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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大多数患者伴有认知功能的缺陷，给患者、家庭和社
会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率较高。在过去的十年中，发现许多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
基因变异，从而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其遗传结构的复杂性。最近的研究还表明，部分与精神分裂症有关
的基因变异会影响认知能力。进一步研究这些基因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将有助于了解遗传因素对精神分
裂症认知功能障碍的作用。本综述旨在探讨 CSMD1（CUB and SUSHI multiple domains-1）基因多态性与
精神分裂症及其认知功能损害关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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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izophrenia is a serious mental illness，most of them are accompanied by cognitive
impairment，which places a great burden on patients，families and society. Schizophrenia has a high heritable
rate. In the past decade，many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nia have been discovered，leading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its genetic structure. Recent studies have also shown that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nia affect cognitive ability. Further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hese
genes on cognitive function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genetic factors on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schizophreni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B and SUSHI multiple
domains-1（CSMD1）gene polymorphism and schizophrenia and its cognitive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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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研究才开始引发学界和临床研究的重视。人们普
遍认为，认知功能损害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损害之
一，而不是单独的一种疾病。研究表明，精神分裂
症患者在发病前就有明显的认知障碍，甚至在儿童
时期也有轻微的认知障碍［2］。随着病程的发展，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障碍会逐渐对其生活的质量、
行动能力、社会能力等产生严重的危害，并与死亡
和经济负担具有直接的相关性［3］。丹麦的一项大样
本研究表明，认知障碍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早期临
床表现［4］。
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广泛的认知功能障
碍，主要与认知过程有关，如感知、学习和记忆、注
意、言语、推理和思维，尤其是注意、言语、执行功
能和记忆，其发生率在 40%～60%［5］，有研究表明，
至少 85%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长期严重的认知
障碍，并且提出，认知障碍发生在疾病的过程当中
（包括急性期、慢性延长期、衰退期等）相对稳定，与
疾病的发展没有明显的相关性［6］。
二、CSMD1 基因
CSMD1 基因是 2001 年新发现的候选抑癌基因，
位于人 8 号染色体短臂 2 区 3 带 2 亚带，是一种单次
跨膜蛋白，由14个CUB和28个SUSHI结构域组成［7］。
其中 CUB 结构域位于细胞外，由氨基酸残基组成，
其结构与免疫球蛋白的 β- 桶状结构相似，参与机
体的发育过程；SUSHI 结构域又称补体调控蛋白功
能结构域，广泛存在于补体和黏着蛋白中。CSMD1
基因在人体内广泛表达，在脑部中的含量最多，该
基因存在 2 090 个多态性位点，去除冗余的多态性
位点，仍有 100 多个多态性位点。CSMD1 是一个高
度复杂的基因，由 48 个外显子组成，覆盖 2 Mb 的
DNA。至少有8种异构体被报道，并与结肠癌（57例）
、
川崎病（58 例）和哮喘（59 例）等多种疾病有关，反映
了其可能的普遍功能［8］。这种跨疾病基因的关联可
能部分是由于它的大尺寸，这使得它在遗传学研究
中容易出现Ⅰ型错误，但也更容易发生功能相关性
的遗传变异。CSMD1 在大脑中的作用尚不清楚，但
有证据表明，作为大脑补体级联的一部分，CSMD1
与突触的修剪有关。
三、CSMD1 基因多态性参与精神分裂症发病及
其认知损害的可能机制
该基因与补体调节密切相关，对突触可塑性至
关重要，而精神分裂症相关脑区已被证实存在突触
和树突棘的减少。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与精神分裂症
的患病风险关联。作为易患基因，CSMD1 基因参与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结合以往的研究
发现，CSMD1 基因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可能
是通过其多态性影响突触修剪（突触可塑性），从而
影响神经发育最终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及其认知
损害。
CSMD1 编码的跨膜蛋白含有 15 个连续的补体
控制蛋白结构域，这是补体抑制剂的特点。CSMD1
蛋白可抑制 C3b（60）的沉积。在 AD 小鼠模型中，血
红蛋白显示补体介导的小胶质细胞突触清除可能存
在缺陷。最近的研究表明，PGC GWAS 观察到的与
精神分裂症的最强关联可归因于补体 C4 基因拷贝
数的变化，补体 C4 基因在出生后发育过程中介导突
触的消除。CSMD1促进活化补体蛋白C3b和C4b（60）
的降解，但这一过程如何影响突触修剪的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现在明确的是，补体级联在突触修剪中起
着重要作用，并与许多依赖于突触可塑性的疾病相
关，包括认知功能以及精神和神经退行性疾病［9］。
四、国内外研究现况
1. 国 外 研 究 现 况：近 年 来，国 外 学 者 针 对
CSMD1 基因不同位点的多态性展开了研究，发现了
很多 CSMD1 中的变异与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相关
的证据。GWAS 确定 CSMD1 中的内含子多态性位
点 rs10503253 是欧洲人精神分裂症的最高风险多态
性位点之一［10］。2013 年 Donohoe 等［11］提出 CSMD1
基因中 rs10503253 的“A”风险等位基因与神经认
知功能的有害影响存在明显关联。随后，在 2014 年
Koiliari 等［12］发现 CSMD1 全基因组相关精神分裂症
风险变异 rs10503253 影响健康男性的一般认知能
力和执行功能。同年，针对 1 149 例希腊健康白种
人精神分裂症男性进行了关联研究，应用 PCR 技术
对 rs10503253 多态性进行了基因分型，多态性表现
为 A/C，最小等位基因频率（MAF）：C16.5，风险“A”
等位基因在一般认知能力、策略形成、空间和视觉
工作记忆等方面表现较差。这些效应大多依赖于
风险“A”等位基因的剂量，AA和CC纯合子分别是最
差的和最好的，而CA个体是中间个体［12］。在2017年
Athanasiu 等［8］也发现了 CSMD1 中的变异与认知功
能相关的证据。
2. 国内研究现况：国内对CSMD1多态性在精神分
裂症中的研究比较少，与国外的研究相反，Liu 等［13］
的 研 究 结 果 不 支 持 中 国 东 部 汉 族 人 群 中 CSMD1
rs10503253 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联。导致这种
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样本的遗传背景不同，在
Liu 的研究中，参与者主要来源于中国江苏省，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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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研究是在欧洲人群中进行的。CSMD1 多态性
的差异概况表明，来自不同种族的人口可能表现出
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异质性。另外，精神分裂症的临
床诊断差异所引起的采样误差也可能是导致不一致
的原因之一。但 Xiang 和李静的研究［14-15］却取得了
与国外相一致的结果，Xiang 等［14］在中国四川地区
汉族人群中发现 CSMD1 基因的 rs2469383 多态性与
精神分裂症记忆功能障碍有关。李静等［15］还发现
CSMD1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词语流畅性
及脑灰质体积有关联。所以 CSMD1 基因多态性是
只与国人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损害存在相关性，还
是与国人的精神分裂症发病及其认知损害都存在关
联，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实，尤其是包含不同种
族人群的大样本研究。
五、小结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常伴有认知功能损
害，这对患者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原因的探究经历了漫长的过
程，研究总结出多种基因的多态性与认知功能损害
的关系，CSMD1 基因就是其中可能的一员。其与认
知损害的关系得到了多个国外研究者的一致认同，
但在国内的研究中仍存在争议。其作用机制也仍在
探索之中。当前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
损害关系的研究仍存在巨大的空间，上述研究给未
来在此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研究范围与探索
空间。探究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
的关系有助于从根本上弄清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
能损害的原因与机制，这对于临床治疗和改善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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