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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稳态负荷与精神障碍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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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稳态负荷是一项反映人体生理系统累积磨损情况的综合指标，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成长经历等因素密切相关。长期及高水平的非稳态负荷会导致人体改变进而带来疾病。本文回顾了

非稳态负荷的发展轨迹，简述了非稳态负荷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多种精神障

碍的关联性，指出了非稳态负荷的发展方向，旨在为非稳态负荷在精神障碍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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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现代社会心理环境的发展，精神障碍已经成

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2016 年全球疾病负担

研究显示［1］，精神障碍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致残

甚至造成早死的主要原因，并且一些精神障碍（双

相情感障碍等）的疾病负担显著上升。精神障碍病

因复杂，会受到诸如遗传、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

非稳态负荷是一项反映人体多项生理系统累积

磨损的综合量度，可作为人体健康、功能紊乱以及

伤残等生理失调的早期预兆，并可作为健康或功能

状况不佳的风险指标。精神障碍患者会体现出多项

生理系统的功能失调，因此我们应该正视非稳态负

荷与精神障碍的关联性，思考非稳态负荷在精神障

碍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　非稳态

应激（Stress）作为影响精神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

之一，在精神障碍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应激

时引起的生理系统反应既能保护人体，又可能对人体

产生破坏作用。为阐明应激对人体的影响，Sterling P

等［2］于 1988 年提出了“非稳态（allostasis）”的概念；非

稳态，即通过改变来维持稳态—人体应激时，通过神

经内分泌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如血压、心率、内

分泌和神经活动等均在不断变化，这种通过改变机体

内稳态以适应应激，使机体的免疫系统、内分泌系

统、消化系统等发生变化的非特异性生理、心理反应

的总和，维持人体的动态平衡的过程称为非稳态。非

稳态阐明了应激对人体的影响，应激时，机体通过非

稳态适应应激，但从长远来看，非稳态造成的人体磨

损（Wear and Tear）会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

二　非稳态负荷

1　非稳态负荷

为 了 衡 量 非 稳 态 对 人 体 造 成 的 累 积 磨

损，Mcewen 等［3］于 1993 年提出了“非稳态负荷

（Allostatic Load，AL）”的概念，应激时，人体会产

生神经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或波动、或加强的反

应，长期暴露于这种反应造成的人体累积磨损，被

称为非稳态负荷。非稳态负荷是日常生活中人体适

应各种社会心理事件所付出的代价，高水平的非稳

态负荷会造成人体改变进而带来疾病。

高水平的非稳态负荷反映了人体多项生理系统

的功能受损，而多项生理系统功能受损会进一步影

响人的社会心理功能。首先，高水平的非稳态负荷

会造成认知能力的下降。非稳态负荷得分越高，认

知和生理功能越差，并且会使认知和生理功能持续

下降［4］。非稳态负荷能影响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

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 axis），

影响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的分泌，可通过

基因组机制和非基因组机制对大脑产生影响。其次，

在人格特征方面，非稳态负荷得分越高，神经过敏

水平越高，外向性，自觉性及人格的稳定性越低［5］。

2　非稳态负荷的评估

目前评估人体非稳态负荷主要有三种方法：①包

含 9 项生理指标（C- 反应蛋白、白蛋白、血浆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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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腰臀

比、收缩压、舒张压、静息心率），根据临床上公认

的高风险标准，达标为 1，未达标为 0，9 项指标得

分相加，≥ 3 则认为该被试非稳态负荷得分较高；②

包含 10 项生理指标（收缩压和舒张压、腰臀比、血

清高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血浆糖化血红蛋

白、血清硫酸脱氢表雄酮、12h 尿皮质醇排泄、12h

尿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排泄水平），下四分位数

的指标包括高密度脂蛋白和血清硫酸脱氢表雄酮，

其他为上四分位数指标，将落入高风险四分之一组

的指标数量相加得非稳态负荷；③包含 10 项生理指

标（收缩压和舒张压、体重指数、血浆糖化血红蛋

白、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 / 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比率、C- 反应蛋白、白蛋白、肌酐清除

率），每项生物学指标被定义为高、中、低三个风险

等级，高风险为 1、中风险为 0.5、低风险为 0，将

10 项得分相加得非稳态负荷。

3　非稳态负荷的影响因素

首先，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越低，非稳态负荷得分越高。非稳态负荷呈现

出明显收入梯度，并且两者之间负相关［6］。其次，非

稳态负荷与成长经历相关，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

庭成长起来的个体成年后非稳态负荷较高［7］。个人童

年创伤越重，成年后非稳态负荷越高。此外，受教育

水平越高，非稳态负荷得分越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

性非稳态负荷得分低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8］。

综上，非稳态负荷反映了人体累积磨损，高水

平的非稳态负荷意味着人体多项生理系统功能失调，

可能为精神障碍的发展提供病理学基础，而且可能

会影响精神障碍的病情发展。目前对精神障碍的治

疗主要集中在对患者的脑功能的调节上，患者经治

疗后可能仍有一些生理系统功能失调未得到纠正，

这可能是精神障碍易反复发作的诱因。因此，探索

非稳态负荷与精神障碍的关联性可能会促进对精神

障碍的治疗。

三　非稳态负荷与精神障碍

1　非稳态负荷与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其患病

率约为 0.28％。精神分裂症与非稳态负荷联系密切。

首先，精神分裂症患者非稳态负荷得分明显高于健

康人群，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尤为显著；并且非稳

态负荷得分越高，患者阳性症状越重，社会心理功

能下降越明显，且治疗后患者的非稳态负荷得分减

少［9］。其次，非稳态负荷的一些生理因素（免疫标记

物、C- 反应蛋白、应激激素及心血管系统等）与大

脑皮层厚度相关，非稳态负荷可通过减少精神分裂

症患者大脑皮层的厚度来影响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

展［10］。此外，非稳态负荷会损害与认知相关的大脑

白质区域。非稳态负荷能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全脑

的各向异性指数，并且非稳态负荷得分越高，患者

的内囊放射冠、丘脑辐射、矢状纹状体、上纵束的

各向异性指数越低，尤其是穹窿白质—穹窿白质是

连接应激调节区域（海马和下丘脑）的弓形纤维束，

非稳态负荷得分越高，穹窿白质的各向异性指数越

低［11］。综上，非稳态负荷与精神分裂症相关，并可

通过减少大脑皮层厚度、多个白质区域的各向异性

指数来影响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

2　非稳态负荷与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多因素诱发、易反复发作的慢性

疾病，年患病率为 6.6％，终生患病率为 16.2％。抑

郁症患者会体现出多项生理系统指标的异常，因此，

非稳态负荷与与抑郁症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首

先，非稳态负荷会造成抑郁症症状加重，非稳态负

荷得分越高，患者的情感、躯体及总体抑郁症状越

严重，老年期非稳态负荷与抑郁症的关联程度尤为

显著［12］。其次，青少年时期反应时间较长的个体在

中年期罹患抑郁症的风险更大，反应时间诱发抑郁

症部分程度上是由非稳态负荷介导的，降低非稳态

负荷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率。此外，童年期和日常

生活中高水平的非稳态负荷会影响与情绪处理相关

的脑区（扁桃体、海马以及背前扣带皮层）的结构，

使个体易患抑郁症［13］。相关研究表明［14］，降低非稳

态负荷，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率。综上，非稳态负

荷会影响抑郁症的发生发展，降低非稳态负荷能减

少患抑郁症的概率。

3　非稳态负荷与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遭遇创伤等严重应激事件，

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研究显示［15］，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非稳态负荷得分显著高于健康对

照组。生命早期的创伤经历与成年期创伤后应激障碍

相关，而这种相关性是由非稳态负荷介导的。研究表

明［16］，降低非稳态负荷能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综

上，非稳态负荷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降低非稳态

负荷，改善生理系统功能能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

4　非稳态负荷与其他精神障碍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易复发的慢性疾病，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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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终生患病率约为 2.4％。双相情感障碍可被概

念化为一种涉及到非稳态负荷的疾病，双相情感障

碍患者会表现出构成非稳态负荷的多项生理指标的改

变［17］。老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会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

能受损，非稳态负荷得分越高，患者的延时记忆能力

受损越严重。研究显示［18］，降低非稳态负荷能够改善

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的情绪稳定性、提高功能。

在焦虑症方面，焦虑症患者非稳态负荷得分较

高［19］。童年期和日常生活中高水平的非稳态负荷会

使个体易患焦虑症。并且，非稳态负荷会造成与焦

虑相关的神经通路的过度激活。

在睡眠方面，睡眠障碍与非稳态负荷相关。非

稳态负荷得分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正相关，即非

稳态负荷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非稳态负荷与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时间短

以及可确诊的睡眠障碍显著相关［20］。

5　非稳态负荷与精神障碍的治疗

目前，对精神障碍的治疗主要集中在药物治疗

上，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治疗效果不好，例如，约有

60％的老年抑郁症患者无法通过抗抑郁药治疗来达

到临床痊愈状态。因此，我们可能应该寻求一种综

合治疗的方式。虽然通过降低非稳态负荷来干预精

神障碍还未见报道，但是对于调节非稳态负荷的一

些生理学指标诸如 C- 反应蛋白、体重及静息心率等

可能会对精神障碍患者产生有益的影响。例如，适

当增加运动能控制体重，并能改善心境障碍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抑郁程度；降低静息心率能降低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死亡率等。这可能为下一步的临床研究和

之后的治疗思路提供一些建议。

四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非稳态负荷与多种精神障碍发生发

展相关。首先，非稳态负荷能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

大脑皮层厚度及与认知相关的白质区域的各向异性。

其次，非稳态负荷能影响抑郁症患者与情绪处理相

关的脑区结构，降低非稳态负荷能降低抑郁症患病

率。此外，非稳态负荷能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

生，降低非稳态负荷能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

非稳态负荷作为反映人体多项生理系统指标的

综合量度，在精神障碍的预测、预防及治疗中均有

一定应用前景。首先，一些新兴的热点问题诸如网

瘾与非稳态负荷之间的关联性应该被探索。其次，

非稳态负荷理应包含人体全部的生理系统，诸如脑

结构及功能、肠道微生态等应该被研究并加入到非

稳态负荷与精神障碍的关联性中去。此外，不同的

生理系统累积磨损情况不同，通过相关实验确定各

项生理系统磨损影响精神障碍的权重，可为精神障

碍的治疗提供更全面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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