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1 期- 46 -

◎

综
述◎

 Sum
m

arize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急性冠脉综合征合并抑郁症患者中的研究进展

王　靖 、 高凌云

【摘要】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为神经营养因子家族中

一员，可调节血管及神经元的生成、存活和维持，研究发现 BDNF 与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及抑郁症相互关联，有望成为 ACS 合并抑郁症的生物学标志物，现就 BDNF 在急性

冠脉综合征合并抑郁症患者中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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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是指冠状动脉内不稳定的粥样

斑块破裂或糜烂引起血栓形成所导致的心脏急性缺

血综合征。抑郁症是指多种原因所致的情绪低落，

失去积极情感以及一系列情绪、认知及行为症状的

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与精神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

二者常合并存在，若两种疾病共存，将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目前认为急性综合征与抑郁

症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了两者的发生率

及死亡率。然而，抑郁症发病隐匿，临床表现多样，

且大多数心血管内科医生对此病认识不足，不利于

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同时，目前尚缺乏有助于评估

患者抑郁进程有效且简便的手段。BDNF 为神经营

养因子家族中一员，它最初在脑组织中被发现，与

原肌球蛋白相关激酶 B（tropomyosin-related kinase 

B，TrkB）结合后可调节神经元的存活、生长和维持，

同时 BDNF 也在心脏、血管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

等非神经系统表达，有助于调节血管平滑肌细胞、

血管内皮细胞等的发育和存活 ［1］。Kuhlmann 等的前

瞻性研究提示冠心病与抑郁症这两种疾病可能通过

BDNF 相互关联，血清 BDNF 有望成为评估冠心病合

并抑郁症患者抑郁进程的重要生物学标志物［2］。

一　急性冠脉综合征与抑郁症

目前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约 40％的冠心病患

者同时患有抑郁症。同时，Kang 等在冠心病患者中

进行的一项 ENRICHD 试验发现，纳入的所有新发心

肌梗死患者中合并抑郁症患者约占 74％［3］。另外，

一项由 30 个国际健康机构共同完成的大型研究显

示：在控制了年龄、吸烟等冠心病传统危险因素后，

患抑郁症或有抑郁症状组人群的冠心病发病率较对

照组增加约 3 倍，急性冠脉综合征合并抑郁症患者 5
年内医疗费用增加了 15％～53％，增加的费用并非

主要用于心理健康护理，而是由于就诊频次及应急

费用的增加［4］。近期，Lichtman 等对 ACS 后抑郁症

患者及其不良医疗结局进行的一项系统回顾性研究，

纳入了 53 项独立研究（32 项报道了全因死亡率，12
项心脏死亡率和 22 项复合终点指标）和 4 项荟萃分

析，该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抑郁症是 ACS 患者不良

医疗结局危险因素［5］。此外，目前研究显示抑郁症

与冠心病遗传相关性高达 20％，两种疾病在发病机

制上可能存在共同通路，研究显示 BDNF 可能为同

时作用于心境障碍及心血管代谢疾病潜在的 24 个多

效基因之一，但目前其共同通路及多效基因尚处于

探索阶段［6］。ACS 与抑郁症共同的基本发病机制是

复杂和多因素的，炎症、内皮功能紊乱、血小板活

性增强、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及自主神经系统

紊乱等被认为是冠心病与抑郁症最基本的共同病理

生理改变［3］。

综上，ACS 与抑郁症相互关联，常同时存在，

这不仅不利于患者预后，还明显增加了社会经济负

担，两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可能存在共同通路，尚需

进一步研究。

二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1　BDNF 与 ACS

一项基于社区人群的大样本研究显示，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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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NF 水平与心血管事件（包括心绞痛、心肌梗死、

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心力衰竭、间歇性跛行

及心源性死亡）的发生率及死亡率呈负相关，且独

立于传统的危险因素如年龄、性别、吸烟、高血压、

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之外［7］。Manni 等纳入 31 例急

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及 19 例健康对照的研究显示急

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血清 BDNF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

者［2］。以上研究提示 BDNF 水平与心血管疾病可能

相关。另外，在动物实验中，实验性造成小鼠心肌

梗死时，被选择性敲除 BDNF 基因组小鼠的心肌损

伤较野生型基因组小鼠重［7］。为探索 BDNF-TrkB 信

号通路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作用及 TrkB 在促进血管

成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Anastasia 等进行的一系

列基础研究发现，BDNF 可能通过血管内皮细胞的

自分泌或旁分泌途径激活与其相邻的血管平滑肌细

胞的 TrkB 信号通路从而发挥维持血管完整性的作用 

［8］。以上研究提示 BDNF 可能为心血管疾病的保护因

素。然而，Ejiri 等对 11 例死亡病例进行了尸检，利

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BDNF 在冠状动脉的表达

水平，研究显示 BDNF 在所有冠状动脉粥样斑块标

本中均有表达，而在无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组织中却

极少表达，而且，BDNF 在已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冠

状动脉的巨噬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中表达增强，用重

组人 BDNF 刺激人冠状动脉平滑肌细胞可显著增加

磷酸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氧化酶活性和超氧化物

的产生，而氧自由基可通过激活基质金属蛋白酶从

而增加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的不稳定性，这提示 BDNF

可能与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相关，且可能呈负

相关［9］。目前 BDNF 对于冠状动脉的作用尚存在争

论，具体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2　BDNF 与抑郁症

Molendijk 等的荟萃分析发现，相较于 2982 名健

康对照者和 1249 名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抑郁症患

者，2384 例未抗抑郁治疗的抑郁症患者血清 BDNF

水平较低（P<0.0000001），且近期出现抑郁症状的

患者血清及血浆 BDNF 值均降低，此外，与抗抑郁

治疗无效患者相比，抗抑郁治疗有效患者 BDNF 水

平升高，提示 BDNF 水平可能随抑郁症状缓解而逐

渐升高，BDNF 水平越高，治疗疗效可能越显著［10］。

同时，郭青山等进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了临

床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 56 例（作为观察组），健康体

检的研究对象 6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两组参与者

治疗前后的血清 BDNF 水平，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估观察组患者抑郁得分，结

果显示对照组参与者治疗前后 BDNF 水平无统计学

差异（P>0.05），而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BDNF 水平

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AMD

减分率与 BDNF 水平之间呈正相关（r=0.813），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11］。这提示血清 BDNF 水平可

能与抑郁程度呈负相关，且有望成为抑郁症患者抗

抑郁治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另外，在动物实验中，

将 BDNF 注入大鼠脑内的实验表明，脑皮质、海马、

纹状体和核仁等许多脑区的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

能和多巴胺能通路的活性增加，使用阿戈美拉汀治

疗抑郁症可使前额叶皮层和海马 BDNF 表达增加，

在尸体解剖时，与未抗抑郁治疗相比，抗抑郁药治

疗个体的海马中 BDNF 的表达更高，而低 BDNF 水

平与前额叶皮层、核仁核细胞数目减少和海马体积

减小有关，表明 BDNF 可能在抑郁症患者的病程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2］。根据“神经营养素假说”，认

为 BDNF 可以通过改变突触可塑性从而导致海马及

额叶皮质结构及功能的变化，BDNF 下降可阻碍神经

元的生成、可塑性维持并促进细胞的萎缩，从而促

进抑郁的发生。

综上，目前大量研究表明 BDNF 水平与急性冠

脉事件、抑郁症的抑郁程度及抗抑郁治疗疗效等密

切相关，但 BDNF 在两者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

楚，仍需进一步研究。

三　BDNF 在 ACS 合并抑郁症患者中的临床应

用 
1　BDNF 对 ACS 合并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指导价

值

Kuhlmann 等进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 225
例冠心病患者，其中 190 例成功随访 6 个月，该研究

显示冠心病合并抑郁症患者的血清 BDNF 基础水平

较无抑郁障碍患者的低，在 6 个月随访过程中发现

低血清 BDNF 水平的冠心病患者有持续抑郁倾向［2］。

目前研究发现除血清 BDNF 水平与冠心病患者抑郁

状态紧密相关外，BDNF val66met 多态基因也与冠心

病患者抑郁症进程等相关。Kang 等对于 ACS 患者进

行的为期 1 年的纵向研究表明，广泛及顽固抑郁症

与 BDNF met 等位基因显著相关，而且，这种关联的

强度随着等位基因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反，轻度

抑郁症与 BDNF 基因型无关，同时，该研究团队对

ACS 合并抑郁症患者进行的 24 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

照试验显示，至少有一组 BDNF 等位基因的 ACS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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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持续抑郁倾向，且在具有至少一种 BDNF met 等

位基因的 ACS 合并抑郁症患者中，艾司西酞普兰抗

抑郁治疗的缓解率更高［13］。研究表明，外周 BDNF

水平随 BDNF 基因甲基化水平增高而降低，Kim 等对

纳入的 969 例新近发生 ACS 患者进行的前瞻性研究，

对其中 255 名合并抑郁症患者进行 24 周随机双盲试

验，测定患者 BDNF 甲基化水平，研究显示较高的

BDNF 甲基化水平与 ACS 合并抑郁症在随访期内持

续抑郁状态独立相关，且具有较高 BDNF 甲基化水

平的 ACS 患者易在早期患抑郁症，并在一年后持续

存在，该研究提示艾司西酞普兰可有助于预防顽固

抑郁症，抗抑郁药物对 BDNF 甲基化水平较高的患

者疗效可能更佳 ［14］。上述研究提示，早期测定 ACS

患者 BDNF 等位基因或甲基化水平可能有助于早期

预防及干预 ACS 患者抑郁进程并改善患者预后。 

2　BDNF 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阻碍

尽管 BDNF 水平对于 ACS 合并抑郁症患者有一

定临床指导价值，但其临床应用因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受到限制。首先，其检测方式尚未统一。由于中

枢 BDNF 难于检测，通常由外周 BDNF 水平代替，

外周 BDNF 虽可以通过血清、血浆、全血或血小板

检测，但哪种检测方式最能反映中枢 BDNF 水平尚

未明确；其次，血清 BDNF 与血浆及全血 BDNF 水平

并无线性相关，不同测量方式之间无直接可比性［15］；

再者，BDNF 水平受复杂系统影响，BDNF 与血小板

数目、压力、应激、运动、血压、脂质、胰岛素抵抗、

脂肪量、体重指数、代谢综合征、帕金森病等密切

相关。此外，Boyuk 等发现循环中的 BDNF 水平在重

度代谢综合征患者中明显降低，而早期代谢异常患

者 BDNF 水平有所升高［16］。由此可见，BDNF 水平不

仅受多种因素及疾病影响，而且同一疾病的不同阶

段 BDNF 水平也不同，这提示对于 ACS 合并多种疾

病可能削弱 BDNF 水平对 ACS 合并抑郁症患者的临

床指导价值。

BDNF 及其基因多态的检测对于 ACS 合并抑郁

症患者的抑郁进程及治疗疗效均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然而，尽管 BDNF 对于 ACS 合并抑郁症患者有一定

临床指导价值，但是其临床应用却因其检测方式尚

未统一且其受多因素影响而受到限制。

四　总结及展望

BDNF、急性冠脉综合征及抑郁症相互关联。测

定 BDNF 及其基因多态性可能允许对 ACS 合并抑郁

症患者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预防或管理，

未来可能通过 BDNF 水平早期评估 ACS 合并抑郁症

患者可能的抑郁状态及对抗抑郁药物敏感度，尽早

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案，以降低因两种疾病间相互关

联带来的更大疾病负担。然而，BDNF 作用广泛、影

响因素众多，BDNF 是否可作为 ACS 合并抑郁症患

者评估病情进展及治疗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尚待进

一步研究。另外，根据目前研究显示 BDNF 及其影

响因素大多与冠心病及精神疾病相关，其中是否存

在潜在关联或共同通路尚需进一步研究，但这提示

我们以 BDNF 为靶点同时治疗精神疾病及心脑血管

疾病或将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Alomari MA，Khalil H，Khabour OF，et al. Altered cardio-

vascular function is related to reduced BDNF in Parkinson's 

disease［J］. Exp Aging Res.2018，44（3）：232-245.

2. Kuhlmann SL，Tschorn M，Arolt V，et al. Serum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and stability of depressive symp-

toms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A prospective study［J］.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17，77：196-202.

3. Dhar AK，Barton DA. Depression and the Link with Cardio-

vascular Disease［J］. Front Psychiatry，2016，7：33.

4. Kang HJ，Kim SY，Bae KY，et al. Comorbidity of depression 

with physical disorders：research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J］. 

Chonnam Med J.2015，51（1）：8-18.

5. Lichtman JH，Froelicher ES，Blumenthal JA，et al. Depres-

sion as a risk factor for poor prognosis among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ystematic review and recommen 

dations：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

ciation［J］. Circulation，2014，129（12）：1350-1369.

6. Amare AT，Schubert KO，Klingler-Hoffmann M，et al. The 

genetic overlap between mood disorders and cardiometabolic 

diseases：a systematic review of genome wide and candidate 

gene studies［J］.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2017，7（1）：

e1007.

7. Kaess BM，Preis SR，Lieb W，et al. Circulating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Concentrations and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he Community［J］. J Am Heart As-

soc.2015，4（3）：e001544.

8. Anastasia A，Deinhardt K，Wang S，et al. Trkb signaling in 

pericytes is required for cardiac microvessel stabilization［J］. 

PLoS One，2014，9：e87406.

9. Ejiri J，Inoue N，Kobayashi S，et al．Possible role of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oronary ar-

tery disease［J］．Circulation，2005，112（14）：2114-2120.

10. Molendijk ML，Spinhoven P，Polak M，et al. Serum BDNF 

concentrations as peripheral manifestations of depression：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1 期 - 49 -

◎

综
述◎

 Sum
m

arize

evidence fro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es on 179 

associations（N = 9484）［J］. Mol Psychiatry，2014，19：

791-800.

11. 郭青山，刘忠纯，姚丽华，等 . 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血

清白介素 -6 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变化及其相

应的临床意义［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5，42（02）：

15-18.

12. Monteir BC，Monteiro S，Candida M，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in-Derived Neurotrofic Factor（Bdnf）and Sleep 

on Depression：A Critical Review ［J］. Clin Pract Epidemiol 

Ment Health，2017，13：213-219.

13. Kang HJ，Bae KY，Kim SW，et al. BDNF val66met poly-

morphism and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

nary syndrome［J］. J Affect Disord. 2016，194：1-8.

14. Kim JM，Stewart R，Kang HJ，et al. BDNF methylation and 

depressive disorder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The K-DE-

PACS and EsDEPACS studies［J］.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015，62：159-165.

15. Serra-Milla´s M. Are the changes in the peripheral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levels due to platelet activation?［J］. 

World Journal of Psychiatry，2016，22（1）：84-101.

16. Boyuk B，Degirmencioglu S，Atalay H，et al. Relation-

ship between Levels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and 

Metabolic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J］. J Diabetes Res.2014，2014：978143.

（收稿日期：2018 年 8 月 9 日）

式，对于精神分裂症可能有改善阴性症状，改善认

知功能，提高治疗依从性等作用。但总体而言，高

质量的研究比较少，瑜伽治疗课程的设置也需要结

合患者实际情况，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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