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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神经系统软体征与脑内神经生化代谢物的相关性研究

朱　峰 、 袁　念 、 李　哲 、 吕笑丽 、 宋慧慧 、 杜向东

【摘要】目的　探讨首发未经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用药前脑内神经生化代谢物质的特点及其

与神经系统软体征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研究组纳入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CCMD-3）诊断标准的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患者 33 人（男 19 人、女 14 人）。对照组为健康成人

33 人（男 14 人、女 19 人）。选取部分额、颞叶功能测试量表评定其神经系统软体征。采用单体素

氢质子磁共振波谱（1H-MRS）检测左侧前额叶和丘脑 N- 乙酰基天门冬氨酸（NAA）、胆碱复合物

（Cho）、肌酸复合物（Cr）与磷酸化肌酸复合物（Cr2）的水平，并计算 NAA／Cr 值、Cho／Cr 值、

Cr2/Cr 值、NAA/Cho 值。结果　研究组左侧前额叶 Cr2/Cr 值（1.15±0.87）显著高于对照组 Cr2/Cr 值

（0.72±0.46）（P< 0.05）。NSS 量表总分研究组（10.33±5.07）显著高于对照组（4.18±2.15）（P< 0.05）。

研究组 NSS 总分与左侧前额叶 Cr2/Cr 值呈正相关（P< 0.05），与左侧前额叶 NAA/Cho 值呈负相关

（P< 0.05）。结论　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神经系统软体征明显，提示可能存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整合

缺陷，其脑内部分神经生化代谢物与神经系统软体征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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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rrelation of neurobiochemical metabolites and neurological soft syndrome with first-episode drug-
naive schizophrenia　　ZHU Feng，YUAN Nian，LI Zhe，et al. Suzhou Psychiatric Hospital，The Affiliated Guangji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3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urobiochemical metabolites in the brain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naive schizophrenia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neurological soft syndrome（NSS）. Methods　

The study group included 33 patients（19 males and 14 females）of the first-episode drug-naiv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compliance with diagnostic criteria of 《CCMD-3》. The control group was 33 healthy adults（14 males and 19 females）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he partial frontal and temporal lobe function test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neuro-

logical soft signs. The levels of N-acetyl aspartate（NAA），choline complex（Cho），creatine（Cr）in the left prefrontal 

and thalamus were measured by hydrogen-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1H-MRS）The level of complex（Cr）

and phosphorylated creatine complex（Cr2），and calculate the NAA / Cr value，Cho / Cr value，Cr2 / Cr value，NAA 

/ Cho value. Results　The Cr2 / Cr value（1.15±0.87）in the left frontal lob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0.72±0.46），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NSS scale group（10.33
±5.07）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4.18±2.15），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otal NSS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ft frontal lobe Cr2 / Cr 

value（P<0.05）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ft prefrontal NAA / Cho value（P<0.05）. Conclusion　The neu-

rological softness signs of the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naive schizophrenia is obvious，suggesting that there ar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tegration defects in the first-episode drug-naive schizophrenia.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neurobiochemical metabolites and the neurological soft signs in the intracerebral part of the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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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组病因未明的

精神疾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

以精神活动和环境不协调为特征［1］。磁共振波谱

（MRS）是一种利用核磁共振现象和化学位移作用对

一系列特定原子核及其化合物进行分析的方法，是

研究活体组织代谢与生化指标测定的非侵袭技术［2］。

目前临床上主要应用的有 1H-MRS 和 31P-MRS。
1H-MRS 由于其敏感度高、稳定性好已广泛应用于基

础和临床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索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神经系统

软体征和脑内代谢物的相关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组：选自我院 2015 年 7 月 ~2016 年 12 月的

住院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 CCMD-3 的精神分

裂症诊断标准，阴性和阳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总分≥ 60；（2）首

次发病，年龄 18~60 岁，未用过任何精神科药物及

电休克治疗；（3）排除器质性疾病及其它精神疾病；

（4）签署知情同意书；（5）右利手。其中男性 19 人，

平均年龄（26.95±8.24）岁；女性 14 人，平均年龄

（28.86±8.12）岁，病程 1 个月 ~120 个月。对照组：

成年健康志愿者 33 名，右利手，无躯体及精神疾

病。其中男性 14 人，平均年龄（25.36±7.34）岁；女

性 19 人，平均年龄（27.52±6.43）岁。两组在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上的无统计学差异（P>0.05）。本

研究取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研究方法

1 .2 .1　1H-MRS 检查：采用西门子公司 1 .5  T

超导磁共振成像系统，以 TSE 序列行 1H-MRS 扫

描（TR=1500ms，TE=135ms，FA=90°）。定位

后选定感兴趣区（VOI：20×20×20mm），额叶选

取左侧侧脑室前角的前方白质区并避开脑沟和侧

脑室前角内脑脊液的影响，丘脑选取左侧脑室后

角的前方。观察的代谢指标：乙酰天门冬氨酸盐

（N-acetylaspartate，NAA）胆碱（Choline，Cho）、肌

酸（Creatine，Cr）、Cr2 等，并计算 NAA/Cr、Cho/Cr、

NAA/Cho、Cr2/Cr 的比值。

1.2.2　研究量表：神经系统软体征量表（NSS）

选定 21 项中的 11 项［3］ 。临床量表采用 PANSS 量表、

社会功能缺陷量表（SDSS）、副反应量表（TESS）分

别评估患者病情，社会功能及药物副反应程度。

1.2.3　1H-MRS 检查、神经系统软体征及临床症

状量表评估均在入院后首次服药前完成。评定由一

致性检验合格的两名主治医师共同完成。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运用 SPSS20.0 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

（n，％）表示，比较进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

s）表示，比较进行 t 检验；采用 Pearson 系数进行相

关性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脑内（左侧前额叶和丘脑）神经生

化代谢物质情况，见图 1、图 2。

 

图1                                             图2

2.2　两组脑内前额叶白质区代谢物相对浓度比

较，见表 1。

表1　两组左前额叶、左丘脑代谢物相对浓度及神经系统软
体征之间的比较（x±s）

项目 对照组（N=33） 研究组（N=33） t

左前额叶 NAA／Cr 1.48±0.49 1.58±0.62 0.74 

Cho/Cr 0.89±0.36 0.97±0.33 1.00 

NAA/Cho 1.79±0.58 1.79±0.45 -1.86 

Cr2/Cr 0.72±0.46 1.15±0.87 2.48*

左丘脑 NAA／Cr 1.78±0.90 2.28±2.84 0.96 

Cho/Cr 1.10±0.70 1.42±1.97 0.90 

NAA/Cho 1.91±0.81 1.79±0.45 -0.75 

Cr2/Cr 0.65±0.24 0.76±0.26 1.73

神经系统软体征总分 4.18±2.16 10.33±5.07 6.42*

注：*P<0.05，NAA：N-乙酰基天门冬氨酸，Cr：肌酸复和

物，Cr2：磷酸化肌酸复合物，Cho：胆碱复和物

2.3　两组脑内代谢物质与软体征及病情评分的

相关性分析

研究组神经系统软体征总分和左前额叶代谢物

相对浓度 Cr2/Cr 呈正相关，和 NAA/Cho 呈负相关；

PANSS 总分和左前额叶代谢物相对浓度 NAA／Cr、

Cho/Cr 呈正相关。见表 2。

3　讨论

神经系统软体征（Neurological Soft Signs，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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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一些与轻微脑功能障碍相关的体征，可能反映

了大脑皮层 - 皮层下环路的功能性紊乱，被认为可

能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内表型，与中枢神经系统功

能整合异常有关［4］ 。

本研究发现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系

统软体征显著异常。有研究提示神经系统软体征异

常可能与脑发育及脑功能的异常有关［5，6］。相对阳性

症状，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NSS 损

害更加突出［7］。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精神分裂症

早期可能存在以脑发育异常、脑器质性病变为基础

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

NAA/Cr、Cho/Cr 及 NAA/Cho 的相对浓度在研究

组和正常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这和 Szulc 等的研究

结果不尽相同［8］。Wood 等同样对 56 例的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脑左侧额叶背外侧区及左内侧颞叶进行

了 1H-MRS 扫描，也没有发现 NAA/Cr、Cho/Cr 等代

谢物的相对浓度较正常组有显著差异［9］。这可能提

示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神经环路完整，因此 NAA、Cho

没有显著降低。在最近的一项 Meta 分析发现，仅在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中发现丘脑部位的 NAA

浓度降低，文中提出此种变化可能仅与长期使用抗

精神病药物有关［10］。

Cr2 是肌酸磷酸化的复合产物，首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神经元细胞膜磷酸化水平出现异常，可能

与神经元细胞膜内出现小的磷酸化蛋白增加以及神

经元突触的囊泡、运输和分泌囊泡有关。进一步提

示了精神分裂症早期脑功能的整合功能与大脑左

前额叶磷酸化的水平异常可能存在相关性。研究

组左前额叶脑区的 NAA/Cho 与软体征总分呈负相

关，提示大脑左前额叶区的整合功能与该区神经元

功能、活力、完整性、能量代谢的低下可能存在相

关性。研究组左前额叶 NAA/Cr 和 Cho/Cr 的相对浓

度和 PANSS 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表明精神分裂症

的症状可能与前额叶、额叶有关。本研究发现了首

发未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系统软体征与大脑解

剖学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与既往研究一致［11］。这

与 Dazzan 和 Thomann 等运用磁共振成像技术表明了

NSS 与前额叶相关脑区功能有明确相关性的结果一

致［12-13］。

本研究样本量小，仅为基线期研究。今后拟扩

大样本并随访研究，进一步探索治疗前后患者脑内

代谢产物和软体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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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软体征总分、PANSS与左侧前额叶、丘脑白质区代谢物相对浓度相关性分析（r）

左丘脑 左前额叶

NAA／Cr Cho/Cr Cr2/Cr NAA/Cho NAA／Cr Cho/Cr Cr2/Cr NAA/Cho

软体征总分 0.094 0.062 0.078 0.081 -0.049 0.104 0.324** -0.246*

PANSS总分 -0.164 -0.171 0.216 -0.064 0.538** 0.450** 0.292 -0.125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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