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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炎性细胞因子 IL-1α、IL-6、IL-12、CRP水平与首发广泛性焦虑障
碍发病相关性及作用机制分析

邓越峰 1 、 郭珂珂 2 、 何瑞东 2 、 李振华 2

【摘要】 目的　探讨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 IL-1α、IL-6、IL-12、CRP

变化与焦虑症状和执行功能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 月 ~201� 年 � 月确诊的首发广泛

性焦虑障碍患者 100 例，本院健康对象 �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 IL-1α、IL-6、

IL-12、CRP 的水平，评估焦虑水平、总体焦虑程度和特质焦虑、状态焦虑水平，测定执行功能。

结果　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组 IL-1α、IL-6、IL-12、CRP 等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 0.0�）；状态焦虑 SAI、特质焦虑 TAI 与 IL-1α、IL-6、IL-12 均呈显著正相关；外维转换错误数

与外周血 IL-1α、IL-6、IL-12、CRP 水平呈正相关。结论　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存在炎性细胞

因子和执行功能异常，和总体焦虑程度、状态焦虑及特质焦虑水平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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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s of 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 alpha，IL-6，
IL-12，CRP and the onset of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its mechanism analysis　　DENG Yuefeng，
GUO Keke，HE Ruido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Anyang People's Hospital，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IL-1 α and IL-12 in periph-

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their anxiety symptoms and executive 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diagnos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6 to May 

2017 were selected，50 health people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α，IL-6，

IL-12，anxiety，total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state anxiety，and executive function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IL-1α，IL-6，IL-12，CRP and other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the first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0.05）；State anxiety SAI and trait anxiety TAI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L-1 alpha，IL-6 and IL-12；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external 

dimension conversion errors and the levels of IL-1 alpha，IL-6，IL-12 and CRP in peripheral blood. Conclusion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bnormalities in the first episode 

of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the level of overall anxiety，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Key words】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Anxiety disorder；IL-1α；IL-6；IL-12；CRP

广泛性焦虑障碍主要临床表现有广泛而持续的

紧张和担忧，但现阶段该疾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晰。

资料［1］显示免疫内环境的紊乱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

产生关系密切，激活免疫系统而损伤免疫功能。此

外，研究［2］发现炎性趋化性因子与白细胞介素可参

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免疫调节过程。免疫系统激活

分泌的细胞因子通过向大脑输送信号而对神经内分

泌、神经免疫、神经化学和行为改变发挥重要的调

节作用。

现阶段免疫功能改变的心身交互与焦虑障碍的

因果作用尚不明晰且关于炎性细胞因子的相关性和

机制研究较少［3］。故此，本研究探讨了首发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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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障碍组 IL-1α、IL-6、IL-12、CRP 等炎性细

胞因子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炎性因子比较

组别 n IL-1α（pg/ml） IL-6（pg/ml） IL-12（pg/ml）CRP（pg/ml）

对照组 50 16.84±4.18 3.25±1.32 9.08±1.25 0.63±0.28

焦虑障碍组 100 72.33±9.25 13.32±1.28 17.55±1.08 1.21±0.35

t 67.22 12.45 3.16 3.76

P 0.000 0.000 0.021 0.001

2.2　广泛性焦虑障碍组总体焦虑、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与炎性细胞因子的相关分析

焦虑障碍组 IL-1α、IL-6、CRP 等炎性因子与

GDP-7 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r 为 0.26~0.88。

状态焦虑 SAI、特质焦虑 TAI 都和 IL-1α、IL-6、

IL-12 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r 为 0.28~0.78。焦虑

障碍组在 IED 测验中外维转换错误数与外周血 IL-

1α、IL-6、IL-12、CRP 水平呈正相关（P<0.05），见

表 3。
表3　焦虑障碍组焦虑症状和执行功能与炎性细胞因子的相

关分析（r值）

组别 GAD-7 SAI TAI 总错误数 外维转换错误数 完成测试数

IL-1α 0.88 0.72 0.78 0.11 0.36 0.08

IL-6 0.78 0.55 0.64 0.09 0.52 0.06

IL-12 0.17 0.28 0.29 0.12 0.34 0.13

CRP 0.26 0.18 0.16 0.07 0.25 0.07

3　讨论

广泛性焦虑障碍与周围任何特定的情境没有关

焦虑障碍患者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 IL-1α、IL-6、

IL-12、CRP 变化与焦虑症状和执行功能的相关性，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确诊的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 100
例，在本院体检的健康对象 50 例作为对照组，选取

时间 2016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临床资料通过回顾

患者的病历记录和病例报告获得。

焦虑障碍组，男性 54 例、女性 46 例，年龄

30~65 岁，平均年龄 42.8±9.3 岁；对照组，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年龄 29~66 岁，平均年龄 43.4±

10.1 岁，两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纳入排除标准［4］

1.2.1　纳入标准　符合 ICD-10 广泛性焦虑障碍

诊断标准；

1.2.2　排除标准　（1）无重大躯体疾病；（2）

入院前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3）入院前 6 个月

内患有急性心肌梗死、脑外伤及其他神经系统器质

性疾病；（4）既往有精神病史，大量饮酒史；（5）半

年内未服用具免疫调节作用的药物，如糖皮质激素、

免疫调节剂、解热镇痛药等；（6）未能完成随访者。

1.�　酶联免疫分析及测评量表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后的同一时间抽取空腹静

脉血，离心后取血清，酶联免疫分析检测血清中

炎性细胞因子 IL-1α、IL-6、IL-12、CRP 的水

平，试剂盒购于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实验操作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应用广泛性焦虑障

碍量表（GAD-7）评估焦虑水平、状态 - 特质焦虑

问卷（STAI）评定其总体焦虑程度和特质焦虑、状

态焦虑水平，剑桥神经心理自动化成套测试软件

（CANTAB）中内外空间成套转换测验（IED）测定执

行功能［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以 ±S 表示。成组比较采用 t 检验，炎性细胞因

子、执行功能测试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

析法。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焦虑得分及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焦虑障碍组 GAD-7 评分高于对照组（P<0．

01）。IED 测验中，焦虑障碍组总错误数、外维转换

错误数、完成测试数大于对照组（P<0．01），见表 1。

表1　两组量化评分比较

组别 n GAD-7 SAI TAI 总错误数 外维转换错误数 完成测试数

对照组 50 2.94±2.11 32.16±7.82 33.42±5.96 23.11±3.18 8.27±2.42 99.18±29.34

焦虑障碍组 100 16.26±3.27 57.91±13.36 56.29±6.23 47.64±28.12 15.29±3.85 125.23±43.29

t 30.19 10.84 9.28 4.23 3.18 2.14

P 0.000 0.000 0.000 0.001 0.008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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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一般是由过度的担忧引起［6］。广泛性焦虑障

碍患者的焦虑症状是多变的，可出现一系列生理和

心理症状，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最新的研

究［7］发现认知过程与炎性因子关系密切，记忆和学

习功能与免疫功能具有密切联系。炎性介质可刺激

肾上腺皮质分泌激素和兴奋神经元，进而对记忆功

能和神经元的可塑性产生不良影响［8］。

相关资料［9］发现 IL-6 高浓度可降低认知功能；

CRP 是一类重要的急性期反应蛋白，是临床重要的

炎性反应标志物，先前的研究［10］普遍认为轻度认知

损害与 CRP 水平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梁炜［11］的研究

认为 CRP 可损伤血管内皮细胞进而影响大脑神经回

路，损伤患者的认知功能。IL-1α 属于 IL-1 重要分

支结构，先前的研究［12］提示细胞因子的不同亚型与

焦虑障碍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本研究发现首发广

泛性焦虑障碍组 IL-1α、IL-6、IL-12、CRP 水平显

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炎症因子诱发焦虑障

碍的机制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点：（1）对神经生化的

影响：炎性因子进入大脑后影响 NE、5-HT 等相关脑

内神经递质的合成、分泌及再摄取等［13］；（2）增强

细胞免疫功能，进而激活 T 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功

能导致神经系统出现免疫损害；（3）影响神经内分

泌系统：炎症因子可兴奋下丘脑 CRH 神经元进而促

进腺垂体释放 ACTH 而活化 HPA 轴，相关研究［14］已

证实过度激活 HPA 轴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发病关系

密切。

本研究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状态焦虑 SAI、特质焦

虑 TAI 与 IL-1α、IL-6、IL-12 均呈显著正相关；外

维转换错误数与外周血 IL-1α、IL-6、IL-12、CRP

水平呈正相关。文献［15］提示焦虑障碍患者常表现为

脑功能的全面损害，尤其是以记忆障碍为特征的额

叶损伤和以执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额叶损伤。我们

的研究提示炎症因子水平的升高与焦虑障碍的的患

者的病情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该病的治疗过程中

需给予针对炎症因子的治疗。但本研究未对首发广

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存在炎性细胞因子和执行功能异

常的相关机制进行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存在炎性

细胞因子和执行功能异常，和总体焦虑程度、状态

焦虑及特质焦虑水平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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