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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长短未治疗期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HCY与 IL-6及NLR表达差异性
分析

张永强 、 薛冉冉 、 王彦海 、 王绪波

【摘要】目的　分析不同长短未治疗期（DUP）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同型半胱氨酸（HCY）与 IL-6

及中性粒 - 淋细胞比率（NLR）临床表达差异性。方法　选取 2012 年 4 月 ~2015 年 10 月间在本院接

受治疗首次 DUP 患者 162 例，长 DUP 组 87 例，短 DUP 组 75 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清淋

巴细胞计数（LYM）、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淋巴细胞百分比（LYM％）、血

红蛋白（HGB）、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及红细胞比容（HCT）等。结果　短 CUP 组与长 DUP

组患者在婚姻状况方面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短 DUP 患者血清 IL-6、HCY、NLR 及

PANSS 评分均低于长 DUP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DUP 和血清

NLR、IL-6、HCY 及 PANSS 评分为正相关关系（r=0.351、0.786、0.402、0.908，P= 0.010、0.001、

0.003、0.001）；PANSS 评分和血清 HCY、IL-6 为正相关关系（r=0.472、0.783，P= 0.001、0.001）；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清 IL-6 为影响 DUP 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短 DUP 与长 DUP 患者在精神病

理学症状方面存在差异，血清 NLR、IL-6 及 HCY 可当做判别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程度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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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HCY，IL-6 and NLR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with different lengths of treatment. Methods　162 patients with first DUP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2 to October 2015，87 patients in the long DUP group and 75 patients in the short DUP group. Automated 

blood cell analyzer for serum lymphocyte count（LYM），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neutrophil count（NEU），

percentage of lymphocytes（LYM％），hemoglobin（HGB），and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NEU％）and hematocrit

（HCT）.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rital status between the short CUP group and the long DUP 

group（P<0.05）. The serum IL-6，HCY，NLR and PANSS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short D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long DUP patien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U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NLR，IL-6，HCY，and PANSS scores（r=0.351，0.786，0.402，0.908，

P=0.010，0.001，0.003，0.001）. PANSS score and serum HCY IL-6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r=0.472，0.783，

P=0.001，0.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IL-6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DUP. 

Conclusion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s between patients with short DUP and long DUP. 

Serum NLR，IL-6 and HCY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indicators for judging the severity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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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为临床较为常见精神疾病，包含精神

症状、情感、行为及认知等损伤，对患者及家属生活

和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1-2］。精神分裂症在青春期晚

期与成年前期发病，但通常患者长时间没有被识别及

及时治疗［3-4］。精神病未治疗期（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DUP）为精神分裂症预后影响独立危险因

素，长 DUP 则代表了患者临床症状、生活质量和社

会功能较差。有研究显示，不同 DUP 长度精神分裂

症患者免疫功能、内分泌学和神经生物学指标均存在

差异性，进而造成机体发生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

同时同型半胱氨酸（HCY）含量显著升高，白细胞介

素 6（IL-6）为促炎症因子，可通过间接或者直接途径

造成患者神经系统出现炎性反应，中性粒细胞表示炎

症激活状况，淋巴细胞表示免疫反应状况，而中性粒

细胞 - 淋巴细胞比率（NLR）则表示了慢性炎症下这

两种细胞比例失衡状况。因此本文通过分析首发不同

长短 DUP 患者 HCY 与 IL-6 及 NLR 临床表达及危险

因素，为临床患者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入选及排除条件

入选条件：①首次发病，未曾服用过抗精神病

相关药物；②经两名及以上主治医师临床评估，符

合《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十版》内相

关诊断准则；③患者阴性与阳性症状评分（PANSS 量

表）高于 60 分。

排除条件：①滥用药物或者酒精者；②近三个月

内使用过 VB6、VB12 及叶酸等影响 HCY 代谢者；③

伴有脑器质性或者其他躯体疾病者；④使用免疫抑制

剂或者抗炎药物治疗及重度吸烟（每天 15 支以上），

实验室检测或者物理检测有异常者；⑤肥胖（BMI 高

于 30kg/m²）、高血压、自身免疫性疾病、糖尿病、

慢性或活动性炎症、心脏病及肝肾衰竭者。

1.2　病例资料

选取 2012 年 4 月 ~2015 年 10 月间在本院接受

治疗首次 DUP 患者 162 例，其中男性患者 104 例，

女性 58 例，年龄在 16~35 岁间，平均（30.15±3.49）
岁。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家属知情

并签署同意书。

1.3　研究方法

使用诺丁汉发病症状量表（NOS）对患者进行评

估；结果显示患者 DUP 在 1~205W 间，平均（50.14
±15.39）W，依据患者 DUP 时间将 162 例患者分成

两组，长 DUP 组（高于 50W）87 例，短 DUP 组（低

于等于 50W）75 例。

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量表）评估

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共由三十三个项目构成，其中 S

为补充症状，P 为阳性症状，G 为病理症状，N 为阴

性症状，评分有 1~7 分，分别表示无、很轻、轻度、

中度、偏重、重度和极重度，患者得分越高，说明

其症状越严重。

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含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首次发病前婚姻情况）等。

血清检测：入院后第二天早晨，收集患者空腹

静脉血 5ml，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清淋巴细

胞计数（LYM）、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

计数（NEU）、淋巴细胞百分比（LYM％）、血红蛋白

（HGB）、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及红细胞比容

（HCT）等，计算 NLR 比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血清 HCY 含量，ELISA 法检测血清 IL-6 含量。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x±s）表示，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χ² 检

验，Pearson 相关分析，影响 DUP 因素行 Logistic 回

归分析，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 DUP 患者临床资料状况

短 CUP 组与长 DUP 组患者在婚姻状况方面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2.2　长、短 DUP 患者血清等相关指标状况

短 DUP 患者血清 IL-6、HCY、NLR 及 PANSS

表1　不同DUP患者临床资料状况对比

组别 平均年龄（岁） 男/女 BMI（kg/m²）
婚姻状况（n，％）

离婚 已婚 未婚

短DUP组（n=75） 29.53±5.17 51/24 22.34±2.56 13（17.33） 41（54.67） 21（28.00）

长DUP组（n=87） 31.29±5.16 53/34 22.71±2.69 35（40.23） 18（20.69） 34（30.08）

t/χ2 1.029 2.640 0.957 12.551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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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UP 和血清 IL-6、NLR、HCY 及 PANSS

评分相关性状况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DUP 和血清 NLR、IL-6、

HCY 及 PANSS 评分为正相关关系，（r=0.351、0.786、

0.402、0.908，P=0.010、0.001、0.003、0.001）。

P e a r s o n 相 关 分 析 显 示 ， P A N S S 评 分 和 血

清 HCY、IL-6 为正相关关系，（r=0.472、0.783，

P=0.001、0.001）。

2.4　影响 DUP 多因素回归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清 IL-6 为影响 DUP

独立危险因素，详见表 3。
表3　影响DUP Logistic回归分析

自变量 S. E. β Wald P OR 95％CI

NLR 0.519 0.483 1.057 0.266 1.698 0.639~4.891

IL-6 0.009 0.041 12.006 0.001 1.047 1.023~1.092

HCY 0.041 ﹣0.010 0.098 0.613 1.001 0.935~1.089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早诊治为其防治工作重点，但

患者多发病于青春期晚期与成年前期，且发病比较隐

匿，造成早期诊断精神分裂症成了一个临床难题［5-7］。

DUP 为判别其长期预后主要因素，在精神分裂症患者

前 2~3 年为对家庭心理和疾病印象关键时期［8-9］。

本文研究显示，长短 DUP 患者在婚姻情况方面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离婚当做心理社会因素为患者

发病一种诱因，而已婚患者受到家庭关注较多，可及

时发现病情并进行就诊。本文研究显示，短 DUP 患

者血清 IL-6 含量低于长 DUP 患者，和 DUP 为正相关

关系，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清 IL-6 为影响 DUP

独立危险因素，这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0-11］。

IL-6 使机体免疫应答启动，它可能为患者免疫系统

内关键因子。循环外周内细胞因子能够和大脑通讯采

用多种途径，包含体液及神经路径，将小胶质细胞激

活，若进入到中枢神经系统内的细胞因子将小胶质细

胞激活从而分解促炎细胞因子、蛋白酶及脑内趋化因

子，造成色氨酸犬尿氨酸路径被损坏，氧化应激加重，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被激活，加重患者病情发

展［12-14］。短 DUP 患者血清 HCY 含量低于长 DUP 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浓度 HCY 有神经毒性影响，

在甘氨酸含量上升时，HCY 可从生理状况下 N- 甲

基 -D- 天冬氨酸受体（NMDA）抑制剂变化为 NMDA

激动剂，过度激活了 NMDA 受体，产生兴奋性中毒，

产生突触被损坏，缺乏抑制前脉，机体内中性粒细胞

表示炎症激活状况，淋巴细胞表示免疫反应状况，而

NLR 则表示了慢性炎症下这两种细胞比例失衡状况，

中性粒细胞半衰期比较短，一般在急性炎症反应中起

作用，而神经分裂则为慢性炎症反应。

综上所述，短 DUP 与长 DUP 患者在精神病理学

症状方面存在差异，血清 NLR、IL-6 及 HCY 可当做

判别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程度参考指标。由于时间

和人力等条件限制，本研究中部分数据难免存在偏

颇，今后还需更进一步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和临床实

践，进行更大样本量，更多指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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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长、短DUP患者血清等相关指标状况对比

IL-6（pg/ml） PANSS评分 HGB（g/L） HCY（µmol/L） HCT（％） NLR（％） WBC（×109/L） LYMPH（％） NEUT（％）

短DUP组（n=75） 21.84±5.17 73.94±6.15 139.76±12.80 15.61±10.69 42.67±2.85 1.78±0.52 6.37±1.20 32.16±5.23 57.96±5.82

长DUP组（n=87） 105.14±5.29 89.03±6.37 141.03±12.51 26.14±10.50 42.87±2.73 2.31±0.54 6.81±1.17 30.87±5.39 59.17±5.63

t 12.069 13.842 0.957 11.460 2.897 12.661 1.027 2.334 1.906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评 分 均 低 于 长 D U P 患 者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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