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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像遗传学应用影像学技术作为一种神经解剖内表型来评估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以及它

们对不同脑区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对初步了解大脑结构、功能异常的遗传基础具有重要的桥接作用。

本文主要对抑郁症 5- 羟色胺转运体基因（5-HTTLPR）、单胺氧化酶基因（MAOA）、色氨酸羟化酶基

因（TPH）、5 羟色胺受体基因（5-HT1A、5-HT2A）等相关基因与海马、杏仁核、额叶、前扣带回皮

层等相关脑区的影像学研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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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主要临床表现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

快感缺失，躯体症状常表现为失眠、食欲减退等。

发病机制目前不明，可能与 5- 羟色胺（5-HT）不足

有关。5-HT 在中枢神经系统广泛分布，参与情感、

学习、睡眠、记忆等复杂生理过程，因此参与 5-HT

合成、代谢、功能环路作用位点的基因是抑郁症研

究的重要内容，包括：5-HT 转运体（5-HTT）、单胺

氧化酶（MAOA）、色氨酸羟化酶（TPH2）、5-HT 受

体（5-HT1A、5-HT2A 等）基因等。

目前没有发现抑郁症相关主要基因，与抑郁症

发病相关的遗传可能源于多基因的微小贡献的交互

作用，基因表达所导致的神经系统功能或结构改变

并不等同疾病的临床表现。所以研究者们试图通过

提出“内表型”这一概念克服行为水平或临床症状研

究的困难。内表型是介于基因型和疾病临床表现之

间的通路，由神经生理学、生物化学、内分泌、神

经解剖学、认知或者神经心理学组成。神经影像学

的技术能够将神经解剖学的内表型变得可视化。神

经影像学是基因关联分析的一种，应用解剖、功能

影像学的技术作为一种内表型来评估基因单核苷酸

多态性以及他们对不同脑区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对

初步了解大脑结构、功能异常的遗传基础具有重要

的桥接作用。本文主要对抑郁症 5-HT 相关基因与海

马、杏仁核、额叶、前扣带回皮层等相关脑区的影

像学研究进行综述。

1　5-HT相关基因脑影像学研究

1.1　5-HTTLPR 基因与相关脑区的影像遗传学

研究

5-HTTLPR 基因（SLC6A4）位于人类 5-HTTLPR

基因的 5’端调控区（启动子区），由 44bp 插入 / 缺失

所构成的功能性位点，存在 2 种等位基因即短型等

位基因（S）和长型等位基因（L），三种基因型即 SS、

SL、LL，它们可以影响 5-HTTLPR 基因启动子区域

的活性，不同的基因型会导致 5-HTTLPR 的差异性

表达，L 型等位基因的转录活性更高，LL 型比 SS 基

因型和 SL 基因型有更高的转录产量。

海马是边缘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结构，富含皮质

激素受体，在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时，糖皮质激

素升高，海马为最主要的靶区域，其是中枢神经系

统内受体密度最高的部位。当海马长期受到、过量

的糖皮质激素攻击时，细胞内谷氨酸上升发生中毒、

损害，从而抑郁症患者产生认知障碍、动力不足等。

国内有学者采用慢性应激建立抑郁大鼠模型，随后

取脑分离海马，测定海马区域的 5-HT 及其代谢产

物的浓度，研究发现大鼠海马区域 5-HT 显著降低，

证实了抑郁大鼠模型的海马区域出现 5-HT 递质的

紊乱［1］。同样在人类的影像研究中也证实了抑郁症

患者的海马结构和功能出现改变。Frodl 等［2］将 77
例抑郁症患者与健康对照进行研究发现，抑郁症人

群中，LL 型纯合子患者与携带 S 等位基因的患者相

比，双侧海马体积减小，然而在健康人群中，SS 型

纯合子的人群与 L 等位基因携带者相比，海马体积

减小，可能提示了 5-HTTLPR S 和 L 等位基因在抑

郁症和正常人群中呈现出不同的作用。Rabl 等［3］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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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5-HTTLPR 和环境因素对海马体积的影响，发现

S 等位基因携带者经历的早期负性生活事件时海马体

积较小，作者认为早期的生活事件会产生持久性的

情绪问题，S 等位基因携带者对应激事件更加敏感，

所以在早期可能会影响神经元发育导致海马体积的

减小。

杏仁核与抑郁症关系密切，它可能通过引发

对负性情绪加工的偏倚起作用。情绪面孔匹配任务

是多年来研究情绪加工偏倚的 fMRI 模式，Demaree

等 ［4］对不同基因型的抑郁症患者任务态中血氧水平

依赖变化进行比较，发现 S 等位基因携带者在面对

恐惧面孔时，其杏仁核激活明显。在健康人群中做

同样的研究，S 等位基因携带者在面对恐惧的面孔时

杏仁核同样是激活的。5-HTTLPR 的 S 等位基因可能

增加了杏仁核的活性。

前扣带回与边缘系统存在重要连接，对选择注

意、工作记忆、语言等功能具有执行控制作用，可

能是执行神经网络中的一个高级调控结构。Canli

等 ［5］ 发现携带 S 等位基因的健康人显示出前扣带回

皮层灰质密度较低，这个区域富含 5-HT 转运蛋白，

S 等位基因携带者的杏仁核 - 前扣带回皮层的功能连

接减弱［6］。在一组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的研究中，

抑郁症病人中 S 等位基因携带者同样杏仁核 - 前扣

带回皮层解偶联［7］。5-HTTLPR 基因的 S 等位基因对

海马和杏仁核体积的影响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然

而 S 等位基因与杏仁核功能激活的研究结果具有一

致性，杏仁核是对恐惧事件的辨识和反应的结构，

我们推测 S 等位基因对负调节情绪的神经活动产生

了影响，导致杏仁核持续性的激活，使其携带者对

负性情绪更加敏感，从而为情感障碍的发生提供了

潜在的神经基础。

1.2　MAOA 基因与相关脑区的影像遗传学研究

单胺氧化酶 A 存在于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细

胞中，是促进 5- 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

分解代谢的酶。MAOA 位于 X 染色体，位于 X 短臂 

11.23～11.4，在其启动子区域有一 30bp 可变数目串

联重读序列（u-VNTR）的多态性，能够选择性的影

响蛋白的转录因此影响酶的活性。u-VNTR 的多态

性被认为是 MAOA 功能性的遗传标记，有 2，3，3.5，

4 和 5 次重复等位基因，长等位基因 3.5R、4R 和 5R

转录活性大于短等位基因 3R，既往研究认为，低活

性的短（L）等位基因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为风险

因素，MAOA 基因主要影响杏仁核 - 额叶皮层 - 边

缘系统（包括前扣带回）功能环路，这个环路与抑郁

症关系密切。 

女性抑郁症患者的患病率高于男性患者，所

以研究 X 染色体上的候选基因具有独特意义。LEE

等［8］对 MAOA 不同等位基因是否对大脑功能存在影

响进行研究，3R/3R 基因型健康女性人群在面对恐

惧面孔时海马的活性增高。MAOA-L 基因型在健康

女性中呈现出线性趋势，当面对恐惧面孔时，3R/3R

基因型携带者的杏仁核活性增加，4R/4R 基因型携带

者杏仁核的活性降低。有研究报道健康的 MAOA-L

女性携带者（包括 3R 或者 5R 携带者）的杏仁核的体

积减少［9］。

额叶普遍参与情绪面孔的加工处理，抑郁症

患者负性面部表情识别时额叶激活，在正性情绪加

工过程中额叶活动减弱，与抑郁症负性认知理论一

致。Benjamin 等［10］研究正常人群的 MAOA 不同等

位基因的脑功能影像学显示静息态下携带低活性等

位基因型 L 的正常被试大脑前额叶、小脑显示更高

的活性，而在执行任务时，其额中回、背侧前扣带

皮层的部分脑区活性降低；携带高活性 H 等位基因

（MAOA-H）被试的后扣带回活性增强。Guo［11］等研

究人员发现，与携带低活性 L 等位基（MAOA-L）患

者相比，在面对负性情绪时，携带高活性 H 等位基

因的抑郁症患者额中回、左侧额下回的脑区激活程

度增高。上述研究表明 MAOA 基因的多态性可影响

情绪调节脑区及神经环路的功能活动进而影响个体

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从而增加了情感障碍及自杀发

生的易感性。

1.3　TPH 基因与相关脑区的影像遗传学研究

色氨酸羟化酶将色氨酸转化成 5- 羟色胺，其基

因位于人类 11 号染色体短臂上（11p15.3-p14）。目

前研究发现存在 2 种亚型即 TPH1 和 TPH2，TPH2 是

与 TPH1 高度同源的蛋白。TPH1 主要分布在外周，

部分在脑区表达，TPH2 只在中枢神经系统的 5-HT

能神经元中表达，是大脑中 TPH 的主要类型。国内

有学者对 TPH2 基因与情感障碍关系的元分析研究

发 rs4570625 G 等位基因是抑郁症的危险因子［12］。

为了进一步探求出 TPH2 基因如何影响情绪调

节，InoueH 等［13］研究正常人群的 TPH2 不同基因型

的脑影像学改变，发现与 GG 纯合子的携带者相比，

TPH2 rs4570625 T 等位基因携带者的海马体积减小。

在应对恐惧和悲伤等负性刺激时，TPH2 rs4570625 

携带 T 等位基因的个体与杏仁体活性增加［14］。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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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等［15］在研究亚洲人 TPH2 rs4570625 这个位点时

却发现相反的结果，GG 纯合子的人群在面对悲伤的

面孔刺激时紧张的反应更大，T 等位基因携带者的

反应最弱。TPH2 通过影响 5-HT 合成，继而影响正

常人海马和杏仁核结构和功能改变的病理过程，其

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样本量、种族、分析方

法不一致有关。目前暂无抑郁症患者关于 TPH 基因

与脑影像学改变的关系研究，需进一步探索。

1.4　5-HT1A 基因与相关脑区的影像遗传学研究

5-HT1A 受体主要分布于中缝背核、海马、额

叶皮层等部位。中缝核 5-HT1A 自身受体密度高于

非抑郁症人群，可能导致了 5-HT 系统功能活动的

降低，5-HT 含量减少，出现抑郁症状，5-HT1A 

rs6295 多态性的 5-HT1A 基因启动子伴随着较高的

5-HT1A 受体的表达，从而增加抑郁症患病率，自杀

患者中更高达 4 倍。

有学者［16］选取 26 名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及 27
名对照，研究 5- 羟色胺相关基因是否会影响大脑

结构，研究发现 5-HT1A（rs6295）C 等位基因携

带者海马体积较小。在研究杏仁核与基因关系中，

Dannlowski［17］ 选取 27 名抑郁症患者观察其在面对欢

乐、悲伤和愤怒的面孔时杏仁核的反应，结果携带

G 等位基因携带者杏仁核活性明显增加。然而在正

常人群中，G 等位基因携带者在面对恐惧的事物时

杏仁核活性降低［18］。可能提示了同种等位基因在正

常人和抑郁症患者中起相反的作用。

1.5　5-HT2A 基因与相关脑区的影像遗传学研究

5-HT2A 受体广泛分布在中枢神经系统，参与

情绪和行为的调节。5-HT2A 受体基因位于染色体

（13q14-q21），其 rs6313 基因多态性与其他多态性

位于同一连锁不平衡区，常作为 DNA 多态性遗传

标记，当 T 等位基因突变为 C 等位基因可以降低

5-HT2A 受体的表达，导致 5-HT2A 受体的亲和力下

降，但是 5-HT2A 受体基因 rs6313 基因突变对脑区

活动的影响以及增加抑郁症发生的易感性目前机制

尚不清楚。

国内有研究学者对抑郁症患者的年龄、性别、

教育年限与健康对照匹配后进行基因分型和任务态

的磁共振扫描，发现 CC 纯合子的患者与 T 等位基因

携带者相比，其右额中回灰质密度降低［19］。也有研

究发现，CC 纯合子的抑郁症患者与 T 等位基因携带

者相比，面对恐怖的面孔时，其右侧额中回的激活

强度明显增高［20］。C 等位基因携带者的患者对恐惧

有注意偏倚。因此，5-HT2A 受体基因多态性可能通

过影响额叶的神经功能活动而参与抑郁症的神经生

物机制和病理过程，其 C 等位基因可能参杂了保护

性代偿等因素作用，从而影响患者的执行功能、决

策等认知过程和情感处理过程。

2　小结

基因影像学可以运用脑结构和功能成像技术来

探讨基因多态性、脑结构和功能及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基因 - 脑 - 行为”的模式揭示复杂行为背后潜在

的神经生物基础。本文中我们回顾了 5-HT 基因影像

学的最新发现，这些基因多态性能够影响健康人群

和抑郁症患者的海马、杏仁核、额叶、前扣带回的

结构和功能。通过对基因多态性与脑结构和功能影

像的关联研究，加强了人们对脑功能的认识，为精

神疾病的诊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然而目前的脑

功能磁共振研究多采用任务态模式完成，患者在任

务完成幅度、精度、效能以及持续时间上较正常对

照本身存在明显差别，刺激任务模式受到多种自身

因素影响。

综上，虽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数据探索抑郁症

的基因、环境、脑结构和功能的交互作用，但是关

于抑郁症的神经生物机制仍未形成一致性结论，有

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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