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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形虫感染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诊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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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弓形虫感染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诊疗的影响。　方法　选取１００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据

血清弓形虫ＩｇＧ抗体水平分为弓形虫感染首发精神分裂症５０例（观察组）和未感染弓形虫首发精神分裂症５０例（对照

组），采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ＢＰＲＳ）、阳性症状量表（ＳＡＰＳ）及阴性症状量表（ＳＡＮＳ）比较两组患者的病情和精神症

状，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ＭｏＣＡ）比较两组的认知功能障碍，采用ｐｅｒｓｎａｌ相关性分析分析病人精神症状与认知

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　结果　观察组ＢＰＲＳ、ＳＡＰＳ、ＳＡＮＳ、ＭｏＣＡ总分分别为９８．９４±５．１３、１０４．１９±４６．３７、９０．１６±４．

２５和２２．０５±０．２２，对照组分别为９４．９５±４．６７、９３．８４±５．２５、８３．１２±３．１８、２４．５２±０．３８。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狋

值分别为７．１２、８．８６、９．３６，９．３８，均犘＜０．０１）。相关性分析显示，ＢＰＲＳ、ＳＡＰＳ、ＳＡＮＳ得分均与 ＭｏＣＡ得分呈负相关（狉

值分别为－０．５４９、－０．６２８和－０．７１１，均犘＜０．０１）。　结论　弓形虫感染能加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精神症状和认

知功能障碍，精神分裂症病情和精神症状是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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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弓形虫感染倍受精神科临床医师关注。弓形

虫（犜狅狓狅狆犾犪狊犿犪犵狅狀犱犻犻，ＴＯＸ）是一种专性细胞内寄

生的机会致病原虫［１］，能感染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家

畜和冷血动物［２－４］，普通人群可通过食用未煮熟的或

生的被感染的肉，或通过猫排泄的卵囊污染的食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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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洗的蔬菜等途径感染弓形虫。导致精神分裂症的

因素有多种，有研究证实弓形虫感染是精神分裂症的

致病因素之一［５－７］，提示弓形虫感染与精神分裂症存

在一定的关系。为深入探讨弓形虫感染对精神分裂症

临床诊疗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阳性症

状量表、阴性症状量表，以及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对

５０例弓形虫感染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

及认知障碍状况进行调查，并与５０例未被弓形虫感染

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相应状况进行比较与分析。结

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１　病例

１．１　观察组　为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０１９年５月在济宁市

精神病防治院住院治疗的弓形虫抗体阳性的首发精神

分裂症患者５０例。入选标准：１）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

断标准［８］，免疫状态指数（ＩＳＲ）＞１．１０；２）意识清晰，无

智力障碍及其他精神疾病史；３）患者及家属自愿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排除免疫缺陷性疾病、严重躯

体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药物依赖等。其中男４１例，

女９例，年龄２１～３５岁，平均（３１．４４±４．３５）岁，职业：

工人１９例，农民２７例，干部４例；婚姻状况：已婚２９

例，未婚１８例，离异３例。

１．２　对照组　同期在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住院治疗

的弓形虫抗体阴性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５０例，入选

标准：１）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
［８］，免疫状态指

数（ＩＳＲ）＜０．９０；２）意识清晰，无智力障碍及其他精神

疾病史；３）知情同意，愿意参加该研究。排除标准：排

除严重躯体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药物依赖等。其中

男３９例，女１１例，年龄２２～３７岁，平均（３０．６２±４．４１）

岁。职业：工人１７例，农民３０例，干部３例；婚姻状

况：已婚３１例，未婚１７例，离异２例。

２　方法

２．１　实施程序　患者入院后第２ｄ采用ＥＬＩＳＡ检测

弓形虫ＩｇＧ抗体水平。以免疫状态指数（ＩＳＲ）作为分

组依据，免疫状态指数（ＩＳＲ）＞１．１０的患者被区分为

弓形虫抗体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简称观察组），共入

组５０例。免疫状态指数（ＩＳＲ）＜０．９０的患者被区分

为弓形虫抗体阴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简称对照组），共

入组５０例。入组后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阴性症状量

表、阳性症状评定量表，以及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分

别对两组患者进行测评。

２．２　评价工具及内容

２．２．１　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编患者一般资料调

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

等项目。

２．２．２　简明精神病量表（ＢＰＲＳ）
［９］
　该量表包括焦虑

抑郁、缺乏活力、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５个分量

表，共１８个条目。每个条目采取７级（１～７分）评分，

反映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分值越高，病情越重。该量

表能够较全面地反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状况，具

有良好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２．２．３　阴性症状评定量表（ＳＡＮＳ）
［９］
　该量表包括情

感平淡或迟钝、思维贫乏、意志缺乏、兴趣社交缺乏及

注意障碍５个方面２４个条目，分为（０）无、（１）可疑、

（２）轻度、（３）中度、（４）显著、（５）严重６级评分。分值

越高，症状越重。

２．２．４　阳性症状量表（ＳＡＰＳ）
［９］
　该量表主要用于评

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理症状，如幻觉、妄想、怪

异行为及阳性思维形式障碍，共３４个条目，４个分量

表，采用０～５分的六级评分法，分别为无、可疑、轻度、

中度、重度、极重。要求患者入院时即进行测定。评定

的时间范围为最近１个月的表现。

２．５．５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ｏＣＡ）
［１０］
　该量表主要用于评定患者

的认知功能，内容包括视空间与执行功能（５分）、命名

（３分）、记忆（５分）、注意（６分）、语言３分）、抽象（２

分）、定向（６分），共计３０分，每项回答均正确者得１

分，回答错误或答不知道者评０分，≥２６分为认知功

能正常。总分为３０分，分数在２６分以下存在认知功

能障碍。

２．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

件。计数资料采用χ２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狋检验，犘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结果见表１。两组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及职业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狋年龄＝０．

０７５，χ婚姻２＝０．３２１，χ职业２＝０．４１２，均犘＞０．０５）。

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犵犲狀犲狉犪犾犱犪狋犪狅犳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狅犫狊犲狉狏犲狉犵狉狅狌狆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

组别

Ｇｒｏｕｐ

性别Ｇｅｎｄｅｒ

男

Ｍａｌｅ

女

Ｆｅｍａｌｅ

年龄

Ａｇｅ（ｘ±ｓ）

婚姻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已婚

Ｍａｒｒｉｅｄ

未婚

Ｕｎｍａｒｒｉｅｄ

离异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职业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工人

Ｗｏｒｋｅｒ

农民

Ｐｅａｓａｎｔ

干部

Ｃａｄｒｅ

观察组（弓形虫ＩｇＧ阳性） ４１ ９ ３１．４４±４．３５ ２９ １８ ３ １９ ２７ ４

对照组（弓形虫ＩｇＧ阴性） ３９ １１ ３０．６２±４．４１ ３１ １７ ２ １７ ３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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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犅犘犚犛评分比较

两组ＢＰＲＳ评分结果见表２。观察组焦虑抑郁、

缺乏活力、激惹性、敌对猜疑等临床症状或行为的

ＢＰＲＳ评分及ＢＰＲＳ总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狋值分别为４．４６、２．６８、３．６４和３．２８，均犘＜０．

０１）。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犅犘犚犛评分结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狅犳犅犘犚犛犫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狅犫狊犲狉狏犲狉犵狉狅狌狆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

病情

Ｉｌｌｎｅｓｓｃｏｎｄｉｔｏｎ

观察组（ｎ＝５０）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ｇｒｏｕｐ

对照组（ｎ＝５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狋值 犘 值

焦虑抑郁 ５．６４±０．５９ ５．２１±０．３４ ４．４６ ＜０．０１

缺乏活力 ５．５３±０．４１ ５．３６±０．２９ ２．６８ ＜０．０１

思维障碍 ５．４６±０．６８ ５．２５±０．４２ ２．７４ ＜０．０１

激惹性 ５．３３±０．３８ ５．１９±０．２７ ３．６４ ＜０．０１

敌对猜疑 ５．５５±０．４７ ５．３７±０．３８ ３．２８ ＜０．０１

总分Ｔｏｔａｌ ９８．９４±５．１３ ９４．９５±４．６７ ７．１２ ＜０．０１

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犛犃犘犛评分比较

两组ＳＡＰＳ评分结果见表３。观察组阳性症状如

怪异行为、思维障碍ＳＡＮＳ评分及总分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狋值分别为８．９２、７．４４和８．８６，

犘＜０．０１）。

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犛犃犘犛评分结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狅犳犛犃犘犛犫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犗犫狊犲狉狏犲狉犵狉狅狌狆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

阳性症状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观察组（ｎ＝５０）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ｇｒｏｕｐ

对照组（ｎ＝５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狋值 犘 值

幻觉 ２．０１±０．２３ ２．０４±０．２４ ０．６５ ＞０．０５

妄想 ３．４２±０．３８ ３．４８±０．４３ ０．７４ ＞０．０５

怪异行为 ３．２４±０．５２ ２．４２±０．３９ ８．９２ ＜０．０１

思维障碍 ３．５９±０．３７ ３．１２±０．２５ ７．４４ ＜０．０１

总分Ｔｏｔａｌ １０４．１９±６．３７ ９３．８４±５．２５ ８．８６ ＜０．Ｈ０１

４　研究与对照组犛犃犖犛评分结果比较

两组ＳＡＮＳ评分结果见表４。观察组阴性症状如

情感淡漠、思维贫乏、意志减退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狋值分别为６．２８、５．８１和４．３２，犘＜０．

０１）。

表４　观察组与对照组犛犃犖犛评分比较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狅犳犛犃犖犛犫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犗犫狊犲狉狏犲狉犵狉狅狌狆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

阴性症状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观察组（ｎ＝５０）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ｇｒｏｕｐ

对照组（ｎ＝５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狋值 犘 值

情感淡漠 ３．７５±０．４６ ３．２２±０．３８ ６．２８ ＜０．０１

思维贫乏 ４．０７±０．４２ ３．６１±０．３７ ５．８１ ＜０．０１

意志减退 ４．１２±０．４４ ３．６８±０．５７ ４．３２ ＜０．０５

注意障碍 ３．５９±０．５３ ３．４５±０．３９ １．５０ ＞０．０５

兴趣缺乏 ３．４３±０．３２ ３．３６±０．４１ ０．９５ ＞０．０５

总分Ｔｏｔａｌ ９０．１６±４．２５ ８３．１２±３．１８ ９．３８ ＜０．０５

５　观察组与对照组 犕狅犆犃评分结果比较

两组ＭｏＣＡ评分结果见表５。观察组与对照组比

较在视空间与执行功能、命名、记忆、注意、抽象等维度

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异（均犘＜０．０１）。

表５　观察组与对照组 犕狅犆犃评分比较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狅犳犕狅犆犃犫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犗犫狊犲狉狏犲狉犵狉狅狌狆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

认知功能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观察组（ｎ＝５０）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ｇｒｏｕｐ

对照组（ｎ＝５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狋值 犘 值

视空间与执行功能 ３．２３±０．４９ ３．９１±０．３５ ７．９９ ＜０．０１

命名 ３．５６±０．３４ ４．１７±０．１５ １１．６１ ＜０．０１

记忆 ３．４６±０．２５ ３．８２±０．１９ ８．１１ ＜０．０１

注意 ３．７１±０．６３ ３．９６±０．２８ ２．５６ ＜０．０１

语言 ２．４３±０．３１ ２．７２±０．４４ ３．８１ ＜０．０１

抽象 ２．１６±０．４２ ３．１６±０．５３ １０．４６ ＜０．０１

定向 ３．５１±０．３５ ３．７２±０．４６ ２．５７ ＜０．０１

总分Ｔｏｔａｌ ２２．０５±０．２２ ２４．５２±０．３８ ９．７８ ＜０．０１

６　犅犘犚犛、犛犃犘犛、犛犃犖犛与 犕狅犆犃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ＢＰＲＳ、ＳＡＰＳ、ＳＡＮＳ与 ＭｏＣＡ 之间的相关性分

析见表６。ＢＰＲＳ、ＳＡＰＳ、ＳＡＮＳ得分值分别与 ＭｏＣＡ

得分值呈高度负相关（均犘＜０．０１）。

表６　犅犘犚犛、犛犃犘犛、犛犃犖犛与 犕狅犆犃相关性分析（狉）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犫犲狋狑犲犲狀犅犘犚犛犛犃犘犛犛犃犖犛

犪狀犱犕狅犆犃

评价量表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ＭｏＣＡ

ｒ Ｐ

ＢＰＲＳ －０．５４９ ０．００６

ＳＡＰＳ －０．６２８ ０．００４

ＳＡＮＳ －０．７１１ ０．００１

讨　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健康人感染弓形虫的机会为

多，其原因与精神病患者个人卫生习惯差，接触感染弓

形虫的机会和频率增加。同时，患者细胞免疫功能低

下，增加了感染弓形虫的机会［１１］。表明精神分裂症行

为与弓形虫感染关系密切。欧阳净等［１２］认为，弓形虫

感染能够促进精神分裂症发生，导致患者精神和行为

的症状改变，并且能加重患者的妄想、概念紊乱、幻觉

行为和兴奋等阳性症状。这可能与弓形虫进入人体机

体后，随血流侵犯脑部各叶及尾状核、豆状核、红核、黑

质、丘脑底核、丘脑、小脑脊髓等，可出现不同程度的神

经受损而导致精神症状，表现为情绪、意志、行为控制

等症状［１３］。

认知功能障碍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征，影响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信息处理速度、学习、记忆、注意、执行

功能以及社会认知［１４］。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认知功

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是预

测患者疾病发展、治疗效果的有效指标，同时也是反映

患者预后和生活质量的可靠指标，因此，认知功能在精

神分裂症的治疗与康复中具有重要作用［１５］。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病情可从临床症状与认知功能来反映和体

现，感染弓形虫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与未感染

弓形虫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不同，是否影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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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以及临床症状与认知障碍

二者之间关系如何倍受精神科临床医师关注。本研究

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ＢＰＲＳ）、阳性症状量表（ＳＡＰＳ）

及和阴性症状量表（ＳＡＮＳ），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等工具，探讨弓形虫感染精神分裂症疾病病情严重程

度、临床症状，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状况，以便对精神分

裂症的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与对照组在一般资料方面

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观察组ＢＰＲＳ总分高于对

照组焦虑抑郁、缺乏活力、激惹性、敌对猜疑等临床症

状明显，精神分裂症病情严重。提示弓形虫感染可加

重精神分裂症病情，与欧阳净等［１２］的研究结果相符。

观察组 ＳＡＰＳ总分和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ＳＡＮＳ和各维度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观察组

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发生率均高于对照

组，提示弓形虫感染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部分临床症

状有关，与文献［１６－１７］研究结果相一致。提示在精

神分裂症临床治疗中，消除弓形虫感染可改善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阳性与阴性症状。观察组 ＭｏＣＡ总分评

分低于对照组，表明观察组患者认知功能损害更严重，

提示弓形虫感染可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

ＢＰＲＳ，ＳＡＰＳ，ＳＡＮＳ分别与 ＭｏＣＡ呈负相关，即

ＢＰＲＳ，ＳＡＰＳ，ＳＡＮＳ分值越高，ＭｏＣＡ分值就越低，

表明精神分裂症病情严重性，阴性症状和阳性症状与

认知障碍有关，病情越重，临床症状越重，认知功能障

碍越重。这与黄青等［１８－２２］的研究观点相一致，与赵瑾

等［２３－２４］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和临床症状无

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弓形虫感染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病情，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障碍，提示精

神科临床医师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应考虑

弓形虫感染问题，以便给予针对性治疗，促进康复。精

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与认知功能障碍存在相关性，

是影响认知功能的因素。因此，治疗的宗旨是改善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积极控制病情并消除精神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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