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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抑郁患者ADCY-2基因多态性与认知功能及MECT疗效关系

周井泉 、 黄成兵 、 于名超

【摘要】目的　探讨双相抑郁患者腺苷酸环化酶 -2（ADCY-2）基因多态性与认知功能及改良电

休克治疗（MECT）疗效关系。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诊治的双相抑郁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TaqMan 基因分型技术检测 ADCY-2 基因 rs2892609、rs1864071 单核苷酸多态

性的分布，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检测（P300）和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WSCT）评估双相障碍患者的

认知功能，对患者进行 8 次 MECT 治疗，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总分评估 MECT 疗效，分析

ADCY-2 基因多态性与认知功能及 MECT 疗效关系。结果　ADCY-2 基因 rs2892609 位点 GG 型的 CC

评分明显高于 GT 型、TT 型，RE、潜伏期评分明显低于 GT 型、TT 型，rs1864071 位点 AA 型的 PE

评分明显低于 AG 型、GG 型，波幅评分明显高于 AG 型、GG 型，差异显著（P< 0.05）。ADCY-2 基

因 rs2892609 位点 GG 型与 GT 型、rs1864071 位点 AA 型与 AG 型治疗前、第 8 次治疗 HAMD 评分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rs2892609 位点 GG 型第 2、4、6 次治疗 HAMD 评分明显高于 GT 型，

rs1864071 位点 AA 型第 2、4、6 次治疗 HAMD 评分明显高于 AG 型（P< 0.05）。结论　双相抑郁患者

ADCY-2 基因 rs2892609、rs1864071 位点的基因多态性与认识功能障碍有关，rs2892609 位点的 GT

基因型、rs1864071 位点的 AG 基因型患者接受 MECT 治疗时起效更快，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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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ADCY-2 gene polymorphism and cognitive function，the efficacy of MECT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ZHOU Jingquan，HUANG Chengbing，YU Mingchao. Huai'an Third People's 
Hospital，Huaian 223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enylate cyclase-2（ADCY-2）gene polymorphism 

and cognitive function，the effect of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7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aqMan genotyping technolog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distribution of ADCY-2 genes rs2892609 and 

rs1864071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The event-related potential P300 and the Wisconsin Card Classification 

Test（WSCT）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8 times MECTs. The total score of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MECT. The ADCY was analyzed. -2 gene polymorphism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ECT efficacy. Results　Compari-

son of CCY，PE，RE，and latency scores of different genotypes of ADCY-2 gene rs2892609 locus. Comparison of TT，

CC，PE，RE，latency，and volatility scores of different genotypes of rs1864071 locu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rs2892609 The CC score of GG typ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T type and TT type. The RE and 

latency score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GT type and TT type. The PE score of AA type at rs1864071 is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AG type and GG type，and the amplitude scor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AG type and GG typ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ADCY-2 gene rs2892609 locus GG type and GT type，rs1864071 locus AA 

type and AG type before and after the 8th treatment of HAMD scores，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P>0.05）. The 

HAMD scores of 6 and 6 treat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GT type，and the HAMD scores of rs186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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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抑郁症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1］。在

成年时就有早期症状，多数发病在 35 岁前，且女

性发病高于男性［2］。双相抑郁症与遗传因素密切相

关，致病基因通过影响认知功能来增加疾病的发生

风险［3］。改良电休克治疗（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MECT）具有起效快等特点，常常应用于治

疗双相抑郁障碍。文献研究显示，腺苷酸环化酶 -2
（adenylate cyclase，ADCY-2）可能与双相抑郁症患

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存在关系［4］。本文以双相抑郁患

者为研究对象，分析 ADCY-2 基因多态性与认知功

能及 MECT 疗效关系，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诊治的

双相抑郁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33 例，

女 47 例，年龄 37～65 岁，平均年龄（50.85±9.45）

岁，病程 70～151 月，平均病程（111.74±34.83）月。

纳入标准：①确诊为双相抑郁者；②配合完成量表评

估和测试；③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④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严重心肾功能

障碍者；②视觉听力障碍灯影响本研究测试者；③对

MECT 治疗不耐受者；④中途退出本研究者。

1.2　方法

1.2.1　基因多态性检测　患者于清晨采用抗凝

管空腹抽取 5ml 肘静脉血，采用 3000 转 /min 的离心

机进行 15min 的离心处理，取上清液待测（-80℃）。

采用 DNA 提取试剂盒进行 DNA 提取，试剂盒源自赛

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采用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对 DNA 的纯度和浓度进行测定，仪器源自梅

特勒 - 托利多国际有限公司。采用 TaqMan 基因分型

技术对 ADCY-2 基因 rs2892609 位点、rs1864071 位

点的多态性进行检测，PCR 探针序列及扩增引物由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合成，选取 DNA

模板 1 μl，加入 2.5 μl 的 TaqMan 通用 PCR Master，

2.5 μl 的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0.125 μl 的探针 1 和

探针 2、1.25 μl 的去离子水，然后进行 PCR 反应，

条件为：先进行 2min 的 50℃、10min 的 95℃预反应，

然后进行 15s 的 95℃、1min 的 60℃ PCR 扩增，共

进行 45 个循环。

1 .2 .2　认知功能测定　①事件相关电位检测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detection，P300）：在检测前患

者保持充足的睡眠，禁咖啡、茶，并向患者教授指

导语言，实验过程选取安静环境，采用 NeuroExam 

M 800 系列诱发电位仪，仪器源自珠海市迈康科技

有限公司，采用 10/20 法进行电极放置，对患者双耳

进行给声，采用 750Hz 的低频纯音、3000Hz 的高频

纯音作为患者的刺激序列，把刺激概率分别为 80％

和 20％，记录 Fz、Cz、Pz 的认知功能波形，重复 3
次，取 3 次叠加后 Cz 处的波形测量平均潜伏期和波

幅；②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SCT）：先将应答卡 1 张和刺激卡 4 张显示在

电脑屏幕上方，采用标准引导语让患者将刺激卡和

应答卡分类，只告知患者分类正确与否，不告知其

分类原则，当患者进行 6 次分类或 128 张刺激卡用

完则结束测试。WSCT 的指标包括总应答数（TT）、

完成分类数（CC）、正确反应数（CT）、随机错误数

（RE）、持续错误数（PE）。

1.3　观察指标 

比 较 A D C Y - 2 基 因 在 r s 2 8 9 2 6 0 9 位 点 、

rs1864071 位点的多态性与 WCST 评分（包括 TT、

CC、CT、PE、RE 评分）、P300 评分（包括潜伏期、

波幅评分）的关系；比较 rs2892609 位点 GG 基因型

与 GT 基因型、rs1864071 位点 AA 基因型与 AG 基因

型在 MECT 治疗前、第 2 次治疗、第 4 次治疗、第 6
次治疗、第 8 次治疗的的 HAMD 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2.0 软件处理分析，计数

资料以（n％）表示，比较行独立样本 χ2 检验；计量

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以（x±s）表

示，比较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loci at 2nd，4th and 6th treat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AG type，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polymorphisms of rs2892609 and rs1864071 loci of ADCY-2 gene in patients with bi-

polar depression are related to cognitive dysfunction. The patients with GT genotype of rs2892609 locus and AG genotype 

of rs1864071 locus have a faster and better effect on MECT therapy.

【Keywords】Bipolar depression；Adenylate cyclase-2；Gene polymorphism；Cognitive function；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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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DCY-2基因rs2892609位点多态性与认知功能的关系（x±s）

基因型
P300 WCST

潜伏期（ms） 波幅（uV） TT CC CT PE RE

GG型（51） 306.42±5.79*# 9.01±1.61 101.89±20.93 5.15±1.60*# 73.42±13.56 15.72±4.67* 12.93±3.81*#

GT型（25） 318.1±25.36 8.28±2.16 110.07±23.76 4.26±1.26 72.67±15.46 21.28±6.96 16.23±4.68

TT型（4） 330.9±28.78 7.62±2.29 103.63±25.87 3.24±1.02 60.44±19.59 19.65±5.78 23.63±6.95

F值 7.676 2.089 1.157 5.284 1.498 8.759 14.722

P值 0.001 0.131 0.320 0.007 0.230 <0.001 <0.001

注：与GT型比较，*P<0.05；与TT型比较，#P<0.05。

表2　ADCY-2基因rs1864071位点多态性与认知功能的关系（x±s）

基因型
P300 WCST

潜伏期（ms） 波幅（uV） TT CC CT PE RE

AA型（22） 317.95±25.39# 8.73±2.25*# 98.31±20.46# 5.22±1.51# 72.48±12.86 13.35±3.69*# 12.57±2.98#

AG型（39） 328.78±22.66 7.17±1.99 104.19±23.13 4.91±1.42# 70.26±13.48 20.26±5.86 13.73±3.82#

GG型（19） 339.73±34.72 7.17±1.93 117.87±19.22 3.76±1.37 75.59±19.19 23.33±7.26 19.12±5.67

F值 3.409 4.615 4.416 5.939 0.830 16.976 14.811

P值 0.038 0.013 0.015 0.004 0.440 <0.001 <0.001

注：与AG型比较，*P<0.05；与GG型比较，#P<0.05。

2　结果

2.1　ADCY-2 基因不同位点多态性与认知功能

的关系 

rs2892609 位点不同基因型 CC、PE、RE、潜

伏期评分比较，rs1864071 位点不同基因型 TT、

CC、PE、RE、潜伏期、波幅评分比较，差异显著

（P<0.05）。rs2892609 位点 GG 型的 CC 评分与 GT

型、TT 型比较明显较高，GG 型的 PE 评分与 GT 型

比较明显较低，GG 型的 RE、潜伏期评分与 GT 型、

TT 型比较明显较低，rs1864071 位点 AA 型的 PE 评

分与 AG 型、GG 型比较明显较低，AA 型的波幅评分

与 AG 型、GG 型比较明显较高，AA 型的 TT、RE、

潜伏期评分与 GG 型比较明显较低，AA 型、AG 型

的 CC 评分与 GG 型比较明显较高，AG 型的 RE 评分

与 GG 型比较明显较低，差异显著（P<0.05），见表

1、2。

2.2　不同基因型 MECT 治疗前后的 HAMD 评分 

ADCY-2 基因 rs2892609 位点 GG 型与 GT 型、

rs1864071 位点 AA 型与 AG 型治疗前、第 8 次治疗

HAMD 评分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rs2892609
位点 GG 型第 2、4、6 次治疗 HAMD 评分与 GT 型

比较明显较高，rs1864071 位点 AA 型第 2、4、6 次

治疗 HAMD 评分与 AG 型比较明显较高，差异显著

（P<0.05），见表 3。

3　讨论

双相抑郁治疗较为困难，且预后欠佳。MECT 通

过给予适量、短暂电流对大脑进行刺激，从而达到治

疗的效果［5-7］，效果较好，且不良反应相对较轻［8-10］。

双相抑郁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包括记忆力、注意

功能、执行功能障碍等［11］。ADCY-2 是膜相关蛋白，

属于腺苷酸环化酶家族，分布在人体骨骼肌、大脑、

肝脏、肠道等。研究表明，ADCY-2 基因多态性可能

增加双相郁症的发生风险［12］。P300、WCST 均可以评

估认知功能障碍，P300 反映大脑的神经电生理改变，

潜伏期综合反映个体的认知功能，波幅反映大脑信

息加工时资源的动员程度以及对外来信号的感受能

力，当 P300 的潜伏期延长、波幅降低时，则表示个

体认知功能发生障碍［13-14］。WCST 检测根据以往经验

进行概括、分类、认知转移、工作记忆的能力，能

够较为敏感的检测出额叶局部脑损害［15-16］。

本研究发现：ADCY-2 基因 rs2892609 位点 GG

型的 CC 评分明显高于其他型，RE、潜伏期评分明

显低于其他型，rs1864071 位点 AA 型的 PE 评分明显

低于其他型，波幅评分明显高于其他型。结果表明

rs2892609 位点 GG 型、rs1864071 位点 AA 型患者认

知功能损害相对较轻，rs2892609 位点 G 突变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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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1864071 位点 A 突变为 G 可能是双相抑郁症患者出

现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还发现：ADCY-2 基因 rs2892609 位点

GG 型第 2、4、6 次治疗 HAMD 评分明显高于 GT 型，

rs1864071 位点 AA 型第 2、4、6 次治疗 HAMD 评分

明显高于 AG 型。结果表明 rs2892609 位点的 GT 基

因型、rs1864071 位点的 AG 基因型对 MECT 治疗的

起效更快，反应性更好，对临床治疗具有一定价值。

当 rs2892609 位点的 GT 基因型、rs1864071 位点的

AG 基因型患者处于急性抑郁症发作期，有明显的自

杀倾向且药物治疗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时，可以让患

者进行 2～6 次的 MECT 治疗，大幅度降低抑郁评分，

减少患者的自杀死亡率。

综 上 所 述 ， 双 相 抑 郁 患 者 A D C Y - 2 基 因

rs2892609、rs1864071 位点的基因多态性与认识功

能障碍有关，具有 rs2892609 位点的 GT 基因型、

rs1864071 位点的 AG 基因型的患者对 MECT 治疗的

反应更快，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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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ADCY-2基因rs2892609、rs1864071位点不同基因型MECT治疗前后的HAMD评分比较（x±s）

SNP位点 基因型 治疗前 第2次治疗 第4次治疗 第6次治疗 第8次治疗

rs2892609 GG型（51） 26.81±2.37 18.61±2.12 13.67±2.37 10.78±1.91 7.51±1.76

GT型（25） 26.04±0.72 15.86±1.86 11.07±1.58 8.89±0.87 6.91±0.97

t值 1.584 5.523 4.963 4.702 1.587

P值 0.117 0 0 0 0.117

rs1864071 AA型（22） 26.5±2.22 18.28±2.21 13.33±2.16 10.59±1.83 7.38±1.66

AG型（39） 26.09±0.81 15.61±1.67 11.28±1.54 8.93±0.96 6.85±1.04

t值 0.892 5.333 4.24 4.248 1.459

P值 0.375 <0.001 <0.001 <0.001 0.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