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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刘　阳 、 宁武凤 、 胡茂荣

【摘要】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一种发作与缓解交替出现的精

神障碍。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作为重大应激源，疫情过后人们容易罹患 PTSD。本文就其

发病机制涉及的遗传基因、神经内分泌、脑结构及功能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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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 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可在重大创伤事

件后发展，通常导致慢性病程和严重的功能障碍。

其特征是对情境记忆的反应过度，恐惧消退受损，

有或没有轻度认知障碍，学习障碍和噩梦。在美国

人口中的患病率超过 7％，在军队中的患病率超过

12％ ［1］。因此，阐明 PTSD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对疾

病的三级预防，有重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和意义。

一　PTSD
PTSD 在 1980 年首次被采用，当时是用来描述

经历过战争的现役军人和退伍人员、战俘、集中营

的幸存者在经历过后的一系列表现，之后被用来描

述人为或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出现的应激症状。这类

事件如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地质灾害、生

死离别等。亲历者会感到巨大的痛苦，常引起极度

恐惧、担心害怕、绝望感，甚至自伤自杀。

60.7％的男性和 51.2％的女性在一生中，可能

会遭受触发 PTSD 发生的创伤性事件［2］。PTSD 的年

患病率为 0.2％～3.8％，终生患病率根据社会背景

和居住国家 / 地区而异，范围为 1.3％～12.2％，女

性约为男性的 2 倍。患有该病的人自杀未遂的相对

风险（2.0）与广泛性焦虑症（2.3）或酒精依赖（2.5）
的相对风险相似，比抑郁症（4.8）低［3］。

二　PTSD的发病机制

PTSD 通常是由于战争、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

创伤事件而产生的。创伤性事件是 PTSD 的诱发因

素，但 PTSD 的发生不一定需要有创伤性体验。许多

因素影响到 PTSD 的发生，比如性格内向、幼年创伤

（如留守、暴力、家庭破裂）、家境贫寒、负性生活

事件、有精神障碍的既往史或家族史等。

1　遗传基因

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保护性片段，参与维持基

因组稳定性，防止染色体融合，调节细胞分裂。在

与年龄有关的疾病中，以及对生理和社会心理压力

的反应中，端粒的磨损率均明显提高［4］。端粒重复

序列结合因子（telomere repeating factor，TRF）能够

有效调节端粒长度，其中因子 1 和因子 2 可以缩短

其长度。端粒长度变短会增加易感人群患有应激相

关疾病（如 PTSD）的风险，早期死亡的风险也会随

之增加。另外儿童时期经历创伤性事件与 PTSD 患者

的端粒长度变短也有关。

许多环境和基因方面的研究都集中在与压力

反应系统有关的基因上，分子伴侣 FK506 结合蛋

白 5（FK506-binding protein 5，FKBP5）是应激激

素系统中的关键调节因子，它介导对创伤压力的反

应。FKBP5 是调节糖皮质激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GR）敏感性的 FKBP／GR 复合物，在 GR

细胞负反馈回路中起关键作用。FKBP 单核苷酸多

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位点

如 rs3800373、rs9296158、rs1360780、rs9470080 与

PTSD 的发病紧密相关，是其风险基因位点，其中两

种变体 rs6470292 和 rs683250 显著增加了罹患该病

的概率。FKBP5 基因多态性与儿童期虐待的关联可

以预测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5］。皮质醇诱导的较高

水平的 FKBP5 与 PTSD 相关，表明 FKBP5 在 GR 系

统中发挥了促进 PTSD 的作用。此外，FKBP5 的较低

mRNA 表达预示了应激后 PTSD 症状的严重性，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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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改变与应激反应和记忆形成中涉及的神经元中

异常的 GR 介导的信号传导有关。

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catechol-O-methyltrans-

ferase，COMT）基因主要在前额叶皮层和海马表达，

对于突触多巴胺的分解代谢调节至关重要，可以导

致皮质功能改变。COMT 催化儿茶酚胺，特别是多

巴胺的降解，并且 COMT rs4680 多态性的 Met158
和 Val158 等位基因分别具有低和高的酶活性［6］。

COMT Val158Met 多态性与人类精神疾病有关，Met

／Met 纯合子与 PTSD 的易感性增加有关。已发现

COMT Val158Met 多态性会影响恐惧的消退。与 Val

／Val 纯合子相比，Met／Met 纯合子的活性降低了

35％～50％，这会增加 Met158 等位基因携带者的脑

多巴胺水平，大概是多巴胺受体下游的改变（主要

是皮质区域的 D1）。人类 COMT Val158Met 多态性与

发生 PTSD 的风险中经历的创伤事件类型之间存在基

因 - 环境相互作用。

垂体腺苷酸环化酶激活多肽受体（the pituitary 

adenylate cyclase-activating polypeptide receptor，

PAC1，也称为 ADCYAP1R1）是一种 G 蛋白偶联受

体（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GPCR）可作为垂体

腺苷酸环化酶激活多肽（pituitary adenylate cyclase-

activating polypeptide，PACAP）的高亲和力受体。

PACAP 能系统是心理创伤导致 PTSD 后异常应激反

应的重要介体，PACAP／PAC1 受体的表达和信号传

导参与了对创伤压力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调节。大脑

应激反应区域内 PACAP 系统参与机体恐惧的形成，

并与雌激素依赖性调节相关。PTSD 的遗传易感性

可能取决于 PAC1 在皮质中的表达和 PAC1 基因中的

SNPs［7］。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基因，编码一种神经营养蛋白，它在

未成熟神经元的生长，分化，成熟和存活以及突触

可塑性，神经传递和成熟神经元的受体敏感性调节

中发挥作用。BDNF 及其高亲和力受体原肌球蛋白

相关激酶 B（tropomyosin-related kinase B，TrkB）在

与记忆功能相关的大脑区域中高度表达，包括海马、

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BDNF 的功能性单核苷酸多态

性 Val66Met（rs6265）导致第 66 位密码子从缬氨酸

（Val）变为蛋氨酸（Met）。Met 替代会损害细胞内运

输，减少 BDNF 的分泌，并降低活性，同时对人的

记忆力和海马功能产生负面影响。慢性压力会增强

Met 携带者成年后的恐惧回路，从而增加其对与恐惧

和焦虑相关的精神疾病（如 PTSD）的敏感性。此外，

一项人体研究表明，与具有 Val／Val 基因型的人相

比，患有 Met 等位基因的 PTSD 患者表现出恐惧消灭

学习能力受损，这表明基因的多态性可导致该疾病

的记忆异常［8］。

2　神经内分泌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the hypothalamic-

pituitary-adrenal axis，HPA）是由 CRH、ACTH 和皮

质醇组成的体内平衡系统，对维护内环境稳态，保

持机体正常功能起着关键的作用。应激会激活下丘

脑中的 CRH，从而通过垂体 ACTH 的激活影响肾上

腺皮质皮质醇的分泌。皮质醇通过与 GR 结合而负反

馈调节 CRH 和 ACTH 的产生。

HPA 中的 GR 系统是介导压力和 PTSD 形成的

长期影响的关键系统之一［9］。PTSD 的患者容易受到

压力的影响，这取决于 GR 压力信号通路内的分子

异常。作为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GR 在配体结合后

从胞浆转移到细胞核中并启动基因转录。这个过程

受大分子复合物调节如 FKBP5。HPA 轴上 GR 敏感

性反应的变化与 PTSD 的发病机制有关。GR 在外周

组织和淋巴细胞中表达，其信号传导级联反应是通

过循环糖皮质激素的结合而启动的。已知促炎性细

胞因子（TNF-α和 IL-6）通过对 CRH、ACTH 和皮

质醇分泌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来激活 HPA 轴。给予氢

化可的松是预防 PTSD 的最佳 HPA 轴干预措施［9］。

HPA 的失调会加速 PTSD 人群中的慢性疾病进展。

皮质醇是可以代表 HPA 轴功能改变的激素之一，尤

其是在其昼夜节律方面。多项研究显示 PTSD 参与者

的昼夜皮质醇分泌低于正常水平。皮质醇缺乏症的

一些发现表明，PTSD 的发展与皮质醇分泌水平较低

有关。较低的清晨皮质醇水平使 HPA 轴功能失调与

PTSD 过度性警觉症状特别相关［9］。

患有 PTSD 的个体表现出 GR 敏感性上调和炎症

增强［10］。HPA 轴是控制压力生理反应的主要调控途

径之一，而糖皮质激素是 HPA 轴的介质，通过 GR

介导，进而发挥其对生理功能的作用。低剂量的糖

皮质激素与炎症反应增强有关，而高剂量的糖皮质

激素具有抗炎作用。有分析表明，在 PTSD 患者中，

GR 敏感性的增加受炎症反应的增加影响［10］。由于

较高的 GR 负反馈效应，增加的 GR 敏感性将降低

ACTH 刺激皮质醇释放的贡献，这将增加促炎反应，

并随后引起细胞因子诱导的皮质醇分泌，从而使炎

症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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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脑结构及功能

情感和恐惧的相关神经回路的异常易感性，有

助于 PTSD 症状的发展和保持。动物研究表明，

与 PTSD 症状相关的关键大脑区域为前额叶皮层

（prefrontal cortex，PFC）、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ACC）、杏仁核（amygdala）和海马

（hippocampus），它们参与情绪和恐惧记忆的形成和

恢复。PTSD 患者脑结构及功能受损部位涉及广泛

脑区，包括杏仁核、前额皮质、海马、扣带回、脑

岛和丘脑等区域［11］。现有模型（杏仁核 - 内侧前额

叶 - 海马环路异常）认为：杏仁核活性增强会导致机

体恐惧性应答呈过度反应；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性降

低，则杏仁核的过度活跃状态就不能受到完全的抑

制，在此种情况下也不排除与 PTSD 患者消除恐惧相

关记忆的能力受损有关；海马环路的异常通常会导致

PTSD 患者对事实和事件的陈述性记忆受损，辨别周

围环境安全与否的能力下降。与没有 PTSD 的同龄人

相比，小儿 PTSD 与较小的总灰质、脑、颞叶（总，

右，左）、小脑蚓部和海马（总，右，左）体积相关。

杏仁核参与调节人的情绪、学习和记忆功能，

同时这一脑区与机体恐惧反应产生有关，是焦虑和

抑郁情绪形成的基础。机体在缺氧，呼吸困难的条

件下，创伤相关信息作为应激源，传导激活杏仁核，

功能大幅上调，出现觉醒度增高表现。现已证实

PTSD 患者在阅读负性图片时杏仁核激活显著，观察

中性图片时仍然处于激活状态，在静息状态下活动

较正常人活跃。胡昊等［12］研究表明外周感受器接受

应激相关信息，经神经传导通路传送至杏仁核，其

通过调节传出神经功能引起机体心血管系统变化从

而导致警觉性增高。

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参与了人的意识、注意力、选择、学习记忆

等认知活动。电击损伤 mPFC 的结构，可以损害大鼠

消除恐惧记忆的能力。PTSD 患者该脑区活性较低，

所以抑制杏仁核的活动减弱，容易产生恐惧反应。

海马具有稳定人的定向功能的作用，同时参与了

长期记忆的形成。如果海马体积减小，那么人的陈述

性记忆功能将会受到损害。在 PTSD 患者中，海马脑

区结构改变，体积缩小，且其程度与 PTSD 的严重分

级呈正相关，这表明海马结构的改变是 PTSD 的易感

因素。

扣带回（cingulate gyrus）位于大脑半球内侧面的

扣带沟与胼胝体沟之间。在 PTSD 患者中，腹侧前

扣带回（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rACC）和腹

内侧前额叶（ventral medial frontal gyrus，vmPFC）激

活降低，rACC 的活性与 PTSD 症状严重程度呈负相

关［13］。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

onance imaging，fMRI）研究表明 ACC 与岛脑间的连接

改变，结果是患者不能很好的感知与加工创伤性体

验信息，情绪的处理与调节能力也会受损。PTSD 患

者大脑功能网络的异常连接与加工体感和视觉信息

及控制注意力能力下降有关［13］。腹侧前脑岛的结构

和 fMRI 连接特点表明，前岛脑和前扣带回这两个脑

区在功能上有所整合，表现在感觉、运动、内环境

稳态等方面。在有焦虑倾向或患有焦虑障碍的人中

（包括了 PTSD 患者）前岛脑参与了焦虑的形成。

三　小结与展望

PTSD 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心理疾病，在治疗成

本和生产力损失方面给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关于

PTSD 的发病机制，目前认为是基因调控、环境变化

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其发生、发展、演变。内分泌

系统的糖皮质激素、细胞因子等均有参与，起到调

控的作用。脑结构 PFC、ACC、杏仁核和海马中异

常的神经元活动可能是 PTSD 症状发展和保留的根本

原因之一。PTSD 是基因易感性疾病，这一观点得到

众多学者的认可，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余基因和

脑区，结合影像遗传学和分子影像学，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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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以精神医学专业人员为主，适当配备心

理学、护理学及其他类人员。二是加强心理防护任

务模块建设。模拟化学、生物、放射性物质等不同

类别袭击心理防护需求，建立相应的心理防护预案，

组建防护团队，形成防护能力。三是构建不同等级

联动机制类别。根据任务需求，军队内部、军地之

间可以启动不同级别的联动机制，畅通联动渠道，

最大限度提升心理防护效果［9］。

2　做好生化袭击心理防护准备与动员

心理防护准备工作要与作战动员、人员集结、

运输投送等重要环节同步展开，重点做好三方面工

作。一是心理防护人员心理选拔，力求岗位匹配。

充分考虑心理防护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心理状态、

既往经历、技能水平、执行力等因素对执行任务的影

响。如，强迫性怕脏的人不适合参加传染病防护工

作，自我为中心的人不适合加入执行力要求高的团

队。二是加强专业工作准备，从心理科普、心理疏导、

危机干预、精神疾病诊疗、心理安全管理等领域做

好心理服务资源链接。三是做好心理防护工作定位。

要求心理防护目标定位清晰，心理防护要求预判准

确。此外，心理防护人员到达任务地之前，应配属

任务单位展开行动，以早期把握参战人员状态。

3　全面统筹运用心理防护机制

生化袭击心理防护工作不仅要保健康，还要服

务于组织管理、战斗精神培育、团队协作、安全管

理和提升任务效能，因此，心理防护机制的运用需

要统筹协调，不能各自为阵，各取所需。特别要加

强军队心理防护资源共享和有机连接，同步开展工

作。心理防护人员要深入一线，必要时可配属到基

层岗位。对某些化学毒物相关的战争，要加强心理

防护后备梯队能力储备，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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