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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目前临床中治疗阳性症状有良好的疗效，而对阴性
症状和认知症状的治疗收效甚微。大量来自基础和临床的研究证据表明有氧运动能显著改善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因此，现就有氧运动改善认知功能的潜在机制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今后深入研
究和干预精神分裂症认知障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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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izophrenia was a kind of severe psychiatry disorder. At present，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ositive symptoms has a good effect，but the treat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symptoms has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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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临床中主

症状几乎无改善作用［2］。非药物治疗认知功能障碍

要表现为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认知障碍，在人群

尤其聚焦于认知症状是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治疗认

的功能损害，而认知功能的损害以及与之相关的结

remediation therapy，CRT），然而 CRT 治疗只对部分

中的发病率约为 1%。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多方面
［1］

知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如认知矫正治疗（cognitive

局是最严重的后果之一 ，最终可能导致精神残疾，

精神病性症状有作用，且这种认知改善在治疗结束

使其几乎无法实现职业和社会目标。

后的一段时间会逐渐消逝［3］。大量来自基础和临床

认知功能是指感知、处理信息及记忆的能力，

研究的结果发现，有氧运动可改善大脑的可塑性，

包括言语记忆、工作记忆、注意力和社会记忆，即执

如突触发生、神经发生和认知，并能显著改善精神

行工作、学习、社会和家庭功能的能力。精神分裂

分裂症患者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认知症状［4-5］。

症患者普遍存在认知功能障碍以及多方面特异性的

因此，现就有氧运动对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的影响

功能损害，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均较普通

进行综述，以期为精神分裂症认知症状的治疗提供

人群低 2 个标准差。至今为止，抗精神疾病药物是

新的依据和方向。

治疗精神分裂症最重要的手段，虽然其能显著改善

一、精神分裂症的认知功能特征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阳性症状，但对阴性症状和认知

临床与基础研究对认知功能的研究通常是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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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认知，神经认知是狭义的认知功能，通常是指注
意力、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执行功能、语言技能、
处理速度和固有知识等。注意力是认知功能最重要
的基础，能够辅助工作执行能力与言语交流，其在
记忆形成与社交功能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与健康
人群相比，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患者的注意力持
续性下降。然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记忆力在发病
之前就已下降，且在临床症状稳定后仍持续存在记
忆力下降。此外，工作记忆、语言记忆和学习记忆
同样存在严重的损害。不同的是，工作记忆可逐渐
恢复而学习记忆会随着时间持续下降。关于视觉记
忆的损害，不同的研究提出不同的结论，与正常人
相比，视觉记忆损害程度不同。因此，记忆能力也
是精神分裂症最基本的认知功能之一。
执行功能反映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应用
抽象思维、协同其他认知的能力，即“推理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执行功能在精神分裂症的前驱期下降
并不明显，然而在首发精神疾病患者中却已表现出
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随着病程的延长，执行能力
会持续下降。成年精神疾病患者执行功能的下降被
视为病情严重度的一个重要因子。处理速度是精神
分裂症认知功能受损最严重的维度之一，然而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能力受损最小。在正常人群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语言能力会不断增强，然而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语言能力不能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加强。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固有知识会随着病情
的迁延而持续下降［6］。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
知受损是全方面的，虽然各个维度的衰退特点各不
相同，但是认知功能总体上是持续下降且难以恢复
的，这也是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重点和难点。
二、有氧运动对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的影响
1. 有氧运动与认知：有氧运动是指人体在氧气
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进行的体育锻炼，根据不同的年
龄段要求运动时心率达到 110～150 次 /min。有氧
运动的特点是强度低、有节奏、持续时间较长，要求
每次锻炼的时间不少于 30 min，每周坚持 3～5 次。
有氧运动使氧气充分燃烧体内的糖分，还可以消耗
体内的脂肪，增强和改善心肺功能，常见的有氧运
动有慢跑、游泳、跳舞和骑自行车等。大量有氧运
动可以通过神经发生和结构改变而影响大脑的神经
可塑性；此外，有氧运动还能通过改变大脑的代谢、
结构、大脑连接而减缓因年龄增长引起的认知功能
下降［7］。此外，研究也发现，有氧运动可显著提高
记忆（内隐记忆工作、瞬时记忆和再认）、注意力以及

执行功能［8］；经常规律运动的儿童较久坐不动的孩
子表现出更好的言语能力、抽象能力和计算能力［9］。
2. 有氧运动与精神分裂症认知：对于精神分裂
症患者而言，运动能显著改善患者多个维度的认知，
如有氧运动对工作记忆、处理速度和注意过程均有
较大的改善作用，2018 年运动被纳入欧洲精神病学
协会（Europe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EPA）相关指
南中［10］。研究认为，运动通过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
海马功能而显著提高认知功能，同时对阳性症状和
阴性症状也有较好的治疗作用。Firth 等［11］对纳入
385 例患者的 10 个研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
对照组相比有氧运动显著提高了患者的总体认知功
能（g=0.33，95%CI=0.13～0.53，P=0.001）；研究结果
还进一步发现社会认知（g=0.71）、工作记忆（g=0.39）
和注意力（g=0.66）提高最显著。Huang 等［12］的有氧
行走研究发现有氧运动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言语记
忆，而且记忆能力的改善与有氧运动强度呈正相关。
最近的一个研究也指出认知功能的改善对运动时间
和运动强度有一定的要求，每周 2 次每次 30 min 的
有氧运动需要至少 24 周才能显出对认知功能的提
高，主要表现在对语言记忆、注意、执行功能的显著
改善；将有氧运动频率提高到每周 3 次运动 24 周时，
患者的语言记忆、工作记忆、语言流畅性、注意、执
行功能均得到显著改善，且每周运动 3 次的频率比
运动 2 次对认知功能的改善存在更显著获益［13］。
有氧运动对认知功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而且
对与年龄增长相关的认知减退也有保护作用。同时，
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氧运动同样可改善患者的
认知功能包括对记忆、注意、执行能力甚至社会认
知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因此，有氧运动在精神分
裂症的治疗、发展和预后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将是今后深入研究精神分裂症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有氧运动改善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的机制
1. 大脑结构改变：海马在陈述性学习和记忆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啮齿类动物的研究显示海
马是对体育运动非常敏感的脑区，尤其是有氧运动
可以增加海马体积和功能［14］。大量的人体研究也
发现有氧运动可以改善学习和记忆功能，且这种功
能的改变与海马体积增加有关。然而不同的研究提
出运动与海马体积及学习、记忆功能的结果并不完
全一致。Firth 等［15］对纳入的 14 个包含 737 例患者
的有效研究进行 Meta 分析，虽然未发现有氧运动与
海马总体积相关，但与对照组相比，有氧运动可显
著增加左侧海马体积，也减缓了海马生理容积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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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而近期最新的脑影像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有氧运
动可显著改善海马的结构和功能［14］。此外，高强度
的运动不仅能增加海马体积还可以增加皮质面积，
尤其能增加前额叶的皮质面积［16］。尽管大部分研
究聚焦于灰质与运动的关系，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
究发现有氧运动对白质联合有着重大影响。白质
束与远处的皮质区相互作用保障了大规模神经网
络处理复杂信息。有关健康人群的横断面研究发
现，有氧运动及耐力运动可提高白质束的传导能力。
Burdette 等［17］对认知下降的老年人进行 4 个月的运
动治疗和认知训练，与对照组相比，参与运动的老
年人在静息状态时脑血流和脑连接明显改善，如前
额叶、齿状回及海马区的神经连接。最新的一项系
统综述充分阐述了运动可显著改变抑郁症患者的大
脑结构并改善大脑的可塑性［18］。Svatkova 等［19］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 6 个月的运动锻炼，结果显示
运动显著增强了患者白质束纤维的联合，如胼胝体、
皮质脊髓束和上纵束等，而未进行运动训练的对照
组则出现了纤维完整性下降。综上所述，这些研究
结果表明有氧运动可以诱导与运动有关的脑区及相
关神经纤维连接的功能，使大脑结构适应性改变而
起到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
2. 神经再生：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病理生
理、症状与神经元发生有着显著的相关性。有研究
发现，长期有氧运动可改善空间学习和记忆能力，
这与有氧运动从生理和神经元结构改变相关［20］。
动物研究发现，有氧运动能促进海马齿状回亚区神
经再生［21］，而人体有规律的运动可增加大片海马区
域神经细胞的密度和形状大小的变化，这些运动后
脑细胞组成的变化与海马亚区体积增加和海马总体
积变大有关。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成年人的大脑也
可以有新的神经元再生，因此许多研究提出有氧运
动可能是改善海马神经发生的潜在机制。然而目前
的研究显示，运动促进人体海马体积增加的研究并
不如动物实验证据稳健［15，22］，这可能与不同研究机
构的研究方法与人群差异相关。
3. 胶质细胞再生：同样地，大量来源于动物研
究的结果显示，有氧运动能影响神经胶质细胞的再
生。星形胶质细胞是大量胶质细胞中最重要的细胞
类型之一，其在调节大脑血流、营养支持［23］以及神
经元功能和突触生长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
其还能调节谷氨酸的代谢和递质转运。精神分裂
症患者普遍存在胶质细胞的异常，对动物进行星形胶
质细胞和突触免疫标记后，小鼠在进行跑步运动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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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区、内侧前额叶皮质、眶额叶皮层的星形细胞体
积增大，提示有氧运动能改变胶质细胞的形态［23-24］。
其他动物研究还发现，有氧运动与少突胶质前体细
胞的增殖有关。在成年阶段，少突胶质前体细胞不
断分化形成成熟的少突胶质细胞，这个过程在髓鞘
形成中至关重要。跑步运动能增加小鼠脊髓不成熟
和成熟的少突胶质细胞数目，有效地延缓与年龄相
关的空间学习能力下降和白质萎缩以及在大脑低灌
注时增加少突胶质前体细胞的分化和防止白质内毛
细血管的衰老相关变化［25-26］。
4. 血管再生：血管再生是指受血管生长因子调
控，在原有的血管上长出新的血管。充足的血流提
供足量的氧气和营养素，能够为记忆和信息处理提
供必需的能量。已知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潜在存在
大脑微血管系统和血管生成的异常变化，进而引起认
知功能的下降；而有氧运动通过影响患者胶质细胞的
分化、血管生成和神经发生有效改善认知功能［27］。
正常老年人进行体育运动可增加大脑血流量而减少
痴呆的风险。Guadagni 等［28］在健康中老年人群中
进行为期半年的体育有氧运动训练，发现参与运动
者认知功能中的执行功能改善与脑血管阻力呈负相
关，流畅性的改善与高碳酸血症时脑血管阻力指数
的变化呈正相关。动物研究显示，有氧运动增加了
雄性大鼠运动皮层的新生血管［29］。因此，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进行有氧运动、探索血管再生是今后深入
探索的重要方向之一。
5. 突触可塑性：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大脑在内环
境或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会发生突触水平的改变。
有研究发现，小鼠在运动后可使大脑神经元树突长
度和树突棘的数量增加［30］。Dungan 等［31］的研究发
现，运动可增加小鼠海马的基因表达，上调的基因
表达又引起海马内 miRNA 数量变化而引起认知功
能的相应改变；相关研究发现，对于受到长期慢性
应激的成年大鼠，有氧运动可逆转海马锥体神经突
触缩短的有害性大脑结构改变［32］。此外，有氧运动
还可以通过易化长时程电位（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促进突触可塑性，在幼年小鼠进行氧化运动可
刺激 LTP 和逆转年龄相关的 LTP 下降。目前，有氧
运动对突触可塑性的影响大部分集中在动物研究。
因此，进行突触可塑性的临床研究将是非常有前景
的研究方向之一。
6. 其他机制：有氧运动对认知的调节和影响还
有很多其他的潜在机制，如生长因子理论。研究发
现，有氧运动调节相关的生长因子有 BDNF［33］、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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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样生长因子 -1（Insulin growth factor-1，IGF-1）、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神经递质系统理论发现，有氧运动对多巴
能递质、5-HT 能递质、谷氨酸能递质、乙酰胆碱能
递质及去甲肾上腺能递质均有影响［27］。还有研究
发现，免疫相关的调节影响认知功能，也能受有氧
运动的调节［34］。其他研究还发现，运动能诱导活性
氧系统，有氧运动通过诱导抗氧化酶、DNA 修复和
蛋白降解减少氧化应激的损害等途径影响认知功能
的改善。
四、总结与展望
随着各种抗精神疾病药物和新兴技术的应用，
精神分裂症的预后已大有改善，尤其是阳性症状的
控制非常有效，然而其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的结局
非常差，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由于药物改善认知
功能的作用甚微，因此非药物手段改善认知功能是
一种非常重要的措施。
有氧运动作为一种简便易行、切实有效的改善
人体机能的运动，在精神分裂症的辅助治疗方面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
段，即临床前研究比较深入，而转化到临床应用中
还有较多待解决的问题，如目前鲜有标准化的有氧
运动标准方案使运动给认知改善带来最大获益；其
次，当前也缺乏有氧运动方案对应认知功能相应的
维度，即没有成套具体运动方案对认知的各种维度
进行专项运动训练；最后，目前也缺乏对有氧运动
效率进行管理的标准化方案。尽管有氧运动改善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存在各种问题，但也同时为患
者的治疗打开了一扇充满希望的窗户，为今后进一
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依据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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