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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伴发抑郁患者外周血 5-HT、DA和 IL-6、IL-9的表达

丛　珊 1 、 张倩楠 2 、 孙　蛟 1 、 李　潭 2 、 努尔夏提·塔布什 2 、 罗　莉 1

【摘要】目的　探讨外周血 5-HT、DA 及 IL-6、IL-9 在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

伴发抑郁中的意义。方法　根据 PHQ-9 抑郁症筛查量表将 70 例 RA 患者分为非抑郁组（36 人）和抑

郁组（34 人）两组，测定血浆中 5-HT、DA；血清中 IL-9、IL-6、CD4+、CD8+ T 细胞、淋巴细胞计

数、ESR、CCP、CRP、RF。结果　① 5-HT、DA 水平比较：抑郁组 5-HT、DA 较非抑郁组高，但两

者无统计学差异（P> 0.05）；② IL-6、IL-9 水平比较：抑郁组 IL-6 显著高于非抑郁组（P< 0.05）；非

抑郁组 IL-9 较抑郁组高，但无统计学差异（P> 0.05）；③ T 细胞亚群比较：抑郁组 CD8+T 细胞计数显

著高于非抑郁组（P< 0.05）；④ 一般情况比较：文化程度（高中以下）、病程、压痛关节数、肿胀关

节数、ESR、CRP、VAS 疼痛评分、DAS28 在抑郁组和非抑郁组中有统计学差异（P< 0.05）；⑤ 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IL-6、CD8+T 细胞计数、压痛关节数、文化程度与 RA 伴发抑郁疾病有相关性。

结论　RA 伴发抑郁患者外周血 5-HT、DA 和 IL-9 的水平变化不能反映 RA 和抑郁的关系，而 IL-6、

CD8+T 细胞计数、压痛关节数、文化程度与 RA 伴发抑郁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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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neurotransmitters and cytokine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with depression 
　　CONG Shan，ZHANG Qiannan，SUN Jiao，et al. 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and Immunology，First Affili-
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peripheral blood neurotransmitters（5-HT，DA）and cy-

tokines（IL-6，IL-9）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RA.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PHQ-9 Depression 

Scale，70 RA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non-depressed group（36 patients）and depression group（34 

patients）.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completed the general questionnaire，while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ook periph-

eral blood on an empty stomach in the morning. Determination of 5-HT and DA in plasma by UPLC-MS/MS method；

determination of serum IL-6 by chemiluminescence method；determination of serum IL-9 and anti-CCP antibodies by 

ELISA；determination of serum CD4+ and CD8+ T cells by flow cytometry；determination of serum ESR by Wei's meth-

od；determination of serum CRP and RF by rate turbidity turbidimetry；determination of serum lymphocyte counts by 

electrical impedance method. Results　① Comparison of 5-HT and DA levels：5-HT and DA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depression group，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② 

Comparison of IL-6 and IL-9 levels：IL-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than in the non-depression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IL-9 was higher in the non-depressed group than in 

the depression group，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③ Comparison of T cell subsets：

The CD8+ T cell count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depression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CD4+ T cell count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two groups

（P>0.05）. ④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The ESR，CRP，number of tender joints，number of swo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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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

种以对称性多关节炎、关节畸形和内脏损害为临床

症状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高致残率及病情特

点导致 RA 患者易出现抑郁［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的最新报告统计，2017 年我国抑郁患者约占总人口

的 4％，同年许成［2］等研究发现我国 RA 患者约有

44.6％伴发抑郁，RA 伴发抑郁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正

常人，这使得 RA 患者伴发抑郁的发病机制受到越来

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抑郁的病因和机制十分复杂，最经典的是单

胺类神经递质假说和细胞因子假说，大量研究证实

单胺类神经递质 5- 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多巴胺（Dopamine，DA）和细胞因子白细

胞介素 -6（Interleukin-6，IL-6）、白细胞介素 -9
（Interleukin-9，IL-9）参与抑郁的发生［3-8］。RA 是

免疫反应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国内外研究表明

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在 RA 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9-10］，其中 IL-6 占重要地位［11］。本研究旨在通过

比较 RA 伴发抑郁与不伴发抑郁患者外周血 5-HT、

DA 和 IL-6、IL-9 的水平，探讨 RA 伴发抑郁可能的

发病机制，为指导诊断和治疗提供一定的临床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4 月于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的 RA 患者 70 例，根

据 PHQ-9 抑郁量表评分情况，将其分为 RA 不伴有

抑郁组（非抑郁组 36 人）和 RA 伴有抑郁组（抑郁组

34 组）。（本研究所有受试对象及家属均知情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1.2　类风湿关节炎和抑郁的诊断标准

根据 2009 年 ACR/EULAR 类风湿关节炎的分类

标准，该标准对受累关节、血清学、滑膜炎持续时

间、急性期反应物 4 个部分进行评分，总得分 6 分

以上可诊断为 RA。

根据 PHQ-9 抑郁量表评分法：0~4 分，没有抑

郁；5~9 分，轻度抑郁；10~14 分，中度抑郁；15~19
分，中重度抑郁；20~27 分，重度抑郁。以问答形式

对患者进行评分，其中以 PHQ-9 评分≤ 4 分为非抑

郁组标准，>4 分为抑郁组标准。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 RA 诊断标准；②无其他脏器

疾病、无明显继发感染；③患者意识清楚，无沟通障

碍及智力障碍，能配合完成抑郁量表评定。

排除标准：①合并有其他细菌感染者；②合并严

重脏器功能不全者；③有其他器质性疾病或者精神疾

病引起的继发性抑郁状态；④有药物依赖史者；⑤已

服用抗抑郁药物者。

1.4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完成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病程、

既往治疗方案）、视觉模拟（VAS）疼痛评分、疾病

活动度评分（DAS28）。

同时两组患者晨起空腹采取外周血 3-5ml，采

用 UPLC-MS/MS 法测定血浆中 5-HT、DA；采用

ELISA 法测定血清中 IL-9、CCP；采用化学发光法

测定血清 IL-6；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测定血清 CD4+、

CD8+T 细胞，计算 CD4+、CD8+T 细胞计数及 CD4+/

CD8+T 细胞比值；采用魏氏法测定血清 ESR；采用速

率散射比浊法测定血清 CRP、RF；采用电阻抗法测

定血清淋巴细胞计数。计算 CD4+T 细胞计数 = 淋巴

细胞计数 ×CD4+T 细胞；CD8+T 细胞计数 = 淋巴细胞

计数 ×CD8+T 细胞；CD4+/CD8+T 细胞比值 =CD4+T 细

胞 /CD8+T 细胞。

1.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均使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t 检验比较，非正

态分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

用 Pearson 卡方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比较，以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多元回归

分析，以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joints，VAS pain score，DAS28，duration of disease，and degree of education（below high school）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two groups（P<0.05）. ⑤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IL-6，CD8+ T cell count，num-

ber of tender joints，and degree of educa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RA with depression.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5-HT，

DA and IL-9 in peripheral blood of RA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n not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 and depres-

sion，while IL-6，CD8+T cell count，tenderness joint number and education level are correlated with RA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Key words】Rheumatoid arthritis；Depression；5-hydroxytryptamine；Dopamine；Interleukin-6；Interleuki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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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5-HT、DA 水平比较

抑郁组 5-HT ［81.38（24.75，312.79）ng/ml］较

非抑郁组［32.09（0.00，192.67）ng/ml］高，抑郁组

DA（0.82±0.37 ng/ml）较非抑郁组（0.63±0.52 ng/

ml）高，但两者在 5-HT、DA 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

差异（P>0.05），见表 1。
表1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5-HT、DA水平比较（ng/ml）

抑郁组（n=34） 非抑郁组（n=36） t/Z P

5-HT 81.38（24.75，312.79） 32.09（0.00，192.67）-1.816 0.069

DA 0.82±0.37 0.63±0.52 1.796 0.077

2.2　IL-6、IL-9 水平比较

抑郁组 IL-6 ［14.4（2.0，56.76）pg/ml］显著高于

非抑郁组［2.86（0.00，8.20）pg/ml］，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非抑郁组 IL-9（7.90±3.24）较抑郁

组（6.78±1.46）高，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

表 2。
表2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IL-6、IL-9水平比较（pg/ml）

抑郁组（n=34） 非抑郁组（n=36） t/Z P

IL-6 14.40（2.01，56.76） 2.86（0.00，8.20） -3.460 0.001

IL-9 6.78±1.46 7.90±3.24 -1.893 0.064

2.3　T 细胞亚群比较

抑郁组 CD8+T 细胞计数（41.00±16.12 个 / µl）

显著高于非抑郁组（32.56±13.03 个 / μl），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抑郁组 CD4+T 细胞计数（61.76
±31.00 个 / μl）、CD4+/CD8+T 细胞比值（1.60±1.05）
与非抑郁组（56.65±21.84 个 / µl、1.66±0.56）比较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3。
表3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T细胞比较

抑郁组（n=34）非抑郁组（n=36） t P

CD4+T细胞计数（个/ μl） 61.76±31.00 56.65±21.84 0.801 0.426

CD8+T细胞计数（个/ μl） 41.00±16.12 32.56±13.03 2.416 0.018

CD4+/CD8+T细胞比例 1.60±1.05 1.66±0.56 -0.292 0.771

2.4　一般情况比较

抑郁组文化程度（高中以下）、病程、压痛关

节数、肿胀关节数、ESR、CRP、VAS 疼痛评分、

DAS28 显著高于非抑郁组（P<0.05）；RF、抗 CCP 抗

体、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在

两组中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4-5。

2.5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IL-6（OR=0.934，P=0.039）、CD8+T 细胞计数

（OR=0.937，P=0.018）、压痛关节数（OR=0.867，

P=0.003）、文化程度（OR=5.112，P=0.032）与 RA

伴发抑郁疾病有相关性，见表 6。
表4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疾病活动程度比较

抑郁组（n=34） 非抑郁组（n=36） t/Z P

ESR（mm/h） 42.41±23.13 27.36±14.25 3.255 0.002

CRP（mg/ml） 33.04（18.90，59.28） 8.10（3.94，17.20） -4.831<0.001

RF（U/ml） 193.0（0.00，817.50）58.80（0.00，523.75）-0.967 0.334

抗CCP抗体（RU/ml）47.50（17.09，72.00）54.00（7.50，60.00）-0.831 0.406

压痛关节数 10.00（2.75，22.50） 3.00（0.00，7.75） -3.273 0.001

肿胀关节数 3.00（0.00，8.25） 0.00（0.00，1.00） -3.950<0.001

VAS疼痛评分 3.21±1.98 2.03±1.61 2.719 0.008

DAS28 4.48±2.98 3.16±2.23 2.092 0.041

年龄（岁） 58.09±14.56 53.33±13.39 1.423 0.159

病程（月） 9.00（5.00，12.25） 6.00（2.00，8.00） -2.816 0.005

表5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一般资料比较

抑郁组
（n=34）

非抑郁组
（n=36） χ2/Fisher P

文化程度

6.096 0.014　　高中及以下 25（73.5） 16（44.4）

　　专科及以上 9（26.5） 20（55.6）

性别

0.172 0.678　　男性 10（29.4） 9（25.0）

　　女性 24（70.6） 27（75.0）

家庭月收入

0.034 0.854　　<6000元 21（61.8） 23（63.9）

　　≥6000元 13（38.2） 13（36.1）

婚姻状况

- 0.999　　已婚 31（91.2） 33（91.76）

　　离婚/丧偶 3（8.8） 3（8.3）

职业

0.023 0.880　　无业及退休人员 10（29.4） 10（27.8）

　　在职人员 24（70.6） 26（72.2）

表6　RA伴发抑郁影响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B值 OR（95％CI） P值

IL-6 -0.069 0.934（0.875，0.997） 0.039

CD8+T细胞计数 -0.065 0.937（0.888，0.989） 0.018

压痛关节数 -0.143 0.867（0.789，0.953） 0.003

文化程度 1.632 5.112（1.154，22.657） 0.032

3　讨论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性疾病，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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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持续心情低落，对周边事物毫无兴趣，患者具

有沉重的负罪感。同时，伴饮食、睡眠障碍，甚至

出现自杀倾向，长期的抑郁状态可对患者认知和生

活质量造成不同程度损害［12］。

神经递质假说认为，5-HT 和 DA 是抑郁发生的

主要神经递质，由于外周血和中枢的 5-HT 和 DA 代

谢物浓度的降低导致 5-HT 和 DA 受体的损伤，使其

不能参与神经内分泌反应，从而导致抑郁的发生［13］。

但本研究发现 RA 伴发抑郁组外周血 5-HT、DA 水

平高于非抑郁组，且均无统计学差异，该结果与李

玥等［1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中

枢的神经递质 5-HT 和 DA 来自于神经元的分泌，但

外周血中 95 ％以上的 5-HT 贮存于血小板的致密颗

粒中［14］，而 DA 可由激活的Ｔ细胞、滑膜成纤维细

胞等免疫细胞合成释放［15］。已有研究证实［16-17］，RA

患者外周血 5-HT 和 DA 较健康人显著升高，其疾病

发展过程中伴随血小板升高、T 细胞、滑膜成纤维

细胞的增殖与活化，因此 RA 患者外周血中 5-HT 和

DA 的水平受 RA 疾病的影响而升高。本研究通过首

次检测 RA 伴发抑郁患者外周血中 5-HT 和 DA 的水

平，发现 RA 伴发抑郁患者中 5-HT 和 DA 的水平受

到血小板及免疫细胞表达的影响。RA 伴发抑郁患者

外周血中 5-HT 和 DA 能否反映 RA 和抑郁的关系有

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IL-6 已被证明能通过活化 STAT1 激活神经胶质

细胞中的代谢酶吲哚胺 2，3- 双加氧酶，使 5-HT

前体物质色氨酸沿犬尿氨酸通路转化为犬尿氨酸和

喹啉酸，使 5-HT 的突触有效性降低从而导致抑郁

症发生［18］。作为 RA 的主要炎症因子之一，IL-6 与

RA 病情密切相关。一方面，IL-6 通过激活 STAT1
参与 RA 滑膜炎症的［19］；另一方面，IL-6 通过活化

STAT3 造成 RA 滑膜组织过度增生，导致 RA 病程的

持续进展。本研究发现在 RA 伴发抑郁患者中 IL-6
水平明显高于非抑郁组，这与许成等［2］的研究结果

一致，Smolen 等［20］报道也表明，IL-6 抗体（西鲁单

抗，Sirukumab）在治疗 RA 的同时，可显著缓解 RA

患者的抑郁症状。因此，本结果提示 IL-6 水平异常

升高可能与 RA 伴发抑郁高发相关。IL-9 可通过激

活 JAK-STAT 途径诱导抑制大脑皮层神经元凋亡，

延缓抑郁的发生［21］。本研究测得 IL-9 水平在非抑郁

组较抑郁组高，但无统计学差异，这与 Fontaine 等［21］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分析其原因，复杂的细胞和细

胞因子网络共同参与 RA 的发病，IL-9 作为促炎性

细胞因子，它与 RA 炎症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并不明

确，本结果与单纯抑郁实验［21］研究结果不一致是否

与 RA 病情对 IL-9 表达的影响相关需进一步研究证

实。因此，RA 伴发抑郁患者 IL-9 水平并不能说明

RA 和抑郁疾病的相关性。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CD8+T 细胞计数在抑郁组

明显高于非抑郁组，这与陈品［2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米勒等［22］的研究也指出，活跃的 T 细胞参与了导致

慢性免疫反应进展的抑郁症。在 RA 的发生发展中，

辅助性 CD4+T 细胞异常活化，处于中心环节。CD8+T

为细胞毒性 T 细胞，可对 CD4+T 细胞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CD8+T 细胞计数升高可能是 RA 伴发抑郁疾病

高发病率的原因之一。在文化程度（高中以下）、病

程、压痛关节数、肿胀关节数、ESR、CRP、VAS 疼

痛评分、DAS28 等水平上，抑郁组与非抑郁组间有

统计学差异，这提示 RA 病情高度活动的患者更容易

发生抑郁。进一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IL-6 水平

增高、CD8+T 细胞计数、压痛关节数、文化程度与

RA 伴发抑郁高发病率有相关性。RA 具有疼痛剧烈、

致残率高的特点，长期慢性疼痛的折磨、躯体残疾

的威胁、生活能力的下降甚至丧失，让 RA 患者成为

抑郁的高发人群。而抑郁将进一步增加 RA 患者并发

症及死亡的发生［22］。

综上，由于 RA 炎症可能影响神经递质的分泌

或代谢，RA 伴发抑郁患者外周血 5-HT、DA 和 IL-9
的水平变化不能反映 RA 和抑郁的关系。RA 患者伴

发抑郁的高发率受到 IL-6 水平、CD8+T 细胞计数、

压痛关节数、文化程度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如何才

能让 RA 伴发抑郁的患者接受更好的治疗有待进一

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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