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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对绝经后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孙秋芳 1 、 施永斌 2 、 褚庆文 1 、 赵黎萍 1

【摘要】 目的　探讨雌激素辅助治疗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绝经后

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予奥氮平合并雷洛昔芬

60mg/ 天治疗，对照组予奥氮平合并安慰剂治疗，随访 12 周，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末测定血

清雌二醇水平，治疗前后采用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RBANS）评定患者的认知功能，比较两组治疗后认知功能的差异。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力和延时记忆的评分无统计学

差异（P> 0.05）；治疗 12 周后研究组患者的部分认知功能显著改善，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

组血清雌二醇的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t = 5.326，P< 0.001）。结论　雷洛昔芬可以改善绝经后女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雌二醇含量的变化可能与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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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strogen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postmenopausal female schizophrenia 
　　SUN Qiufang，SHI Yongbin，CHU Qingwen，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hanghai Baoshan District，Shang-
hai 2019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strogen adjuvant therapy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femal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s　80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earch group was treated by 

olanzapine which combined with raloxifene with 60 mg/day.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olanzapine which combined 

with placebo，observed with 12 weeks. Then their serum estradiol before and after 12 weeks treatment. Repeatable Bat-

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RBANS）to assess the patient's level of cognitive function com-

pare the difference in ment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mparison of immediate memory，visual span，speech function，attention delayed memory 

between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some cog-

nitive functions of the research group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re was a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serum estradiol（P<0.01）and serum estradiol（P<0.05）. Otherwise，this difference is 

an outstanding significant in the statistics（t =5.326，P<0.001）. Conclusion　Raloxifene might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menopausal female with schizophrenia. Moreover，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 

improvement may relate to the change of estradiol.

【Key words】Estrogen；Female；Schizophrenia；Cognitive Function

认知功能缺陷作为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

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缺陷将成为影响患者

治疗、预后以及全面回归社会的重要因素［1］。为了

更好的促进患者社会功能及全面康复，许多学者在

神经病理学、内分泌学以及药理学上进行了有益的

尝试和探索。Gurvich C［1］ 、Soria 等 ［2］学者的研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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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性精神分裂症病人的高雌激素水平与更好的

认知功能有关，而 Weiser 等 ［3］研究则表明精神分裂

症的认知障碍与雌激素水平无关。鉴于国内关于雌

激素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报道相对较

少，本研究进行了相关探讨。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8 年 2 月～2018 年 10 月在上海市宝山区精神

卫生中心以阴性症状为主并长期服用奥氮平的 80 例

女性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被纳入了研究。入组标准：

1）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ICD-10）精

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绝经后女性（停经 1 年以上）；

3）奥氮平治疗＞ 6 月，至少稳定 1 个月；4）存在阴

性症状（PANSS 量表中一个或一个以上阴性症状的评

分≥ 4）。排除标准：1）不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的

诊断；2）严重的躯体疾病：激素相关内分泌疾病、急

性肝脏疾病、血栓性疾病、雌激素依赖性肿瘤患者、

甲状腺亢进、轻型心肾疾病、糖尿病、子宫异常出血、

激素替代疗法及服用情绪稳定剂的患者。所有患者

均由高年资的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进行复核诊断，

患者入组前均与患者本人或其监护人进行充分的告

知和沟通，获得书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宝山

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患者分组及干预方法　利用随机数字表，

将患者随机分为 2 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研

究组予奥氮平，并联合雷洛昔芬 60mg/d 治疗，对照

组采用奥氮平联合安慰剂治疗。研究期间住院患者

规律用药，维持奥氮平的治疗剂量不变（范围在 5mg 

qd 到 20mg qd），针对患者的不良反应可适当对症处

理，如使用小剂量苯二氮䓬类药物或者苯海索等。

1.2.2　一般资料及临床信息收集　通过自制问

卷收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

龄、民族、婚姻、文化程度、体重指数、职业、饮

酒情况、发病年龄、精神疾病家族史等。

1.2.3　临床评估　在基线期和随访 12 周末采用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评估患者的精神症状，运用重复性

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评定患者的认知功能水平。

所有参与评估的主治医生均经过一致性培训，相关

量表在患者入组当天及随访 12 周末进行评估。

1.2.4　雌二醇血浆水平测定　所有入组患者分

别在基线期与 12 周末，经 8～12h 禁食，于次日晨 6：

00～8：00 抽取 5ml 空腹肘静脉血，放置于 4℃冰箱

静置 2h，待充分凝固后离心处理（3000 r／min，10 

min），分离血清后储存于 -20℃冰箱冷冻保存。检验

室采用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检测血

清雌二醇（E2）水平。

1.2.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3.0 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卡方检验比较基线期研究

组和对照组之间一般资料、量表评定以及血清雌二

醇水平之间的差异。

2　结果

2.1　基线期研究组和对照组之间人口学和临床

基本信息之间的比较（表 1）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显示：（见表 1）

两组在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发病年龄、体重指

数（BMI）、婚姻、精神家族史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治疗 12 周后，研究组和对照组共

有 5 例患者脱落（研究组 3 例，对照组 2 例）。3 名

患者因不能耐受不良反应而调整了治疗方案，1 名患

者入组后拒绝参加后续随访，1 名患者入组后，因家

属与医生沟通后拒绝服用雷洛昔芬而脱落。
表1　研究组和对照组一般资料

组别/类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 χ2 P

平均年龄（岁） 55.90±6.86 56.28±6.69 0.247 0.805

受教育程度（年） 9.65±1.98 9.85±2.97 0.355 0.724

发病年龄（岁） 23.95±5.61 25.90±5.87 1.520 0.133

体重指数（kg/m2） 23.72±3.47 23.52±3.78 0.238 0.812

婚姻（n） 未婚 20 20

1.895 0.594
已婚 7 4

离异 6 10

丧偶 7 6

家族史（n） 有 29 32
0.621 0.431

无 11 8

基线PANSS总分 72.08±9.94 70.88±13.51 0.453 0.652

治疗12周PANSS总分 57.68±7.73 63.88±10.88 2.655 0.01

2.2　研究组和对照组之间认知功能以及血清雌

二醇水平的比较（表 2、表 3）

2 .2 .1　组内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治

疗前后在即刻记忆、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及

RBANS 的总分上有显著提高（P<0.01），且血清雌二

醇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对照组

治疗前后的各项因子分及血清雌二醇的水平均无明

显变化（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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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组间比较 进一步分析发现　基线期研究

组和对照组间的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

注意、延时记忆、RBANS 总分以及血清雌二醇水平

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12 周后研究组在即刻记

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等因子

得分和 RBANS 总分均有显著提高（P<0.01），血清

雌二醇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表2　研究组和对照组之间认知功能、血清雌二醇水平的比较

基线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即刻记忆 61.90±10.68 66.12±10.87 1.958 0.053

视觉广度 79.56±11.00 76.26±10.15 1.559 0.122

言语功能 69.34±12.08 68.22±8.90 0.528 0.599

注意 96.18±16.42 98.22±12.55 0.698 0.487

延时记忆 71.98±13.01 74.28±10.83 0.957 0.341

RBANS 378.96±39.72 383.10±27.35 0.607 0.545

雌二醇水平 27.24±2.29 27.77±4.17 0.699 5.326

12周后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即刻记忆 66.64±10.74 68.46±10.48 0.858 0.393

视觉广度 84.24±12.89 74.72±12.31 3.776 0.000

言语功能 75.56±12.97 68.18±7.91 3.434 0.001

注意 103.96±18.93 98.64±13.31 1.625 0.107

延时记忆 80.68±13.46 73.12±9.45 3.249 0.002

BRANS 411.08±44.39 383.12±30.17 3.683 0.000

雌二醇水平 32.63±2.57 28.55±4.11 0.487 0.000

表3　研究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血清雌二醇水平的比较

基线 基线 12周后 t P

即刻记忆 61.90±10.68 66.64±10.74 2.213 0.029

视觉广度 79.56±11.00 84.24±12.89 1.953 0.054

言语功能 69.34±12.08 75.56±12.97 2.481 0.015

注意 96.18±16.42 103.96±18.93 2.195 0.031

延时记忆 71.98±13.01 80.68±13.46 3.274 0.001

BRANS 378.96±39.72 411.08±44.39 3.813 0.000

雌二醇水平 27.24±2.29 32.63±2.57 13.090 0.000

2.3　认知功能改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的改善是

由于雌激素的使用，而非单纯是精神病性症状的改善

所引起。我们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ENTER 法），

因变量为治疗前后 RBANS 评分的改变，自变量纳入

了 GROUP 和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的改变，以及其他

可能影响认知功能的混杂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4。从

表 4 的结果可知，认知功能的改变主要与 GROUP 有

关，而与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的改变无关。 
表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认知功能改变的影响因素

t Sig. 

（Constant） -5.692 .000

研究组别 16.153 .000

年龄 .597 .552

BMI -.792 .431

受教育程度 -.094 .926

PANSS评分治疗前后的改变 -.878 .383

婚姻 -.134 .894

发病年龄 -.460 .647

家族史 .413 .681

因变量为治疗前后RBANS评分的改变

3　讨论

长期以来，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专注于控制阳

性症状，如幻觉、妄想、紊乱行为以及相关的激越

和攻击，大部分患者的阳性症状经抗精神病药物治

疗后可以显著缓解，但其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缺损

则持续存在［4］。令人遗憾的是，患者的长期预后和

社会功能主要取决于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的康复程

度［5］，因此，改善治疗策略，并进一步提高患者的

认知功能显得尤为重要。最近的一项综述结果也已

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6］。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已得到公

认，而 Schaefer［7］认为精神分裂症在各个认知领域

均有缺损，这些领域包括语言能力、执行功能、注

意力、面部知觉和过滤无关刺激的能力。同时，

Megreya［8］和 Park 等［9］ 认为认知障碍包括各种记忆缺

陷，如情景记忆缺陷，包括空间记忆和非空间工作

记忆和言语记忆。其中最大的损害是处理速度、执

行功能和情景记忆受损，包括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

基础研究证实大脑边缘系统存在雌激素受体。

人脑的苍白球、下丘脑、大脑皮质、海马等区域有

雌激素受体信使 RNA 的表达，这些区域与神经内

肽、情绪、记忆及认知功能密切相关，且雌激素对

胆碱能、血清素、多巴胺及肾上腺素能系统也存在

影响［10］。基于上述理论，并排除女性月经周期的影

响，本研究进行了相关探索，结果提示高雌激素水

平的绝经后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较好的认知功

能，其雌激素水平与认知功能呈正相关关系，特别

是在即刻记忆、言语功能、注意和延时记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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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oria［2］ 研究结果类似；而其视觉广度功能改善则

不明显（有个别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枕叶

和颞叶总体积减少，导致患者的视觉广度功能缺损

较难恢复）。本研究发现患者组血清雌激素水平与

认知功能密切相关，与既往研究一致，并认为其与

大脑前额叶皮质以及海马、杏仁核等与学习、记忆

有关的脑区相关。人类和动物的研究［11］均提示与学

习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区雌激素受体存在高表达的现

象，同时动物研究发现［12］雌激素受体在成年鼠中脑

中 DA 能神经元中也存在表达。同时研究［13，14］发现

女性精神分裂患者的雌激素水平与其认知功能及阴

性症状相关，而且阐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内源性雌

激素水平的保护作用与抗精神病药的作用机制相似，

都是下调 DA 神经传递水平。精神分裂症生理剂量的

雌激素具有拮抗 DA 的作用，当女性月经前期或绝经

后雌激素水平下降时，其拮抗 DA 的作用将减弱，故

导致女性患者精神症状恶化，因此高雌激素水平是

公认的精神分裂症的保护因素。其机制可能是：雌激

素调节前额叶皮质及海马等区域雌激素受体的转录

及表达，从而保护中枢神经细胞，同时通过影响 DA

的传递；雌激素可上调神经生长因子受体，修复神经

元，促进神经元生长，增加突触密度，从而改善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首先情绪状态、总病程

等一些因素可能对认知功能存在影响，但遗憾的是，

本研究没有收集相关信息，这可能是影响本研究结

果的混杂因素。此外，本研究周期短，样本量偏少，

无法观察和验证雌激素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长

期影响；其次没有设置与女性健康人群，以及不同的

雌激素梯度。因此，需要将来扩大样本量进行长程

队列研究来加以论证。

综上所述，虽然雌激素改善女性精神分裂症患

者认知功能的机制尚不明确，但对绝经后的女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加用雌激素，可能可以显著改善患者

的部分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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