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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生物标记物研究进展

陈素珍 1，2 、 袁勇贵 1，2

【摘要】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一种复杂、易致残的以持续的情绪低落、兴

趣减退、思维迟缓等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病。本文就 MDD 主要发病机制涉及的外周血蛋白与脑影

像生物标记物研究现状作一综述，同时概述将外周蛋白与脑影像有机结合的影像蛋白组学研究方法，

探讨其作为 MDD 客观诊断与疗效预测工具的潜能，为合理诊断和有效治疗患者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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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以持

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思维迟缓等为主要特征的

一类常见精神障碍，其终身患病率约为 17％，全球约

有 3.5 亿人群受其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到 2030
年 MDD 在全球疾病总负担中将升至第一位。2019 年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MDD 终身患病率已达 3.4％，据此

估计，共约有 4400 万人罹患此病［1］。更为重要的是，

该病常反复发作、自杀率高达 15％~25％，已成为困

扰人类身心健康的重大精神疾患，给患者、家庭和社

会带来沉重负担。然而，与如此庞大的患病人群和疾

病负担形成对比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一疾病还缺

乏行之有效、简便可靠的客观诊断及疗效预测方法。

虽然，脑组织或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

CSF）是研究 MDD 生物标记物的理想资源，但在临床

实践中，获取 MDD 患者的脑脊液难度较大，获取脑

组织更是难以实现；因此，近年来脑影像及外周血蛋

白因其易于获取，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枢系统的

功能而越来越受众多研究者的青睐。研究者们期望通

过对 MDD 患者脑影像学数据及外周血蛋白质的研究

获得可用于 MDD 客观诊断或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

一　MDD患者外周血蛋白生物标记研究结果

目前 MDD 患者外周血中的蛋白标记物研究大体

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 MDD 发病机制所涉及的外

周血中中枢神经系统特异性蛋白；二是随着蛋白质组

学检测技术不断进步而涌现出的大批候选蛋白，这

些蛋白是在大规模水平上筛选出的血液中的差异蛋

白，通常种类繁多、涉及系统广泛、研究结果不一

致，且检测过程极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目前仍处

于探索阶段。因此，本节将就基于不同发病机制的

MDD 外周血蛋白生物标记物的研究现状做一概述。

迄今为止，MDD 确切的神经病理学基础仍不明

确，各种假说层出不穷，每种假说均有其合理性，

但又不能全面解释 MDD 的发病机制。而在众多发病

机制中，又以单胺假说、神经内分泌假说、细胞因

子假说、神经营养与再生假说及神经环路假说最广

为人知、研究最多。

1　单胺假说

“ 单 胺 假 说 ”最 早 于 2 0 世 纪 6 0 年 代 被 提

出，该假说认为 MDD 是由于患者中枢中 5 - 羟色

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去甲肾上腺素

（norepinephrine，NE）、多巴胺（dopamine，DA）等

单胺类神经递质下降或缺乏所致。单胺假说涉及的核

心物质 5-HT、NE 和 DA 是重要的神经调节递质，主

要参与情绪控制、睡眠调节、学习、记忆、奖赏等

多种中枢神经活动，具有独特的神经可塑性。当机

体处于应激状态时，可引起中枢神经递质发生变化，

进而引起 MDD 等精神疾病。研究发现中重度 MDD

患者 CSF 单胺代谢产物，包括高香草酸（homovanillic 

acid，HVA）、5- 羟吲哚乙酸（5-hydroxyindoleacetic 

acid，5-HIAA）和 3- 甲氧基 -4- 羟基苯乙二醇

（3-methoxy-4-hydroxyphenylethyleneglycol，MHPG）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healthy controls，HC），且 HVA

和 5-HIAA 水平与抑郁严重程度呈显著负相关［2］。而

早在 1990 年 Degrell 和 Nagy 便发现 CSF 与血浆 H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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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IAA 水平有较好的相关性［3］，提示外周血单胺代

谢产物 HVA、MHPG 和 5-HIAA 水平可能是 MDD 诊

断和疗效预测的潜在生物标记物。然而，以 5-HT 或

NE 为靶点的抗抑郁药物，如 5-HT 再摄取抑制剂、

5-HT 与 NE 再摄取抑制剂等却并非对所有患者均有

效。Belmaker［4］认为这是因为抑郁的原因很多，其中

只有一部分涉及单胺类有关的机制，也只有某些类

型的 MDD 对影响单胺的抗抑郁剂有效。

2　神经内分泌假说

在探索 MDD 发病机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发现

应激（stress）与抑郁之间始终存在着稳健的关系。

应激性生活事件显著增加 MDD 发生、恶化、慢性化

和复发的风险，并与治疗抵抗、预后不良有关。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神经内分泌假说”，下丘脑 - 垂

体 - 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

轴与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腺轴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

条内分泌轴，而皮质醇更被认为是目前评估心理应

激的主要生理指标。研究指出，MDD 患者具有以皮

质醇水平升高为标志的 HPA 轴功能亢进现象，并且

应激和抑郁行为之间、皮质醇水平和抑郁行为之间

存在显著相关性；应激与皮质醇水平呈正相关，这两

个因素相互作用可以预测抑郁行为［5］。而 MDD 和甲

状腺功能紊乱交互相伴发生，甲状腺相关激素水平

与 MDD 的发生存在相关性；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

对抗抑郁治疗效果有一定提示作用，可能会成为监

测抗抑郁剂治疗效果的指标［6］。

3　细胞因子假说

临床研究与动物实验发现应激往往伴随着体

内炎症因子的增加，MDD 的“细胞因子假说”也因

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假说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促炎细胞因子，尤其是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γ- 干扰素（interferon-γ，

INF-γ）、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1β以及 IL-6
等。Meta 分析结果显示，MDD 患者外周血 TNF-α、

IL-6 和 IL-10 等细胞因子水平较 HC 显著升高降，

而给予抗抑郁治疗后则显著下降［7］。C- 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CRP）是一种非特异的炎症标记

物，有研究者认为 CRP 可能是 MDD 中最有前途和最

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的标记物［8］；而 IL-6 则是与 MDD

不良预后和病情恶化相关的因素［9］。Zhang 等［10］研究

证实 MDD 患者基线血清 CRP 水平可预测抗抑郁治

疗效果，CRP 水平较高的患者疗效差。

4　神经营养与再生假说

应激除会增加体内炎症因子外，还会降低控制

情绪的大脑边缘系统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等的表达水平，

进而导致海马和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PFC）

的萎缩，同时伴有海马神经元的萎缩和突触的减少，

“神经营养与再生假说”应运而生。该假说认为 MDD

的发生与神经可塑性失调密切相关。Meta 分析指出

MDD 患者外周血 BDNF 水平降低，抗抑郁治疗后上

升，血清 BDNF 可作为 MDD 成功治疗的生物标记

物［11］。近年来，研究还发现 VGF（非缩写）及其衍

生肽、果蝇双尾 C 蛋白同源物 1（bicaudal C homolog 

1，BICC1）也参与 MDD 的发病及抗抑郁机制。小样

本临床研究发现 MDD 患者血清 VGF 水平下降，且

与双相抑郁障碍（bipolar depression，BD）患者存在

显著性差异，可作为鉴别两种不同抑郁的标记物［12］；

血清 BICC1 水平在不同类型情感障碍（MDD、BD 和

双相躁狂障碍）患者中也存在显著性差异［13］。虽然

VGF 和 BICC1 在诊断 MDD 时敏感性高，但特异性

却较低，仅分别为 46.7％和 76.7％［12，13］；联合血清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PA）- BDNF 通路上的多种蛋白，虽然诊断 MDD

的特异性与准确性均有所提高，分别为 92 .7 ％与

90.6％，但其敏感性却不够，为 88.1％［14］。

众所周知，MDD 的发病涉及多种神经生化机制，

因而是一种多因素的疾病。而上述基于不同发病机制

的外周血蛋白研究进一步表明单一致病机制无法完全

解释 MDD 发病。因此，寻找 MDD 诊断和疗效预测指

标也应从多个机制入手，构建生物标记物平台。

二　MDD患者脑影像学生物标记研究结果

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使得 MDD 患者脑结构和

功能的异常被发现，逐渐形成了 MDD 的“神经环路

假说”。MDD 患者不仅存在脑皮层厚度、灰质体积、

嗅球体积等脑结构的异常，还存在默认网络、执行

网络和显著性网络等脑网络内或网络间功能连接的

变化。如，Wang 等［15］便发现 MDD 患者存在不同于

其他人群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可用于 MDD 的诊断。

而包括 PFC、前扣带皮层、海马、杏仁核和脑岛在

内的前额边缘区则被发现可以预测 MDD 治疗（药

物、心理或经颅磁刺激治疗）疗效［16］。Hou 等［17］研

究发现抗抑郁治疗 2 周后，有效组与无效组在双侧

楔前叶（precuneus，PCu）、额中回及颞下回的对称

体素同伦连接（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VMHC）指标有差异，且双侧 PCu 功能连接下降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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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额上回的节点中心度下降均能有效预测 2 周的抗

抑郁剂反应；联合上述 3 个脑区 VMHC 可有效区分出

无效组，其 ROC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为 0.852，敏感性

为 85％，特异性为 74％；而联合右侧背外侧额上回

皮层节点度与特征性路径长度也可以较好地预测无

效组（AUC=0.852，敏感性 =80％，特异性 =83％）。

研究还发现左侧苍白球区时间变异性与第 2 周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减分率呈显著正相关［18］。

由此可见，负责情感与奖赏等功能的前额边缘

区及其神经环路与 MDD 的发生及抗抑郁疗效密切相

关，可能成为 MDD 客观诊断及疗效预测的生物标记。

三　MDD患者生物标记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如前文所述，外周血蛋白指标与脑影像学研究

均发现了一些可能可以作为 MDD 诊断或疗效预测的

生物标记，并发现联合多种外周血蛋白指标或脑影

像指标可显著增加诊断和 / 或疗效预测的效能；但遗

憾的是，这些研究结论多来自小样本临床研究，敏

感性、特异性和 / 或可重复性较差，很难直接用于指

导临床决策。

令人欣喜的是，Nazeri 等［19］在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AD）的研究中发现影像蛋白组

学（imaging proteomics）可以显著提高 AD 的诊断敏

感性和特异性，分别达 93％和 92％；而单用蛋白从

HC 中区分出 AD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仅分别为 89％和

57％。且影像蛋白组学预测轻度认知功能损害在 2 年

内转化为 AD 的准确率也高达 94％［19］。Yan 等［20］利

用稀疏相关模型中影像学和蛋白质组典型变量作为预

测因子也获得了 92.1％的 AD 诊断准确率。这为探索

MDD 客观诊断和疗效预测的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影像蛋白组学是一种新兴技术，它不同于蛋

白组学与影像学结果的简单结合，而是通过新的分

析方法识别与大脑变化相关的特定蛋白的一门新技

术［19］。平行独立成分分析即为实现 MDD 患者脑部结

构和功能特征及外周血蛋白指标有机结合，从而实

现 MDD 影像蛋白组学研究的方法。

MDD 作为一种会给人类身心健康和公共卫生造

成严重危害的精神疾病，其早期、正确诊断和干预

已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外周血检测方便，如

果可以用于早期客观诊断与疗效预测，将对 MDD 的

诊治产生重要影响。而 MDD 的影像蛋白组学研究可

发现与大脑结构与功能变化相关的外周血蛋白指标，

最终获得具有诊断和疗效预测潜能的生物标记，从

而大范围应用于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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