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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离子通道基因多态性与双相情感障碍关联的研究进展

陈梦伊 1 、 刘铁榜 2

【摘要】本文重点从基因多态性角度综述了近些年有关钙离子通道与双相情感障碍关联性的研

究，并从认知、治疗、预后等视角探讨了不同钙离子通道基因型对于双相障碍患者病情转归的影响。

同时探讨了钙离子拮抗剂用于双相情感障碍治疗的现状及不足，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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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以下简称双相障碍）是一种临床

常见的情感障碍，其以发作的间歇性，症状的多变性

吸引着很多研究者的目光。多年以来，人们将流行病

学、神经生物学、免疫学等多学科技术引入双相障碍

领域，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明确病因，而一些相

比正常人群存在统计学异常的实验室指标也缺乏特异

性。由于目前精神医学普遍认同双相障碍为一种受多

因素影响的多基因遗传病，分子遗传学研究显示其涉

及多条染色体及基因段，但具体的致病基因或易感基

因尚未有统一定论，这极大的吸引了研究者们的兴

趣。上世纪末期，有学者提出，双相障碍患者存在某

些离子通道结构或功能的异常，从而影响了生物膜结

构对于某些离子的通透性，而这种微观上信息传导异

常最终导致了宏观上情绪症状的波动。受这一观点影

响，不少研究者在离子通道领域展开了双相障碍的相

关研究，其中以钙离子通道（以下简称钙通道）研究

成果最为显著。本文也将就从基因多态性角度，对既

往对于钙通道与双相障碍的联系做一系统综述，讨论

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

一　钙离子通道的基因多态性

 按照调控通道开闭的因素，人体内的钙通道可

分为电压依赖式钙通道，受体操纵式钙通道，机械

门控式钙通道，第二信使门控钙通道，漏流钙通道 5
种，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为电压依赖式钙通道。而根据

其电压敏感性不同又可以分为 L 型，N 型，P 型，T

型等多种亚型。首先引起研究者们注意的是在大脑

中分布最广泛，药理应用也最多的 L 型电压门控钙通

道。2008 年，Manuel 等［1］研究者比较了 4387 例双相

障碍患者和 6209 例对照，发现两组人群中位于染色

体 12p13 上的 CACNA1C（L 型电压门控钙通道的α1C

亚单位）基因 rs1006737 的多态性会导致双相障碍发

病率的显著差异（P=7.0*10-8）。受此实验启发，随后

的研究者对比了其他几种 L 型电压门控钙通道亚单位

基因型在双相障碍及正常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其中在

CACNB2（电压门控钙通道的β2 亚单位）及 CACNG2
（电压门控钙通道的γ2 亚单位）中未有发现阳性结

果［2-3］；但 Amare 等［4］发现在双相障碍患者中，存在与

多巴胺反馈调节有关的 CACNA1D（L 型电压门控钙通

道的α1D 亚单位）基因型异常（P=5.28*10-5）. 而此类

实验也随着研究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Maarten 等［5］

创造性的通过多重扩充子量化方法拷贝了双相障碍患

者及正常人的 CACNA2D4（电压门控钙通道的α2D4
亚单位）基因，发现部分双相障碍患者存在染色体

12p13.33 外显子段 17-26 位缺失。由此可见，双相障

碍群体有着明显的钙通道基因型异常。

通过将双相障碍患者根据症状进一步分型，研

究者们还发现了 L 型电压门控钙通道与双相障碍不

同分型患者的特殊联系：在双相 I 型患者中，存在

与 CACNA1E（R 型电压门控钙通道的α1E 亚单位）

相关的 rs704326（P=0.049，OR=1.8）及 CACNB2
（电压门控钙通道的β2 亚单位）相关的 rs11013860
（P=0.04，OR=1.36）异常；在双相Ⅱ型患者中，存

在与 CACNA1C（L 型电压门控钙通道的α1C 亚单位）

相关的 rs10848635（P=0.01，OR=2.69）及 CACNG2
（电压门控钙通道的γ 亚单位）相关的 rs2284018
（P=0.01，OR=1.82）异常［6］。另外，Starnawska 等［7］

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外周血 CACNA1C 基因启动子 CpG

岛甲基化程度相比正常人群更加严重（P=1.16*10-7），

且在女性患者中更为明显。而甲基化可以影响 DNA

构象、稳定性，以及酶的切割位点，从而影响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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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综合上述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双相障碍与

钙通道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二　双相障碍患者基于钙离子通道基因型的临

床研究

1　认知水平

早些年，有研究者在蒂西莫综合征（一种钙通道

功能失调综合征）患者群体中，发现有类似与双相障

碍的情感症状。受此启发，后来的研究者们在正常人

群及双相障碍患者群体中开展了多项研究，发现了钙

通道在认知、犒赏及情绪调节等多方面均承担重要职

责。Lancaster 等［8］通过对 CACNA1C 相关 rs1006737 单

核苷酸基因型分别为 AA、AG、GG 的人群进行奖励

效应实验，发现基因型为 GG 的实验组得分明显高于

其他两组（P<0.001），体现出该组奖赏刺激相关神经

环路的异常激活。Soeiro 等［9］纳入了 109 位 I 型双相障

碍患者及 96 位正常对照，并同样通过 CACNA1C 相关

rs1006737 基因将被试分为 AA、AG、GG 三个亚组，

结果发现在双相障碍组中，AA 亚组的多项认知能力

显著低于 GG 亚组，但在正常对照组中却未有类似发

现。另外，Heilbronner 等现在排除了药物，性别，年

龄等影响因素后，CACNA1C 相关 rs10774035 基因亚

型携带“T”等位基因的患者有更高的分析运作功能评

分，反应出此类患者认知及社会功能受损较小［10］，且

后续同样的实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得到了阴性结

果。由此可见，钙通道基因多态性影响双相障碍患者

的认知水平，特定的等位基因可能为认知的风险基因

或保护基因，且具有一定的疾病特异性。

2　影像学

随着磁共振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不同钙通道

基因型的被试在处理同样试验任务时存在脑区激活

差异，这被认为是钙通道基因型影响双相障碍症状

及疾病转归的影像学证据。Kristin 等［11］发现在进行

言语流畅性任务示时，rs1006737 基因携带“A”等

位基因的双相障碍患者及正常对照在功能磁共振中

均存在左颞侧皮质、丘脑等多个脑区的激活增强

（P<0.05）；Souza 等［12］利用面部情感识别任务设计

了功能磁共振实验，寄希望于发现 rs1006737 基因分

型不同的被试存在脑区激活差异，但遗憾的是，由

于样本量有限，虽然实验发现了“AA”基因型患者

面部情感识别功能明显减退，但功能磁共振得到了

阴性的结果。而此研究团队最终在静息态磁共振方

向上得到了突破，他们发现对于 rs1006737 基因位携

带“A”等位基因的双相 I 型患者，其左侧眶前内侧

皮质厚度明显减低（P=0.005），且其数值与年龄呈

负相关，而在非携带者中，皮质厚度更厚，这种负

相关也不成立［13］。综合此类实验，可见钙通道相关

基因多态性对患者大脑皮质形态及功能存在影响。

而 在 一 些 针 对 正 常 人 群 C A C N A 1 C 相 关

rs1006737 基因的磁共振研究中，还发现了杏仁核及

海马区的激活改变［14-16］。而这些区域正与情感症状

高度相关。人们猜想，这些脑区的异常激活现象作

为连接微观及宏观的桥梁，解释了钙通道功能异常

为什么会导致情感症状的波动。因此提出了钙通道

拮抗剂可作为情感稳定剂辅助用药的观点，但这一

观点在临床上的应用则十分曲折。

3　治疗及预后

而在双相障碍的治疗与预后方面，钙通道基因

型也显示其特殊意义。Gilad 等［17］发现对于不同钙通

道亚单位基因型的双相障碍患者，其锂盐效应相关

mRNA 浓度存在明显差异。受此影响，锂盐的疗效

也会产生差异。Francesco 等［18］发现 CACNA1C 相关

rs1006737 基因型不同的情感障碍患者失眠的发生率

有显著差别，而失眠会加大患者的复发率。此类研

究说明，钙通道的研究对于双相障碍患者的心境稳

定剂选择及长期预后，均具有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　争论与展望

由于已知钙通道对于双相障碍的发病，症状，

预后等各方面存在影响，部分研究者致力于发掘这

种影响的内在机制。动物实验首先为人们提供了灵

感。Chantelle 等发现对于 CACNA1C 相关特定基因

敲除后的小鼠，其腹侧被盖区多巴胺转运蛋白灵敏

度下降；并由此提出：钙通道通过自身功能调节多巴

胺系统灵敏性，情感障碍则是相关脑区敏化程度过

高的表现。另外，针对双相障碍患者脑脊液的研究

发现：对于 CACNA1C 相关 rs1006737 基因型不同的

双相障碍患者，其脑脊液磷酸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P<0.001）。由于磷酸化水平是反应神经轴突可塑

性的生物学指标，研究者提出，钙通道可通过影神

经元可塑性从而参与情绪相关脑区的正常生长发育。

然而，两种观点均处于假说阶段，受目前实验技术

限制，其论证的过程将十分漫长。

基于钙通道在双相障碍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人

们尝试将钙通道拮抗剂可用于双相障碍的辅助治疗。

有研究者曾将地尔硫卓用于 8 名锂盐治疗效果欠佳

的双相障碍患者，最终其中 7 人在半年的规律服药

后症状得到一定改善；也有关于尼莫地平用于 I 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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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障碍患者的病例报道。但受当时实验思路及技术

条件影响，类似发现多集中于病例报道，未有开展

相关动物实验或大规模临床试验。

进入本世纪后，针对多种钙通道拮抗剂的临床实

验在全球多家医院展开。但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有

研究者汇总了近年来维拉帕米单药治疗双相躁狂的研

究，并进行 Meta 分析，最终得到了阴性结果。其他

关于地尔硫卓、硝苯地平、尼莫地平等钙离子拮抗剂

的单药实验也没有一致性的结果。甚至有大数据结果

显示，对于使用钙通道拮抗剂的高血压患者，其双相

障碍发生率较其他降压药明显升高。这一结果一度使

钙通道拮抗剂在双相障碍领域的应用陷入困境。虽然

后续研究显示钙通道拮抗剂对于双相障碍疗效的差异

与患者的基因型有关。但由于钙通道在大脑中分布广

泛，其对神经元活动及功能的调控十分复杂。如真正

将钙离子拮抗剂大规模应用于双相障碍的治疗，我们

仍需要更多更精准的研究作为支持。

虽然目前对于钙通道与双相障碍相关性的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现有的实验思路

和结果，指导日后的双相障碍诊疗。首先，目前已经

证明双相障碍发病率在不同钙通道基因型的人群中存

在差异，这一差异可用于预测双相障碍高危人群远期

的发病情况；第二，目前已经发现钙通道基因型与锂

盐效应 mRNA 浓度存在一定关联性，在面对未使用过

锂盐的双相障碍患者时，我们可以通过测定患者基因

型预测锂盐疗效；第三，虽然目前市面上钙通道拮抗

剂种类繁多，但尚未发现对双相障碍存在特异疗效的

品种。然而随着配体开发技术的日益成熟，我们将会

找到更为精确的情绪相关钙通道靶标，同时利用遗传

学、分子生物学及药理学技术不断提高钙通道拮抗剂

的选择性、有效性和耐受性，从而开发出适合双相障

碍患者的特定钙通道拮抗剂，造福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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