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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抑郁症患者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水平分析

李亚辉 1 、 瞿秋霜 2 、 梅　刚 2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抑郁症患者的血清急性时相反应蛋白（C- 反应蛋白、白蛋白、前白蛋

白）的浓度变化。方法　入组 94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测定其血清 C- 反应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

的浓度，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患者症状的改善情

况，并在治疗前及治疗 4 周末完成各项检测及评估。对照治疗前、后患者血清急性时相反应蛋白的

浓度变化。结果　94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治疗前 C- 反应蛋白浓度明显高于治疗后的浓度，而治疗前

白蛋白及前白蛋白的浓度则明显低于治疗后的浓度，且均有统计学意义（tCRP= 7.523，tAlb=-5.808，

tPA=-7.373，且 P= 0.000）。治疗后 94 例老年抑郁症 HAMD、HAMA 量表分值均有显著下降，且有统

计学意义（tHAMD=33.506，P= 0.000），（tHAMA=39.023，P= 0.000）。结论　老年抑郁症患者有急性时相

反应蛋白的改变；CRP、Alb 及 PA 与老年抑郁症的严重程度有显著相关性，可作为老年抑郁症临床

疗效评估的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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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ile depression and acute-phase reaction protein 
　　LI Yahui，QU Qiushuang，MEI Gang. Three Hospital of Longyan，Longyan 36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serum acute- phase reaction protein

（C-reactive protein，Albumin，Prealbumin）and the changes of senile depression. Methods　94 patients old depres-

sion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determin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serum C-reactive protein，albumin and prealbumin.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and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were used to estimat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The detection and assessment were completed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end of treatment for 4 weeks. 

The changes of serum acute phase reaction protein concentrations in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in 94 patients old depression，the concentration of C-reactive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centration after treatment，while the concentration of Albumin and Prealbum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centration after treatment，and they all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CRP=7.523，tAlb=-5.808，

tPA=-7.373，P=0.000）.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HAMD and HAMA scales in 94 cases of senile de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HAMD=33.506，tHAMA=39.023，P=0.000）. Conclusions　Pa-

tients with senile depression have acute phase reaction protein changes；CRP，Alb and PA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senile depression，which can be used as biochemical indicators for clinical evaluation of senile de-

pression.

【Key words】Senile depression；C-reactive protein；Albumin；Prealbumin

抑郁障碍是老年人中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

许多研究表明老年抑郁障碍常伴随一系列生理、生

化、营养状态等的改变。其中重要的生物学机制包

括炎症性因素［1，2］。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的关注

于白介素、肿瘤坏死因子等细胞因子的作用。急性

时相反应蛋白（如 C- 反应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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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当人体受到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组织损

伤侵害后，其浓度发生特征性变化的一类蛋白质［3］，

其浓度变化与细胞因子也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高

敏 C- 反应蛋白（Hs-CRP）等在抑郁及焦虑状态下存

在异常改变，但结果不一致［4，5］。本研究系统观察了

老年抑郁障碍患者血清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在治疗前

后变化，现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入组标准：（1）符合《国际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

诊断标准》第 10 版抑郁症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24 项）>20 分；（2）年龄≥ 60 岁；（3）
无严重躯体疾病，无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血常规、

心电图及体格检查结果无明显异常；（4）至少半年

未用过免疫调节剂和激素制剂；（5）治疗前 2 周内至

观察期内无感冒、创伤、感染、发热及过敏史；（6）
无酒精和药物滥用史。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资料

使用自制量表收集符合入组标准的老年抑郁症

患者的一般情况资料。随机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4 月住院治疗 4 周及以上的 60~85 岁老年抑郁症

患者 94 例，其中帕罗西汀组 35 例，艾司西酞普兰

组 30 例，米氮平组 29 例。

1.2.2　评价方法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本研究采用 24 项

版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对患者进行评估。主要用于

评估患者在过去 2 周内的抑郁严重程度，得分越高，

表明患者抑郁严重程度越严重，大部分项目采用 0~4

分 5 级评分，部分项目采用 0~2 分 3 级评分。评分

结果分析：总分 < 8 分：正常；总分 8~20 分：可能有

老年抑郁症；总分 20~35 分：肯定有老年抑郁症；总

分 >35 分：严重老年抑郁症。③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主要用于评估患者在过去 2 周内的焦虑严

重程度，得分越高，表明患者抑郁焦虑程度越严重。

所有项目采用 0~4 分 5 级评分。评分结果分析：总分

﹤7 分，无焦虑；总分≥ 7 分，可能有焦虑；总分≥

14 分，肯定有焦虑；总分≥ 21 分，明显有焦虑；总

分≥ 29 分，严重有焦虑。④标本采集和处理：三组

患者均于上午 06：00~08：00 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5ml，

在自然状态下放置 30 分钟后离心处理（4000r/min，

10min），取上清液置于 -70℃（低温冰箱）保存待测。

②生化指标的测定：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

1.2.3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n，％）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自

身前后对照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对照采用 t 检验及

F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线性相关分析法分

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老年抑郁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C- 反应蛋白、

白蛋白、前白蛋白水平及疗效的比较（见表 1）。

94 例 老 年 抑 郁 患 者 治 疗 后 血 清 C R P 浓 度 、

HAMD 总分及 HAMA 总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有

显著性差异。治疗后血清 Alb、PA 浓度较治疗前显

著升高，有显著性差异。

表1　老年抑郁患者血清CRP、Alb、PA水平及HAMD、HAMA分值治疗前后比较（x±s）

比较项 例数 CRP（mg/L） Alb（g/L） PA（mg/L） HAMD HAMA

治疗前 94 6.55±5.64 40.31±3.00 220.04±46.77 31.86±5.56 28.30±4.28

治疗4周 94 2.49±1.08 41.98±3.00 245.96±48.83 11.18±4.54 8.51±3.64

t 7.523 -5.808 -7.373 33.506 39.02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不同抗抑郁剂治疗前后血清 CRP、Alb、

PA 水平的比较（见表 2）

2.2.1　治疗前三组 CRP、Alb、PA 方差分析均

无显著性差异　治疗后三组 CRP、Alb、PA 方差分

析均无显著性差异。

2 .2 .2　 治 疗 4 周 后 艾 司 西 酞 普 兰 组 与 米 氮

平组 CRP 相比　独立样本 t 检验，有显著性差异

（t =2.363，P=0.022）。

治疗 4 周后帕罗西汀组与米氮平组 Alb 相比，

独立样本 t 检验，有显著性差异（t =2.1，P=0.04）。

2.2.3 帕罗西汀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血清 CRP 浓度显著降低，而 Alb、PA 浓度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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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 t 检验，均有显著性差异。

艾司西酞普兰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血清 CRP 浓度显著降低，而 Alb、PA 浓度显著升高，

配对 t 检验均有显著性差异。

米氮平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血清

CRP 浓度显著降低，而 Alb、PA 浓度显著升高，配

对 t 检验均有显著性差异。
表2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CRP、Alb、PA水平的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
C-反应 

蛋白（mg/L）
白蛋白
（g/L）

前白蛋白
（mg/L）

帕罗西汀组 治疗前 35 6.14±4.16 40.28±3.17 225.40±46.37

治疗4周 35 2.37±1.18 41.27±2.97 252.86±45.90

艾司西酞普兰组 治疗前 30 7.30±7.60 39.96±3.28 219.70±55.74

治疗4周 30 2.86±1.01 41.90±2.50 249.23±50.58

米氮平组 治疗前 29 6.26±4.91 40.70±2.50 213.93±36.89

治疗4周 29 2.26±0.95 42.92±3.31 234.24±49.98

t1 5.971 2.314 5.214

t2 3.426 3.926 5.100

t3 4.669 3.866 2.745

P1 0.000 0.027 0.000

P2 0.002 0.000 0.000

P3 0.000 0.001 0.010

注：t1、P1 帕罗西汀组治疗前后比较，t2、P2 艾司西酞普

兰组治疗前后比较，t3、P3米氮平组治疗前后比较

2.3　老年抑郁患者血清 CRP、Alb、PA 水平与

HAMD、HAMA 总分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老年抑郁症患者 CRP 水平与 HAMD 及 HAMA

总分治疗前后均无相关性；Alb 与治疗前 HAMD 总分

呈现负相关（r=-0.248，P=0.016），与治疗后 HAMA

总分负相关（r=-0.225，P=0.029）；PA 水平与治疗前

后 HAMD 总分及治疗前 HAMA 总分均无相关性。与

治疗后 HAMA 总分负相关（r=-0.212，P=0.041）。

3　讨论

急性时相反应蛋白（Acute-phase  reac t ion 

protein，APP）是在机体发生炎症、感染、心 肌梗死

及肿瘤等情况下，血浆浓度发生显著变化的一类蛋

白质［3］。C 反应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以及转铁蛋

白等蛋白质均统称为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其血浆浓

度在炎症、创伤、心肌梗死、感染、肿瘤等情况下

显著上升。当机体处于炎症或损伤状态时，由于组

织坏死及组织更新的增加，血浆蛋白质相继出现一

系列特征性变化，这些变化与炎症创伤的时间进程

相关，可用于鉴别急性、亚急性与慢性病理状态［6］。

近年研究提示细胞因子介导的免疫功能异常在抑郁

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7］。细胞因子是免疫细胞

或非免疫细胞活化后合成并分泌的具有调节和介导

免疫反应、炎症反应的小分子多肽和糖蛋白。各种

细胞因子之问相互调控、相互影响而组成细胞因子

网络，参与机体免疫应答及后续的炎症反应。细胞

因子对炎症反应的调节作用包括正调节和负调节作

用。抑郁症发病过程中，炎症反应系统激活炎性细

胞因子，出现明显的级联反应，对如 CRP、Alb、PA

等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其浓度变化与细胞因子密切

相关。

CRP 是一种钙依赖的菌体多糖 C 急性时相反应

蛋白，合成主要受细胞因子调节。正常人体内含量

较低，炎症或应激状态下，血清 CRP 的水平会迅速

升高，且与机体损伤程度呈正相关。本研究结果显

示，老年抑郁症患者治疗前血清 CRP 水平明显高

于治疗 4 周时的水平，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8-10］，

CRP 水平增高可使与之关系密切的前炎性细胞因子

过度分泌，从而导致去甲肾上腺素和 5- 羟色胺系统

功能障碍，引起抑郁症状。提示在某种程度上血清

中 CRP 水平与老年抑郁症的发生、发展、转归密切

相关。

本研究结果同时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血清中

Alb、PA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 4 周时的水平，且与抑

郁的严重程度呈明显负相关，与国内外实验结果一

致［11-12］，这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老年抑郁症

患者体内存在炎症相关因子，并伴有炎性反应的激

活，症相关因子可直接通过活化细胞内的 calpain-

calpastin 蛋白质分解系统引起蛋白质分解。另外炎症

相关因子可使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分解增加，从而

抑制肝脏的蛋白合成，临床指标表现为负相 APP 水

平降低。因此老年抑郁症患者血清 Alb、PA 水平降

低提示可能与急性期反应有关。其次，老年抑郁症

多伴有机体生理代谢失常，食欲减退，消化功能障

碍，造成蛋白质和能量摄人减少，血清 Alb、PA 水

平降低，进而出现低蛋白血症［11-12］。

抗抑郁剂具有调整细胞因子分泌的作用，且不

同种类抗抑郁剂对于细胞因子的影响不同。如米氮

平增加抑郁症患者 IL-1β，TNF-α 和 IL-22 浓度，

而艾司西酞普兰却减少［13］。但对于与细胞因子有着

密切相关性的 APP，本研究结果却提示无论是 SSRI

类药物帕罗西汀及艾司西酞普兰或者 NASSa 类抗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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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剂米氮平等对于 CRP、Alb、PA 浓度影响都没有

差异。提示抑郁症的免疫炎症机制复杂，目前相关

研究仍缺乏系统的实验证据，这与 Dantzer 的观点一

致［14］。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提示老年抑郁症患者有

急性时相反应蛋白的改变；CRP、Alb 及 PA 与老年

抑郁症的严重程度有显著相关性，可作为老年抑郁

症临床疗效评估的生化指标。

本研究的入组患者为抑郁程度较重的抑郁症患

者，入组样本量不大，且观察时间偏短，对于急性

时相反应蛋白的进一步改变尚缺乏更深入的数据，

下一步我们需要扩大样本量，延长观察时间，同时

兼顾对轻中度老年抑郁症患者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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