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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α-Syn测定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韩来新 1 、 尹石华 1 、 崔吉俊 2 、 刘玉霞 1 、 孙　征１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α- 突触核蛋白（α-Syn）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关系及治疗前后的变化

规律，评价血清α-Syn 对精神分裂症脑损伤程度及预后价值。方法　采用 ELISA 双抗体夹心法对

12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60 例健康查体人员血清α-Syn 浓度进行检测。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α-Syn 浓度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治疗前均显著低于治疗后；初发组血清α-Syn 浓度治疗前低于复

发组；治疗前血清α-Syn 浓度与 PANSS 总分呈负相关（r =-0.269，P= 0.043），提示精神症状越严重，

血清α-Syn 浓度越低。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α-Syn 浓度测定，对精神分裂症神经

损伤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判断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可作为判断精神分裂症早期神经损伤的又一参考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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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α-Syn  protein in serum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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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etect the serum α-Syn level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and to analyze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α-Syn  levels and  schizophrenia. Methods　The  serum α-Syn levels in 122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60healthy volunteers（normal controls）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ELSIA）；we 

used the PANSS to assesse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and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α-Syn concentrations and the PANSS scores in schizophrenia groups．Results　The serum α-Syn level in 

schizophreni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healthy group，the serum α-Syn level in schizophrenia group 

declines dramatically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α-Syn level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PANSS total scor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r=0.269，P=0.043）.Conclusion　The serum α-Syn levels could be regarded as a new indicator 

that reflect the early brain damage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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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3 年 Ueda 等在人类阿尔茨海默病（AD）

淀粉样的斑块非 Aβ蛋白质成分中分离后得到一种新

的蛋白，并命名为α- 突触核蛋白（α-Syn），近年来

研究证实，帕金森病（PD）是α-Syn 的基因突变所

致，α-Syn 的基因分布模式与人脑神经细胞浆内 lewy

小体形成相一致，lewy 病就是α-Syn 病［2］；α-Syn 参

与构成路易体痴呆（DLB）、多系统萎缩（MSA）和肌

萎缩侧索硬化（ALS）等神经和精神系统变性疾病细

胞质的包含体成分。提示α-Syn 在神经和精神系统

变性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α-Syn 在人脑组织中高

度表达，尤其是在神经元突触前末梢含量丰富［3］。

自发现α-Syn 后，随着对其生物学活性及分子结构

的研究，现在它已成为神经系统神经元损伤的标志

之一。为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α-Syn 的动态变化规

律和临床意义，我们对 12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

了血清α-Syn 含量测定。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组选自 2014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我院

精神卫生康复中心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2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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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46 例，女 76 例。诊断符合 2014 年 6 月 20 日拟定

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4 版（CCMD-4）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入选病人阳性和阴性症状

量表（PANSS）评分 > 60 分。对照组选自我院健康管

理中心体检人员 60 例，男 30 例，女 30 例，对照组

与病例组比较年龄无显著性差异（P=0.57>0.05）。

1.2　方法

受检者均于早晨安静状态抽取静脉血 3～4ml，

患者分别于入院时及抗精神药物治疗六周后两次采

血，血液凝集后分离血清，-20℃保存待测。血清

α-Syn 测定采用 ELISA 双抗体夹心法，试剂由上海

卒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应用瑞士 Tecan 公司全

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测定。在严格质控条件下进行

操作。采用 PANSS 软件分别对患者入院时和治疗 6
周后的阴阳性症状进行评价。使用统一的评分标准，

所有数据经 SPSS10.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用 x±s 表

示。同组的不同时间，病例组与对照组，初发组与

复发组等比较均采用 t 检验。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病例组治疗前后血清α-Syn 浓度

变化比较　见表 1。

病例组治疗前后血清α-Syn 浓度均低于正常人

（P<0.01）。男女组无论是治疗前还是治疗后比较

无显著差异（P>0.05）。并且不同年龄组患者血清

α-Syn 浓度治疗前后比较也无显著差异（P>0.05）。
表1　对照组与病例组治疗前后血清α-Syn浓度的变化

（ng/L，x±s）

组别 例数
α-Syn（ng/L）

治疗前 治疗后

病例组 122 56.7±61.1 71.4±50.3*

对照组 60 121.2±65.5**

注：*表示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1；**表示与病例组

治疗前后比较，均P<0.01。

2.2　精神分裂症血清α-Syn 浓度与精神症状群

的关系

精神分裂症治疗前血清α-Syn 含量与 PANSS 总

分呈负相关（r= -0.269，P=0.043），提示精神症状

越重，血清α-Syn 含量越低。治疗后血清α-Syn 含

量未恢复正常者，阴性症状的评分高于治疗后恢复

至正常者（P<0.01）。阳性症状的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见表 2。

2.3　初发和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α-Syn 浓度的变化

精神分裂症初发组和复发组治疗前血清α-Syn

含量均显著低于治疗后；初发组治疗前低于复发组；

初发组与复发组治疗后α-Syn 无显著差别，结果见

表 3。
表2　治疗后血清α-Syn继续降低者与恢复到正常病例

PANSS因子评分比较

例数 阴性症状评分 阳性症状评分

α-Syn降低者  54 18.3±5.84 12.55±5.53

α-Syn正常者 68 9.10±3.11# 11.00±5.65*

注：#表示与α-Syn降低者比较P<0.01；*表示与α-Syn降低

者比较P>0.05

表3　初发和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α-Syn浓度
的变化（ng/L，x±s）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P

初发组 46  47.4±34.6 62.5±43.1    <0.01

复发组 76 58.5±49.0* 72.4±50.1* <0.01

注：#表示与初发组比较，t = -2.086 P=0.039<0.05；*表示

与初发组比较，t = -1.045，P=0.299>0.05

3　讨论

α-Syn 是一种存在于脑内含量丰富的神经蛋白

质，不仅维持突触的正常功能，还与各种神经退行

性变化疾病有关。α-Syn 的浓度变化可以反映α-Syn

神经元细胞内聚集及沉积的程度，是判断和评估神

经元损害程度的指标之一［4］。正常情况下，α-Syn

可以保护神经细胞抵御热反应及氧化损伤，防止变

异蛋白质的聚集并加速其降解。维护突触的功能，

对多巴胺等活性成分的合成有调节作用［5］。神经元

细胞损伤时，α-Syn 不断聚集和沉淀，超出细胞的

承受能力，导致细胞死亡，死亡细胞的蛋白质不能

及时被清除，继而引起和加速了邻近细胞的死亡［6］。

即α-Syn 处于低水平时，具有神经毒性，而引发神

经元及神经胶质细胞凋亡。

α-Syn 正常情况下对细胞没有毒性，因基因突

变或环境因素影响使α-Syn 结构发生异常折叠，纤

维状蛋白增多，形成路易小体、寡聚体等，引起多

巴胺能神经细胞死亡，表现出相应的症状。研究发

现聚集沉积的α-Syn 有寡聚体、无定型聚集物、硝

基化和泛素化、原纤维和纤维及其磷酸化等结构形

式都有神经毒性。α-Syn 聚集沉积有很多因素：①自

身聚集。实验发现，溶液的 pH 值和温度的变化，环

境中的毒素、重金属和金属离子等均能使α-Syn 发

生自身聚集和沉积。②基因突变。基因突变使其形

成多倍体等异变体，使蛋白质表达过量和异常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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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③翻译后被修饰。α-Syn 翻译后发生硝基化、

糖化、泛素化和磷酸化等修饰形成寡聚体。④蛋白

酶系统介导、细胞色素 C 和α-Syn 相关蛋白等都会

引起α-Syn 的聚集和沉积。在神经细胞内α-Syn 聚

集沉积后，α-Syn 在血液循环中的浓度降低。

α-Syn 主要分布在人脑内及所有哺乳动物的神

经元突触前终端，结合在含磷脂酸的小囊泡上，对

递质的释放进行调节［7］。神经突触的重要特征是突

触囊泡的再循环，突触囊泡的形成和再循环受磷脂

酶 D2（PLD2）及其活性产物的调节，因 PLD2 活性

受α-Syn 选择性的抑制［8］，因此，当α-Syn 减少时，

对抑制 PLD2 活性减弱，突触前终末囊泡形成失控，

调节递质的释放也失控，引起一系列的精神症状。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UPS）是人体各种真核细

胞内蛋白质的降解途径，α-Syn 就是通过这一途径

被降解。α-Syn 发生聚集沉淀时，UPS 系统对其降

解能力降低，细胞内未被降解的α-Syn 发生进一步

的聚集和沉淀，最终促进神经元胞浆内嗜酸性包涵

体路易小体的形成，导致细胞某些生理功能改变，

引起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和发展［9-10］。血清中α-Syn

会降低。

122 例患者中 64 例α-Syn 浓度治疗前低于 50ng/

L（54.3％），对照组中 2 例（3.3％），两组差异极为

显著。治疗 6 周后α-Syn 浓度低于 121.2ng/L 患者

54 例，占 45％。病例组治疗前后α-Syn 浓度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α-Syn 浓度显著低于治

疗后。本组资料显示无论初发组或复发组α-Syn 浓

度在治疗前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推测精神分裂症发

作时大量α-Syn 过度聚集沉积于神经元细胞内。初

发组和复发组α-Syn 浓度治疗后均有升高；治疗前

α-Syn 浓度初发组显著低于复发组，可能与α-Syn

在神经元细胞内聚集沉积程度不同导致病情程度不

同有关；初发组与复发组患者治疗后比较无显著差

别，提示治疗好转规律类似。

本文通过检测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α-Syn 浓度变化，探讨了α-Syn 在神经元细胞内聚

集沉积而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脑损伤的发病机制，

为α-Syn 最终在精神分裂症的临床应用中提供了理

论依据。对精神分裂症脑损伤的诊断、严重程度的

判断、估计预后及临床疗效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可作为判断精神分裂症早期神经损伤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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