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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相抑郁障碍患者GRmRNA的表达水平及ACTH和血清皮质醇的浓
度关系分析

彭　亮 1 、 刘忠纯 2 、 胡红涛 1 、 李永超 2

【摘要】目的　研究单、双相抑郁障碍患者 GRmRNA 的表达水平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ACTH）和血清皮质醇的浓度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来我院医治的单相、

双相抑郁障碍患者共 84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抑郁障碍诊断分为单相抑郁障碍组（UDD 组）及双相抑

郁障碍组（BDD 组）。另选同时期于我院进行体检的正常人作 40 例为对照组，研究各组 GRmRNA、

ACTH 及皮质醇水平差异。结果　患者组及对照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GRα mRNA 水平具有显著性

差异（P<0.05）。UDD 组及 BDD 组中轻中度组、重度组和对照组的 GRα mRNA 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但重度组 GRαmRNA 水平显著弱于轻中度组（P<0.05）。患者组及对照组 ACTH 浓度未

见统计学差异（P>0.05），皮质醇浓度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且随着病情的加重，血清皮质醇浓

度呈上升的趋势（P<0.05）。患者组及对照组 GRα 的亚细胞分布及核内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重度组核内分布显著弱于轻中度组。患者组 HAMD 总分均与 GRαmRNA 的表达呈负相关

（r=-0.746，P<0.05；r=-0.831，P<0.05）；患者组中均未出现 HAMD 与 ACTH、皮质醇浓度的相关性以

及 GR αmRNA 与 ACTH 及皮质醇浓度的相关性（P>0.05）。结论　单、双相抑郁患者外周血 GRmRNA

的表达水平、皮质醇浓度与病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但单、双相抑郁患者组间未见统计学差异。糖

皮质激素受体可能仅为抑郁障碍的的指标之一，在单、双相抑郁的发病过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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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among GRmRNA and serum level of ACTH and serum level of cortisol in pa-
tients with single and double phase depression　PENG Liang, LIU Zhongchun, HU Hongtao,et al.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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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among GRmRNA and serum level of ACTH 

and serum level of cortisol in patients with single and double phase depression. Methods　84 cases of uni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GRmRNA，ACTH and cortisol levels in serum were exami-

nated. Results　Patient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GR mRNA level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UDD group and BDD group in light moderate group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the 

severe group of GR mRNA level was weaker in light than the moderate group. cortisol concentration has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P<0.05).HAMD scores in patients group and GR mRNA expression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r= -0.746, 

P<0.05; r= -0.831, P<0.05); there wasn’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MD and serum ACTH level  in pa-

tients group,  also cortisol concentration correlation and GR mRNA and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 and cortisol 

concentration correla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GRmRNA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epress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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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功能紊乱广泛的存在于

抑郁障碍患者中［1］。抑郁障碍患者下丘脑 - 垂体 - 肾

上腺轴功能紊乱与糖皮质激素受体（GR）的功能变化

具有密切关系，GR 功能正常已成为预测抑郁障碍患

者病情及预后的重要指标［2］。抑郁障碍主要分为单相

抑郁障碍（UDD）及双向抑郁障碍（BDD）。研究表明，

UDD 及 BDD 患者均有皮质类固醇受体功能降低、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敏感性增强、垂体 ACTH 对

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激素（CRH）敏感性降低及垂体

增大等病理性变化［3］。尸检结果表明，UDD 及 BDD 患

者脑部组织中糖皮质激素受体表达水平降低［4-5］。本研

究比较了 UDD 及 BDD 患者糖皮质激素受体 mRNA 表

达水平及糖皮质激素受体蛋白的亚细胞分布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4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0 月收入我院的单相、双相抑郁障碍

患者 84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抑郁障碍差异分为单相

抑郁障碍组（UDD 组）及双相抑郁障碍组（BDD 组）。

其中，UDD 组，共 48 例，男 20 例，女 28 例，年龄

18~59 岁，平均年龄（39.21±3.26）岁；BDD 组，共

36 例，男 18 例，女 18 例，年龄 16~60 岁，平均年

龄（35.60±5.54）岁。所有患者均由同一位医生进行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6］评分，根据评分结果

将患者分为：（1）轻度抑郁组：HAMD 评分不超过 17
分；（2）中度抑郁组：HAMD 评分在 18~24 分之间；

（3）重度抑郁组：HAMD 评分不低于 24 分。另选同

时期于我院进行体检的正常人作 40 例为对照组，男

20 例，女 20 例，年龄 20~56 岁，平均年龄（36.78±

3.21）岁。UDD 组、BDD 组及对照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有可比性。各亚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1 。患

者组及对照组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知情同意书的

获取符合相关要求。

表1　患者组及对照组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男/女 年龄（岁） 病程（月） HAMD评分（分）

UDD组 48 20/28 39.21±3.26 27.92±4.63 25.10±5.47
轻度抑郁组 9 4/5 38.69±4.24 21.33±5.19 16.54±0.19
中度抑郁组 21 9/12 36.72±4.40 33.61±4.46 21.47±1.98
重度抑郁组 18 7/11 37.55±3.13 27.44±5.06 29.76±3.25

BDD组 36 18/18 35.60±5.54 45.52±4.37 26.13±6.34
轻度抑郁组 7 4/3 33.46±5.23 34.36±2.47 16.51±1.42
中度抑郁组 14 7/7 41.20±6.32 37.75±3.14 21.36±2.79
重度抑郁组 15 7/8 34.57±4.12 47.42±4.10 30.01±3.67

对照组 40 20/20 36.78±3.21 - 1.76±0.53

1.2　方法

1.2.1　样品收集 早晨 8 点空腹抽取 15 mL 肘静

脉血，10mL 加入肝素检测 GRmRNA；3mL 室温下凝

固，离心，取血清，化学发光法检测皮质醇浓度；

2mL 血液加入 EDTA 抗凝，离心，取血浆，电化学

发光法检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TCH）浓度。

1.2.2　RT-PCR 扩增 提取总 RNA，逆转录试剂

盒合成 cDNA，将所得样品进行 RT-PCR 反应。GRα

上游引物：5'AGCAATGCGCAGCAGCCAGA 3'，下游

引物：5'GGGGGCAGCAGACACAGCAG3'；β-actin 上

游引物：5'GGATTCCTATGTGGGCGA 3'，下游引物：

5'GGAACCGCTCATTGCCAATG3'。样品在 94℃条件

下变形 180s，94℃ 30 s，50℃ 30 s，72℃ 60 s，上

述循环共进行 30 次。之后 72℃ 延伸 600 s，得扩增

产物。产物于 2.5％ 琼脂糖凝胶电泳，Bandleader3.0

软件分析吸光度值，通过计算 OD（GRα）/OD

（β-actin）比值，分析目的基因 GRα 表达水平。

1.2.3　样品 GRα 表达及亚细胞分布 

1.2.3.1　标记　使用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样品

的 GRα 标记。分离得到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

加入 1 mLPBS，吹悬，取 20 μL 涂于多聚赖氨酸防脱

玻片上，风干；4 ℃丙酮固定；PBS 洗涤；5％BSA 封

闭；PBS 洗涤后加入 GRα 一抗，4℃孵育过夜。吸

除一抗，PBS 洗涤；加入 FITC 偶联的驴抗鼠 IgG 室

温孵育 1 h；PBS 洗涤；DAPI 染色 15 min；PBS 洗涤；

封片。于 488 nm 下使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1.2.3.2　GRα 表达及亚细胞分布　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下，每张玻片选取 5 个视野，共 80 个细胞，

评分。细胞 GRα 核浆标准：（1）4 分：细胞核荧光

强度显著高于胞浆荧光强度；（2）3 分：细胞核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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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略强于胞浆荧光强度；（3）2 分：细胞核荧光强

度基本等同于胞浆荧光强度；（4）1 分：细胞核荧光

强度略弱于胞浆荧光强度；（5）0 分：细胞核荧光强

度显著低于胞浆荧光强度。根据上述标准，将细胞

分为 2 组，即评分不超过 2 分的胞浆大于胞核组和

评分不低于 2 分的胞浆小于等于胞核组。

1.3　统计学方法

并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

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使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两指标间关系。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组及对照组 GRα mRNA 表达情况比较  

患者组及对照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GRα mRNA

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χ2 =11.383，P<0.05）；患者组

GRα mRNA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但 UDD

组及 BDD 组间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本研究样

本数量少，在亚组分析中将轻度抑郁组和中度抑郁组

合并分析。UDD 组及 BDD 组中轻中度组、重度组和对

照组的 GRα mRNA 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χ2 =11.483，

P<0.05；χ2 =10.324，P<0.05），且重度组 GRαmRNA

水平显著弱于轻中度组。见表 2、图 1、图 2  。

图1　患者组与对照组PT-PCR结果
注：M为标记，1为对照组，2，3，4为UDD组轻度、中度、重度

患者，5，6，7为BDD组轻度、中度、重度患者。

2.2　患者组及对照组 ACTH、皮质醇浓度比较 

患 者 组 及 对 照 组 A C T H 浓 度 未 见 统 计 学 差

异（P>0 .05），皮质醇浓度具有统计学差异（χ2 

=6.735，P<0.05），UDD 组及 BDD 组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患者组中，轻中度组、重度组级

对照组间皮质醇浓度具有统计学差异（χ2=13.775，

P<0.05；χ2=7.942，P<0.05），且随着病情的加重，

血清皮质醇浓度呈上升的趋势（P<0.05）。见表 2。

图2　患者组和对照组激光共聚焦扫描结果
注：A，B，C为对照组，D，E，F为UDD组，G，H，I为BDD组。绿

色荧光为GRα二抗，绿色越强，GRα越多；蓝色为DAPI荧光。

表2　患者组及对照组GRα mRNA、ATCH、皮质醇浓度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GRα（n，％） ATCH（pmol/dL） 皮质醇（μg/dL）

UDD组 48 22.57±6.31a 6.20±1.41 15.98±5.74a

轻度抑郁组 9 29.12±3.01 5.39±0.83 11.42±4.23

中度抑郁组 21 20.48±5.63 4.24±1.02 14.55±3.78

轻中度抑郁组 30 25.48±4.67ab 5.22±2.54 12.85±2.60b

重度抑郁组 18 17.69±6.70a 8.30±2.54 20.60±6.15a

BDD组 36 24.72±6.52a 7.84±2.60 19.02±5.34a

轻度抑郁组 7 32.79±6.34 5.94±2.09 12.28±6.50

中度抑郁组 14 25.89±5.88 6.47±4.02 14.09±5.39

轻中度抑郁组 21 30.23±4.39ac 6.32±3.56 13.24±5.99c

重度抑郁组 15 19.87±5.30a 9.35±6.20 25.47±4.03a

对照组 40 38.95±8.35 4.66±2.18 11.57±3.02

注：a：与对照组相比，P<0.05；b：与UDD组相比，P<0.05；c：与BDD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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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患者组及对照组 GRα 表达与分布比较 

患者组及对照组 GRα 的亚细胞分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 =9.878，P<0.05），UDD 组及 BDD 组

GRα 细胞核内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但两组间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患者组各亚组

及对照组 GRα 核内的表达水平具有统计学差异（χ2 

=13.829，P<0.05；χ2=12.453，P<0.05）；且重度组

核内分布显著弱于轻中度组。见表 3。
表3　患者组及对照组GRα亚细胞分布

组别 细胞个数
亚细胞分布

胞浆>核 胞浆≤核

UDD组 3024 2212（73.15） 812（26.85）
轻度抑郁组 578 296（51.21） 282（48.79）
中度抑郁组 1120 760（67.85） 360（32.14）
重度抑郁组 1326 1184（89.30） 142（10.70）

BDD组 2003 1382（69.00） 621（31.00）
轻度抑郁组 378 185（48.95） 193（51.05）
中度抑郁组 589 351（60.00） 234（40.00）
重度抑郁组 1036 836（81.70） 200（19.30）

对照组 2500 1179（47.16） 1321（52.84）

2.4　患者组各指标与抑郁严重程度相关性 

患者组 HAMD 总分均与 GRαmRNA 的表达呈

负相关（r= -0.746，P<0.05；r= -0.831，P<0.05）；

患者组中均未出现 HAMD 与 ACTH、皮质醇浓度的

相关性和 GRαmRNA 与 ACTH 及皮质醇浓度的相关

性（P>0.05）。

3　讨论

GRα 为是糖皮质激素配体结合蛋白，与糖皮

质激素配体结合后可形成复合物，从而进入细胞核，

调节基因表达，保证 HPA 轴功能。本研究结果表

明，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组患者 GRαmRNA 水平降

低，与国内外文献结果相同［7-8］ 。随着病情严重，患

者组 GRαmRNA 的表达量也相应减少，表明 GRα

表达量可作为抑郁障碍病情严重性的重要判定标准。

UDD 及 BDD 患者组间 GRαmRNA 表达未见统计学

差异，表明该表达异常不能作为区别两种抑郁障碍

的标准。本研究使用激光共聚焦和 PCR 技术对 GRα

表达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患者组 GRα 核内分

布少，核转位异常［9］，表明患者 GRα 功能障碍，从

而抑制了 HPA 轴的作用；但 UDD 及 BDD 患者组间

未见显著性差异，表明这种异常不能作为区别两种

抑郁障碍的标准。本研究结果表明，患者组皮质醇

浓度均高于对照组，重度抑郁组患者血清皮质醇水

平显著增加，表明抑郁的严重程度与血清皮质醇浓

度可能呈正相关，即严重抑郁障碍患者也会并发高

皮质醇血症，与国外报道相同［10］；但 ACTH 和皮质

醇浓度与 HAMD 评分未见相关性，可能与样本量较

少有关。皮质醇浓度与抑郁障碍是否有关目前学术

界仍未得出确定结论。本研究中，未发现患者组中

ACTH 和皮质醇浓度与 GRα mRNA 水平的相关性，

可能与患者的精神状态及 GRαmRNA 不能精确反映

HPA 轴的负反馈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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