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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TNF-α水平及其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朱　峰 、 袁　廉 、 邹思蕴 、 赵雪莉 、 方晓佳 

殷　铭 、 李　哲 、 杜向东 、 袁　念 、 杨绪娜

【摘要】目的　探讨卒中后抑郁患者用药前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水平及其与认知功能的相

关性。方法　观察组：卒中后半年内抑郁发作的患者 42 例。对照组：健康成人 40 例。应用 ELISA 法

分别对观察组和对照组进行 TNF-α血清水平的检测；采用剑桥神经心理测试（CANTAB）中的工作记

忆和策略运用（SWM），分别对观察组和对照组进行认知功能测试，内容包括组内搜索错误、组间搜

索错误、策略运用和平均反应时间。结果　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 TNF-α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认知测试（SWM）中，观察组的组内搜索错误、组间搜索错误观察组、策略运

用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相关性分析发现，观察组血清 TNF-α水平

与 SWM 组内搜索错误、组间搜索错误、策略运用和平均反应时间均呈正相关（P< 0.01）。结论　本

研究发现，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 TNF-α水平升高、认知功能下降，提示 TNF-α可能参与了卒中后

抑郁的发生，并参与介导了认知功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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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serum TNF-α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ZHU Feng，YUAN Lian，ZOU Siyun，et al. Suzhou Psychiatric Hospital，The Affiliated 
Guangji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3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NF-α level before med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Observation group：42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episodes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stroke. Control group：40 healthy adults. ELISA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serum 

levels of TNF-α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the working memory and strategy application（SWM）in 

the Cambridg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CANTAB）were used to test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ent includes search errors within groups，search errors between groups，strategy appli-

cation and average reaction time. Results　The serum TNF-α level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In the cognitive test（SWM），

the search error with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search error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s. The strategy applicatio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rrela-

tion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observation group serum TNF-α level and SWM group search error，search error between 

groups，strategy application and average response Tim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P<0.01）. Conclus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creased serum TNF-α levels and decreased cognitive function，sug-

gesting that TNF-α may be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and mediate cognitive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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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

卒中发生后出现的以抑郁症状群为主要临床特征的

心境障碍，是卒中的常见并发症之一。荟萃分析发

现 PSD 发生率约为 31％，PSD 的发生往往伴随认知

功能的下降，其发生率为 48％～61％［1］。有研究认

为炎症反应可能参与 PSD 发病，卒中后致炎性细胞

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6 等）增

多［2］。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

包括，TNF-α，TNF-β等约 30 多种。其中 TNF-α

是由激活的单核 / 巨噬细胞产生。既往有研究表明，

卒中后脑组织内炎症因子表达显著增加［3］。近几年

来，卒中后抑郁伴发认知功能障碍日益受到国内外

学者的重视。本研究对 42 例卒中后抑郁患者进行

了血清 TNF-α 检测，认知测试采用剑桥神经心理

测试（Cambridg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Automated 

Battery，CANTAB）中的工作记忆以及策略运用

（Spatial Working Memory，SWM）检查，并以 40 例

健康成人为对照，探索卒中后抑郁症患者用药前血

清 TNF-α水平与认知功能的特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观察组　选取来自 2016 年 7 月～2019 年

6 月我院的住院患者。入组标准：①首次诊断脑卒中

后抑郁患者：卒中后半年内首次抑郁发作，符合国际

疾病分类（ICD-10）抑郁发作诊断标准。②文化程

度：小学以上文化。③既往均未服用过抗精神病药

物、抗抑郁药物或其他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药物。④

既往无其他神经或精神疾病史。⑤研究均取得患者

及其家属的书面知情同意书，且均为自愿参加。⑥

右利手。

1.1.2　对照组　选取来自 2016 年 7 月～2019 年

6 月我院门诊的社会健康体检人员；①入组时和观察

组进行年龄匹配；②既往均无心理或者精神方面的疾

病；③均获得其本人的书面知情同意书，均为自愿参

加研究；④此外各个参与检测的人员之间无亲属关

系；⑤右利手。

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苏广伦审

2016-004 号）。

1.2　方法

1.2.1　血清 TNF-α 水平检测　标本采集：入组

患者 06：30 ∽ 07：30 肘静脉取血 3ml，EDTA 抗凝，

4℃4000r/min 离心 10min 分离血浆。测定：酶联免疫

吸附（ELISA）法测定血清 TNF-α浓度。

1 .2 .2　认知功能测试　采用剑桥神经心理测

试（Cambridg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Automated 

Battery，CANTAB）中的工作记忆以及策略运用

（Spatial Working Memory，SWM），分别对观察组和

对照组进行认知功能测试，内容包括组内搜索错误、

组间搜索错误、策略运用和平均反应时间。具体步

骤如下：受试者通过点击电脑屏幕打开盒子，逐一寻

找盒子内蓝色方块，显示后蓝色方块将填满黑色柱

子。要求受试者记住已经出现的蓝色方块并且不能

再重复点击（组内错误）。测试难度逐渐增加，由起

初屏幕中三个彩色盒子，增加到八个彩色盒子，并

首次测试不能重复点击（组间错误）。测试记录错误

数、时间，并记录策略分。

1.2.3　临床评估项目和工具　①诊断需由 2 名

高年资主治以上医师参照 ICD-10 标准确诊和临床评

估；②资料收集及评定由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临床执

业医师完成；③ CANTAB 测试由接受过专门培训的

2 名指定医师专人完成；临床评估项目包括：一般资

料记录（年龄、受教育程度、病程、既往是否用药

情况等）以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HAMD-17），

对观察组进行 HAMD 的评估。

1.3　统计方法

统计采用 SPSS23.0 进行数据分析。一般资料均

为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描述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

示，两组间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

方检验，相关性分析中参数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

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为具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和对照组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见

表 1

观察组 42 人，其中男性 23 人（54.8％），女性

19 人（45.2％）。年龄在 52～73 岁，平均（61.74±

4.62）岁。病程（52.48±8.02）天。HAMD-17 项总分

为（21.86±4.26）分。对照组 40 人，其中男性 19 人

（47.5％），女性 21 人（52.5％）。年龄在 52～73 岁，

平均（61.85±4.70）岁。两组性别，采用卡方检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年龄呈正态分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 2 　观察组和对照组血清 T N F -α 水平和

CANTAB 认知测试（SWM）结果，见表 2

观察组血清 TNF-α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认知测试（SWM），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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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卒中后抑郁越来越受到临床学者的关

注。已有研究表明，炎症反应是脑卒中发病的重要

病理生理机制之一，参与脑卒中的发生和发展。正

常情况下，机体可以检测到适量的 TNF-α，其对

机体有一定保护作用，而过量的 TNF-α 可能对机

体不利，主要表现为介导神经细胞的损伤［4］。近年

来，有学者关注 TNF-α对卒中后抑郁的作用，认为

TNF-α 是促进卒中后抑郁进展的重要介质。已有研

究证实，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中 TNF-α明显高表达

对卒中后抑郁的发生、发展有促进作用［5］。本研究

发现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 TNF-α水平升高，与既往

研究一致。已有动物研究证实，神经细胞内 p38 丝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依赖信号，通过 TNF-α

激活 5-HT 转运体［6］。病理性过度激活的 TNF-α 降

低了细胞间 5-HT 浓度，从而诱发了抑郁发生。卒中

后血脑屏障通透性改变，过多的 TNF-α透过血脑屏

障，进而改变细胞膜通透性，造成细胞水肿，从而

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继而诱导抑郁发作［7］。

卒中后抑郁患者伴发认知功能障碍，在临床上

也较为常见。本研究采用剑桥神经心理测试中的策

略运用技能测试（SWM），能很好的反映受试者策划

执行能力，较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听觉

注意力持续操作测验（CPT）等传统的神经心理学认

知功能测验相比，CANTAB 被研究者认为是最新一

代神经心理学认知检测工具。SWM 策略分较为敏感，

分数越低，表示受试者搜索次数少，说明受试者在

搜索过程中规律性差。SWM 的组内错误、组间错误

两个项目得分越高，则提示工作记忆水平越低［8］。

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卒中后抑郁患者认知

功能中的执行功能下降，这和既往卒中后抑郁认知

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

PSD 会影响卒中后的日常活动功能和认知功能

的恢复，且合并认知功能损害者的神经功能恢复更

差。PSD 患者伴发认知功能损害常伴有头晕头痛、

肢体麻木、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执行功能下降

SWM 组内搜索错误高于对照组、SWM 组间搜索错误

高于对照组、SWM 策略运用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平均反应时间（ms）虽高于对

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 3 　观察组血清 T N F -α 水平与认知测试

（SWM）的相关性分析，见表 3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观察组治疗前，血清

TNF-α水平与 SWM 组内搜索错误、组间搜索错误、

策略运用、平均反应时间呈正相关（P<0.01）。说明

血清 TNF-α水平与认知功能中的决策执行功能呈负

相关。HAMD-17 项总分与 SWM 组内搜索错误、组

间搜索错误、策略运用呈正相关（P<0.01），与平均

反应时间无相关性（P>0.05）。
表1　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观察组
（N=42）

对照组
（N=40） χ2/t值 P值

性别

　　男 23 19
0.432 0.659

　　女 19 21

年龄（岁） 61.74±4.62 61.83±4.71 0.02 0.933

病程（天） 52.48±8.02 - -

HAMD-17项总分 21.86±4.26* - -

*注：HAMD-17划分：≥7分有抑郁症状；≥17分可能有轻

度或中度抑郁；≥24分可能为严重抑郁。

表2　两组研究对象血清TNF-α水平、CANTAB认知测试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血清TNF-α水平（ng/L） SWM组内搜索错误 SWM组间搜索错误 SWM策略运用 平均反应时间（ms）

观察组 42 35.81±7.06 5.88±2.13 44.04±16.10 38.40±5.01 2950.37±1660.90

对照组 40 20.77±3.68 2.98±1.07 12.90±6.49 30.57±4.04 2364.90±1125.92

t值 12.17** 7.84** 11.58** 7.82** 1.86

注：** P<0.01。

表3　观察组治疗前血清TNF-α水平、HAMD-17项总分与CANTAB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分析（r值）

SWM组内搜索错误 SWM组间搜索错误 SWM策略运用 平均反应时间（ms）

治疗前血清TNF-α水平（ng/L） 0.448** 0.586** 0.451** 0.316**

HAMD-17项总分 0.641** 0.772** 0.647** 0.174

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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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表现。国内范清雨等［9］认为，卒中后抑郁不但影

响了卒中后认知功能的恢复，而且加重了卒中后的

认知功能障碍。抑郁情绪使患者兴趣丧失，消极对

待各种康复训练，导致患者神经功能康复延迟及疾

病的转归，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神经功能、认知等

方面的恢复。国内刘永珍等［10］对认知障碍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抑郁是认知功能障碍的独立危

险因素，应尽早进行临床上的干预。引起卒中后抑

郁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尚未明确。但

卒中后抑郁所致认知功能障碍的“细胞因子假说”认

为，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系统之间相互联系、作用，

共同维持并调节机体内环境的稳定［11］。有研究得出

免疫系统和大脑这两者之间存在互相沟通的双向联

络网，假说认为一系列生理、行为、情感和认知异

常改变由免疫细胞的过度激活所致［12］。TNF-α在脑

内主要由星形胶质细胞产生，在健康状态下内源性

TNF-α 对认知有积极影响。但在卒中后抑郁患者脑

脊液中高表达，可能参与卒中后抑郁认知功能损害

的病理过程。动物研究发现，小鼠的 TNF-α基因敲

除和正常小鼠进行认知比对实验，发现两组间认知

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别，提示 TNF-α缺陷小鼠有认知

方面的损伤［13］。在炎症、脑缺血、脑损伤等神经病

理性前提下，免疫异常激活所致 TNF-α 过度释放，

进而对精神行为产生有害影响［14］。已有研究认为脑

内 TNF-α可能还通过影响神经元突触的可塑性进而

介导对认知功能的损害［15］。本研究发现卒中后抑郁

患者血清 TNF-α 水平与认知功能中的决策执行功

能呈负相关，进一步证实了，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

TNF-α 高水平对认知功能带来的负性影响。本研究

提示，PSD 患者 TNF-α水平升高，可能是认知功能

损害的病理生理机制。

本研究为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初步探索了

PSD 抗抑郁治疗前的炎性因子及认知特征。存在以

下不足：一、样本量相对较少；二、尚未探讨卒中后

没有发生抑郁的患者的炎性因子及认知特征；三、尚

未开展随访研究。今后的研究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探索卒中后抑郁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与血清 TNF-α

水平的变化趋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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