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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抑郁的细胞因子及自身免疫研究进展

丁　蕾 、 刘虹晔 、 张　晨 、 彭代辉

【摘要】双相障碍是一种患病率较高、复发率高的重性精神疾病。双相障碍的病因机制未明。既

往研究发现，在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下，双相障碍患者呈现慢性且复发加重的病程

特点。由于双相障碍存在不同的发作阶段，并且在双相抑郁发作时的误诊率较高，因此双相障碍的

细胞因子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本文旨在探讨双相抑郁细胞因子变化特点，以及其相关免疫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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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双相障碍是一种患病率较高、复发率高的重性

精神疾病。初次发病年龄通常在 13 岁 ~ 30 岁，终

生患病率为 1 .4 ％；年复发率 50 ％，四年复发率 

70％［1］。双相障碍的病因机制未明，既往研究发现，

在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下，双相障

碍患者呈现慢性且复发加重的病程特点。双相障碍

抑郁发作时容易被误诊为单相抑郁，误诊率高达

20.8％［2］。探讨双相抑郁免疫方面的病理生理特征，

比较其与双相障碍其他发作阶段和单相抑郁发作的

异同点，有助于理解双相障碍的相关机制。

细胞因子是免疫原、丝裂原或其他刺激源诱导

多种细胞产生的小分子可溶性蛋白质，具有调节固

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血细胞生成、细胞生长、细

胞成熟、神经可塑性以及损伤组织修复等多种功能。

细胞因子可分为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s，IL）、干扰

素（interferon，IFN）、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s，TNF）超家族、集落刺激因子、趋化因子

（chemokines）、生长因子等。生理状态下细胞因子

对身体有益，在过度或慢性免疫应答过程中，细胞

因子会出现与双相障碍相关的异常病理生理改变，

包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减少、神经发生降低，谷氨酸能活性

增加，氧化应激、诱导细胞凋亡，以及神经胶质和

神经元相互之间的失调。

一　双相抑郁的细胞因子变化特点

双相障碍存在临床异质性，包括：抑郁相与躁

狂相的异质性、首发与复发的异质性、并发症的不

同，例如物质成瘾、肥胖、烟草滥用等、发病年龄

的差别、药物治疗的不同等。研究多将双相障碍分

为躁狂发作、抑郁发作、混合发作等疾病亚组来降

低研究样本的异质性，但研究结果仍不尽相同。多

项研究报道了双相抑郁患者血清 IL-6、IL-8 水平增

高［3］，我国的一项关于双相障碍 IL-6 的研究也得出

了一致的结果［4］。但另有研究指出：在双相抑郁发作

的患者存在血清 IL-4 升高、IL-1β和 IL-6 降低 ［5］。

尽管研究存在异质性，当前研究多提示：双相抑郁患

者具有较高水平的血清细胞因子，包括白介素（如

IL-2，IL-4 和 IL-6）［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7］

和趋化因子（如 CCL24 和 CXCL）等［8］。

二　双相抑郁与双相其他发作阶段细胞因子变

化的共同点

目前关于双相障碍不同阶段细胞因子研究的

结果不尽一致，多数研究发现细胞因子在双相障碍

不同发作阶段有不同变化，但也有研究提示双相障

碍各个发作阶段存在相对稳定的细胞因子变化，例

如可溶性白细胞介素 -6 受体（soluble interleukin-6 

receptor，sIL-6R）、sIL-2R、sTNF-R1、P 选择素受

体，以及 C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单

核细胞趋化蛋白（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

MCP1）在双相障碍任何发作状态下均升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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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相 障 碍 的 血 清 细 胞 因 子 研 究 中 ， 相 对

特异性的包括：氧化和氮化应激（oxidat ive  and 

nitrosative stress，O&NS）、色氨酸和色氨酸降解产

物（TRYCATs）以及 B 细胞激活核因子 kappa 轻链

增强子（Nuclear Factor kappa-light-chain-enhancer of 

activated B cells，NF-κB）。上述细胞因子在双相障

碍的各发作阶段均存在改变，不随疾病病程或躁狂

相、抑郁相而变化。本文阐述如下：

（1）有 Meta 分析提出：脂质过氧化水平增加、

DNA/RNA 损伤和一氧化氮在双相障碍各发作阶段

均明显增加［10］。O&NS 增加与双相障碍的线粒体功

能障碍相关，双相障碍脑白质改变与血清脂质过氧

化相关。O&NS 增加和脂质过氧化损伤 DNA，导致

DNA 修复酶上调。氧化的 DNA 与双相障碍躁狂发

作次数相关，可能的机制为 O&NS 促进了神经进展

过程（neuroprogression）。神经进展过程指双相障碍

反复发作时的整个神经变化过程，氧化与氮化应激

（O&NS）诱导的神经毒神经、神经损伤增加，并促

使脂质过氧化、蛋白质氧化、DNA 损伤、以及自身

免疫、过度亚硝基化，导致细胞凋亡增加、神经发

生及神经可塑性减少。

（2）TRYCATs 是神经活性和神经退行性过程

中免疫炎症反应和 O&NS 的重要中间产物。双相障

碍 TRYCATs 途径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综合反映了

血清炎症和吲哚胺 2，3- 过氧化酶（IDO）随中枢

神经调节作用而改变的结果，这个中枢神经调节

由 TRYCATs 驱动，TRYCATs 的变化也与疼痛症状

相关，这与免疫炎症反应增强和 O&NS 增加有关。

IFN-γ增加与躁狂相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相关，并

且 IFN-γ在抑郁相也增加，这与 IL-1β增加相关。

与 IL-1β、IL-6、IL-18 和 TNF-α相同，IFN-γ诱导

的 IDO，提示 TRYCATs 在双相障碍患者两个发作相

均存在显著性改变［11］。

（3）NF-κB 为人类免疫应答的中间调节者，它

上调细胞因子对免疫应答的表达，从而在激活免疫

细胞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NF-κB 刺激 IL-1、IL-6
和 TNF-α 的形成，而高水平的 IL-1 和 TNF-α 进一

步激活 NF-κB，形成自我调节的反馈回路。NF-

κB 促进了超过 150 个靶基因的表达，包括多种细胞

途径，如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化学因子，炎症介

质和粘附分子，这些因子与神经可塑性显著相关。

三　双相抑郁与单相抑郁细胞因子变化的差异

研究发现，抑郁障碍患者的细胞因子包括 IL-

1β、IL-2、IL-4、IL-6、IL-8、IFN-α、TNF-α等均

有一定水平的改变。多方面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患者

的血清 IL-6 和 TNF-α水平呈现一定程度的升高［12］。

现有研究发现，双相和单相抑郁之间 IL-12、

IL-6 和 TNF-α水平并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13］，而

有研究则发现双相抑郁与单相相比，血清 IL-1β减

少［14］。由于双相抑郁以及单相抑郁各自细胞因子变

化均存在较大异质性，因此该两者间的差异方面的

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

四　双相障碍的自身免疫机制

既往研究显示，双相障碍的抑郁相和躁狂相均

伴随着免疫炎症通路的激活，包括：炎症细胞因子水

平的增加、补体因子以及 T 细胞活化标志物水平的

增加。一项对 27 名女性双相障碍患者 Th-1、Th-2
和 Th-17 水平的研究发现，调节性 T 细胞减少，Th1
（IL-2、IL-6）和 Th-17（IL-17）增加。这与促分裂

原活化蛋白（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

活动增加相关，说明 T 淋巴细胞的活化作用［15］。

单核细胞活化作用在双相障碍的促炎症细胞因

子环境中起作用，例如：双相障碍患者在躁狂相时，

表现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减少［16］。急

性躁狂发作表现为某些细胞因子增加，包括：sIL-

6R、sIL-2R（一类 T 细胞活化标志物）、阳性的急性

期蛋白（包括结合珠蛋白、纤维蛋白原、α-1 酸性

糖蛋白和血红素结合蛋白）、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因子

（C3 和 C6）等。双相抑郁发作时表现出 IL-6、sIL-

6R、sIL-2R 水平的增加。

甲状腺自身免疫是双相障碍独立危险因素，其

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ANA）阳性率更高。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与双相障碍的相关机制目前仍未

明。回顾性研究发现，超过 80％的自身免疫疾病患

者在病前存在情绪压力［17］。社会心理应激因素激活

促肾上腺素释放激素和交感神经系统，促进 NF-κB 

DNA 与炎症细胞的结合，释放炎症因子，导致内环

境紊乱。

双相障碍患者的神经系统自身免疫应答随着情

绪障碍的反复发作而变化，大脑的异常重塑促使患

者更容易复发。Post 提出了“引火物（kindling）”假

说，该假说认为：双相障碍患者的各个发作阶段中，

社会心理应激主要在首次发作中最为重要［18］；每发

作一次，疾病发作的阈值进一步降低，使得发作频

率进一步增高。细胞因子在不同频次的发作中，有

不同的改变，这也是既往双相障碍的研究结果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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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原因之一。

五　免疫机制与双相障碍症状的关系

在所有双相障碍认知功能损害的生物学机制中，

炎症机制是最主要的，认为慢性炎症可能导致双相

障碍患者大脑结构异常和认知功能损害，这对疾病

早期诊断的生物学标志研究提出了新途径。

Lotrich［19］认为双相障碍患者血清中 IL-1RA 增

加与认知功能损害相关。TNF-α 及其受体水平在双

相障碍特定的认知功能损害上起到重要作用，包括

情绪稳定相［20］。由于双相障碍认知功能多维度不同

程度的损害，细胞因子在不同认知功能损害中的改

变不同，这是既往双相障碍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的

原因之一。

双相障碍患者抑郁相时若 CRP 增加的情况下更

有可能转躁，这提示了免疫炎症反应在双相障碍转

相中的作用。大体功能、精神病性症状与 IL-1RA 和

sTNF-R1 相关［21］，提示免疫炎症过程在症状严重程

度的监测上具有重要作用。

六　总结与展望

双相障碍被认为是一种神经免疫紊乱性疾病，

双相障碍各发作阶段均存在 O&NS、TRYCATs 和

NF-κB 改变，且与双相障碍的病因机制密切相关。

免疫激活的细胞因子在外周血清以及脑脊液内均存

在改变，引起认知功能损害。但是，目前研究并不

能完全阐明细胞因子与双相障碍的相关机制。此外，

双相障碍两极波动、反复发作的特点，容易造成研

究样本的异质性。进一步的研究中，需要采用前瞻

性队列研究，尽可能降低双相障碍样本的异质性，

如研究各发作阶段的自身免疫抗体，针对双相抑郁

和单项抑郁之间进行比较，对破译双相障碍的分子

免疫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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