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3 期- 430 -

◎

论
著◎

 Treatise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血清白介素水平的改变

牟　静 、 田聪聪 、 孙　岩 、 杨　磊

【摘要】目的　观察分析血清白介素水平与双相精神障碍的关系。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于我院就诊的双相精神障碍患者 92 例，分为双相狂躁组（n=64）与双相抑郁组（n=28），并

选择健康者 30 例作为对照组，分析对比三组血清白介素水平改变。结果　入组时，三组血清 IL-2、

IL-1β水平对比差异不显著（P> 0.05）；双相狂躁组及双相抑郁组患者的血清 IL-6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P< 0.05）。治疗后，双相狂躁组患者的的 IL-6 水平、Young 躁狂量（YMRS）评分及双相抑郁组

患者的 IL-6 水平、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 0.05）；双相障碍组患者

治疗前后的 IL-6 水平与 HAMD、YMRS 评分之间对比差异具有正相关（P< 0.05）。结论　双相情感

障碍患者存在外周血 IL- 水平异常，可能导致免疫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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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serum interleuki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MOU Jing，TIAN Congcong，SUN Yan，et al. The City Hospital of Qingdao，Qingdao 26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serum interleuki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 year in December in our hospital 9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were col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manic group（n=64）

and depression group（n=28），and 30 healthy cases were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serum interleukin levels 

in three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erum IL-2 and IL-1β 

among the three groups when they were enrolled（P>0.05）；serum IL-6 level in manic group and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IL-6 level，YMRS scoresand HAMD scores 

of two bipolar patients group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treatment（P<0.05）；There was a posi-

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L-6 level and the HAMD/YMRS scores（P<0.05）. Conclusion　IL-6 induced immune 

dysfunction may be existed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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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以情感的异常高涨或者低

落为特点的精神障碍性疾病，兼有狂躁及抑郁两种

状态，具有周期性以及可缓解性，会导致患者出现

人际关系紧张、工作或者学习能力下降，甚至出现

自杀，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1］。有研究表明，

双相情感障与细胞因子具有一点相关性，尤其和血

清白介素的关系紧密，但目前研究结果不一［2］。因

此，本次观察分析血清白介素水平检测在双相情感

障碍患者血清中的改变，本研究以目前相关研究较

为关注的 IL-2、IL-6、IL-1β为检验指标，以期为

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于我院就诊的

明确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 92 例，所有患者经

过检查均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

（DSM-IV）有关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标准［3］，排除

年龄 18 岁以下，伴有内分泌疾病、心肝肾疾病、恶

性肿瘤等严重躯体疾病。通过采用 Young 躁狂量表

（YMRS）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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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分为双相狂躁组（n=64）与双相抑郁组（n=28），

并选择健康者 30 例作为对照组；双相狂躁组：男 28
例，女 36 例，平均年龄（34.78±8.24）岁；双相抑郁

组：男 11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34.82±9.47）岁；

对照组：男 13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35.17±8.28）
岁；三组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对比差异不显

著，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

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自

愿参与本研究的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采用 Young 躁狂量表（YMRS）、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评估双相狂躁组及双相抑郁组患者的

症状严重程度。采集三组研究对象早晨空腹静脉血

液 5ml，室温下放置 30min，在 3000r/min 的离心机

中离心 20min，取上清液置于 -80℃冰箱中保存；采

集治疗 8 周后双相狂躁组及双相抑郁组患者的早晨

空腹静脉血液，同上方法离心保存；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测定血清 IL-2、IL-6、IL-1β水平［3］。

1.3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18.0 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

示，比较用完全随机化设计方差分析或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率或百分比（n，％）表示，比较用 χ2 检验；

采用 Pearson 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标准 。

2　结果

2.1　三组入组时 IL-2、IL-6、IL-1β水平对比

入组时，三组血清 IL-2、IL-1β水平对比差异

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双相狂躁组及

双相抑郁组患者的血清 IL-6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1。
表1　三组入组时IL-2、IL-6、IL-1β水平对比（x±s）

组别 IL-2（pg/ml） IL-6（pg/ml） IL-1β（pg/ml）

双相狂躁组 20.46±8.86 16.91±3.41*# 19.23±3.33

双相抑郁组 16.97±6.53 16.32±3.21* 19.55±3.73

对照组 17.46±7.69 10.09±2.47 20.81±3.71

注：*表示与对照组对比，P<0.05，#表示与双相抑郁组对

比，P<0.05。

2.2　双相障碍组治疗前后 IL-6 水平、HAMD、

YMRS 评分对比

双相障碍的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双相狂躁

组患者的的 IL-6 水平、YMRS 评分及双相抑郁组

患者的 IL-6 水平、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P<0.05）；详见表 2。

表2　三组治疗前后IL-6水平、HAMD、YMRS评分对比

组别 时间 IL-6（pg/ml） HAMD YMRS

双相狂躁组 入组时 16.91±3.41 22.61±2.91

治疗后 9.72±2.81① 11.45±3.04①

双相抑郁组 入组时 16.32±3.21 21.48±2.77

治疗后 9.44±2.48① 10.84±2.93①

注：①表示与入组时对比，P<0.05。

2.3　双相精神障碍患者治疗前后的 IL-6 水平与

HAMD、YMRS 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经过 Peaeson 相关性分析，双相狂躁组与双相

抑郁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IL-6 水平与 HAMD、YMRS

评分之间对比差异具有正相关（r=0 .714 /0 .632，

P<0.05）。

3　讨论

双相障碍属于心境障碍的一种类型，指既有

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双相精神障碍

的病因与遗产、个人素质及社会心理因素等均有关

系［4］。研究发现，躁狂发作前往往有轻微和短暂的

抑郁发作，所以多数学者认为躁狂发作就是双相障

碍，只有抑郁发作的才可能是单相障碍［5］。DSM-IV

中将双相障碍分为两个亚型，双相 I 型指有躁狂或

混合发作及重性抑郁发作，双相 II 型指有轻躁狂及

重性抑郁发作 ［6］。值得注意的是，双相抑郁未引起

临床医生足够重视，有报道 37％的双相抑郁患者被

误诊为单相抑郁，长期使用抗抑郁药治疗，从而诱

发躁狂、快速循环发作，使发作频率增加［7］。越来

越多的文献表明细胞因子能够促使脑内神经化学物

质以及神经内分泌激素的产生，当人体出现各种心

理及生理应激反应时，细胞因子水平变化能够维持

人体能源的平衡，提示着细胞因子能参与双相精神

障碍患者病理生理以及发病机制［8］。IL-6 是 T 淋巴

细胞分泌的炎症细胞因子，IL-6 水平的变化能够反

映人体免疫及炎症的反应强度［9］。本文观察分析血

清白介素 -6 水平检测在双相精神障碍诊断中的应用

效果，本文研究结果：入组时，三组血清 IL-2、IL-

1β水平对比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双相狂躁组及双相抑郁组患者的血清 IL-6 水平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双相狂躁组患者的

的 IL-6 水平、YMRS 评分及双相抑郁组患者的 IL-6
水平、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双

相狂躁组与双相抑郁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IL-6 水平

与 HAMD、YMRS 评分之间对比差异具有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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