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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犬尿氨酸和肾癌女性患者手术后抑郁的关系

姬学义 、 李　健 、 刘愿光

【摘要】目的　探讨血浆犬尿氨酸和肾癌女性患者手术后抑郁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

~2019 年 2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94 例女性肾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贝克抑郁量表（BDI）评分将患

者分为两组，观察组 BDI 评分≥ 14 分，共 37 例，对照组 BDI 评分＜ 14 分，共 57 例，比较两组患者

的炎症因子（TNF-α、IL-6）水平、色氨酸、犬尿氨酸水平，并使用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肾癌患

者术后抑郁的危险因素。结果　观察组 TNF-α和 IL-6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色氨

酸水平低于对照组，犬尿氨酸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显示，高 TNF-α

水平、高 IL-6 水平、低色氨酸水平、高犬尿氨酸水平是肾癌患者术后抑郁的危险因素。结论　女性

肾癌患者手术后抑郁的发生与炎症状态、色氨酸和血浆犬尿氨酸关系密切，炎症状态加重、色氨酸

水平下降、犬尿氨酸水平升高提示患者有抑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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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kynurenine and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in women with renal cell carcinoma 
　　JI Xueyi，LI Jian，LIU Yuanguang. Department of Urology，Zhoukou Central Hospital，Zhoukou 46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kynurenine and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renal cancer. Method　94 female patients with renal cell carcinoma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

tal from August 2017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Beck Depression Scale

（BDI）score. The BD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 14 points，a total of 27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a BDI score of <14 points，a total of 67 cases.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TNF-α，IL-6），tryptophan，and 

kynurenin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multivariate logisi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for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in women with renal cancer. Results　The level of TNF-α，IL-6 and kynureni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 of tryptopha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Multivariate Logisi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TNF-α levels，high IL-6 levels，low tryptophan levels，and high kynurenine levels were risk factors for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in women with kidney cancer. Conclusion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renal canc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flammatory status，tryptophan and plasma kynurenine，increased inflammatory status，decreased 

tryptophan levels，and elevated kynurenine levels suggesting a risk of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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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 ［1］，手术是治疗肾癌的

主要手段，但患者术后由于多种原因容易导致焦虑、

抑郁情绪［2，3］，发生率可高达 48％［4］。血浆犬尿氨

酸是调节神经功能和免疫功能的重要物质［5］，可能

与抑郁症的发生相关，但相关研究较少，尚没有明

确的结论［6-7］。本次研究探讨血浆犬尿氨酸和女性肾

癌患者手术后抑郁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8 月 ~2019 年 2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

的 94 例女性肾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贝克抑郁量

表（BDI）评分将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 BDI 评分≥

14 分，共 37 例，年龄 34~58 岁，平均年龄 45.17±

2.88 岁，病程 14.29±2.68 月，受教育年限 14.27±

4.65 年，对照组 BDI 评分＜ 14 分，共 57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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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9 岁，平均年龄 45.26±2.91 岁，病程 14.57±

2.54 月，受教育年限 14.33±4.51 年，两组患者的年

龄、病程、受教育年限无统计学差异（P>0.05）。纳

入标准：①患者无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②患者精神正

常；③近 1 个月内未服用抗抑郁药物；④无生命垂危

患者；⑤患者及其家属均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1.2　方法

1.2.1　炎症因子水平检测　抽取患者的清晨空

腹静脉血 5ml，使用离心机以 4200r/min 的速度离

心 10min，取上层血清，使用 ELISA 法检测患者的

TNF-α、IL-6 水平，检测用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卡米

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2 色氨酸、犬尿氨酸水平检测：抽取患者的

清晨空腹静脉血 5ml，置于内涵 EDTA 抗凝剂的抗凝

试管内混匀，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患者的色氨

酸、犬尿氨酸水平，标准品均购自四川省维克奇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炎症因子（TNF-α、IL-6）水

平、色氨酸、犬尿氨酸水平，并使用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肾癌妇女术后抑郁的危险因素。

贝克抑郁量表［8］：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著名心

理学家 Beck AT 编制，共包含 21 个条目，每个条目

均按照 0～3 分取值，总分＜ 14 分为无抑郁，总分

≥ 14 分为有抑郁，且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独立样本间用 t 检验。

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P<0.05 表示为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受教育年限无统计学

差异（P>0.05），炎症因子 TNF-α和 IL-6 水平比较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患者的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组别 年龄/岁 病程/月
受教育年

限/年
TNF-α

（ng/mL）
IL-6（ng/L）

观察组 45.17±2.8814.29±2.6814.27±4.6510.23±1.19 9.21±1.86

对照组 45.26±2.9114.57±2.5414.33±4.51 2.08±0.17 2.27±1.85

t 1.902 1.813 1.857 2.243 2.069

P 0.055 0.061 0.058 0.031 0.042

2.2　两组患者的色氨酸、犬尿氨酸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色氨酸、犬尿氨酸水平比较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

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显示，高 TNF-α水平、

高 IL-6 水平、低色氨酸水平、高犬尿氨酸水平是肾

癌妇女术后抑郁的危险因素。
表2　两组患者的色氨酸、犬尿氨酸水平比较

组别 色氨酸（ng/mL） 犬尿氨酸（ng/L）

观察组 17.85±4.21 5.73±2.04

对照组 24.74±3.69 4.11±1.67

t 2.201 2.314

P 0.035 0.027

表3　多因素Logisitic回归分析

项目 β SE（β） Wald-χ2 P值 OR值 OR下限 OR上限

高TNF-α水平 0.049 0.020 6.062 0.014 1.050 1.010 1.092

高IL-6水平 0.366 0.128 8.233 0.004 1.442 1.123 1.852

低色氨酸水平 1.259 0.541 5.418 0.020 3.522 1.220 10.168

高犬尿氨酸水平 1.079 0.416 6.731 0.009 2.942 1.302 6.648

3　讨论

肾癌的转归和预后与个人体质、精神心理因素

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9-10］，更容易出现消极的情绪，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于提高肾癌患者的预后效果

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探讨肾癌患者术后抑郁的影响

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11］。

肾癌患者机体在微生物、内毒素、补体、免疫

复合物、各种化学物质的影响下，单核巨噬细胞系

统被激活，促进促炎细胞因子释放，导致机体处于

微炎症状态［12］，本次研究的数据显示，抑郁组炎症

因子 TNF-α和 IL-6 水平高于非抑郁组，说明肾癌患

者合并抑郁炎症状态更严重，可能是由于第一，抑

郁本身就会影响炎症水平，第二合并抑郁后患者食

欲下降，营养物质摄入不足，影响机体免疫球蛋白

的合成，加重炎症 ［13］。

本次研究的数据显示，两组患者色氨酸、犬尿

氨酸水平差异明显，回归分析提示低色氨酸水平、高

犬尿氨酸水平的肾癌患者术后有抑郁风险，分析原

因为①肾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提倡优质低蛋白饮食，

导致患者营养物质摄入减少，且由于肾癌患者合并

抑郁往往伴有食欲减退、治疗依从性差等问题，导

致人体必需氨基酸色氨酸等营养物质的摄入不足［14］；

②肾癌患者普遍存在炎症反应，合并抑郁后炎性水

平加重，体内 IDO 被激活，体内色氨酸的生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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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降，色氨酸分解为犬尿氨酸，色氨酸水平下降，

犬尿氨酸水平升高［15］；且肾癌患者术后抑郁的发生

与犬尿氨酸的清除减少有关，色氨酸较少，血尿氨

酸增多，QUIN 等犬尿氨酸代谢产物作为毒素在体内

积累，合并抑郁患者治疗依从性下降，血液透析治

疗效果不佳，使犬尿氨酸及其代谢产物难以被清除，

毒素在体内积累，因此血尿氨酸水平升高［16］。

本研究只是初步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

也较为单一，但本研究初步说明：肾癌妇女手术后抑

郁的发生与炎症状态、色氨酸和血浆犬尿氨酸关系

密切，炎症状态加重、色氨酸水平下降、犬尿氨酸

水平升高提示患者有抑郁风险。后续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来探索其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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