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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对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血浆TNF-α、IL-6及BDNF水平的影响

王贵锋 1 、 庞妩燕 2 、 王　丽 1 、 路永刚 1

【摘要】目的　探讨氟西汀对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血浆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 -6

（IL-6）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的影响。方法　将 92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46 例，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降糖药物治疗，治疗组则在对照组基础

上同时给予氟西汀治疗，疗程为 8 周，测定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lc）、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血浆 TNF-α、IL-6 及 BDNF 水平。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

者空腹血糖、HbAlc、TNF-α及 IL-6 水平均明显降低（P< 0.05），HAMD 评分与 BDNF 则只有治疗组

显著改善（P< 0.01），而对照组治疗前后两者水平无差异（P> 0.05）。结论　氟西汀能明显降低糖尿

病合并抑郁症患者血浆 TNF-α、IL-6 水平，并显著增加 BDNF 水平，这可能是其改善患者抑郁症状

及发挥降糖作用的重要机制之一。

【关键词】氟西汀；糖尿病；抑郁症；BDNF

【中图分类号】R749.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7）05-0826-03

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on the level of plasma TNF-α、IL-6 and BDNF in diabetes complicated with de-
pression patients　WANG Guifeng，PANG Wuyan，WANG Li，et al. Henan provincial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on TNF-α、IL-6 and BDNF of diabetes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The 92 cases of diabetes mellitus type 2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and each group was 46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hypoglycemic drugs，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with fluoxetine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s therapy. Fasting blood glucose（FBG），glycated hemoglobin（HbAlc），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scores，plasma TNF-α、IL-6 and BDNF level of patients were detected after treating 8 weeks.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level of FBG，HbAlc，TNF-α and IL-6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wo 

group patients（P<0.05）. However，HAMD scores and BDNF level were only improved in treatment group（P<0.01），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f BDNF level in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Fluoxetin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evel of plasma TNF-α and IL-6 and increase the level of BDNF on diabe-

tes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patients，which is probably one of the important mechanisms of improving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blood glucos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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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内分泌疾病，

并易与精神功能障碍类疾病共病，目前约有 51％糖

尿病患者存在不同程度抑郁症状，其中轻度抑郁占

38％，中度占 8％，重度占 5％，糖尿病合并抑郁症

患者自杀率高达 10％，远高于正常人群的 10～30/10
万人［1］，且糖尿病患者患抑郁的几率是非糖尿病患

者的 2～3 倍［2］。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病程反复，其发

病机制至今未阐明，相关研究发现神经免疫功能异

常、神经内分泌紊乱以及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

（HPA 轴）亢进可能参与了其疾病发展进程［3］。目

前，对于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治疗，临床尚无专药，

仅仅是从单纯控制血糖或改善抑郁症状着手，故往

往忽略了炎症因子过度激活、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分泌不足等重要致病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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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合并抑郁症发生的重要原因［4］，因此，本文

拟探讨氟西汀对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血浆 TNF-α、

IL-6 及 BDNF 水平的影响，从而探讨免疫系统在其

中发挥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4 年 0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2 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共入组 92 例，入组标

准：①符合 WHO（1999 年版）有关 2 型糖尿病诊断

标准；②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CCMD-3）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③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17）评分≥ 18 分；排除标准：①乳酸中

毒、低血糖昏迷等糖尿病急性并发症；②严重心、肝

肾功能障碍者；③入组前 3 个月服用过抗精神药物；

④双相障碍和严重精神病患者；⑤对氟西汀药物过敏

者。采用随机数字表将 92 例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与

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常规降糖药物治疗，治疗组则

在对照组基础上同时给予氟西汀治疗，每组 46 例，

其中对照组组男 22 例、女 24 例，平均年龄（57.35
±6.87）岁；Ⅱ组男 20 例、女 26 例，平均年龄（56.14
±6.12）岁。两组患者性别比例，年龄等一般资料无

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取得我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

1.2　给药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降糖药物治疗（阿卡波糖 50 

mg/d 和二甲双胍 800mg/d），治疗组则在对照组基础

上同时给予氟西汀（30 mg/d）治疗，并尽量保证上

述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饮食控制及活动与治疗前后

基本无差异。

1.3　指标评价

在治疗前及治疗 8 周末，测定两组患者空腹血

糖及 HbA1c 水平，固定同一名医生对上述患者统一

进行 HAMD 评分，同时采用试剂盒并严格按照检测

步骤测定两组患者血浆 TNF-α、IL-6 及 BDNF 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

百分比（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

料比较采用 t 检验，以均数 ± 标注差（x±s）表示，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红蛋

白的影响

治疗前两组患者空腹血糖及 HbAlc 水平，组间

差异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组患者的空腹血

糖及 HbAlc 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治疗组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效果较对照组

更好（P ﹤0.05）。（详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的影响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 评分，组间差异不明显

（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 HAMD 评分显著降低，

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对

照组治疗前后 HAMD 评分基本无差异（P>0.05）。

（详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TNF-α、IL-6 及 BDNF

的影响

治疗前两组患者 TNF-α、IL-6 及 BDNF 水平，

组间差异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血

浆 TNF-α、IL-6 水平均明显降低，但 BDNF 水平只

有治疗组明显升高（P﹤0.05），而对照组治疗前后

BDNF 水平基本无差异（P>0.05）。（详见表 3）

表1　两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HbAlc比较（x±s）

组别 n
空腹血糖（mmol /L） HbAlc（％）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6 9.89 ± 2.37 5.23 ± 1.73** 25.14 ± 3.77 16.24 ± 2.19**

对照组 46 9.76± 2.52 6.62 ± 2.09** 24.23 ± 3.28 19.06 ± 2.52*

注：与治疗前相比，* P< 0.05，** P< 0.01。
表2　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组 46 25.6 ± 4.9  6.3 ± 1.4** 6.526 0.003

对照组 46 26.8 ± 4.7 23.1 ±3.2 1.127 0.323

注：与治疗前相比，**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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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糖尿病发病率高、并发症多、医疗负担重，故

糖尿病已成为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难控制的重大躯体

疾病。糖尿病患者常常具有许多社会问题及各种心

理障碍，而在其并发症中，又以糖尿病合并抑郁症

更为棘手，因为糖尿病与抑郁症互为因果，糖尿病

发展进程中的病理生理改变可诱发抑郁，而抑郁症

又会降低糖尿病治疗的依从性，导致血糖控制不佳，

进一步加重抑郁［5，6］。

目前，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

相关研究发现其发生可能涉及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

腺轴（HPA 轴）亢进、胰岛素抵抗、海马神经元再

生障碍、脑内炎症失衡以及 BDNF 缺乏等因素［7，8］。

现阶段有关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治疗包括常规降糖

和抗抑郁药物治疗或联合治疗，其中有效控制抑郁

症状是治疗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关键。氟西汀是目

前临床上治疗抑郁症的有效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SSRIs）类抗抑郁药物，相关临床研究表明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是糖尿病与郁郁症的共

同风险因素，且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体内 IL-2，

IL-6 及 IL-8 等炎症因子水平显著升高［9，10］。因此。

本文在常规降糖药物治疗基础上采用氟西汀治疗

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实验结果发现治疗 8 周后

与治疗前相比，氟西汀组患者空腹血糖、HbAlc、

HAMD 评分、血浆 TNF-α 及 IL-6 水平均明显降低

（P<0.05），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则显著增加

（P<0.01），其效果明显优于单纯常规降糖药物治疗

治疗。考虑可能与氟西汀具有一定的调节躯体免疫

系统的功能，抑制 HPA 轴功能亢进，降低有害炎性

因子的同时提升保护性免疫因子如 BDNF 的水平，

从而在改善抑郁症状的同时也能辅助改善糖尿病相

关的指标因子。

综上，氟西汀能明显降低糖尿病合并抑郁症

患者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AMD 评分及血浆

TNF-α、IL-6 水平，并显著增加 BDNF 水平，这可

能是其改善患者抑郁症状及发挥降糖作用的重要机

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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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治疗前后TNF-α、IL-6及BDNF水平比较（x±s）

组别 n
TNF-α（ng /L） IL-6（ng /L） BDNF（pg /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6 20.3 ± 5.4 9.1 ± 1.5** 43.9 ± 11.7 29.4 ± 6.9* 16.8 ± 4.7 34.3 ± 8.2**

对照组 46 21.6± 4.9 16.4 ±3.2* 41.6 ± 10.8 30.2 ± 8.3* 17.6 ± 4.2 18.1 ± 5.4

注：与治疗前相比，* P<0.05，** P<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