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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微量元素含量变化与疾病的关系

王宗仁 1 、 南　黎 2 、 郭建政 1 、 陈运彩 3 、 陈慧敏 4

【摘要】目的　研究精神分裂症人群中血清铜（Cu）、铁（Fe）、锌（Zn）、铬（Cr）和硒（Se）等微

量元素水平变化，探讨上述微量元素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重及病程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9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病例组，另选择同期来我院体检的 90 例正常健

康人员为对照组。采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检测及比较两组受试对象血清 Cu、Fe 及 Zn 含量；运用石墨

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及比较两组受试对象血清 Cr、Se 含量。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精神分裂

症患者体重、病程和 Cu、Fe、Zn、Cr 等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病例组血清 Cu、Fe 水平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P< 0.01）；病例组血清 Zn、Cr、Se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不同年龄阶段的病例

组患者血清中 Cu、Fe、Zn、Cr、Se 含量基本保持一致，无明显差异（P> 0.05）。经 Pearson 相关性分

析，病例组患者血清 Cu、Fe、Zn、Cr、Se 等微量元素水平与患者体重、病程均无相关性。结论　血

清 Cu、Fe、Zn、Cr、Se 等微量元素在精神分裂症人群中均发生异常变化，但与患者年龄及体重、病

程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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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serum copper（Cu），iron（Fe），zinc（Zn），chromium（Cr）

and selenium（Se）and other trace elements in schizophrenic population，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trace elements and the weight and duration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8，90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case group，and 90 normal healthy persons in our hospital dur-

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The contents of serum Cu，Fe and Zn in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by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The contents of Cr and Se in serum of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by graph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The correlation of weight，course of disease and Cu，

Fe，Zn and C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Results　The patients serum 

Cu，Fe level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1）；group Cr，serum Zn，Se level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1）. The serum levels of Cu，Fe，Zn，Cr and Se in th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ge groups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After Pearson corre-

lation analysis，the serum levels of Cu，Fe，Zn，Cr，Se and other trace elements were not related to the body weight 

and the course of disease. Conclusion　 Serum Cu，Fe，Zn，Cr，Se and other trace elements have abnormal changes 

in the population of schizophrenia，but there is no association with the age、body weight and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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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属于临床一种较为常见的慢性持续

性精神疾病，此类患者往往伴有思维、情感、行为

和感知等精神活动和环境不协调的表现［1］。有研究

证实［2-3］，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注意、记忆和执行功

能等方面的认知功能障碍。微量元素在认知障碍发

生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研究发现［4-5］补充

铜、铁、锌等微量元素对健康老年人的记忆力、注

意力及抽象思维能力等认知功能有显著改善。微量

元素（如铜、铁、锌等）在酶与受体功能的调节中起

重要作用，在脑的生理功能调节和神经递质代谢中

也起重要作用［6］。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精神分裂症

患者与血清微量元素关系的研究报道尚少。铜（Cu）、

铁（Fe）、锌（Zn）、铬（Cr）和硒（Se）等微量元素是

人体中的重要微量元素。本研究旨在探讨精神分裂

症人群中血清 Cu、Fe、Zn、Cr、Se 等微量元素水平

变化及其与患者体重及病程的相关性，以期为揭示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生理机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90 例

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病例组，男 46 例，女 44 例；年龄 

20~57 岁，平均年龄（33.6±3.7）岁；病程 1~10 年，

平均病程（4.6±1.5）年；<30 岁为 30 例，30~40 岁为

40 例，>40 岁为 20 例。纳入标准：符合精神分裂症

临床诊断标准［7］；入组前至少 2 周没有使用抗精神病

药物、铁剂、激素、青霉胺等药物，对测定的 Cu、

Fe、Zn、Cr、Se 等微量元素没有特殊接触史。排除

标准：并发严重的心、脑、肝等器官疾病者；不配合

本研究者。同时选择年龄、性别与病例组匹配的同

期健康体检人员 90 例作为对照组，男 47 例，女 43

例；年龄 21~56 岁，平均年龄（33.1±3.4）岁。病例

组及对照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

（男/女）
年龄（岁）

年龄分布

<30岁 30~40岁 >40岁

病例组 90 46/44 33.6±3.7 30 40 20

对照组 90 47/43 33.1±3.4 31 39 20

t/χ2 0.583 0.412 0.106

P >0.05 >0.05 >0.05

1.2　样本采集与检测

采集两组受试对象静脉血 5 ml，离心，分离血

清，置于 -20℃条件下备用。采用火焰原子吸收法［8］

检测及比较两组受试对象血清 Cu、Fe 及 Zn 含量；运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9］检测及比较两组受

试对象血清 Cr、Se 含量。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使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三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量数据相关性分析

运用 Pearson 线性相关分析方法，检验水准 α= 0.05。

2　结果

2.1　两组血清微量元素水平比较

病例组血清 Cu、Fe 水平分别为（924 .37±

17.85）ng/mL、（1314.25±156.33）ng/mL，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1）；病例组血清 Zn、Cr、Se 水平分

别为（782.63±24.51）ng/mL、（53.14±3.03）ng/mL、

（95.46±5.38）ng/mL，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见表 2。

表2　两组血清微量元素水平比较（ng/mL）

组别 n Cu Fe Zn Cr Se

病例组 90 924.37±17.85 1314.25±156.33 782.63±24.51 53.14±3.03 95.46±5.38

对照组 90 798.14±19.28 996.51±97.42 941.16±27.95 81.26±4.58 120.75±7.93

t 13.56 26.78 34.93 17.72 41.05

P <0.01 <0.01 <0.01 <0.01 <0.01

2.2　不同年龄段病例组患者血清微量元素水平

比较

不同年龄阶段的病例组患者血清中 Cu、Fe、

Z n 、 C r 、 S e 含 量 基 本 保 持 一 致 ， 无 明 显 差 异

（P>0.05），见表 3。

2.3　病例组患者微量元素水平与体重、病程的

相关性

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病例组患者血清 Cu、

Fe、Zn、Cr、Se 等微量元素水平与患者体重、病程

均无相关性，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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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体重、病程与微量元素含量的相关性分析（ug／mL）

项目 Cu Fe Zn Cr Se

体重 r 值 0.125 -0.304 0.168 0.078 -0.073

P 值 0.653 0.078 0.115 0.703 0.622

病程 r 值 0.201 0.125 0.079 0.106 0.185

P 值 0.152 0.506 0.627 0.319 0.204

3　讨论

微量元素可以激素或者维生素等多种必需成分

参与各种酶系统的生理作用，并参与人体中枢神经

系统的生长及发育等过程，与人体记忆、注意和执

行功能密切相关［10］。Cu、Fe、Zn、Cr、Se 等微量元

素在人体酶和受体功能调节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上述元素过多或者过少均可能跟精神分裂症的

病理密切相关［11］。缺乏 Cu 会影响到人体多巴胺的代

谢，进而引发中枢单胺类递质功能障碍。Zn 是人体

脑部代谢的重要因子，可调节大脑中的 r- 氨基丁酸

等神经递质水平［12］。Zn 在大脑中含量最多，尤其是

海马与大脑皮质，而海马又与记忆密切相关，脑内

锌浓度偏高或降低都会影响人的认知和行动。研究

发现锌依赖的碳酸酐酶在海马参与学习、记忆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锌缺乏可导致大脑信号通路中主要

信号分子发生异常改变，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蛋白

表达水平下降，从而抑制 LTP 的形成并损伤学习记

忆，这可能是缺锌致学习记忆功能损伤的重要分子

机制。Cr 可抑制突触对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的摄

入等，因此微量元素 Cr 的代谢异常也可能是精神分

裂症致病因子之一。Se 多以硒代半胱氨酸形式存在，

为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性部位。硒缺乏时

GPX 的含量和活性降低。增加血中硒的水平，可使

Se-GPX 的含量和活性提高。有研究表明［13］，精神分

裂症患者头发中的 Zn 含量明显下降，而 Cu 含量明

显上升。本研究结果表明，病例组血清 Cu、Fe 水平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病例组血清 Zn、Cr、

Se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原因可能是精

神分裂症患者 Zn、Cr、Se 等某些微量元素水平降低，

对体内稳态平衡调节功能产生不利影响，这也可能

是诱发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

Cu、Fe、Zn、Cr、Se 微量元素水平与患者年龄、体

重及病程等因素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

阶段的病例组患者血清中 Cu、Fe、Zn、Cr、Se 含量

基本保持一致，无明显差异（P>0.05）。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病例组患者血清 Cu、Fe、Zn、Cr、Se

等微量元素水平与患者体重、病程均无相关性。但

是，McMaster［14］以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

调查发现其血清 Cu 含量随着患者年龄增长而铜水平

增加，但是未发现锌与年龄之间存在相关性。不同

研究发现的血清微量元含量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年龄

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原因可能跟研究对象、研究

地区及检测方法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关系，同时微量

元素水平受到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局限

之处在于纳入的微量元素种类较少，纳入研究的样

本量也偏少，难以全面反映出精神分裂症和微量元

素水平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故本研究结果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再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血清 Cu、Fe、Zn、Cr、Se 等微量元

素在精神分裂症人群中均发生异常变化，但与患者

年龄、体重、病程无关联。Zn、Cr、Se 等某些微量

元素水平降低可能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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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年龄段病例组患者血清微量元素水平比较（ng/mL）

组别 n Cu Fe Zn Cr Se

<30岁 30 908.43±13.85 1277.86±98.41 789.41±15.32 53.38±2.94 95.68±4.51

30~40岁 40 916.21±19.85 1301.15±103.75 771.37±17.68 52.61±2.46 95.03±3.76

>40岁 20 935.65±21.85 1394.37±145.42 776.56±19.96 52.87±2.51 94.47±4.65

F 1.083 1.056 0.872 1.985 1.772

P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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