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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来昔布联合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

袁六六 、 王俊霞 、 王米香 、 朱景平

【摘要】目的　探讨塞来昔布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本院接诊的 102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

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1 例，对照组采用利培酮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塞来昔布

治疗，采用副反应量表和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评定患者副反应状况和精神症状，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

量表减分率评定患者的疗效，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患者炎性指标水平。结果　治疗 4 周、6 周后，

两组患者总分均低于基线，且治疗 6 周患者总分均低于治疗 4 周（P<0.05），治疗 4 周、6 周后，研究

组总分和阴性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而阳性症状评分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治疗 6 周，两

组患者 IL-17、IFN-γ和 TNF-α水平均下降，且研究组 IL-17、IFN-γ和 TNF-α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0.05）；治疗 6 周，研究组总有效率 88.23％，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 74.51%（χ2=2.365，P<0.05）。

结论　塞来昔布能够改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降低患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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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elecoxib on inflammatory cytokine levels and psychotic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YUAN Liuliu，WANG Junxia，WANG Mixiang，et al.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First Af-
filiated Hospital of Nanyang Medical College，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elecoxib on inflammatory cytokine levels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s　102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6 to June 2018 were enroll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5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risperidone，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elecoxib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ide effects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4 weeks and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negative score，

positive score in both of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baseline（P<0.05）， and the negative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positiv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4 weeks and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IL-17 level，IFN-γ levels and TNF-α level in both of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baseline

（P<0.05）， and the IL-17 level，IFN-γ levels and TNF-α level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88.23％，74.51% higher tha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χ2=2.365，P<0.05）. Conclusion　Celecoxib can improve the ment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reduce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patients，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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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复杂的、严重的脑部疾病之一［1］。

该病多发于青壮年，预后较差，全球精神分裂症患

病率高达 1~2％ ［2］。目前，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仍

未阐明，免疫炎症假说能够较好的解释精神分裂症

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3-5］。本

研究探讨塞来昔布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炎性细胞因子

水平和精神症状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本院接诊的 102 例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男 76 例，女 26 例，

年龄 16~55 岁，平均年龄（30.89±8.02）岁。按照随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 1001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1 例，对

照组采用利培酮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塞

来昔布治疗，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理批准。纳

入标准：精神分裂症患者［6］；入本院治疗前未接受抗精

神病治疗；同意参加本次研究者；能够与研究人员良

好沟通者；无精神病者。排除标准：中途退出研究者；

患免疫性疾病者；有过敏史者；近期预防接种者；哺乳

期妇女。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利培酮治疗，利培酮（批准文号：国

药准字 H20010309，规格：2mg×20s），根据患者病情

逐渐增减药量，2 周内药量增加至 4~6mg/d。研究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塞来昔布治疗，塞来昔布（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 J20140072，规格：0.2g×18s），根据患者

病情逐渐增减药量，2 周内利培酮药量增加至 4~6mg/

d，塞来昔布药量增加至 0.2g/d，两组均连续治疗 6周。

1.3　观察指标

采用副反应量表［7］和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8］评

定患者副反应状况和精神症状。治疗前、治疗 4 周、

6 周由研究人员对患者精神症状进行评定。

治疗前后抽取患者早晨空腹肘静脉血 5mL，测

定患者白细胞介素 -4（interleukin-4，IL-4）、白

细胞介素 -6（interleukin-6，IL-6）、白细胞介

素 -1β（interleukin-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 -17
（interleukin-17，IL-17）和γ- 干扰素（interferon-γ，

IFN-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采用方

差分析或 t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Pearson 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评分结果分析

治疗 6 周患者总分均低于治疗 4 周，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6 周研究组总分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患者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评分结果分析

项目 时间 研究组（n=51） 对照组（n=51） t值 P值

总分（） 基线 92.46±10.12 93.90±13.11 -0.842 0.406

4周末 70.83±14.12* 73.78±14.23* 5.367 0.041

6周末 62.16±15.06*& 67.76±14.99*& 8.571 0.003

注：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组内各时间点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表示与基线比较，P<0.05，&表示与4周末比较，P<0.05。

2.2　患者副反应量表评分结果分析

组内比较：随着治疗的进行，两组患者副反应量

表评分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患者副反应量表评分结果分析

组别 治疗4周 治疗6周 t值 P值

研究组（n=51） 5.03±1.02 3.54±1.13 6.985 ＜0.001

对照组（n=51） 5.06±1.01 3.13±1.21 8.006 ＜0.001

t值 -0.821 0.961

P值 0.937 0.350

2.3　患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分析

治疗 6 周，两组患者 IL-17、IFN-γ和 TNF-α

水平均下降，且研究组 IL-17、IFN-γ和 TNF-α 水

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研究组 IL-1β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3。

表3　患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分析（pg/mL）

项目 时间 研究组（n=51）对照组（n=51） t值 P值

TNF-α 基线 62.43±0.55 62.11±4.02 -0.957 0.365

治疗6周 11.42±0.22 20.46±4.61 -11.657 ＜0.001

t值 35.968 24.038

P值 ＜0.001 ＜0.001

IL-1β 基线 2.41±0.49 2.36±0.64 0.289 0.754

治疗6周 1.96±0.30 2.00±0.33 -0.579 0.557

t值 3.396 1.951

P值 0.011 0.054

IFN-γ 基线 435.87±71.34 439.05±69.75 0.665 0.524

治疗6周 234.08±66.41 275.15±56.24 -0.566 0.528

t值 11.052 10.252

P值 ＜0.001 ＜0.001

IL-4 基线 20.55±8.64 20.88±7.99 1.336 0.721

治疗6周 19.52±8.21 20.21±7.55 0.278 0.345

t值 0.465 0.524

P值 0.619 0.480

IL-6 基线 14.61±4.44 14.69±5.06 -0.419 0.668

治疗6周 13.94±4.86 13.99±4.89 1.049 0.295

t值 0.244 0.642

P值 0.826 0.531

IL-17 基线 19.73±5.61 19.88±6.46 -0.142 0.888

治疗6周 12.54±3.43 13.80±5.01 -1.089 0.281

t值 6.358 4.258

P值 ＜0.001 0.005

2.4　患者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评分与炎性细胞

因子水平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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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治疗效果分析

治 疗 4 周 ， 两 组 有 效 率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χ2=0.012，P>0.05），治疗 6 周，研究组总有效率

88.23％，高于对照组 13.72 个百分点，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2.365，P<0.05），见表 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预后较差、病程迁延、其确切的发

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9］，精神分裂症的核心表现是

患者的思维、情感和意志行为出现异常，导致患者

的精神活动与生活的环境不协调，多发于青壮年人

群，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给社会

和家庭也带来沉重的负担。

精神分裂症疾病发病机制复杂，主要有神经发育

假说、神经递质假说和免疫紊乱假说等，但是尚未有

一种假说能够完全解释精神分裂症疾病产生的原因和

机制。其中，免疫假说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抗体引起

脑的特殊部位损害所致，是异常的免疫反应的结果。

本次研究发现：治疗 4 周、6 周后，两组患者的

总分均明显下降，组间比较发现：研究组总分和阴性

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而阳性症状评分

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治疗 6 周后研究组总有效率

88.23％，高于对照组的 13.72。表明研究组患者加用

塞来昔布以后，其精神症状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阴

性症状的改善更为突出，这提示塞来昔布很可能是改

善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有效药物。本研究还发

现：治疗 6 周，两组患者 IL-17、IFN-γ和 TNF-α水

平均下降，且研究组 IL-17、IFN-γ和 TNF-α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这表明塞来昔布能够有效的降低精神分

裂症患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10］，改善患者机体免疫功

能，这可能是塞来昔布改善患者精神症状的机制，本

研究结果为精神分裂症的免疫假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

据，同时也为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的途

径。但本研究是一个初步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

间比较短，对塞来昔布起效的机制也没有进一步研

究，后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讨其中的机制。

综上所述，塞来昔布能够改善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精神症状，降低患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提高

治疗效果，值得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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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TNF-α 水平与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总

分相关系数为 0.206（P=0.032），研究组 IFN-γ水平

与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阴性得分相关系数为 0.359
（P=0.010），对照组 TNF-α 水平与阳性和阴性症

状量表总分相关系数为 0.351（P=0.013），对照组

IFN-γ水平与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阴性得分相关系

数为 0.388（P=0.006），见表 4。

表4　患者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评分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相关性

项目
研究组（n=51） 对照组（n=51）

TNF-α IFN-γ IL-6 IL-17 IL-1β TNF-α IFN-γ IL-6 IL-17 IL-1β

总分 0.206* 0.126 0.077 0.166 0.085 0.351* -0.253 -0.127 -0.007 -0.211

阴性得分 0.122 0.359* -0.153 0.044 0.096 0.032 0.388* -0.110 -0.121 -0.231

注：*表示皮尔逊相关分析时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