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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伴自杀风险的炎症机制相关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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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炎症介质在抑郁障碍患者自杀的病理生理机制上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外周血细胞因子主要通过与血脑屏障中的分子结合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从而改变特定脑区的功

能。本文主要介绍抑郁障碍自杀相关的促炎性细胞因子（IL-6、IL-1β、TNF-α、IFN-γ）与抗炎性

细胞因子（IL-2、IL-4、TGF-β）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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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以显著而持久

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

和行为的损害及较高的自杀率。抑郁障碍与自杀紧

密相关，是一类与高死亡率相关的疾病，约 4％的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死于自杀。自杀是涉及遗传学、

神经生物学及临床症状学等多学科、多因素的公共

卫生问题。预防和降低自杀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对

有自杀倾向的病人的进行早期识别和干预能有效降

低抑郁症患者自杀率。如何准确预测抑郁患者的自

杀风险是目前多项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抑郁障碍自杀患者可能会同时伴有炎症疾病，

如有研究提示近期有自杀未遂的患者同时伴有胃肠

道的炎症［1］。细胞因子的失调与抑郁障碍的自杀风

险密切相关。当代抗抑郁药物的作用机制多以调节

大脑神经递质为主，而对抑郁障碍患者自杀风险相

关炎症机制的探索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其病理机制并

为临床干预提供新的思路。

细胞因子是由免疫细胞（单核 - 巨噬细胞、T 细

胞等）和非免疫细胞（表皮细胞、纤维母细胞等）经

刺激而合成分泌的一类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分子蛋白

质，可以影响神经递质系统、大脑功能以及情绪的

变化。根据细胞因子的主要功能可分为白细胞介素、

干扰素等；根据其对炎症的反应可分为促炎细胞因子

和抗炎细胞因子。促炎细胞因子主要是在病原体入

侵时激活机体的免疫反应系统，消灭入侵者；而抗炎

细胞因子主要是在消灭入侵者后消除炎症使机体恢

复到正常的免疫和生理功能。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

细胞因子之间的动态平衡是维持机体正常免疫状态、

自身稳定性和正常生理状态的关键因素。不同细胞

因子的变化在理解抑郁障碍和自杀的联系方面有很

大帮助。某些炎性细胞因子的变化甚至可以预示自

杀风险［2，3］。

目前关于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行为说法不一，

可能是由于体内细胞因子变化从而导致了抑郁障碍，

继而产生自杀行为，或者自杀行为只是抑郁障碍的

附加表现，或者抑郁障碍患者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导

致了细胞因子的改变进而引起自杀。本文主要就抑

郁障碍自杀的相关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的

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一　促炎细胞因子与伴有自杀风险的抑郁障碍

抑郁是自杀的主要危险因素，而促炎细胞因子

的异常与抑郁障碍自杀的病理生理学有关。以下主

要介绍几种主要的促炎细胞因子（白介素 -6、白介

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干扰素 -γ等）与抑郁障

碍自杀的关系。 

1　白介素 -6（IL-6）

1.1　介绍　IL-6 是白介素的一种，由单核 / 巨

噬细胞、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角质细胞等细胞

产生。IL-6 的主要功能有刺激活化 B 细胞增殖、参

与炎症反应及造血过程等。有研究表明 IL-6 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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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杀行为有关［3］。

在抑郁障碍自杀的患者中，脑脊液及外周血液

中 IL-6 的浓度升高。有研究提示与非自杀的抑郁

个体和健康者相比，抑郁障碍自杀患者血浆中 IL-6
水平升高［4］。在尸检检验中发现，有自杀行为的

青少年脑中 IL-6 的 mRNA 水平升高［5］。在抑郁障

碍自杀患者不同脑区，IL-6 水平及 mRNA 和蛋白

质的表达升高：抑郁障碍自杀患者前额皮质区 IL-6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升高［6］；青少年自杀患者

Brodmann10 区的 IL-6 水平及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

均明显升高［7］；在一项对重性抑郁障碍患者死后脑组

织的研究中发现，眶额皮质区 IL-6mRNA 的表达水

平升高［8］。

抑郁障碍自杀患者 IL-6 的变化与多种因素有

关，以下主要介绍犬尿氨酸通路、单胺类代谢及维

生素 D。

1.2　IL-6 与犬尿氨酸通路　犬尿氨酸通路（如

图 1）是指由色氨酸代谢为犬尿喹啉酸或者喹啉酸

的过程。此通路的第一步是色氨酸由吲哚胺 -2，3-

双加氧酶（IDO）或色氨酸 -2，3- 双加氧酶（TDO）

催化代谢为犬尿氨酸［9］。促炎性细胞因子如 IL-6、

IFN-γ等是 IDO 的强催化剂，并最终激活犬尿氨酸

通路。随后犬尿氨酸被分解为高神经活性的物质，

如喹啉酸（QUIN），犬尿喹啉酸（KYNA）。QUIN 是

由小胶质细胞合成分泌的神经活性代谢物，是一种

选择性 NMDA（N- 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激动剂。

KYNA，可阻断胆碱能α7 烟碱受体，拮抗 NMDA 受

体的甘氨酸位点。

促炎性细胞因子会刺激 QUIN 的形成，并可能诱

发自杀行为。自杀患者中 QUIN 水平与 IL-6 水平呈

正相关。犬尿氨酸通路失调的患者在炎症条件下容

易出现抑郁症状。抑郁障碍自杀患者脑脊液中 QUIN

水平及 IL-6 水平升高，而 KYNA 水平降低，而在自

杀未遂者脑脊液中 QUIN 水平是健康者的 2~3 倍，在

相同的患者组中 IL-6 的水平升高和 KYNA 水平降低

与抑郁和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有关［4］ 。

IDO：吲哚胺 -2，3- 双加氧酶；TDO：色氨酸 -2，

3- 双加氧酶；KAT：犬尿氨酸氨基转移酶；KMO：犬

尿氨酸羟化酶；KYNU：犬尿氨酸酶；QPRT：喹啉酸

磷酸核糖酰转移酶；NAD：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1.3　单胺类递质代谢　IL-6 受体在大脑的延

髓、下丘脑、海马、小脑等皮质区域的 5- 羟色胺

（5-HT）能神经元表达［10］。5-HT 系统涉及自杀行为

的决策，也涉及重度抑郁发作，而快速给药 IL-6 能

增加大鼠纹状体 5-HT 的释放［4］，提示 IL-6 可能会

通过影响 5-HT 系统来改变抑郁患者的自杀风险。

1.4　维生素 D　研究显示，维生素 D 能阻止单

核细胞释放 IL-6［4］，维生素 D 的缺乏有可能使其对

单核细胞的抑制作用减弱，从而导致 IL-6 升高。临

床研究发现，58％的自杀未遂者有维生素 D 缺乏，

重性抑郁障碍自杀患者的维生素 D 平均水平明显低

于非自杀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维生素 D 水平

与 IL-6 的水平呈负相关［11］。 

2　白介素 -1β（IL-1β）

细胞介素 1（IL-1）是由单核细胞、成纤维细胞

等细胞在应答感染时产生的细胞因子。研究证实，

向小鼠脑中注射 IL-1β会产生类似焦虑样表现、发

热和神经内分泌样改变［7］。外周 IL-1β通过影响各

种代谢通路来影响大脑的功能，如 5-HT 再摄取和清

除、NMDA 受体的激活、犬尿氨酸通路的激活（IL-

1β是 IDO 的强催化剂［12］）等［13］。

IL-1β的水平与自杀相关，并且可能帮助区分

有自杀倾向和无自杀倾向的患者［10］。研究表明重

性抑郁障碍患者 IL-1β的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明

显增加［14］。抑郁障碍自杀患者不同脑区 IL-1β的表

达水平不同，前额皮质和 Brodmann10 区 IL-1β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升高［6］；Brodmann8 区 IL-1β的蛋

白表达增加［14］；Brodmann11 区 IL-1β的 mRNA 的表

达升高［7］。有研究发现发现，重性抑郁障碍自杀未

遂患者外周血液中维生素 D 与 IL-1β水平呈负相关，

维生素 D 水平越低，IL-1β水平越高［1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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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肿瘤坏死因子以α 和β的形式存在，由不同的

基因产生。TNF-α的生理作用通过其两个受体介导，

即 TNF-R1 和 TNF-R2。研究发现，在强迫游泳试验

中，TNF-R1 或 TNF-R2 的缺失会导致类似抗抑郁药

物的反应，而在蔗糖饮水试验中，TNF-R2 缺失的

小鼠表现出享乐反应，说明 TNF-α可诱导出抑郁样

症状，阻断或去除 TNF 受体则可改善抑郁症状［7］。

外周血液中 TNF-α水平升高的重性抑郁障碍自杀患

者，常规抗抑郁药物加抗炎药物的治疗效果更好。

重性抑郁障碍自杀患者背外侧前额叶皮质 TNF-α表

达水平明显升高［15］。抑郁障碍自杀患者前额皮质的

TNF-α的 mRNA 与蛋白表达增加［6，16］。

抑郁障碍伴自杀意念、自杀未遂、自杀成功

等与 TNF-α 或者 TNF-α 的多态性有关。关于抑郁

障碍自杀患者 TNF-α308 位 G/A 多态性的研究目

前存在争议：Kim YK 等人对高丽大学安山医院的

204 名有自杀企图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研究中发现，

TNF-α308 位 G/A 的 GG 基因型多态性显著增加了重

性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17］；而 Wang 等对魁北克

镇和马里兰州共 97 人的研究中发现，抑郁障碍自杀

患者死后脑组织中背外侧前额叶皮质 TNF-α308 位

G/A 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与健康组相比无明显变

化［15］。

TNF-α通过 p38 细胞系增殖蛋白激酶途径来增强

5-HT 转运蛋白的表达和激活［4］，而在抑郁症自杀未遂

者和完成自杀者的脑脊液中 5- 羟基吲哚乙酸（5-HT

的降解产物）的水平下降，提示 TNF-α可能通过影响

5-HT 系统来影响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行为。

此外，维生素 D 会抑制单核细胞释放 TNF-α［4］，

而 缺 乏 维 生 素 D 可 能 会 导 致 单 核 细 胞 过 多 释 放

TNF-α，从而增高抑郁患者的自杀风险。

4　γ- 干扰素（IFN-γ）

IFN-γ 具有抗病毒、免疫调节及抗肿瘤特性。

关于抑郁障碍患者体内 IFN-γ水平的改变目前的研

究结果尚不一致，部分研究发现抑郁障碍自杀患者

和非自杀患者 IFN-γ水平均明显升高。也有研究表

明，重性抑郁患者无论有无自杀风险，IFN-γ水平

均显著降低。Kim 等发现，IFN-γ874 位 A/T 与自杀

风险无明显的相关性，并且自杀未遂的致死率与该

细胞因子的基因型无关［17］。

促炎细胞因子如 IL-6、IL-1β、TNF-α、IFN-γ

在抑郁障碍自杀患者体内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

变化提示抑郁障碍自杀患者体内有炎症变化，当免

疫系统被入侵时，促炎细胞因子为保护机体而被激

活，进而通过与受体、通路、基因等的作用来影响

抑郁障碍的程度及自杀风险。

二　抗炎细胞因子与伴有自杀风险的抑郁障碍

的关系

正常机体内，促炎细胞因子与抗炎细胞因子保

持动态平衡，而在抑郁障碍自杀患者中，这种动态

平衡被打破，促炎细胞因子出现不同的变化。以下

主要介绍几种主要的抗炎细胞因子（白介素 -2、白

介素 -4、肿瘤坏死因子 -β）与抑郁障碍自杀的关系。

1　白介素 -2（IL-2）

IL-2 是免疫系统中的一类细胞生长因子，能促

进 CD4 和 CD8 细胞的增殖，参与抗体反应、造血等

过程。研究发现 IL-2 的变化可能是自杀的一个神经

生物学因素。另有研究显示自杀患者血浆中 IL-2 水

平较非自杀患者及健康者低［10］，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因素：⑴ IL-2 与可溶性 IL-2 受体（sIL-2R）的结合

导致 sIL-2R /IL-2 复合物的内化，进而导致溶酶体

降解；⑵自杀患者中可溶性 IL-2 受体水平高：有研究

显示在随访未使用药物治疗的自杀未遂患者时发现，

可溶性 IL-2 受体水平升高［3］；⑶脑部 IL-2 的降低可

能与海马隔核胆碱能神经元的缺失有关［16］。

2　白介素 -4（IL-4）

IL-4 由 CD4+T 细胞、活化的肥大细胞等产生，

可促使 B 细胞分裂增殖、增强巨噬细胞的功能等。

目前有关抑郁障碍患者的 IL-4 水平变化存在争议。

研究显示 IL-4 水平的降低可能导致抑郁状态，自杀

患者眶额皮质 IL-4 的水平升高［18］，女性自杀患者

Brodmann11 区 IL-4 的 mRNA 的表达增加［14］。但也

有研究提示抑郁障碍自杀患者比非自杀患者分泌较

少的 IL-4［3］。这些研究表明 IL-4 会可能会影响抑郁

障碍自杀相关的神经行为。 

3　肿瘤坏死因子 -β（TGF-β）

TGF-β由多种神经细胞产生，它可以调节神经

元和胶质细胞的增殖、分化等，在突触的形成和神

经系统的发育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多项研究表明，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血浆中 TGF-β水平降低。TGF-β

可以多水平协调体内免疫系统的平衡。TGF-β信号

通路在抑郁障碍自杀中有重要作用，该信号通路的

改变会影响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的平衡进而可能会

导致自杀行为［19］。 

机体发生炎症变化后抗炎细胞因子为消除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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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激活，保持机体促炎与抗炎之间的动态平衡。

抑郁障碍自杀患者体内抗炎细胞因子（IL-2、IL-4、

TGF-β）存在变化，提示机体的抗炎及促炎平衡被打

破，抗炎细胞因子被激活，通过不同的受体或通路

来影响抑郁障碍的自杀风险。某些抗炎细胞因子（如

IL-2）可能是抑郁障碍自杀的特征性变化。

三　总结和展望

大部分研究表明炎症介质在有自杀风险的抑郁

障碍患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已发现在伴有自杀风

险的抑郁障碍患者中，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之间存

在不平衡。本文主要介绍了促炎因子 IL-6、IL-1β、

TNF-α、IFN-γ及抗炎因子 IL-2、IL-4、TGF-β与

抑郁障碍自杀的关系。多数研究为评估伴有自杀风

险的抑郁患者的抗炎治疗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但

是目前尚没有研究说明炎症因子可以作为预测自杀

风险的生物学标记物，有关抑郁障碍自杀患者炎症

因子变化的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来为更好地预测及

预防抑郁障碍自杀风险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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