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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炎性因子（IL-6、TNF-α）、皮质醇及 5-羟色胺（5-HT）对临床评价
抑郁症患者病情发展及预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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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检测抑郁症患者炎性因子和皮质醇及 5- 羟色胺（5-HT）对其病情及预后的

评价作用。方法　选取医院收治的 76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观察组，另选取医院 76 例同期入

院健康体检的正常健康者为对照组。分别检测两组受检对象炎性因子（IL-6、TNF-α）、皮质醇和 5-

羟色胺（5-HT）水平，采用汉密尔顿抑郁表（HAMD）评分其抑郁症状，并分析患者病情程度与其临

床各项指标间的相关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 IL-6、TNF-α、皮质醇及 5-HT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5；随着抑郁症患者病情的发展，其 IL-6、TNF-α、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而 5-HT 水平不断

下降，P< 0.05。结论　检测抑郁症患者炎性因子和皮质醇及 5-HT 水平可有助于评价其病情及预后，

为临床治疗方案制定及预后判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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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inflammatory factors（IL-6，TNF-a），cortisol and 5- serotonin
（5-HT）in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ANG 
Xitian，WANG Shuhong，ZHANG Shanning，et al. Baoji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f Shaanxi Province，Baoji 72100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inspecting depressive patients’ inflammatory factor，cortisol 

and 5-HT levels for evaluating their disease states and prognosis. Method　76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servation group，and 76 normal healthy person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or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IL-6，TNF-α），cortisol and 

serotonin（5-HT）were measured in two groups. The depression symptoms were scored by Hamilton Depression Table

（HAMD），and the patient's condition was analyzed.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indicators. Results　The levels of 

IL-6，TNF-α，cortisol and 5-HT of observation group’s patients are appare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s 

patients，P<0.05；when depressive patients got worse，their IL-6，TNF-α and cortisol levels rose apparently，while 

their 5-HT level dropped continuously，P<0.05. Conclusion　Inspecting depressive patients’ inflammatory factor，

cortisol and 5-HT levels can be helpful for evaluating their disease states and prognosis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drafting of clinical treatment scheme and prognosis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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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且以反复发作而持久的心境

低落并伴随躯体症状为主要症状的情绪精神障碍，

临床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和思维迟缓等［1］。患者对日

常生活失去兴趣，并逐渐从闷闷不乐逐渐发展至悲

痛欲绝，严重者可出现妄想等精神症状或轻生。随

着病情的发展，其生活质量不断下降，使其工作和

生活受到严重影响［2，3］。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抑郁症发

病原因和具体机制，主要根据临床症状及表现，并

结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进行判断，但评分过程

中受各项因素的影响而诊断困难或漏诊等，使患者

无法得到及时诊治而延误其病情［4］。有研究指出［4，5］，

抑郁症患者发生认知功能损伤等诊治与其下丘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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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 - 肾上腺轴（HAP 轴）功能异常有关，且 HAP

轴功能对其皮质醇和 5-HT 等活性反应有一点影响，

而活性反应程度与患者抑郁状态紧密相关，炎性因

子与患者皮质醇信号传导受阻有关，通过抑制其炎

症因子水平可有效调控皮质醇，最终改善其抑郁症

状。本文研究为探讨炎性因子、皮质醇和 5-HT 水平

与抑郁症病情及预后间关系，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76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观察组，符合美国精神

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有关抑郁症诊断标准［6］，

HAMD 评分≥ 8 分、病程 <1 年、首次发病、右利手、

性别不限、年龄 18~70 岁。排除正常接受治疗的抑

郁症、神经系统性疾病或脑病或严重心肝肾功能障

碍、严重性感染、手术、恶性肿瘤疾病或躯体疾病

等。男性 40 例、女性 36 例；年龄 20~65 岁，平均为

（42.6±3.2）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29 例、高中

及以上 32 例、大专及以上 15 例。另选取医院 76 例

同期入院健康体检的正常健康者为对照组，男性 44
例、女性 32 例；年龄 22~67 岁，平均为（43.1±3.1）
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30 例、高中及以上 34 例、

大专及以上 12 例。两组受检对象年龄和性别及文化

程度相比，P>0.05。

1.2　方法

分 别 检 测 两 组 受 检 对 象 炎 性 因 子 （ I L - 6、

TNF-α）、皮质醇和 5- 羟色胺（5-HT）水平，采用

汉密尔顿抑郁表（HAMD）评分其抑郁症状，并分

析患者病情程度与其临床各项指标间的相关性。抽

取两组受检对象清晨空腹静脉血液 3 ml，经离心处

理后选取上清液进行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

测，严格按照说明书执行各项操作［7］。采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其抑郁症状，正常：<8 分；

轻度抑郁：8~17 分；中度抑郁：17~24 分；重度抑郁：

>24 分［8］。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6.0 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组间采

用 t 检验，多组间采用 F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显

著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

析法。

2　结果 
2.1　两组受检对象 IL-6、TNF-α、皮质醇及

5-HT 水平相比较

观察组患者 IL-6、TNF-α、皮质醇及 5-HT

水平分别为（6.81±2.18）ng/L、（7.61±2.52）ng/L、

（134.88±44.75）ug/L、（22.54±6.98）ug/L 与对照

组（1.49±0.51）ng/L、（2.38±0.71）ng/L、（73.65±

21.69）ug/L、（45.71±7.62）ug/L，t =（20.71，17.41，

10.73，19.54），P=（0.00，0.00，0.00，0.00），见表 1。
表1　两组受检对象IL-6、TNF-α、皮质醇及5-HT水平相比

较（x±s）

分组 IL-6（ng/L） TNF-α（ng/L） 皮质醇（ug/L） 5-HT（ug/L）

对照组（76例）1.49±0.51 2.38±0.71 73.65±21.69 45.71±7.62

观察组（76例）6.81±2.18 7.61±2.52 134.88±44.75 22.54±6.98

t 20.71 17.41 10.73 19.54

P 0.00 0.00 0.00 0.00

2.2　不同病情程度抑郁症患者 IL-6、TNF-α、

皮质醇及 5-HT 水平比较

随着抑郁症患者病情的增加，其 IL-6、TNF-α、

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而 5-HT 水平不断下降，

P<0.05；见表 2。经 Pearson 相关分析，其中抑郁症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 IL-6、TNF-α、皮质醇呈正相

关性（r=0.362、0.381、0.412，P<0.05）；而 5-HT

与抑郁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性（r=-0.335，

P<0.05）。
表2　不同病情程度抑郁症患者IL-6、TNF-α、皮质醇及

5-HT水平比较（x±s）

分组 IL-6（ng/L） TNF-α（ng/L） 皮质醇（ug/L） 5-HT（ug/L）

轻度（30例） 3.31±1.02 4.41±1.98 111.02±18.36 29.02±5.51

中度（29例） 5.26±1.22 6.72±1.51 129.15±23.02 22.72±5.98

重度（17例） 10.05±2.33 10.31±2.40 169.03±29.41 18.63±4.17

t 9.682 10.777 12.251 10.263

P 0.00 0.00 0.00 0.00

3　讨论

抑郁症患者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

同时还存在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及自杀意念等症状，

抑郁症已成为人们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不仅给

社会带来极大压力，同时给其家庭及个人造成一定

影响，使其工作和生活深受影响［9］。目前尚不清楚

抑郁症发病具体机制，但多数学者认为抑郁症发生

不仅与其心理反应有关，同时还与非多巴胺能神经

生化变化有关［10］。相关报道称［11］，抑郁症患者不仅

存在黑脑质处发生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其下丘脑

处 5-HT 也存在病理学变化。患者体内多巴胺减少会

致其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减少，最终影响其 5-HT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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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能元和通路而致抑郁发生。5-HT 能神经传递机能

减退不仅可致其情绪障碍，还可通过影响其他递质

来诱发抑郁症。所以检测患者 5-HT 水平可有利于了

解抑郁症患者病情。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

血清 5-HT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且随着患者病情发

展，5-HT 水平也随之升高，由此说明 5-HT 水平与

抑郁症患者疾病发展及病情发展存在紧密关系。

有研究发现［12］，神经炎性反应也参与到抑郁症

发病中，甚至还可参与患者躯体疾病伴抑郁的病理

和生理过程。抑郁症患者颅内炎性因子通过被破坏

的血脑屏障而进入至血液循环中，使患者血清中炎

症因子水平明显升高，所以检测患者血清炎症因子

可反映出患者颅内炎性反应程度。本文研究结果显

示，抑郁症患者血清炎症因子（IL-6、TNF-α）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且随着患者病情的发展，其炎

症因子水平也随着升高；以往有研究发现［13］，IL-6、

TNF-α 含量升高与抑郁症发生呈正相关性，本次

研究与该研究结论类似。皮质醇是人体肾上腺分泌

的人类糖皮质激素之一。有报道称［14］，抑郁症发生

与 5-HT 系统功能缺陷有关，患者皮质醇升高会致

5-HTA 受体结合能力不断下降，最终致抑郁症的发

生。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5-HT 水平明显

低于对照组，且随着患者病情发展，其 5-HT 水平不

断下降，这主要是因抑郁症可致患者 HPA 轴功能紊

乱而影响皮质醇的正常分泌，这与当前研究报道结

果相似［15］。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结果提示检测抑郁症患者

炎性因子和皮质醇及 5- 羟色胺水平可有利于诊断早

期抑郁症，同时为临床评价抑郁症患者提供参考，

有助于临床及时干预，以更好的改善其预后。尽管

本次研究取得显著效果，但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如

收集样本数量小，检测期间受人为因素等影响，所

以为得出更为准确的数据，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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