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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因子 4（TCF4）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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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不明且具有遗传风险的疾病。转录因子 4（Transcription Factor 4，

TCF4）基因在大规模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研究中被报道与

精神分裂症患病风险显著相关。研究 TCF4 的生理作用及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成为热点。

为便于研究者对 TCF4 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本文检索了近年来相关文献，并进

行分析、总结和归纳，对 TCF4 及其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关系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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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其患病最

高风险期为青壮年期，其主要症状有阳性症状、阴

性症状及认知功能障碍。精神分裂症具有一定遗传

因素，但其具体致病基因仍不完全明确。根据最近

多个基因组扫描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数据进行的 Meta 分析表明，精

神分裂症患病风险与转录因子 4（TCF 4）基因显著

相关［1］。本文就 TCF4 及其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

的关系进行综述。 

一　TCF4与神经系统发育        
转录因子 4（TCF4）是一种螺旋 - 环 - 螺旋

（helix-loop-helix，HLH）转录因子，参与神经系

统发育过程，而神经系统发育异常与精神分裂症发

病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动物学和基因组学证据

支持 TCF 4 在正常脑功能中的关键作用［2］：（1）研

究发现 TCF4 基因敲除的小鼠桥脑桥核神经元数量

减少，异位神经元增多，并在出生后 24 小时内死

亡，证明了 TCF4 在正常大脑发育过程中有重要作

用；（2）常见的 TCF4 单倍体功能不全可导致人类出

现 Pitt-Hopkins 综合征，这种常染色体显性脑病的

特点是严重的精神发育迟缓，小头畸形，面部畸形

和过度通气等；（3）TCF4 被认为是微小 RNA-137
（microRNA-137，miRNA-137）的直接调控靶点，

可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基因调控。miRNA-137 调

控不同神经发育时期神经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其功

能失调导致神经系统基因表达调控网络的改变，从

而诱发精神障碍（例如：精神分裂症）。总的来说，

TCF4 与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关系密切，其基因功能失

调可能影响神经系统网络的正常功能导致精神分裂

症。因此，对 TCF4 及其基因的研究可以促进我们对

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的理解。                         

二　TCF4与精神分裂症

1　TCF4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易感性 

TCF4 基因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发病的易感基因。

几个 GWAS 的数据表明 TCF4 多态性基因 rs9960767
位点与欧洲人群中的精神分裂症有显著的相关性［2］，

然而 rs9960767 位点在中国汉族人群中不存在多态

性。rs2958182 位点与 rs9960767 位点在同一内含子

内，与 rs9960767 距离最近，被认为是 rs9960767 的

替代 SNP，与中国汉族人群精神分裂症发病有显著

相关性［3］。随后，TCF4 基因多态性位点 rs4309482、

rs17512836、rs12966547 和 rs1261117 也被发现与精

神分裂症发病有关［4-6］。上述研究都在提示 TCF 4 基

因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之一，但仍需更多

临床样本验证。  

2　TCF4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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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种族

TCF4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相关。

有研究发现 TCF4 基因位点 rs12966547 和 rs8766 与

精神分裂症早期发病年龄有关，其中 rs12966547 位

点 AA 基因型比 AG、 GG 基因型更早发病，而 rs8766
位点 CT 基因型比 CC、TT 基因型更晚发病 ［7］。另外

TCF4 基因多态性与性别、种族的交互作用也可能影

响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年龄：针对 rs8766 的基因 × 性

别交互作用的研究发现携带 TT 风险基因型的女性患

者发病年龄更早，然而这一结果在统计校正后并不

显著。除此之外，rs8766 的基因 × 种族交互作用的

研究发现各种族人群的平均发病年龄不同，其中马

来西亚种族人群比中国和印度种族人群发病更早［7］；

而伊朗种族人群的研究没有发现 rs8766 的任何基因

型具有延缓发病年龄的保护作用［8］。上述研究结果

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群体分层、群体间遗传变异、假

阳性 / 阴性研究以及小样本量限制预测作用来解释。

发病年龄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已知的预后指标，早

发性精神分裂症与成人精神分裂症相比，表现出更

严重的前期神经发育异常、更频繁的幻觉、更淡漠

的情感、更不理想的治疗效果、更差的认知能力损

害和更不乐观的预后。因此，TCF4 基因多态性可能

影响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年龄，并可作为早发性精神

分裂症的筛查新手段。

3　TCF4 基因多态性、表达水平与精神分裂症

临床症状

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疾病的不同时期，临床症

状不同，TCF4 表达也有一定的差异。有研究表明，

全血与脑组织中的基因转录表达水平有显著的相似

性。因此，血液中的基因表达测定可以有效替代中

枢神经系统中的基因表达测定［9］。利用微阵列技术检

测血液中基因表达水平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精

神疾病生物标志物的测定研究中。在 TCF4mRNA 水

平与临床症状的研究中，Kurian 等［10］发现具有明显

阳性症状的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TCF4mRNA

水平降低；但 Wirgenes 等 ［11］却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血清 TCF4mRNA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而

且血清 mRNA 水平与患者的阴性、阳性症状呈正相

关。在 TCF4 基因多态性位点与 mRNA 水平差异的

研究中，Wirgenes 等检测了多个 TCF4 基因多态性位

点（rs12966547，rs9960767，rs2958182，rs4309482
和 rs17512836），均未发现与其 mRNA 水平之间存在

关联性。在药物遗传学研究方面，Lennertz 等 ［12］分

析了 200 多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过程，未发现

rs9960767 位点对药物治疗期间患者阳性症状、阴性

症状或 PANSS 总分改善的调节作用。造成上述差异

的原因或许是样本数量、种族差异、患者病程以及

抗精神药物等影响因素掩盖了 TCF4 基因多态性对其

mRNA 水平和患者临床症状的影响。另一种可能原

因是位点基因仅在特殊发育背景下或特定器官中发

挥其调节作用，比如在胎儿在子宫早期大脑发育中，

脑 TCF4 mRNA 水平最高，在儿童时期下降，在成年

早期稳定。因此，胚胎及胎儿时期的基因表观遗传

因素可能对儿童及成年期的 TCF4 基因表达有持续而

长久的影响，这就解释了成年患者中 TCF4 基因多态

性与其 mRNA 水平之间缺乏关联性。另外这些研究

的一个潜在的局限性是，如果 TCF4 基因是剂量敏

感性基因，那么小样本研究很难发现其 mRNA 和蛋

白质水平的细微变化，便不能明确表达水平与精神

症状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未来需要数量更大、筛

选更纯净的样本研究和更精细的检测手段，来澄清

TCF4 基因多态性与其 mRNA 水平、精神分裂症临床

症状的风险关系。

4　TCF4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感觉运动门控

感觉门控是大脑的的重要功能，保证大脑对信

息进行选择性和高效性的处理。感觉门控功能异常

被认为是一种可靠的精神分裂症的内表型。听觉惊

吓反射的前脉冲抑制（Prepulse inhibition，PPI）和听

觉诱发电位 P50 均被确定为衡量感觉运动门控的有

效方法。动物研究发现，TCF4 过度表达的转基因小

鼠，PPI 功能明显降低，并出现注意力和行为预期方

面的缺陷［2］。人类研究发现，携带 TCF4 rs9960767
风险 C 等位基因的健康被试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

其 PPI 功能都出现显著下降 ［13］。另一项关于 P50 的

研究发现，TCF4 基因位点 rs9960767、rs17512836、

rs17597926 和 rs10401120 位点上的精神分裂症危险

等位基因与 P50 抑制降低有关 ［14］。这些研究都表明

TCF4 可能影响和调节大脑的信息加工过程，导致精

神分裂症患者出现知觉破裂和注意功能缺陷。

 5　TCF4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 

认 知 功 能 障 碍 已 被 证 明 是 精 神 分 裂 症 的 有

效内表型。Lennertz 等［15］研究发现 TCF 4 基因型

rs9960767 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即刻记忆和全面学

习能力无关，但携带 rs9960767 风险 C 等位基因

患者的延迟回忆、词汇识别能力却表现得更好。

Albanna 等［16］研究发现携带 rs9960767 风险 C 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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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推理及问题解决能力较

差。Wirgenes 等 ［11］采用了对照研究发现携带 TCF4
基因型 rs12966547 风险 G 等位基因和 rs4309482 风

险 T 等位基因的患者的语言流畅度较差；而携带

rs2958182 风险 T 等位基因患者的注意执行能力较

好，但这些结果未通过多次测试校正。随后，Zhu

等 ［17］在中国人群研究中也发现携带 rs2958182 风险 

T 等位基因的患者比健康人群的注意执行能力表现

的更好。结果似乎表明，rs2958182 的风险 T 等位基

因与注意执行能力之间的关联可能是倒 U 型的，即：

rs2958182 的风险 T 等位基因可能提高（或正常化）

患者的表现（在倒置 U 的上升臂），而使健康人群（倒

置 U 的下降臂）的表现变差。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 TCF4 基因突变与严重智力缺陷相关（导致 Pitt-

Hopkins 综合征），但是由于 TCF 4 基因多态性或转

录水平的变化，也会出现不同的认知功能改变；而且

诸多研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均为慢性患者或者已经

接受药物干预治疗的患者，因此无法排除病程和药

物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虽然 TCF4 基因多态性影响认知功能的机制尚不

清楚，但影像学研究也许提供了一些线索。研究发

现 TCF4 表达水平与正常人群大脑皮质灰质厚度呈正

相关 ［18］。大脑皮质灰质厚度与认知功能相关，例如：

皮质灰质厚度减少发生在患有特定语言损害和阅读

残疾的儿童中［19］，前额叶、颞叶皮层病变和海马皮

质萎缩的患者也出现了记忆受损［15］。因此可以推测

TCF4 多态性可能会导致大脑皮质灰质结构改变，这

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出现言语功能下降和记忆力缺

陷等认知功能受损，但需要进一步验证。

三　总结

TCF4 基因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分裂症风险基因，

其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性已经在不同人群的研究中

被验证。TCF4 基因参与脑发育的各个阶段，其多态

性及表达水平会影响神经元的发育及功能，这可能

是精神分裂症发生的重要基础之一。TCF4 基因多态

性可能影响了精神分裂症早期发病年龄，其 mRNA

在体内的表达水平对神经网络的正常功能进行调节，

而这些神经网络影响了患者的精神症状、感觉运动

门控和认知功能，从而研究 TCF4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

分裂症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很有意义。

目前 GWAS 研究和相关独立样本对 TCF4 多态

性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研究均存在不确定性，可能

有以下原因：首先，与单基因疾病相比，精神分裂症

的遗传风险可能不只是通过表型疾病的严重程度或

疾病的核心症状来反映。一系列不易控制的环境危

险因素也可能具有调节作用。其次，种族间基因差

异影响了基因多态性研究一致性，性别、年龄、病

程、药物等因素也会导致研究结果差异。第三，疾

病风险基因型可能会被另一种基因型“中和”，导致

组合后的疾病风险降低，而不是遗传负荷的累积。

第四，尽管遗传关联研究发现存在疾病风险位点的

基因或基因组区域，但真正的生物学功能变异并未

被明确发现。

关于 TCF4 基因多态性及表达水平在精神分裂症

的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能

够对 TCF4 基因功能及其疾病机制做进一步探索，可

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并推

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诊断、症状判断及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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