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5 期- 790 -

◎

论
著◎

 Treatise

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与精神分裂症相关性研究

周文竹 、 徐洪常 、 周　翔 、 刘　铭

【摘要】目的　探讨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与精神分裂症相关性。方法　选择 2018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病例组，同期于社区体检的健康自愿者随机 60 例为对照

组。所有人员均行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检测，比较两组的检测结果。结果　病例组巢蛋白和微管相

关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患者经 6 周治疗后，精神分裂症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治疗后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水平存在一定的升高，但对比治疗前，

差异不显著，P>0.05。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提示，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水平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程度呈负相关。结论　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可作为精神分裂症早期干预的一项重要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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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in and MAP-2 with schizophrenia correlation studies 
 　　ZHOU Wenzhu，XU Hongchang，ZHOU Xiang，et al. The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Dalian，Dalian 11602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 of Nestin and MAP-2 correlation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8 to Sept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case group，and 60 healthy volunteers who underwent community physic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same pe-

riod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 All personnel were tested Nestin and MAP-2 in the plasma. comparison 

of two groups of test results. Results　The levels of Nestin and MAP-2 in the ca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as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P<0.01）. Nestin and MAP-2levels after treatment there is a rise，but compared 

to before the treatment，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uggests that Nestin and 

MAP-2 levels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Conclusion　Nestin and MAP-2 

can be used for schizophrenia is an important biochemical indicator of earl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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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症状群所组成临床综合症，发

病机制不明。许多证据表明，多基因因素和早期发育

损伤的结合可能导致大脑皮质及皮质下的各种结构异

常，最终出现临床精神症状。巢蛋白归为中间丝蛋白，

分布细胞内，在神经细胞发育成熟、神经元可塑性维

持和突触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1，2］。微管相关蛋白是

神经元特异性蛋白，多在神经元丝状表达，对脑缺血

最为敏感，也作为缺血性诱导神经元早期标记物。上

述两种蛋白在早期脑发育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目前

有研究证实［3］，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在脑缺氧缺血、

创伤以及理化因素中可诱导重新表达。故国内外大部

分研究注重此类蛋白在缺血性脑病中的变化。而在精

神分裂症患者，上述蛋白是否也出现变化，研究甚少。

本研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血浆巢蛋白、微管相关

蛋白含量的测定，并以正常人群作为对照，从而探讨

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寻找更多生物学指标，为临床

诊治提供新的诊疗手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组：2018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在大连市第

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6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入组标准：①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

［基金项目］大连市卫健委课题（编号：1811069）。

［作者工作单位］辽宁省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大连，116023）。

［第一作者简介］周文竹（1982.07-），女，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病与精神卫生。

［通讯作者］周文竹（Email：zwz755@sohu.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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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统计分类第 10 版（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

标准；②性别不限，年龄 18~45 岁；③受教育程度≥

6 年；④患者家属或法定监护人均了解本研究，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具有 ICD-10 诊断为其他

类型精神病性障碍，酒精及药物滥用患者；②物理、

化学机制导致脑外伤、损害的患者，或合并严重心、

肝、肾脏功能异常的患者；③近 2 周使用其他长、短

效抗精神病药物、电休克等相关治疗；④本次研究

中对利培酮过敏者；⑤怀孕及哺乳期妇女；⑥治疗期

间，其他严重不良反应，或要求中止治疗者。对照

组：来自社区健康自愿者 60 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获得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

过（2018.3.23）。病例组平均年龄（36.38±9.18）岁，

男性 34 例，女性 26 例。对照组平均年龄（35.28±

7.81）岁，男性 35 例，女性 25 例。两组人员一般资

料差异不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

1.2　药物治疗

6 0 例 患 者 均 给 予 利 培 酮 （ 国 药 准 字 ：

H20052330）口服治疗，起始剂量 1mg，在 1 周左右

的时间内逐渐将剂量加大到每日 2~4mg，第 2 周内

可逐渐加量到每日 4~6mg。此后，维持此剂量不变，

2 次 /d，治疗 6 周。

1.3　研究方法

标本的采集和处理：采集空腹静脉血 3ml，于

促凝管中，立即分离血浆，冻存待测（-80℃）。病

例组于治疗前测定巢蛋白（Nestin）、微管相关蛋

白（MAP-2）含量，经系统的药物治疗 6 周后，进

行第 2 次抽血测定。对照组仅入组时测定巢蛋白 1
（Nestin）及微管相关蛋白（MAP-2）含量。

检测方法：应用人 Nestin 检测试剂，人 MAP-2
测定试剂，委托生物试剂公司行酶联免疫法测定。

具体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1.4　观察指标和判断标准

采用精神分裂症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对研究组患者在入组时及药物治疗 6 周后各评定 1
次，了解其病情变化。

1.5　统计方法

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的录入、整理。

病例组与对照组单因素差异比较采用用 t 检验和 χ2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

血浆巢蛋白及微管相关蛋白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

性。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病例组与对照组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水

平比较

病例组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表1　病例组与对照组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 巢蛋白（pg/ml） 微管相关蛋白（pg/ml）

病例组 60 383.03±48.82 923.23±152.68

对照组 60 560.42±67.78 1557.52±197.68

T值 16.45 19.67

P值 0.00 0.00

2.2　病例组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病例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明显下降，与治

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2。
表2　病例组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x±s）

时间 例数 PANSS评分

治疗前 60 71.52±8.63

治疗后 60 42.88±5.45

T值 21.73

P值 0.00

2.3　治疗 6 周后病例组与对照组巢蛋白、微管

相关蛋白水平比较

病例组患者治疗 6 周后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

水平有所上升，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3。
表3　病例组治疗6周后与治疗前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水平

比较（x±s）

组别 例数 巢蛋白（pg/ml） 微管相关蛋白（pg/ml）

治疗前 60 383.03±48.82 961.37±173.17

治疗6周后 60 496.12±58.50 1347.80±189.85

T值 -11.50 -11.65

P值 0.11 0.63

2.4 Pearson 相关分析

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提示，巢蛋白与微管相关

蛋白与神分裂症的症状程度呈负相关 P<0.05，见表 4。
表4  Pearson相关分析

指标 参数 巢蛋白 微管相关蛋白

症状程度（PANSS评分） r值 -0.78 -0.69

P值 0.00 0.00

3　讨论

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均属于细胞骨架蛋白，

其表达水平与细胞的分化、生长发育、增殖能力密

切相关［4］。其中，巢蛋白是新发现的第Ⅵ类中间丝

蛋白，在胚胎细胞及成体动物内均有表达。其定位

于细胞质内，是神经干细胞特异性标记蛋白，能被

anti-nestin（rat401）抗体特异性识别。在中枢神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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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损伤及肿瘤发生中，呈现返祖表达。目前研究认

为巢蛋白作用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在胚胎期促进神

经前体细胞转化为成熟神经元；在中枢神经损伤时参

与神经元再生和修复；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 胶质瘤

中高度表达，与肿瘤恶性程度密切相关。微管相关

蛋白属于神经细胞的一种标记蛋白，主要分布在神

经元胞体以及神经突起上，在细胞运输、细胞信号

传导、神经元生长发育、神经突起形成与生长方面

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故其表达异常与多种神经系统

疾病相关［5］。Shelton 的研究也报道［6］，微管相关蛋

白能够调节神经递质释放，对神经元发育及其再生

起着决定作用，该指标水平降低有可能导致神经分

裂症、认知功能障碍、帕金森等神经系统疾病。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未经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血浆中的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的含量明显低于

正常健康人群。经过 6 周药物治疗后，PANSS 评分

下降，说明药物干预有效，精神症状得以改善。此

时病例组血浆中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水平有所升

高，但是于治疗前比较，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并

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其原因如下：

① 此次研究中，采用血浆中的巢蛋白、微管相关蛋

白作为研究因子，但该类蛋白同时也在其他体液中

具有一定表达性，如尿液、精液，虽敏感度高，但

特异性一般；② 实验研究周期有限，仅测定治疗 6 周

后的血浆中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的浓度。上述蛋

白如恢复到正常水平，可能需要更长的周期；③ 精神

分裂症患者可能在成年早期或更早的胚胎发育阶段

就出现神经干细胞的损伤，即早期细胞“凋亡”。当

个体发育到一定阶段，外界多因素“激活扳机”，于

是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症状。而在后天获得性脑损伤

疾病如脑卒中、脑肿瘤等，在疾病急性期，动物模

型试验证实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呈现出高表达状

态，这与本研究中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浆中巢蛋

白、微管相关蛋白含量水平降低，截然相反。提示

精神分裂症可能在胚胎期就出现神经细微损伤。之

后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提示，巢蛋白、微管相关蛋

白水平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程度呈负相关，提示精

神分裂症患者病情越严重，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

含量越少，脑损害就越严重。目前脑影像学研究认

为，精神分裂症存在前额叶皮质缺陷［7］。精神分裂症

的发生与大脑背外侧前额皮质在解剖结构、生理功

能上出现异常密切相关［8］。精神分裂症病患的前额皮

质功能异常可反映该部位神经元细胞异常连接以及

突触前膜蛋白含量变化，进而导致巢蛋白、微管相

关蛋白水平降低［9］。而经治疗后患者前的神经突触前

膜得到自我修复，利于升高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

含量。但本研究局限之处在于：① 样本量较小，只通

过病例对照研究，统计学分析血浆中巢蛋白、微管

相关蛋白含量的变化，来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早期

可能存在脑部神经干细胞的损伤或减少。因不能对

上述蛋白进行正常范围定量，无法像其他生化指标，

给出可具体操作量化范围；② 由于人体的特殊性，无

法进行中枢神经系统中巢蛋白、微管蛋白免疫组化

研究，因此精准度下降；③ 以 PANSS 量表总分作为

精神分裂症症状严重程度的单一评估。未进一步细

化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以及一般精神病症状与上述

蛋白含量的相关研究，故无法得知特异性。

综上所述，巢蛋白、微管相关蛋白在精神分裂症

的诊断及治疗，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预后评估意义。

可做为精神分裂症早期预测、诊治手段之一。本研究

证实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早期就存在脑部细微损伤。但

精神分裂患者经系统治疗后，是否脑损伤得到进一步

阻止、或只是症状缓解，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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