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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失眠症状的抑郁症患者神经肽Y和 P物质水平的变化研究

杨　媛 、 胡　明 、 葛红敏 、 田　丽

【摘要】目的　探讨伴有失眠症状的抑郁症患者神经肽类物质神经肽 Y（NPY）及 P 物质（SP）水

平的变化。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人群为研究对象，依据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病

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及诊断性访谈将被试分为四组：既无抑郁又无失眠症状的健康对照组

（1 组），仅有抑郁无失眠症状组（2 组），仅有失眠无抑郁组（3 组），伴有失眠症状的抑郁症组（4 组），

每组 30 例，比较四组的 NPY 及 SP 水平。以 NPY 及 SP 为因变量，以 PSQI、PHQ-9 为自变量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　伴有失眠症状的抑郁症患者（4 组）NPY 的浓度低于健康对照组（1 组），伴有失眠

症状的抑郁症患者（4 组）SP 浓度高于其他三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伴有失眠症状的

抑郁症患者的 SP 含量与 PSQI、PHQ-9 均不相关，NPY 含量与 PSQI 存在负相关关系。结论　相对于

健康对照组而言，伴有失眠症状的抑郁症患者 NPY 水平较低；相对于仅患有抑郁或失眠一种症状或

的患者以及既无抑郁又无失眠症状的健康对照而言，伴有失眠症状的抑郁症患者 SP 水平较高，且该

组患者的 NYP 水平与睡眠质量有正相关性（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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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um level of neuropeptide Y and substance P among depressive patients accompanied by insomnia　 
 YANG Yuan, HU Ming, GE Hongmin, et al. Tianjin Anding Hospital, 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NPY and SP among depressive patients accompanied by insomnia. 

Methods　Selecting the crowd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for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PSQI), Depression Scal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and diagnostic interview subjects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Neither depression nor insomnia group (group 1), only a depression without insomnia group (group 2), 

only insomnia without depressive group (group 3), accompanied by insomnia depression group (group 4),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n comparing the levels of NPY and SP  among the four groups. The level of NPY and SP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PSQI and  PHQ-9 score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do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Participants 

with both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nsomnia (group 4) had lower level of NPY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nsomnia (group1). Participants with both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nsomnia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 S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other three group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mong both depres-

sive symptoms and insomnia group (4 group), the SP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PSQI and PHQ-9, but the NPY was nega-

tivity correlated with PSQI (r= -0.31, P=0.026 ).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nsomnia has lower level of NYP; and compared with only depression or insomnia and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nsomnia has higher level of SP, and the level of NYP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sleep quality（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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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失眠症状的人群多存在焦虑、抑郁等负性

情绪，抑郁症患者也常出现失眠症状，提示两者可

能存在共同的发生机制。近几年，生物周期节律是

精神卫生领域研究的新出发点。研究发现，下丘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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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大脑皮质等均是调节情感的主要脑区，这些

脑区会产生大量的神经肽类物质神经肽 Y（NPY）及

P 物质（SP），与单胺类神经递质相互作用，完成生

物节律的调控。因此，NPY 与 SP 紊乱可能是联系抑

郁及失眠共享机制。回顾文献发现，既往多是关于

抑郁或失眠单一症状 NPY 及 SP 水平变化的研究，鲜

有对伴有失眠症状的抑郁患者这类群体生物学指标

的变化。本研究通过设置四个组：1 组既无抑郁又无

失眠症，2 组仅有抑郁无失眠症，3 组仅有失眠又无

抑郁，4 组既有抑郁又有失眠，测评这四组的 NPY

及 SP 水平，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选取我院符合纳入标准的群体为研究

对象。抑郁症的纳入标准：①由具有精神科资质的医

师根据 ICD-10 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②病人健康问

卷抑郁量表（PHQ-9）［1］：大于等于 5 分；排除标准：

①伴有躯体疾病或脑部病变者；②服用抗抑郁药或接

受心理治疗者；③含有其他影响 NPY 及 SP 水平疾病

者，例如白癜风皮损、肠易激综合症、甲状腺疾病、

重症肺炎、心力衰竭、变应性鼻炎、腰椎间盘突出

症、恶性肿瘤、恶性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等；④妊娠或

处于哺乳期者。失眠症的纳入标准：①由具有精神科

资质的医师根据 ICD-10 诊断为失眠症的患者；②匹

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2］：大于等于 8 分；③

了解该研究的目的、方法，同意参与并签订知情同

意书。选择在我市一所三级甲等医院进行健康查体

的 30 例既无抑郁症状又无失眠症状的人群为 1 组，

选择符合以上标准有抑郁但无失眠症的 30 例患者为

2 组，选择有失眠症但无抑郁症的 30 例患者为 3 组，

选择既有抑郁又有失眠的 30 例患者为 4 组。将 4 组

人群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做比较，结果发现，4 组指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评价工具

1.2.1　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

由刘贤臣［2］于 1999 年开发，包括 9 个条目，7
个维度。PSQI 总分在 0 分至 21 分，总分越高表示睡

眠质量越差。

1.2.2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
PHQ-9 由 Kroenke［1］于 2001 年开发，是一抑郁

筛查量表，有 9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0～3 分计分，

量表总分为 0 分至 27 分：5 分至 9 分为有抑郁症状，

10 分至 14 分为有明显抑郁症状，15 分以上为重度

抑郁。

1.3　NPY 及 SP 的测定

清晨抽取被试空腹静脉血 4 毫升，置入含肝素

钠、抑酞酶的试管中，将试管置于 4 摄氏度的环境

中、静置 30 分钟，每分钟 3000 转离心，取上清液

冷冻。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量血清中 NPY 及 SP 的

浓度。采用上海康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

盒。经验证，该试剂盒的灵敏度、特异性较好。

1.4　统计学方法

测评并比较四组人群 NPY 及 SP 的水平。采用

SAS 9.0 软件里的 PROC MI 程序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

NPY 及 SP 系计量资料，用（平均数 ± 标准差）描述，

多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组间比较采

用 t 检验。将检验水准 α 设置为 0.05，P<0.05 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述分析由 SPSS20.0 实现。

2　结果

2.1　四组被试的一般人口学资料（表 1）

被试的年龄范围为 20～67 岁，平均年龄（45.54
±9.54）岁，以 30～39 岁者居多。统计分析结果表

明，四组被试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部分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四组被试的一般人口学资料（n=120）

1组
（n=30）

2组
（n=30）

3组
（n=30）

4组
（n=30） P

年龄（n，％）

  20~29岁 26.67 30.00 33.33 36.67 0.23
  30~39岁 40.00 43.33 43.33 36.67 0.25
  40~49岁 33.33 26.67 23.33 26.67 0.18
性别（n，％）

  女性 46.67 53.33 56.67 50.00 0.17
  男性 53.33 46.67 43.33 50.00 0.22
文化程度，n（％）

  初中及以下  20.00 23.33 23.33 26.67 0.26
  高中    53.33 56.67 50.00 56.66 0.18
  大专及以上 26.67 20.00 26.67 16.67 0.35

2.2　四组 NPY 及 SP 水平的比较（见表 2）

由表 2 可以看出，伴有失眠症的抑郁患者组 4
组 NPY 的含量为（5.93±1.36）ug/mL 低于对照组 1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 组和 1 组两组间的比较

统计值 t =7.78，P <0.05）；伴有失眠症的抑郁患者组

4 组 SP 的含量为（6.39±2.14）ug/mL 高于对照组 1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 组和 1 组两组间的比较

统计值 t =8.35，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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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伴有失眠症的抑郁患者 NPY 及 SP 水平与

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将伴有失眠症的抑郁患者的 NPY、SP 水平与

PSQI、PHQ-9 做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SP 含量与

PSQI、PHQ-9 不存在相关关系，NPY 含量与 PSQI

存在负相关关系，即：NPY 含量越高，PSQI 得分越

低（r= -0.675，P<0.05），表明 NYP 水平越高，患者

的睡眠质量越好。

3　讨论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和公共健康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报道，2012 年全球将近有 3.5
亿人遭受抑郁困扰，且发生率逐年增高，是疾病导

致经济负担的主要原因［3］。失眠是抑郁症患者的主

要症状［4］，流行病学统计显示，将近有 80％的抑郁

症患者伴有失眠问题。而长期伴有失眠症状的群体

也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后继罹患抑郁症的

比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5］。提示两者享有共同的发

生发展机制。Srinivasan ［6］对此提出了三种假说：一，

生物节律稳态失衡是两种症状紊乱的原因；二，两种

症状是一动态发展的过程，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

环；三，两种症状存在共同的病理变化。

仅存在失眠或仅存在抑郁的患者这两类人群的

NPY 水平和 SP 水平相对于健康群体而言就存在变

化。回顾文献发现，既往研究大都只调查单一症状

NPY 及 SP 的变化。马征等［7］对烧伤后康复期老年患

者进行调研发现，抑郁与 SP 呈正相关，与 NPY 呈负

相关，且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路英智

等［8］通过将失眠症患者及正常人的 NYP 及 SP 水平做

比较得出，相对于正常人而言，失眠症患者的 NPY

水平较低，SP 含量较高。

为了更好地区分伴有失眠症状的抑郁症患者与

仅伴有抑郁或仅伴有失眠患者的群体在 NPY 和 SP

水平的差别，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将参与者分

为四组，结果发现，伴有失眠症状的抑郁症患者

NPY 的浓度为（5.93±1.36）ug/mL 低于对照组，SP

浓度为（6.39±2.14）ug/mL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1）。结果证实，伴有失眠症状

的抑郁症患者 NPY 水平较高，SP 水平较低。这与

Agorasto 等［9.10］的研究结果一致。

该研究为识别几类人群的生物学指标变化、更精

确地寻找干预靶点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但是该

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研究设计为横断

面研究，只能发现两个变量的相关，不能判定因果关

系；第二，PHQ-9 为让被试回顾近两周来的感受，可

能会存在回忆性偏倚；第三，抑郁症状未按照严重程

度划分。未来可以通过纵向研究进一步证实研究结

论，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明晰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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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四组间血浆NPY及SP水平的比较（平均数±标准差，ug/mL）

指标
1组：无抑郁症状又 
无失眠症状（n=30）

2组：有抑郁但 
无失眠症（n=30）

3组：有失眠症但 
无抑郁症（n=30）

4组：伴有失眠症的抑
郁患者（n=30） F 值 P 值

NPY水平 8.81±2.35 5.92±1.89 5.72±2.26 5.93±1.36 7.56 ﹤0.05
SP水平 3.69±1.68 6.07±2.65 4.89±1.24 6.39±2.14 23.89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