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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精神分裂症关系的研究进展
肖文焕 、 赵雅琴 、 陈宽玉
【摘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脑中血管生成和血流过程
的主要因素，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本综述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和讨论这种营养因子在精神分
裂症中的作用，提供精神分裂症患者 VEGF 的变化以及治疗如何影响 VEGF 的证据，讨论它们的局
限性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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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多种遗传和环境因素介导的异质

VEGF 表达降低［4］，最近 Pillai 等［5］证明精神分裂症

性精神障碍。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或分裂情感障碍患者血清 VEGF 与总额叶区域体积

侧脑室显著扩大并且脑容量较小。除了神经结构异常

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因此，我们推测 VEGF 在

之外，患者大脑的微血管、前额叶皮层细胞能量代谢

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学中起重要作用。
2

影像学研究

大量的影像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出现

管的形成，也参与组织对脑损伤的反应，并在连接血

异常，表现为脑室扩大、脑总容量减小和区域脑容

管内皮与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中起着关键作用。此

量（如额叶、颞叶和顶叶皮质）缺失。功能性脑成像

外，VEGF 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区域细胞能量代谢和血

一

VEGF 的生物学功能

液流动发生变化［6.7］。最近一篇发表在分子精神病杂

VEGF 是血管生成有丝分裂原，属于血管活性生

志的论文报道分裂症患者外周 VEGF 浓度的增加与

长因子家族。它通过内皮细胞上存在的酪氨酸激酶受

大脑总额叶区域体积减少有关［5］。因此，我们推断

体的结合和活化发挥其特有的分子作用。VEGF 在中

精神分裂症患者减少的脑容量可能与 VEGF 改变导

枢神经系统细胞的神经保护和再生中起重要作用，并

致大脑能量代谢异常或血流量减少有关。

且刺激轴突生长和神经元分化。因此，VEGF 被认为

3

临床研究

是负责脑损伤后神经元再生的分子。另外，VEGF 负

多项研究表明 VEGF 参与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病

责成年大脑中的神经发生，也可以通过调节大脑血管

［8，9］

机理

生成间接促进神经形成［1］。动物研究表明，成人神经

项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发现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发生部位在海马的血管核，而这个部位的 VEGF 能刺

VEGF 外周水平高于对照组［11］，赵彬等［12］进行一项

激体外和体内神经祖细胞的增殖，并对海马形态有显

观察性研究调查血清 VEGF 在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

［2］

著影响，与学习记忆、注意等认知功能关系密切 。
二
1

VEGF 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研究证据

尸检研究

一项纳入 19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发现患者
［3］

，特别是精神分裂症［3，10］。本课题组的一

症患者和正常匹配对照组之间的差异，结果和我们
的慢性患者一样，并且和国内外大部分文献的结果
一致［5，13］。但也有结论不一致的研究，Lizano 等［14］
发现首发未治疗患者外周 VEGF 浓度和健康对照组

前额皮质的 VEGF 受体 -2 水平显著下降 。另一项

没有显著差异。最新的一项综述和荟萃分析表明多

尸检研究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背外侧前额叶皮质中

次发作长期服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VEGF 水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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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ize

过程的主要因素。它主要参与胚胎发生过程中新生血

综
◎述

和血流量也发生变化。VEGF 是脑中血管生成和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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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首发患者和正常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8］。贾强
［15］

等

展示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VEGF 水平低

这些结果表明不同种类的抗精神病药物或不同的药
物治疗顺序可能影响 VEGF 的表达。

于健康对照，患者血清 VEGF 水平与临床症状严重

VEGF 参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阶段的神经发

程度存在一定联系。这些发现提示 VEGF 在疾病的

育过程，并在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机理中发挥着重

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测量时间结果可能不一样。

要作用［10，21］。来自韩国的一项临床试验提供了证据，

三

VEGF 与精神分裂症发病相关的可能机制

VEGF 通常与血管生成和血管发生刺激相关，促
进血管活化并发挥血管舒张活性。然而，最近的证
据表明它也影响神经细胞并在海马神经发生和神经
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VEGF 参与海马过程，
［1，2］

该研究纳入 5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 50 例健康对
照组，经过 6 周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患者 VEGF 水
平显著升高［21］。Haring 等［10］观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开始后（平均持续时间为 7.18 个月）VEGF 水平的纵
向变化，结果显示药物治疗后首发患者 VEGF 浓度

。由脑

显著下降。Misiak 等［8］对复发或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血管疾病引起的脑内皮功能障碍与精神分裂症和抑

者与健康对照血清或血浆 VEGF 水平进行系统回顾

如记忆和学习，认知障碍、应激相关疾病
［8］

郁症的发病率相关 。因此，VEGF 可能是这些病症

和荟萃分析，结果发现多次发作长期服药患者 VEGF

之间的分子联系。

水平升高，首发患者即使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后 VEGF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免疫炎症的异常，而 VEGF

仍未发生改变。这些发现暗示慢性患者中 VEGF 水

的产生受许多促炎细胞因子的调节。例如，有报

平升高可能是疾病进展或共病躯体疾病（高血压或

综
◎述

道证明白细胞介素 -6（IL-6）可能诱导 VEGF 的表

糖尿病）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药物效应，但是没有

◎ Summarize

患者 VEGF 和促炎因子 IL-6 mRNA 水平有显著的正

［9，16］

达

。分子精神病学杂志一篇文献报道精神分裂症
［5］

相关，但是正常人没有这种发现

明确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设。
我们课题组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治疗前血清

。这些发现表明

VEGF 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患者的精神症状在

血清 VEGF 和炎症之间存在关联，并可能存在交互作

抗精病药物治疗后明显的改善，治疗有效的患者组

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产生影响，体现在：一方面，动

比无效组拥有较高的基线血清 VEGF 浓度，提示治

物研究显示促炎因子 IL-6 和低氧能促进 VEGF 基因

疗前血清 VEGF 水平可以作为预测抗精神病药物疗

的表达，大鼠母亲免疫活动失调导致后代小鼠大脑

效的生物标记物［22］。此外我们团队还单独分析了奥

［17］

VEGF 水平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临床研究发现子

痫前期妊娠患者大脑改变的 VEGF 水平和产前感染有
［18］

氮平单一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 4 周期间 VEGF 水平
的变化，结果表明有效的药物治疗能提高 VEGF 浓

关 （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因素）
，导致成年人免疫应答

度，进一步证明外周 VEGF 水平可能是抗精神病药

失调，并且这些免疫机制对 VEGF 的影响导致血脑屏

物的疗效指标［23］。

障渗透性发生改变，因此异常的 VEGF 水平是炎症反

2

应，也可能是一个参与精神分裂症血脑屏障功能受

VEGF 与电休克治疗

动物模型研究显示电刺激能调控大脑 VEGF 的
［24］

损的重要因子。这些暗示 VEGF 和免疫炎症存在交互

表达

作用影响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

临床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课题组研究

四
1

VEGF 与精神分裂症治疗

发现治疗前血清 VEGF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ECT

VEGF 与抗精神病药物

同时给予大鼠氟哌啶醇和奥氮平 14

［19］

Pillai 等

，电休克治疗（ECT）类似于电刺激被应用于

天，导致大脑海马中 VEGF 和血管生成水平增加，
后继续使用奥氮平（不使用氟哌啶醇）治疗 45 天后
VEGF 水平进一步增加。反过来，氟哌啶醇单药治
疗 45 天后 VEGF 水平显著降低。另一项调查氟哌啶

后血清 VEGF 水平升高，与正常组比较没有显著差
异［25］。此外该研究还发现 VEGF 治疗前后的变量和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相关［25］，这对探讨
ECT 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支持。
五 前景展望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可能伴随着血

醇对 VEGF 表达影响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该

管异常。VEGF 是参与血管扩张和血管发育的关键分

作者发现长期使用氟哌啶醇治疗增加野生型小鼠垂

子之一。本综述提示 VEGF 可能在精神分裂症的病

［20］

体细胞中 VEGF 的表达

［8］

证实氯

理生理学和治疗干预（抗精神病药物和 ECT）中发挥

丙嗪可能会降低内皮细胞的增殖活性和 VEGF 分泌。

。最后 Misiak 等

重要作用。这些发现支持精神分裂症的神经营养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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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26］——一种新颖且日益重要的理论，旨在扩展当
前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病理生理学潜在机制的理解。
但是 VEGF 研究的范围多样化，来自文献数据组合
的任何推断可能会存在某些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希
望聚焦于从未服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
物或物理治疗的患者及正常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外
周 VEGF 水平的关系，这可能有助于进一步证实其
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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