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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和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曹家艳 1 、 王来利 2 、 向玉林 2 、 杨云亮 1 、 李泽琼 1 、 郭黄吉 1

【摘要】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状况，分析其与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相关

性。方法　选取已确诊的居家精神分裂症患者 36 例，另选择 34 例健康对照组，收集一般人口学

资料，运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和 Stroop 色词测验评估所有受试者的认知功能，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受试者的血清 BDNF 水平，HCY 水平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结果　WCST 检测显示：病例组正确应答数、持续性应答数、完成测验用时高于对照组，错误应答

数、非持续错误数低于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STROOP 测验显示：病

例组与对照组正确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病例组 BDNF 水平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病例组 HCY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血清 HCY 水平与 Stroop 正确数呈正相关

（P< 0.05），BDNF 水平与威斯康辛正确应答数、错误应答数、持续性错误数、非持续性错误数、完

成测验用时和 Stroop 正确数均无相关性（P> 0.05）。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HCY 水平高于对照组，

精神分裂者患者的血清 HCY 浓度与认知功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中图分类号】R7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3-0421-04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erum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AO Jiayan，WANG Laili，XIANG Yulin，et al. Zuny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Zunyi 56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nd analyze its correlation 

with serum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s. Methods　36 patients with home-based schizophrenia and 34 healthy 

controls were selected.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were collected. Cognitive function of all subjects was assessed by Wis-

consin Card Classification Test （WCST）and Strop Colour Word Test. Serum BDNF level was measured by ELISA. HCY 

level was detected by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Results　WCST test showed that the correct response number，

persistent response number and completion time of the test in the ca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wrong response number and non-persistent error number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STROOP test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rrect number between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BDNF between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HCY in the cas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serum HCY in the case grou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rrect number of Stroop 

（P<0.05）. The level of BDNF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rrect number of Wisconsin responses，the wrong 

number of persistent errors and the non-persistent errors.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completed 

tests and the correct number of Stroop （P>0.05）.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HCY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rum HCY concentr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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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多起病于青壮年，患者通常存在感

知、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和精神活动不协

调。目前精神分裂症的致病因素尚未明确，认知功能

障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核心症状之一，神经发育假

说认为，认知功能障碍是脑内某些因子水平异常的外

在表现，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是在神经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

学习、记忆、注意等认知功能密切相关，但研究结果

存在差异 [1，2]。血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

具有神经毒性，其代谢失衡能抑制中枢多巴胺（DA）、

去甲肾上腺素（NE）等神经递质合成，引起患者学习、

记忆等认知功能的损害。本研究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

认知功能状况、BDNF 和 HCY 水平，并分析认知功能

与 BDNF 和 HCY 之间的相关性，为精神分裂症的致病

机制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病例组：纳入标准：①已确诊的居家精神分裂症

患者，②右利手；③同意并配合完成本研究。排除标

准：①曾患可能影响神经认知功能测定的躯体疾病或

其它精神科疾病，或接受相关治疗；②孕妇、哺乳期

妇女；③不能完成神经认知评定和生活质量调查。对

照组：通过宣传招募健康志愿者。纳入标准：①右利手；

②同意并配合完成本研究；③无精神病家族史。排除

标准：①曾经患有可能影响神经认知功能测定的躯体

疾病或精神科疾病，或接受相关治疗；②③同患者组。

1.2　方法

1.2.1　认知功能检测　运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

测验（WCST），反映测试者的执行能力状况，即抽象

概括、工作记忆、认知转移、注意力等；Stroop 色词

测验：测量受测者的选择性注意、知觉转换和抑制习

惯性反应能力等选择注意功能。

1.2. 2　血清 BDNF 水平测定　研究对象于入组

后次日清晨采集空腹肘静脉血 10ml，血液标本置于

未抗凝试管中，4℃冰箱存放 40min，充分凝固后离

心，分离上层血清，集中统一编号，置于 -70℃保

存，BDNF 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HCY 水平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 SPSS 16 软件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构成

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

分位数表示，两两比较采用曼 - 惠特尼秩和检验

（Mann-Whitney U），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分析，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此次调查共 67 例研究对象，其中病例组 36
例，对照组 31 例，两组研究对象在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

例组 BDNF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病例组 HCY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和对照组一般资料及血清BDNF和

HCY水平比较

项目 病例组 对照组 U值 P值

性别（例）

　　男 16 14 0.00 0.95

　　女 20 17

年龄（岁） 38.06±7.64 36.77±9.89 -0.60 0.55

受教育程度 0.63 0.73

　　高中及以上 8 5

　　初中 9 10

　　小学及以下 19 16

BDNF（mg/mL） 13.3（10.68~17.09） 14.78（11.30~17.30）455.00 0.20

HCY（umol/l） 29.23（13.03~42.14） 14.48（13.34~21.46） 371.5 0.0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病例组和对照组认知功能比较 

WCST 检测显示：病例组正确应答数、持续性应

答数、完成测验用时高于对照组，错误应答数、非

持续错误数低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STROOP 测验显示：病例组正确数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病例组和对照组各因素相关性分析

病例组血清 HCY 水平与 Stroop 正确数呈正相关

（P<0.05）；对照组 HCY 水平与威斯康辛正确应答数

呈正相关，与错误应答数呈负相关（P<0.05）。病例

组和对照组 BDNF 水平与威斯康辛正确应答数、错误

应答数、持续性错误数、非持续性错误数、完成测验

用时和 Stroop 正确数均无相关性（P>0.05），见表 3。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的前期就已经存在认知

功能损害，其损害主要包括注意、记忆、执行功能

等能力。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威斯康星卡

片分类测验的正确应答数、持续性应答数、完成测

验用时明显高于与对照组，未发现患者存在认知功

能障碍，以往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治疗前后

均存在认知功能损害 [3]，与以往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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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NF 作为重要的神经营养因子，对神经元的

成长以及损伤后修复具有重要作用。动物研究表明，

BDNF 能通过血脑屏障，从脑组织而进入血液，故

推测血清 BDNF 水平可反映脑中的水平 [4]，且精神

分裂症血清 BDNF 水平与皮质厚度呈正相关 [5]。精

神分裂症患者在早期已存在神经损伤和神经营养不

足，随着病程延长和病情加重，神经损伤的逐渐加

重，BDNF 水平持续降低，即使处于临床稳定期的

患者，血清 BDNF 水平仍低于健康对照组 [6]。另有研

究表明，早期患者的认知功能与正常人群的认知功

能无显著性差异 [7]。BDNF 水平下降可能导致脑功能

尤其是信息传递的功能缺损，进而导致脑的病理生

理改变，可能是参与精神分裂症病理生理过程至关

重要的物质 [8]。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

康对照组 BDNF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患者 BDNF 水

平与威斯康辛正确应答数、错误应答数和 Stroop 正

确数均未见相关性，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不一致 [9]。

可能与所选择的测量方法以及样本的选择不同有关，

今后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深入研究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认知功能存在差异的原因。

HCY 是蛋氨酸去甲基后产生的一种含硫氨基

酸，在 VitB6 和 VitB12 两种辅酶参与下，生成和清

除保持着动态平衡。当其发生代谢失衡，HCY 水平

升高，高 Hcy 可导致血脑屏障受损，使其渗透性增

加有关 [10]，对多巴胺、５- 羟色胺等神经递质的传

递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大脑的学习、记忆、思

维活动等正常高级功能，高 HCY 是认知损害神经系

统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且有研究表明，血 HCY 水

平与脑受损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11]。本研究发现，精

神分裂症患者患者血清 HCY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升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范宁等研究结果一

致 [12]，纵向研究表明，经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

患者血清 Hcy 水平未随临床症状的好转而出现变化，

具有相对稳定性 [13]，提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存

在 HCY 代谢异常，高 Hcy 可能是独立于临床症状的

精神分裂症一项素质指标。目前高 Hcy 在精神分裂

症中的病理生理意义尚不清楚，近年来 HCY 与认知

功能损害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已有研究表明，

HCY 水平升高与认知功能损害程度相关，HCY 水平

越高，认知功能评损害越严重 [14]，因此血清 HCY 水

平对评价精神分裂症的认知功能损害程度具有一定

的价值。但本研究发现患者组血清 Hcy 水平与 Stroop

正确数呈正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 [15] 不一致，除与

样本不同有关外，可能与研究方法不同有关。今后

将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深入探索这一问题的原因。

总之，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HCY 表达升高，但

患者的选择注意功能存在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 HCY 在该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具有一定的作

用，HCY 可以作为该病预防治疗的参考指标。但由

于本研究中观察对象的数量和地区分布均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的数量，

并结合不同地区的受试者进一步明确此次研究结果

的普遍适应性。

表2　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和对照组认知功能比较

认知测验 病例组 对照组 U值 P值

WCST测验

正确应答数 45.50（35.25~59.00） 32.00（30.00~33.00） 127.00 0.00

错误应答数 82.50（69.00~92.75） 96.00（95.00~98.00） 127.00 0.00

持续性应答数 28.50（14.50~40.75） 11.00（4.00~16.00） 206.50 0.00

非持续性错误数 77.00（65.00~92.75） 96.00（95.00~98.00） 154.00 0.00

完成测验用时 299.50（217.50~390.25） 138.00（124.00~172.00） 114.50 0.00

STROOP测验

正确数 12.50（8.50-18.00） 14.00（10.00-18.00） 553.00 0.95

表3　精神分裂症患者BDNF和HCY水平与认知功能的相关
性分析

项 目
病例组 对照组

HCY DBNF HCY DBNF

正确应答数 0.041 0.228 0.537* -0.179

错误应答数 -0.041 -0.228 -0.537* 0.179

持续性应答数 -0.158 0.267 -0.228 -0.048

非持续性错误数 -0.044 -0.187 -0.352 0.145

完成测验用时 0.00 0.12 -0.239 -0.084

Stroop正确数 0.338* -0.151 -0.161 -0.193

注：*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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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家庭与朋友外的其他社会支持是 STS 的保护因

子。医生和护士 STS 的相关因素有所不同，神经质、

医院等级和职称对于医生和护士 STS 的影响一致，

但专注、尽责性和工作时间与医生 STS 的关系更密

切，而其他社会支持、婚姻状况和幽默应对则与护

士 STS 的关系更密切。基于 STS 对医务人员职业生

活质量的不良影响，我们应该采取多种措施降低高

危医务人员的 STS 水平，维护其身心健康。

本研究局限之处在于没有对不同岗位医务人员

STS 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而且人格特质等因

素并非影响医务人员 STS 的主要因素（贡献度只占

26％），需要进一步完善方案，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

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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