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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期精神分裂症血清蛋白因子水平变化的研究

杨晶晶 1，2 、 陈巧灵 1 、 许俊亭 1 、 陈丽萍 1

【摘要】目的　探讨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神经生长因子

（NGF）、髓鞘碱性蛋白（MBP）3 种血清蛋白因子治疗前后水平变化及其与精神分裂症临床症状的相

关性。方法　纳入年龄 13~18 岁的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及正常对照组各 40 例。用酶联免疫吸附测

定治疗前后血清中 BDNF、NGF、MBP 的水平变化；采用 PANSS 量表评估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并

分析上述血清蛋白因子浓度与 PANSS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治疗前，患者组血清 BDNF 及 NGF

浓度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MBP 的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8 周后血清中 BDNF 和 NGF 浓度跟治疗前相比有所增加，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1）；MBP 浓度和治疗前相比水平有所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前 NGF 的浓度和 PANSS 总分负相关，BDNF 与阴性症状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在疾病的早期，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和 NGF 较神经损伤蛋白 MBP 更可能的参与了精神分裂症

的发生及发展的过程。检测血清 BDNF 和 NGF 水平可作为临床观察的指标，将有助于确定精神分裂

症临床评估、疗效和预后判断的特异生物学指标，对早期精神分裂症辅助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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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evel of serum protein factor concentration in adolescent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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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serum NGF、BDNF and MBP levels pretherapy and post-

treatment in the adolescent schizophrenia，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inpatiens. Meth-
ods　We recruited 40 adolescent schizophrenia patients（age，13-18 years）and compared them with 40 matched healthy 

child subjects. The changes of BDNF、NGF and MBP serum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measured by using the 

enzyme linked immunnosorbent assay（ELISA）；Psychiatric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assessed by PANSS 

scale，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rum protein factor concentration and the PANSS score was studied as well. Result
　Before treatment，th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BDNF and NGF were lower in the patient group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the levels of MBP in the pati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levels of BDNF 

and NGF in pati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P<0.01），however，the levels of MBP in patient group were decreased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but the differ-

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re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NSS scores and the serum 

NGF levels before treatment，likewise there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negative symptoms and the serum BDNF levels，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neurotrophins BDNF 

and NGF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than the nerve damage protein MBP in the early stages 

of schizophrenia. The serum levels of BDNF and NGF can be used as a clinical observation indicator，which will help to 

evaluat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the prognosis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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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不明，对其诊断和严重程

度的评估主要依赖症状学标准，尚无客观的实验室指

标对其进行定量评估的直接手段。目前有研究表明在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着神经损伤和神经营养因子的异

常。本研究检测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 BDNF、

NGF、MBP 的含量，探讨处在大脑发育期的青少年患

儿是否存在神经发育及神经系统的损害，及其生物学

改变和精神病理学的相关性，这为进一步理解精神分

裂症病因学机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10 月在大连市第

七医院就诊的 40 例患者为病例组：符合 ICD-10 或

DSM- V 的诊断标准；病程不超过 12 个月首发入院

或 3 个月内未服药和未接受过 MECT 治疗的青少年

精神分裂症；青少年期的精神分裂症须与精神发育迟

滞、儿童孤独症、全面发育障碍、品行障碍以及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相鉴别；无严重躯体疾病、神经

系统疾病及其他精神疾患；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23
例：年龄 13~18 岁，平均（16.87±1.38），病程 1~12
个月，平均（7.23±4.32），受教育年限平均（10.40±

1.97）。另外选取体检中心的健康体检青少年儿童 40
例；其中男性 16 例，女性 24 例，年龄 13~18 岁，平

均（16.32±1.53），受教育年限平均（10.18±1.71）。

其中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性别

相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经过大连市

第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药物治疗

所有患者接受第二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如喹硫平、阿立哌唑、利培酮等，由经治医生严格

按照诊疗规范，根据临床情况适时调整药物剂量。

治疗期间不合并其他抗抑郁剂、情感稳定剂等；若患

者出现明显的药物副反应，给予盐酸苯海索片、盐

酸普萘洛尔片、苯二氮卓类药物等对症处理。

1.3　方法

血清蛋白因子测定：患者组治疗前后各抽取空腹

静脉血 5ml，对照组仅抽取 1次。3000r/min 离心 10min

后分离血清，将血清分离并放入 -20℃冷冻代存待测。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技术（ELISA）法检测血清中 BDNF、

NGF、MBP 的浓度，用武汉优尔生商贸有限公司生产

的细胞因子试剂盒及其配套试剂进行检测。由 2 名主

治以上的临床医师对患儿进行 PANSS 量表评定，取其

平均值，记录阳性和阴性症状分、一般病理分和总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其中各个

组间的血清蛋白因子水平比较、治疗前后 PANSS 评

分的比较采用 t 检验。治疗前后各蛋白因子的水平与

PANSS 各项评分之间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例组治疗前与对照组以及治疗前后 3 种

蛋白因子的血清浓度比较

治疗前，患者组血清 BDNF 浓度（t = -4.917，

P=0.00）及 NGF 浓度（t = -5.726，P=0.00）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BP 浓度高于对照组

（t =1.921，P=0.5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8 周

后，患者组血清 BDNF 浓度（t = -5.273，P=0.00）和

NGF 浓度（t = -4.663，P=0.00）较治疗前升高，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MBP 浓度（t =1.910，P=0.063）较

治疗前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2.2　病例组治疗前后 PANSS 各项分数比较

治疗后患者的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分、阴性

症状分及一般精神病理分与治疗前比较均下降，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见表 2。

2 . 3　病例组治疗前后各个血清蛋白浓度与

PANSS 量表各项分数的相关性分析

病例组治疗前 NGF 浓度和 PANSS 总分呈负相

关（r=-0.344，P=0.030），BDNF 与阴性症状呈负

相关（r=-0.340，P=0.032），而治疗后 BDNF、NGF

与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一般精神病理评分和

PANSS 总分均无相关性（P>0.05）。
表1　治疗前与对照组以及治疗前后血清BDNF、NGF、MBP

蛋白浓度水平比较（x±SD）

组别
蛋白因子

BDNF（pg/mL） NGF（pg/mL） MBP（ug/mL）

对照组 7180.46±1543.86 12.27±3.13 0.35±0.17

治疗前 5283.06±1889.99* 7.52±4.21* 0.45±0.28 

治疗8周后 6543.56±1616.11△ 10.40±3.18△ 0.37±0.21

注：*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与治疗前相比，

有统计学意义。

表2　患者组治疗前后PANSS各项分数比较（n=40 x±SD）

PANSS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总分 100.31±9.39 76.31±6.46 23.75 0.00

阳性症状 25.80±3.69 20.10±2.18 16.29 0.00

阴性症状 22.98±5.87 19.91±3.83 6.50 0.00

一般病理 42.45±4.77 30.83±3.59 17.0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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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存在着神经营养［1，2］和神经发育的

异常［3］。研究显示 BDNF 和 NGF 的浓度低于正常组［1，

2］或具有相同水平［4］，其中 BDNF 浓度和病程呈负相

关，在慢性精神分裂症中表现更突出［5，6］。但有学者

指出慢性精神分裂症 BDNF 浓度减少可能出现在整

个病程的 20 年内，而持续低浓度的 BDNF 造成的神

经退行性变也是有限的［2］。因此，探讨处于大脑发

育期的青少年精神分裂症血清细胞因子的变化，对

进一步了解精神分裂症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发现，

青少年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 BDNF 和 NGF 浓

度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这与 SerefSimsek 的研究结

果相同［7］。有研究指出青春期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

转折点，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青春期前可能就已经出

现多巴胺功能活动的改变及相关分子生物学改变［8］。

BDNF 和 NGF 含量的减少将会导致大脑的病理变化，

进而脑功能受损，这些都可能影响精神分裂症的发

生发展［9］。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神经营养因子浓度的异常，

证明了在神经系统发育的早期就已经存在了神经发

育的异常，神经营养因子的缺失导致其对神经营养、

神经生长和神经保护的作用减弱。因此，神经营养

因子参与到了精神分裂症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本研究发现随着精神症状的改善，治疗 8 周后

血清中 BDNF 和 NGF 浓度有所增加，且治疗前 NGF

与 PANSS 总分呈负相关，提示血清 NGF 浓度变化

可作为病情严重程度的客观实验室指标。另外本研

究发现 BDNF 与阴性症状分呈负相关，有研究显示

II 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BDNF 水平明显低于 I 型患

者［10］。BDNF 被证明可以影响多巴胺释放和多巴胺

相关行为的诱导，而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与多巴胺

能系统活动减退有关，尤其是前额皮质的多巴胺功

能减退［11］。综上，BDNF 与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之

间的这种相关性似乎是合理的。因此，BDNF 与患者

的精神症状有关，将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与 BDNF

的代谢作为一种相关的临床观察指标。

在神经损伤方面，本研究发现治疗前后 MBP 浓

度均高于正常组，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 MBP 浓度

较治疗前下降，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与既往

研究不一致［12］。虽然目前许多影像学显示精神分裂

症患者存在着脑器质性的改变，但这种病变是一个

长期缓慢的过程，随着精神分裂症疾病的发生发展，

神经损伤才进行性加重，但因为本研究的病例组是

处在大脑发育期的青少年患者，病程较短且处在疾

病早期，虽然也可能存在着神经系统的损伤，但神

经元轴突受损所致的脑器质性病变的严重程度较慢

性或病程较长的成人精神分裂症患者较为轻微，故

在本研究中神经损伤蛋白 MBP 与正常组相比无显

著差异。既往有学者证实了这一观点，与首发成人

精神分裂症相比慢性患者神经损伤蛋白含量显著增

加［12］。综上所述，推测血清中 MBP 对颅脑损伤的轻

微病变不敏感，但对于病程较长的长期慢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因其存在着较明显的脑部损伤的生化改变，

故对于这样病程的患者而言 MBP 可能有临床病情评

估和预后判断的意义，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完善病程

与神经损伤蛋白的研究，这为进一步理解精神分裂

症和神经损伤之间的关系将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治疗前后血清蛋白因子的变化提示

在疾病的初期可能存在着神经系统的损伤，但 MBP

对大脑的轻微病变不敏感，故在疾病的早期 BDNF

和 NGF 较神经损伤蛋白 MBP 的水平变化更加有意

义，BDNF 和 NGF 在疾病的早期较神经损伤蛋白更

可能的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及发展过程，故联

合检测 BDNF 和 NGF 水平可作为临床观察指标，将

有助于确定精神分裂症临床评估、疗效和预后判断

的特异生物学指标，对早期精神分裂症辅助诊断有

一定价值及临床实际意义。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没有对抗精神病药物进行异同的比较，不能完全排

除不同药物是否对检测的血清蛋白因子水平有影响。

另外，精神分裂症本身也是一种异质性疾病，临床

表现多样，本研究没有对疾病进行详细的分类。但

本研究通过检测治疗前后血清中的蛋白因子浓度来

作为精神分裂症客观的实验室生物学指标来辅助判

断患者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疗效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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