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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激素在精神分裂症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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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近年国内外关于甲状腺激素在精神分裂症发病、发展、风险评估、认知改变及治疗

等方面的研究结果，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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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作为最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致残

率高，社会、家庭负担重。目前对精神分裂症的研

究尚无明确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近年国内外研究发

现甲状腺激素在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及预后的研

究中均有一定意义，现做综述如下。

一　甲状腺激素对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影响

甲状腺主要分泌两种具有活性的甲状腺激素，

一种是 3＇，5＇，3，5- 四碘甲腺原氨酸，简称 T4；

另一种是 3＇，3，5- 三碘甲腺原氨酸，简称 T3。

T4 的数量远超 T3，但 T3 的生物活性比 T4 约大 5 倍。

T4 脱碘转变成 T3 是 T3 的主要来源。促甲状腺激素

（TSH）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分泌。TSH 升高可

致多巴胺与受体结合增加，而 TSH 降低可致多巴胺

与受体结合率降低。精神分裂症主流学说如多巴胺

假说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多巴胺能

系统机能过盛所致，TSH 通过对多巴胺的影响，其

升降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病情变化的一种生物学指标。

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复杂，与其他躯体疾病一样，

均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Palha

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的单卵双生子基因表型不一

致，表明复杂的环境因素是此疾病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因素，并提示甲状腺激素是联系精神分裂症的基

因与环境的可能因素［1］。

甲状腺激素在神经发育，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及

星形胶质细胞的聚合变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有研

究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皮层及皮层下星形胶质

细胞相对减少［2］。另一研究也提示星形胶质细胞功

能的持续紊乱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有关［3］。神经颗粒

素（NRGN）基因由于与下游的 N- 甲基 -D- 天冬氨

酸受体（NMDA 受体）和上游的钙调神经磷酸酶以及

其他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蛋白有关，已成为精神分

裂症相关研究中的重要一项。NRGN 基因表达受甲

状腺激素和类视黄醇等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必备分子

的调控，因此 NRGN 成为精神分裂症的谷氨酸假说

的又一佐证。转甲状腺素蛋白（TTP）是一种血浆蛋

白，以往所知主要是转运甲状腺素和视黄醇。近期

研究还发现 TTP 参与行为，维持衰老过程中正常的

认知过程，参与神经肽酰胺化过程及神经再生，是

中枢及外周神经中的重要蛋白。TTP 通过防止β淀

粉样原纤维的形成，在阿尔茨海默病中是神经保护

性的。随着强大的筛选技术的应用，发现 TTP 还与

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及帕金森病等病理状况有关［4］。

一项芬兰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产前研究存档了该

国自 1983 年 ~1998 年所有产妇的血清，通过住院和

门诊登记，研究者在 2009 年 12 月 31 前全国诊断精

神分裂症的患者中确认出他们各自的母亲。通过对

1010 例患者母亲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和 948
例患者母亲促甲状腺素检测，发现妊娠早中期低甲

状腺素血症与子代患精神分裂症的几率增加有关［5］。

二　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照者比较存在甲

状腺激素异常

王小泉等对 84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甲状腺

激素进行检测并与健康体检者比较，发现患者 T4、

FT3 低于正常对照组，且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组

FT3、FT4 显著低于男性组。考虑首发精神分裂症，

尤其是女性患者的发病与甲状腺激素异常显著相

关［6］。Jancy 等检测 38 例未服药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甲状腺激素及评估哥伦比亚—自杀严重评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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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RS）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组较健康对照组 FT4
显著增高，且自杀观念更常见［7］。林文嫦研究 243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TT3、FT4 与健康对照组有

显著差异。丁金伯研究 100 例首次发病或复发近一

年内未服过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甲状腺激素，

其 FT3、TT4、TSH 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三　甲状腺激素在精神分裂症鉴别诊断中的

意义

甲状腺疾病易被误诊为躁狂发作，单项抑郁

或精神分裂症。所以诊断精神分裂症需排除甲状腺

疾患所致精神障碍。Sim 等研究了 189 名成年慢性

精神分裂症患者甲状腺功能失调的程度和类型，虽

然无临床甲状腺疾病者，但 36 .4 ％的患者存在甲

状腺功能异常。在临床诊断中需重视正常甲状腺病

态综合征。正常甲状腺病态综合征（Euthyroid Sick 

Syndrome，ESS），为由非甲状腺的全身性疾病、手

术、禁食及精神疾病等引起的甲状腺功能检查异常。

Nader 等做了对 3188 名精神科住院患者的回顾性研

究，发现有 324 名（10.2％）患者符合 ESS。

四　甲状腺激素对精神分裂症认知的影响

精神疾病认知损害的生物学基础尚不明确，甲

状腺激素为相关因素，它发挥基因组和非基因组效

应作用于脑，并通过肌动蛋白聚合，微丝组织和神

经元迁移参与脑的发育。Labad 等通过对首发精神

病（FEP）患者一年随访的前瞻性研究显示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腺激素（主要是 FT4）水平能预测其认知

功能。微小的 FT4 水平变化对注意功能的影响就是

明显的。FT4 水平与 1 年纵向认知改变呈 U 形关系，

即过高和过低的 FT4 均与 1 年后恶化的注意功能有

关，而中等水平的 FT4 与改善的注意功能有关［8］。

Ichioka 等的横断面研究显示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水平与慢性精神分裂症保持较好的认知功能

有关［9］。Barbero 等研究显示在早期精神病中较高的

游离甲状腺素（FT4）水平与较好的认知功能如注意

力、警惕性及总体认知有关［10］。

五　甲状腺激素对精神分裂症存在风险的影响

1　甲状腺激素对精神分裂症攻击风险的影响

李猛等研究伴攻击行为女性精神分裂症治疗前

后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根据修订版外显攻击行为

量表（MOAS）进行评定，将 80 例女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分为攻击组和非攻击组。治疗前攻击组 TT4、

TT3、FT3 均高于非攻击组。治疗前攻击组 MOAS 评

分与治疗前 TT4、FT3、FT4 水平均呈正相关。治疗

前后 MOAS 评分变化值与 FT3、FT4 水平变化值均呈

正相关。提示 FT3、FT4 水平及其变化值可能是攻击

行为严重程度的敏感指标［11］。

2　甲状腺激素对精神分裂症猝死风险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未患此病者猝死风险高两三

倍。患者的生活模式、自杀、过早出现的心血管疾

病、普遍存在的代谢综合症、心源性猝死都是众所

周知的高死亡率的原因。Scorza 等研究推测甲状腺

及小脑病变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心源性猝死的新风险，

值得进一步研究。

六　甲状腺激素在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研究

1　抗精神病药物对甲状腺激素的影响

Kelly 和 Conley 检测了应用喹硫平治疗耐药者的

甲状腺功能，在 6 周治疗期总甲状腺素（TT4）有明

显降低，分析此结果可能与 TT4 及喹硫平通过葡萄

糖醛酸转移酶竞争性代谢有关。张淑芬等研究显示

分别经奥氮平、喹硫平及阿立哌唑治疗后，血清游

离甲状腺素（FT4）、总甲状腺素（T4）水平均较治疗

前明显减低。且喹硫平组血清 T4 水平明显低于奥氮

平组。但 FT4、T3 无分组效应及交互效应，表明奥

氮平、喹硫平、阿立哌唑对 FT4、T3 的影响基本相

同［12］。李宝琴等选择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50 例，服

用利培酮治疗前及 8 周后分别检测甲状腺激素，发

现 FT3、T4 均下降，且有明显差异。陈英等研究流

浪精神分裂症病人内分泌指标，结果甲状腺功能指

标与健康体检者无明显差异，经利培酮治疗后，三

碘甲状腺原氨酸明显下降［13］。李洁等研究齐拉西酮

对首发与慢性女性精神分裂症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

响，发现齐拉西酮治疗前后首发组无显著性差异。

慢性组 T4 水平明显下降，而 TSH 水平则明显升高。

徐朋波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奥氮平组治疗 8
周前后 FT3、FT4 显著降低。

2　甲状腺激素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作用及副作

用的影响

Steibliene 等将 32 名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

为利培酮加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组和利培酮加安

慰剂组，研究结果显示加用 T3 可加速和加强利培酮

在急性精神分裂症中的作用［14］。

奥氮平治疗常带来体重增加及代谢紊乱。Evers

等研究在健康男性志愿者中辅助托吡酯（TPM）治疗

是否可以对抗奥氮平导致的体重增加。结果显示辅

助托吡酯治疗确可减轻奥氮平所致的体重增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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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为的、内分泌的及代谢的特性并未受托吡酯影

响。此研究发现服药前的低促甲状腺激素（TSH）与

治疗中体重增加有关，并且低 TSH 个体对辅助托吡

酯治疗对抗奥氮平引起的体重增加敏感［15］。

综上所述，大量文献显示，目前国内对甲状腺

激素的研究多为临床研究，主要集中于甲状腺各项

激素的检测，但入组标准不一，如有首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也有长期住院患者，且研究例数相差较大，

所以结果各异，但多数结果均显示甲状腺激素与精

神分裂症显著相关。可见甲状腺激素在精神分裂症

患者中的变化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考虑到精神

药物对甲状腺激素的影响，在进一步研究中需规范

入组标准，加强其在首发未用药的精神分裂症方面

的研究。另一方面，国内对抗精神病药物对甲状腺

激素的影响研究较多，在防治药物不良反应方面有

待进一步深入。国外对甲状腺激素在神经内分泌等

方面的研究较多，并提出重要假说，从基础理论方

面揭示了甲状腺激素在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及转

归预后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且研究关注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认识改变，在进一步研究中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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