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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抗炎性细胞因子的变化分析

李露露 、 王丽莉 、 田　甜 、 王从辉

【摘要】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13（IL-13）、白细胞介素 4（IL-4）、

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的变化。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方法（ELISA）测定抑郁症患者 96 例

（病例组）经过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前后 IL-13、1L-4、TGF-β1 的水平变化，与健康对照组 90 例（对

照组）比较。结果　治疗前，病例组 TGF-β1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前，病例组 IL-13、IL-4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病例组 IL-13、

IL-4 水平均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病例组 HAMD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病例组治疗前后的 IL-13、IL-4 水平与 HAMD 评分之间呈较强的负

相关性（P< 0.05）。结论　抗炎性细胞因子水平降低可能与抑郁症发生发展相关，IL-13、IL-4 水平

对于临床上抗抑郁药物疗效的评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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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cytokin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LI Lulu，WANG Lili，TIAN Tian，et al. 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interleukin 13（IL-13），interleukin 4（IL-4）and 

transformed growth factor-β1（TGF-β1）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anti-depression treatment. 

Methods　The levels of 1L-4，IL-13，TGF-β1 in 96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measured by ELISA and com-

pared with 90 controls. Results　The levels of TGF-β1 in the case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 of IL-13 and IL-4 in the ca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 of IL-13 and IL-4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HAMD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re was a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L-13 and IL-4 levels and HAMD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The decrease of anti inflammatory cytokines may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and the 

levels of IL-13 and IL-4 has a certain guiding role in the evaluation of clinical antidepressa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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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临床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主

要表现为显著的情绪低落、兴趣缺乏、精力下降感，

常伴有自杀观念及行为［1］。近年来，神经免疫假说

逐渐成为抑郁症病因学的研究热点。普遍认为，抑

郁症患者存在免疫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前炎性细

胞因子水平升高，抗炎性细胞因子水平降低。抗抑

郁药物可能通过抑制免疫激活达到抗抑郁效果［2］。

白细胞介素（IL）作为重要的细胞因子在抑郁症患者

的免疫应答反应中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本文通过

观察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前后抗炎性细胞因子 IL-13、

1L-4、TGF-β1 的水平变化，探讨抑郁症与抗炎性

细胞因子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病例组：选取天津市安定医院 2016 年 6 月 ~2017
年 6 月诊断为单相抑郁症的住院患者作为病例组。其

中男性 50 例，女性 46 例。平均年龄 42.2±5.2 岁。

对照组：选取天津市安定医院健康职工作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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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对照组，其中男性 45 例，女性 45 例，平均年龄

38.1±3.4 岁。对照组研究对象均无重大躯体疾病病

史，无精神疾病家族史。两组研究对象在性别、年

龄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1.1　入组标准　符合国际精神与行为障碍第

十版（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年龄 18~65 岁，性

别及民族不限；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20 分；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　有脑器质或其他重大躯体疾

病的患者；有酒精或其他物质滥用史的患者；妊娠或

哺乳期妇女。

1.2　方法

1.2.1　药物治疗与观察　96 例病例组患者均采

用艾司西酞普兰进行药物单一治疗。艾司西酞普兰

的初始用量为 10mg/ 日。每天早餐时与食物一同服

下。密切观察患者对艾司西酞普兰的耐受程度，如

果耐受性良好，在第二周末前将艾司西酞普兰增加

至 20mg/ 日。持续艾司西酞普兰治疗 8 周。

1.2.2　标本采集与检测　（1）所有研究对象于

采血前一天 20：00 后开始禁食水。第二天晨起 6：

30~7：30 之间采集肘静脉血 5ml，室温下静置 1 小时

后离心（3000r/min，10min）。离心后用 EP 管取上层

血清 1.5ml，置于 -70℃冰箱后保存待用。

（2）待测标本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进行测定；使用大连宝生物公司 IL-13、IL-4  、

TGF-β1 的 ELISA 试剂盒。具体操作步骤均严格按照

说明书进行。

1.2.3　HAMD 评分分组　应用 HAMD 量表评

定。病例组入组时由接受过 HAMD 评定培训的两位

主治以上医师对患者进行评分，保证量表评分的准

确性与一致性。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

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x±

s）。计量数据满足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组间

采用 t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Pearson 进行相关性分析。

P<0.05 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例组与对照组 TGF-β1、IL-13、IL-4 水

平比较

病例组 TGF-β1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病例组 IL-13、IL-4 水平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 2　病例组治疗前后 I L - 1 3、 I L - 4 水平、

HAMD 评分比较

治疗后，病例组 IL-13、IL-4 水平均高于治

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病

例组 HAMD 评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病例组与对照组TGF-β1、IL-13、IL-4水平比较

组别 TGF-β1（Pg/ml） IL-13（Pg/ml） IL-4（Pg/ml）

病例组 108.32±42.56 20.42±3.36 a 10.55±3.04b

对照组 121.81±54.73 38.36±4.21 18.32±2.35

注：与对照组对比，aP<0.05，与对照组对比，bP<0.05

表2　病例组治疗前后IL-13、IL-4水平、HAMD评分比较

组别 IL-13（Pg/ml） IL-4（Pg/ml） HAMD评分

治疗前 20.42±3.36 c 10.55±3.04 d 32.28±3.77 e

治疗后 28.47±3.82 16.44±5.28 17.16±2.32

注：与治疗后对比，cP<0.05，与治疗后对比，dP<0.05，与

治疗后对比，eP<0.05

2 .3　病例组治疗前后 IL-13、 IL-4 水平与

HAMD 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经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病例组治疗前后的

IL-13、IL-4 水平与 HAMD 评分之间呈较强的负相

关性（r 分别为 -0.764 和 -0.658，P<0.05）
3　讨论

抑郁症的细胞因子假说主要强调神经免疫系统

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3］。社会或生

物学因素都可以引起免疫应答，促使炎性细胞因子

分泌异常从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4］。中枢神经系统

通过增加或减少神经递质的释放引起情绪变化［5］。

但关于抗炎性细胞因子与抑郁症的关联性研究尚不

多见。另外，动物实验研究表明［6］：抗抑郁药物干

预可以引起抗炎性细胞因子 IL-13、IL-4 水平升高。

IL-13、IL-4 的抗炎作用可能逆转免疫系统的失衡，

从而达到抗抑郁的效果。研究发现［7］，抑郁症患者

抗炎性细胞因子 TGF-β1 、IL-13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

对照组，经瑞波西汀治疗 8 周后 TGF-β1、 IL-13 水

平显著提高。另有类似研究得出的结论略有不同［8］，

经舍曲林和曲唑酮联合治疗后，TGF-β1 水平有一定

程度上升但差异不显著。

本文结果表明，病例组 IL-13、IL-4 水平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症患

者 IL-13、IL-4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经艾司

西酞普兰治疗 8 周后，病例组 IL-13、IL-4 水平较治

疗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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