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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环素联合利培酮对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的改善作
用机制

胡　军 1 、 盛民生 1 、 胡长春 2 、 原琳琳 1

【摘要】目的　探讨米诺环素联合利培酮对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的作用及机

制。方法　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8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3 例，对照组给予利培酮 + 安

慰剂，观察组：米诺环素联合利培酮。两组均治疗 16 周，比较两组的有效率、阴性症状、认知功能

及血清白介素 -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TNF-α）、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并观察不良

反应。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86.0％）高于对照组（67.4％）（P< 0.05）；治疗后观察组 SANS 评

分均较对照组显著下降（P< 0.05），中文版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评分高于对照组

（P< 0.05）；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IL-1β、TNF-α低于对照组，BDNF 高于对照组升高（P< 0.05）；两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 20.9％、18.6％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结论　米诺环素联合利培酮可有效治疗

早期精神分裂症，可能通过降低 IL-1β、TNF-α、升高 BDNF 水平而改善患者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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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nocycl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on negat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chizophrenia　HU Jun，SHENG Minsheng，HU Changchun，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Rongkang Hospital，Luoyang 47101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nocycl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on negat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chizophrenia. Methods Eighty-six patients with early schizophrenia were se-

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4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and placebo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and minocycline. 

The duration of treatment was 16 weeks，and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negat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erum interleukin -1β （IL-1β），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 α）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were determined，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86.0％）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67.4％）（P<0.05）. Af-

ter treatment，the SAN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MCCB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serum IL-1β and TNF- α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BDNF level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

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0.9％ vs 18.6％）（P>0.05）. Conclusion　Minocycl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can relieve the negative symp-

toms and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through reducing IL-1β and TNF-α and increase BDNF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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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给患者、家庭及社会造成严重负

担［1］。阴性症状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基本症状，治疗

效果欠佳［2］。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与中枢神经系统中

小胶质细胞、BDNF 及炎症因子表达有关，抗精神病

药物时辅助给予免疫抑制剂可能使患者获益，米诺

环素为广谱抗生素，具有抗炎、免疫抑制作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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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利培酮对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改善作用机制报

道较少［3］。因此本研究本文观察米诺环素联合利培

酮对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的

作用，并探讨其机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早

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86 例为研究对象，均符合第 6
版《精神病学》［4］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病程 1 个

月～2 年（本研究将病程＜ 2 年定为精神分裂症早

期），SANS 阴性症状评分≥ 60 分，仅接受利培酮一

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达 4 周以上，病情稳定，患

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合并脑部疾病或

重大躯体疾病史；（2）近 3 个月内使用免疫制剂及改

善认知功能药物；（3）对米诺环素过敏。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3 例，观察组中男 25 例，女 18
例；年龄 24～38 岁，平均（31.01±0.25）岁；利培酮

平均用药剂量，3～5mg/d，平均（4.24±0.18）mg/d，

对照组中男 24 例，女 19 例；年龄 25～36 岁，平均

（31.05±0.22）岁；利培酮平均用药剂量，3～6mg/d，

平均（4.25±0.16）mg/d，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

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组：①盐酸米诺环素胶囊（美克威，国药准

字 H20123310，批号：20121106），口服，1 粒 / 次，

2 次 /d，②利培酮片（思利舒，批号：20100920，

1mg/ 粒），口服，初始剂量 1mg/d，1 周后增加至

2～4mg/d，第 2w 酌情增加至 2～6mg/d。对照组给予

上述利培酮及同外观胶囊（1 粒 / 次，2 次 /d）。均治

疗 16 周。

1.3　观察指标 

（1）治疗有效率比较：痊愈：阳性和阴性症状

量表（PANSS）减分率≥ 80％，显效：PANSS 减分

率 50％～80％，有效：PANSS 减分率 30％～50％，

无效：PANSS 减分率＜ 25％，总有效 = 痊愈 + 显效

+ 有效；（2）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改善情况比较：应

用 SANS 量表评价精神症状，该表含 24 个条目，由

无到严重计 0-5 分，总分为 0-120 分，以中文版精

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测验评估认知

功能，得分越高，认知功能越好；（3）取晨空腹静

脉血 4ml，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血清 IL-1β、

TNF-α、BDNF 水平，检测范围 31.2～2000pg/ml；

（4）观察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以％表

示，采取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 ）表示，行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表1　治疗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43 8 14 15 6 37（86.0）

对照组 43 5 9 15 14 29（67.4）

χ2 - 4.170

P 值 - <0.05

2.2　两组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改善情况比较 

治 疗 后 观 察 组 S A N S 较 对 照 组 显 著 降 低

（P<0.05），而 MCCB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改善情况比较（x±s，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SANS评分 治疗前 59.51±1.86 59.50±1.91 0.02 >0.05

治疗后 32.19±1.22* 46.53±1.05* 58.42 <0.05

MCCB评分 治疗前 150.29±1.77 150.27±1.91 0.05 >0.05

治疗后 165.41±1.06* 159.38±1.65* 20.16 <0.05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2.3　两组炎症因子及 BNDF 浓度比较 

治 疗 后 观 察 组 I L -1β、 T N F -α 较 对 照 组 明

显下降（P<0 .05），而 BDNF 含量较对照组增加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炎症因子及BNDF浓度比较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IL-1β（pg/ml） 治疗前 13.78±0.55 13.75±0.57 0.25 >0.05

治疗后 5.30±0.12* 8.49±1.25* 16.66 <0.05

TNF-α（pg/ml） 治疗前 10.34±1.55 10.35±1.50 0.03 >0.05

治疗后 2.19±1.40* 6.35±1.93* 11.44 <0.05

BDNF（ng/ml） 治疗前 18.86±1.78 18.85±1.82 0.03 >0.05

治疗后 24.19±1.06* 21.32±1.25* 11.48 <0.0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4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出现椎体外系反应 5 例，口干 2 例，便

秘 1 例，眩晕 1 例，对照组出现椎体外系反应 4 例，

便秘 2 例，恶心 1 例，眩晕 1 例，两组不良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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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20.9％、18.6％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3　讨论

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发病与患者外周及脑内炎

症反应激活、免疫系统失调等有关，中枢神经系统

炎症反应主要涉及小胶质细胞与星形胶质细胞激活、

脑内细胞因子表达调节，当期小胶质细胞长期激活

时会分泌大量细胞因子（IL-1β、TNF-α等）、细胞

毒性物质，促炎性细胞因子增多后会通过多种通路

损伤神经元及少突胶质细胞，神经元因能量供应不

足，严重损伤大脑高级功能，出现精神分裂症，如

IL-1 与冲动、病态行为有关，TNF-α可能引起认知

及记忆功能障碍，因此治疗精神分裂症时可从改善

神经炎症入手［5-6］。利培酮可明显改善患者精神症

状、认知功能、升高其血清 BDNF 浓度，但单用存

在较多不良反应，米诺环素为广谱抗生素四环素类

第 2 代抗生素，具有高效与长效性，同时分子量小、

亲脂性高更易透过血脑屏障达到中枢神经系统而发

挥药效，在神经系统疾病辅助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有研究表明米诺环素可改善精神分裂症小胶质细胞

激活模型大鼠行为异常，下调细胞因子［7］。

吴义高等［8］的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利培酮组

阴性症状及 PANSS 评分总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

利培酮组认知维度均高于治疗前，且治疗后患者血

清 BDNF 浓度明显高于治疗前，本组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治疗后 SANS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MCCB 评分及

BDNF 水平上升，这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因此利培

酮仍是目前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药物。同时本研

究结果亦显示，观察组在采用米诺环素联合利培酮

治疗后，其治疗有效率及 BNDF 上升幅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 SANS 较对照组下降明显，而

MCCB 评分优于对照组，这与张涛［9］的报道的结果

一致，因而米诺环素联合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疗效

显著，进一步本研究也分析了其作用机制，结果显

示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IL-1β、TNF-α 显著降低，因

此推测米诺环素联合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作用

机制可能与降低神经炎症因子有关，通过下调小胶

质细胞上 IL-1β、TNF-α，减轻神经元损伤，上调

BDNF，改善其认知功能、神经症状尤其是阴性症状。

在安全性评估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

锥体外系反应、口干、便秘、恶心、眩晕等不良反

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因而米诺环素

联合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米诺环素联合利培酮可有效改善精

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可能通过降低

IL-1β、TNF-α、上调 BNDF 而发挥作用，且不良反

应轻。但本研究中纳入病例数较少，其确切疗效及

安全性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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