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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羟色胺系统相关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在抑郁症中的研究进展

张晨钰 1 、 冉柳毅 2 、 况　利 1

【摘要】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精神疾病，其病因及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众所周知，5- 羟色胺

（5-hydroxy tryptamine，5-HT）神经递质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大量研究表明抑郁症的发病与环境和

遗传因素的交互作用有关。本文就 5-HT 系统相关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与抑郁症的关系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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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世 界 共 有 超 过 3 亿 人 患 有 抑 郁 症 （ M a j o r 

depressive disorder，MDD），作为一种高致残疾病，

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研究

发现，遗传因素参与了 MDD 的发生。近年来的研究

发现，遗传因素不能完全解释 MDD 的发病，其发病

更可能是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Gene-enviroment 

interaction，G×E）的结果［2］。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

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暴露于相同的不

良环境中，只有一部分人患病；或拥有相同易感基因

的人群，只有一部分人患病。研究发现具有患 MDD

遗传风险较高的人群可能更容易让自己处于高风险

环境中，或者更容易受到压力影响［3］，说明基因可以

调控个人对环境因素的敏感性［4］。目前，普遍认为

5-HT 系统紊乱可能与抑郁有关。5-HT 系统基因包

括 5- 羟色胺转运体基因（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5-HTT）、色氨酸羟化酶基因（Tryptophan hydroxylase 

gene，TPH）、5- 羟色胺受体基因（Serotonin receptor 

gene，5-HTR）、单胺氧化酶 A 基因（Monoamine 

oxidase A gene，MAOA）等。本文就 5-HT 系统基因

与环境交互作用和抑郁症的关系进行综述。

一　 5 - 羟色胺转运体基因连锁多态区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linked polymorphism，

5-HTTLPR）
5-HTTLPR 是 5- 羟色胺转运体（5-HTT）基因

中的一个启动子连锁多态性区域，主要负责基因的

转录活性调控［5］。Gaspi 等最先提出基因与环境之

间的交互作用可能介导了抑郁症状的发生［6］，通过

对 5-HTTLPR 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研究，发现了面

临同样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携带 5-HTTLPR 基因 S

等位基因的人比 L/L 纯合子更容易产生抑郁症状。

Rocha 等重复了 Gaspi 等的研究，结果发现，儿童期

虐待与 MDD 之间的关联和携带的 S 等位基因的数

量有关，携带更多 S 等位基因的个体有着更高的患

病风险［7］。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的结果都得到了

一致的结果。最近一项对 31 个数据包含 38802 位欧

洲血统的受试者进行的荟萃分析，没能发现暴露于

压力环境下携带 S 等位基因的个体有较高的患抑郁

的风险［8］。同样地，最近的一项研究没能发现儿童

期虐待与 5-HTTLPR 与复发性 MDD 之间的相互作

用［9］。

二　色氨酸羟化酶 2（Tryptophan hydroxylase 
2，TPH2）基因

TPH 基因存在 TPH1 和 TPH2 两种亚型，研究发

现在部分脑区（例如额叶皮层，丘脑，海马，下丘

脑和杏仁核）中人类 TPH1 基因和 TPH2 基因的表达

几乎相等，而 TPH2mRNA 主要存在于中枢 5-HT 神

经元集中分布的脑干，TPH1 mRNA 仅存在于外周

组织中。TPH2 基因位于 12q21.1，其编码的色氨酸

羟化酶是人脑血清素的唯一限速生物合成酶［10］。同

时被认为是维持中枢神经系统中 5- 羟色胺（5-TH）

正常传播的关键因素。多项研究报道 TPH2 基因是

MDD 的重要候选基因之一。但是，TPH2 基因与环

境交互作用的文章较少。

Auwera 等发现了 TPH2 rs7305115 与童年创伤的

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可能与成人抑郁症状的增

加有关［11］。Ma 等通过对 289 例 MDD 患者及与之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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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健康对照进行研究，发现了多个 TPH2 基因等

位基因与不良生活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12］。Shen 等

人在中国汉族 291 位 MDD 患者和 100 位健康对照组

中，发现 TPH2 基因的甲基化与远期不良生活事件的

相互作用可能会削弱抗抑郁药的反应［10］。此外，国内

有研究发现，携带 TPH2 rs7305115 变异等位基因的

MDD 患者可能对生活压力更加敏感，会减少抗抑郁

药物的抗抑郁效应［13］。

三　5-羟色胺 2A受体（Serotonin 2A receptor，
5-HT2A）基因

脑中 5-HT 所起的作用与中枢和外周神经的 

5-HT 能神经元分布及大量不同类型 5-HT 受体

（Serotonin receptor，5-HTR）密切相关。目前已知

5-HTR 至少有 7 个类型，其中部分类型还可以分出

多个亚型，5-HTR 介导包括调节情感在内的多种生

理功能，其中 5-HT2A 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报

道较多。

Dressler 等发现家庭生活中的文化共鸣可能与抑

郁症状有关，同时，还发现了 5-HT2A 具有 21438G 

/ A 多态性 A / A 变异的个体，家庭生活中的文化共

鸣对 2 年期抑郁症状的影响大于对具有 G / A 或 G / G

变异的个体的影响［14］，结果支持 G×E 这一观点。但

是，在另一个样本量较大的研究中没有发现这种相

互作用［15］。他们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儿童期不良

生活经历与 2A 血清素受体多态性的相互作用与较高

的抑郁症状相关，通过进一步分析表明了遗传环境

的相互作用是由家庭生活中的文化和谐所介导的［16］。

四　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

MAOA 基因编码单胺氧化酶 A 的活性，该酶在

神经递质（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

的分解代谢中起关键作用。编码 MAOA 的基因位于

Xp11.4- p11.3，该酶的表达与功能与可变数目串联

重复序列（VNTR）多态性相关，它位于 MAO-A 基

因的上游启动子区域，由一个 30 bp 的序列组成，该

序列重复 2、3、3.5、4、5 或 6 次，最常见的是 3 和

4 个重复等位基因［17］。

Plieger 等在 MDD 患者中观察到 MAOA 基因与压

力性生活事件的相互作用，同时，他们在女性中观

察到压力性生活事件 × MAOA-uVNTR 在 MDD 上的

相互作用［18］。然而，在中国汉族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中，国内一项病例对照研究（MDD 患者 187 人，正

常对照 207 人）没有发现 MAOA-uVNTR 基因型与应

激性生活事件之间和青少年 MDD 患病相关的交互作

用［19］。

五　总结及展望

目前，大量研究对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在抑

郁症中的作用进行了报道，其所涉及的基因包括

5-HTTLPR、TPH2、FKBP5、BDNF、VEGF、GNB3、

CREB1 等，但主要仍然集中在 5-HT 系统基因，

TPH2 基因作为 5- 羟色胺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基因，

研究证实其与 MDD 有着密切关系，然而与 TPH2 相

关的 G×E 研究较少，后续研究可以以 TPH2 作为候

选基因，探讨其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些研究

结果的可重复性较差，并不能得到一致的结果，其

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环境因素的评估方法受主观回忆偏倚

的影响大，而体验取样方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可能提供一种新颖的方式，以获取有

关个人对其环境的体验及其对人际变化心理病理学

的影响的更准确的自我报告数据。ESM 已被证明是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环境的准确度量，可最大程度地

降低召回偏见和情绪一致性影响［20］。其次，GxE 效

应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早期暴露

中效应会更强。研究发现，经历不良早期环境的具

有遗传敏感性的儿童在成年期对逆境的敏感性增强。

相反，经历过良好的早期环境的对遗传敏感的儿童

在成年后更能抵抗逆境。这项研究表明，可能需要

一种生命历程方法来充分了解 GxE 在精神疾病发展

中的作用，并且 GxE 研究在检查对逆境的反应时应

考虑基因的作用以及早期环境的作用。此外，G×E

相关的研究可能还受到了许多方法学上的限制，例

如检查交互作用所需的大量潜在统计测试（从而导

致假阳性风险增加），获得随机阳性结果的可能性很

高。因此，应该开发更可靠的研究方法，以克服 G x 

E 研究中的这种局限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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