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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抑郁症患者血清BDNF、SP、IL-18表达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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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高龄抑郁症患者血清 BDNF、SP、IL-1� 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

2016 年 � 月 ~201� 年 1 月在本院就诊的 12� 例高龄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分将其分为轻度抑郁组（40 例）、中度抑郁组（4� 例）、重度抑

郁组（4� 例）；另选择 40 例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比较四组的血清 BDNF、SP、IL-1� 水平和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生活质量量表（WHOQOL-BREF）。结果　

对照组的血清 DBNF 水平显著高于中度、重度抑郁组，SP、IL-1� 水平显著低于轻度、中度、重度

抑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对照组与轻度抑郁组的血清 DBNF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对照组的 HAMD、HAMA 评分显著低于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0.0�）。对照组的 WHOQOL-BREF 总分显著高于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血清 BDNF、SP、IL-1� 水平对预测高龄患者抑郁症程度可能有一定

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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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vel of serum BDNF，SP and IL-18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ZHAO Zhiliang，XIE Fei，FAN Daqing，et al. Zhumadian psychiatric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level of serum BDNF，SP and IL-18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A total of 128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the hos-

pital from July 2016 to January 2018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score，they were divided into mild depression group（40 cases），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45 cases），and 

severe depression group（43 cases）.40 healthy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levels of BDNF，

SP，IL-18 and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the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ale（WHOQOL-BREF）were compared among the four groups. Results　Serum DBNF level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moderate and severe depression groups，while，the SP and IL-18 

level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mild，moderate，and severe depression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rum DBNF levels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mild depres-

sion group（P>0.05）. The HAMD and HAMA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mild，moderate，and severe depression groups，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total 

score of WHOQOL-BREF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ild，moderate，and severe de-

pression groups，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Serum BDNF，SP，IL-18 

levels may have some clinical value in predicting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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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在神经元生长与成熟、树突的分支和

突触的可塑方面均有重要作用［1］。抑郁症所产生神

经源性压力会减少前额皮层与海马区 BDNF 的表达

和功能，导致神经元萎缩，影响患者的记忆功能、

学习能力［2］。P 物质（SP）是细神经纤维内的神经肽，

在调节情绪的杏仁核、导水管周围灰质、下丘脑等

脑区具有较为丰富的表达［3］。但 BDNF 与 SP 在抑郁

症中的关系及变化尚未有明确研究，是否可通过增

强抑郁症患者 BDNF 的表达，改善压力所致的神经

元损伤也未可知［4］。本研究检测高龄抑郁症患者血

清 BDNF、SP、IL-18 的水平，以分析三者在抑郁症

患者病情评估中的价值。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将本院 2016 年 7 月 ~2018 年 1 月 128 例高龄抑

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男 58 例，女 70 例；年

龄 63~85 岁，平均（72.5±5.1）岁。根据抑郁自评量

表（SDS）评分［5］，53~62 分为轻度抑郁组（40 例）、

63~72 分为中度抑郁组（45 例）、≥ 73 分为重度抑郁

组（43 例）。（1）纳入标准：年龄≥ 60 岁；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符合国际疾病分类中抑郁症诊断标准［6］；

参与研究前 3 周以上未使用过抗抑郁、镇静等精神

病药物；神经系统发育正常、无颅脑实质性损伤或神

经血管病变。（2）排除标准：意识交流障碍；存在狂

躁症或类似疾病发作史；合并心、脑、肝肾严重功能

障碍；精神活性物质、非依赖性物质所致的抑郁症。

另选择 40 例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 62~83 岁，平均（71.8±4.9）岁。四组一

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检测方法

采集患者清晨空腹血 10ml 于抗凝管中，以

3000r/min 离心分离 10min，取上层清液，使用北京

奥维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BDNF、SP、IL-18
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试剂盒分别测定三种物质

的血清水平。

1.�　观察指标

比较四组的血清 BDNF、SP、IL-18 水平及：

（1）HAMD：包括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入睡困

难等 17 项评分。每项 0~3 分，总分 51 分，得分越高，

抑郁程度越严重。（2）HAMA：包括焦虑心境、害怕、

感觉系统症状等 14 项评分。每项 0~4 分，总分 56
分，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3）生活质量量表

（WHOQOL-BREF）：包括自评得分、生理领域、心

理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五个项目，每个项目

20 分，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1.0 软件，“n（％）”形式录入计数资

料，并以 χ2 检验；“x±s”形式录入计量资料，结果

用 t 检验；检验水准：P<0.05 示数据比较结果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 BDNF、SP、IL-1� 水平

对照组的血清 DBNF 水平显著高于中度、重度

抑郁组，SP、IL-18 水平显著低于轻度、中度、重度

抑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与

轻度抑郁组的血清 DBNF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四组血清BDNF、SP、IL-18水平比较（x±s）

组别 BDNF（ng/ml） SP（pg/ml） IL-18（pg/ml）

对照组（n=40） 47.35±7.89②③ 43.15±6.49①②③ 146.78±30.55①②③

轻度抑郁组（n=40） 45.16±6.25④⑤ 50.72±8.41④⑤ 185.82±36.47④⑤

中度抑郁组（n=45） 38.47±5.63⑥ 65.80±10.13⑥ 248.95±45.19⑥

重度抑郁组（n=43） 29.68±4.52 79.36±12.54 320.83±53.62

2.2　HAMD 和 HAMA

对照组的 HAMD、HAMA 评分显著低于轻度、

中度、重度抑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HAMD和HAMA比较（x±s）

组别 HAMD HAMA

对照组（n=40） 6.07±1.20①②③ 5.89±1.05①②③

轻度抑郁组（n=40） 13.82±2.19④⑤ 14.15±2.33④⑤

中度抑郁组（n=45） 20.78±3.56⑥ 21.37±4.11⑥

重度抑郁组（n=43） 27.85±4.42 28.39±4.57

2.�　WHOQOL-BREF

对照组的 WHOQOL-BREF 总分显著高于轻度、

中度、重度抑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3　讨论

增加 BDNF 基因与抗凋亡蛋白基因 BCL-2 的表

达，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生长发育、增加突触可塑

性 ［7］。BDNF 促进神经发生的作用在海马区域尤为

显著［8］，BDNF 对 5- 羟色胺、多巴胺神经元的发育、

分化、再生有维持和促进效果，不仅对改善患者躯

体性疼痛、促进神经功能正常发挥有重要意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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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强长时程（第二级记忆），对高龄患者学习和记

忆形成具有积极作用［9］。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抑

郁程度的增加，BDNF 血清水平显著降低，比较对照

组，重度抑郁组的 BDNF 水平几乎降低一半。这说

明 BDNF 水平可能和抑郁程度有关。

SP 属神经肽类物质，和人体情绪、情感变化有

密切关系，也参与机体多种免疫和炎症反应，其作

为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在焦虑、抑郁症的进展中，

通常呈高水平表达［10］。本研究发现：重度抑郁组的

血清 SP、IL-18 水平显著高于中度、轻度抑郁组，

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可见 SP、IL-18 的表达失衡可

能是抑郁症患者特征性的表现。尽管在抑郁症早期，

部分患者各项生理指标可相对正常［11］。但随着抑郁

程度的加深，神经元损害加重，中枢神经系统的小

胶质细胞、星状胶质细胞及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

均会大量释放促炎与抗炎细胞因子，IL-18 作为前炎

症因子，既能调节细胞增生，也可诱导慢性炎症的

发生。高龄患者的各组织器官本就处在生理性退化

阶段，IL-18 的高水平，难免会与抑郁症相互促进，

加重患者的神经损伤，进一步降低 BDNF、SP 水平，

引起患者神经功能的减退，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

响［12］。故抑郁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严重抑郁组患

者除了伴随明显的焦虑症状，WHOQOL-BREF 各项

评分也显著低于对照组，并低于轻度、中度抑郁组。

总之，本研究发现抑郁程度越严重，高龄患者

血清 BDNF、SP、IL-18 表达越为异常，提示这三者

的血清水平可能可以反映患者的抑郁病情。但本研

究只是一个初步研究，仅仅是发现患者血清 BDNF、

SP、IL-18 水平和抑郁程度相关，下一步的研究要对

其机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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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四组WHOQOL-BREF比较（x±s）

组别 自评得分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领域 环境领域 总分

对照组（n=40） 17.07±1.64 17.94±1.81 17.21±1.73 17.52±1.92 17.65±1.96 87.39±9.06①②③

轻度抑郁组（n=40） 15.45±2.05 13.36±1.93 12.17±1.89 15.69±2.10 16.34±2.17 73.01±10.14④⑤

中度抑郁组（n=45） 13.38±1.96 12.29±1.91 11.54±1.83 13.42±2.06 13.67±2.12 64.30±9.88⑥

重度抑郁组（n=43） 10.88±1.83 10.15±1.74 9.68±1.65 11.29±2.03 11.96±2.11 53.96±9.36

注：对照组与轻度抑郁组比较，①P<0.05；对照组与中度抑郁组比较，②P<0.05；对照组与重度抑郁组比较，③P<0.05；轻度抑

郁组与中度抑郁组比较，④P<0.05；轻度抑郁组与重度抑郁组比较，⑤P<0.05；中度抑郁组与重度抑郁组比较，⑥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