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4 期- 582 -

◎

论
著◎

 Treatise

单相抑郁症与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神经肽Y、P物质水平差异及其与抑郁
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汪莲籽 、 候正华 、 吴明飞 、 秦广来 、 汪丽萍

【摘要】目的　探讨单相抑郁症与双相障碍抑郁相（双相抑郁）患者血清神经肽 Y（Neuropeptide 

Y，NPY）和 P 物质（substance P，SP）水平的差异及其与抑郁严重程度间的相关性。方法　以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IV）为标准，自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5 月共入组单相抑郁

症患者 39 例，双相抑郁症患者 38 例以及健康对照组 40 例。签署知情同意后，以酶联免疫吸附法测

定血清 NPY 及 SP 水平，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定受试

者抑郁和焦虑症状。 结果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组间血清 NPY 及 SP 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两两

比较显示，单相抑郁症组与双相抑郁症组血清 NPY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5.87±4.16） μg/mL，（6.21

±2.35）μg/mL VS. （8.36±3.32）μg/mL，P= 0.04］，而两组血清 SP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6.19±2.57）
μg/mL，（5.63±2.51） μg/mL VS. （4.26±1.14） μg/mL，P= 0.04，0.03］，两组间比较发现，单相抑郁

组血清 SP 水平高于双相抑郁组（P= 0.03），两组间血清 NPY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发

现，单项抑郁组 NPY 水平与 HAMD 得分呈负相关（r= 0.61，P= 0.04）。 结论　血清神经肽 Y 和 P 物

质可能参与抑郁症的病理生理过程，检测二者的血清水平有助于判断疾病分型及病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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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 of neuopeptide Y and substance P level between unipolar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epres-
sio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severity　WANG Lianzi，HOU Zhenghua，WU Mingfei，et al. The forth 
people’s hospital of Wuhu，Wuhu 241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differences of the serum levels of neuropeptide Y（NPY）and substance P

（SP）between patients with unipolar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epression，and then explore the potential linkage be-

tween NPY/SP and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Method　We recruited 39 unipolar depressive patients，38 bipolar 

depressive patients and 40 well-matched healthy controls（HC）in this study. The diagnoses we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ourth Edition（DSM-IV）criteria. The serum NPY and SP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and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clinical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Results　The serum NPY levels in both uni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HC group ［（5.87±4.16）
μg/mL，（6.21±2.35） μg/mL VS.（8.36±3.32） μg/mL，P=0.04］，while the serum levels of SP in two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C group ［（6.19±2.57） μg/mL，（5.63±2.51） μg/mL VS.（4.26±1.14） μg/mL，P=0.04，

0.03］，the Post-Hoc comparison found that serum SP levels in unipolar depression were higher than bipolar depression 

group（P=0.03），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erum NYP levels between two groups. Correlation analy-

sis detected that the NPY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MD scores in unipolar depression group（r= -0.61，

P=0.04）. Conclusion　The NPY and SP maybe involve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depression，and the NPY and SP 

would be useful biomarkers to separate the subtype of depression and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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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是以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

力下降、睡眠障碍及自杀倾向为特征的一类精神障

碍，主要包括单相抑郁障碍和双相抑郁障碍。单相

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约为 17％［1］，给患者本人及其

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及社会功能损害。

早确诊、早治疗将大大改善患者的预后，遗憾的是

抑郁症的病理生理机制以及特征性生物标志的研究

尚无确定性结果，且单相抑郁症的早期易与部分以

抑郁为主要临床相的双相障碍相混淆，不适当的抗

抑郁剂治疗，使其病情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建立

基于生物标志物的单相抑郁症个体化精准诊疗策略，

是临床精神医学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近年

有报道指出 P 物质（Substance P，SP）和神经肽 Y

（Neuropeptide Y，NPY）在抑郁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可能起重要作用［2，3］。神经肽 Y 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中

枢和外周并维持内环境稳态的激素。最近多项研究

提示血清 NPY 有抗焦虑、抗抑郁作用［4，5］，并且对

经三环类抗抑郁剂治疗无效的难治性抑郁具有缓解

作用。且有研究表明，低 NPY 表达组在面对负性应

激时前扣带回激活增强，更易出现抑郁症状，从既

往 NPY 系统与心境障碍发病机制的已知结果来看，

NPY 的激动剂、Y1 受体激动剂和 Y2 受体拮抗剂都可

能提供心境障碍非常有希望的治疗靶点［6］。而 P 物

质则是广泛分布于细神经纤维内的一种神经肽。当

神经受刺激后，P 物质可在中枢端和外周端末梢释

放，与受体结合发挥生理作用。当前的研究结果主

要提示 P 物质它具有影响睡眠障碍、诱发焦虑和抑

郁情绪的作用［7］。

本研究旨在初步探讨单、双相抑郁症患者血清

SP 和 NPY 水平的差异及其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之间

的相关性，以期对抑郁障碍的诊断、分型及病情评

估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受试均来自 2014 年 09 月至 2015 年 07 月安

徽省芜湖市第四人民人民医院精神科的新入院患者。

入组标准：（1）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 4 版（DSM-IV）的单相抑郁症或双相抑郁诊断标

准；（2）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HAMD）评分

>17 分；（3）近 2 周内未服用抗抑郁药；（4）无其他

精神疾患；（5）无神经系统及躯体疾病；（6）汉族，

年龄 18～60 岁。共入组单相抑郁组 39 例，其中男

性 19 例；双相抑郁组 38 例，男性 18 例。

对照组：均来自芜湖辖区内社区志愿者。 入组

标准：（1）经精神检查当前不符合 DSM-IV 的任一

精神疾病；（2）既往无精神疾病史及 精神疾病家族

史；（3）无神经系统疾病。共入组 40 例，其中男性

21 例。

 患者组与对照组的年龄、性别和教育年限的无

统计学差异（P 均 >0.05）。本研究经过芜湖市第四

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全部受试对象均对本次

研究知情，在家属陪同下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评定方法：（1）临床一般资料及量表的评定：患

者组和对照者在入组后由经过培训的两名高年资主

治医师完成入组对象的一般资料及 HAMA、HAMD

评分的采集及评定，二者评定结果间 Kappa 系数为

0.91。问卷调查完成后，由研究者检查问卷确保问卷

有效。（2）血清 NPY 和 SP 的检测：血清标本的采集

和处理：患者组于抗抑郁药治疗前晨 6：00～8：00 左

右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5 ml，自然状态下放置 30 min，

离心处理（4000 转，10 min），取上清液，分置于多

个试管，-80°C 冰箱保存，对照组血清标本的采集

和处理同抑郁症组。采用 ELISA 法检测患者组与对

照组血清 NPY 和 SP 水平。 

1.3　统计处理

数据采用 SPSS l7.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ost Hoc 两两比较

采用 Bonferroni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相关

性采用 Pearson 或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为验证血

清 NPY 及 SP 水平在判别单双相抑郁中的效能，我们

进一步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分析以确定判别指标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主要观察曲线下面积（AUC），AUC 在

0.5～0.7 时提示诊断指标具有较低准确性，AUC 在

0.7～0.9 时有中等准确性，AUC 在 0.9 以上时有较高

准确性，而 AUC ＝ 0.5 时，说明诊断方法完全不起

作用，无诊断价值。采用双侧检验，将 P<0.05 判定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学数据比较（均值 ± 标准差）　

方差分析显示，三组间受试者在性别、年龄及

教育年限方面均未见显著性差异。而在 HAMD 及

HAMA 评分之间三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

单、双相抑郁组的抑郁和焦虑评分均高于健康对照

组，而单、双相抑郁组之间的 HAMD 和 HAMA 得分

则未见显著性差异（详见表 1）。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4 期- 584 -

◎

论
著◎

 Treatise

表1　三组受试者之间的人口学及临床数据比较

项目 单相抑郁组 双相抑郁组 健康对照组 统计值 P 值

性别（女/男） 20/19 20/18 19/21 χ2=9.06 0.11

年龄 47.21±12.32 48.64±19.89 47.38±17.74 F=0.41 0.67

教育年限 9.57±4.29 10.03±3.78 10.98±3.08 F=1.57 0.26

HAMD 23.41±4.43 22.93±5.02 4.02±1.17 F=4.03 0.03

HAMA 11.21±3.17 12.03±3.09 3.21±1.22 F=4.45 0.01

注：HAMD：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A：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2.2　三组间血清 NPY 及 SP 水平比较　

方差分析显示三组间 NPY 及 SP 水平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单项抑郁组和双相抑郁组的

NPY 水平均显著性低于健康对照组，而单相及双相

抑郁组的 SP 水平则显著性高于健康对照组；进一步

进行 post-hoc 分析显示，单相抑郁组和双相抑郁组

的 NPY 水平分别显著性低于健康对照组，单、双相

抑郁组的 NPY 水平之间未见显著性差异；而三组间

SP 水平比较则显示，单、双相抑郁组患者的血清 SP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且单相抑郁组高于双相抑

郁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2）。
表2　单相、双相抑郁组及健康对照组间的血清NPY和SP

水平比较

单相抑郁组 双相抑郁组 健康对照组 统计值 P值

NPY 5.87±4.16 6.21±2.35 8.36±3.32 F=4.37 0.03

SP 6.19±2.57 5.63±2.51 4.26±1.14 F=3.58 0.04

注：NPY：神经肽Y；SP：P物质

2.3　血清 NPY 及 SP 水平与 HAMD 评分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单项抑郁组 NPY 水平

与 HAMD 得分呈负相关（r=0.61，P=0.04）。其它指

标间未发现显著性相关。

2.4　血清 NPY 和 SP 水平在单双相抑郁障碍识

别中的效能　

ROC 分析显示，血清 NPY 和 SP 水平的异常

改变在对 MDD 患者的区分中具有较高的鉴别效

能（综合指标，AUC=0.895，P=0.000，95％CI：

0.732～0.850）（见表 3）。
表3　ROC分析结果

检验变量 AUC P 95％CI

神经肽Y 0.741 0.000 0.635 0.812

P物质 0.756 0.000 0.601 0.840

NPY+SP 0.895 0.000 0.639 0.841

注：AUC，曲线下面积；CI，置信区间；NPY，神经肽Y；SP，P

物质。

3　讨论

当前有关抑郁症的诊治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

决，依据描述性症状群作诊断，缺乏特异性生物学

诊断指征、诊断结果一致性较差，在 DSM-5 的临

床评定试验中单相抑郁症诊断的评定者一致性仅为

28％［8］；区分单相抑郁症和双相抑郁障碍非常困难，

约 25％-50％的单相抑郁症患者在平均 5-7.5 年内

被诊断为双相抑郁障碍，而 3 年随访研究显示约有

10％-15％初诊单相抑郁症的患者转相为双相抑郁

障碍［9，10］。单双相抑郁的治疗原则和预后转归存在

明显差异，所以诊断的不一致将带来不同的预后。

本研究中发现单相抑郁症组与双相抑郁症组血

清 NPY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两组间血清 NPY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血清 SP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两组间比较，单相抑郁组血清 SP 水平高于双相抑郁

组（P=0.03），有统计学差异；相关性分析发现，单

项抑郁组 NPY 水平与 HAMD 得分呈负相关。本研究

结果提示抑郁症患者血清 NPY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

群，而 SP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与既往研究结果

一致，同时发现 NPY 水平与 HAMD 得分呈负相关，

提示 NPY 水平越低，抑郁严重度越高；本研究另一

发现单、双相抑郁患者之间血清 SP 水平有明显的差

异，双相抑郁患者血清 SP 水平更高，提示检测抑郁

患者血清 SP 水平可能有助于鉴别两者的诊断，从而

给治疗带来一定的针对性。

当然，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为

一项横断面研究，对观察对象缺乏随访，不能进一

步判断在抑郁障碍的演变过程中（如抗抑郁治疗），

血清 NPY 和 SP 水平是否会伴随抑郁症状的缓解而

出现相应改变，将来的研究针对较大的样本队列进

行随访性研究将会更好地说明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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