean differences with Cohen’s d. 

    Results  A total of 26 pooled studies were ana-

lyzed quantitatively and included in this review. Limited 

to the amount of study,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of atyp-

ical antipsychotics or haloperidol was unclear compared 

to placebo/routine treatments, but time to response was 

shorter (P<0.000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but a heterogeneity (I2= 97%) after com-

paring delirium severity reduction, an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r heterogeneity (I2=0%) with 

comparisons of the cases of causing any side effect or 

extrapyramidal symptoms, all-cause mortality, inci-

dence of prolonged QTc, and dropout rates (p=0.53, 

0.20, 0.84, 0.78, 0.45,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four SGAs (olanzapine, risperidone, quetiapine, and 

ziprasidone), the discontinuation rate of haloperidol was 

smaller (p=0.008). But incidence of EPS was higher us-

ing haloperidol (p=0.0009). When comparing every 

SGA separately, haloperidol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

ferent from olanzapine, risperidone, and quetiapine 

(p≥0.06) in terms of response rates, reductions in sever-

ity of delirium, all-cause mortality, side effects, or drop-

out rates. Compared with olanzapine, the incidences of 

EPS was higher in the haloperidol treatment group 

(p=0.0002). In general inpatient subgroup analyses ra-

ther than ICU,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lower EPS inci-

dence of SGAs (NNTB=6(3~25), N=3, n=270, 

RR=0.15(0.05~0.44), p=0.0007, I2=0, low GRADE 

quality (reasons shown in Table 3)) partic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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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nzapine (NNTB=6(5~10), N=2, n=246, 

RR=0.14(0.03~0.54), p=0.005, I2=19%, low GRADE 

quality (the same reason as the whole subgroup))  

compared with haloperidol. In palliative care patients, 

the dropout rate was higher using SGAs. 

(NNTB=6(3~20), N=2, n=163, RR=1.60(1.1.~2.30), 

p=0.01, I2=0). The outcomes of ICU (N=1) could not be 

synthesized because of missing data. Limited data from 

an aripiprazole trial suggested a possible similarity to 

haloperidol in its effects. 

    Conclusion  Due to lack of study number, we 

cannot draw a definitive conclusion that antipsychotics 

(including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and 

haloperidol) are better treatments than placebo/routine 

treatments. 

 

 

 

Exosomes Accelerated Depression and Epi-

lepsy by Activating Wnt/β-catenin Signaling 

Via Promoting BNDF/CK1 in Depression Ep-

ilepsy Comorbid Model 

 

黄啸 1 丁晶 1 耿瑞杰 1 李海滨 1 汪昕 1 季建林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Objective  Epilepsy and depression are comorbid 

disorders, whil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is unknown. 

Here, we examined the role of the exosomes in the path-

ophysiology of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according 

to Depression-epilepsy models and Epilepsy-depression 

models. 

    Methods  The intensive environment method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Depression-epilepsy" animal 

modeling. Lithium chloride-pilocarpine administration 

induces a model of chronic temporal lobe epilepsy in 

rats to establish "Epilepsy-depression" animal modeling. 

Exosomes were sorted from cerebrospinal fluid by ul-

tracentrifugation and then confirmed by electron mi-

croscopy and diameter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tested 

differential miRNAs in exosomes by sequencing and 

analyzed their downstream genes. The regulatory rela-

tionship of the BNDF-CK1-Wnt/β-catenin axis was de-

termined by plasmid transfection, qPCR and western 

blot. In rats, Both Depression-epilepsy models and Epi-

lepsy-depression models derived exosomes accelerated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according to seizure se-

verity score, tail suspension test and sucrose preference 

assay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gulatory genes 

were accumulated in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

way. Both CWP232228 and β-catenin-IN-2, Wnt/β-

catenin inhibitor, blocked exosomes induced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suggesting that exosomes acceler-

ated seizure and depression through activating Wnt/β-

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BNDF levels were higher in 

the exosomes treated Depression-epilepsy models and 

Epilepsy-depression models, which promoted depres-

sion epilepsy comorbid through promoting β-catenin 

phosphorylation. Further experimental indicated that 

BNDF promoted β-catenin phosphorylation through tar-

geting phosphorylase, CK1. As expected, CK1 induced 

Wnt/β-catenin phosphorylation promoted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which induced by exosomes and 

BNDF.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xo-

somes are critical to the progression of depression epi-

lepsy comorbid and that the BNDF-CK1-Wnt/β-catenin 

axis might represent a valuable strategy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epilepsy. 

 

 

 

Wnt/β-catenin-CREB/BDNF-miRNA-223 

Feedback Loop Regulates The Seizures in The 

Two Kinds of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Rat Models 

 

黄啸 1 丁晶 1 耿瑞杰 1 李海滨 1 季建林 1 汪昕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Objective  Epilepsy is a common chronic neuro-

logical condition, and the depression is one of the most 

debilitating comorbidity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epi-

leptic people.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positive feed-

back regul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Wnt/β-catenin-

CREB/BDNF-miRNA-223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wo kinds of depression epile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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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rbid rat models, and explor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miRNA-223,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phosphorylated 

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p-CREB), 

phosphorylated β-chain protein (p-β-catenin) in the hip-

pocampus of two kinds of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rat models were detected by QPCR, Western Blot and 

Elisa. In vitro, the neural stem cells in rat were induced 

to differentiate into neurons for an vitro experimental 

models, which was used to explore regulatory role of 

miRNA-223, BDNF, p-CREB,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In vivo, two 

kinds of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rat models (epi-

leptic comorbid depression models, depressive comor-

bid epilepsy models) treated with the inhibitor of Wnt/β-

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CG001: 5 mg/kg, i.v.), 

which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wo kinds of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rat models through sei-

zure severity score, tail suspension test (TST) and su-

crose preference test (SPT).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

pression of miRNA-223, BDNF, p-CREB, p-β-catenin 

in the hippocampus of two kinds of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rat models during seizures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the rat neural stem cells derived neurons, 

there was a positive feedback regulation mechanism be-

tween the Wnt/β-catenin-CREB/BDNF-miRNA-223 

signaling pathway, and overexpression plasmid 

pcDNA3.1-p-CREBSer133 found that the neurons were 

induced apoptosis. Moreover, suppressing the Wnt/β-

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alleviated seizures in the two 

kinds of depression epilepsy comorbid rat models, and 

was able to 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BDNF, p-CREB, and miRNA-223 in hippocampus. 

    Conclusion  Our study revealed a positive feed-

back regul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Wnt/β-catenin-

CREB/BDNF-miRNA-223 signaling pathway, which 

can induce abnormal activation of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resulting in generating a lot of 

BDNF and neuronal apoptosis, promoting the seizures 

of depressive and epilepsy. 

 

 

 

精神科住院患者护理难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

建 

 

王娟 1,2 李君 1,2  

1）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2）长江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在我国，精神障碍是威胁生命和健康的

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也已成为重要的致残疾病。在

治疗过程中存在复杂性护理需求，因此构建精神障

碍患者护理难度评价体系，形成精神障碍护理难度

评价表，临床护理人员可通过评价表评估精神障碍

患者护理难度，护理管理者也可根据患者护理难度

配置具有胜任能力的护士，做到精准评价，实现护

士的能级对应。有利于保障患者安全，降低患者并

发症的发生率，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降低住院费

用。 另一方面，评价精神障碍患者护理难度，不仅

丰富了护理绩效考核的内涵，而且保证了患者之间

的同质性，为不同医院、科室或护理人员之间进行

绩效比较提供了可能性。 

    方法  通过半结构访谈结果及文献资料分析优

选法拟定评价指标，遵循综合评价，完整性原则，敏

感性原则，可行性原则，独立性原则，采用德尔菲法

对 30 名专家进行两轮函询，对拟定的评价指标进行

修订和完善，用层次分析法对重要性权重系数进行

计算。 

    结果  确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 4 项一级指标

（患者维度，护理人员维度，组织管理维度，设备维

度）及所属的 20 项二级指标（患者性别，年龄，体

重，病情严重程度，合并躯体疾病，症状评分，风险

评估，自知力，自理能力，依从性，护理依赖性等） ，

专家积极度为 100%， 专家权威系数为 0.84， 专家

意见协调程度一 二级指标分别为 0.471，0.421。 

    结论  构建的精神科住院患者护理难度评价指

标可信度较高, 进一步验证后可用于护理工作量的

精准评价。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Factors between Pa-

tients with and without Subjective Insomnia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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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 1 王热华 2 张清如 1 郑小星 1 陈惠敏 1  

1）福建省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2）福建省立医院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ve factor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subjective insomnia. 

    Methods  166 patients with definite diagnosi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ho visited the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Octo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mong which 82 patients with subjective insom-

nia we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84 patients without 

subjective insomnia were the control group.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patients and serum troponin I (cTnI) 

and type B natriuretic peptide receptor (BNP) were col-

lected.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Scale (PSQI), Anx-

iety self-rating Scale (SAS) and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S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general data, bio-

chemical indicators, sleep, mood and other factor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age of the patients with subjective 

insomn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cute myocar-

di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subjective in-

somnia (P<0.001).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smoking history, drinking history and previ-

ous disease histo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TnI, 

BNP and total cholestero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Howev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0.001).Depression and anxi-

ety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leep quality 

index scores. 

    Conclusion  The older patients with acute myo-

cardial infarction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subjective in-

somnia;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e more obvious in pa-

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ccompanied by 

subjective insomnia, and the bad mood increases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insomnia, which should be pay atten-

tion to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精神科男性封闭病房患者暴力行为特征及影

响因素研究 

 

田于胜 1 汪健健 1 李亚敏 1 周建松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1）研究精神科男性封闭病房患者暴力

行为发生率及特征。 

    （2）探索精神科男性封闭病房患者暴力行为影

响因素。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某三甲综合医院

精神科男性封闭病房住院患者。通过回顾患者电子

病历，采集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及住院

期间暴力事件数据。根据患者是否发生过暴力行为

分为暴力组和非暴力组。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患者暴力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患者 673 人，其中暴

力组 229 人，非暴力组 444 人。总体暴力行为发生

率 34.03%，其中言语暴力发生率 23.48%，伤人行为

发生率 14.12%，毁物行为发生率 9.21%，自伤行为

发生率 6.84%，性暴力发生率 2.38%。 

    （2）患者暴力行为在 11 点、15 点，周一和住

院前 3 天最多。 

    （3）二元 logistic 回归显示：躁狂发作、强制

入院、言语暴力史、吸毒史、病程及年龄是精神科男

性封闭病房患者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 

    结论  （1）精神科男性封闭病房患者暴力行为

发生率较高，主要形式为语言暴力和伤人行为。 

    （2）精神科男性封闭病房患者暴力行为主要发

生在住院前 3 天，尤其是工作日的白天，集中在进

餐、服药等时间。 

    （3）诊断躁狂发作、既往有言语暴力史、吸毒

史，强制入院、病程长、年龄小的精神障碍患者更容

易在住院期间发生暴力行为。 

 

 

 

改良电休克治疗患者术后呼吸道感染危险因

素调查研究 

 

邱建成 1 宋红兵 1 金思畅 1  

1）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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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分析改良电休克治疗患者术后呼吸道感

染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加强此类患者管理，合理预

防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以医院精神科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收治的 1261 例行改良电抽搐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

为研究对象，对其一般资料、病区环境，抗精神病药

物（氯氮平）使用以及是否行保护性约束等方面进

行调查。 

    结果  1261 例患者中发生术后呼吸道感染 85

例，占比为 6.70%；女性患者感染率（4.74%）低于

男性患者（9.76%）；实施保护性约束患者感染率

（8.68%）大于未实施保护性约束患者（4.55%）；在

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方面，使用氯氮平治疗的患者感

染率（12.04%）大于未使用氯氮平治疗的患者

（5.64%）；在病区环境方面，封闭式病区感染率

（8.54%）显著高于半开放式病区的感染率（1.28%）。 

    结论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患者术后呼吸道感染

风险较高，达到了 6.70%，其中男性患者、住院治疗

过程中实施了保护性约束治疗、封闭式的病区环境

以及使用氯氮平治疗均是患者术后合并出现呼吸道

感染的危险因素，精神科医师应该针对以上的危险

因素，制定出相应的术前呼吸道管理等措施，以期

将术后呼吸道感染风险降至最低。 

 

 

 

Effect of Aromatherapy on Preoperative Anx-

iety in Adult Patients: A Meta-analysis of Ran-

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黄鸿飞 1 王奇 2 关晓峰 1 张夏 1 李晓白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北部战区总医院 

 

    Objective  Preoperative anxie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many pa-

tients are using aromatherapy to relieve preoperative 

anxiety.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ro-

matherapy on preoperative anxiety in adult patients. 

    Methods  An electronic search of six databases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CINAHL, CNKI, 

and WanFang Data) was conducted for full-text publi-

cations of trials published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e da-

tabases to February 20, 2020. Al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where aromatherapy was used for treat-

ment of preoperative anxiety were included. Interven-

tions included all types of aromatherapy compared to 

standard care or placebo.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self-rated anxiety and the secondary outcome was ad-

verse effect.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and extracted relevant data. A random-effects model 

was utilized to calculate the effect size as mean differ-

ence (MD). 

    Results  Our search retrieved 347 records. Thir-

teen trials were included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which ten RCTs with 75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for 

meta-analysis. Most studies had a high or unclear selec-

tion and performance bias. Overall, aromatherapy was 

found to decrease preoperative anxiety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MD = −3.95, 95%CI [-

6.36, −1.53], P = 0.001). According to subgroup analy-

sis, most subgroups showed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aro-

matherapy on preoperative anxiety, except for the no 

treatment subgroup (MD: -5.40, 95%CI: -7.76 to 0.71) 

and female subgroup (MD: -3.96, 95%CI: -9.19 to 1.27). 

    Conclusion  Aromatherapy may be an effective 

complementary treatment for preoperative anxiety. 

Nevertheless, due to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of the 

included trials, further studies with strict control of the 

research design are required for firm recommendations. 

 

 

 

西部某地级市公立非精神科医院心理卫生服

务资源调查 

 

黄明金 1 苟晓华 1 王瑶 1 杨先梅 1 黄国平 1  

1）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西部某地级市非精神科专科公立医

疗机构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为卫生政策制定、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方法  查阅文献，专家头脑风暴编制医疗机构

心理卫生服务资源调查问卷及个人调查问卷。其中

机构调查表主要项目包括：本院心理服务需求、有

无人员开展心理卫生服务、有无会诊转诊通道。个

人调查主要包含学历、职称、有无心理卫生技能培

训经历以及主要开展的心理卫生服务内容。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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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制作成问卷星，首先通过该市卫健委发放机

构调查问卷到市内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人，完成线

上调查。如该院有开展心理卫生服务人员，则由该

负责人转发至个人完成个人问卷。 

    结果  共 155 家机构完成机构调查表，覆盖该

市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县级综合医院及各乡镇、社

区卫生院。21 家（13.55%）医院（所有综合三甲医

院均在内）有较大的心理服务需求，104 家（67.10%）

认为心理服务需求不大，30 家（19.35%）医院认为

没有心理服务需求。62 家（40.00%）医院无人员开

展心理服务，其中 23 家（14.84%）无会诊与转诊机

制或会诊转诊困难。79 家（50.97%）医院无开展心

理服务的场所，76 家具备心理服务场所的医院中，

35 家（22.58%）开设有门诊或心理咨询室；12 家

（7.74%）医院开设有床位，共计 385 张。共计 418

名个人完成个人调查问卷，全职开展心理卫生服务

者 57人（36.77%）。教育背景以医学（227人，54.31%）、

护理学（159 人，38.04%）为主， 1 人为心理学背

景；硕士 1 人，本科 154 人（36.84%），专科及以下

263 人（62.92%）；高级职称 23 人（5.50%），中级

职称 87 人（20.81%），初级职称 308 人（73.68%）。

235 人（56.22%）未接受任何心理卫生服务相关培

训，45 人（10.76%）接受过心理咨询/治疗相关培训

或督导；74 人（17.70%）可开展心理咨询与治疗，

其他大部分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为主。 

    结论  该地级市公立非精神科医院普遍存在心

理卫生服务需求，心理卫生服务资源相对欠缺，尤

其是心理咨询与治疗等专业性较高的服务。 

 

 

 

精神障碍共患自发性气胸 2 例临床特征分析

及护理启示 

 

沈婉冰 1 龙燕萍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分析精神障碍患者共患自发性气胸的临

床特征，探讨其对临床的护理启示。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 例精神障碍共患自发性

气胸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治经过、

疾病预后等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2 例均为中年男性，因精神障碍长期住

院治疗，其中器质性精神障碍 1 例，精神分裂症 1

例，单纯自发性气胸 1 例；合并自发性气腹、气胸

和纵隔气肿 1 例，2 例患者 NRS(2002)营养筛查量表

均为“严重营养不良”，BMI 指数均少于 14kg/m²，

ADL 评分均为 0 分，最终转归均为死亡。 

    结论  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因为“肺部感染时气

道自净能力下降”和“生活自理能力差引起营养不良”

而共患自发性气胸，其起病隐匿，进展迅速，临床上

需对类似患者做好气道护理、膳食护理和预见性护

理，从而早期预防、及时识别、尽快处理、改善预

后。 

 

 

 

基于阳光评估的心理干预模式在非精神科合

并轻中度负性情绪患者中的应用 

 

刘晓梅 1 李素萍 1 陈琳 1 赵娟 1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基于阳光评估的分级心理干预模式

在非精神科合并轻中度负性情绪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山西医科大学第

一医院阳光医院平台 2020 年 12 月心理筛查系统后

台提示的非精神科合并轻中度负性情绪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时间顺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38

例采用常规治疗及心理护理，观察组 39 例由研究对

象所在科室由阳光天使及院内联络会诊心理治疗师

通过介绍环境、运用语言和非语言技巧等积极心理

支持给予心理干预。在干预前后分别采用 SAS、SDS、

匹兹堡睡眠量表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

睡眠状况进行评定。 

    结果  非精神科合并轻中度负性情绪患者心理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接

受干预后焦虑评分为（45.83±4.76）分,低于对照组的

（ 49.91±4.55 ） 分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t=3.847,P<0.05） ; 干预后观察组抑郁评分为

（48.21±5.92）分,低于对照组的（52.61±4.58）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t=3.651,P<0.05）；干预后观察组睡

眠评分为 5.00（3.00，7.00）分,低于对照组的 10.00

（ 8.00 ， 12.00 ）分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

6.352,P<0.05）。 

    结论  实施基于阳光评估的心理干预模式在能

够帮助非精神科合并轻中度负性情绪患者其的焦虑、

抑郁状态，提高睡眠质量，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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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期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与脑生化代谢的

随访研究 

 

何嘉丽 1 朱韵霞 1 赖顺凯 1 张一靓 1 薛莹 1 钟舒明
1 严舒雅 1 罗艳鸽 1 冉杭林 1 贾艳滨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目的  探索急性期抑郁症（MDD）患者的自然

病程发展及认知功能与脑生化代谢水平的动态变化

特征。 

    方法  研究招募急性期 MDD 患者和健康对照

受试者（HC 组），对 MDD 患者进行为期一年的随

访，分别在基线后 3 个月、6 个月、9 个月及 12 个

月进行随访评估。采用 MARTICS 共识认知功能成

套测验（MCCB）评估受试者的认知功能，采用磁共

振波谱技术检测受试者的脑生化代谢物如N-乙酰天

门冬氨酸（NAA）和胆碱（Cho）水平。采用 T 检验

分析组间差异，采用配对 T 检验分析 MDD 患者急

性期和随访期的自身前后变化，并采用 Pearson 相关

分析 MDD 患者的认知功能与脑生化代谢水平的相

关性。 

    结果  1.在一年的随访期中，基线后 9 个月的

转躁率、治疗脱落率较其他时点高，而有效率及缓

解率较其他时点低。2. 急性期 MDD 患者较 HC 组

在信息处理速度、工作记忆、词语学习、视觉学习、

社会认知和总认知（p＜0.05）上表现差，双侧壳核

Cho/Cr 比值（p=＜0.05）较 HC 组高，社会认知表

现与左侧壳核 Cho/Cr 比值呈负相关（r=-0.368）。3. 

MDD 患者的基线后 3 个月随访期在信息处理速度、

工作记忆、视觉学习及总认知（p＜0.05）上明显较

基线期改善，其中工作记忆改善显著至与 HC 组无

异；而脑生化代谢水平未见显著前后变化，随访期

患者的信息处理速度表现与左侧丘脑 NAA/Cr 比值

呈正相关（r=0.403）。4. 随访期 MDD 患者的完全缓

解组与部分缓解组的认知功能未见明显差异，在脑

生化代谢水平上，完全缓解组患者的左侧扣带回

Cho/Cr 比值上较部分缓解组患者低，而右侧壳核

Cho/Cr 比值上较部分缓解组患者高（p＜0.05）。 

    结论  1.在抑郁症的自然发展病程中，基线后 9

个月为病情波动的高发期，需加强对患者的全病程

管理，尤其巩固期。2. 急性期抑郁症患者存在广泛

的认知功能损害，其中工作记忆、视觉学习认知领

域损害随抑郁症状改善而缓解，具有状态性特征；

而信息处理速度、词语学习、社会认知具有特质性

特征。3. 急性期抑郁症患者壳核区膜磷脂代谢水平

升高，且左侧壳核区的高膜磷脂代谢水平与社会认

知功能缺陷有关；随访期残留的信息处理速度认知

损害与丘脑神经元活性有关。4. 急性期的治疗结局

——是否达到完全缓解对患者认知症状无显著影响，

但对患者的脑生化代谢水平有影响，这提示患者的

脑生化代谢水平可能与治疗反应性有关。 

 

 

 

服刑人员睡眠障碍影响因素及治疗措施 

 

张淑绮 1 李恒芬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关于服刑人员的研究表明，其睡眠障碍

发生率远高于普通人群。服刑人员出现高睡眠障碍

率的原因主要有：心理因素、物质滥用、躯体不适及

环境因素等。而由于服刑人员的特殊性，对其睡眠

障碍的治疗目前仍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对目前国

内国际上关于服刑人员睡眠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汇总，

围绕睡眠障碍发生率、影响因素、干预措施三个方

面进行综述，并提出了监狱管理的建议和进一步研

究的注意事项。 

    方法  本文对目前国内国际上关于服刑人员睡

眠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汇总综述。 

    结果  目前的研究显示，服刑人员的睡眠障碍

患病率明确高于普通人群，但仍没有确切的数字。

入狱初期，最影响服刑人员睡眠的因素是焦虑抑郁

情绪和环境；而在中期，很多服刑人员的睡眠质量

较前好转，环境与躯体不适是造成睡眠障碍的主要

因素；对于已服刑时间较长（>5 年）的服刑人员，

心理因素再次成为睡眠障碍的主要因素；低亲社会

倾向和高攻击性的服刑人员更易出现睡眠问题。治

疗首选非药物治疗，正念冥想具有较好的疗效；当

非药物治疗无法缓解睡眠障碍时，建议首选异丙嗪

或米氮平进行治疗。 

    结论  服刑人员睡眠问题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

说明。进一步的研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要注意样本

量和样本代表性；对入组或排除标准也应更明确。

目前一些在普通人群中能改善睡眠的措施并没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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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中展开调查，药物治疗如褪黑素，非药物

治疗如运动等，都值得进行调查研究，以作为治疗

的选择。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与氢质子磁共振

波谱成像的相关研究 

 

吕思慧 1 贾艳滨 1 钟舒明 1 王颖 2 赖顺凯 1 赵辉 1 

张一靓 1 罗艳鸽 1 严舒雅 1 冉杭林 1 陈盼 2 陈观茂
2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目的  青春期是大脑发育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

期，该时期抑郁症发病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长期神

经心理功能损害。然而目前关于青少年抑郁症认知

功能的研究较少，且研究结果存在分歧。本研究旨

在探索未服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损伤情

况及与其额叶-纹状体-丘脑-小脑环路生化代谢间的

相关性，试图发现青少年抑郁症的心理学和影像学

双重预测指标。 

    方法  根据 DSM-5 的重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

纳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MDD)69 例和健康对照

(HC)60 名，采用 HAMD24、HAMA 评估被试的情

绪、计算机化 Das-Naglieri 认知评估系统(DN-CAS)

检测其认知功能。经被试及其监护人同意后，进一

步结合磁共振氢质子波谱成像 (1H-magnetic reso-

nance spectroscopy, 1H-MRS)技术检测 MDD 患者 55

例和 HC30 名的双侧额叶、前扣带回、壳核、丘脑

和小脑的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cetylasparte, NAA)、

胆碱复合物(choline compounds, Cho)及肌酸(creatine, 

Cr)水平，分析 MDD 组认知功能损伤、临床特征和

脑功能异常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  (1)青少年 MDD 组的计划、注意、继时

性加工和总认知分数均显著低于 HC 组(均 p<0.05)，

且患者的计划、同时性加工、注意和总认知分数与

HAMD24 分数显著负相关(均 p<0.05)，其他临床特

征与认知功能间无显著相关(均 p>0.05)；(2)青少年

MDD 组的左侧额叶和双侧壳核的 NAA/Cr 值显著

低于 HC 组(均 p<0.05)，右侧丘脑的 NAA/Cr 值显著

高于 HC 组(p=0.017)，且患者右侧壳核的 NAA/Cr 值

与焦虑/躯体化因子分显著负相关(p=0.009)；(3)青少

年 MDD 组左侧壳核的 NAA/Cr 值与数字匹配、句

子提问测验得分显著正相关(均 p<0.05)，其他异常脑

生化代谢值与认知测验分数间无显著相关 (均

p>0.05)。 

    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存在广泛

受损，且抑郁严重程度可能会加重认知功能受损程

度；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左侧额叶、双侧壳核和右

侧丘脑区域可能存在脑功能异常，其发病可能与额

叶-纹状体-丘脑环路生化代谢异常相关；此外，青少

年抑郁症患者计划和继时性加工的损伤可能与左侧

壳核功能异常有关，可作为青少年抑郁症认知功能

损伤的脑影像预测指标。 

 

 

 

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抑郁患者血清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及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分

析 

 

杜秋燕 1 蒋常莲 1 刘莉 1 叶兰仙 1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伴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

injury, NSSI)行为的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血清同型半

胱氨酸(homocysteine, Hcy)水平及认知功能水平，探

讨青少年抑郁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 

    方法  纳入住院治疗的青少年抑郁患者 117 例，

根据 NSSI 诊断标准将其分为伴 NSSI 行为组(研究

组)50 例和不伴 NSSI 及自杀行为组(对照组)67 例；

在治疗前采集患者的一般情况、血清 Hcy 水平等资

料，并采用 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the 24 item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24)、蒙特利尔认

知功能量表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 

MOCA)评估患者抑郁程度及认知功能水平。 

    结果   研究组的血清 Hcy 水平高于对照组

[(19.80±12.46) vs. (17.81±10.63), P>0.05]；研究组的

MOCA 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21.66±2.47) vs. 

(25.22±2.07), P<0.05]。认知功能与 HAMD-24 评分、

Hcy 水平、病程、有 NSSI 行为均呈负关联[(β 分别

为-0.793、-0.447、-0.222、-0.643), P<0.05]，与受教

育年限呈正关联[(β=0.322), P<0.05]。 

    结论  伴 NSSI 行为的青少年抑郁患者具有较

高的 Hcy 水平及更差的认知功能，其认知功能的下

降可能与抑郁程度、高 Hcy 水平、NSSI 行为、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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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因素有关。 

 

 

 

双相抑郁障碍共病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认

知功能与脑生化代谢研究 

 

朱韵霞 1 贾艳滨 1 何嘉丽 1 钟舒明 1 赖顺凯 1 张一

靓 1 赵辉 1 邓丽莹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目的  评估双相抑郁障碍（Bipolar depressive 

disorder, BDD）共病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

sonality disorder, BPD）患者的认知功能、感兴趣脑

区的生化代谢水平、人格特征，探求 BDD 共病 BPD

患者的心理特征、认知功能和脑生化代谢水平，明

确共病的风险因素。 

    方法  根据 DSM-5 的诊断标准，入组 41 例

BDD 共病 BPD 患者(共病组)，51 例 BDD 非共病

BPD 患者（非共病组），30 例健康对照(对照组)。应

用磁共振氢质子波谱成像（1H-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检测被试的额叶、壳核、前

扣带回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cetylasparte，NAA）、

胆碱复合物（Choline Compounds, Cho）、肌酸（Cre-

atine, Cr）， NAA/Cr、Cho/Cr 值表示其代谢物的水

平；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评估人格特征、成套神

经心理学认知功能测试（MATRICS Consensus Cog-

nitive Battery, MCCB）评估 7 个认知维度。 

    结果  （1）认知：共病组得分均低于其余两组，

多维度重度损害，信息处理速度、词语学习及总认

知在两个病例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01）（2）波

谱：未发现共病组与余下两组有统计学差异；非共

病组右侧壳核 Cho/Cr 值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3）共病组左侧额叶 NAA/Cr 值与信息处理速度、

词语学习呈正相关（r=0.469，0.386），词语学习与左

侧前扣带回 NAA/Cr 值呈正相关（r=0.378），以上 P

＜0.05（4）共病组 MMPI 得分均高于非共病组，校

正后两病例组的疑病、癔病、妄想、精神衰弱、精神

分裂有统计学差异（P＜0.05）（5）Logistic 回归分析

发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 BDD 共病 BPD 有关

（OR=3.350；P=0.036） 

    结论  （1）BDD 共病 BPD 患者有多个认知维

度重度损害，信息处理速度、词语学习有叠加性损

害，可能与左侧额叶、前扣带回神经元功能有关（2）

BDD 共病 BPD 患者有更高的焦虑、自卑、敏感、躯

体和精神病性症状（3）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可能是

BDD 共病 BPD 的潜在风险因素 

 

 

 

综合医院精神科联络会诊特点分析 

 

孙仕友 1 尚兰 1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目的  了解综合医院住院患者精神科联络会诊

的状况及特点。 

    方法  收集北京回龙观医院 2017-2019 年近 3

年精神科会诊病例 214 例，来自北京市 30 家二、三

级医院，其中 16 家三级医院的患者 128 例（占

59.81%），对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科室分布、诊断和

处理方案进行总结和对比分析。 

    结果  患者平均年龄 60.85±20.82 岁（10-95 岁），

男 113 例（52.8%），女 101 例（47.2%）；会诊的诊

断主要是：谵妄，53 例，占 25.5%，抑郁状态，45

例，占 21%，痴呆状态，21 例，占 9.8%，脑器质性

精神障碍 15 例，占 7.6%，焦虑状态 13 例，占 6.1%，

幻觉妄想状态 11 例，占 5.1%，精神分裂症 12 例，

占 5.6%；会诊科室 26 个，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康

复科 26 例，占 12.1%，血液科 25 例，占 11.7%，神

经内科 21 例，占 9.8%，急诊科 17 例，占 7.9%，脑

病科 16 例，占 7.5%；会诊后的处理方案有非药物

治疗（观察、停药、拒诊、心理治疗、转院）22 例，

占 10.3%，药物治疗 192 例，占 89.7%，其中，抗精

神病药使用 116 例，占 54.21%，抗抑郁剂 87 例，

占 40.65%，非苯二氮卓类催眠药（Z-drug）55 例，

占 25.70%，抗焦虑药 44 例，占 20.56%，心境稳定

剂 13 例，占 6.07%。 

    结论  综合医院的会诊联络精神病学会诊率与

实际精神障碍患病率相比偏低，综合医院有待于进

一步提高非精神科医师对患者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处

理。 

 

 

 

后疫情时期综合医院心理查房及心理干预的

必要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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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佩茜 1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综合医院在后疫情时期开展心理查

房及心理干预的必要性。 

    方法  立足当下疫情对民众心理状况的影响，

分析其就医体验，并结合既往国民就医过程中可能

需要接受的医疗操作尤其是手术等有创操作可能带

来的心理变化，分析在综合医院常规开展心理评估

及干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结果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人民经历了“全

民居家隔离”、“医务人员不惧生死地逆行援鄂抗疫”

等最严峻的时期，其后迎来国内疫情得到全面控制

而国外疫情疯狂肆虐，开始了以“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防疫常态化”阶段，到目前“重点人群定期核

酸检测”、“国民已接种疫苗九亿剂次”的后疫情时期，

很多医院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在担心“医院

里感染概率更大”等焦虑情绪的影响下，患者就诊率

减少，医院的收入锐减；另一方面持久的疫情使很

多人产生悲观、愤怒等负面情绪，在就医过程中更

容易发生医患矛盾，影响患者就医体验，从而降低

了再就诊率及转介绍率。就医过程可能面临的不确

定性导致的焦虑抑郁等情绪在后疫情时期可能表现

更加明显。 

    结论  后疫情时期，重视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

在综合性医院开展心理查房和心理干预，减少疫情

的后遗效应很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升对住

院患者的服务质量及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或者可以

帮助综合性医院转“危”为“机”，更好地生存下去，甚

至能有较疫情发生前更好的发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白银地区一线医务人

员心理状况调查 

 

高德九 1 张丽娜 1 徐银辉 1 刘庭君 1  

1）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sta-

tus of medical staff, who were fighting against COVID-

19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Baiyin, so as 

to offer more effective mental and social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01 medical stalfs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s .And were assessed by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Then the data 

obtained were performed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SPSS10.0 software.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es between the medical staff 

and the Chinese norm ( P >0.05). However, the mean 

values of SAS, SDS and SSRS scores in different gen-

ders we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les ( P <0.05)，So 

there is a clos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s 

of SSRS and scores of SAS and SDS ( P <0.05). 

    Conclusion  There was no obvious mood of anx-

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medical staff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Baiyin .But it is suggestion 

that the fenale medical staff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an males. So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m by metal and social support.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白银市疫情心理援助

热线来电分析 

 

高德九 1 张丽娜 1 徐银辉 1 刘庭君 1  

1）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对 COVID-19 爆发流行期间白银市疫情

心理援助热线设立和来电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突

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做好心理咨询热线，以及

疫情心理咨询热线来电的特点和在疫情防控工作的

作用，对以后公共卫生事件中危机心理干预系统的

建立提供依据。 

    方法  我们选取了到 2020 年 2 月 28 日白银市

最后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出院接着，共计 25

天的热线信息。每天开通的时间为 24 小时。本文对

此期间的来电信息进行量化分析，同时按照内容进

行分类分析。 

    结果  从来电内容来看，咨询心理问题共 165

人次，出现频率 41.56%，占所有咨询问题首位。从

时间的变化来看，在热线刚开通时关于 COVID-19

的医学问题及预防保健知识的咨询较为频繁，2 周

后明显减少，随着热线开通时间的延长前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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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需要的问题上升趋势明显，心理问题则在 25 天

内无明显变化。这说明在刚开始群众都对 COVID-

19 不太清楚，急需了解相关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

COVID-19 相关知识基本通过各种媒体介绍做到家

喻户晓，故而咨询人数减少。但是 COVID-19 的强

传染性带来的心理因素则越来越多，与 COVID-19

相关的心理问题随之上升。内容包括本身存在焦虑

抑郁在 COVID-19 的影响下加重，又不能去医院就

诊的、由于社交限制正常工作学习不能开展而出现

焦虑抑郁的 

    结论  COVID-19 爆发流行时期疫情心理热线

的开展，能够对稳定民众的心态了解疫情心理并加

以心理干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需要在政府的

支持下整合多方的力量，有效的整合地方精神、心

理相关人才，建立健全危机干预网络系统，结束专

业人员各自为政的局面，在重大疫情时迅疾反应，

最大限度减少重大疫情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精神科护理中体现人文关怀 

 

颜丹丹 1  

1）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脑科医院 

 

    目的  在"以人为本,护理先行"的精神指导下,

开展人性化护理,为了提升精神科护士在精神科各

项护理工作中服务质量，深入人文关怀的理念，对

患者更加体贴温暖的照顾，尊重理解患者的感受和

想法，努力提高护理工作人员的主动服务性,全面提

高精神科中的服务态度。 

    方法  对本院精神科护士进行相关培训,先让

护士体会关怀的感觉，然后再实施到患者身上,4 个

月内发放本院自己设计的 400 份问卷调查,发放的

400 份调查问卷收回 4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从

调查表中得出,通过实施人性化护理,医患关系、患者

满意度、护士整体素质印象、护士职业道德等方面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结果  一、精神科护理工作各方面的人文关怀 

    精神病人一开始进入医院都会很紧张，没有安

全感，产生焦虑的情绪，认为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

人，为别人所看不起。作为患者第一接触人的护士

在接待这些患者时热情大方，面带微笑，真诚地迎

接患者，对患者的态度和蔼可亲，拉近与患者距离，

打消患者对医院的恐惧心理，特别要建立平等的关

系，使得患者信任护士，信任医务人员，信任医院，

创造一个使患者有安全感的环境。 

    在患者接受治疗中用人文关怀使得病人积极配

合精神病患者一般都不认为或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

疾病，还会出现拒绝进食和拒绝进行服药的状况，

认为药物是有副作用，是有害的，而面对这种局面

医院护理医务人员要首先清楚了解患者病情，熟悉

病人的心理，然后亲自对病人做出示范。 

    在出院护理中体现人文关怀在对即将出院的精

神病患者的医疗护理中，要对他们讲解自身获得的

精神疾病的起因和表现，对疾病发作的治疗和发作

前的预防进行详细的指导，能自己判断和预防精神

疾病再次发作。建立长期有效的回访机制，切实解

决患者出现的实际困难，拉近医患关系，营造一个

充满爱心、关心、责任心的护理文化氛围。 

    结论  和普通病区相比,精神科护理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通过这 4 个月 400 份的满意度调查护理

质量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没有出现患者投诉或者

护患纠纷情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我们要重点加强

住院期间患者用药情况的沟通，年轻护士操作时对

患者的态度有待提高及时解决一些患者的合理需求，

还要加强一些环境卫生的落实。使其在住院的过程

中能够感受到关爱、理解和尊重,如此一方面能够显

著缓解患者情绪,而且可以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 

 

 

 

浅谈民营精神病医院非药物性躯体治疗的运

行 

 

曹飞 1 叶小琴 2  

1）江西省乐平精神病医院 

2）江西省乐平精神病医院 

 

    目的  在于探讨民营精神病医院治疗方法以及

治疗规范化程度 

    方法  本文通过对民营精神病医院非药物性躯

体治疗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结合我院运营的

情况，从四个方面就民营精神病医院如何建设非药

物性躯体治疗，进行探讨. 

结果  近二十年来我省民营精神病医院迅猛发

展，截止到 2020 年底江西省有民营精神病医院 120

余家，在省卫健委以及各地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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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精神病医院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完成

国家“686”项目、肇事肇祸精神病收治和贫困家庭重

性精神病管理等方面成绩显著，贡献巨大，但是，受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大多民营精神病医院的

治疗手段发展滞后，治疗手段单一，治疗不规范，住

院时间偏长，病人康复效果不理想。使得民营精神

病医院形象大打折扣。精神疾病的非药物性躯体治

疗是精神医学开发现代治疗学的第三块领域，与确

立的精神药理学及心理治疗两大领域相互补充。近

年伴随神经影像技术的进程，这一领域目前发展十

分迅速。目前开展较多的，主要有：电休克，经颅磁

刺激，迷走神经刺激，生物反馈治疗等。据文献报道

这些治疗无论是对精神病的急性治疗还是慢性康复

都有显著疗效，那为什么民营精神病医院开展不理

想呢？我们应怎样处理呢？ 

    一、存在的问题 

    1.1 管理者对非药物性躯体治疗不重视。 

    1.2 各地政策的限制。 

    1.3 医院人员流动性大，专业人员不足。 

    1.4 开展新业务存在新的风险。 

    二、应采取的对策 

    2.1 提前规划，加大投入。 

    2.2 宣传普及，争取支持。 

    2.3 合纵连横，稳定队伍。 

    2.4 结合实际，规范管理。任何治疗都有风险，

降低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规范管理。首先，治疗所

需的各种设备必须配齐，尤其抢救设备，对意外要

有预案。其次，建立操作规范，工作制度，严格治疗

适应症、禁忌症。再次，操作人员必须要有资质，…… 

    结论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对健康的需求也在提高，精神心理疾病负担沉

重，对精神病的疗愈更加关注，国家医保监管越来

越规范，药品集采进行的如火如荼，既往靠药品创

收的途径被斩断，社会资本举办的精神病专科医院，

以及县级综合医院开办的精神科等普遍偏小，人员

素质偏低，这些都给医院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必将

导致精神病医院竞争加剧，而在全球药物治疗还没

有大的突破，心理治疗尚未形成气候的时期，笔者

认为民营精神病医院选择发展非药物性躯体治疗，

应该是保持医院可持续、良性发展的，适应新潮流

的必由之路。 

 

 

 

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对杭州初中生心理健康水

平的影响 

 

余鸽 1 徐方忠 1 齐建军 2 应琳珺 3  

1）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2）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3）杭州市翠苑中学 

 

    目的  探讨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时长对初中生心

理健康水平的影响，为疫情防控及危机干预相关方

向提供依据。 

    方法  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中国中学生心理健

康量表（MSSMHS）对 360 名初中生在居家隔离两

周和四周时分别施测，其中居家隔离的时间点以杭

州市政府发布的 2020 年 2 月 4 日 0 点为准。 

    结果  在居家隔离两周后，初中生只有在学习

压力感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1），而在

敌对、抑郁、适应性不良和心理不平衡性四个因子

上则显著低于全国常模（P<0.01），总量表得分上也

低于全国常模（P<0.05）。在居家隔离四周后，对同

一批初中生进行重测，显示在强迫、焦虑、学习压力

感、情感波动性和心理不平衡以及心理健康总分和

全国常模相比有显著差异（P<0.01），在偏执、敌对、

人际敏感和抑郁和适应不良等因子上则无显著差异

（P<0.01）。隔离四周与隔离两周相比，初中生在强

迫、偏执、敌对、人际敏感、焦虑、适应性不良、情

感波动性和心理不平衡性等因子的得分上均有显著

差异（P<0.01）。 

    结论  居家隔离对杭州初中生心理健康水平造

成一定的影响。隔离时长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一个重

要指标，所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会迁延。 

 

 

 

杭州民办初中教师生活质量、幸福感对心理

健康的研究 

 

余鸽 1 徐方忠 1 齐建军 2 应琳珺 3  

1）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2）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3）杭州市翠苑中学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杭州民办初中教师的生

活质量、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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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初中老师的心理健康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意

义。 

    方法  在杭州地区随即机选取了三所民办初中，

共 127名有效教师被试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39名，

女 88 名。以一般情况调查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

量测定量表（WHOQOL—BREF），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统一标

准化调查分析，以 spss20.0 做统计分析。 

    结果  民办初中教师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明显低

于普通人群。在对整体幸福感的评价中，女教师与

全国常模相比无差异，男教师显著低于全国常模。

心理健康方面，初中教师在躯体化、抑郁、焦虑、恐

怖、精神病性这五个因子评分均明显高于国内常模。

在运用逐步回归分析后发现，主观幸福感量表中幸

福感总分，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量表中社会关系领域

进入了回归方程，这两个变量能联合预测教师心理

健康水平 32.9%的变异量，其中以幸福感总分的预

测力为最佳，达到 25.2%。 

    结论  杭州民办初中教师的幸福感、生活质量

与心理健康水平与常人相比有显著差异，主观幸福

感和生活质量对心理健康水平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提示杭州民办初中教师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其影响

因素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失眠障碍患者血浆神经肽 Y 水平与认知功能

的关系研究 

 

吕琦 1 胡建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一是探究失眠障碍患者

与正常人血浆中 NPY 水平的差异；二是探究失眠障

碍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主要表现形式；三是探究失

眠障碍患者血浆 NPY 差异程度与失眠严重程度的

关系；四是探究失眠障碍患者血浆 NPY 变化与认知

功能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38 例符合 DSM-5 诊断标准的失眠障碍

患者及 36 例对照组人员留取基本信息，使用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了解受试者的睡眠情况，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

了解受试者的认知功能情况，并于上午 6-9 点留取

外周静脉血，测定并比较两组间血浆中 NPY 的水平，

同时比较 NPY 水平的变化程度与症状严重程度即

PSQI、MoCA 量表评分的关系。 

    结果  （1）失眠障碍组血浆 NPY 水平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50，P＜0.001）。 

    （2）失眠障碍组与对照组各项认知功能间

MoCA 评分比较发现，失眠障碍组患者视空间执行

力（t=-2.633，P=0.011）、注意力（t=-4.662，P＜0.001）、

延迟记忆力（t=-3.427，P=0.001）功能受损，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3）失眠障碍组患者血浆 NPY 水平与 PSQI 量

表评分间有相关关系（r=0.845；P＜0.001），为正相

关。 

    （4）失眠障碍组患者血浆 NPY 水平与 MoCA

量表评分间有相关关系（r=-0.713；P＜0.001），为负

相关。 

    结论  （1）本研究显示，失眠障碍患者血浆 NPY

水平高于正常。 

    （2）失眠障碍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害，且主要

表现为视空间/执行能力受损，延迟记忆力下降，注

意力不能集中。 

    （3）失眠障碍患者失眠的严重程度越重，血浆

NPY 水平越高。 

    （4）失眠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受损越严重，血浆

NPY 水平越高。 

 

 

 

FKBP5 在抑郁障碍及自杀风险中的研究进展 

 

郑月 1 康传依 1 胡建 1  

1）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街 23 号 

 

    目的  在精神疾病中，抑郁障碍的自杀风险最

高。目前抑郁障碍及自杀风险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

早期识别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并加以干预，可

以有效预防患者死于自杀或因自杀带来的不良影响。

近年 FKBP5 被证实在抑郁障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显示它与抑郁障碍患者自杀结局可能也存在关

系。本文就近年来 FKBP5 与抑郁障碍及自杀风险的

最新研究进展作以下综述。 

    方法  通过在线数据库检索国内外 FKBP5 与

抑郁障碍及自杀风险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抑郁障碍及自杀风险是基因与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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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的结果，HPA 轴功能异常在其中发挥重要

作用。已有多项研究证实作为 GR 分子伴侣的

FKBP5 和抑郁障碍及自杀风险密切相关。除糖皮质

激素外，孕激素和雄激素也会增加 FKBP5 表达，但

根据激内含子区域的不同，FKBP5 对于不同激素的

反应不同，这提示其有可能与围产期抑郁症以及自

杀意念有关，有待于未来的研究。随着年龄的增长，

FKBP5 的表观遗传上调可以选择性地损害心理应激

反应能力，但不会影响其他糖皮质激素介导的生理

过程。这些特点有可能使 FKBP5 成为治疗抑郁障碍

及自杀的独特而有吸引力的治疗靶点。 

    结论  根据现有抑郁障碍自杀风险以及 FKBP5

可能作用机制的重叠，未来需要进一步确定 FKBP5

与抑郁障碍自杀风险的相关性以及纵向研究探讨

FKBP5 表达的变化与抑郁障碍病程、用药情况以及

自杀风险之间的关系。明确 FKBP5 对抑郁障碍自杀

风险发病机制的确切作用，为预防和治疗抑郁障碍

自杀风险提供新依据和新思路。 

 

 

 

基于 SIRT1 去乙酰化作用探讨抑郁障碍与阿

尔茨海默病交互影响的机制 

 

康小红 1 王艺明 1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在抑郁障碍（DN）影响阿尔茨海默

病（AD）发生发展中，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2 相关酶

I（SIRT1）、维甲纬酸受体 β（RARβ）、含有解整合

素和金属蛋白酶结构域的蛋白 10（ADAM10）的表

达水平及意义。 

    方法  选取 6 月龄雄性 C57BL/6 小鼠 12 只，

随机等分为空白对照组（BC）和 DN 组；6 月龄雄

性人淀粉样蛋白前体蛋白  /突变的人早老蛋白 1

（APP/PS1）转基因小鼠 24 只，随机等分为 AD 组、

AD+DN 组、AD+白藜芦醇（RE）组（AD+RE）、

AD+DN+RE 组。1.APP/PS1 转基因小鼠建立 AD 模

型，DN 组、AD+DN 组、AD+DN+RE 组小鼠予慢

性不可预知性温和刺激（CUMS）28d，建立小鼠 DN

模型并鉴定，AD+RE 组、AD+DN+RE 组小鼠在每

天同一时间予 800mg/kg 白藜芦醇灌胃干预 20 周，

其余小鼠予相应量生理盐水灌胃。2.观察小鼠造模

前后行为学指标，包括糖水偏好测试（SPT）、旷场

测试（OFT）水迷宫测试(WMT)。3.麻醉处死小鼠，

取海马及前额叶组织，实时荧光定量 PCR、免疫蛋

白印迹检测 SIRT1、RARβ、ADAM10 表达水平，以

及 Tau(phospho S396)蛋白磷酸化水平。4.苏木素-伊

红染色观察海马组织结构变化,免疫组化观察 Aβ1-

42 分布情况，甘氨酸银浸镀神经染色观察神经纤维

扭曲、缠结程度。 

    结果  1.DN、AD+DN、AD+DN+RE 小鼠 SPT、

OFT 均下降，白藜芦醇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SPT、

OFT。2.SIRT1、RARβ、ADAM10 表达水平从高到

低为 BC、DN、AD、AD+DN，相应白藜芦醇治疗组

表达升高，Tau(phospho S396)磷酸化程度从高到低

为 AD+DN、AD、DN、BC(P<0.05)。3.AD、AD+DN、

AD+RE、AD+DN+RE 小鼠海马锥体细胞数量不同

程度的减少，排列散乱，Aβ1-42 蛋白分布于细胞间

质，沉积量从多到少为 AD+DN、AD、DN、BC，相

应白藜芦醇治疗组沉积量减少，神经纤维被甘氨酸

银浸染成黑色，DN、AD、AD+DN 小鼠神经纤维扭

曲与缠结逐渐加重，相应白藜芦醇治疗组神经纤维

扭曲及缠结有改善。 

    结论  1.DN与AD共病模型小鼠的症状与病理

改变最为严重；2.DN 能够影响 AD 的发生发展，白

藜芦醇能改善 DN 和 AD 模型小鼠的病情，其机制

与 SIRT1/RARβ/ADAM10 信号通路有关 

 

 

 

超声检查在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患者肝损伤

的应用 

 

肖洒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超声检查在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患者肝脏损伤中的应用及超声特点。 

    方法  对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6 月在本院接

受超声检查,同时留存有完整检查信息的 200 例精神

疾病患者的超声检查数据进行整理并作为研究的基

础资料;将其中 100 例长期服用抗精神疾病药物时间

在 2 年以上的患者纳入观察组;选取同期来我院接受

治疗 100 例服用抗精神疾病药物时间小于 2 年的患

者为对照组 1,同期的健康体检者 100 名作为对照组

2，采用 PHILPS 公司提供的 HD 11 XE 型超声仪对

三组行肝胆脾胰彩超检查,分析患者肝脏超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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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超声特点。 

    结果  研究组与两个对照组间的超声异常检出

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对照

组间的超声异常检出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长期服用抗精神疾病药物患者超声影像

显示,肝脏异常区存在散在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规则

或不规则回声减弱、增强、光点密集以及变粗或变

细等现象，肝囊肿、脂肪肝、胆囊息肉、胆囊结石检

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服用抗精神病类药物易造成患者不同程

度的肝胆肾损害,通过超声检查可及时发现病变, 对

长期服用抗精神疾病药物患者的肝脏受损情况进行

测定，尽早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加强对患者的

保肝、护肝治疗。 

 

 

 

2015—2019 年间中国精神科医疗服务利用的

公平性分析 

 

孙思伟 1 云青萍 2 孙艳坤 1 常春 2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分析 2015-2019 年间中国精神科医疗服

务利用的公平性及其变化情况，提出改善中国精神

卫生卫生服务利用和提供方面的政策建议。 

    方法  利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等一系

列公开数据，使用集中指数和集中曲线分析中国精

神科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及其变化，采用了

STATA16.0 进行了数据分析和集中曲线的绘制。 

    结果  本研究分析了精神科门急诊人次和出院

人次的公平性情况，基于经济水平排序的精神科门

急诊人次的集中指数由 2015年的 0.296下降到 2019

年的 0.233；基于人口数量的集中指数由 0.044 下降

到 0.018；而基于地理面积的集中指数由-0.244 上升

至-0.189。基于经济水平排序的精神科出院人次的集

中指数由 2015 年的 0.040 下降到 2019 年的-0.001，

基于人口数量的集中指数由 0.122 下降到 0.108，而

基于地理面积的集中指数逐渐接近绝对公平水平。 

    结论  2015-2019 年间中国精神科医疗服务利

用在经济维度上的公平性较差，中国精神科医疗服

务的公平性状况有了很大的提升，呈现逐年改善的

趋势，但较其他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差，需要加

大精神卫生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的支持力度。 

 

 

 

精神科超说明书用药的潜在原因及应对策略 

 

杨欣湖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超说明书用药（off-label use，unlabeled 

use，out-of-label usage, or off-label prescribing）又称

“药品说明书外用法”、“药品未注册用法”等，是指药

品使用的适应症、给药方法或剂量不在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之内的用法。超说明书用药现

象在临床治疗行为中广泛存在，国外有研究显示 21%

的常用药物存在超说明书用药情况，故在精神科临

床实践中可能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精神卫生健康

知识的普及，精神科超说明书用药问题也得到全社

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精神障碍患者作为一个非常特

殊的患者群体，其用药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与此同

时，精神科超说明书用药也常常成为引起医疗纠纷

的导火索，这使得临床医师的超说明书用药行为也

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在当前我国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的背景下，重视对精神科超说明书用药的管理规范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着对发生超说明书用药可能

的潜在原因进行简要概述，并从法律、医院管理、行

业协会等几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为规范

超说明书用药提供一定的借鉴。 

    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进行阐述说明。 

    结果  精神科超说明书用药的客观原因包括药

品说明书本身存在局限性、药物临床试验面临一定

的困境、精神科发展的局限性、临床药学的发展的

不断需要等；主观因素包括制药企业违规促销、制

药企业与药品价值博弈、部分精神科临床医师用药

行为不规范等。相应应对策略包括：通过立法明确

合理的超说明书用药的法律地位、加强医疗机构对

药物使用的监管、鼓励制药企业和有资质的医疗机

构开展上市后药品临床研究、行业学会应发挥作用

制定权威的用药指南、行业遵循良好的医疗行为规

范等等。 

    结论  超说明书用药在临床实践中非常普遍，

难以避免，精神科亦是如此。超说明书用药是一把

双刃刀，一方面帮助解决许多临床问题，一方面可

能为医患带来潜在的法律和医疗风险。目前我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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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超说明书用药规范或立法，希望通过我国精神科

临床实践中超说明书用药的潜在原因及应对策略的

分析，引起大家关注和思考。 

 

 

 

人际关系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的影响 

 

向均怡 1 王高华 1 舒畅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首次发病抑郁症

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self‑injury，

NSSI）的影响。 

    方法  纳入 64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采用青少

年自我伤害问卷评估有无NSSI，将患者分为伴NSSI

组（n=34）和不伴 NSSI 组（n=30）。所有入组对象

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17 项（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评估抑郁、焦虑症状。采用

亲子亲密度量表、同伴关系量表、师生关系量表评

估样本的人际关系情况，并进行组间比较。采用二

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人际关系对 NSSI 的独立风险因

素。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分析 NSSI 与人际关系的

关系。 

    结果  76 例患者中 40 例（53%）存在 NSSI 行

为，与不 NSSI 组相比较，伴 NSSI 组在师生关系、

同伴关系及亲子亲密度总分及因子分低于不伴

NSSI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P＜0.05）。Logistic 回归

分析显示同伴接受（OR=0.898，95%CI 0.82%~0.98%，

P=0.20）及同伴恐怖自卑（ OR=1.138， 95%CI 

0.99%~1.3%，P=0.063）是 NSSI 的风险因素。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 NSSI 得分与师生关系满意度、父亲亲

密度及母亲亲密度呈负相关；HAMD 得分与师生关

系冲突性及同伴恐怖自卑呈正相关，与父亲亲密度

呈负相关；NSSI 得分与 HAMA 得分呈正相关。 

    结论  伴 NSSI 的青少年患者可能具有更不佳

的师生、同伴及亲子关系。 

 

 

 

家庭相关因素对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影响 

 

王薇 1 刘忠纯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家庭相关因素对抑郁症患者自杀相

关行为的影响，为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  受访者均为 2019 年 4 月至 2021 年 1 月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门诊患者。经验丰富的

医生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Ⅴ）

第 5 版抑郁症诊断标准诊断抑郁症患者并向他们介

绍了我们的临床研究。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研

究院对患者进行了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

atric Interview (MINI)访谈。患者需要提供一般信息

统计。根据“您过去是否有过与自杀相关的行为？”

问题的回答，将他们分为两组，一组没有自杀相关

行为（SRB）（group-non-SRB），另一组有 SRB（group-

SRB）。根据患者的具体行为，SRB 组可分为三个亚

组，即组-SI、组-SP 和组-SA。然后他们将完成一般

信息问卷和 FAD、EMBU 和 CTQ。符合入选标准

的患者 852 例：男性 204 例，女性 649 例。 

    结果  共有 852 名抑郁症患者参加了这项研

究。 根据 MINI 访谈，将患者分为两组：非 SRB 组

（n = 89）和 SRB 组（n = 763）。 组-SRB 分为三个

亚组，分别是组-SI（n=405）、组-SP（n=211）和组

-SA（n=147）。 抑郁症患者 SRB 发生率为 89.55%，

其中 SA 占 17.25%，SI 发生率为 47.54%，SP 占 

24.77%。SRB 率偏高，提示抑郁症患者的 SRB 应引

起重视，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自杀死亡等严重后果。

文化程度较低、与父母失散、家庭功能严重受损、童

年受过虐待、父母采取冷漠和严重育儿方式的抑郁

症患者发生自杀相关行为的风险较高。在多元回归

模型中，抑郁程度、教育程度和育儿方式是自杀相

关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家庭相关因素影响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相

关行为。因此，应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 

 

 

 

精神科护理安全管理中前馈控制的应用效果 

 

陈恒俊 1 何丽英 1  

1）义乌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在护理管理中实施前馈控制，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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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精神科护理工作中的风险因素，加强风险的评

估与防范措施，降低临床护理风险的系数。 

    方法  对 2015 年发生不良事件的原因进行分

析，并将收治的 75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收集精神科

室的护理缺陷和安全隐患。2016 年 1 月起，医院精

神科成立护理安全管理小组，对护理安全质量进行

前馈控制，制定一系列的护理安全措施，完善护理

管理制度，将收治的 75 例患者设为观察组。比较两

组患者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显著降低（P<0.05）。 

    结论  前馈控制作为一种事前预防的科学管理

模式，通过成立精神科前馈控制小组；提高护理人

员安全意识和专业素质，对科室内全部护理人员进

行前馈控制的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风

险意识；健全护理安全制度体系，成立 3 级护理安

全管理网，加强日常护理的指导和安全检查工作；

改善病区安全设施建设，加强病区防护病床，安全

扶手的建设，对病房的窗、门、锁等安全设施定期进

行维修与检查，医疗仪器和常备药品每天检查核对，

配备齐全；加强重点环节监控，做好新入院患者的

风险评估和控制，有自杀、暴力、逃跑倾向的患者进

行严密看护，确保患者的活动在可控范围内。对护

理工作中潜在的护理风险预先评估、分析，采取针

对性的措施，从根源上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从被

动处理转变为积极预防，未雨绸缪，对各种突发状

况做到有备无患，护理风险管理更加科学、全面，有

效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了护理安全。 

 

 

 

2016 年至 2020 年昆明市精神病院住院医嘱

模式分析 

 

高敏 1  

1）昆明市精神病院 

 

    目的  精神科临床药师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长

期住院患者的用药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总结经

验从而为更加规范的精神科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16 年-2020 年连续住院时长超过 2

年的 667 名患者的精神疾病诊断、治疗药品、住院

年限、人口学及病史资料、实验室检查数据等数据

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  ①共纳入 667 例患者，调查结果显示，

导致患者被遗弃或出走后被动成为无家可归的三无

精神病患者最常见的病种可能为精神分裂症及相关

谱系障碍（80。06%）、精神发育迟滞（19.94%）。②

患者精神类药物处方频率前 5 位依次为喹硫平 625

例（33.95%）、利培酮 485 例（26.34%）、阿立哌唑

413 例（22.43%）、齐拉西酮 164 例（8.9%）、奋乃

静 154 例（8.37%）。③青壮年（19~50 岁）组使用喹

硫平、阿立哌唑的频率高于中老年（≥51）组（P<0.05）；

中老年（≥51）组使用利培酮、齐拉西酮和奋乃静的

频率高于青壮年（19~50 岁）组（P<0.05）。男性患

者使用利培酮、阿立哌唑的频率高于女性患者

（P<0.05）；女性患者使用喹硫平、齐拉西酮和奋乃

静的频率高于男性患者（P<0.05）。④单一使用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的患者有 173 例（25.94%），采用两药

联合治疗 249 例（37.33%），三药联合治疗 50 例

（7.5%），四药联合治疗 15 例（2.25%），5 药联合

治疗 7 例（1.05）。与主要抗精神病治疗药物合并使

用的药物主要为脑功能改善药、其他抗精神病药、

心境稳定剂和镇静催眠药。 ⑤在我院上报的 ADR

中，男性发生率（56.38％）高于女性（43.62％）； 

ADR 累及器官/系统以循坏系统方面的损害最为常

见，有 102 例，占 26.02％；不同治疗方案在引起心

电图异常和肝功能异常方面的不良反应之间存在差

异（P＜0.05）;含喹硫平的治疗方案与含利培酮的治

疗方案在引起心电图异常和肝功能异常方面的不良

反应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1.我院长期住院患者涉及的病种主要是

精神分裂症及相关谱系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2.第 2

代抗精神病药物已经成为抗精神病治疗的一线用药，

我院住院患者的治疗以两药联合治疗为主，但联合

用药符合精神障碍患者实际病情特点；3.ADR 的发

生于治疗方案合选择的药品数量密切相关，临床药

师应主动参与到 ADR 的监测工作中去，与临床配

合，优化治疗方案，减少 ADR 

 

 

 

规范化培训护士职业倦怠与焦虑和抑郁的现

状调查 

 

赵萌 1 向淼 1 王璐瑶 1 周波 1,2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

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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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身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了解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护士

工作压力与心身健康状况，分析影响规培护士焦虑

和抑郁的相关因素，为制定规培护士心理问题防治

提供对策依据。 

    方法  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与四川省精

神医学中心联合，对成都市三甲医院规培护士群体

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以问卷星为工具，采用自

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规培护士的基本资料，采用

职业倦怠问卷对规培护士的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

低成就感三个维度进行测评，采用广泛性焦虑自评

量表（GAD-7）和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评估焦

虑和抑郁状态。使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的统计方

法。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220 份。职业倦怠总分平

均分为（46.61±13.11），其中情绪衰竭平均分为

（18.18±6.62），去个性化平均分为（12.01±5.92），

低成就感平均分为（16.42±4.61）。GAD-7 平均分为

（7.13±4.54），PHQ-9 平均分为（8.05±5.47）。检出

轻度焦虑99例（45.00%）、中度焦虑43例（19.55%）、

重度焦虑 14 例（6.36%），检出轻度抑郁 84 例

（38.18%）、中度抑郁 40 例（18.18%）、中重度抑郁

24 例（10.91%）、重度抑郁 6 例（2.73%）。职业倦

怠与焦虑成强正相关（r=0.647），其中情绪衰竭维度

（r=0.679）、去个性化维度（r=0.610）与焦虑成强正

相关，低成就感维度（r=0.083）与焦虑成极弱相关。

职业倦怠与抑郁成强正相关（r=0.641），其中情绪衰

竭维度（r=0.651）、去个性化维度（r=0.605）与抑郁

成强正相关，低成就感维度（r=0.110）与抑郁极弱

相关。焦虑和抑郁成强正相关（r=0.795）。 

    结论  规培护士由于工作压力大，职业倦怠现

象较突出，并且职业倦怠与焦虑和抑郁显著相关。

因此，医院和有关部门应多关心规培护士的心理状

况，保证规培护士的正常休息时间，提高他们对工

作的成就感和快乐感。 

 

 

 

Chronic Pain and The Risk of Dementia and 

Cognitive Declin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林清秀 1 魏雅槟 2 刘佳佳 1  

1）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2）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Objec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onic 

pain and dementia risk/cognitive decline is still unclear. 

Our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onic pain and dementia/cognitive decline and its as-

sociated factors.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CNKI, PubMed, Web 

of Science,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and 

PsycINFO for cohort or prospective studies with at least 

1 year of follow-up published until March, 2021. Stud-

ies using dementia/cognitive decline as the primary out-

come indicator and chronic pain as the primary expo-

sure would be included for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of 

chronic pain and dementia/cognitive decline. We pooled 

Risk ratio (R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us-

ing a random-effect generic inverse variance method for 

processing the binary outcomes. We included different 

types of chronic pain, gender, region of residence, mean 

age and follow-up time in the final subgroup analysis to 

explore their impact on dementia/cognitive decline. 

    Results  Of 2807 articles retrieved, 17 studies in-

cluding 663957 samples were eligible for inclusion. In 

all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the cohort followed up for 2-

15 years and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was 53.2%-

87.59%. The primary outcome indicator in all the stud-

ies included was dementia. Types of pain included mi-

graines, headaches, and other pains (included non-can-

cer chronic pain, Osteoarthritis (OA) and Fibromyalgia). 

Study populations mainly came from Asia, the Ameri-

cas and Europe. The final results showed that chronic 

pain at baseline was associated with dementia (RR=1.21; 

95%CI=1.10-1.34; P value=0.000). Both females 

(RR=1.36; CI=1.13-1.64; I2=85.2%; P value=0.000) 

and males (RR=1.24; CI=1.04-1.47; I2=66.3%; P 

value=0.007) suffering from pain had risk of dementia. 

Exposure to migraines (RR=1.36; CI=1.17-1.57; 

I2=84.8%; P value=0.000), and other types of pain 

(RR=1.30; CI=1.19-1.43; I2=73.4%; P value=0.005) 

exposure increased the risk of dementia. People suffer-

ing from pain in Asia regions (RR=1.31; CI=1.20-1.44; 

I2=84.7%; P value=0.000) had higher risk of dementia 

compared with people in the Americas and Europ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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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age of 65 years and older increased the risk of 

chronic pain and dementia (RR=1.22; CI=1.08-1.38; 

I2=75.5%; P value=0.001). Follow-up time was not sig-

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pain and the risk of 

dementia. 

    Conclusion  This meta-analysis confirmed that 

exposure to chronic pain increased the risk of dementia 

in the pop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 types of 

chronic pain and region of residence, mean age and gen-

der affected the risk and progress of dementia in varying 

degrees. Our findings suggest exploring effective man-

agement of chronic pain to prevent dementia and delay 

cognitive decline. 

 

 

 

首次抑郁发作患者童年期虐待与人格特征调

查 

 

刘佳丽 1 周建松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国家精神

心理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疗技术工程实

验室，湖南省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长

沙市人民中路 139 号，410011 

 

    目的  调查首次抑郁发作青年人格特征与儿童

期虐待的特点，比较单双相抑郁障碍的早期特征。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2021 年 1 月于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就诊的首次发作未治疗当前均处于抑

郁状态的单双相情绪障碍青年患者（16-25 岁）。根

据纳入排除标准,及随访时间为（0.5—2 年）以明确

诊断，病例组按既往及随访过程中有无躁狂史分成

单双相情绪障碍 2 个亚组。资料收集包括:《一般资

料调查表》用于一般人口学资料的收集，《贝克抑郁

量表》用于测量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儿童期虐待

问卷（CTQ-SF）》 用来检测被试是否存在童年期虐

待，《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

得分用来分析被测者的人格特征。 

    结果  研究共招募了 188 例首次抑郁发作患者，

均为 16-25 岁的未婚青年，其中 118 例诊断为首发

抑郁障碍，61 例为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9 例为

随访转相患者，57 例健康对照通过社区招募入组。

两两组间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病例组的贝克抑郁

得分和艾森克人格神经质、精神质得分及儿童期虐

待总分与各分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健康组较病例组人格外倾性值显著性高

（P<0.05）。双相患者的艾森克人格外倾性、神经质

以及情感虐待得分均显著高于抑郁患者（P<0.05）。

将外倾性、神经质以及情感虐待纳入病例组两亚组

两组典则判别分析结果显示，得到判别函数：

discriminant=0.62* 情感虐待 +0.59* 人格外倾性

+0.54*人格神经质（P<0.01），说明两组的组重心在

判别函数坐标上有显著性差异，用该判别函数预测

判别有 66.5%的原始观测被判对，交叉验证有 64.5%

的原始观测被判对。控制病例组两亚组的性别、年

龄、受教育年限后将相关因素纳入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抑郁结局为 0，双相结局为 1）结果显示，

儿童期受过情感虐待（OR=2.33，P＜0.05）、人格外

倾性高分（OR=1.17，P＜0.01）、人格神经质高分

（OR=1.38，P＜0.01）可能是在首发抑郁发作青年

中罹患双相情绪障碍的危险因素。 

    结论  首次抑郁发作青年单双相情绪障碍患者

儿童期虐待得分及人格神经质、精神质得分较正常

人高，外倾性得分较正常人低。人格的高外倾性、高

神经质以及儿童期受过情感虐待是首次抑郁发作青

年罹患双相障碍的危险因素。 

 

 

 

基于日记范式的抑郁症患者自发性自传体记

忆特征研究 

 

胡怡蕾 1 贾艳滨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目的  抑郁症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害，尤其是

记忆损伤已成为共识。近年来，自传体记忆作为一

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自

传体记忆指个体对个人过去经历或对事件的回忆，

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过去的研究中， 认知

心理学研究者主要关注自传体记忆的自觉性记忆，

而忽视了另外一种提取方式——自发性记忆。既往

临床心理学家一直认为自发性记忆是精神障碍患者

在记忆提取中的异常表现，因此对自发性记忆研究

一直集中在负性自发性记忆，即闯 入性记忆，而忽

略其他效价的自发性记忆。迄今为止，针对抑郁症

患者自发性记忆特性的机制理论仍存在分歧，对抑

郁症患者可能存在的异常自发性记忆特性尚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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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阶段。因此全面理解抑郁症患者自发性记忆的

异常特性，有利于精准了解自发性记忆异常指标的

发生发展，或可为抑郁症诊断与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研究以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 

DSM-5 诊断标准纳入 35 名抑郁症患 者，33 名正

常对照。采用贝克抑郁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杨氏躁狂量表评估被试情绪状态，

应用三步结构化日记方法记录被试的自发 性记忆

和自觉性记忆，通过两两比较帮助解决自发性记忆

两大机制理论争议；并找到抑郁症患者在不同效价

自发性记忆中的异常特性。 

    结果  （1）在记忆效价维度上，消极、积极效

价记忆中抑郁分组主效应显著(p < 0.05)，记忆类型

主效应不显著(p > 0.05)。中性效价记忆中抑郁分组

和记忆类型主效应均不显著。 （2）在记忆的反应维

度上，记忆类型在消极情绪反应、身体反应上主效

应 显著(p < 0.05)。抑郁分组在消极情绪反应、积极

情绪反应和身体反应维度上主效 应显著(p < 0.05)。

记忆类型和抑郁分组在消极情绪反应上交互作用显

著(p < 0.05)，而在积极情绪反应和身体反应维度上

无交互作用(p > 0.05)。 （3）在记忆的其他特性上，

记忆类型在具体性上主效应显著(p < 0.05)，而 在记

忆生动性、年龄、频率、视角、重要。（4）抑郁组在

消极、中性效价自发性记忆的情绪反应、情绪调节

策略等特 性上与正常对照有显著差异，在积极的自

发性记忆与正常对照没有差异。 

    结论  （1）研究支持自发性记忆属于一般记忆

机制系统。 （2）抑郁症患者在消极和中性自发性记

忆上存在强烈负面情绪反应、身体反应等多项异常

指标，可为临床诊疗提供重要依据。 

 

 

 

强迫症患者认知心理特征与磁共振氢质子波

谱研究 

 

宋子衿 1  

1）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目的  (1)通过人格量表、智力测验对强迫症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患者、抑郁症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等进行研究，

以期发现其在人格、 智力方面的特征，同时探究强

迫症患者等中各类人格障碍倾向的阳性率，从而为

强 迫症患者的早期识别、临床诊断、治疗及预后等

供帮助。 

    (2)通过规范统一的认知功能测试来全面评估首

诊 OCD 患者、正常对照(Health Control，HC)的认

知功能特征，并结合脑影像学技术探究首诊 OCD 

患者的脑神经生 化代谢特征，从而进一步探讨其认

知功能情况与脑神经生化代谢的关系，为强迫症 认

知功能损伤的病理机制 

    方法  (1)在研究一中，采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

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艾森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

naire，EPQ)、人格诊 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PDQ-4+)评估 OCD、MDD 患者

及 HC 的人格特征，瑞文标准推理测验(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ces，SPM)评估智力特征， 将所得

结果进行组间比较，观察其人格、智力特征; 

    (2)在研究二中，通过使用认知功能成套测验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 MCCB)来

对首诊 OCD 患者的信息处理速度等 7 个领域的

认知功能进行测 量，将各项结果与正常对照组进行

比较，进而观察 OCD 患者与 HC 的差异; 

    (3)在研究二中，OCD 患者及 HC 被进行磁共

振氢质子波谱成像(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

troscopy , 1H-MRS)扫。其扣带回、额叶白质、壳

核、丘脑、小脑的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cetylaspar-

tate, NAA) 、胆碱复合物(Choline-containing Com-

pounds, Cho)、肌酸(Creatine, Cr)共 3 种代谢物的含

量通过该影像扫得出。 通过对这些代谢物进行组

间差异比较，我们可以得知 OCD 患者在这些脑区

的神经生 化代谢情况。 

 

 

 

初诊为精神障碍的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诊疗

分析 

 

蔡占魁 1 陈方斌 1  

1）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精神科 

 

    目的  总结以精神异常为前期典型表现并入住

精神科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特点及诊疗措施。 

    方法  选取我院精神科收治并最终确诊为自身

免疫性脑炎的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5 例患者中 4 例存在应激心理因素，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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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发热、呕吐等前驱症状。所有患者均出现快速

进展的精神行为异常、认知障碍，另有 FBDS、中枢

性低通气、癫痫发作、不自主运动等症状。4 例头颅

MRI 检查示异常病灶，位于大脑皮质、丘脑、颞叶、

岛叶等部位。2 例患者脑电图异常，为双侧短程中幅

θ 波。3 例患者抗 NMDAR 抗体阳性、1 例抗 LGI1

抗体阳性、1 例抗 GABABR 抗体阳性。 

    结论  该组 5例患者中 4例存在应激心理因素，

且应激事件与精神症状的出现似存在时间线上的联

系，应激或是应激出现的情绪变化为自身免疫性脑

炎的促发因素，尚无相关文献证实。早期应激心理

因素亦是导致精神科医生诊断思维较为局限的因素

之一。 

    自身免疫性脑炎可出现精神异常、癫痫发作、

认知功能下降、意识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及不

自主运动等多种症状，且症状多为渐次性出现。自

身免疫性脑炎所出现的精神症状，国内同道多有研

究，精神症状较为丰富，症状不典型，且多变，易于

进展。对抗精神病药物反应性差亦是精神症状特点

之一。 

    癫痫发作、认知功能下降、意识障碍、自主神经

功能障碍及不自主运动等症状对器质性疾病有提示

作用，称之为警示症状。警示症状与精神症状可同

时出现，或稍晚出现。精神科临床医生应及时捕捉

到这些线索，不能因循守旧地考虑为精神病性症状

或药物所引起，需考虑到初始诊断方向是否有误，

是否为器质性疾病的可能性。 

    自身免疫性脑炎各项检查缺乏特异性，但通过

这些检查可提示我们器质性精神障碍的可能性，结

合所出现的警示症状，可进行针对性的进一步检查。 

    AE 虽然临床表现严重，但总体预后良好，研究

表明及早予针对性免疫治疗有利于患者的预后，因

此尽早识别非常重要。Graus 提出的自身免疫性脑炎

临床诊断标准及排除标准,将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

断分为 3 级，可能、拟诊和确诊，前两者不依赖于

自身抗体检测结果，而确诊一般需要抗体检测为阳

性。临床中我们可以借鉴此标准，如临床中出现症

状、体征、辅助检查结果符合自身免疫性脑炎“可能

标准”时，那么我们要及时启动抗体检测或给予经验

性治疗。 

 

 

 

铜离子对抑郁症认知功能的作用研究 

 

刘炫君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抑郁症存在病程慢性化的特点，随着抑

郁发作次数的增加，认知功能障碍亦会加快进展。

本研究通过检测抑郁症患者和正常健康对照者的认

知功能及血清中金属离子的水平，比较抑郁症患者

受损的认知领域和血清中金属离子水平的不同，分

析抑郁症患者金属离子水平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探讨金属离子对抑郁症认知功能的影响作用。 

    方法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

pression Scale，HAMD）-24 项评估 20 例抑郁症患

者和 20 例正常健康对照者的抑郁程度；采用蒙特利

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

量表评估两组对象的认知功能；采用络合比色法检

测两组对象血清中铜、镁、钙、铁离子的水平；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抑郁症患者与正常对照者比较认知功

能，抑郁症患者 MoCA 总分（24.95±1.43 分）低于

正常对照者（29.05±0.68 分），MoCA 记忆力因子评

分（2.50±1.05 分）低于正常对照者（4.75±0.44 分），

MoCA 注意力因子评分（4.55±0.88 分）低于正常对

照者（5.80±0.41 分），其他认知领域分数未见显著性

差异。 

    2、抑郁症患者与正常对照者比较血清中金属离

子 水 平 ， 抑 郁 症 患 者 血 清 中 铜 离 子 水 平

（ 14.46±2.45umol/L ） 高 于 正 常 对 照 者

（ 11.79±1.21umol/L ）， 血 清 中 镁 离 子 水 平

（ 0.91±0.09mmol/L ） 低 于 正 常 对 照 者

（ 1.14±0.07mmol/L ）， 血 清 中 钙 离 子 水 平

（ 2.28±0.10mmol/L ） 低 于 正 常 对 照 者

（2.42±0.10mmol/L），血清中铁离子水平未见显著

性差异。 

    3、抑郁症患者血清中铜离子水平与 HAMD-24

项评分存在正相关（R=0.405），铜离子水平与记忆

力分数存在负相关（R= -0.427），未发现铜离子水平

与注意力分数的显著性相关，未发现镁离子水平、

钙离子水平与记忆力分数、注意力分数的显著性相

关。 

    结论  1、抑郁症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主要

表现为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 

    2、血清中铜离子水平升高与抑郁症患者记忆力

下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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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改良约束衣的设计及临床应用研究 

 

周永梅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改良的新型约束衣在临床的应用效

果，了解新改良的约束衣在临床中使用的实际效果。 

    方法  于 2017-2020 年间，使用便利抽样的方

法，对某三甲专科医院内 186 名曾被新型约束衣约

束的患者和 66 名曾使用新型约束衣的工作人员进

行调查，了解新型约束衣的使用效果、不良事件发

生率及，患者和使用者的满意度。 

    结果  患者约束期间，约束衣无松脱、损坏。患

者穿戴约束衣后发生的不良事件为：血液循环障碍

（2.15%）、肢体肿胀（0.53%）、皮肤擦伤率（1.61%）、

约束后被其他患者攻击（0.53%）。满意度调查中，

96.2%的患者对约束衣总体满意，95.7%的患者能接

受约束衣，94.6%的人认为穿着舒适。对工作人员调

查显示，92.4%的人对约束衣总体满意，98.5%的人

认为约束衣实用，95.5%的人对其功能满意，83.3%

的人认为约束衣的操作便捷。 

    结论  新型约束衣的功能性和舒适性较好、不

良事件发生率低，患者和工作人员总体满意，但其

操作便捷性仍有提升空间。 

 

 

 

以精神症状为首发的抗 NMDAR 脑炎患者症

状管理的系统评价再评价 

 

陈宝玉 1 王乾贝 2 关鸿志 2 范思远 2 王涌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通过将以精神症状为首发的抗 NMDAR

脑炎患者症状管理相关系统评价进行再评价，为我

国该类患者的症状管理提供证据支持。 

方法 采用系统评价再评价的方法，对现有的以

精神症状为首发的抗 NMDAR 脑炎患者症状管理的

系统评价进行再评价。 

结果 共纳入 11 份相关系统评价，研究数量

1297 项，样本量 3853 人。症状管理内容主要涉及精

神症状、癫痫发作、认知障碍、运动障碍、言语障

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睡眠障碍七大症状，对上述

症状的管理根据症状管理理论从评估-干预-预后进

行证据汇总，总结出 23 条证据。其中对于首发的精

神症状的管理建议全面寻找原因，首选非药物干预

措施；采用量表客观评估精神行为症状，评估时要

对患者和知情者同时进行询问，识别患者是否存在

走失、自杀、自伤、暴力攻击的风险；尽量减少保护

性约束或隔离措施应用，建议由受过精神科培训的

专业人员实施；为保证患者安全，及时启动药物干

预，缓解该类患者的精神症状。 

结论 本系统评价再评价严格遵循循证步骤总

结了现有的证据资源，可为临床以精神症状为首发

的抗 NMDAR 脑炎患者的症状管理提供循证支持，

提高医疗护理质量及促进患者康复，但受纳入研究

的数量及质量限制，仍需大样本、高质量的研究进

一步探讨相关结论。 

 

 

 

Antibody-LGI 1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Manifesting As Rapidly Progressive Dementia 

and Hyponatremia: A Case Report and Liter-

ature Review 

 

Junliang Yuan1, Xuanting Li2, Wenli Hu2  

1）Department of Neurology, 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eijing Chaoyang Hospi-

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nti leucine-rich glioma inactivated 1 

(LGI1) encephalitis is a rare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E), characterized by acute or subacute cognitive im-

pairment, faciobrachial dystonic seizures, psychiatric 

disturbances and hyponatremia. Antibody-LGI 1 auto-

immune encephalitis (anti-LGI1 AE) has increasingly 

been recognized as a primary autoimmune disorder with 

favorable prognosis and response to treatment. 

    Methods  Herein, we reported a male patient pre-

senting as rapidly progressive dementia and hypo-

natremia. 

    Results  He had antibodies targeting LGI1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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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serum, which demon-

strated the diagnosis of typical anti-LGI1 AE. The 

scores of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and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were 19/30 and 15/30, respec-

tively. Crani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indicated hy-

perintensities in bilateral hippocampus. The findings of 

brain arterial spin labeling and Fluorine-18-fluorodeox-

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howed no ab-

normal perfusion/metabolism. After the combined treat-

ment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and glucocorti-

coid, the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d obvi-

ously. 

    Conclusion  This case raises the awareness that a 

rapid progressive dementia with predominant memory 

deficits could be induced by immunoreactions against 

LGI1. The better recognition will be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essential treatment, even a better 

prognosis. 

 

 

 

The Structural Basis for Interhemispher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Evidence From In-

dividuals with Agenesis of The Corpus Callo-

sum 

 

Junliang Yuan1,2,3, Xiaopeng Song1, Fei Du1, Dost On-

gur1  

1）McLean Imaging Center, McLean Hospital, 02478, 

United States;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 

02115, United States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eijing Chaoyang Hospi-

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0, China 

3）Department of Neurology, National Clinical Re-

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Beijing 100191, China. 

 

    Objective  Agenesis of the corpus callosum 

(AgCC) is a rare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characterized 

by partial or complete absence of the corpus callosum 

(CC). The effects of AgCC on cerebral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networks are not clear. We aimed to utilize 

AgCC as a model to characteriz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Methods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nd resting-

state fMRI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nine AgCC and ten 

healthy subjects. The interhemispheric functional con-

nectivity (FC) was quantified using a voxel-mirrored-

homotopic-connectivity (VMHC) method, and its cor-

relation with the number (FN) an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of the fibers crossing the CC was calculated. 

Graph-based network analyses of structural and func-

tional topologic propertie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AgCC subjects showed markedly re-

duced VMHC compared to controls. VMHC was signif-

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FN and FA of the fibers cross-

ing the CC. Structural network analyses revealed im-

paired global properties, but intact local properties in 

AgCC compared to controls. Functional network anal-

ys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etwork prop-

erties between the groups. Finally, in both groups, brain 

areas with more fiber connections were more likely to 

build a positive FC with each other, while areas with de-

creased white matter connections were more likely to 

result in negative FC. 

    Conclusion  Our observations demonstrate that 

interhemispheric FC is highly dependent on CC struc-

ture. Increased alternative intrahemispheric SC might 

be a compensatory mechanism in AgCC that helps to 

maintain normal global brain function. Our study pro-

vides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neurological patho-

physiology of brain malformations, thereby helping to 

elucidate the structure-function relationship of normal 

human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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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研究协作组 

 

团体治疗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作用 

 

庞礼娟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团体治疗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治疗中

的作用 

    方法  选取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医学

科就诊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100 例（病例组），募

集健康志愿者 50 例（健康对照组）。将病例组随机

分为两组，一组单独给予利培酮治疗（病例对照组），

另一组给予利培酮联合团体治疗（联合治疗组）。首

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为期 12 周的随访，在基线和

治疗 12 周时分别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和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试（MCCB）评定精神

症状和认知功能，健康对照组在基线评定认知功能。 

    结果  基线时，健康对照组在认知功能各个领

域得分均显著高于病例组对照组和联合治疗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病例对照组和联合

治疗组两组间相比较，PANSS 量表评分、认知功能

各领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

12 周后，PANSS 评分方面，病例对照组和联合治疗

组两组的 PANSS 量表各项评分均明显低于基线，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病例对照组相比较，

联合治疗组的阴性症状分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12 周后，认知功能各领域得分方

面，病例对照组和联合治疗组两组在认知功能各领

域得分均显著低于基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相比较，联合治疗组认知功能各领

域得分低于病例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团体治疗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

病性症状和认知功能均有一定辅助改善作用，尤其

对阴性症状改善明显。 

 

 

 

乳腺癌患者心身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丁凯景 1 周国岭 1 丁雨钦 2 何向明 2 杨红健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了解乳腺癌患者的心身健康状态，比较

乳腺癌患者和其他恶性肿瘤患者心身症状的差异，

探讨对于乳腺癌患者心身症状的影响因素。 

    方法  使用患者健康问卷（PHQ-9）、广泛性焦

虑量表（GAD-7）、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

（QLQ-C30）以及一般情况自编调查表，对接受治

疗后的 185 例乳腺癌患者及 160 例其他恶性肿瘤患

者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在 185 例乳腺癌患者组内，约 75.14%的

乳腺癌患者存在抑郁症状，约 67.6%的乳腺癌患者

存在焦虑症状，受教育年限越短，乳腺癌患者的抑

郁症状越显著（P＜0.05）。在与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

比较中，乳腺癌患者组较其他恶性肿瘤患者组表现

出更显著的抑郁症状（P＜0.05），而在焦虑症状、生

命质量评价的领域则未显示出两组间的显著差异（P

＞0.05）。在接受手术治疗的 140 例乳腺癌患者中，

乳房重建与成形术后的患者有更高的生命质量（P＜

0.05），尤其是在角色、情绪、社会功能上差异更为

显著（P＜0.01）。合并两组疾病的患者数据后发现，

60.9%的患者存在轻度以上抑郁症状；受教育年限越

短，抑郁症状越显著（P＜0.05），而患者的性别、经

济收入、婚育情况、患病年限则与心身症状无显著

关联（P＞0.05）。 

    结论  乳腺癌患者常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且

较其他恶性肿瘤患者显示出更明显的抑郁症状；乳

房重建与成形术有助于接受手术治疗的乳腺癌患者

恢复生命质量；受教育年限较短可能是恶性肿瘤患

者罹患抑郁障碍的高危因素。 

 

 

 

利培酮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的不同症状轨迹

变化 

 

黑钢瑞 1 王伟岩 2 吴仁容 2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本研究调查了利培酮治疗首发急性期精

神分裂症患者 24 周内的症状变化过程，目的是确定

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不同症状变化轨迹，并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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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预测不同轨迹类别成员的变量。 

    方法  研究招募了 172 例使用抗精神病药利培

酮单药治疗的首发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基线

进行 PANSS 量表评估，在 6 周、12 周和 24 周进行

随访。最终有 132 例至少完成 2 次随访的被试纳入

分析。使用Mplus 8.3进行潜增长曲线模型（LGCM）

和增长混合模型（GMM）分析。LGCM 分析用于刻

画全体被试的 PANSS 轨迹，以及个体水平上是否存

在差异；如果个体水平上存在差异，则使用 GMM 分

析来确定变化轨迹相似的亚组（选择 1~5 个类别分

别进行建模）。最后，在 SPSS 中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

析，来探索能够预测不同类型变化轨迹的人口学变

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基线时的临床变量

（病程、是否吸烟、利培酮剂量、CDSS 及 MCCB

认知测验的 8 个维度）。 

    结果  线性 LGCM 分析的拟合指数为 χ2 7(3) = 

9.734 (P= 0.021), TLI = 0.906, CFI = 0.953, AIC = 

4053.123, BIC = 4048.834, RMSEA = 0.130 (P > 0.05)，

表示模型拟合可接受。截距因子和斜率因子的方差

估计分别为 234.668 (P< 0.001)和 137.837 (P<0.001)，

说明个体在初始水平和增长速度上均存在显著个体

差异。进一步进行 GMM 分析，通过多个拟合指标

的比较，选择 2 个类别的模型为最佳模型。2 个类别

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为 Loglikelihood = -2003.411, 

AIC = 4034.822, BIC = 4075.181, aBIC = 4030.899, p 

(LMR) = 0.0179, p (BLRT) < 0.0001。第一类初始水

平低，随时间下降速度快（斜率约为第二类的两倍），

占比 87%；第二类症状初始水平高，随时间下降速

度慢，占比 13%。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病程更久

和利培酮剂量更高的患者倾向于归为第二个变化轨

迹类别，其他人口学和临床变量无法预测不同类型

变化轨迹。 

    结论  利培酮治疗首发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症状变化轨迹是异质的。两种异质的变化轨迹被

识别，某些初始治疗时期的临床变量可以预测患者

的变化轨迹类别归属。 

 

 

 

肠道菌群在首发精神分裂症糖脂代谢中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 

 

李雪 1 袁秀霞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存在糖

脂代谢异常既往研究存在争议，且抗精神病药物治

疗后的代谢不良反应严重影响了患者治疗依从性。

本研究探索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前后糖脂代谢

指标水平及变化，并结合肠道菌群指标了解肠道菌

群紊乱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变化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病例

组）78 例和健康对照者（对照者）63 例。患者单一

应用利培酮治疗。采用 16S 核糖体 RNA 基因高通

量测序技术检测肠道菌群的水平，LC-MS 方法检测

外周血代谢组学，应用全自动生化仪测定检测血清

血糖、血清胆固醇（TCHO）、甘油三酯（TG）、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水平。所有数据均用 SPSS24.0 以及 R4.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病例组基线肠道菌群 α 多样性的水平低

于对照组，β 多样性的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01），两组间 10 个科的菌群丰度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05）。病例组治疗后 β 多样性显著降低（p 

<0.001），Christensenellaceae 菌的丰度和 Prevotel-

laceae 菌的丰度降低，Enterobacteriaceae 菌的丰度和

Lachnospiraceae 菌的丰度升高（p <0.05）。代谢组学

结果提示，病例组基线与对照组比较发现 33 种差异

代谢物。病例组治疗前、后发现 39 种差异代谢物。

病例组基线与对照组相比，血清葡萄糖水平明显增

高（p=0.019）。病例组治疗后血清葡萄糖水平、TG、

TCHO、HDL-C、LDL-C 以及 BMI 水平与治疗前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治疗前后, 

TG 水平的变化与 Enterobacteriaceae 菌的变化及

Proteobacteria 菌的变化呈正相关，与 Christensenel-

laceae 菌的变化呈负相关；Christensenellaceae 菌的

变化与 BMI 的变化比率呈负相关。病例组基线

Enterobacteriaceae 菌与治疗 24 周的 TG 变化、硬脂

酸变化显著相关（p <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就存在糖脂代谢

异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加重了糖脂代谢紊乱。

精神分裂症患者肠道菌群的变化与糖脂代谢异常密

切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基线 Enterobacteriaceae 菌

可为早期预测治疗后糖脂代谢水平的生物学指标提

供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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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攻击行为的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甲

状腺功能及其认知特点 

 

仇玉莹 1 李美娟 1 蒋长勇 1 李洁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探讨伴有攻击行为的男性首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甲状腺水平及认知功能特点。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1 月至 2019 年 8 月于天津

市安定医院门诊或住院的男性患者，符合美国精神

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DSM）精神分裂症诊断

标准，首次系统治疗，既往未服用过任何抗精神病

药物，或者发病后未接受过系统药物治疗(入组前接

受过抗精神病药累计不超过 4 周)，且参加研究前连

续使用抗精神病药药物不超过 2 周；共纳入 87 例，

根据住院风险评估量表分为攻击组（N=36）和对照

组（N=51）。采用中文版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

验共识版(MCCB)评估认知功能，阳性和阴性症状量

表(PANSS)评定临床症状，收集血样标本，由我院检

验科测定患者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总甲状腺素、

促甲状腺素水平。应用 SPSS 23.0 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教育程度方面

均无统计学差异。伴有攻击行为组总三碘甲状腺原

氨酸（TT3）水平、PANSS 五维症状中的兴奋敌对

因子分数高于不伴攻击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不伴攻击组相比，伴有攻击行为的男性

患者在处理速度、注意/警觉、社会认知维度评分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推理及问题解决、

工作记忆、言语学习记忆、视觉学习记忆维度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伴有攻击行为的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者 T3 水平高于不伴攻击行为组，且认知功能损害较

不伴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更严重，其以处理

速度、注意/警觉、社会认知方面更为明显。 

    [课题名称: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基 因 组 学 及 药 物 表 观 组 学 研 究 ( 基 金 号 ：  

17ZXMFSY00070)] 

 

 

 

整合分析发现 TYW5 为精神分裂症新重要

风险基因 

 

张程程 1 李涛 1,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 (SCZ) 是一种复杂的遗传

异质性疾病，遗传率高达 80%。尽管全基因组关联

研究 (GWAS) 已成功报告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风

险位点，但识别致病基因的风险位点并阐明它们在

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仍然是重大挑战。本研究旨

在识别与人类大脑中基因表达相关的风险变异及其

表达变化 SCZ 易感性基因。 

    方法  采用贝叶斯统计框架 (Sherlock)，系统

地整合了来自大规模 SCZ GWAS（N = 58,140）和

大脑表达数量性状的遗传关联基因座 (eQTL) 数据 

(N = 175)。此外，收集了 86 名首发未服用抗精神

病药的 SCZ 患者和 152 名健康对照结构 MRI 和

GWAS 数据。 

    结果  脑 eQTL 数据的 sherlock 综合分析表明 

SCZ 与 TYW5 显着相关（p = 1. 83 × 10-8）。通过

比较 TYW5 在 SCZ 和对照的尸脑 DLPFC 和 iPSC

神经元的表达水平，发现 SCZ TYW5 呈现显著上调。 

rs203772 的风险等位基因预测前额叶皮层中TYW5 

mRNA 的转录水平较高。进一步基于全脑体素分析， 

rs203772 基因型和诊断的相互作用影响首发 SCZ

右侧额中回和左侧楔前叶的脑灰质形态学改变。 

    结论  我们证实 TYW5 是 SCZ 的风险基因，

我们的结果为更好地理解涉及 TYW5 潜在 SCZ 

风险的遗传机制提供了有用见解。 

 

 

 

神经肽催产素靶向递药系统对合成毒品成瘾

的治疗作用及其神经生物学机制 

 

朱维莉 1 丁增波 1 武潇 1 李素霞 1 陆林 2  

1）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内源性神经肽催产素是由下丘脑室旁核

和视上核合成并在垂体后叶释放的亲社会性激素。

外周催产素主要起到促进生产和分泌乳汁的作用。

与外周的催产素相比，中枢催产素的作用则更为复

杂。中枢催产素与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相互作用，

促进社会行为以及其他奖赏行为的发生，也影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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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渴求和强迫性觅药行为，并最终导致复吸。

作用于催产素及其受体的药物有望成为改善戒断反

应、减少渴求行为的一种新的药物疗法。然而，外源

性催产素的中枢神经系统渗透性很差，只有少部分

药物能够通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发挥作用，这严重

限制了催产素在吸毒人群中的广泛应用。因此，急

需开发能够增强催产素进入脑内的新制剂。 

    方法  利用纳米技术构建了催产素脂质体脑靶

向智能递药系统(PGP-OTL)，分别开展了 PGP-OTL

治疗氯胺酮和甲基苯丙胺成瘾戒断症状的研究。 在

建立的小鼠氯胺酮成瘾戒断模型中，戒断第 3 天和

第 10 天分别进行戒断症状检测，包括自发活动能力、

社交行为、认知功能、焦虑行为和抑郁行为。在小鼠

甲基苯丙胺成瘾模型中，以 5mg/kg 的剂量连续给予

10 天甲基苯丙胺腹腔注射建立成瘾模型，然后进入

自然戒断阶段，分别在急性戒断期、亚慢性戒断期

和长期戒断期分别进行行为学测试，以观察不同戒

断时期是否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性戒断症状。 在甲基

苯丙胺长期戒断模型中，从戒断的第 1 天开始给予

PGP-OTL，戒断 30 天后进行行为学评价。 

    结果  PGP-OTL 改善氯胺酮戒断引起的社交

行为、认知功能异常，并减少抑郁和焦虑行为，并且

作用优于非靶向递药系统 ；PGP-OTL 下调氯胺酮

急性戒断引起的应激激素和炎症因子 IL-6 水平；

PGP-OTL 改善氯胺酮的戒断症状是通过中枢催产

素受体发挥作用。在甲基苯丙胺长期戒断模型中，

随着戒断时间增长，戒断症状更加严重，从戒断的

第 1 天开始给予 PGP-OTL，可明显降低甲基苯丙胺

戒断引起的焦虑、抑郁、绝望、快感缺失、认知功能

下降和社会交往行为障碍等行为。 

    结论  行为学结果表明催产素靶向递药系统可

明显提高外源性催产素的中枢透过率，并且降低合

成毒品氯胺酮和甲基苯丙胺的戒断症状，表明作用

于特定脑区催产素及其受体的药物有望成为改善合

成毒品成瘾戒断反应、减少渴求行为的一种新的药

物疗法。 

 

 

 

Increased Plasma Level of Longevity Protein 

Klotho As A Potential Indicator of Cognitive 

Function Preserva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

ophrenia 

 

Jian-Wen Xiong1, Jin-Qiong Zhan1, Tao Luo1, Qi-Gen 

Wan1, Yuan-Jian Yang1, Bo Wei1  

1）Jiangxi Mental Hospital/Affiliated Mental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Cognitive impairments are a core fea-

ture of schizophrenia. Klotho is an anti-aging protein 

with demonstrated cognitive-enhancing effects on the 

brai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plasma klotho betwee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healthy control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lotho leve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40 gender- and age-matched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recruit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psychopathology of pa-

tients. A neuropsychological battery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rticipants. Plasma 

klotho was measured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

sorbent assay. 

    Results  We show tha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performed worse in the neurocognitive tests than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levels of plasma klotho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han in 

healthy controls (p < 0.001). In patients, plasma klotho 

level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with regard to attention (p = 0.010), working memory 

(p < 0.001), verbal memory (p = 0.044), executive func-

tion (p < 0.001), and composite cognitive score (p < 

0.001). Stepwis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executive function had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plasma klotho levels (β = 0.896, t = 8.290, p < 0.001). 

    Conclusion  Collectively,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nti-aging protein klotho may be implicat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schizophrenia, and increased klotho 

may act as a compensatory factor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a.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klotho and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klotho modulates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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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Adjunctive Berberine Treat-

ment on Negative Symptoms and Inflamma-

tory Marke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Meijuan Li1, Yuying Qiu1, Yonghui Zhang1, Ying Liu1, 

Yongping Zhao1, Qiong Jia1, Jie Li1  

1）Laboratory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Tianjin Anding Hospital 

 

    Obiective  The upregulation of immune and in-

flammatory response may play a role in the negativ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Berberine is an effective 

drug with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y, and may be ben-

eficial for the treat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through a random-

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clinical trial. 

    Methods  Eligib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placebo or berberine 

(900mg/day) for 8 weeks as adjunctive treatment to sin-

gle atypical antipsychotic drug. The Positive and Nega-

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was used to evaluate 

clinical symptoms at 3 time points (baseline, 4th and 8th 

week).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the above 3 

time points to determine the concentrations of inflam-

matory markers including interleukin-1β (IL-1β), inter-

leukin-6 (IL-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C 

reactive protein (CRP). 

    Results  59 patients with intention-to-treat were 

analyzed, 32 in the berberine group and 27 in the pla-

cebo group. From the baseline to the 8th week, berber-

ine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negative symp-

tom subscale of PANSS (F=18.962;p<0.001). From the 

baseline to the 8th week, the plasma CRP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in the berberine group, while increased in the 

placebo group (F=5.373;p=0.024). Furthermore, in the 

berberine group, the change of CRP concent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 of 

PANSS negative symptom subscale within 8 weeks 

(r=0.56;p=0.00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ev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s>0.05).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berberine 

treatment is well tolerated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Berberine may improve negative symptoms 

through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Sex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lactin Concentration and Psychopathol-

ogy in Drug-naiv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Meijuan Li1, Yonghui Zhang1, Yuying Qiu1, Yongping 

Zhao1, Jie Li1  

1）Laboratory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Tianjin Anding Hospital 

 

Background  Hyperprolactinemia (HPRL) has 

been reported in drug-naïv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DNS). However, few studies focused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prolactin (PRL) concentrations and 

psychopathology and cognition in this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 

DN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Soci-

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PRL were collected from all the patients. HPRL was 

defined as exceeding 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 value. 

Most of the DNS (79 patients) completed the assess-

men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for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s, and the assessment 

of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 (MCCB) for 

cognitive performance.  

Results  66.9% DNS (78cases) had HPRL, in-

cluding 30 of 36 males (83.3%) and 49 of 82 females 

(59.8%). The incidence rate of HPRL was higher in 

male than female patients (χ2=6.285, P=0.012), but the 

PRL concentration was higher in female than male pa-

tients (Z=5.829, P<0.001). There were negative correla-

tions between PRL concentrations and PANSS negative 

factor (r= -.286; p=0.034) in female patients, but not in 

male patients. In female patien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PRL concentration and multiple 

cognitive test scores(Hopkins Verbal Learning Test-Re-

vised; 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 Managing Emotions;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Identical Pairs; all P<0.05) in patients with a nor-

mal range of PRL concentration. However, there w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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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L concentration and 

cognitive score in patients with HPRL (Brife Visuospa-

tial Memory Test-Revised, P=0.015). 

Conclusions  HPRL appeared before the usage of 

antipsychotic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Levels of 

PRL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s and the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female 

DNS. 

    [课题名称: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基 因 组 学 及 药 物 表 观 组 学 研 究 ( 基 金 号 ：  

17ZXMFSY00070)] 

 

 

 

双相情感障碍与重型抑郁障碍血浆补体系统

异常及其与异常皮层厚度的相关性 

 

余华 1 倪培燕 1 李涛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有关重型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

order, MDD）和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

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尚不清楚。累积的研究证据支持

炎症在 BD 和 MDD 的发病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测量补体因子水平，以

探索情绪障碍患者是否存在免疫失调，以及相应的

失调是否可引起情绪障碍患者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异

常。 

    方法  本研究在华西医院门诊和住院部纳入了

BD 患者 52 例，MDD 患者 35 例。从当地社区招募

了正常对照（Healthy control，HC）53 例。我们采用

MILLIPLEX® MAP 的免疫试剂盒测量了 5 种补体

成分，包括补体成分 C1q、C3、C4、B 因子和 H 因

子。同时，采用基于体素和基于顶点的方法分别比

较了 BD 患者组、MDD 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的灰质

体积、皮层厚度差异。最后作者探索了补体因子与

脑结构的相关性。 

    结果  表 1 为三组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

征。三组被试在年龄、性别和吸烟状况方面没有差

异。双相患者与抑郁患者在发病年龄、总病程、抑郁

发作次数、一般评定功能、抗抑郁药使用等方面无

显著差异。BD 组、MDD 组和 HC 组的平均智力水

平无显著差异 (表 1）。对血浆补体因子的分析表明，

BD 患者组 C1q、C3、C4 和 H 因子浓度显著高于

MDD 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而 MDD 患者组只有补

体 C4 的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Table 1）。对脑影

像的研究结果发现，BD 和 MDD 两组患者内侧眶额

叶和中扣带回灰质体积均较正常对照显著降低，且

MDD 患者组在右侧中央前后回出现体积的额外降

低（Figure 1）；两组患者与正常对照相比，皮层厚度

降低的脑区不一致，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左侧

额上回皮层厚度降低，而在重型抑郁障碍患者中，

左侧中央前回皮层厚度出现下降 （Figure 2a）。相关

分析的结果表明，BD 组 C3 和 B 因子水平升高与感

觉运动网络 CT 变薄有关。MDD 患者补体测定与脑

形态和功能无明显相关性（Figure 2b,c）。 

    结论  我们发现与对照组相比，BD 和 MDD 中

补体成分升高，表明情绪障碍患者存在异常炎症反

应；且 BD 患者比 MDD 患者有更严重异常的炎症

反应。同时，我们还发现 BD 和 MDD 患者的大脑结

构存在共同和不同的改变模式，在 BD 患者和正常

对照中皮层厚度与补体成分存在不同的相关性。我

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心境障碍的神经炎症病理生理

机制。 

 

 

 

Sleep Duration and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Genetic Correlation and Two-sample Mende-

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喻明兰 1 杜艳鸿 1 刘可智 1,2,3,4 梁雪梅 1 谭友果 2,3,4 

何蓉芳 1 雷威 1 陈晶 1 向波 1,2,3,4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自贡医院 

3）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4）自贡市脑科学研究院 

 

    Objectives  :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leep problems are associated with psychotic experi-

ences (PEs) across clinical designs, but many confound-

ing factors from uncertain variables have been unclear 

in observational design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detect the genetic correlations and causal rela-

tionship between sleep-related traits and PEs using the 

largest current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summary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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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 GWAS results were obtained for pos-

itive PEs (N = 116,787–117,794) and sleep-related traits 

[insomnia complaints (N = 386,533), morningness (N = 

345,552), sleep duration (N = 384,317), ease of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N = 385,949), daytime napping (N = 

386,577), daytime sleepiness (N = 386,548), and snor-

ing (N = 359,916)]. Linkage disequilibrium score re-

gression (LDSC)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genetic corre-

lations.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 was conducted 

on trait pairs with significant genetic associations. 

    Results  : We found that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genetically correlated with insomnia 

complaints (rg = −0.27, p = 1.1×10-3), sleep duration 

(rg = 0.21, p = 9.7×10-3), and ease of getting up (rg = 

0.31, p = 2×10-4). Visual hallucinations and insomnia 

complaints were highly genetically correlated (rg = 0.36, 

p = 6.4×10-5).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indicated a 

unidirectional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dura-

tion with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β = −0.93, p = 7.9×10-

4 for sleep duration as the exposure). We used large 

GWAS summary statistics across the LDSC and MR 

programs to determine that sleep duration as exposure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Conclusions  : Taken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reatment of sleep problems should be con-

sidered as a higher priority for future mental health ser-

vices. 

 

 

 

青少年睡眠障碍患者主观日间功能对睡眠结

构的影响 

 

杨莉莉 1 徐悠 1 余正和 1 毛洪京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主观日间功能对青少年夜间睡眠质

量的影响。 

    方法  这项研究纳入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我院睡眠中心的 258 名青少年睡眠障

碍患者，主要通过患者自行进行睡前及晨间问卷的

评估，根据白天主观是否困倦分为日间困倦组和日

间非困倦组 2 组，均进行整夜多导睡眠监测。采用

SPSS 25.0 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 2 组夜间睡

眠结构差异。 

    结果  本研究中共计纳入 258 名，其中日间困

倦组、日间非困倦组分别纳入 127 人、131 人，其中

女性 139 人（53.87%），男性 119 人（46.13%），平

均年龄为（22.05±5.49）。日间困倦组、日间非困倦

组的性别、年龄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比较 2

组夜间整夜睡眠结构，2 组的总睡眠潜伏期、N1 期

睡眠时间、N2 期睡眠时间、N3 期睡眠时间、睡眠

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及周期性腿动指数均无统计学

差异（P＞0.05）。日间困倦组的总卧床时间、总睡眠

时间、REM 期睡眠时间均大于日间非困倦组，且均

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青少年睡眠患者主观日间功能对期夜间

睡眠有影响，在临床诊疗中需要多加关注，更进一

步去研究期内在原因，精准诊疗，提高临床疗效。 

 

 

 

Resting-state EEG Spectrum Classification in 

Schizophrenia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赵希希 1 韩传亮 2 彭兴 3 沙莎 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北京师范大学医院 

3）华北理工大学 

 

    Objective  Schizophrenia is a chronic and highly 

disabling severe mental disease, which is a clinical di-

agnosis mainly depends on doctors' interviews and sub-

jective judgment. There is no objective biological diag-

nostic index, which affects the accuracy of schizophre-

nia diagnosis, the reliability of efficacy evaluation, and 

the treatment cooperation degree of patien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α and θ spectrum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resting-state are significantly dif-

ferent from those of normal control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cognitive level of patients. However, whether 

such differences can be used as an inter-group classifi-

cation indicator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In this study, 

the EEG spectrum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as 

classified by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to provide a ref-

erence for the objectiv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Methods  In this study, 22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and 23 healthy controls matched with age,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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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years of education were selected to evaluate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 b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CCB,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stematic Scale (PANSS). At the same 

time, EGI (Electrical Geodesic Inc.) 128-guide EEG 

system was used to record the EEG signals of the sub-

jects in the two resting states of open and closed eyes, 

and the spectral data of α and θ of 45 subjects were ex-

tracted. The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between groups 

based on Linear Kernel function and RBF Kernel func-

tion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was analyzed, 

and the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cognitive dimensions was fur-

ther compared. 

    Results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α spec-

trum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frontal lobe and occipi-

tal lobe betwee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in resting-state could reach more than 80% (see 

Figure 1). The θ spectrum difference was more than 80% 

accurate in prefrontal classification (see Figure 2). 

Combining the resting state EEG spectrum with 

MCCB's speech learning and memory dimension and 

working memory dimension,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two groups could reach 96.03% (radial basis ker-

nel function). 

    Conclusion  The classification calculation of the 

spectrum difference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ay pro-

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objective diag-

nosis of the disease,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patients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after combining with 

cognition. 

 

 

 

Correlation between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Thyroid Hormone in First-episode Schizo-

phrenia 

 

蒋长勇 1 仇玉莹 1 高营 1 刘娟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thyroid hormone and mental 

symptoms i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  A total of 141first-episode schizophre-

nia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ttack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violent aggression be-

fore admiss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marriage, disease course 

and family histo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otal triiodothyronine (TT3)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re wer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excitatory and hostile factors and 

positive factors in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etween TT3 and five dimensional symptoms of 

PANSS, and there was correlation between TT3 and 

positive symptoms and excitatory and hostile factors (P 

< 0.05) .  

Conclu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may be associ-

ated with T3 level i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3, the higher the score of positive 

factor and the higher the attack risk. 

    [课题名称: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基 因 组 学 及 药 物 表 观 组 学 研 究 ( 基 金 号 ：  

17ZXMFSY00070)] 

 

 

 

基于血药浓度监测对抑郁症患者疗效研究 

 

许宝华 1 杜菊梅 1 黄杨梅 1 阮俊 1 田玉玲 1  

1）宜昌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抑郁症患者服用阿戈美拉汀后血药

浓度变化情况，有利于医生更好的调整患者的用药

剂量，达到精准医疗目的，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以 2021 年 1-9 月在宜昌市优抚医院住院

的抑郁症患者或在门诊就诊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拟

收集 60 例入组。研究方案经由宜昌市精神卫生中心

伦理委员会批准，征得患者和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就诊顺序进行随机分组，

奇数设为观察组，偶数设为对照组。对照组由医生

根据临床经验进行药物的调整，直至患者康复；观

察组采用二维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阿戈美拉汀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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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浓度，医生根据血药浓度的具体情况进行药物的

调整，并于每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版

(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进行治疗效果的评价，动

态跟踪了解患者的治疗效果。并比较两组患者病情

改善的时间、治疗依从性及满意度水平。 

    结果  观察组抑郁症患者病情改善所需时间较

对照组短（p <0.05），采用自制问卷调查表对患者进

行调查，观察组满意度水平及治疗依从性均高于对

照组（p <0.05）。 

    结论  在抑郁症患者采用阿戈美拉汀治疗期间，

采用血药浓度进行监测，根据血药浓度情况及时进

行药物剂量的调整，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率，

患者的依从性及满意度更好，治疗效果更好。 

 

 

 

首发分裂症患者睡眠障碍与认知和严重程度

相关性研究 

 

杨会增 1 李美娟 1 李洁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障碍与认

知和严重程度相关性研究。 

    方法  该文章就随机选取 2017年 11月-2019年

7 月在我院治疗的 144 例首发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

组，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检查的 100 例就诊人群作

为对照组，采用 MoCA 评分、焦虑自评评分表、多

导睡眠监测结果、焦虑自评评分表以及 Epworth 嗜

睡量表对结果进行监测，研究首发分裂症患者睡眠

障碍与严重程度以及认知的关系。 

    结果  研究组视空间执行力、延迟记忆力、语

言能力、注意力及计算力以及抽象思维能力等

MoCA 评分要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的

焦虑自评评分、抑郁自评评分、日间嗜睡评分以及

疲劳评分要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的总

卧床时间、觉醒时间、潜伏期、睡眠潜伏期以及Ⅰ期

时间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的总睡眠时

间、Ⅱ期时间、Ⅲ期时间以及快速眼动期要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研究组的总睡眠转换次数、每小

时睡眠转换次数、周期性肢体运动指数以及觉醒指

数要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的最低血氧

饱和度要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临床上，首发分裂症患者更容易出现

睡眠障碍的现象，且患者的睡眠质量差将对患者认

知功能的诸多领域造成影响，严重降低患者的认知

功能，临床应加以重视。 

    [课题名称: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基 因 组 学 及 药 物 表 观 组 学 研 究 ( 基 金 号 ：  

17ZXMFSY00070)] 

 

 

 

基于多模态神经影像的精神分裂症社会认知

个体化预测模型构建及其转归应用研究 

 

龙翔云 1 刘飞 1 刘娜 2 黄楠 2 胡欣怡 1 陈奇 1 吴佳

馨 1 管晓枫 1 齐安思 3 陆峥 1,2  

1）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基于情感图片识别范式的任务态及静息

态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Imaging Reso-

nance，fMRI），结合机器学习方法，建立精神分裂

症（schizophrenia，SZ）个体社会认知预测模型，探

究模型的转归预测作用及生物学意义。 

    方法  依托一项针对 SZ 生物学诊断的项目，本

研究纳入 57 例首发 SZ 和 38 例 HC 被试构成模型

训练集，完成至少一次随访的 SZ 被试构成验证集；

同时采集静息态与情感图片识别任务下的功能磁共

振，其中社会认知量表评分为 MCCB 中分测验—情

绪管理量表总分，行为表现为情感图片识别的正确

率。建模及统计分析步骤如下：1、fMRI 图像预处

理及头动剔除；2、构建功能连接矩阵；3、基于 CPM

（Connectome-based Predictive Modeling，基于连接

体的预测模型）、SVR（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支持向量机回归）算法，建立针对量表得分及行为

表现的预测模型；4、挑选最佳预测模型，分析模型

的基线个体化、转归预测效力及生物学意义。 

    结果  1、训练集中，社会认知最佳预测模型均

基于 CPM 算法建立，其中对量表得分的最佳预测相

关度为 0.265（p=0.009），预测得分为 36.06±2.70 分

（MAE=5.712，MSE=51.657），对行为表现的最佳预

测相关度为 0.399（p＜0.001），预测正确率为

0.39±0.14（MAE=0.200，MSE=0.056）；2、验证集中，

经模型成功预测量表得分改善的被试为 12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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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正确率为 0.792，敏感性为 0.706，特异性为 1，

其模型评价指标良好（AUC=0.756，F-score=0.828），

成功预测行为表现改善的被试为 9 例（37.5%），预

测正确率为0.708，敏感性为0.750，特异性为0.667，

其模型评价指标良好（AUC=0.708，F-score=0.720）；

3、针对社会认知量表得分预测识别出 14 条特异性

功能连接，而行为表现为 107 条，这些特异性神经

成分广泛分布于前额叶、运动皮层、脑岛、顶叶、颞

叶、枕叶、边缘叶间及脑区内部的连接，其中 18 条

特异性功能连接被发现与社会认知转归具有关联。 

    结论  本研究成功对 SZ 的社会认知损害建立

了个体化预测模型，也初步验证了其随访应用可靠

性，同时识别出了预测相关的特异性神经成分。 

 

 

 

社会认知损害对精神分裂症动态脑功能网络

的影响 

 

龙翔云 1 刘飞 1 刘娜 2 黄楠 2 胡欣怡 1 陈奇 1 吴佳

馨 1 管晓枫 1 齐安思 3 陆峥 1,2  

1）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 的   社 会 认 知 损 害 是 精 神 分 裂 症

（Schizophrenia，SZ）显著的原发及核心行为学特征，

考虑到大脑进行社会认知过程需调动大量环路及网

络层面的神经资源，目前研究已逐渐聚焦于社会认

知与脑功能连接、网络间的关系。本研究结合动态

功能网络连接（Dynamic functional network connec-

tivity，dFNC）分析，旨在探讨社会认知损害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静息态下 dFNC 状态的影响。 

    方法  依托一项针对 SZ 进行早期生物学诊断

的项目，本研究采集了 57 例首发 SZ（头动剔除 3

例）和 45 例健康对照被试（头动剔除 2 例）的静息

态脑功能磁共振成像，其中通过对社会认知评估的

聚类分析，SZ 组中 27 例被试被划分为高社会认知

组，27 例被试划分为低社会认知组；统计分析步骤

如下：1、fMRI 图像预处理；2、采用独立成分分析

得到网络成分，参照既往社会认知研究的相关文献，

本研究以默认模式网络（DMN）、凸显网络（SN）、

背侧注意网络（DAN）、核心控制网络（ECN）为感

兴趣网络；3、采用滑窗技术（dynamic FNC toolbox，

部分参数：窗长为 30 个 TR，步长为 1 个 TR，k-

means 聚类）对得到的网络成分进行分析，得到

dFNC 状态指标；4、比较两组间及三组间的 dFNC

状态出现频率（FT）、转移概率（TM）、持续时间（DT）、

转换次数（NT）的组间差异。 

    结果  1、在 SZ 组与对照组的比较中，两组的

FT存在差异，SZ组状态 5的 FT高于对照组（t=2.849，

p=0.005，FDR 校正），TM、NT、DT 未见显著差异。

2、在 SZ 亚组与对照组的比较中，FT 差异在亚组与

对照组间差异不明显，但高社会认知组 DT 显著高

于低社会认知组（p=0.031，FDR 校正）及对照组

（p=0.003，FDR 校正）。 

    结论  社会认知损害高和低的SZ患者dFNC状

态指标存在差异，提示 SZ 社会认知损害可能与其脑

功能网络的动态连接模式有关，可进一步在后续的

研究中加以验证。 

 

 

 

Increased Glutamate Levels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 

 

吴秋霞 1 唐劲松 1 廖艳辉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is an important brain region in depression.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alterations of glutamate (Glu) level in 

the MPFC in depressive patients. However, whether 

non-medical use of ketamine, a rapid-acting antidepres-

sant, has effects on metabolites of MPFC remains un-

clear. 

    Methods  This study aimed at exploring metabo-

lites of MPFC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 using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¹H MRS). MRS data 

was acquired in 25 chronic ketamine users and 67 

healthy controls from the bilateral MPFC on a 3 Tesla 

Siemens scanner. Levels of Glu, n-acetyl-aspartate 

(NAA), myo-inositol (mI), glycerophosphocholine and 

phosphocholine (GPC+PC), and phosphocreatine and 

creatine (PCr+Cr) were obtained, using unsuppressed 

water peak as a reference. 

    Results  MRS data from 20 chronic ketamine us-

ers and 61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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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5.94 ± 0.92), 

MPFC Glu level was higher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 

(6.50 ± 0.76).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ther metabolite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chronic ketamine users had increased 

MPFC Glu level, which may provide new novel insights 

on efficacious administration strategies of into the treat-

ment strategy ketamine for depression with ketamine. 

    Conclusion  Further study need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changes in MPFC Glu level in the non-medical 

use of ketamine and long-term treatment with ketamine 

in depressive patients. 

 

 

 

Drug Cue-induced Functional Brain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Methamphetamine Depend-

ence and Ketamine Dependence 

 

廖艳辉 1 吴秋霞 1 齐畅 1 孙云开 1 唐劲松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Craving is the key predictor of relapse, 

and prefrontal cortex is a critical neural substrate for 

craving and drug seeking.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Dys-

function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associated with cue-in-

duced drug craving in patients with methamphetamine 

(MA) and ketamine dependence. 

    Methods  A total of 260 subjects with a history of 

MA dependence (n=46) or ketamine dependence (n=111) 

and control subjects (n=103) completed functional MRI 

(fMRI) scan. Specific ketamine or MA cue-induced 

brain activation was assessed by ketamine or MA use-

related films (compared with neutral films). Drug crav-

ing was measured by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for 

Craving. Neuroimaging was obtained using a 3T Sie-

mens Trio MRI scanner. Imaging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done using SPM12. 

    Results  In response to ketamine use-related 

films, compared with HC, chronic MA users showed 

greater activation in the left anterior cingulum cortex 

and weaker activation in the left middle occipital cortex 

and the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cortex. In contrast, 

chronic ketamine users exhibited greater cue-induced 

activation in the right middle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left middle cingulum cortex. In response to MA use-re-

lated films, chronic MA users showed weaker activation 

in the right calcarine cortex, right temporal cortex, left 

middle temporal cortex and right precentral gyrus when 

comparing with HC. Chronic ketamine users exhibited 

greater MA use-related cue-induced activation in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cortex and right superior parietal 

cortex. We observed no significant brain activation be-

tween MA users and ketamine users during MA use-re-

lated films. 

    Conclu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

ences between ketamine users and MA users in brain ac-

tivation of ketamine cues, but not MA cues. 

 

 

 

Attitudes Towards Smoking and COVID-19, 

and Changes of Smoking Behaviors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 Na-

tionwide Cross-sectional Survey Study in 

China 

 

廖艳辉 1 唐劲松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China has more than 300 million cur-

rent smokers. There is a controversy over smokers’ 

COVID-19 risk. This study assessed Chines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smoking and COVID-19” and 

changes of smoking behavior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Methods  A nationwide cross-sectional web sur-

vey of 11,009 adults in China was conducted between 

May 7-August 3, 2020. Attitudes towards “smoking and 

COVID-19” were compared among non-smokers 

(n=8,837), ex-smokers (n=399) and current smokers 

(n=1,773), and changes of smoking behavior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were as-

sessed among current smokers. 

    Results  Fewer current smokers (26.2%) agreed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Current smokers are more 

likely than ex-smokers or non-smokers to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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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compared with non-smokers (53%) or ex-

smokers (41.4%); fewer current smokers (55.9%) 

agreed with the statement “If contracted, current smok-

ers are more likely than ex-smokers or non-smokers to 

get progression” compared with non-smokers (75.5%) 

or ex-smokers (68.7%). There were no changes in ciga-

rettes smoked per day (mean  SD: 13.3  9.55 vs. 13.4 

 9.69, p=0.414), percentage of daily smokers (70.8% 

vs. 71.1%, p=0.882) and percentage of smokers with 

motivation to quit (intend to quit within the next 6 

months, 9.4% vs. 10.9%, p=0.148)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Conclusion  The survey found that fewer current 

smokers agreed that smoking is a risk-factor for 

COVID-19 compared with non-smokers or ex-smokers. 

Among current smokers, there were no changes in their 

cigarette consumption and motivation to quit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Gaming in China before and During COVID-

19: A Nationwide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An Online Retrospective Survey 

 

吴秋霞 1 廖艳辉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As people need to stay at home to re-

duce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

19), gaming becomes the most popular form of enter-

tainmen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changes in gam-

ing behavior between the time before COVID-19 and 

during COVID-19 and risk factors of increased gaming 

behavior. 

    Methods  A total of 5,268 game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online retrospective survey. Gaming behavior 

(gaming time per day and gaming days per week) before 

and during COVID-19, gaming disorder, and the asso-

ciation between increased gaming time per day and so-

cial-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and distress (depres-

sion, anxiety, and stress) were assessed via self-reported 

measures, nine-item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cale-

Short-Form (IGDS9-SF), and the 21-item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Results  Over one third of gamers increased their 

gaming time during COVID-19. Compared with before 

COVID-19, gaming behavior was increased during 

COVID-19 (from 30 minutes per day to 40 minutes per 

day, p < 0.001; from 3 days per week to 4 days per week, 

p < 0.001) in the overall sample. Gaming time per day 

and gaming days per week before COVID-19 were 

slightly higher among gamers who increased their gam-

ing behavior during COVID-19.  In the increased gam-

ing time group, gaming time per day were more than 

four times than the group did not increase. Logistic re-

gression revealed that gamers who were female, stu-

dents, with experienced stress, or had higher IGDS9-SF 

total score were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their gaming 

time per day during COVID-19.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s indicates an in-

crease in gaming behavior during COVID-19 in China. 

Increased gaming time during COVID-19 is associated 

with gender female, students, stressed, and higher total 

score of IGDS9-SF.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develop effective coping strate-

gies or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too much gaming, espe-

cially for females and students. 

 

 

 

父母精神健康素养的现状调查 

 

何浩宇 1,2,3 周雲 2,3 廖艳辉 4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2）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教研室 

3）儿童心理发育与脑认知科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4）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儿童青少年是行为问题和心理障碍的高

发人群，作为重要监护人，其父母精神健康素养是

影响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的目的是了解父母精神健康素养现状，包括精神卫

生知识知晓率、常见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与心理障

碍的识别率、归因、求助方式及病耻感等。 

    方法  采用自编的人口学问卷、卫健委编制的

精神卫生知识问卷（Mental Health Knowledge Ques-

tionnaire, MHKQ）和案例式问卷（包括四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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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社交焦虑、抑郁症、注意缺陷与多动障

碍），通过网络进行匿名问卷调查。 

    结果  共回收 386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 90人，

女性 296 人，平均年龄 37.88±7.23 岁。婚姻稳定的

父母占比为 91.45%，婚姻不稳定的占比为 8.55%。

拥有 1 个孩子的父母占比为 45.75%，1 个以上孩子

的占比为 57.25%。父母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为

80.2%，对攻击行为、社交焦虑、抑郁症、注意缺陷

与多动障碍（ADHD）的正确识别率分别为 22.8%、

43.8%、21.2%、42.0%，全部正确识别四个案例的比

例为 4.7%。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和四个案例识别率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5）。常居地、家庭可支配

月收入、学历、职业、精神卫生知识获取途径和了解

程度是精神卫生知识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家

庭可支配月收入、学历、职业、精神卫生知识得分是

案例正确识别的影响因素（P<0.05）。父母倾向于将

四个案例归因为社会心理学因素（75.1%-94.6%），

而不是生物学因素（4.1%-23.3%）。父母寻求专业帮

助的比例为 50.5%-69.2%，非专业求助为 19.4%-

41.7%，自助为 6.0%-10.6%。“担心患者做不好的事

情”（28.0%-62.4%）是父母对四个案例最主要的态度。 

    结论  父母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处于刚达标水

平。父母对攻击行为、抑郁症的正确识别率很低，对

社交焦虑和 ADHD 的正确识别率较低。知晓率和识

别率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父母对四种儿童青少年

常见行为问题与心理障碍的原因认识不足。父母选

择专业帮助的比例不高。父母对儿童青少年的病耻

感水平较低。综上，父母的精神健康素养处于较低

水平，亟待加强。 

 

 

 

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障碍与氯胺酮所致精神

障碍的临床特点比较研究 

 

廖艳辉 1 唐劲松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氯胺酮是一种 NMDA 受体阻断剂。甲基

苯丙胺是一种多巴胺受体间接激动剂。尽管作用机

制不同，长期使用氯胺酮和甲基苯丙胺会导致精神

病性症状产生。本研究旨在探索两者所致的精神病

性症状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对广州白云自愿

戒毒所及长沙康达自愿戒毒所的 380 名氯胺酮使用

者及 462 名甲基苯丙胺使用者进行评估。 

    结果  347 名甲基苯丙胺使用者(75.1%)及 192

名氯胺酮使用者（50.5%）出现了精神病性症状。甲

基苯丙胺使用者在 PANSS 量表总分（61.8 ±29.43 VS 

55.3 ±24.57）、阳症症状量表评分（15.1 ± 8.22 VS 11.5 

± 6.07）、及阴性症状量表评分（14.5±8.63 VS 12.4 

±6.60）均明显高于氯胺酮使用者。两者的一般精神

病理量表总分（32.2 ±15.13 VS 31.2 ±13.90）未见明

显差异，但甲基苯丙胺使用者在关注躯体健康和焦

虑条目分低于氯胺酮使用者。 

    结论  研究提示甲基苯丙胺使用者较氯胺酮使

用者存在更高的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的风险，并且他

们的症状也较重。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药物的作用

靶点不同进而导致神经生物学机制各异所致。 

 

 

 

双相和单相抑郁障碍患者临床和睡眠特征的

比较研究 

 

武真真 1 杨倩 1 王欣 1 吴蓝珊 2 王前进 1 郝玉竹 1 

王云飞 1 刘铁桥 1 陈淑宝 1 廖艳辉 3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 

3）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分析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简称双相抑郁）

和抑郁症（简称单相抑郁）患者临床和睡眠特征的

异同点，以期进一步进行鉴别诊断及指导治疗。 

    方法  本研究以双相抑郁患者和单相抑郁患者

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调查表收集受试者的一般人

口学资料和疾病的临床特点；采用 17 项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评估患者的抑郁及焦虑严重程度；采用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量表（PSQI）、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SI）、

Epworth 嗜睡量表（ESS）评估患者的睡眠质量、失

眠严重程度以及日间嗜睡严重程度。 

    结果  本研究共招募 128 名双相抑郁患者和

181 名单相抑郁患者。与单相抑郁患者相比：双相抑

郁患者 HAMD-17（15.10±15.10 vs.17.28±7.47，P＜

0.05）和 HAMA（17.18±10.22 vs. 20.09±9.43 P＜0.05）

的总评分低。双相抑郁患者 PSQI 总分＞5 分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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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名（83.6%），单相抑郁患者 PSQI 总分＞5 分的

有 164 名（90.6%），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p＝

0.064）；双相抑郁患者 ISI 总分＞14 分的有 47 名

（36.7%），占比小于单相抑郁患者（95 名，52.5%）

（P＜0.05）；双相抑郁患者 ESS 总分≥10 分的有 81

名（63.3%），单相抑郁患者 ESS 总分≥10 分的有 107

名（59.1%），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p＝0.460）。

在双相和单相抑郁患者中既有失眠症状也有嗜睡症

状（ISI 总分＞14 分且 ESS 总分≥10 分）者分别为

35 人（27.3%）和 54 人（29.8%）。双相抑郁组较单

相 抑 郁 组 患 者 的 PSQI 总 分 （ 10.64±5.09 

vs.12.67±5.30，p＜0.05）、ISI 总分（12.02±7.50 vs. 

14.17±7.10，p＜0.05）低。 

    结论  单相抑郁患者相较于双相抑郁患者抑郁

和焦虑严重程度更重。双相抑郁患者和单相抑郁患

者发生睡眠问题的比率均较高。单相抑郁患者相较

于双相抑郁患者睡眠质量更差、失眠严重程度更重。

有近三分之一的单相及双相抑郁患者同时存在夜间

失眠和日间嗜睡的症状，提示抑郁发作的患者可能

存在昼夜节律紊乱。在临床上应重视患者存在的睡

眠问题，加强对患者睡眠问题的评估，改善患者的

睡眠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Prevalence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A Large-scale, General 

Representative Survey 

 

廖艳辉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GD) can 

have long-term severe consequences in affected individ-

uals, especially adolescents and young people. Empiri-

cal studies of IGD using the DSM-5 criteria are still 

lacking.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IGD among Chinese general adolescents and to 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of specific criteria to the diagnosis of 

IGD based on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 (DSM-5)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Method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cale–Short Form (IGDS9-SF)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IGD in a large-scale, general repre-

sentative sample of 28,68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ed 

12-18 years from two cities in China (Weifang city in 

Shangdong and Yingtan city in Jiangxi).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DSM-5 recommenda-

tion, 1.9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71 to 2.10] 

of students were found to have IGD. The students with 

IGD reported longer weekly gaming times, less exercise 

time, and worse academic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non-IGD students. Although “preoccupation”, “playing 

to escape” and “deception”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re-

ported criteria, the conditional inference trees showed 

that “negative consequences”, “continue despite prob-

lems”, “loss of control” and “give up other activities”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diagnosis of IGD based on the 

DSM-5.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IGD among Chi-

nese adolescents was 1.9%. The DSM-5 criteria of 

“negative consequences”, “continue despite problems”, 

“loss of control” and “give up other activities” were 

most relevant to the IGD diagnosis in the Chinese con-

text.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Media Addiction: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Based on Clinical Diagnosis 

 

廖艳辉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Social media addiction (SMA) has be-

come an increasing clinical concern. The Bergen social 

media addiction scale (BSMAS) is a widely used instru-

ment to assess the symptoms and prevalence of SMA in 

populations. However, there is confusion regarding the 

suggested cut-off scores of the BSMAS.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the optimal cut-off scores based on the 

gold standards of clinical diagnosis. 

    Methods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s and the 

BSMAS were administered to a clinical sample (n = 

252).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cu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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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The validity of this cut-off score was further as-

sessed in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n 

= 3,113). 

    Results  According to ROC analysis, a BSMAS 

score of 24 was the best cut-off score (sensitivity: 96.4%, 

specificity: 99.1%, PPV: 93.1%, NPV: 100%, diagnostic 

accuracy: 98.8%, and Youden’s index: 95.5%). In this 

study, the prevalence of SMA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was 3.2%, with no differenc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SMA reported 

higher amounts of weekly social media use; more severe 

level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higher lev-

els of loneliness; and lower levels of self-control.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BSMAS 

score of 24 is the optimal clinical cut-off score for the 

diagnosis of SMA.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Polymor-

phisms of Dopamine D2 Receptor and Seroto-

nin 2A Receptor and Clinical Response To 

Olanzapine in Chinese Ha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Pan Yan1, Sheng-Dong Wang1, Shu-Qi Wang1, Jing Li1, 

Yue Fang1, Ming-Fen Song1  

1）Affiliated Mental Health Center & Hangzhou Sev-

enth People'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genetic poly-

morphisms of dopamine D2 receptor (DRD2) and sero-

tonin 2A receptor (5-HTR2A) are associated with clini-

cal response to olanzapine and so as to interpret the in-

ter-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olanzapine treatment re-

sponse in Chinese Han paranoi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38 patients with acutely ex-

acerbated schizophrenia were given olanzapine for 4 

weeks, and clinical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Seven 

candidate polymorphisms from DRD2 (-141C Ins/Del, 

A-241G, Taq1A and Ser311Cys) and 5-HTR2A (A-

1438G, T102C and His452Tyr) were genotyped by im-

proved multiple ligase detection reaction (iMLDR). 

    Result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DRD2 -141C Ins/Del, DRD2 A-

241G and 5-HTR2A A-1438G were significantly asso-

ciated with olanzapine response (P<0.05), while other 

polymorphisms did not show association with the effi-

cacy of olanzapine (P>0.05). We found the best gene-

gene interaction model was a two-locus model (DRD2 

A-241G and 5-HTR2A A-1438G), in which the GA/AA, 

GG/AA and GG/GA genotype groups predicted a higher 

propensity to good response (OR=4.038, 95% 

CI=1.086-15.010, P=0.037; OR=5.611, 95% CI=1.721-

18.296, P=0.004; OR=6.555, 95% CI=1.270-33.834, 

P=0.025), while AA/GG genotype group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response compared with wild AA/AA geno-

type group (OR=0.306, 95% CI=0.097-0.972, P=0.045). 

    Conclusion  These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DRD2 A-241G and 5-HTR2A A-

1438G polymorphisms may influence the response to 

olanzapine, which could partially explain different 

olanzapine response outcome in Chinese Han paranoi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provided clues for further 

searching for predictive indicators of olanzapine treat-

ment effect. 

 

 

 

双相Ⅰ型首发躁狂患者 7 年间复发情况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 

 

芦云平 1 崔伟 1,2 于超 1 郑冬瑞 1 严保平 1 崔利军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CSP 精准医学研究协作组 

 

    目的  探讨双相Ⅰ型首发躁狂患者 7年间疾病复

发结局及分析复发的影响因素。 

    方法  2011 年 10 月-2013 年 10 月期间门诊和

住院患者，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四版》单次躁狂发作的诊断、杨氏躁狂量表≥20 分、

年龄 18-60 岁，共 147 例。完成首发时人口学、疾

病特征、治疗情况等资料的收集和执行功能测验。

随访 7 年，收集患者疾病特征、复发次数、社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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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资料。7 年后药物治疗依从性、社会功能等资料

的收集。 

    结果  完成 7 年随访 101 例（101/147，68.7%），

复发次数<4 次为低复发组共 45 例（45/101，44.8%），

复发次数≥4 次为高复发组 56 例（56/101，55.4%）。

两组间比较，基线低复发组首次接受维持治疗期患

者比例（37.8%vs.14.3%）高于高复发组；干扰量正

确 数 ( Stroop Interference Ensues ， SIE)

（18.62±8.15vs.22.04±8.55）低于高复发组（P<0.05）。

7年间，低复发组1年内复发者比例（14.3%vs.31.7%）

低于高复发组；只有躁狂发作患者比例（51.5%）高

于高复发组（16.1%），维持期治疗次数占比 0.5（0.33，

0.75）高于高复发组 0.4（0.15，0.57）（P<0.05）。7

年后，低复发组患者整体功能评定量表分数

（69.53±8.986）高于高复发组（65.18±10.452）

（P<0.05）。经二分类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 7 年间只有躁狂发作为 7 年后复发次数结局的

独立保护性因素（OR=0.177）。 

    结论  双相Ⅰ型首发躁狂患者首次发病后接受

维持期治疗的、间期只有躁狂发作的、维持期治疗

次数占总发作次数比例高的、执行功能相对良好的

患者，后期复发率低；首次发病缓解后第 1 年内复

发的患者后期复发率高。其中只有躁狂发作为独立

的保护性因素，单纯躁狂发作者的复发结局优于躁

狂抑郁交替发作者。 

 

 

 

双相Ⅰ型首发躁狂患者 7 年随访研究 

 

崔伟 1,2 郑冬瑞 1 芦云平 1 于超 1 严保平 1 崔利军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CSP 精准医学研究协助组 

 

    目的  了解双相 I 型首发躁狂患者 7 年间疾病

发作特点，探讨影响远期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2011 年 10 月-2013 年 10 月期间门诊和

住院患者，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四版》单次躁狂发作的诊断、杨氏躁狂量表≥20 分、

年龄 18-60 岁，共 147 例。完成首发时人口学、疾

病特征、治疗情况等资料的收集。通过 7 年随访，

完成纵向疾病特征和治疗情况，7 年后现况人口学、

药物治疗依从性、社会功能等资料的收集。 

    结果  双相 I 型首发躁狂患者发病年龄平均

24.82±6.61 岁、首次发病至接受治疗的间隔时间为

10[7，30]天、首发急性期治疗时间 37.35±16.92 天；

7 年后患者体重指数（t=3.445）、无业/失业比例

（χ2=17.756）、再婚比例（χ2=5.698）、分居/离异比

例（χ2=20.404，）均高于首发时（P＜0.05）；7 年间

总发作 4.95±1.81 次、1 年内复发者 40 例（39.6%）、

躁狂发作次数为抑郁的 4 倍、只有躁狂发作者 32 例

（ 31.7%）； 7 年后药物依从性评定量表总分

5.75±2.73 分、整体功能评定量表（GAF）总分

67.12±10.02 分、63 例（62.4%）患者存在功能不良。

GAF 总分与 7 年间总发作次数（t=-2.512）、易激惹

型躁狂发作占比（t=-2.211）、伴精神病性症状发作占

比（t=-2.205）呈负相关性，与 7 年间只有躁狂发作

呈正相关性（t=2.281）（P＜0.05）。 

    结论  双相 I 型首发躁狂患者 7 年间以躁狂发

作在为主，约有 62.4%的患者存在社会功能的不良。

复发次数越多、易激惹型躁狂和伴精神病性症状发

作次数越多，患者远期社会功能越差。单纯躁狂发

作患者，远期社会功能相对良好。 

 

 

 

双相Ⅰ型首发躁狂患者 7 年后社会功能结局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 

 

崔伟 1,2 张云淑 1  

1）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2）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精准医学研究协作组委

员 

 

目的  了解双相Ⅰ型（bipolar disorder-I，BPD-Ⅰ）

首发躁狂患者 7 年后的功能结局，探讨不良结局可

能的影响因素。 

方法  纳入杨氏躁狂量表≥20 分、年龄 18-60 岁

的单次躁狂发作患者，共 147 例。首发时收集人口

学、疾病特征、治疗情况、心理认知等资料，通过 7

年随访观察，了解间期疾病发展特点、治疗情况及 7

年后人口学、药物治疗依从性、药物副反应和整体

功能水平等。 

结果  完成 7 年随访 101 例（101/147，68.71%），

调查当时处于缓解期者 87 例（87/101，86.14%），其

中功能不良组（整体功能评定量表总分≤70 分）50 例

（50/87，57.47%），功能良好组（整体功能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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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70 分）37 例（30/87，34.48%）。功能不良组

男性（58.0% vs.32.4%）、首发时伴攻击特征（64.0% 

vs.37.8%）、首发时未初婚（76.0% vs. 337.8%）患者

比例均高于功能良好组（P＜0.05）；急性期治疗时间

（41.26±19.48 天）长于功能良好组（33.86±13.19 天）

（P=0.038）；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正确应答数

（23.86±9.11vs.29.03±13.05）、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

分（38.06±10.13vs.42.14±7.80）均低于功能良好组（P

＜0.05）。功能不良组 7 年间只有躁狂发作者比例

（22.0%）低于功能良好组（43.2%）（P=0.039）；伴

有精神病性症状发作构成比 0.25（0，0.75）高于功

能良好组 0（0，0.33）（P=0.044）。功能不良组 7 年

后药物副反应量表（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总分（9.16±5.97）高于功能良好组

（5.97±5.36）（P=0.012）。经二分类非条件 logistic 回

归分析，伴精神病性症状发作构成比（OR=8.456）、

首发时非初婚（OR=5.905）、男性（OR=5.083）、TESS

总分（OR=1.118），为 BPD-Ⅰ首发躁狂患者 7 年后功

能不良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只有躁狂发作为独立

保护因素（OR=0.155）。 

结论  BPD-Ⅰ首发躁狂患者 7 年后处于缓解期

者中，约有 57%存在社会功能的不良。伴有精神病

性症状发作、不良婚姻、男性、药物副反应，增加了

不良结局的发生风险，单纯躁狂发作者的功 

 

 

 

性激素的精神分裂症早期诊断 

 

宋佩伦 1  

1）郑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存在认知缺陷等早期

症状的严重精神障碍疾病。研究曾报道性激素与精

神分裂症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关。因此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探讨了性激素作为区分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健康对照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的可能性，并进一步研

究了最具判别性的性激素相关生物标志物。 

    方法  具体来说，研究将六种性激素，即卵泡

刺激素、黄体生成素、催乳素、雌二醇、黄体酮和睾

丸酮作为基本特征进行了探究。基于这些性激素，

进一步计算性激素比率和对数转换的性激素比率用

于特征增强。另外采用双样本 t 检验用于特征选择。

为了避免女性生理因素对性激素可能造成的干扰，

实验使用随机森林对男性参与者进行了分类实验。

同时为了探索不同特征的有效性，研究比较了不同

特征组合策略下的分类性能。 

    结果  在不同特征组合策略中，整合性激素、

性激素比率和对数转换的性激素比率得到了最好的

分类性能，媲美于复杂的神经影像数据得出的结果。

根据 t 检验结果进一步讨论显示，黄体生成素、催乳

素、性激素比例以及对数转换的性激素比率是最重

要的特征。 

    结论  在不同特征组合策略中，整合性激素、

性激素比率和对数转换的性激素比率得到了最好的

分类性能，媲美于复杂的神经影像数据得出的结果。

根据 t 检验结果进一步讨论显示，黄体生成素、催乳

素、性激素比例以及对数转换的性激素比率是最重

要的特征。 

 

 

 

基于机器学习的精神病超高危人群的神经影

像学模型构建研究 

 

吴佳馨 1 陆峥 1  

1）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索人口学资料、认知功能和脑结构、

功能影像数据在精神病超高危（Ultra-high risk，UHR）

人群识别中的意义，建立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精神

病超高危人群识别模型，并明确数据维度在模型构

建准确度中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采集了 35 例 UHR 受试者和 

31 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受试者的共识版认

知成套测验（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

MCCB）数据和结构像、静息态功能像磁共振数据，

利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算

法，以人口学特征、MCCB 的 7 个认知功能维度评

分、全脑功能连接和全脑灰质体积为分类特征，使

用 5 折交叉验证（k-fold）的方式进行超参数寻优，

建立基于不同数据维度的 UHR 识别模型，使用留

一法交叉验证（Leave-one-out cross validation，

LOOCV），并对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进行评价。 

    结果  功能连接对 UHR 识别的重要性远高于

其它维度数据，尤其是左侧楔前叶和左侧旁海马、

右侧舌回和左侧枕中回、右侧梭状回和右侧距状皮

质、左侧丘脑和右侧丘脑、左侧支持运动区和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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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部额下回、左侧丘脑和右侧小脑、右侧舌回和

左侧枕中回、左侧楔前叶和左侧颞下回的 8 条功能

连接，根据上述 8 条功能连接强度建立的模型对 

UHR 识别的准确率为 83.1%，敏感度为 79.4%，特

异度为 87.1%。此外，根据灰质体积和人口学资料、

认知功能数据建立的模型对 UHR 识别的准确度为 

63.1%，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58.8%和 77.4%。进

入该模型的分类特征包括左侧回直肌、左侧海马、

左侧海马旁回、左侧杏仁核、左侧枕上回、左侧枕下

回、左侧梭状回、右侧尾状核、左侧壳核、右侧壳

核、左侧苍白球、右侧苍白球、右侧丘脑、左侧颞下

回的灰质体积；年龄、 性别、受教育年限；认知功

能中的信息处理速度得分、词语记忆和学习得分。 

    结论  基于静息态功能连接数据的 SVM 分类

模型可在普通大学生人群中有效识别 UHR 综合征。

并且，由于功能连接对 UHR 识别的重要度远高于

灰质体积、人口学资料和认知功能等其他特征，因

此，加入多维度数据建模对模型准确度的贡献极小。 

 

 

 

Serum Exosome-Derived MiR-139-5p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梁嘉权 1 谭宇康 1 谢国军 1  

1）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Objective  MicroRNAs (miRs) have been sug-

gested to be biomarkers to inform the diagnosi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We have previously shown 

that exosomederived miR-139-5p had potential in dif-

ferentiating between patients with MDD and healthy 

control (HC) subjects. 

    Methods  To validate the potential of exosome-

derived miR-139-5p as a biomarker for MDD, here we 

recruited 30 patients with MDD and 30 HC subjects, 

and used TaqMan probes to detect serum exosomal 

miR-139-5p levels. 

    Results  The data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MDD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xosomal miR-139-

5p levels when compared with controls. Correlat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sex, age, and body mass index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blood exosomal miR-139-5p 

levels in the tested subjects. The ROC curve showed 

that serum-derived miR-139-5p had reasonable perfor-

mance in discriminating patients with MDD and HC 

subjects, with a sensitivity of 0.867 and specificity of 

0.767, and the AUC was 0.807. 

    Conclus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demon-

strated that patients with MDD were accompanied b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lood exosomal miR-139-5p 

levels, and exosomal miR-139-5p is a promising bi-

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MDD. 

 

 

 

Metabolite Changes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Persistent Auditory Verbal Halluci-

nations: A 1H MRS Study 

 

王前进 1 任红红 1 李宗昌 1 李锦光 1 周俊 1 贺静琦
1 廖艳辉 2 贺莹 1 陈晓岗 1 唐劲松 2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Objective  Studies of schizophrenia (SCZ) have 

found auditory-verbal hallucinations (AVH) associated 

with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in frontal 

cortex, especially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Alt-

hough the abnormal prefrontal network connectivity as-

sociated with language generation have been exten-

sively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mPFC,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thophysiology 

of SCZ, and AVH has been rarely studied.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1H-MRS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easured metabolite 

levels in the mPFC in 61 SCZ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AVH (pAVH), 53 SCZ patients without AVH (Non-

AVH) and 59 healthy controls (HCs). 

    Results  The pAVH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N-acetyl-aspartate + N-acetyl-aspartyl-glutamate 

(tNAA) and glutamate + glutamine (Glx) levels, com-

pared with the non-AVH and HC groups.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NAA and Glx levels between non-AVH 

and HC. The levels of tNAA and Glx in mPFC corre-

lated negatively with pAVH sev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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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si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study indi-

cate that pAVH in SCZ patients may be related to de-

creased tNAA and Glx levels in mPFC. 

 

 

 

采用静息态全脑功能连接识别复发的精神分

裂症 

 

孙云开 1 唐劲松 1  

1）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近些年，凭借可以有效的识别精神疾病

病人的出色能力，机器学习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全脑静息态功能连接可以有效

地区分首发未服药的精神分裂症病人（SCZ）。然而，

全脑功能连接能否区分复发的 SCZ任然保留这不确

定性。这篇文章的研究目的是探究全脑静息态功能

连接是否可以识别复发的 SCZ。 

    方法  我们采集了来自 27 个复发 SCZ 和 81 个

健康对照组的静息态磁共振数据。机器学习的方法

被用来识别复发 SCZ 病人。置换经验被用来评估分

类的结果的有效性。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我们进

一步探究最具鉴别力的特征（功能连接）与阴性精

神症状评定量表（PANSS）总分下降率的关系。 

    结果  使用留一法交叉验证的线性支持向量机

分类模型取得最高的准确率为 87.96%。大多数的最

具识别力的功能连接主要分布在默认网络、感觉运

动网络和显著性网络中。皮尔逊相关系数表明最具

鉴别力的功能连接并不能有效的预测治疗反应的效

果。 

    结论  这篇研究的发现表明了全脑静息态功能

连接可以提供潜在的可以诊断复发 SCZ病人的生物

学信息，但是全脑静息态功能连接并不能预测与治

疗效果。这些特征可能是潜在的素质性特征，不会

随治疗的好转而好转。这为识别 SCZ 病人补充了新

的生物学标记物。 

 

 

 

Deficits in Self-recognition, Sensory Pro-

cessing and Temporal Perception in Schizo-

phrenia Patients with Auditory Verbal Hallu-

cinations 

 

贺静琦 1 李锦光 1,3 任红红 1 陈晓岗 1 唐劲松 2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2）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 

3）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It is very clear that individuals with 

schizophrenia have difficulty in self-recognition and 

consequently are unable to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their 

sensory perceptions or thoughts, resulting in delusions 

and hallucinations. The deficits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nhanced rubber hand illusion (RHI: a body perception 

illusion, induced by synchronous visual and tactile stim-

ulation). However, there are limited studies directly as-

sociating the RHI with th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per-

formance of patients with 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 

(AVHs) in the RHI. We administered the RHI paradigm 

to 8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47 with AVHs and 33 

with no AVHs) and 36 healthy controls. We conducted 

the experiment under two conditions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and evaluated the RHI effects by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easures. 

    Results  Both patient groups experienced the 

RHI more quickly and strongly, compared to HCs. 

While the RHI effects of patients with AVHs were sig-

nificantly smaller than patients with no AVHs. Another 

important finding was that patients with AVHs did not 

show a reduction in RHI under asynchronous condition.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emphasize the disturb-

ances of self-re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the associations with AVHs. Furthermore, it is sug-

gested that patients with AVHs may have multisensory 

processing dysfunctions and internal timing deficits. 

 

 

 

伴有持续性幻听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白质结

构研究 

 

李锦光 1,3 贺静琦 1 任红红 1 陈晓岗 1 唐劲松 2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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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幻听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

一，持续的幻听症状严重 影响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预后及社会功能。较早的研究表明，涉及幻 听的脑

听觉网络的白质连通性发生了变化。本研究利用 

TBSS 分析方 法，分析持续性幻听症状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白质连通性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伴有持续性幻听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 48 例，不伴有 幻听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 33 例，以及健康对照 38 例。进行了 PANSS 量

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评测，AHRS（幻听症状

量表）评测。 同时我们通过 TBSS 分析方法，比较

了三组被试的全脑白质骨架差异， 之后将异常结果

与幻听严重程度评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伴有持续性幻听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无

幻听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正常对照的胼胝体压部

（splenium of corpus callosum）的平均各向异 性 FA 

值降低（F=4.58，p=0.012）、平均轴向扩散率 AD 值

降低（F=5.20， p=0.007）以及径向扩散率 RD 值

升高（F=3.86，p=0.024）。幻听患 者的幻听症状严

重程度与胼胝体压部的平均 FA 值呈负相关 （r=-

0.331，p=0.023）。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了伴有持续性幻听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持续性幻听 症状与半球间听觉通路的

连接性降低有关，并且即使在疾病早期，这 种损害

就已出现。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幻听的半球间听觉

通路失调模 型。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QTc 间期延长的临床特

征及相关因素研究 

 

曹海燕 1 周勇杰 2 李洁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2）深圳市康宁医院 

 

    目的  以住院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

究对象，研究 QTc 间期延长的临床特征及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436 例，并收

集性别和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组 291 例。记录所有

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临床特征、目前接受的抗

精神病药物治疗情况；所有患者均行标准 12 导联静

息心电图检查并进行 PANSS 评分评估；抽血检测总

胆固醇（CHOL）、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

（HDL）、低密度脂蛋白（LDL）、空腹血糖（FPG）、

总蛋白（TP）和白蛋白（ALB）。分析慢性精神分裂

症患者 QTc 间期延长发生率，并探讨慢性精神分裂

症患者 QTc 间期延长的可能影响因素。采用

SPSS23.0 进行统计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1.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年龄和性别

匹配的健康对照组比较，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率快、

QTc 间期长（P＜0.05）。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QTc 间

期延长的发生率为 8.26%，女性患者 QTc 间期延长

发生率较男性高（12.24% VS 6.23%， P＜0.05）。 

    2. 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 QTc 间期是否

延长分为 QTc 间期延长组和 QTc 间期不延长组。两

组患者比较，QTc 间期延长组患者的认知损害因子

评分高、LDL 水平低、TP 水平低（P＜0.05）。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住院次数（OR=1.042, 

P=0.012），认知损害因子评分（OR=1.130, P=0.019）

和 LDL（OR=0.549, P=0.041）与 QTc 延长相关。 

    3. Pearson 和 Spearman 相关分析表明，QTc 间

期与以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别、年龄、病程、住

院次数、PANSS 总分、认知损害因子评分、兴奋敌

对因子评分、抑郁焦虑因子评分和 FPG（P 均＜0.05）。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t=2.687，P=0.008）、多

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 t=2.005，P=0.046）、

PANSS 总分（t=2.325，P=0.021）和 LDL（t=-2.036，

P=0.043）仍与 QTc 间期相关。 

    结论  住院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QTc 间

期较健康对照组长，女性患者 QTc 间期延长发生率

较男性高。括高龄、住院次数较多、LDL 水平较低、

PANSS 认知损害因子评分较高、PANSS 总分较高以

及使用多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可能是 QTc 间期

延长的危险因素。 

    [课题名称: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基 因 组 学 及 药 物 表 观 组 学 研 究 ( 基 金 号 ：  

17ZXMFSY00070)] 

 

 

 

Differenc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s in Uni-

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on 

 

杨永涛 1,2 崔利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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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宁医学院 

2）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brain-derived neu-

rotrophic factors（BDNF） and related factors in pa-

tients with uni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on. 

    Methods  94 unipolar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97 

bipolar depression patients in Hebei Mental Health Cen-

ter were enrolled. 79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Di-

agnostic criteria for bipolar disorder are required to 

meet the DSM-5 criteria for bipolar disorder, which is 

currently a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and for unipolar 

depression, which is required to meet the criteria for re-

peated episode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Demo-

graphic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self-made general 

condition questionnaire, and 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

sessed using the HAMD, HAMA, and HCL-32.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plasma BDNF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and BDNFmRNA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onset in bipolar depres-

sion (21.64±10.42 years) was significantly earlier than 

that in unipolar depression (38.79±14.47 years) 

(Z=7.866;P<0.001).Th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β, IL-6, TNF-α and IFN-γ in unipolar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epression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anti-inflamma-

tory cytokines IL-6, IL-10 and IL-13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5).The levels of 

STNFR2 and sIL-6R in unipolar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epress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 

(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o-in-

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between bipolar depression group and unipolar depres-

sion group (P>0.05), but STNFR1 and sIL-6R in bipolar 

depress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unipolar de-

pression group (P<0.05).BDNF and BDNFmRNA lev-

els in bipolar depress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unipolar depression group (P<0.05).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arly first onset age, 

NSSI, low T4, low sIL-6R and high BDNFmRNA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bipolar depression.Female, 

anxiety characteristic, depression characteristic and sea-

sonal characteristic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unipolar depression. 

    Conclusion  The onset age of bipolar depression 

is early, and there are obvious inflammatory changes in 

both uni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on.The levels of 

STNFR1 and sIL-6R in bipolar depression are lower 

than those in unipolar depression,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BDNF and its mRNA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unipolar depression, suggesting that the level of inflam-

mation in bipolar depression is lower than that in unipo-

lar depression, and the disturbance of compensatory im-

mune regulatory system (CIRS) is more obvious in uni-

polar depression. 

 

 

 

急性有氧运动对男性酒精依赖患者抑制功能

的影响 

 

覃颖 1 刘燕菁 1 罗禹 2  

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2）贵州师范大学 

 

    目的  探讨急性有氧运动对男性酒依赖者抑制

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男性酒依赖患者 50 人作为研究对

象，均分为 2 组，采用交叉设计分 2 个阶段开展实

验，第 1 阶段系第 1 组予急性有氧运动干预、第 2

组予阅读干预，7 d 后第 2 阶段 2 组男性酒依赖者的

干预方式进行交换；收集并比较 2 组研究对象的人

口学资料及饮酒信息,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测评 2 组研究对象实验前的认知功能;采

用酒精相关线索的 Go/NoGo 心理范式在第 1、2 阶

段干预前后测评患者的抑制功能。 

    结果  2组酒依赖者的人口学资料、饮酒信息、

MoCa 评分等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在行为学指标上对 Go 试次的平均反应时分

析结果发现，干预条件主效应不显著（F=0.203，

p=0.653），急性有氧运动组和阅读组在反应时无显

著差异。但测试时间主效应显著（F=8.15，p<0.01, η2 

p =0.02），前测（427.595±5.635 ms）的反应时长于

后测（407.787±5.661 ms）。对 Go/NoGo 心理范式中

Nogo 试次的平均错误率分析结果发现，在后测上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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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组的错误率（0.064±0.007）高于急性有氧运动组

的错误率（0.040±0.008）。 

    结论  急性有氧运动对男性酒精依赖者抑制功

能有影响。 

 

 

 

阿戈美拉汀临床疗效与 ABCB1 基因相关性

Meta 分析 

 

阮俊 1 许宝华 1  杜菊梅 1  林红 1 田玉玲 1 朱大

凤 1 黄杨梅 1  

1）宜昌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分析阿戈美拉汀的临床疗效与 ABCB1

基因多态性相关性，为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 

    方法  检索国内外权威数据库的文献，筛选出

相关文献 10 篇，并对文献中的效应量 d 值进行 Meta

分析，运用 CMA 软件进行统计。 

    结果  Meta 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 d 值

在(0.713-1.545 之间，(95%C1)：以漏斗图和线性回

归法，得出不存在发表偏倚。 

    结论  ABCB1 基因的多态性与 MDD 的发生有

一定的关系。阿戈美拉汀的临床疗效与 ABCB1 基

因多态性有一定相关性， 

 

 

 

强迫症专病门诊意向就诊患者的临床特征与

诊治情况分析 

 

宋莎莎 1 余建平 1 谢民耀 1 汪晋仪 1 贾云涵 2 黄彦

源 1 袁方正 2 欧阳梦媛 1 丁晖 1 周萍 3 张焕 3 陈豪

诚 1 张宁 1 柳娜 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 

3）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 

 

目的  调查强迫症患者的临床特征、疗效转归，

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以便为临床的治疗工作提供

可行的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强迫症专病门诊就诊的 176 例

强迫症患者，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强迫症症

状分类量表（OCI-R）、贝克焦虑量表(BAI)、贝克抑

郁问卷（BDI-Ⅱ）、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

席汉氏功能障碍量表（SDS）收集强迫症患者的临床

特征、治疗过程、病程特点、预后转归等。 

结果  人口学方面：176 例患者中，男性 103 例

（58.5%），女性 73例（41.5%）；平均年龄 30.03±11.11

岁；文化程度大专及本科以上 107 例（60.8%），平

均受教育年限 14.99±2.73 年；未婚 107 例（60.8%）。

压力评定：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大 56 例（31.8%）；

因疾病难以继续正常生活 40 例（22.7%），85 例

（48.3%）受较大影响。延迟诊治情况：就诊延迟 1

年以上的 59 例（33.5%）；病程 5 年以上的 77 例

（43.8%）。症状分类：强迫思维：强迫怀疑 116 例

（60.3%），强迫联想 97 例（50.3%），强迫性穷思竭

虑 81 例（46.0%），强迫性回忆 74 例（40.2%），强

迫表象 62 例（35.2%）；强迫行为：强迫检查 109 例

（62.0%），强迫清洗 79 例（44.9%），强迫询问 76

例（42.2%），强迫计数 51 例（33.1%），强迫性仪式

动作 88 例（75.1%）。治疗情况：坚持服药 1 年以上

的 77 例（38.9%），仅 29 例认为服药效果较好,；66

例患者经认知行为疗法、精神分析疗法等心理治疗，

仅 10 例认为治疗效果良好。症状评定：OCIR≥27 分

82 例（46.6%）；Y-BOCS 评分中度 85 例（48.3%），

重度 54 例（30.7%）；BDI-Ⅱ评分轻度 40 例（22.7%），

中度 44 例（25.0%），重度 35 例（19.9%）；BAI 平

均分 20.83±15.11。功能评定：SDS 评分：125 例工

作学习中度或严重受损，106 例家庭生活中度或严

重受损，109 例社交生活中度或严重受损。 

结论  专病门诊的强迫症患者以男性、未婚、

青中年、教育程度高、压力程度大、延迟就诊时间

长、治疗效果不佳，依从性低者居多。临床症状表现

复杂多样，使社会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早识

别、早诊断，建立专病的全病程管理对患者长期预

后及转归有重要意义 

 

 

 

以精神障碍为唯一表现的胼胝体压部可逆性

病变综合征临床及影像表现 

 

侯刚强 1 徐紫云 1  

1）深圳市康宁医院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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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探讨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临

床及影像学特点。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10 例可逆性胼胝体压部

病变综合征（RESLES）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资

料、治疗及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均进行 CT 检

查以及两次磁共振扫描，包括 T1WI、T2WI、FLAIR

及 DWI 等序列；其中 5 例同时进行弥散张量成像

（DTI）、动脉自旋标记（ASL）、磁敏感加权成像

（SWI）等序列扫描。分别测量病变部位胼胝体压部

的 ADC 值、FA 值、ASL 值以及 SWI 序列表现。并

对胼胝体进行纤维束重建，观察上述数值以及纤维

束改变状态。 

    结果  10 例患者均因精神疾病入院治疗。其中

2 例为酒精滥用，1 例为阿斯伯格综合症合并营养不

良，1 例为感染，1 例为侵袭性垂体腺瘤。其他病例

被诊断为不同的精神障碍(重性抑郁障碍、分离和转

换障碍、未分化的躯体形式障碍、未指明的精神病

和双相障碍)。。10 例患者均无感染症状，血生化、

血糖等实验室检查未见异常。患者 CT 扫描均未见

明显异常。10 例头颅 MRI 表现为 T1WI 低信号，

T2WI 高信号，FLAIR 及 DWI 序列均表现为高信号，

其他部位未见明显异常。ADC 值明显降低，年龄性

别相匹配正常对照组 ADC 值（0.271±0.041），患者

组 ADC 值（0.142±0.057）明显下降（P<0.05）。胼

胝体压部 FA 值轻度降低，纤维束重建胼胝体走形

自然，未见破坏征象。ASL 未见明显关注异常。SWI

序列均未见明显异常信号。患者一般状态良好，对

症治疗后复查磁共振（11-25d）胼胝体压部异常信号

完全消失。 

    结论  RESLES 是一临床影像综合征，临床表

现缺乏特异性，精神科患者文献报道很少，目前病

因尚不清楚。MRI 检查有特征性改变，复查高信号

消失，该征象对本病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MRI 是

识别 RESLES 的重要工具。对于临床起病为急性精

神障碍的患者，临床医师应警惕 RESLES 的可能性。

不同的精神障碍可能是 RESLES 的诱发因素。 

 

 

 

针刺对双相躁狂发作兴奋躁动疗效及安全性

的临床研究 

 

王卓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针刺合并药物治疗与药物治疗双相

情感障碍目前为躁狂发作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女性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躁狂发作患者

50 例，分为 25 例对照组，25 例观察组。对照组以

常规治疗（药物治疗：丙戊酸钠缓释片 0.5 bid 至 0.5 

tid，喹硫平片 200mg bid 至 350mg bid），对观察组

在此基础上，选用穴位有哑门，大椎，百会，四神

聪，十七椎，定神，上脘，中脘，下脘，天枢，气海，

关元等。配合通里，头颞，内关，劳宫，神门，合谷，

足三里，三阴交，太冲等穴，予针刺治疗，每周治疗

6 次，共治疗 6W。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Beck-Rafaclsen

躁狂量表（BRMS）和症状量表（TESS）评分评价

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  两组治疗后 Beck-Rafaclsen 躁狂量表

(BRMS)评分均有下降（P<0.05），两组间 Beck-

Rafaclsen 躁狂量表(BRMS)评分在在治疗第 2 周，第

4 周降分差异不显著（P>0.05）。两组间部分症状量

表（TESS）评分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刺合并药物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

躁狂发作起效于药物治疗相当，针刺可能缓解药物

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轻微。 

    关键词：躁狂发作  针刺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NA Sequencing 

and CircRNA/lncRNA Regulated CeRNA 

Network in WKY Rats Hippocampus 

 

Yifan Xu1, Dan Qiao1, Yujiao Wen1, Ning Sun1, Chun-

xia Yang1, Zhifen Liu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screen and validate 

the specific expression of circRNAs, lncRNAs, miR-

NAs and mRNAs in the hippocampus of depression rats 

and to construct the depression-related specific 

circRNA / lncRNA-miRNA-mRNA regulatory net-

works. 

    Methods  WKY depressed ra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depression group (n = 10) were used saline 

intragastrical, treatment group (n = 10) were t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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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italopram 5mg/kg. Wistar rats (n=7) were act as 

control group, also used saline intragastrical. All the rats 

were administered for 21 day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open field test (OFT), forced swimming test and Su-

crose preference test (SPT)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whether the rats ha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RNA se-

quencing were used, an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RNAs 

were detected. Candidate circRNAs and lncRNAs were 

used to construction the depression-related specific 

circRNA / lncRNA-miRNA-mRNA regulatory net-

works. 

    Results  1. Behavioral test:1.1.OFT: the total 

movement tim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depres-

sion group , and the central stay time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reatment 

groupand the control group.1.2 forced swimming test: 

the immobility time of rats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1.3 SPT: the sucrose preference coef-

ficient of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2.RNA-Seq results 

and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genes:2.1 A total of 4312 

circRNAs were detected. There were 78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in depression group vs control 

group.2.2 A total of 523 lncRNAs were detected. A total 

of 31 lnc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the depress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2.3 A total 

of 559 miRNAs were detected. A total of 48 mi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the depress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2.4 A total of 14974 

mRNAs were measured. A total of 352 m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the depress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3. Depression-related specific  

circRNA / lncRNA-miRNA-mRNA regulatory net-

works were constructed.3.1 There were 3 circRNAs 

(circRims2, circFhod3, circPsmb1) and 2 lncRNAs 

were chosen as candidate circRNAs and lncRNAs.3.2 

The depression-related specific circRNA-miRNA-

mRNA regulatory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including 3 

circRNAs, 24 miRNAs, 939 mRNAs, 956 edges and 

991 nodes, mainly enriched in hormone receptor bind-

ing, phylogeny, GABA-ergic synapses. 3.3 The depres-

sion-related specific lncRNA-miRNA-mRNA regula-

tory network was constructed,including 2 circRNAs, 46 

miRNAs, 1446 mRNAs, 10940 edges and 1493 nodes, 

which enriched in circadian rhythm, HIF-1 signal path-

way, Cushing syndrome.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the depression-related 

specific circRNAs, lncRNAs, miRNAs, mRNAs were 

detected and the specific regulatory ceRNA network 

were constructed. 

 

 

 

Effective Predictors of Early Efficacy in Ado-

lescent MDD with NSSI Behavior: An ERP 

Study 

 

Yujiao Wen1, Huishan Liu1, Ting Zhao1, Yifan Xu1, Dan 

Qiao1, Min Han1, Xiumei Liang1, Rong Zhang1, Xue-

min Zhang1, Tian Ren1, Zhifen Liu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Objectiv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is 

commonly widespread in adolescen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but it has been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for both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While there are 

many treatment methods for adolescent MDD with 

NSSI, but its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Methods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we collected 

39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MDD patients with NSSI 

(NSSI group) and 39 healthy controls (HC). Combining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record-

ings, we quantified the differences accounting for emo-

tional symptoms (i.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NSSI 

behavior as well as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NSSI group and HC. 

    Results  Compared to HC, the latency of the N1, 

P2, N2, P3a, P3b and P50 components was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whereas the amplitude of N1, P3b and P50 

was decreased in the NSSI group. Crucially, we further 

examine whether the initial ERP markers used as a neu-

ral biomarker to predict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

tom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NSSI frequency) in NSSI 

group. Data were collected at baseline and after 2-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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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latency 

and amplitude of P3a, P3b and the latency of P50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anxi-

ety symptoms. The latency of N1 had a significant neg-

a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ve symp-

toms. The latency of P3b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

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early anhedonia. The latency 

of P3a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hange of 

the NSSI frequency in early stage. 

    Conclusion  Baseline ERP markers can be used 

as a potential predictor for the improvement clinical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MDD with NSSI behavior at 

the early stage. 

 

 

 

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在医院现状调查和影响因

素分析 

 

张伟 1 宋学勤 2  

1）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关于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在发育行为

门诊的应用效果。 

    方法  在发育行为门诊接收过的儿童作为研究

对象，儿童数量 500 例，选取的 500 例儿童均符合

正常相关标准，并且选取的 500 例儿童年龄均在 6-

16 岁之间，对每位儿童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进行

智力测试，同时对每个儿童家长进行相关因素调查。 

    结果  接收的 500 例儿童中很大一部分存在学

习能力问题，其中有 375 例男生中总智商＜70 的

比例约占 28.55%，而有 125 例女生中总智商＜70 的

比例约占 31.00%，这 500 例儿童中对于言语智商（V-

IQ）与操作智商（P-IQ）进行比对，其中 V=P 的只

有 20 例，比例为 4.0%，而 V＞P 有 80 例，约占 

16.0%，P＞V 有 400 例，约占 80.0%，并进行 t 进行

检验，分析显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

时操作智商明显高于语言智商。 

    结论  通过此次发育行为门诊韦氏儿童智力量

表的结果检测分析，工作人员需要与家长进行个体

化沟通，淡化智力测试的结果，根据不同儿童的发

育状况进行解释说明，并给出改善意见，充分发挥

出每个儿童潜能，对儿童进行相关心理指导，对确

实存在学习困难的儿童，需要增加一些特殊教育指

导。 

 

 

 

TDM 在一例奥氮平超常用药量治疗精神病

中的应用分析 

 

张玉良 1  

1）如皋市精神病防治院 

 

    目的  探讨住院医师和药师协作，借助 TDM 数

据，在精神科患者个体化精准药物治疗中的应用价

值，根据 TDM 数据，是否可以大胆且谨慎地适当超

出法定药品说明书常用药量范围、效果如何？ 

    方法  运用溯源法回顾一例精神病患者在住院

期间，借助 TDM，据此数据评判在该药物治疗有效

浓度安全范围区间的相对“位置”，大胆且谨慎予以

奥氮平适当超其说明书常规药量治疗、尽早改善、

控制精神病症状、密切观察患者病情转归、根据前

后治疗效果，进行治疗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分析。 

    结果  以 TDM 数据为依据，评判该数据在该

药物治疗浓度安全范围区间相对“位置”，结合该患

者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精神症状、治疗过程，大胆

且谨慎予以奥氮平适当超常规药量（低于该药品极

量）治疗、控制精神病症状，治疗效果明显好转。 

    结论  精神科医师和药师可以借助 TDM 数据，

评判在药物治疗浓度安全范围区间相对“位置”，大

胆且谨慎地根据该患者病情状况、适当超出药品说

明书规定的常用剂量（低于该药品极量），可以达到

理想效果，缩短住院疗程、减少患者痛苦、降低医疗

费用，在精神科个体化精准药物治疗中具有实用价

值，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长远的社会效益，值得在

其他各临床专科的门诊和病区诊疗中借鉴。 

 

 

 

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脑电波特点及其与认知

功能的潜在联系 

 

朱琦玥 1 宋学勤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脑电波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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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睡眠结构特点，发现

睡眠各分期的脑电波是否具有特异性及其与认知功

能之间的联系，展望未来从改善睡眠的角度出发来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为临床治疗提供

有意义的参考价值。 

    方法  综述 

    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常见的主观睡眠障碍

是失眠，多导睡眠图荟萃分析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

睡眠效率降低，入睡潜伏期延长，入睡后觉醒次数

和觉醒时间延长；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纺锤波减少

或缺陷，且与睡眠相关的记忆巩固受损、阳性症状、

丘脑网状核和丘脑皮质环路功能障碍有关；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一级亲属在睡眠质量和睡眠结构正常的

情况下，其睡眠纺锤波亦有缺陷；睡眠纺锤波可促

进与记忆相关的突触的可塑性，开发的非侵入性脑

刺激选择性增强睡眠纺锤波系统，可导致记忆巩固

的显著增强，这与刺激诱导的快纺锤活动有关。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纺锤波活动与认知

功能存在函数关系，可能基于丘脑网状核和丘脑皮

质环路功能障碍的生物学基础，精神分裂症患者纺

锤波缺陷可能是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一种内表型，

通过非侵入性振荡刺激选择性增强睡眠纺锤波，可

能成为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潜在治疗手

段。 

 

 

 

利用 ICA-fMRI 数据探究双相情感障碍 I 型

患者的感觉运动网络功能连接特征 

 

朱文静 1,2 朱丞 1 梁燕 1 申永辉 1 薛丰丰 1 李轶 1 

陈致宇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本研究利用独立成分分析（ICA）方法分

析双相情感障碍 I 型患者感觉运动网络（SMN）的

异常，并探究 SMN 异常与患者临床症状的相关性。 

    方法  首先，纳入 18 例双相情感障碍 I 型患者

（BDI 组）和 20 例与之相匹配的健康人群（对照

组），两组均接受静息态磁共振（rs-fMRI）扫描，并

利用 ICA 对 rs-fMRI 数据进行分析；然后，采用单

样本 t 检验及双样本 t 检验对两组感觉运动网络内

成分进行统计分析来探究网络内异常功能连接，再

利用两组功能脑网络间分析（FNC）来探究网络间异

常功能连接；最后，将异常的网络内功能连接值、网

络间功能连接值与年龄、教育、额叶言语流畅性、躁

狂评定量表（BRMS）、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等临床指标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  1）ICA 分析后获得 9 个感兴趣的脑网络

成分及 6 个静息态脑网络模板；2）网络内功能连接

结果提示，经过 FDR 矫正后，BDI 组较对照组的

SMN 的中央旁小叶功能连接增强（T=4.8627，P 

<0.001），且功能连接值与患者 BRMS 量表分呈正相

关（P<0.05，r=0.31）；3）网络间功能连接结果提示，

与对照组相比，经过 FDR 矫正后，BDI 组中 SMN

的右侧中央后回与背侧注意网络（DAN）的顶上小

叶功能连接增强，而与额顶网络（FPN）中内侧前额

叶（mPFC）及默认网络（DMN）中楔前叶功能连接

降低，且 SMN 网络与 DMN 网络功能连接值与患者

年龄呈正相关（P<0.05，r=0.35）。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 I 型患者感觉运动网络较

正常对照组存在脑网络内及网络间功能连接异常，

其中中央旁小叶功能连接值与患者的躁狂症状呈正

关性，这可能为双相 I型患者发病的部分神经机制。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Factors of CBT-I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

ders 

 

胡楠楠 1 徐悠 1 毛洪京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Objective  This survey aimed to study insomnia 

patients and to better comprehend the factors of the 

cured patients. 

    Methods  We conducted an online survey. A total 

of 1395 patients finished the questionnaire at the base-

line. Insomnia, anxiety and physical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488 patients were cured in the following up. 

Main outcome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PSQI, GAD-7 

and PHQ-9, respectively. The 488 onset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early onset group (improve-

ment in 4 weeks), intermediate group (4-16 weeks), late 

onset group (over 16 weeks). 

    Results  Analyzing the demographic dat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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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488 improved patien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gender among the three groups(P=0.066).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ages(P=0.001) and 

education(P=0.006) among the three groups. Compared 

to the early onset group, the age of the late-onset group 

was older(P <0.01). The late-onset group had a slightly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The disease course was longer 

in the late onset group.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male, junior high school, and PSQI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onset of effect. 

    Conclusion  There we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onset of insomnia treatment, and the acceptance of 

online CBT-I was related to the efficacy. 

 

 

 

The Difference of White Matter Fractional 

Anisotropy Average Weight Values between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Schizophrenia 

 

黄林蓉 1 侯枭 4 唐金香 2,4 彭亚东 3 位东涛 5 傅一

笑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睡眠心理课 

3）重庆市壁山区人民医院 

4）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院 

5）重庆市西南大学 

 

    Objective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kinds of ill-

ness in the 5th edition of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major depres-

sive disorder(MDD) and schizophrenia(SCZ). It has 

been confirme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se two diseases and parenting styles from pre-

vious studies. It has also been confirmed that there is 

abnormal in white matter(WM) between these two dis-

eases. However, there is a few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WM abnormal 

in these two illness during adolescence. Tractography, a 

research tool, is applied to quantify WM alternation in 

our study. 

    Methods  Within this research, a total number of 

72 subject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26 MDD, 24 SCZ 

and 22 healthy comparisons (HC). All subjects have got 

the clinical Assessment, EMBU(Egna Minnen av Barn-

doms Uppfostran) and DTI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FreeSurfer was used to analyse the DTI data( fractional 

anisotropy of tracts).In all groups, SPSS was used to ex-

plore the variance and correlation at the demographic 

data, scores of EMBU’s six sub-scales and 

FAAW(fractional anisotropy Average Weight) values of 

tracts. 

    Results  1) there i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n fa-

ther’s and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 between MDD 

and SCZ. 

    2)there i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WM tract in all 

groups. 

    3)Correlation of FAAW values of WM tract and 

other measures: Age, gender, FPH(family psychiatric 

history), PMS(parents’ marital status), MEL(mother’s 

education level), FEL(father’s education level) and pa-

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re all related to FAAW values of 

fiber tract in groups. Mainly different point is fiber tract. 

    Conclusion  The pathogenesis of MDD and SCZ 

during adolescence are complex. In terms of WM integ-

rity, there is inconsistent alternation. The inconsistenc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different diseases but also the re-

lapse of different illness. In general, MDD and SCZ pa-

tients WM alternation are influenced by many fac-

tors(age, gender, FPH, PMS, MEL, FEL and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Due to the defects of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the small sample size, we need to be more 

cautious about the results. 

 

 

 

临床治疗中奥氮平血药浓度的影响因素 

 

罗康 1 张燕 1 李奇光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究临床背景下奥氮平血药浓度的影响

因素，为奥氮平合理使用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住院期间，并稳定服用

奥氮平 20mg/d 的患者，摘取其中规律检测奥氮平血

药浓度（同一治疗剂量至少服药 7 天后测定血药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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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病历共 547 例，通过 HIS 系统、病历系统等临

床资料，收集每例患者的性别、年龄、服药频次（1

日 1 次或 1 日 2 次）及合并用药情况，并在控制其

他变量的情况下，对可能影响血药浓度的各种因素

（年龄、性别、服药频次、合并心境稳定剂、合并其

他药物）进行比较。 

    结果  本次研究发现，年龄不影响奥氮平血药

浓度；女性平均奥氮平血药浓度高于男性，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1 日 1 次服药频次的奥氮

平血药浓度较服药频次为 1 日 2 次高，且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P＜0.05）；合并心境稳定剂后到奥氮平血

药浓度降低，较未合并用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合并其他药物对奥氮平血药浓度无显著影响

（P=0.377）。 

    结论  性别、服药频次对奥氮平血药浓度有显

著影响，合并心境稳定剂会导致奥氮平血药浓度降

低，但是改变给药频次后，可能差异消除，建议合并

心境稳定剂时改变用药频率。 

 

 

 

74 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代谢基因表型多态性

研究 

 

朱晶 1 乔娟 1 刘艳 1 李德咏 1 胡维 1  

1）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东方医院 

 

    目的   考虑到难治性抑郁症（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TRD）患者的治疗存在困难，分

析这类患者抗抑郁药代谢基因表型多态性的特点，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8 年 9 月～2020 年 5 月在徐州

医科大学附属徐州东方医院就诊的难治性抑郁症患

者的诊疗信息和药物基因组学检测结果。对涉及抗

抑郁药代谢的 CYP1A2（*1,*1C,*1F,*6）、CYP2C19

（*1,*10,*17,*2,*3,*35,*4）、CYP2C9（*1,*2,*3）、

CYP2D6 （ *1,*10,*14A,*14B,*2,*2A ,*4,*41 ） 和

CYP3A4（*1,*20,*26）的基因表型多态性进行分析。 

    结果  91.89%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存在 1 个以

上的代谢基因表型突变，集中在 CYP2C19（59.46%）

和 CYP2D6（64.86%），均以慢代谢型的频率最多。

8.11%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未发现代谢基因表型突

变。 

    结论  中国汉族难治性抑郁症患者代谢基因表

型的突变率较高，主要集中在CYP2C19和CYP2D6，

均以慢代谢型的频率最多。同时，我们要警惕假性

“治疗抵抗”的可能。 

 

 

 

强迫症症状激发范式功能磁共振发现的荟萃

分析及连接模型研究 

 

余建平 1 周萍 2 袁士婷 1 吴云 3 王纯 2 柳娜 2 张宁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 

3）南京师范大学 

 

    目的  强迫症（OCD）是一种高度异质的慢性

波动性精神障碍，症状复杂多维，不同维度的强迫

症状可能由潜在不同的神经机制介导，但目前研究

结果并不一致。本研究拟通过荟萃分析及连接模型

分析去探索强迫症症状激发范式的差异激活脑区及

其功能连接，尝试阐释强迫症及其不同症状的神经

机制。 

    方法  本研究基于激活似然估计（ALE）算法对

全脑水平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对

比强迫症患者和健康对照在症状激发期间的大脑激

活情况，再根据临床症状及症状诱发范式的图片类

型对纳入研究划分亚组，进行二次荟萃分析。最后

使用荟萃分析连接模型（MACMs）来探索在初步荟

萃分析中相关大脑区域的共激活模式。 

    结果  初步荟萃分析共纳入符合要求的 12 项

研究的 14 个实验，总共包括 238 名强迫症患者（124

名男性）和 219 名健康对照（120 名男性）。与健康

对照相比，强迫症患者在右侧壳核、尾状核体部和

脑岛激活增强，而左侧眶额皮层、左侧背外侧前额

叶皮层、左侧扣带回、右侧颞中回、左侧枕中回、右

楔前叶和左尾状核体部的激活不足。在二次荟萃分

析中，我们发现洗涤亚组中强迫症患者在右侧眶额

皮层、双侧扣带回、左侧枕中回和右侧尾状体较健

康对照激活增强。在威胁图片亚组中，强迫症患者

在右侧壳核、尾状核体部和脑岛较健康对照激活增

强。功能水平连接模型分析发现右侧楔前叶与左侧

枕中回存在显著共激活模式。 

    结论  强迫症患者在症状激发范式下表现出背

侧纹状体激活增强，这与威胁图片亚组发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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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洗涤症状强迫症患者在额叶、颞叶和后皮质

结构以及右尾状体激活增强。这些发现与强迫症经

典的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环路功能障碍的观点基

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强迫症不同维度的症状可能

由潜在不同神经回路介导。 

 

 

 

不同靶点和定位方法的经颅磁刺激治疗抑郁

症的疗效比较 

 

孔盖 1 沈梦婷 1 张选红 1 钱禛颖 1 朱俊娟 1 张天宏
1 谢斌 1 李华芳 1 唐莺莹 1 王继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与传统非精准定位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相比，探索精

准定位是否可以提高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

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治疗抑郁症的疗

效，并探索右侧眶额叶(right orbital frontal cortex, 

rOFC)靶点的疗效。 

    方法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募集符合 DSM-IV 抑郁症诊断标准的三

组患者：非精准 DLPFC 组(19 例)作为对照组，精准

DLPFC 组(19 例)和 rOFC 组(14 例)作为试验组。患

者在基线和 10 次 rTMS 治疗后接受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17)和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评估，

以 HAMD 有 效 率 为 主 要 评 估 指 标 ， 以

HAMD/HAMA 减分、减分率等为次要评估指标，比

较三组 rTMS 治疗的疗效差异。 

    结果  基线时，三组患者的 HAMD 和 HAMA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rTMS 治疗后，三组患者

HAMD 有效率有显著差异(χ2=6.861, P=0.032)，精准

DLPFC组的有效率(74%)显著高于非精准DLPFC组 

(32%, χ2=6.756, P=0.011)，与 rOFC 组(57%)无统计

学差异(χ2=2.157, P=0.133)，非精准 DLPFC 组和

rOFC 组无显著差异(χ2=0.992, P=0.266)。三组患者

的 HAMD 减分差异接近显著性水平 (F=2.950, 

P=0.062)，精准 DLPFC 组 HAMD 减分最高。 

    结论  精准定位 DLPFC 可能是提高 rTMS 治

疗抑郁症疗效的有效手段，rOFC 靶点可能是 rTMS

治疗抑郁症的候选靶点。 

 

 

 

抗精神病药物致代谢综合征相关效应靶点基

因 在西北人群分布分析 

 

崔小花 1 张燕 1 李彤 2 杨柳 1 蒙卓成 1 郑璇 1 丁靖
1 张锁 1 赵彩萍 1 李亚娟 1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西安医学院 

 

    目的  分析抗精神病药物所致代谢综合征相关

效应靶点基因在西北人群分布情况，初步探讨不同

药效基因型与代谢综合征发生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某三甲医院 2020 年-2021 年精神分

裂症患者病例 2100 例，选择与代谢综合征相关的药

物基因位点 HTR2A、HTR2C、RABEP1；采用实时

荧光 PCR 技术检测病例相关位点基因型，收集病例

一般人口学资料，基础检测数据（包括血糖、血脂、

血压、身高、体重等），用药情况，治疗天数，治疗

前后（30（±10）天）PANSS 评分等数据，进行汇总

统计分析。 

    结果   1、获得 SNP 分型的病例数分别为

HTR2A（rs6313）2100 例，HTR2C（rs1414334）1922

例，RABEP1（rs1000940）1491 例。2、利培酮在

HTR2A 中 C/C 型心脏不良反应发生率远远高于奥

氮平、喹硫平等 6 种抗精神病药物总的心脏不良反

应发生率。3、HTR2A 基因型与病例体重变化有一

定关联。HTR2A 中的 C/T 和 T/T 型患者服用奥氮平

体重增加百分率高于 7.78%。4、HTR2C 等位基因 C

变异的携带者，服用阿立哌唑, 氯氮平, 奥氮平, 喹

硫平,利培酮，与代谢综合征发生的高风险显著相关。

有 1859 例（占 88.5%）检测为 G/G 型病例，发生药

物相关体重增加风险高。5、RABEP1 中 A/A 服用抗

精神病药物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不良反应风险较高。 

    结论  1、HTR2A、HTR2C、RABEP1 不同基因

型下，抗精神病药物效应差异明显。2、HTR2A 基

因型与部分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期间心脏不良反应、

血压变化的发生有关联。HTR2C 等位基因 C 变异的

携带者与抗精神病药物所致代谢综合征发生的高风

险相关，G/G 型表型发生药物相关体重增加风险高。

RABEP1 与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

不良反应相关。3、用药前对患者进行药物基因组检

测，对个体化用药和有效处置相关代谢问题有积极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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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与情

感障碍的相关性 

 

丁靖 1,2 赵彩萍 1,2 张锁 1,2 张燕 1,2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西安市药学（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儿童青少年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25(OH)D）水平与情感障碍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018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就诊的 100 例诊断为情感障碍

的儿童青少年的临床资料，分析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青少年情感障碍的相关性。 

    结果  纳入儿童青少年情感障碍患者病例共计

100 例，(25(OH)D)严重缺乏 6%（6/100），(25(OH)D)

缺乏 67%（67/100），(25(OH)D)不足 23%（23/100），

适宜组 4%（4/100），血清 25(OH)D 浓度为(11.6 ± 

5.2) ng/mL。其中男性 39 例，女性 61 例，血清

25(OH)D 浓度分别为(11.7 ± 5.6) ng/mL，(11.5 ± 4.7) 

ng/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00 例患者中

皮尔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体重与

(25(OH)D)水平无相关性。100 例儿童青少年情感障

碍患者中，双相障碍（抑郁为主）23 例，焦虑抑郁

56 例，情绪障碍 17 例，兴奋状态 4 例，血清 25(OH)D

浓度分别为(10.7 ± 5.5) ng/mL，(11.7 ± 2.7) ng/mL，

(10.2 ± 3.6) 度患者 25(OH)D 浓度为(11.9 ± 5.2) 

ng/mL，轻度患者 25(OH)D 浓度为(10.5 ± 4.5) ng/mL

重患者血清 25(OH)D 浓度为(7.8 ± 1.5) ng/mL，中度

患者 25(OH)D 浓度为(11.9 ± 5.2) ng/mL，轻度患者

25(OH)D 浓度为(10.5 ± 4.5) ng/mL，三型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F=1.583，P=0.220)。 

    结论  儿童青少年情感障碍患者血清 25(OH)D

表达水平较低，提示维生素 D 缺乏可能参与了儿童

青少年情感障碍的发病过程。但各疾病严重程度与

血清 25(OH)D 水平差异并无显著性统计学意义，与

之前有关报道的结论并不一致，可能与样本数量有

限有关。其它代谢途径可能参与儿童青少年情感障

碍的发病过程，因此血清 25(OH)D 水平与儿童青少

年情感障碍的相关性需经一步研究和证实。 

 

 

 

CYP1A2 基因多态性对利培酮联合抗精神病

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的影响 

 

杨柳 1,2 张蓓 3 崔小花 1,2 张燕 1,2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西安市药学（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 

3）西安医学院药学院 

 

    目的  作为细胞色素 P450 酶家族中的重要一

员，CYP1A2 在多种抗精神病药的代谢过程中都发

挥了关键作用，其基因多态性与抗精神病药血药浓

度水平的调节作用密切相关。利培酮联合抗精神病

药是临床上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方案之一；在研

究细胞色素 P450 酶基因多态性对抗精神病药疗效

的影响时，抗精神病药联合用药的情况应被给予更

多的关注。本研究拟通过对我院住院患者的病例筛

选分析，探索 CYP1A2 基因多态性对利培酮联合抗

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疗效的影响，为制定利培酮

治疗精神分裂症个体化用药方案提供研究基础。 

    方法  收集我院利培酮联合抗精神病药治疗精

神分裂症 128 例患者病例，经过资料筛选获取研究

对象治疗前后 PANSS 量表和阴阳量表评分、量表减

分率、CYP1A2 基因型数据，以量表减分率作为患

者治疗前后疗效评价方法，其中减分率≥75%为痊愈；

50%-74%为显著有效；25%-49%究 CYP1A2*1F 基因

型对利培酮联合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的

影响》、AC 型和 CC 型患者减分率之间的显著性，

研究 CYP1A2*1F 基因型对利培酮联合抗精神病药

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的影响。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CYP1A2*1F AC（70 例）

和 CC（14 例）型患者疗效为显著有效（减分率分别

为(61.21 ± 4.87）%和(68.05 ± 8.87)%），AA 型（44

例）患者服用利培酮的疗效为有效（减分率(48.20 ± 

7.73)%）。三种基因型对疗效的影响结果分析，AA 型

和 AC 型基因型患者的减分率之间有显著差异性（P

＜0.01），AA 型和 CC 型相较、AC 和 CC 型相较无

显著性差异。 

    结论  在利培酮联合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

症的过程中，CYP1A2*1F AC 和 CC 型患者服用利

培酮的疗效较 AA 型患者相比效果较好。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978 

抗精神病药物哌罗匹隆治疗范围的初步探索 

 

赵彩萍 1,2 康海洋 3 张燕 1,2 丁靖 1,2 张锁 1,2 魏玮 1,2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西安市药学（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 

3）西安医学院药学院 

 

    目的  通过分析我院已积累的哌罗匹隆的临床

病例，根据其中的血药浓度值和疗效，以期建立正

常的抗精神病药哌罗匹隆的正常范围参考值，以便

指导临床用药。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收集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4 月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采用哌罗匹隆治疗

2 周以上的符合研究标准的住院病人信息，入组共

142 例，其中男 67 例，女 75 例，年龄分布为 16-76

岁，平均年龄 46.82 17.83 岁，哌罗匹隆单独用药[血

药浓度 1.83±1.61ng/mL]仅 14 例，其中合并奥氮平

[血药浓度 1.31±1.37ng/mL]、丙戊酸 [血药浓度

0.73±0.48ng/mL] 、 劳 拉 西 泮 [ 血 药 浓 度

1.00±1.34ng/mL]、氯氮平[血药浓度 0.89±0.51ng/mL]、

喹硫平[血药浓度 2.37±2.78ng/mL]共计 128 例。测定

分析采用液质联用（LC~MS/MS）法所测得的哌罗

匹隆历史血药浓度值的数据。采用 SPSS23.0 和 Med 

Calc20.0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使用四格表法法确

定哌罗匹隆的治疗范围。 

    结果  ①男性和女性患者的血药浓度（P>0.05）

无统计学差异：男性和女性的血药浓度值分别为：

（1.02±0.92 ng/mL）、（1.37±1.73 ng/mL）。②哌罗匹

隆的年龄有统计学差异，年龄越大，平均血药浓度

是越高的，三者血药浓度分别为：（0.56±0.30 ng/mL）、

（1.13±1.42 ng/mL）、（1.61±1.42 ng/mL）③在常用

剂量下，哌罗匹隆单独用药和联合常用抗精神病药，

其血药浓度值差异显著，单独用药和联合奥氮平、

丙戊酸、劳拉西泮、氯氮平和喹硫平的血药浓度分

别为：（1.83±1.61 ng/mL）、（1.31±1.37 ng/mL）、

（ 0.73±0.48 ng/mL ）、（ 1.00±1.34 ng/mL ）、

（0.89±0.51ng/mL）、（2.37±2.78 ng/mL）。④经分析，

哌罗匹隆的血药浓度与患者的服药天数不相关。⑤

经对比哌罗匹隆的临床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26.7%）要低于药品说明书（62.2%）。⑥界值下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及四格表法推荐出一个合理的血药

浓度，即：0.40-3.20 ng/mL。 

    结论  通过本院的样本监测数据，发现哌罗匹

隆的血药浓度波动较大，个体间差异较大，哌罗匹

隆最终推荐的参考值范围为：0.40-3.20 ng/mL。哌罗

匹隆的血药 

 

 

 

肝药酶基因多态性对于抗精神治疗药物奥氮

平代谢及药效的影响 

 

郑璇 1,2 李璐瑶 3 张燕 1,2  

1）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西安市药学（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 

3）西安医学院药学院 

 

    目的  通过基因多态性对抗精神治疗药物奥氮

平的代谢及疗效的影响研究，探究奥氮平最佳临床

治疗方案，以促进奥氮平治疗精神疾病的合理用药。 

    方法  收集某三甲医院服用奥氮平患者病例

2471 例，病例数据包括一般体征、血药浓度检测结

果、基因检测结果及疗效判定的量表减分率,应用

SPSS 软件及 Excel 统计分析,依次分析性别、年龄、

服药剂量对药物代谢及疗效的影响，其中对具有基

因检测结果的 500 例病例进一步分析其奥氮平的主

要代谢酶 CYP1A2 和 CYP2D6 的基因多态性和血药

浓度及药效之间的关系,探讨基因多态性与奥氮平

代谢和疗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  通过软件分析得出，性别、年龄对奥氮

平的代谢及疗效无影响（P>0.05），剂量对奥氮平代

谢和疗效有影响(P<0.05)。对其主要代谢酶 CYP1A2

和 CYP2D6 进行其对奥氮平代谢的影响分析得出在

给予奥氮平 20mg/天的情况下，中间代谢的血药浓

度均值都高于快代谢型的血药浓度均值；而在分析

基因多态性对疗效影响时，也是给予奥氮平 20mg/

天的情况下，发现肝药酶 CYP1A2 和 CYP2D6 均为

中间代谢型时总有效率最高，CYP1A2 为超快代谢

型时总有效率最低。 

    结论   经过对收集的病例数据分析得出

CYP2D6 和 CYP1A2 不同代谢型对奥氮平的代谢有

影响，且结合血药浓度监测，可及时控制患者体内

达到最佳的药物治疗浓度，提供合理的给药方案，

以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并提高疗效的目的，实现临

床个体化用药，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提高抗精神药

物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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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齐拉西酮速效针剂的用

药情况调查 

 

杨欣湖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了解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州市惠爱医院）齐拉西酮速

效针剂的用药情况，分析其处方特征，为制订齐拉

西酮速效针剂使用规范以及相关专家共识提供参考

依据。 

    方法  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 2019 年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州市惠爱医院）使用过齐

拉西酮速效针剂的患者相关信息，进一步以药品说

明书为依据判断超说明书用药情况，统计超说明书

用药类型，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 426 例患者用药信息，其中有 370

例患者存在超说明书用药情况。使用齐拉西酮速效

针剂的患者大部分年龄为 18-64 岁（88.3%）；临床

应用广泛，诊断最多为心境[情感]障碍（双相情感障

碍（53.76%）、躁狂发作（16.67%）），其次为精神分

裂症（14.79%）及使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和

行为障碍（7.75%）；存在少部分患者用药日剂量＞

40mg（0.70%），用药疗程＞3 天（8.22%）。总体超

说明书用药发生率为 86.85%，其中，最主要的类型

为超适应证，为 90.00%。 

    结论  该院齐拉西酮速效针剂超说明书用药现

象较为普遍，主要集中在超适应证方面，在临床治

疗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在语言流畅性和伦敦塔

任务期间的前额叶皮层 

 

向伊蕾 1 王惠玲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精神分裂症和

抑郁症患者在言语流畅性和伦敦塔两种不同的认知

任务中大脑激活的特征，探究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

是否能作为区分这两种疾病的工具。 

    方法  应用 32 通道近红外光谱成像系统采集

3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精分组），30 例抑郁症患者

（抑郁组）和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匹配的 30 例

健康志愿者（对照组）在两种认知任务（VFT和TOL）

下前额叶皮层氧合血红蛋白（Oxy-Hb）浓度变化的

数据，采用 HAMD、HAMA、PANSS 评估受试者的

抑郁、焦虑、精神症状，应用 Homer 软件对 NIRS

数据进行处理，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各通道任

务期和休息期的平均 Oxy-Hb 浓度以确定激活的通

道，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三组受试者在两种不

同认知任务下的平均 Oxy-Hb 浓度变化。 

    结果  （1）人口统计学资料和任务表现三组受

试者年龄、性别级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精分组的 VFT 结果差于抑郁组

（p = 0.000）和对照组(p = 0.002)，而抑郁组和对照

组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685）。精分组和抑

郁组的 TOL 结果均差于正常对照组，精分组正确率

低于对照组（p = 0.008），平均答题时间长于对照组

（p = 0.002）；抑郁组平均答题时间长于对照组（p = 

0.046），而正确率与对照组无差异；抑郁组的正确率

高于精分组（p = 0.039）。 

    （2）认知任务期间的前额叶激活精分组在 VFT

期间前额叶有 8 个通道显著激活，在 TOL 期间 32

个通道均不存在显著激活；抑郁组在 VFT 期间前额

叶有 16 个通道显著激活，在 TOL 期间有 32 个通道

均不存在显著激活；对照组在 VFT 期间前额叶 32

个通道均显著激活，在 TOL 期间前额叶有 20 个通

道显著激活。 

    （3）前额叶激活程度的组间比较与对照组相比，

两患者组在所有通道的 Oxy-Hb 浓度变化均降低，

精分组在背外侧前额叶特定通道（通道 11 和通道 22）

的 Oxy-Hb 浓度变化低于抑郁组。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抑郁症患者在不同的

认知领域损伤程度不同，在言语流畅性和伦敦塔任

务期间的大脑激活模式不同。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

实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的临床和诊断价值。 

 

 

 

甲基化组转录组联合分析寻找抑郁症潜在诊

断标志物 

 

谢银平 1 王高华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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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重度抑郁症(MDD)是一种发病率高、复

杂的精神疾病这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增

加了社会经济负担。目前迫切需要高精度的重度抑

郁症诊断生物标志物。本文的目的是识别新的基于

血液的 MDD 诊断生物标志物。 

    方法  （1）GEO 数据库下载外周血样本的 DNA

甲基化数据集，转录组数据集； 

    （2）鉴定差异甲基化基和差异表达基因，并进

行 GO/KEGG 富集分析； 

    （3）并对基因组 DNA 甲基化进行分区域研究

（TSS1500, TSS200, 5'UTR, Exon1st, gene body 和

3'UTR），定义显著性区域（dominant region） 

    （4）联合分析鉴定到 46 个甲基化下调-表达上

调（hypo-up）和 71 个甲基化上调-表达下调（hyper-

down）的基因。 

    （5）首次同时建立基于基因表达，基于整体

DNA 甲基化水平和基于显著性区域 DNA 甲基化水

平的三类分类器。通过算法优化计算出每类分类器

中最佳预测能力的基因数量和此数量下分类器的预

测能力，为抑郁症的诊断提供潜在标志物。 

    结果  （1）分析鉴定到 1506 个差异表达基因

和 8313 个差异甲基化基因； 

    （2）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参与炎症反应相关通路，

而差异甲基化基因主要集中于神经发育和神经可塑

性相关通路； 

    （3）区域化甲基化分析分线，gene body 区域

甲基化程度最高，其次是 TSS1500 

    （4）两者联合分析获得 46 个 hypo-up 基因和

71 个 hyper-down 基因； 

    （5）对于 46 个 hypo-up 基因，基因表达分类

器效果最好，其次是基于显著性区域 DNA 甲基化水

平的分类器，最后是基于整体甲基化水平的分类器； 

    （6）对于 71 个 hyper-down 基因，基因表达分

类器效果最好，其次是基于显著性区域 DNA 甲基化

水平的分类器，最后是基于整体甲基化水平的分类

器； 

    结论  DNA 甲基化与基因表达的联合分析鉴

定出 46 个 hypo-up 基因和 71 个 hyper-down 基因，

可作为抑郁症潜在的诊断生物标志物。 

 

 

 

NMR Analysis Implicates Dysregulation of 

The Blood Lipids in Alzheimer's Disease 

 

李研哲 1 马忠慧 1 于雪 1 孙达亮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Objective  The progressive aging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akes a higher prevalence of neurodegener-

ative diseases inevitable.Alzheimer disease (AD) is the 

most prevalent form of dementia in the elderly popula-

tion.The lack of effective treatments and early diagnos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nonin-

vasive biomarkers,for early diagnosis and disease pro-

gression. Blood metabolites have recently emerged as 

promising AD biomarkers. Disturbances in lipid com-

position and lipoproteins metabolism can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othe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To facilitate the diag-

nosis of AD, we performed blood lipids profiling using 

NMR spectroscopy and multivariate data pre-pro-

cessing and analysis tools on plasma samples. 

    Methods  Lipidomics and metabolomics ap-

proach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can be based on diverse 

analytical platforms for lipid/ metabolite profiling,the 

two leading analytical approaches being nuclear mag-

netic resonance (NMR) spectroscopy and mass spec-

trometry (MS).NMR-based approaches could offer for 

metabolomics/lipidomics,which would compensate for 

MS relative lack of sensitivity. In fact, NMR spectros-

copy has rarely been used in AD related studies.We per-

formed untargeted lipidomic analysis using NMR spec-

troscopy on 60 AD and 40 elderly control plasma sam-

ples and used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meth-

ods. 

    Results  Our data indicate LDL2, a small compo-

nent of low-density lipoprotein, differs greatly between 

AD and control subjects,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triglycerides(all p<0.05)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simplicity of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ology proposed support the use 

of NMR spectroscop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tered 

expression levels of these lipoproteins in plasma may 

yield candidate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of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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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基因检测辅助精神障碍患者精准药学服

务实践 1 例 

 

李洁璇 1  

1）长春市第六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利用药物基因检测技术，

开展精神科精准药学服务的方法及其作用。 

    方法  对 1 例 20 岁女性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患者进行药物基因检测。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及循证

药学证据，临床药师发挥药学专业特长协助医生判

断药物临床疗效、代谢情况及不良反应风险。综合

患者性别、年龄、症状、诊断、体格检查、辅助检查、

既往史、用药史等及药学问诊信息、基因检测结果，

对既往药物治疗情况及当前药物治疗方案进行分析。

临床药师向医师提供个体化治疗建议，包括药物品

种选择、剂量调整、不良反应监护等，为患者提供精

准药学服务。医师采纳临床药师建议，调整治疗方

案。临床药师定期随访，指导患者用药。 

    结果  以药物基因检测为辅助手段，为临床提

供个体化药物方案建议，该患者药物治疗方案由多

种药物联合治疗调整为单药治疗，患者症状好转、

不良反应减少。同时患者用药依从性提高，从而有

效保证足疗程的精神科药物治疗。患者精神症状基

本消失、社会功能基本恢复。 

    结论  药物基因检测辅助的精准药学服务可有

效地为患者提供优化的用药方案，减少试错成本，

促进合理用药，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高患者依从

性。精神科临床药师应发挥专业特长，不断总结实

践经验，精益求精做好药学服务。 

 

 

 

脑疾病的外周血分子标记物效能的基准分析 

 

宋炜宸 1,2 王卫娣 1,2 禹顺英 1 赵敏 1 林关宁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  全面评估外周血转录组、甲基化组、蛋

白组、细胞因子及代谢组小分子是否能作为脑疾病

标记物及其标记物效能。 

    方法  收集上述五种组学的外周血数量性状转

座子（QTL）数据（N=1980~32609）以及十四种脑

疾 病 的 全 基 因 组 关 联 分 析 （ GWAS ） 数 据

（N=9725~500199），利用适合的孟德尔随机化（MR）

方法估算各分子与疾病的关联强度。基于 MR 结果

生成随机数据，估算各组学（及其组合）作为各疾病

的诊断标记物的效能（以曲线下面积 AUC 衡量）。

基于估算效能最大的候选标记物，在已发表的真实

数据集中通过贝叶斯-LASSO 回归及 COX回归构建

精神分裂症（SZ）与阿尔兹海默症（AD）的诊断及

预后模型并在独立数据集中（N=932~1486）验证。 

    结果  我们发现了 524 个 RNA, 807 个甲基化

位点, 29 个蛋白质, 七个细胞因子及 22 个代谢物在

外周血的水平与至少一种脑疾病相关。SZ、帕金森

病、双相障碍及 AD 有较大数量的 RNA 及甲基化标

记物，而抽动症、强迫症及焦虑障碍则主要与细胞

因子和小分子代谢物有关。不同疾病与不同的组学

有较强的关联，而跨组学的标记物比单组学标记物

组表现出更大的效能。基于上述候选标记物，我们

构建并验证了一个由 11 个甲基化位点组成的模型

（AUC=0.74,p=1.11×10-16）可判断被试是否患有精

神分裂症，以及一个由 18 个甲基化位点组成的预测

模型（风险比 HR=2.32, p=3.0×10-5）可评估轻度认

知障碍的老年人在未来转化为 AD 的风险。 

    结论  外周血小分子有作为脑疾病标记物的潜

力，但研究不同脑疾病的标记物时应侧重不同的组

学。我们发现的甲基化模型可作为 SZ 与 AD 临床精

准干预参考的候选模型。 

 

 

 

安阳市精神卫生医院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

住院患者 用药调查及分析 

 

张晓东 1,2 张瑞岭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安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和分析本院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

患者药物使用情况，根据指南推荐建议不同等级对

治疗方案进行分组，判断治疗方案与指南的一致性

并进行合理性分析，为以后的药物治疗提供改进建

议及依据。 

    方法  调取我院 2016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期

间符合入组标准的 118 例患者。查阅病历，利用自

制调查表记录每位患者基本情况、入院及出院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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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案和药物的选择情况等信息。结合指南中治

疗方案的推荐不同等级进行分组。汇总调查结果并

应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入出院时以心境稳定剂为基础的治疗

方案分别为 64 例（54.24%）和 70 例（59.32%），差

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χ2=0.622，P=0.430）。入出院

时以抗精神病药为基础的治疗方案分别有 64 例

（54.24%）和 82 例（69.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819，P=0.016）。入出院时应用抗抑郁药为基

础的治疗方案分别为 95 例（80.51%）和 97 例

（82.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12，P=0.738）。 

    2.入出院时选择单类药物治疗患者分别为 34 例

（28.81%）和 21 例（17.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006，P=0.045）。入出院时选择双药联用治疗

患者分别为 63 例（53.39%）和 72 例（61.02%），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402，P=0.236）。入出院时三

药联用治疗的患者分别为 21 例（17.80%）和 25 例

（21.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32，P=0.511）。 

    3. 对比指南，用药合理的患者由入院时 45 例

（38.14%）增加至出院时 64 例（54.24%），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6.154，P=0.013）。入出院时 B、D

级推荐治疗方案选择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χ2=0.434、0.733，P=0.510、0.392）。与入院时相

比，出院时 A、C 级推荐治疗方案选择的次数明显

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14、4.281，P=0.007、

0.039），指南未推荐治疗方案选择次数明显减少，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213，P=0.004）。 

    结论  我院药物选用以丙戊酸盐、艾司西酞普

兰及喹硫平居多，治疗方案以抗精神病药联合抗抑

郁药为主。对比指南，A 级及 B 级推荐方案使用比

率相对较少。治疗后患者治疗方案合理性有所改善。 

 

 

 

青少年抑郁障碍与强化学习任务下的认知灵

活性 

 

沈强 1 傅仕光 1 江小英 2, Richard Ebsteina1 王奕權
2 冯骏 1  

1）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青少年心理疾病诊疗中心，浙江杭州，

310007 

 

    目的  青少年抑郁障碍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精神

障碍，并且近年来发病率在我国呈现逐年增加的趋

势，给患者自身、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虽然过去的很多研究都从临床研究的视角考察了抑

郁障碍，特别是其中的快感缺乏症状，但对于青少

年抑郁障碍患者由于抑郁症状而出现的决策缺陷，

相对而言较少有受到的系统研究。因此，本研究结

合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的跨学科研究视角，从

精神病学和行为决策相结合的思路出发，利用金钱

奖惩激励下的强化学习实验任务，对青少年抑郁障

碍患者的决策特征和规律展开研究。 

    方法  本实验的强化学习任务利用了 2×2×3 的

被试内、被试间混合设计，考察了青少年抑郁障碍

患者与年龄相匹配的正常青少年在不同选项设计

（对称、不对称和反转）和不同信息反馈呈现（部

分、全部）的强化学习任务下的决策表现。 

    结果  整体上，我们发现虽然青少年抑郁患者

决策反应花费的更长，但从强化学习任务中获得了

更少的决策收益。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一方面，

虽然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在部分信息反馈情形下的

决策表现与正常青少年类似，但是在全部反馈信息

的条件下，相对于正常青少年，患者无法有效的利

用非选中选项的信息。另一方面，利用基于强化学

习模型的计算建模发现，在对称、不对称两种不同

的选项条件下，正常青少年的学习率会更根据决策

场景的不同而动态调整，而对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

者而言，他们呈现相对不变的学习率特征。 

    结论  因此，基于本实验观察到的研究结果，

提示在基于强化学习的决策任务下，青少年抑郁障

碍患者整体呈现出认知灵活性降低的特点。 

 

 

 

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重性精神疾病经颅

磁刺激疗效预测 

 

董帅 1,3 张锡哲 1,2 王菲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 

3）东北大学 

 

    目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重复性经颅磁刺激

（rTMS）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神经精神疾病的治疗。

荟萃分析发现，在 29 项研究中，1371 名接受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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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MS 治疗的重性抑郁（MDD）患者，应答者的平

均比率为 29.3%（应答者定义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治疗后得分降低 50%）。预测 rTMS 治疗的临床疗效

可以让精神科医生预知治疗结果，从而减轻患者的

痛苦。 

    方法  共收集了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

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DSM-IV）诊断标准

的重性抑郁患者 8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8 例、精

神分裂症患者 2 例，并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静息态

功能成像扫描。对所有患者采用相同的 rTMS治疗，

能量强度为 100%，频率为 10 或 20HZ，脉冲个数为

40，刺激时间为 4 秒，间歇 10 秒，重复 30 次的以

前额叶为刺激部位的治疗。对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数据的分析，采用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Fre-

quency Fluctuation, ALFF）计算 AAL 模板中的 90 个

大脑区域的 ALFF 均值，应用线性回归模型预测脑

区 ALFF 均值与 rTMS 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总分（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的变化

情况。最后，通过计算预测值与真实量表得分变化

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评估预测结果。 

    结果  脑区的 ALFF 值可以很好的预测 HAMD

治疗前后得分变化。具体的，旁中央小叶左部和右

额中回眶部的线性组合与 HAMD 得分的变化有很

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836（P < 0.001），并且两

个脑区线性组合的权值分别为-27.522 和 8.607，说

明旁中央小叶左部脑区在与 HAMD 治疗前后得分

变化的相关性上占有更重要的比重。 

    结论  重性精神疾病的 rTMS 治疗效果可以通

过静息态功能磁共振脑影像真确预测，旁中央小叶

左部和右额中回眶部有进一步成为预测 rTMS 临床

疗效的生物标志物的可能。 

 

 

 

基于功能磁共振影像与深度学习的双相障碍

早期诊断模型 

 

魏鑫茹 1,2 段佳 3 张然 1 杨景钰 1 张陆衡 3 姚菲 1 

董帅 1,2 张锡哲 1,2 王菲 1,3 朱荣鑫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早期干预科 

2）南京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目的  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影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数据，构建深度

学习分类模型，以研究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 

BD）患者的功能影像异常，并找到 BD 的关键性影

像学特征，从而提高 BD 的识别率。 

    方法  共收集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DSM-IV）诊断标准的 BD

患者 146 例，以及健康对照者（Healthy Control, HC）

234 例，并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静息态功能成像扫

描。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的分析采用局部一致性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低频振幅（Ampli-

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功能连接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多种方法。基于 ReHo

和 ALFF 两种指标，分别采用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s，DNN）和双通道卷积神经网络

（Dual-Channel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s，DCNN）

进行分类模型构建；基于 ReHo、ALFF 和 FC 多种

影像指标，对 AAL 模板中的 90 个大脑区域分别采

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和随

机森林（Random Forest , RF）两种机器学习方法进

行基于脑区的二分类模型的构建。 

    结果  使用DCNN构建的分类模型的分类评价

指标明显优于 CNN 模型，且使用 ReHo 的 fMRI 数

据进行分类模型的构建相对优于其他影像学指标；

构建 SVM 和 RF 二分类进行关键脑区分析中，SVM

二分类模型的性能明显优于 RF。 

    结论  BD 和 HC 分类可以通过 ReHo 指标，使

用 DCNN 分类模型获得较高的分类准确率，提示该

指标下的该分类模型可用于 BD 辅助识别；同时基

于 ReHo、ALFF、FC 三种影像指标可以分别找到具

有较高准确率的关键脑区，但寻找到的关键性脑区

并未表现出完全一致性。 

 

 

 

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左前额叶背外侧皮层对

慢性意识障碍患者脑功能的改善 

 

生晓娜 1 朱一飞 1 刘珈仪 1 赵煦萌 1 尹化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心身医学科 

 

    目的  探索长时程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

于慢性意识障碍(DOC)患者左侧前额叶背外侧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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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PFC）刺激的疗效,观察其对患者行为学及脑

电频谱的影响。 

    方法  纳入 8 名 DOC 患者，进行自身对照的纵

向疗效观察研究。于基线期、治疗第 5 天、治疗第

10 天以及治疗结束后（20 天）四个时间节点分别采

集脑电数据，同时应用修订版昏迷恢复量表（CRS-

R）评估行为学水平。治疗方案设置：所有患者接受

作用于 L-DLPFC 的 10Hz 的 rTMS 刺激，疗程为连

续 20 天。分析干预前后患者 CRS-R 评分以及各脑

区脑电频谱的变化, 同时观察治疗可能存在的不良

反应和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 

    结果  1. 全部患者在刺激过程中及治疗后均

未见严重不良反应。根据 CRS-R 评分量表，8 名患

者的评分均有所提高，5 名患者的诊断发生改变。利

用 Frideman 检验分析了这 4 个时间点 CRS-R 得分

的变化,结果显示 4 个时间点的 CRS-R 评分变化有

统计学意义(χ2(3)=23.219,P＜0.001)，成对分析比较

提示 T0 与 T3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62，P＜

0.001，T1 与 T3 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t=-2.312，

P=0.002，即 rTMS 治疗第 4 周后 CRS-R 得分显著

增加. 2. 利用单因素重复方差分析或 Friedman 检验

各个导联和脑区在四个时间节点 T0、T1、T2、T3 上

相对功率值的变化。通过分析发现基线期患者脑电

图的功率主要分布在慢波 δ 频带上，经过 rTMS 干

预治疗后 δ 频带的相对功率值降低，θ、α、β 频带相

对功率值均增加。在 rTMS 治疗第 10 天即 T2 时颞

区的快波频带 α、β 相对功率的增加较 T0 有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P=0.012,P=0.031），在 rTMS 治疗 20 天

后即 T3 时左前额叶（Fp1）、 顶区的 δ 频带相对功

率值降低（P=0.027，P=0.004）及 θ 相对功率值增加

(P=0.027,P=0.019)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作用于左 DLPFC 的 10Hz rTMS 可以改

善 DOC 患者的意识水平且安全性较高。与短期治疗

相比，长时程的 rTMS 治疗可显著观察到 DOC 患者

临床症状的改善及 CRS-R 评分变化。应用定量脑电

频谱分析发现 DOC 患者 δ 频带的相对功率值显著

降低，θ、α 及 β 的相对功率值显著升高，且上述变

化分布在特定脑区。定量脑电图频谱分析可能有助

于评价预测 rTMS 在 DOC 患者中的治疗反应及预

后。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Drug-na?ve Depression with Or without Sui-

cide Ideation 

 

王雨婷 1 郭布勒,那那格 1 李美娟 1 李洁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Objective  : The ability of facial emotion recog-

nition is often impaired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The impairment of recognizing facial emotion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isruption of interpersonal inter-

action. 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 and social rejection 

are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

gate the ability of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in first-ep-

isode MDD patients with drug-naïve with suicidal idea-

tion. 

    Methods  : 98 drug-naive outpatients with the 

first depressive episode 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53 pa-

ti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SI) and 45 patients without 

suicidal ideation (NSI). The 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

ation—Chinese Version wa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su-

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al risk in the latest week. De-

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17 (HDRS-17). Facial Emo-

tion Recognition Test and the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were administered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Results  : Our finding indicated that recognizing 

fear emotions was more accurate in the SI than the NSI 

group (OR = 1.135 [1.008, 1.227]). Patients with high 

suicidal risk may have more difficulties recognizing the 

neutral facial expressions (OR=-2.938 [-5.031, -0.845]. 

    Conclusion  : Our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vari-

ation of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in first-episode 

MDD pati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and targeting this 

signal may help identify suicidal ideation to decrease 

the risk of suicide behavior in MDD. 

 

 

 

Polymorphisms of COMT and CREB1 Are 

Associated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

sion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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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婷 1,2 李申 1,2 马彦彦 1 仇玉莹 1 李树华 2 郭布

勒,那那格 1,2 李洁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 

 

    Objective  Genetic factors play a crucial role for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TRD).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at Catechol-O-methyl-

transferase (COMT) and cyclic 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CREB) are associated with antidepres-

sant response. To our knowledge, no study has investi-

gated the role of CREB1 and COMT genes in TRD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COMT and CREB1 genes and TRD. 

    Methods  181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

order (MDD) and 80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in-

cluding 81 TRD pati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17 

(HDRS). Genotyping was performed using Mass Spec-

trometry. Genetic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by PLINK 

Software. 

    Results  The distribution of COMT SNP rs4818 

allele and genotyp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

tween TRD and controls (P=0.003). Statistical differ-

ences in allele frequenci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RD 

and non-TRD groups, including rs11904814 (P=0.001) 

and rs6740584 (P=0.031) in CREB1 gene, as well as 

rs4680 (P=0.036) and rs4818 (P=0.016) in COMT gene.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DRS total 

scores among different phenotypes of CREB1 

rs11904814, CREB1 rs6740584, COMT rs4680 and 

rs4818. Gene–gene interaction effect of COMT-CREB1 

(rs4680×rs6740584) revealed significant epistasis in 

TRD (P<0.001). 

    Conclusion  COMT and CREB1 polymorphisms 

influence the risk of TRD and affect the severity of de-

pressive symptoms of MDD. The interaction of COMT 

and CREB1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TRD in MDD pa-

tients. 

 

 

 

精神分裂症和癌症的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研

究 

 

袁铠 1 宋炜宸 1,2 唐诗婕 3 林关宁 1,2 禹顺英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3）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目的  精神分裂症与恶性肿瘤的关系一直存在

争议，有研究报道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恶性肿瘤发

生率低于普通人群，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易感性可能

是恶性肿瘤的保护因素，也有相反报道。本研究目

的是调查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否与癌症患病风险存

在因果关系。 

    方法  我们采用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方法，对精

神分裂症和常见的 13 种恶性肿瘤（包括乳腺癌，肺

癌，胶质母细胞瘤等）的 GWAS 数据分别进行计算

分析，以精神分裂症作为暴露因素，探讨精神分裂

症的遗传易感性是否影响恶性肿瘤。并利用 TCGA

肿瘤 eQTL 数据，寻找精神分裂症易感位点对应癌

症的相关基因，并对基因进行差异表达和预后分析。 

    结果  我们发现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易感性会增

加乳腺癌（随机效应模型，OR 值=1.041,95%置信区

间：1.014 - 1.067, p = 0.0026），卵巢癌（OR值=1.086，

95%置信区间：1.031 - 1.143; P = 0.0018）和甲状腺

癌（OR 值=1.559; 95% 置信区间：1.055 - 2.303; P = 

0.0256）的患病风险。结合 eQTL 数据，找到了与精

神分裂症相关的 rs11191418、rs7432375 位点对应的

eQTL genes（AS3MT，SFXN2 和 PCCB），通过基因

下游分析发现这三个基因在肿瘤中表达存在差异且

预后有显著差异。根据乳腺癌，卵巢癌和甲状腺癌

的患病特征，进一步利用 MR 分析探究精神分裂症

是否影响激素水平，发现精神分裂症会影响促甲状

腺激素的水平（OR 值=1.095; 95% 置信区间：1.006 

- 1.191; P = 0.0354），可能和导致这三类癌症患病风

险增加有关。 

    结论  通过该项研究，我们发现了精神分裂症

会增加乳腺癌，卵巢癌和甲状腺癌的患病率，但导

致癌症患病率增加的机制可能不同。同时 AS3MT，

SFXN2 和 PCCB 未来可能可以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乳腺癌，甲状腺癌预防的生物标志物。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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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血清 BDNF、NSE 水平的影响 

 

王禹博 2 王志仁 1 张媛媛 2 周东升 2 刘思佳 1 马宏
2  

1）北京回龙观医院 

2）宁波市康宁医院 

 

    目的  探讨高频 rTMS 联合 SSRIs 抗抑郁药治

疗对抑郁症患者疗效、认知功能及血清脑神经营养

因子（BDNF）、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水平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双盲、伪刺激平行对照方法，

选取 60 名 18-60 岁符合 ICD-10 抑郁症诊断标准的

患者，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组采用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片+真 rTMS，对照组采用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片+伪 rTMS。治疗部位：左侧前额叶，治疗参

数：10Hz、110%MT，每次 50 组共 2500 个脉冲，

连续 4 周共 20 次，对照组进行伪刺激。基线期、2

周末及 4 周末评定 HAMD-17。基线期、4 周末测定

血清 BDNF、NSE，使用 RBANS 评定认知功能。采

用 SPSS25.0 软件统计分析，疗效比较采用符合方案

人群（PP）分析、及意向性分析（ITT）。组间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参数检验或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ANOVA)。 

    结果  1、4 周末治疗组的显效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间治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意向性分析（ITT）显示 4 周末治疗组的显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间治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治疗前后 HAMD-17 总分及各项因子分均具

有显著的时间效应。HAMD-17 总分和阻滞因子评分

时间与组间交互效应显著。治疗组HAMD-17总分、

阻滞因子分在治疗 2 周末、4 周末显著低于对照组。

治疗组 HAMD-17 睡眠因子分在 2 周末显著低于对

照组。 

    3、治疗前后 RBANS 总分、即刻记忆、视觉广

度、言语和注意因子时间效应具有统计学差异。即

刻记忆、注意力及 RBANS 总分的时间和组间的交

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第 4 周末即刻记忆、

注意力及 RBANS 总分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4、两组治疗前后 BDNF 水平时间效应及时间和

组间的交互效应均具有统计学差异，4 周末两组

BDNF 水平均较各自基线期显著升高。4 周末治疗组

的 BDNF 水平与对照组 BDNF 相比明显升高。 

    5、治疗前后 NSE 水平的时间效应具有统计学

差异，治疗 4 周末两组 NSE 水平均较各自基线期显

著降低，两组间 NSE 水平的时间和组间的交互效应

无统计学差异，4 周末治疗组的 NSE 水平较对照组

相比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rTMS 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可增

强抗抑郁疗效并改善认知功能水平，其机制可能与

BDNF 水平升高和 NSE 水平的降低相关。 

 

 

 

CYP2C19 基因多态性与艾司西酞普兰药物

浓度监测在临床中的应用研究 

 

王泽民 1 周倩 2 王玉文 1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杭州医学院 

 

    目的  研究 CYP2C19 基因多态性与艾司西酞

普兰（Es）血药浓度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7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期间本院服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的患者 97 例，设计

调查表获取患者基本信息，测定患者 CYP2C19 基因

型及稳态艾司西酞普兰血浆浓度，比较不同基因型

患者的血浆浓度差异。 

    结果  *1/*1、*1/*2、*1/*3、*2/*2、*2/*3 型患

者体内标准血药浓度分别为 14.13±10.60 ng·ml-1，

19.04±10.52 ng·ml-1，7.87±5.02 ng·ml-1，29.84±24.74 

ng·ml-1，47.48±35.82 ng·ml-1，*2/*3与*1/*1、*1/*2、

*1/*3 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2/*3 与*2/*2 无

统计学差异。CYP2C19 慢代谢、中间代谢、快代谢

者体内血药浓度分别为 43.17±32.23 ng·ml-1，

17.78±10.58 ng·ml-1，14.13±10.60 ng·ml-1，其中慢

代谢型与快代谢、中间代谢型血药浓度均存在统计

学差异 (P<0.05)。 

    结论  CYP2C19 慢代谢型患者服用艾司西酞

普兰后测得的血药浓度偏高，该类患者在服用此药

时，应适当降低服用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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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障碍研究协作组 

 

伴和不伴自杀意念的早发性抑郁障碍患者血

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差异研究 

 

刘帅 1 胡淑文 1 郭鹏飞 1 郑洪宇 1 江晓璐 1 莫大明
2 钟慧 1,2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 

2）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我国伴和不伴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抑

郁障碍患者的炎症水平的差异及其与抑郁严重程度

的关系。拟以电化学发光多因子检测（Meso Scale 

Discovery，MSD）技术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及伴

发的自杀意念进行研究，探索可能的神经生物学标

志，以期日后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意念及

自杀行为进行早期识别及干预。 

    方法  招募 64 例早发性抑郁障碍患者，根据贝

克自杀意念量表（BSSI-CV）评分，将患者分为伴自

杀意念组（43 例）和不伴自杀意念组（21 例），比

较两组被试的血清 TNF-α、IL-6 水平并分析其与临

床症状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伴自杀意念组被试的血清 TNF-α

（1.40±0.35）pg/ml 水平高于不伴自杀意念组血清

TNF-α（1.24±0.19）pg/ml 水平（P<0.05），且两组被

试的血清 TNF-α 及 IL-6 水平与 HAMD-17 总分无显

著相关性（r=0.190、r=-0.130 ，P＞0.05）。 

    结论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中伴自杀意念组被

试与不伴自杀意念组被试相比，伴自杀意念组被试

的血清 TNF-α 水平较不伴自杀意念组被试升高；血

清 TNF-α、血清 IL-6 水平与被试的抑郁严重程度无

明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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