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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与其体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关联

邓　晶 、 毛希祥 、 李　智 、 陆新园

【摘要】目的　探讨体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水平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

能力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 112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做实验组，100 例健康志愿者做对照组。比

较两组血清 Hcy 水平，高同型半胱氨酸（HHcy）检出率。对实验组进行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PANSS）评价患者精神状况。采用威斯康星卡片（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测试共识版（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in Schizophrenia，

MCCB）评价实验组患者中 HHcy 患者与非 HHcy 患者的认知能力。结果　实验组血浆同型半胱氨

酸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两组 VB12（vitamin B12）水平对比，实验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叶酸水平则无显著差异，（P> 0.05）。实验组

中 HHcy（高同型半胱氨酸）患者的 MCCB 评分总分为（8�.22±�.0�）分，而非 HHcy（非高同型半胱

氨酸）总分为（��.11±2.�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各组 WCST 各项分值进行比较，

HHcy 患者完成分类数、正确应答数均明显低于非 HHcy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余

下三项 HHcy 患者则明显高于非 HHc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血清 Hcy 升高可作为

首发精神分裂症的实验室辅助诊断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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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bility and the level of serum homocysteine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
isode schizophrenia　　DENG Jing，MAO Xixiang，LI Zhi，et al.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Brain 
Hospital，Liuzhou 54500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bility and the level of serum homocysteine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s　112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and 100 cases healthy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 of high homocysteine septicemia（HHcy）and serum Hcy level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sychiatric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PANSS． Cognitive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WSCT 

and MCCB. Results The serum Hcy level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

01）. The serum VB12（vitamin B12）level in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bservation group（P<0
．05）. The level of folic acid in these groups h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By comparing the total scores of 

MCCB of different Hcy level in observation group，score of HHcy patients（89.22±3.06）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n-Hcy patients（96.11±2.74）（P<0．05）．By comparing scores of WCST，Cc，Rc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non-HHcy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HHcy group，Re，Rp，nR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0．05）．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rate of HHcy and serum Hcy levels can be used as the laboratory assistant diagnostic indexes of the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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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精神疾病，有

高复发率、高致残率的特点。它不仅给患者的家

庭带来严重的精神、经济负担，对整个社会也是

有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1］。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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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阐明，但部分研究显示，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homocysteine，Hcy）水平异常可能是精神分裂症

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有文献分析可能 Hcy 有促进

神经细胞凋亡的毒性特质，或者是 Hcy 代谢异常造

成 DNA 甲基化异常，最终增加精神分裂症的发病风

险［2-3］。认知功能障碍为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

一 ［4］。本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Hcy 水平与认知

功能的关系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3 月在本院治疗的 112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做实验组，100 例健康志愿者做对照组。所有

患者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与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关于精神分

裂症的诊断标准，PANSS 评分 >60。由２名接受过

PANSS 培训的精神科主治医师对患者的精神病症状

进行评定，每例取两名医师的评分均值。PANSS 包

括阳性症状（P）、阴性症状（Ｎ），一般精神病理（G）

及 PANSS 总分［5-6］。

排除存在严重脏器损伤者；精神发育迟滞者；有

癫痫病史、糖尿病等内分泌代谢障碍病史者；烟草、

酒精及其他精神活性物质药物滥用史者；妊娠和哺乳

期女性。其他基本信息如表 1。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

基本信息无明显差异，可以做组间对比（P>0.05）。
表1　两组基本信息对比

组别
例数（例） 平均年龄（岁）

男 女 男 女

实验组  71 41 37.26±8.19 35.38±7.56

对照组 64 36 38.44±7.49 35.02±8.07

1.2　方法

1.2.1　实验室测定　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4 

mL，其中 2 ml 用于测定同型半胱氨酸，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即时分离血清 -20 ℃冻存待测。采

用免疫散射比浊法（特定蛋白分析仪）测定，高于

15 μmol/L 定义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Hcy）。另

2mL，离心后用于测定血清中叶酸、维生素 B 12 水

平，检测采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及其原装配套试剂

进行测定。

1 .2 .2　精神病理状况评定　认知功能评定采

用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共识版（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in Schizophrenia，MCCB）与威

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SCT）两种量化表［7-9］。MCCB 是由 10 项分测验组

成，涉及评估受试者处理速度、注意 / 警觉、工作记

忆、语言学习和记忆、视觉学习和记忆、推理与解

决问题能力、社会认知等七个维度。WSCT 则主要评

估受试者的认知、工作记忆、抽象概括等。

1.�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资料均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的形式表示，

其中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n，％）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实验室血清指标检测水平对比

实验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HHcy 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而实验组 VB12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叶酸水平则无显著

差异，（P>0.05）。
表2　实验室血清指标检测水平对比

组别 例数 VB12（pg /mL） 叶酸（ng /mL） Hcy（μmo l /L） HHcy（n，％）

实验组 112 450.23±124.88 5.40±1.36 27.56±10.59 34.82（39）

对照组 100 302.49±148.19 5.54±1.09 13.81±6.71 7．00（7）

t/χ2 - 7.87 0.82 11.14 5.47

P - <0.01 0.41 <0.01 <0.05

2.2　实验组中 HHcy 与非 HHcy 的 MCCB 评分

对比

实验组中 HHcy 的 MCCB 评分总分为（89.22±

3.06）分，而非 HHcy 总分为（96.11±2.74）分，组

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实验组中 HHcy 与非 HHcy 的 WCST 评分对比

HHcy 的完成分类数、正确应答数均明显低于非

HHcy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余下

三项 HHcy 患者则明显高于非 HHcy，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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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实验组HHcy与非HHcy的MCCB评分对比（x±s，分）

类型 HHcy（39例） 非HHcy（73例）

连线测验 1.18±0.49 1.19±0.28

符号编码 19.33±2.54 22.09±3.05

语义流畅性 17.21±3.23 16.96±3.54

持续操作能力测验 1.16±0.27 1.40±0.18

数字序列 8.52±1.03 9.10±0.78

空间广度 12.10±1.78 11.69±1.38

语言记忆 11.86±1.79 12.33±1.54

视觉记忆 11.32±2.23 13.89±2.49

迷宫测验 1.21±0.36 1.25±0.24

情绪管理 5.33±0.77 6.21±0.36

合计 89.22±3.06 96.11±2.74

表4　HHcy与非HHcy的WCST评分对比（x±s，分）

类型 HHcy 非HHcy t P
完成分类数 1.44±1.03 2.02±1.57 2.08 0.04
正确应答数 45.94±6.16 49.79±5.72 3.30 <0.01
错误应答数 76.83±11.85 70.44±9.49 3.11 <0.01
持续性应答 33.09±7.37 29.42±8.16 2.34 0.02

非持续性应答 69.03±13.75 61.89±10.24 3.11 <0.01

3　讨论

半胱氨酸（Hcy）是蛋氨酸去甲基后形成的一种

含硫氨基酸，首次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尿中被发

现，作为甲硫氨酸循环的中间代谢产物，血清中，

Hcy 主要以与血清蛋白结合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以

游离的形式存在 ［10］。Hcy 能够自我氧化，引起血管

内皮细胞损伤，进而引起脑组织损伤，导致器质性

精神障碍。从遗传学角度分析，Hcy 异常代谢常可

引起ＤＮＡ甲基化障碍，亦会增加精神分裂症的患

病风险。除了基因、饮食、代谢等方面，有报道显示，

促使 Hcy 异常升高还有可能是胎儿形成期母体内

Hcy 过高，可以造成新生儿先天性 Hcy 过高。有研

究显示，Hcy 异常升高与叶酸、VB12 缺乏有关，本

文做了相关比较，只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组的 VB12
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明显，叶酸水平则并未有显著性

差异，即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成人间无显著差

异。此结果与部分文献表明的补充叶酸对于改善认

知功能障碍的疗效并不确切相符［11］，但这也许跟健

康体检者的样本选取有些局限有关，有待进一步考

证。另外，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血清 Hcy 水

平高于 15 μmol/L 的患者的认知功能水平均显著低于

Hcy 小于 15 μmol/L 的患者，这提示在患者认知严重

程度中，Hcy 水平可以作为指标，Hcy 血清水平越高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可能越严重，为临床诊断提供一

定依据。

本文研究表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高 Hcy 水平

的认知分数更低，认知能力更弱。而鉴于样本较小，

普遍性的可信度有待深究。还可以再从控制不同年

龄段的患者进行对比，或者研究非首次发病患者的

Hcy 水平是否与认知能力存在相关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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