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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遗传因素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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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抑郁症是世界上最常见且最易复发的精神疾病。抑郁症致病机理至今未明，严重阻碍了

抑郁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措施。随着基因组计划的完成，越来越多的抑郁症遗传标记被发现。这

些遗传标志的发现，是不断的探索，发现可能存在的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的基础。本文就是对抑郁症

发病机制的候选基因和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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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世界上最常见且最易复发的精神疾

病［1］。抑郁症致病机理至今未明，严重阻碍了抑郁

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措施。抑郁症症状已经严重

影响着个人的社会、工作以及在其他重要领域的功

能。但是，抑郁症的病因及其发病机制仍未清晰。

随着分子生物学与系统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和基

因组单倍体图谱计划的实施以及基因组计划的完成，

越来越多的抑郁症遗传标记被发现。目前抑郁症的

遗传因素主要就是候选基因和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这些候选

基因和达到全基因组意义的 SNPs 的基因功能研究，

是不断的探索，寻找并发现可能存在的抑郁症的发

病机制的基础。本文就是对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候选

基因和 SNPs 进行概述。

一　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候选基因研究

抑郁症的病因至今未明，通过发现疾病的候选

基因来解释发病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候选基因发

现的方法多是基于病例－对照关联研究。现阶段基

于抑郁症现有发病机制假说开展的候选基因研究［2-5］

有经典神经递质系统相关基因（5- 羟色胺系统相关

基因，多巴胺能系统相关基因等）；血管系统相关基

因；谷氨酸系统相关基因；神经营养系统相关基因及

其他相关基因。根据前人研究的抑郁症的候选基因

归纳如图 1。

图 1 中可以看出目前，研究抑郁症发病机制的

神经递质系统相关基因占得比例较多，也就是还是

研究最经典的基于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受体假说的

比较多。本文就上述候选基因中挑选出文献重复验

证较好的基因，对其研究进展做一个综述。

1　神经递质系统相关基因：5-HTR，MTHFR

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受体在抑郁症发病机制研

究最多的是 5- 羟色胺受体（5-HTR）基因和 5- 羟色

胺（5-HT）基因。Benedetti 等［6］发现 C（-1019）G 多

态性的 5-HTR1A 基因启动子伴随着较高的 5-HTR1A

的表达，证实 5-HTR1A 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的调

控作用，从而增加抑郁症患病率；同样 5-HTR2A 启

动子区域的多态性也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是调节叶

酸和蛋氨酸代谢的限速酶，参与多种神经精神疾

病的发生。Kim 等［7］发现在伴有躯体疾病的同时，

MTHFR 基因在 C667T 多态性为 TT 型纯合子患者患

抑郁的风险性增加。Gabriela［8］重复验证 MTHFR 基

因在 C667T 多态性 T 等位基因携带者会增加患抑郁

症的风险，且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里与 COMT 基因

存在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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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抑郁症候选基因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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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血管系统相关基因：ApoE，ACE

载脂蛋白 E 是一种胆固醇转运体糖蛋白，主要在

肝脏合成。ApoE 基因有三种常见等位基因及对应的六

种基因型。20 项研究的荟萃分析［9］显示 ApoE 的 e4 等

位基因和 e3/e4基因型则会增加老年人患抑郁的风险。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参与肾素 - 血管紧张

素 - 醛固酮系统，使得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功

能失调，参与抑郁症的发生。ACE 基因定位于 17 号

染色体，有 25 个内含子，其第 16 个内含子中存在

Alu 重复序列插入或缺失的多态性，其基因型 DD 变

异体增加了患抑郁症的风险［5］。

3　神经营养系统相关基因：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基因位于染色体

11p13，在大脑内有广泛表达。Lin 等［10］发现 BDNF

基因的第 66 位密码子由缬氨酸突变为甲硫氨酸

（Val66Met）时，导致 BDNF 跨膜转运和表达水平下

降，使得 BDNF 成为老年性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

Lee［11］等人发现 BDNF 基因的 Met/Met 基因型的患者

比其他人有更高患抑郁症的机率，再次验证 BDNF

基因 66 位的 Met 等位基因与抑郁症显著相关。   

研究发现与抑郁症相关的文献中报道的 57 个候

选基因，仅有 1 个候选基因在多个测试校正后仍与

抑郁症显著相关［5］，其他候选基因都没有得到一致

性的验证。Benson-Martin 等［12］发现抑郁症患者经过

电休克治疗后，除了 COMT 基因在初步试验中仍与

抑郁症强烈相关外，其他基因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

都没有一致的结果。

近年来抑郁症候选基因研究取得了较有意义的

发现，但不管是抑郁症的神经递质系统候选基因，

还是其他系统候选基因，在独立样本中的重复验证

中都没有很好的一致性结果。这表明着抑郁症候选

基因的研究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包括抑郁症的复

杂性，样本量不足，统计方法的不同，临床表型及

其不同人群的异质性，单个基因无法解释疾病所涉

及的遗传变异度等。因此，有必要通过扩大样本量，

采用同一人群或种群的样本，相同而有效的统计方

法，从全基因组角度去筛选抑郁症的候选基因，并

进一步提升候选基因的重复验证的一致性，为更好

的解释抑郁症的遗传因素提供理论基础。 

二　抑郁症发病机制的GWAS研究

GWAS，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是基于人类基因

组计划和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的研究成果发展

起来的一种研究手段。但考虑到 GWAS 的大量测试，

要发现达到全基因组意义的 SNPs，其 P 值至少要

小于 5×10-8。GWAS 研究发现达到全基因组意义的

SNPs 多数不是直接位于基因，且与之前发现的候选

基因也有所不同。正是因为 GWAS 发现的与疾病相

关的 SNPs 变异大多不是在编码蛋白质的 DNA 区域，

所以可以找到未曾发现的基因以及染色体区域，筛

选出更多与疾病性状关联的遗传标志，为复杂疾病

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因此，本文将总结

抑郁症的相关 GWAS 研究，给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的

发现提供更多的思路。

1　欧洲人群的 GWAS 研究

抑郁症发病机制的 GWAS 研究最先是由美国

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遗传协会信息网（GAIN）研

究［15］发起的。该研究采用两阶段病例 - 对照研究，

都未发现达到全基因组分析标准的阳性位点。但

是，研究者认为两次研究的人群差异可能会影响结

果，所以重新选择同质性较高的样本进行分析，发

现 PCLO 基因位点 rs2522833 为最小 P 值（P=6.4×

10-8），且第一阶段发现的前 200 个最显著 SNPs 中就

有 11 个位于 PCLO 基因区域内。因此，PCLO 基因

变异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有关。

精神疾病基因组学联盟（PGC）［16］在抑郁症发

现阶段对 9240 例欧洲抑郁症患者和 9519 个健康对

照者的 120 万个 SNPs 和在复制阶段对 6783 例患者

和 50695 个对照者的 554 个 SNPs 进行 GWAS 数据

宏分析，遗憾的是没有一个 SNP 达到全基因组意

义。此次宏分析可能是由于样本种族或性别、测序

设备或方法等的不同，致使 GWAS 数据分析没有发

现阳性结果。随后，PGC［17］基于发病年龄分层的方

法对 8920 例抑郁症患者和 9519 名对照者的 SNPs 进

行 GWAS 分析，仅发现一个达到全基因组意义的

rs7647854 位点。该位点与迟发型抑郁症相关，且在

首次 PGC 的宏分析中也是作为第二个与抑郁症发病

机制强烈相关的位点。

辉瑞全球研究和开发（PGRD）［14］的研究人员

对 75607 例抑郁症患者和 231747 名对照者进行联

合 GWAS 分析，发现达到全基因组意义的有 17 个

SNPs，是至今发现最多阳性结果的研究。

2　中国人群的 GWAS 研究

中国牛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遗传流行病学实验

研究（CONVERGE）［13］创新性地采用“极端性状设

计”新方法和低通量测序的技术检测与分析，尽可

能的减小表型和遗传的异质性，只对 5303 例中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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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女性抑郁症患者与 5337 名健康对照的 6242619 个

SNP 位点进行 GWAS 分析，结果得到很大的突破。

CONVERGE 最终发现定位于 10 号染色体的去乙酰化

酶（SIRTl）基因的 rs12415800 位点及无机焦磷酸化酶

/ 无机焦磷酸酶（LHPP）基因的 rs35936514 位点达到

全基因组意义，与抑郁症显著关联。CONVERGE 首

次在中国汉族人群中发现达到全基因组意义的位点，

说明低通量测序的方法适用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3　欧洲和中国人群的 GWAS 研究

中科院动物模型与人类疾病机理重点实验室［18］

对 PGC 和 CONVERGE 研究的不同人群的 14543 例抑

郁症患者和 14856 名健康对照的 GWAS 数据进行荟

萃分析，没有发现达到全基因组意义的 SNPs（P<5.0
×10-8）。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在有 7 个 SNPs 在欧

洲和中国人群中的 P 值都小于 5×10-7，达到了可能

的全基因组意义，并进一步对数据进行系统化整合，

鉴定出 SLC25A37 基因作为抑郁症的新型风险基因，

即易感基因。抑郁症的 GWAS 研究虽然解决了部分

问题，但样本的复杂性，包括单双相抑郁症因表型

相似性致使的误诊［19］等等，还需进一步研究解决。

随着生物大数据的到来，抑郁症的 GWAS 研究不

同于抑郁症候选基因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到疾病本身

的遗传异质性，临床表型异质性，多基因效能等问题；

还要考虑收集的样本数据的人群异质性，发病年龄和

性别的差异性，样本数据的收集方式等等。虽然抑郁

症的 GWAS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候选基因研究时

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抑郁症的复杂性使得抑郁症的

GWAS 分析结果欠佳。越来越多的抑郁症 SNPs，应结

合临床实践，例如抑郁症遗传的流行病学研究，抑郁

症药物研究等等，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了抑郁症的遗传

变异度，有望发现新的抑郁症发病机制。

三　展望

迄今，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但可以肯

定的是，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诸多方面因素参与

了抑郁症极其复杂的发病过程。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的生物学因素主要涉及遗传、神经生化、神经内分

泌、神经再生等方面，而对于遗传发病机制的遗传

因素主要可能就是发现的候选基因和 SNPs。抑郁症

相关的每一个 SNPs，每一个候选基因都会为其发病

机制的探索提供新思路，为不久的将来能够准确的

解释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指明方向，是准确揭示抑郁

症发病分子机制的基础。

随着 GWAS 数据的增多和 GWAS 分析技术的完

善，使得抑郁症遗传学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不

少抑郁症新的候选基因和 SNPs 被发现。但是识别到

的与抑郁症相关的多个 SNPs，由于基因 - 基因、基

因 - 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低频、罕见变异或其

他变异的存在，GWAS 也只能揭示抑郁症相关遗传

因素的一小部分。并且，GWAS 研究也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例如人群的异质性；被发现的 SNPs 的功能

是次要的，独立的，甚至是未知的；变异的位点不能

反应出抑郁症发展中蛋白表达的变化；等等。因此仅

仅根据 GWAS 结果来解释或预测疾病风险是不足的。

数据共享时代的来临，使得更多生物学数据，临床

数据，药物研究数据等开放，未来需要结合多种不

同的研究手段，包括基于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

临床中间表型的 GWAS 研究、流行病学研究、药物

研究、蛋白组学、脑连接组学研究等等整合分析，

排除研究中非遗传因素的干扰，才能最精确的解释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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