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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现况

黄　东 、 刘少文

【摘要】大量的研究表明氧化应激是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机制之一。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即可

观察到氧化应激指标升高以及抗氧化系统受损，高氧化状态导致机体组织如脂质、蛋白以及核酸损

伤，无论是首发还是服药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中都可观察到氧化抗氧化系统失衡，提示氧化应激

存在于精神分裂症中。抗精神病药物在改善精神分裂症临床症状的同时也会对氧化应激起到一定影

响，抗氧化剂作为抗精神病药物的增效药物对精神分裂症临床症状的改善也有一定的疗效，抗精神

病药物联合抗氧化剂或许可以作为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新的有效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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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严重的精神疾病，常有感

知、思维、情感、意志及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其

主要症状为阳性、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障碍，确切

病因仍不清楚，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

近年来，渐多文献研究氧化应激在精神分裂症病理

生理学中的作用，认为氧化应激可能参与精神分裂

症的发生发展。本文主要就氧化应激与精神分裂症

的发病机理以及药物治疗的研究现况做一综述，首

先简要阐述氧化应激的概念及成分，然后从氧化系

统及抗氧化系统方面探讨其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

最后探讨抗精神病药物及作为增效药物的抗氧化剂

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

一　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源自于机体在遭受各种有害刺激时，

体内高活性分子如活性氧（ROS）和活性氮（RNS）

产生过多，使得氧化程度超出氧化物的清除水平，

氧化系统和抗氧化系统失衡，从而导致组织（主要

包括脂质、蛋白和 DNA）损伤［1］。人体内存在两大

类抗氧化系统，分别为酶类抗氧化物和非酶类抗氧

化物；前者是细胞内的主要抗氧化系统，主要的三

种关键酶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

（CA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后者是细

胞外液（如血浆、脑脊液等）的主要抗氧化系统，主

要包括维生素 A 与 C、生育酚、谷胱甘肽、尿酸、

白蛋白、胆红素等［2］。

二　氧化应激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

人体大脑重量仅约为体重的 2％却消耗着人体

约 20％的氧量，而其又含有丰富的磷脂及大量的过

渡金属离子（Fe2+，Cu+），却含有相对低水平的抗氧

化物酶，因此神经组织对于 ROS 或 RNS 所致的氧化

损伤极其敏感，神经细胞线粒体有氧呼吸、细胞结

构成分过氧化以及小胶质细胞的吞噬作用都可以产

生大量的 ROS 及 RNS 对脑组织造成氧化损害［3］。尽

管精神分裂症的氧化应激机制尚未完全明了，但渐

多证据提出氧化应激在精神分裂症病理生理学中作

用的假说。

1　氧化应激指标水平在精神分裂症中升高

目前，众多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氧化应激指

标水平升高。Dietrich-Muszalska 等［4］选取平均病

程 5 年的服药治疗的精神分裂症进行临床研究发现

病例组羰基族（carbonyl groups）及 3- 硝基酪氨酸

（3-nitrotyrosine）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Herken 等［5］ 

及 Al-Chalabi 等［6］在各自的研究中分别发现病例组

红细胞硫代巴比土酸反应物质（TBARS）、血浆丙二

醛（MDA）显著性升高。在尸检研究中，Yao 等［7］发

现精神分裂症尾状核区域 NO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

照，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脑区氧化应激程度存

在差异；Radonjic 等［8］在动物研究中也证实了上述观

点，他们采用苯环己哌啶（PCP）喂食围产期 Wistar

大鼠制造精神分裂症样动物模型发现海马及丘脑区

域脂质过氧化水平显著性升高。综上可见，精神分

裂症患者处于高氧化状态，其体内多种氧化应激指

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并且不同脑区氧化状态不尽

相同，这些氧化产物无疑会损伤机体组织，虽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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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主要原因，但氧化损伤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疾病

恶化以及不良预后的共同致病过程。

2　抗氧化系统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变化

国内外对于精神分裂症的酶类抗氧化物的研究

较为集中，而较少文献关注非酶类抗氧化物且相对

而言国内的文献较多于国外。然而，即使关于精神

分裂症酶类抗氧化物的研究众多，但彼此之间尚未

达到一致的结果，既有文献认为其相对于健康对照

升高或者降低，也有文献认为其没有变化，且其三

种关键酶在同一研究中也并非一致，不同性别之间

也存在差异，不仅如此，在精神分裂症不同亚型之

间其水平也不尽相同。Herken 等［5］将病例组分成偏

执型（paranoid type）、残留型（residual type）以及青

春型（disorganized type）三种亚型，研究发现三种

亚型红细胞 CAT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而红细

胞 SOD 水平却没有显著性差别，除偏执型外的其

他两种亚型红细胞 GSH-PX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残

留型相对于偏执型红细胞 SOD 水平更高；Wu 等［9］

对未服药的首发和服药的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显

示两者血浆 S0D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其中前

者血浆 SOD 水平与 PANSS 的阳性量表分呈负相关

关系。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血浆

非酶类抗氧化物（尿酸、胆红素以及白蛋白）低于

健康对照，部分研究认为其水平没有明显改变。近

来，Widschwendter 等［10］对精神分裂症血浆总胆红

素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其水平在治疗后第 2、4 周较

基线明显下降，而后者下降得更明显，且其水平变

化与 PANSS 的阳性量表分的改变具有明显的相关关

系；Reddy 等［11］研究发现病例组尿酸、胆红素以及白

蛋白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且受性别影响，另外他

们也发现病例组上述指标变化与吸烟与否并无明显

关系，这与大部分文献认为吸烟并不显著影响精神

分裂症血浆非酶类抗氧化物水平变化的观点相吻合，

除此之外，国内一些文献认为精神疾病家族史阳性

与否对上述指标也有一定影响。可见，精神分裂症

的抗氧化系统异质性明显，提示抗氧化系统可能与

精神分裂症的亚型、疾病状态、疾病发展阶段、药

物使用情况、家族史、性别等多方面因素有关，选

择不同的病例样本则有不一样的结果，目前的多数

研究并未能严格控制相关混杂因素，未来仍需要更

规范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抗氧化系统在精神分裂症

中的变化。抗氧化系统与精神分裂症的阳性及阴性

症状相关，另外有一些文献认为其与患者的认知症

状［12］和抗精神药物引起的锥体外系症状［13］也有关

系。对于氧化应激指标以及抗氧化系统的这些观察，

更加证明抗氧化系统缺陷是精神分裂症早期的病理

生理学改变，而不是药物作用、慢性病以及吸烟等

的结果。

三　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抗氧化防卫系

统的影响

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氧化应激的影响程

度目前尚未得到一致认识，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以氟

哌啶醇为主的文献居多，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则

涵盖了多种药物，如利培酮、喹硫平、奥氮平及齐

拉西酮等。Al-Chalabi 等［6］的临床研究发现奥氮平

可以改善血浆总体抗氧化活性（TAS）以及缓解脂质

过氧化损伤；但 Eftekhari 等［14］在动物实验中却发现

奥氮平诱发氧化应激以及肝细胞毒性，且与 CYP450
酶相关。近来也有文献认为奥氮平及氯氮平相对于

利培酮、喹硫平、齐拉西酮以及氟哌啶醇更具有抗

氧化能力［15］。典型与非典型抗精神药物对氧化应激

的影响异样，前者可能加重氧化损伤，如其所致的

锥体外系副作用被认为可能与氧化损伤相关，而后

者可能改善氧化状态，但这种作用是直接还是间接

的仍有待研究。对于抗精神病药物研究结果的不同，

提示精神分裂症的氧化应激可能独立于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反映了疾病的病理生理学过程。

四　抗氧化剂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

有研究者从抗氧化剂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氧化应

激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研究较多的药物有 N- 乙酰

半胱氨酸（NAC）、银杏提取物（EGb）、ω-3 脂肪酸

（ω-3 fatty acids）、维生素 C 与 E。Farokhnia 等［16］发

现抗精神病药物联用 NAC 可以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

的阴性症状，而对阳性症状以及一般症状无明显效

果；齐景峰等［17］对 ω-3 脂肪酸在精神科的应用进展

分析也发现其能提高抗氧化物酶水平并减轻大脑氧

化应激，其作为抗精神病药物的增效剂可以改善精

神分裂症 PANSS 量表总分，其单用也可以改善精神

分裂症症状。抗氧化剂作为增效剂在精神分裂症的

治疗中起到一定的疗效，提示其可能是精神分裂症

的有效治疗策略，但其药理作用机制、何种更有效

以及更适用于何种疾病状态等问题都需要未来进一

步研究。

五　小结

精神分裂症病因尚未明确，人们逐渐认为精神

分裂症是一种进行性发展的神经发育障碍，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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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脑功能存在进行性异常改变，也提出了多种可能

的病理机制，如神经生化病理假说等。同时，越来

越多的证据提示氧化应激在精神分裂症病理生理学

中的作用，精神分裂症氧化抗氧化系统失衡，造成

机体组织的损伤，氧化程度增强而抗氧化防卫系统

受损，多种氧化应激指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与健

康对照相比其酶类抗氧化物以及非酶类抗氧化物水

平都存在显著性差异。抗氧化系统的变化不仅与精

神分裂症临床症状相关，而且受疾病的严重程度、

疾病状态以及社会人口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且

与疾病的发展以及预后都有一定的关系，未来研究

需要严格规范地控制相关混杂因素才能得到更有意

义有价值的结果。有研究者分析认为精神分裂症在

不同的疾病状态其抗氧化系统会发生变化，而抗精

神病药物既可以改变疾病状态也可以影响氧化应激，

那么到底疾病状态本身还是抗精神病药物与氧化应

激关系更密切，目前的研究尚未能得出确切结论，

可能疾病本身的病理生理学过程相对于抗精神病药

物更甚。抗氧化剂作为抗精神病药物增效剂的治疗

可以改善精神分裂症症状，但其有效性以及作用机

制仍有待研究。氧化应激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

中的分子机制尚未明确，酶类及非酶类抗氧化物水

平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变化也未得到共识，仍需要更

多证据证明氧化应激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大

部分对于精神分裂症中氧化应激的研究标本采自外

周组织，较少采自脑脊液或者脑组织，而氧化损伤

源自于机体各方面，外周的氧化指标并不一定能完

全反映中枢的氧化应激状态，即使外周与中枢的氧

化指标具有相关趋势，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前者

对后者的反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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