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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合并电休克治疗对分裂症患者血清C反应蛋白影响的对照研究

曹月梅 1，2 、 成红霞 3 、 陈宽玉 1 、 肖文焕 1 

【摘要】目的　比较利培酮单用或联合改良电抽搐治疗（MECT）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C 反应蛋

白（CRP）的影响。方法　收集只接受利培酮治疗（服药组）和联合接受改良电休克治疗（MECT 组）

的患者及正常人（正常组）各 30 例，观察 4 周，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对患者治疗前后

精神症状进行评定，同时检测患者治疗前后和正常人的血清 CRP 浓度。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CRP 浓度均高于正常组（P< 0.01）；治疗后两组血清 CRP 浓度均低于治疗前（P< 0.01），但是仍然高

于正常组（P< 0.01）。两组患者中治疗有效者血清 CRP 浓度显著低于治疗前（P<0.01），治疗无效者

治疗前后血清 CRP 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MECT 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均可能通

过降低炎症水平（降低 CRP）而起到抗精神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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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isperidone an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on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CAO Yuemei，CHENG Hongxia，CHEN Kuanyu，et al. Wutaishan hospital of Yangzhou，Yangzhou 225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and risperidone 

on serum C-reactive protein（CRP）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　Collect only accept risperidone treatment in 

schizophrenia（Medication group），and select the age- and sex-matched 30 schizophrenia（MECT group）who were 

treated with MECT and risperidone. The serum CRP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30 normal controls（Normal group）.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

drome scale（PANSS）questionnaire has been used to recognize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and to assess the response 

to treatment.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 serum CRP levels in two patien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evels in normal group（P<0.01）. After treatment，the serum CRP levels a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 as compare to be-

fore treatment in patient groups（P<0.01），but still higher than normal group（P<0.01）. CRP levels in patient groups 

of responders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1）.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non-responders

（P>0.05）. Conclusion　MECT and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may play a role in schizophrenia through decreasing 

the serum level of 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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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项研究表明 C 反应蛋白（CRP）在精神分

裂症发病机理及治疗机制中起重要作用［1］。临床研

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CRP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

者［2，3］，且与精神病阴性症状呈正相关［4］，而经过抗

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后 CRP 可发生改变［5］。当然也

有文献表明抗精神病药物不影响 CRP［6］。改良电休克

治疗（MECT）也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有效方法之一。

在电休克临床研究中，MECT 能够提高脑部 CRP 的

基因表达和蛋白水平，并增加神经再生［7，8］。而国内

目前只有两篇文献报道电休克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治

疗对患者血 CRP 的研究，但是研究结果不一致，并

且两篇都没有探讨疗效与 CRP 的关系［9，10］。故本研

究探讨 MECT 与抗精神病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CRP 水平的影响，并且检验血清 CRP 和疗效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作者工作单位］1.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扬州，225000）；2. 扬州市精神卫生防治中心；3 苏北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曹月梅（1963.12-），女，江苏泰州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病临床。

［通讯作者］肖文焕（Email：Email：931610937@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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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服药组　选自 2017 年 8 月 ~2018 年 1 月

江苏省五台山医院急性发作而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入组标准符合第 4 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

册（DSM-IV）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处于精神病发

作期，未经过系统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排除标准：

近半年施行 MECT 治疗，药物滥用史，痴呆和精神发

育迟滞史，反复感染病史，过敏史以及自身免疫性

疾病等。入组患者均选用单一利培酮治疗，起始剂

量为 1mg/d，且在 2 周内达到有效治疗剂量（6mg/d）。

1.1.2　MECT 组　符合 DSM-IV 的精神分裂症诊

断标准，有严重幻觉或妄想，或伴有自杀行为，或

有木僵、拒食，或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差等，且

对治疗知情同意，排除 MECT 治疗禁忌症者。患者

在行 MECT 的过程中缓慢加用利培酮药物，起始剂

量为 1mg/d，在最后一次 MECT 结束前，利培酮达到

治疗剂量（6mg/d）。

1.1.3　对照组　选择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的 30 名

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通过一般健康问卷评估每个

对照以排除精神疾病。排除标准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或精神疾病个人史或家族史，痴呆和精神发育迟滞，

反复感染，过敏和药物滥用史。向参与者解释研究

方案，并在纳入之前获得了书面同意。该研究得到

扬州大学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方法

1.2.1　量表的评定　由 2 名主任医师做出临床

诊断，由 1 名高年资主治医师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评定 PANSS 量表。疗效的评定是根据 PANSS 减

分率是否大于 50％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

1 .2 .2　血标本采集及检测　收集服药组患者

（人院后第 2 天、第 4 周末），MECT 组（MECT 前、

最后一次结束后）和正常组静脉血约 5ml。采用胶乳

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 CRP 水平。该测定由同一

研究者（不知道研究设计及患者病情）进行。

1 .2 .3　 改 良 电 抽 搐 治 疗 　 M E C T 采 用 美 国

SPMECT 公司的醒脉通牌多功能电痉挛治疗监测仪。

MECT 治疗频率为每周 3 次，总疗程 8 次。在本研究

中未记录电惊厥治疗参数（例如电流，刺激持续时

间和频率，MECT 次数等）细节。

1.2.4　统计学方法　SPSS 软件（版本 23）用于

所有统计分析（SPSS，Inc）。进行偏度和峰度测试以

筛选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χ2 检验、t 检验、

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P 值 <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资料的比较

服药组共入组 30 例。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16~65 岁，平均（33.7±12.1）岁。起病年龄 14~49
岁，平均（25.7±7.6）岁，病程 0.5-35 年，平均

（8.3±6.8）年。MECT 组共入组 30 例，其中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17~60 岁，平均（38.1±11.1）

岁，起病年龄 13~51 岁，平均（26.6±8.9）岁，病

程 0.1~40 年，平均（11.4±10.0）年。对照组入组 30
例，其中男 15 名，女 15 名，年龄 18~60 岁，平均

（39.0±12.5）岁。三组的年龄、性别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F=1.20；P=0.19；χ2=0.09；P=0.96）。两组

患者之间的起病年龄和病程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t =0.42；P=0.68；t =1.40；P=0.17）。

2.2　三组血清 CRP 浓度比较

治疗前 MECT 组（11.9±3.3 mg/L）、服药组（11.7
±3.5 mg/L）及正常组（4.4±2.2 mg/L）的血清 CRP 浓

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1.98，P<0.01），两患

者组血清 CRP 浓度均高于正常对照组，但两患者组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MECT 组

（9.1±1.9 mg/L）、服药组（9.8±3.1 mg/L）血清 CRP

浓度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ECT

组：t =7.21，P<0.01；服药组：t =4.56，P<0.01），但

仍然高于正常组血清 CRP 浓度（P<0.01）。此外，

MECT 组和服药组 PANSS 减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34.2±16.3）％和（33.2±15.1）％；（t =0.39，

P>0.05）］。

在 患 者 组 ， M E C T 组 和 服 药 组 的 发 作 年 龄

（r=0.14，P>0.05；r=0.07，P>0.05）及病程（r=0.05，

P>0.05；r=0.11，P>0.05）与血清 CRP 水平无明显相

关性，两组精神阳性症状量表分（r=0.03，P>0.05；

r=0.11，P>0.05）阴性症状量表分（r=0.05，P>0.05；

r=0.13，P>0.05）一般病理分（r=0.04，P>0.05；

r=0.04，P>0.05），总分（r=0.09，P>0.05；r=0.04，

P>0.05）与血清 CRP 水平均无明显相关性。

2.3　MECT 组、服药组按疗效进行血清 CRP 水

平比较

MECT 组治疗有效 25 例，其 PANSS 减分率为

（43.0±8.5）％，无效 5 例，其 PANSS 减分率（10.9
±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16.81，P<0.01），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有效者血清 CRP 浓度显著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8.34，P<0.01），而治疗

无效者血清 CRP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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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5）。服药组治疗有效 22 例，其 PANSS 减分率

为（38.9±9.2）％，无效 8 例，其 PANSS 减分率（8.4
±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11.52，P<0.01）。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有效者血清 CRP 浓度显著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4.84，P<0.01），而治疗

无效者血清 CRP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0.04，

P=0.97），见表 1。
表1　MECT组和药物组治疗前后血清CRP浓度（mg/L）的比

较（x±s）

组别 例数（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治疗后 t P

MECT组 30 11.9±3.3 9.1±1.9 2.8±3.4 7.21 P<0.01

 有效组 25 13.0±3.0 9.3±1.9 3.8±3.4 8.34 P<0.01

 无效组 5 8.9±1.9 8.7±1.7 0.2±1.6 0.47 P=0.65

服药组 30 11.7±3.5 9.8±3.1 1.8±3.7 4.56 P<0.01

 有效组 22 12.6±3.1 10.2±3.2 2.3±3.9 4.84 P<0.01

 无效组 8 7.9±2.0 7.8±2.0 0.0±1.9 0.04 P=0.97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血清 CRP 水平显著高

于正常人，经 MECT 或利培酮治疗后血清 CRP 水平降

低，但是两组患者治疗后仍高于正常人。这些发现与

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2，11，12］，表明无论是第一代或第

二代抗精神病药治疗还是从未使用任何药物的首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或长期服药的慢性患者的 CRP 水平都

会适度增加。这进一步证明慢性低度炎症是精神分裂

症发病的病理学因素之一。有趣的是，两组病人中有

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CRP 水平均明显降低，但是

经治疗后无效的患者没有明显变化。这提示 CRP 水平

的降低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疗效机制，有效的抗精神

病治疗作用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降低大脑或外周 CRP

水平而起作用。但是也有不一致的研究［13］，Fernandes

等［6］进行了一项包括 85000 名患者参与的 meta 分析

（26 项横断面或纵向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

者 CRP 水平增高，但是抗精神病药物对其并没有影

响。无论是否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CRP 水平均适度增加，并且首发患者和复发患者没有

显著性差异。惊奇的是他们还发现外周 CRP 水平增

加的程度与阳性症状严重程度的改变相关，但与阴性

症状的严重程度无关。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部分不一

致，其原因可能是与样本量大小不同，研究人群之间

的种族差异，疾病进展不同，测试样本（血清与血浆）

的差异，不同的检测方法以及之前的研究中没有考虑

药物使用情况等有关。但是，CRP 水平与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病情进展或精神病症状加重之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或者它们是否仅仅是精神分裂症系统性低水平

炎症的标志）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我们还发现治疗无效组的基线 CRP 水平

似乎显著低于有效组。CRP 是临床实践中最常用的炎

症生物标志物之一，它不仅可以揭示躯体的病理生理

状态，而且能反映全身的炎症状况。较高水平的 CRP

可能增加血脑屏障的通透性，促进促炎细胞因子和

CRP 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并诱导小胶质细胞处于促炎

状态［14］。因此我们推测基线较高水平的 CRP 能够激

活大脑小胶质细胞产生更多的抗炎物质，从而发挥类

似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减轻精神症状［15］。我们的结

果暗示 CRP 可能与临床疗效有关，基线血清 CRP 水

平可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本研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各种 MECT 参数（包

括疗程数、电剂量、电极放置位置和癫痫发作持续

时间）对 CRP 变化的影响未进行探讨。其次研究样

本相对较小，并且仅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MECT 治

疗后测定 CRP，不能排除 CRP 水平进一步改变的可

能。此外，由于没有单纯 MECT 治疗（患者在进行

MECT 过程中仍然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因此无法确

定 MECT 治疗与药物治疗对 CRP 的区别影响。这些

因素限制了 CRP 异常与精神分裂症或 MECT 作用机

制之间的因果关系推断。众所周知，CRP 升高可由

慢性病引起，也可由生活方式因素引起，例如吸烟、

饮酒、体重指数、肥胖、运动、睡眠、血脂等，而

我们的研究无法控制这些因素，未来可以严格设计

实验增加结果的可靠性。最后，CRP 主要由肝细胞

产生，并直接由 IL-6 和 IL-1β分泌，而后两者似乎

都在精神病急性加重期间增加，从而提高了 CRP。

因此除 CRP 外，其它细胞因子也可能在精神分裂症

的炎症假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未来可以增加

其他细胞免疫因子的调查。

总之，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周 CRP 水

平增加，并且 MECT 和利培酮的有效治疗均能降低血

清 CRP 水平。目前的研究进一步提供精神分裂症患

者免疫功能紊乱的证据，支持精神分裂症的炎症假

说。同时本研究也暗示 MECT 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机

制可能是通过降低炎症水平而起到抗精神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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