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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重性精神障碍，由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及认知损害等症状群组成；其病程迁延、致

残率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目前，抗精神

病药物仍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治疗方法，但是病人

对药物治疗的应答并不一致，临床疗效不同；而患者

急性期治疗的疗效又与病情预后存在关联；因此国

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寻找生物学标记物，预测急性

期抗精神病药物疗效及疾病预后。

精神分裂症被认为是脑发育障碍 [1，2]。脑影像

研究进一步提示精神分裂症存在脑连接异常，包括

脑功能及结构连接异常 [3，4]。在脑结构连接中，“协

变连接”可反映两脑区间形态学变化的同步性及相

似性，即反映两脑区间体积或厚度等的同步发育情

况；这是研究精神障碍脑结构协同发育异常的可靠

办法 [5]。人类记忆、语言等认知功能相关区域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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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皮层下脑结构协变在预测精神分裂症急性期治疗疗效中的作用。方法：招募42例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及38例对照，患者经8周利培酮治疗后评定疗效。采集受试者T1磁共振数据，经Freesurfer预处理及线性

关联构建结构协变。结果：治疗后缓解组较未缓解组左侧半球丘脑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较高（P=0.002, FDR校正）；

右侧壳核与尾状核间协变连接较低（P=0.023, FDR 校正），右侧丘脑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较高（P=0.003, FDR 校正）；

左侧丘脑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较低（P=0.021, FDR 校正）。与对照组相比，病人缓解组左侧丘脑与苍白球间协变

连接较高（P=0.033, FDR 校正）；左侧丘脑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较低（P=0.014, FDR校正）。结论：精神分裂症急性

期治疗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在丘脑-苍白球-海马-壳核-尾状核环路存在结构协变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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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ubcortical brain structure covariant connection abnormality in predict⁃
ing the efficacy of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in the acute stage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We recruited forty-two drug naïv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38 age-, sex-, and education-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Treatment efficacy was
assessed after 8 weeks of risperidone treatment in the patient group. We collected T1-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MRI) brain structure data of all the subjects at baseline. Freesurfer software was utilized to preprocess MRI data and ex⁃
tract subcortical regions volumes. We utilized linear correlation to construct group-level covariant connectivity.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n-remission patients, remission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ovariant connection between thalamus
and pallidum in the left hemisphere(P=0.002, FDR correction); significantly lower covariant connection between right puta⁃
men and right caudate(P=0.023, FDR correction),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covariant connection between right thalamus and
pallidum(P=0.003, FDR correction), significantly lower covariant connections between left thalamus and right hippocampus
(P=0.021, FDR correct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remission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ovariant connec⁃
tion between thalamus and pallidum in the left hemisphere(P=0.033, FDR correction), significantly lower covariant connec⁃
tion between left thalamus and right hippocampus(P=0.014, FDR correction). Conclu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
es in the level of the structural covariation of thalamus-pallidum-hippocampus-putamen-caudate pathway between the re⁃
mission group and the non-remission group in the acute stage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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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形态学上的协变[6，7]。

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皮质下脑结构

如基底节、海马、海马旁回、边缘系统等两两脑区间

协变连接异常[8，9]。然而，鲜有研究探讨这些异常在

预测患者急性期治疗疗效中的作用。本研究拟借助

磁共振T1结构成像及协变连接分析技术[7]，在首发

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探讨皮层下脑结构协变连

接对预测急性期抗精神病药物疗效的作用，寻找能

够预测早期治疗效果的客观影像学指标。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患者组：自2012年10月至2014年1月在河南省

精神病医院住院的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由

2名精神科医师根据DSM-Ⅳ中有关精神分裂症的

诊断标准以及定式临床访谈工具 SCID-I/P进行评

估最终确诊。入组标准：①年龄18岁~40岁；②病程

≤12个月；③右利手，汉族；④自愿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①入组前服用抗精神病药物；②入组前接受

过无抽搐电休克治疗；③合并严重躯体疾病；④处于

妊娠或哺乳期；⑤有MRI禁忌症；⑥物质依赖或滥

用。共入组符合标准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42例。

对照组：2012年 10月至 2014年 1月招募年龄、

性别、教育年限与患者组匹配的健康对照组。入组

标准：①年龄 18~40岁；②根据 SCID-NP筛查，无任

何精神疾病史；③右利手，汉族。排除标准：①有严

重躯体疾病；②妊娠或哺乳期；③有MRI禁忌症；④
有神经疾病史及昏迷史；⑤有物质依赖或滥用。共

入组符合标准的健康对照组38例。

本研究已通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所有纳入的受试者及其监护人均知情同意，

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受试者有权在任何时间点退

出本研究。本研究中病人组有4位随访时脱落。

1.2 研究方法

1.2.1 临床症状评估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10]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评定

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PANSS共包括三个维度：阳

性症状（PANSS-positive symptom，PANSS-P，由 P1，
P2，P3，P4，P5，P6，P7组成），阴性症状（PANSS-neg⁃
ative symptom，PANSS-N，由N1，N2，N3，N4，N5，N6，
N7组成），以及一般精神病理症状（PANSS-general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PANSS-G，由G1~G16组
成）。

1.2.2 药物干预 患者接受利培酮单药治疗 8周，

治疗剂量从 1mg/日开始，根据临床表现逐渐加量，

在开始治疗的 2 周内达到并稳定在治疗剂量 2-
4mg，若患者症状未见明显改善可增加剂量，最高可

至 6mg/日。所有患者均未使用情绪稳定剂和抗抑

郁剂。由两名有经验的医师每周评估利培酮的安全

性，分别在基线及治疗 8周随访时采用PANSS量表

评估病人的症状严重程度。

1.2.3 疗效评定 利培酮治疗8周后疗效评定根据

Anderson等[11]所成立的精神分裂症缓解工作组（Re⁃
mission in Schizophrenia Working Group, RSWG）的缓

解标准。RSWG将P1、P2、P3、N1、N4、N6、G5、G9等
PANSS的 8项评分均≤3，且维持至少 6个月定义为

缓解。本研究随访时间为 8周，故未采用RSWG的

至少6个月的治疗时间标准。本研究又将患者进一

步细分为精神症状缓解组（P1、P3、G9 均≤3），瓦解

症状缓解组（P2、G5均≤3），阴性症状缓解组（N1、
N4、N6评分均≤3）[11]。

1.2.4 磁共振数据采集 影像数据采集使用 Sie⁃
mens verio 3.0T磁共振成像系统进行扫描。受试者

取仰卧位，采用专用泡沫垫固定头部保持不动，完成

高分辨率T1加权三维（three-dimension，3D）结构扫

描。参数设置：重复时间 1900 ms，回波时间 2.52
ms，视野 250 mm×250 mm，翻转角 9°，层厚 1.0 mm，

间距0 mm，激发次数为1次，共176层。

1.2.5 T1数据处理 在Linux系统下采用Freesurf⁃
er软件包（http://www.surfer.nmr.mgh.harvard.edu/）对

受试者T1结构影像资料进行处理：分割脑白质及灰

质；修正局部异常；与标准模板配准；得到两侧大脑

半球皮层重组图像；采用Freesurfer自带脑图谱将人

脑分为颞叶、顶叶、枕叶、前额叶及边缘系统的沟、回

共75个区域；将上述区域作为模板提取所有受试两

侧皮层下脑区，含苍白球、尾状核、壳核、伏隔核、杏

仁核、丘脑、海马等14个脑区。

1.2.6 统计 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计量资料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T1数据经质控

后，采用MATLAB进行皮质下结构协变分析及组间

比较。结构协变 [7]分析过程如下：以全脑体积、年

龄、性别作为协变量，通过Pearson偏相关分析分别

计算两组内两两脑区体积的偏相关系数 r，以 r值表

示两两区域间的协变强度。协变连接组间比较过程

如下：对 r值通过 fisher r-to-z变换，得到 z值，进行Z
检验，并进行多重检验的假阳性校正（FDR），校正后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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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一般人口学与临床资料

患者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性别、教育年限等方面

均匹配（Ps>0.05，见表1）。患者组治疗后总症状、阳

性症状、阴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症状均显著改善

（详见表1）。患者组有4位随访时脱落，因此共采集

随访时病例38例。精神症状、瓦解症状各自的缓解

与未缓解组的人口学资料及基线的 PANSS症状组

间比较均无显著差异（Ps>0.05）；阴性症状的缓解与

未缓解组的基线期PANSS-N症状严重程度组间差

异显著（P=0.011）。在结构协变分析时，本文既回归

掉全脑体积、年龄、性别等协变量，又回归掉基线期

PANSS-N分数。

总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各 14、24人、精神症

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各29、9人、瓦解症状缓解组与

未缓解组各 27、11人、阴性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

各 25、13人。

变量

年龄（岁）

教育年限（年）

PANSS-T
PANSS-P
PANSS-N
PANSS-G

利手（右）

性别（男）

病人治疗前(n=42)
均数

24.86
10.48
91.90
25.60
18.17
48.14
是

42
27

标准差

4.80
2.84

11.23
3.75
5.21
6.46
否

0
15

病人治疗后 (n=38)
均数

66.32
15.39
16.76
34.16

38
25

标准差

9.91
2.98
4.44
4.84

0
13

对照组 (n=38)
均数

24.76
11.05

是

38
25

标准差

4.56
2.91

否

0
13

统计 a

t
0.09
0.90

χ2

0.02

P
0.929
0.373

P
0.888

统计 b

t

14.776
19.146
1.941

13.470

P

<0.001
<0.001
0.06

<0.001

2.2 总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皮层下结构协变组

间比较

与总症状未缓解组比较，缓解组左侧半球丘脑

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Z=1.563, P=0.002,
FDR校正）；右侧半球壳核与尾状核间协变连接显

著较低（Z=-1.226, P=0.023, FDR 校正），右侧半球丘

脑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Z=1.487, P=
0.003, FDR 校正）；左侧丘脑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

显著较低（Z=-1.260, P=0.021, FDR 校正）。见图1。
与对照组比较，总症状缓解组左侧半球丘脑与

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Z=1.102, P=0.033,
FDR 校正）；左侧丘脑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

较低（Z=-1.309, P=0.014, FDR校正）。

与对照组比较，总症状未缓解组在各个皮层下

区域协变连接上均无显著差异（Ps>0.05, FDR校正）。

2.3 精神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皮层下结构协变

组间比较

与精神症状未缓解组比较，缓解组左侧半球伏

隔核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Z=-1.638, P=
0.014, FDR校正）；右侧半球壳核与海马间协变连接

显著较低（Z=-1.724, P=0.013, FDR 校正）；左侧苍白

球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Z=-1.473, P=
0.035, FDR 校正）。见图2。

与对照组比较，精神症状缓解组在各个皮层下

区域协变连接上均无显著差异（Ps>0.05, FDR校正）。

与对照组比较，精神症状未缓解组左侧半球伏

隔核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Z=1.527, P=
0.049, FDR校正）。

2.4 瓦解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基线期皮层下结

构协变组间比较

与瓦解症状未缓解组比较，缓解组左侧半球壳

核与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Z=1.585, P=0.005,
FDR校正）；右侧半球壳核与丘脑间协变连接显著

较高（Z=1.272, P=0.048, FDR 校正），右侧半球丘脑

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Z=1.256, P=0.048,
FDR 校正）；左侧壳核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

较高（Z=1.799, P=0.001, FDR 校正）。见图3。
与对照组比较，瓦解症状缓解组在各个皮层下

区域协变连接上均无显著差异（Ps>0.05, FDR校正）。

与对照组比较，瓦解症状未缓解组左侧半球壳

核与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Z=-1.506, P=0.003,
FDR校正）；右侧半球壳核与丘脑间协变连接显著

表1 患者组与对照组人口学及临床症状比较

注: 本研究中病人组有4例随访时脱落。PANS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P，阳性症

状分；PANSS-N，阴性症状分；PANSS-G, 一般精神病理症状分; PANSS-T, 总症状分; a病人基线与对照组比较，两独立样本 t检
验；b病人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配对 t检验（治疗前N=38，治疗后N=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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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Z=-1.698, P=0.0007, FDR 校正），右侧半球丘

脑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Z=-1.264, P=
0.023, FDR校正）；左侧壳核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

显著较低（Z=-1.797, P<0.0001, FDR校正）。

注：a为总症状缓解组较未缓解组左侧半球丘脑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右侧

半球壳核与尾状核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右侧半球丘脑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

左侧丘脑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b为两两脑区间协变连接的Z值统计矩阵图。

图1 总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皮层下结构协变组间比较

注：a为精神症状缓解组较未缓解组左侧半球伏隔核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右侧半球壳核与海马间

协变连接显著较低，左侧苍白球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b为两两脑区间协变连接的Z值统计矩阵图。

图2 精神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基线期皮层下结构协变组间比较

注：a为瓦解症状缓解组较未缓解组左侧半球壳核与海马间协变连接较高，右侧半球壳核与丘脑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右侧半球

丘脑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左侧壳核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b为两两脑区间协变连接的Z值统计矩阵图。

图3 瓦解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基线期皮层下结构协变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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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阴性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基线期皮层下结

构协变组间比较

与阴性症状未缓解组比较，缓解组左侧半球丘

脑与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Z=-1.209, P=0.004,
FDR校正），左侧半球丘脑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

著较高（Z=0.812, P=0.004, FDR校正）；右侧半球海

马与丘脑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Z=-1.251, P=0.024,
FDR 校正）；左侧海马与右侧丘脑间协变连接显著

较低（Z=-1.072, P=0.028, FDR 校正），左侧丘脑与右

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Z=-1.220, P=0.001,
FDR 校正），左侧壳核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

较高（Z=1.143, P=0.041, FDR校正）。见图4。
与对照组比较，阴性症状缓解组左侧海马与右

侧丘脑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Z=-0.843, P=0.048,
FDR校正），左侧丘脑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

较低（Z=-0.824, P=0.048, FDR校正）。

与对照组比较，阴性症状未缓解组在各个皮层

下区域协变连接上均无显著差异（Ps>0.05, FDR校正）。

注：a为阴性症状缓解组较未缓解组左侧半球丘脑与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左侧半球丘脑与苍白球间协变连接显

著较高，右侧半球海马与丘脑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左侧海马与右侧丘脑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左侧丘脑与右侧海

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低，左侧壳核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显著较高。b为两两脑区间协变连接的Z值统计矩阵图。

图4 阴性症状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基线期皮层下结构协变组间比较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磁共振T1结构成像技术和协变连

接算法，探讨皮层下脑结构协变连接异常在预测精

神分裂症患者急性期治疗疗效中的作用。研究结果

表明基线期皮层下两两区域间协变连接异常在患者

利培酮8周治疗后总症状以及阳性症状、精神症状、

瓦解症状、阴性症状的缓解情况上有一定预测潜

力。本研究结果可能为精神分裂症早期治疗效果的

预测提供客观影像学依据。

Anderson 等 [11]所成立的 RSWG 工作组将妄想

（P1）、幻觉（P3）、抑郁（G9）界定为可反映精神症状

缓解情况的亚项。本研究发现：精神症状未缓解组

较缓解组左侧半球伏隔核与苍白球间、右侧半球壳

核与海马间、左侧苍白球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均

较高。未缓解组较正常组左侧半球伏隔核与苍白球

间协变连接亦显著较高，而缓解组与正常组间各协

变连接无明显差异。既往研究发现伏隔核、苍白球、

壳核、海马体积或功能异常被认为是幻觉、妄想产生

的生物学基础 [12，13]，且抗精神病药物通过作用于伏

隔核-苍白球、壳核-海马-苍白球反馈通路从而发

挥治疗作用[14，15]。本研究结果提示伏隔核-苍白球-
海马-壳核这一环路协变连接的改变在疾病治疗早

期精神症状的转归上有一定预测潜力，基线期该环

路内部过高的协变连接可能不利于精神症状的缓解。

RSWG 工作组将概念紊乱（P2）、装相和作态

（G5）界定为可反映瓦解症状改善程度的亚项[11]。本

文发现瓦解症状未缓解组较缓解组左侧半球壳核与

海马、右侧半球壳核与丘脑、右侧半球丘脑与苍白

球、左侧壳核与右侧海马协变连接均较低。瓦解症

状未缓解组较对照组左侧半球壳核与海马、右侧半

球壳核与丘脑、右侧半球丘脑与苍白球、左侧壳核与

右侧海马协变连接均较低，而缓解组较对照组各个

协变连接均无显著差异。这些结果提示苍白球-海
马-壳核-丘脑该环路可能参与了疾病治疗早期瓦

解症状的转归，这一环路内部协变连接过低不利于

瓦解症状的恢复。此外，我们注意到：本文亦发现阴

性症状缓解组较未缓解组左侧半球丘脑与海马、右

侧半球海马与丘脑、左侧海马与右侧丘脑、左侧丘脑

与右侧海马协变连接均较低，而左侧半球丘脑与苍

白球、左侧壳核与右侧海马协变连接均较高。阴性

症状缓解组与对照组比较左侧海马与右侧丘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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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丘脑与右侧海马间协变连接均较低。这些结果

提示苍白球-海马-壳核-丘脑该环路除了在疾病治

疗早期瓦解症状的转归上有潜在预测作用外，也可

在阴性症状的转归上有潜在预测作用。

RSWG组认为以上8个亚项结合可反映患者总

症状缓解程度[11]。总症状缓解组较未缓解组左侧半

球丘脑与苍白球、右侧半球丘脑与苍白球协变连接

较高，而右侧半球壳核与尾状核、左侧丘脑与右侧海

马间协变连接较低。总症状缓解组较对照组左侧半

球丘脑与苍白球协变连接较高，左侧丘脑与右侧海

马协变连接较低。本研究结果显示苍白球-丘脑-
海马-壳核-尾状核该环路参与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后总症状的转归。前人发现帕金森患者存在这一环

路形态学异常[16]，提示该环路可能与多巴胺信号传

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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