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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MIF、Hcy水平与临床症状及其认知功能
的关系

解　凯 1 、 任玉红 1 、 李德重 2 、 刘树林 1 、 李志榕 1

【摘要】目的　分析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MIF、Hcy 水平与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的

关系。方法　选取首次精神分裂症 78 例患者为观察组，同期选择 80 例经门诊体检为正常的健康

者为正常组，比较两组血清 MIF、Hcy 水平。收集观察组的一般资料，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评估患者精神疾病症状，利用成套神经心理状态评估工具（RBANS 量表）评估其认知功

能。结果　观察组 MIF、Hcy 水平依次为（98.6±19.3）pg/ml、（13.4±3.1） µmol/L，均显著低于正常

组（82.7±16.5）pg/ml、（12.3±2.8） µmol/L（P< 0.05）；观察组 PANSS 评分高分组 MIF、Hcy 水平依

次为（102.5±20.7）pg/ml、（14.3±2.5） µmol/L，均显著低于低分组（92.4±18.5）pg/ml、（13.1±2.1）

µmol/L，且高分组的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及延时记忆评分均显著低于低分组（P< 0.05），

但两组注意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0.05）。患者的临床症状与 Hcy、即时记忆、视觉广度、言语

功能密切相关（P< 0.05）。结论　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越严重，其血清 MIF、Hcy 水

平越高、认知功能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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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of the level of serum MIF/Hcy and the symptoms/cognitive function in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XIE Kai，REN Yuhong，LI Dezhong，et al. The fifth hospital of Kaifen，Kai-
fen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 of the level of serum MIF/Hcy and the symptoms/cognitive func-

tion in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78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were enrolled as study group，80 health people as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serum MIF/Hcy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the relation of the level of serum MIF/Hcy and the symptoms/cognitive function in untreated pa-

tients were analysed. Results　The level of serum MIF/Hcy in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The lev-

el of serum MIF/Hcy and the score of Immediate memory，visual span，speech function and delayed memory in patients 

with high scores of PANS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low scores of PANSS. The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immediate memory，visual span，speech function and the level of serum Hcy. Conclusion　The 

more serious symptoms the patients had，the higher level of serum Hcy and the lower cognitive function the patients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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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带来严重的疾病负担［1，2］，治疗以药

物治疗为主，经过治疗，症状包括认知功能都得到

改善 ［3，4］，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简写 Hcy）

是一种人体内的含硫氨基酸，为蛋氨酸和半胱氨酸

代谢过程中的重要中间产物，其本身并不参与蛋白

质的合成。促黑激素释放抑制因子（melanotropic-

inhibiting factor，简写 MIF），是由丘脑下部 - 脑垂体

神经系统分泌、释放，并直接作用于腺垂体的促黑〔

素细胞〕激素（MSH）的分泌细胞，为抑制 MSH 分泌

的物质。研究发现 Hcy、MIF 能影响 DNA 的合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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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有关［5，6］，故本文选取 78
例首发未服药的患者为观察对象，分析其临床表现、

认知功能及血清 MIF、Hcy 之间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0 月 ~2018 年 10 月本院收治的

78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观察对象，同期选择 80
例经门诊体检为正常的健康人群为正常组，患者纳

入标准如下：（1）经 ICD-10（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10）诊断标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年龄

18~60 岁，文化程度不限；（3）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评分均≥ 60 分；（4）首次发病，且未服用相关药物。

排除标准：（1）器质性精神障碍；（2）严重躯体残

疾，无法完成相关研究；（3）合并妊娠或哺乳期妇

女；（4）发育迟缓，或伴精神活性物质、成瘾性物

质滥用者。选取 78 例符合筛查标准的患者，男性 36
例，女性 42 例，年龄 18~60 岁，平均（36.7±11.2）

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34 例，高中及中专 15 例，

大学及以上 29 例；婚姻状况：已婚 24 例，未婚 54 例；

患者临床症状：偏执 41 例，未分化 32 例，其他 5 例。

80 例健康者为正常组，男性 31 例，女性 49 例，年

龄 18~67 岁，平均（34.3±10.9）岁；文化程度：初中

及以下 33 例，高中及中专 13 例，大学及以上 34 例；

婚姻状况：已婚 22 例，未婚 58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①被检测者在检测前，均禁食 12h，次日清晨空

腹取静脉血 5mL，经离心后低温保存，于 8h 内由检

验科完成生化指标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Hcy（德国拜耳公司的 ADVIA2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及配套试剂），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MIF（Santa Cruz

公司提供）。②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估观察组患者临床症状，该量表由阳性两包（7
项）、阴性量表（7 项）和一般精神病理量表（16 项）

共 30 项，及 3 个补充项目组成。根据评分高低分为

高分组（≥ 70 分）、低分组（<70 分），评估两组的临

床症状，采用成套神经心理状态评估工具（RBANS

量表）评估其认知功能，该量表包括 5 个维度、12
个条目组成，5 个维度分别是即时记忆、视觉角度、

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12 个条目包括词汇学

习、故事复述、图形临摹、线条定位、图画命名、

语义流畅性测验、数字广度、编码测验、词汇回忆、

词汇再识、故事回忆、图形回忆，每个条目总分 20
分，按照分值转换得到最终测验总分。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录入 SPSS 17.0 软件进行处理，血清

学指标 MIF、Hcy 计量资料及 PANSS 评分、RBANS

评分等各项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

本 t 检验，并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以 P<0.05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清学指标比较

观察组 MIF、Hcy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血清学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MIF（pg/ml） Hcy（µmol/L）

观察组 78 98.6±19.3 13.4±3.1

正常组 80 82.7±16.5 7.3±2.8

t，P 2.067，0.040 12.987，0.00

2.2　观察组患者 PANSS 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经 PANSS 评分比较，高分组 32 例患

者评分≥ 70 分，46 例患者评分 <70 分；且高分组的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一般症状评分均显著高于低

分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观察组患者PAN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症状 总分

高分组 32 18.4±3.8 19.3±4.8 37.2±7.3 76.5±15.3

低分组 46 16.5±4.1 16.8±4.5 33.4±6.7 66.7±16.8

t，P 2.074，0.0422.348，0.022 2.375，0.020 2.627，0.01

2.3　观察组患者的实验室检查及认知功能评分

比较

高分组患者的 MIF、Hcy 水平均显著高于低分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RBANS 评分

项目中，高分组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及

延时记忆评分均显著低于低分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但两组的注意评分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P>0.05）。

2.4　观察组患者 MIF、Hcy 水平、症状、认知

功能相关性分析

以患者临床症状进行赋值，1 表示高分组，2 表

示低分组，并与 MIF、Hcy 水平、认知功能的各项

评分进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显示患者的临床症状

与 Hcy、即时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密切相关。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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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人的高级认知功能，譬如言语功能、注意 / 警觉

性、即刻记忆、执行功能等与丘脑 - 皮质系统、前

额叶及白质损伤等有密切联系［7］，精神分裂症患者

精神症状改善甚至消失后，其工作能力、社会功能

仍有有所欠缺［8］，因此精神分类症患者的认知功能

尽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相对独立，可能反映了

是大脑前额和颞叶区的功能［9，12］，如不改善，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3］。研究发现 MIF 作为一种重

要的上游调控促炎因子，可促进小胶质细胞活化，

同时过量的小胶质细胞反过来促进 MIF 增加，小胶

质细胞、MIF 均能促进炎性因子的释放，前者可导

致脑细胞加速死亡，后者可造成神经细胞损伤，加

之 MIF 基因与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相关性，故 MIF

可作为监测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项指标［14］。Hcy 是甲

硫氨酸循环的一种重要中间代谢产物，也与精神分

裂症关系密切 ［15，16］。

本次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MIF、Hcy 水

平显著低于正常组，PANSS 评分≥ 70 分的高分组

MIF、Hcy 水平显著低于低分组，说明 MIF、Hcy 水

平可能可以反映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严重程度。而且

高分组的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及延时记

忆评分均显著低于低分组（P<0.05）说明症状严重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也更严重。另外，本研究

对上述相关指标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临床

症状与 Hcy、即时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相互

关联，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如能改善 Hcy 水平，患

者的临床症状、即时记忆有可能改善。

综上所述，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表

现为 MIF、Hcy 等生物学因子紊乱，还可表现为认知

功能障碍，且病情严重者，其血清 MIF、Hcy、阳性

表3　观察组患者的实验室检查及认知功能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MIF（pg/ml） Hcy（µmol/L）
RBANS（分）

即刻记忆 视觉广度 言语功能 注意 延时记忆

高分组 32 102.5±20.7 14.3±2.5 70.6±14.1 73.6±13.7 62.6±12.5 83.4±16.7 65.7±13.1

低分组 46 92.4±18.5 13.1±2.1 77.8±15.3 80.3±14.6 70.3±14.7 86.5±17.4 72.3±14.5

t 2.258 2.295 2.110 2.044 2.416 0.787 2.056

P 0.027 0.025 0.038 0.044 0.018 0.434 0.043

表4　观察组患者MIF、Hcy水平、症状、认知功能相关性分析

症状 MIF Hcy 即时记忆 视觉广度 言语功能 注意

症状 Pearson相关性 1 -.053 -.928** .548** -.160 .286* .114

双侧 .648 .000 .000 .166 .012 .324

MIF Pearson 相关性 -.053 1 .071 .062 .084 -.033 .021

双侧 .648 - .539 .591 .469 .774 .858

Hcy Pearson 相关性 -.928** .071 1 -.498** .172 -.189 -.092

双侧 .000 .539 .000 .134 .100 .427

即时记忆 Pearson 相关性 .548** .062 -.498** 1 -.143 .265* .051

双侧 .000 .591 .000 - .214 .020 .661

视觉广度 Pearson 相关性 -.160 .084 .172 -.143 1 -.177 .145

双侧 .166 .469 .134 .214 - .123 .207

言语功能 Pearson 相关性 .286* -.033 -.189 .265* -.177 1 .011

双侧 .012 .774 .100 .020 .123 - .926

延时记忆 Pearson 相关性 .114 .130 -.054 -.130 -.051 .084 .096

双侧 .323 .260 .640 .258 .662 .466 .409

注：**.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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