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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冲动攻击行为相关基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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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综述近年来国内外对双相情感障碍冲动攻击行为相关基因的研究

进展，以期对今后进一步开展双相情感障碍冲动攻击行为相关基因研究提供参考信息。目前发现双

相情感障碍及冲动攻击行为均与遗传因素相关联，但针对双相情感障碍的冲动攻击行为相关基因的

研究还比较少。冲动攻击行为是双相情感障碍的一个显著症状，探究双相情感障碍冲动攻击行为的

相关基因在病因学、预防学、治疗学上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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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指临床上既有

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

其终生患病风险在 0.3％~1.5％之间，平均起病年

龄为 17 岁［1］。双相障碍约占精神科临床情感障碍的

50％，是当今全球面临的主要精神卫生问题之一。

双生子与家族研究发现，单卵双生子共患双相情感

障碍的几率为 80％；异卵双生子共患双相情感障碍

的几率为 24％。双相Ⅰ型障碍患者的一级亲属，出

现双相Ⅰ型障碍（4％~20％）和双相Ⅱ型障碍（1％

~5％）的几率升高。这些都是双相情感障碍具有遗

传倾向的强有力证据［1］。冲动攻击行为是双相障碍

显著症状之一，有冲动攻击行为的双相障碍患者易

出现自伤、自杀、暴力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研究

显示自杀、吸毒、暴力行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等冲

动行为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表明双相障碍冲动攻击

行为与遗传因素相关［2］。

一　五羟色胺（5-HT）系统相关基因

冲动攻击行为与中枢神经递质功能紊乱有关，

尤其与 5-HT 系统关系密切［3］。Savitz 等［4］发现双相

障碍患者的攻击行为与大脑前额叶皮质 5-HT 能神经

元较少有关。多项研究均发现大脑 5-HT 水平的耗竭

与冲动行为相关，脑脊液中 5-HT 浓度低者易出现暴

力攻击行为，这证实了 5-H T 含量对冲动行为有调控

作用，其含量越高，个体抑制冲动行为的能力越强。

1　五羟色胺转运体（5-HTT）基因

 5-HTT 在调控情感和行为的皮质和边缘结构

中含量特别丰富，可通过增加突触前膜 5-HT 的摄

取而抑制 5-HT 能的传递，对突触间 5-HT 水平的

精确调节起关键作用。Frankle 对具有冲动、敌对人

格特质和暴力攻击行为的个体进行研究，发现这一

群体的前额叶扣带回皮质 5-HTT 的利用率显著下

降，证实了 5-HTT 在暴力攻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人类 5-HTT 基因位于 17qll-12。5-HTT 基因启动

子（5-HTTLPR）是 5-HTT 表达和摄取的主要调控

者，5-HTT 基因启动子区域存在 S／S、S／L 和 L／

L 三种基因型，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 S 基因（S/S，

S/L）与冲动攻击行为相关。Zalsman（2007）和 Lee

（2003）等的研究都显示 5-HTTLPR 基因多态性与

冲动行为的相关。Reuter 等（2007）的研究证实中枢

神经系统五羟色胺能低下与冲动行为相关，血小板

MAO 的低活性和 5-HTTLPR 的 S 等位基因是 5-HT

功能低下的两个标志，且两者间有协同作用。Reif A

等［5］发现 5-HTTLPR 基因短片段（S）等位基因频率

较高的人群，若在儿童期历过严重精神创伤或长期

生活在负性环境中，成年后易出现暴力攻击行为。

目前对 5-HTTLPR 基因多态性与冲动攻击行为的关

联研究主要集中在物质滥用、神经症、严重抑郁症

及犯罪人群，缺乏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研究。

2　五羟色胺受体基因

5-HT 受体是神经递质受体中最复杂的家族之

一，可分为 7 大类，14 个亚型，不同的受体分布于

不同区域，5-HT 通过其多种受体发挥多种功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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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 5-HT 释放、传递信号到突触后膜、调节 5-HT

的产生等，从而发挥不同的神经调节功能。Sawiniec

等（2007）的研究证实 5-HT1A 受体基因 C（-1019）

G 单核苷酸多态性增加了冲动行为的风险性，G 等位

基因可能增加攻击行为的风险。Nomura 等（2006）

的研究显示 5-HT2A 受体基因 G-1438A 等位基因与

冲动行为相关。Zalsman 等［6］研究发现 5-HT2A 受

体基因 102T/C 的多态性与低冲动攻击行为相关。

Giegling 等（2006）发现 5-HT2A 受体基因单核苷

酸多态性和攻击、愤怒行为相关，且 rs6311 位点

CC 型纯合子与愤怒和攻击行为明显关联，5-HT2A

受体基因可能修改了攻击行为的表型。Soyka 等

（2004）研究发现 5-HT1B 受体基因 861C 等位基因

频率低下与酒精依赖患者的反社会行为有显著的相

关性。Stoltenberg 等［7］研究发现 5-HT1B 受体基因

（rs6296）与冲动相关。Zouk（2007）发现 5-HT1B

受体基因启动子区域的 A-161T 多态性与个体冲动

行为相关。Bevilacqua 等［8］研究发现冲动的产生与

5-HTR2B R388W、5-HTR2B Q20* 可能关联，冲动

的产生与 5-HT2B 受体基因中的一个终止密码子的

突变相关（等位基因频率 >0.1％）。现有研究多集中

在 5-HT1A、5-HT2A、5-HT1B、5-HT2B 受体基因，

且大多得到阳性结果。但目前少见双相情感障碍冲

动攻击行为与上述基因的关联研究。

3　色氨酸羟化酶（TPH）基因

TPH 能催化 L- 色氨酸转化为 5-HT，是 5-HT

合成的唯一限速酶。TPH 活性的高低决定了 5-TH

合成的效率，TPH 有两种亚型，即 TPH1 和 TPH2。

TPH1 基因位于 11p14-15.3，包含 11 个内含子，主

要表达于松果体和外周肠嗜铬细胞。目前已有多个

研究表明 TPH1 基因 7 号内含子 A218 和 A779C 多态

性与不同程度的暴力攻击行为相关，基因型 AA 与较

高水平的冲动攻击行为相关，基因型 CC 与程度较弱

的攻击行为相关。其中 Galfalvy 等（2009）的研究显

示 TPH1 的 7 号内含子 A218 多态性的 AA 等位基因

与冲动行为相关，Keltikangas 等（2007）的研究认为

TPH1 基因 7 号内含子 A218 和 A779C 多态性的 A/A

单体型能够预测暴露于儿童期负性环境中的个体在

成年后具有较高的冲动行为水平。TPH2 基因位于

12q21.1，包括 11 个外显子，主要表达于脑。目前

已有动物实验（2005）发现 TPH2 基因 C1473G 多态

性与冲动行为相关，CC 纯合子基因型携带鼠脑中的

TPH 活性及攻击水平显著高于 G 等位基因携带鼠。

目前对冲动攻击行为与 TPH 基因关系的研究存在研

究结果不尽一致的问题，今后需进一步在研究对象

的选择及研究的方法学方面进行必要的统一。

二　多巴胺系统相关基因

1　多巴胺转运体（DAT）基因

Adriani 等（2009）通过动物实验使大鼠的 DAT

基因过表达，发现 DAT 过表达组大鼠冲动水平增加。

多巴胺转运体 1（DAT1）基因位于 5p15.3，其 3’端

的非翻译区包含 40 个碱基对，目前对于第 9，10 重

复片段研究较多。其中 Lee 等（2007）发现 10 重复

片段与冲动行为相关，而未发现 9 重复片段与冲动

行为的相关性。Cornish 等（2005）发现携带 10/10 纯

合子重复片段的个体的冲动水平较高。对多巴胺转

运体基因的研究目前仍然是一个热点。

2　多巴胺受体（DRD）基因

目前已经分离出五种多巴胺受体，根据它们的

生化及药理性质，可分为 D Ⅰ（D1、D5）和 D Ⅱ（D2、

D3、D4）两类受体，多巴胺受体（DRD2、DRD4）

基因先后被研究报道。DRD2 基因位于 11q22~23。

White 等（2009）研究了 DRD2 基因 C957T 多态性与

冲动行为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携带 957C 纯合子的个

体在急性心理应激下冲动水平增加。Colzato 等［9］发

现携有 DRD2 基因 C957T 多态性的 TT 基因纯合体

的个体易表现出异常的冲动性。Eisenberg（2007）

及 Esposito-Smythers（2009）等均发现携带 A1 等位

基因的个体比不携带者有更高的冲动水平；Limosin

等（2003）的研究显示携带 A1 等位基因的个体与低

冲动水平相关。DRD4 基因位于 11p15.5。Munafo 等

（2008）发现 DRD4 基因 C-521T 多态性与冲动行为

相关。近年 Buchmann 等［10］研究发现携带 VNTR 等位

基因 7 重复片段的 DRD4 基因型个体且其母亲产前有

应激的，在成年期会出现更多的攻击行为。以往的

研究结果也显示 DRD4 基因多态性 7 重复片段与高水

平冲动行为相关。虽然已有较多多巴胺受体基因与

冲动攻击行为的关联研究，但在样本选择上更多偏

向于精神分类症、暴力犯罪方面。

三　儿茶酚胺降解酶基因

1　单胺氧化酶（MAO）基因

单胺氧化酶（MAO）为一类黄素依赖性蛋白，参

与脑内单胺类（5-HT、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递质

的降解过程，其基因多态性可影响 MAOA 的活性和功

能。MAO 有两种亚型，即 MAOA 和 MAOB，这两种

亚型酶分别由不同的基因编码，作用于不同的底物。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 783 -

◎

综
述◎

 Sum
m

arize

MAOA 主要位于外周器官，MAOB 主要位于大脑和基

底节，与攻击性行为关系密切的是单胺氧化酶 A。单

胺氧化酶 A 基因位于 Xpll.23-11.4。早期的动物实验

（1995）表明 MAOA 基因敲除小鼠大脑中 5-HT、DA

和 NE 浓度升高，个体表现出较强的冲动和攻击行

为。近年 Naumenko 等（2013）的动物实验也证实了剔

除 MAOA 基因的幼鼠成年后表现出攻击行为。Pavlov

等［11］报道携带低活性的 MAOA 等位基因者更易出现

攻击行为，这之前也有类似的报道。Zalsman 等［6］的

研究表明低活性 MAOA 基因型与自杀倾向有关。国内

刘亚鹏等（2014）发现携带低活性 MAOA 基因型儿童

更易出现违抗行为和同伴攻击。另有张芸等［12］研究发

现经历虐待后的低活性 MAOA 基因型青少年会表现出

更多的反社会行为或品行障碍，而 MAOA 的高活性起

保护作用。Cicchetti 等［13］研究发现在对抗童年期虐待

经历所造成的攻击行为方面，较高活性的 MAOA 等位

基因有保护作用。Stoltenberg 等［7］研究显示 MAOA 基

因启动子区域可重复序列多态性（MAOA-uVNTR）与

冲动相关。早期 Zalsman 等（2005）通过对 98 名高加

索男性精神病患者的脑脊液进行研究发现，MAOA-

uVNTR 和暴力攻击行为相关。Caspi 等（2002）发现

MAOA-uVNTR 较低的表达与具有早期受虐史男性的

冲动攻击行为相关，后来的研究均支持这一发现。早

前郭建雄等（2009）的研究显示 MAOA 基因 T1460C

多态性与具有攻击行为的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相关

联，其等位基因可能增加患者攻击行为的风险。另外，

Sjoberg 等（2007）在对女性犯人的横断面调查研究中

发现 MAOA 基因启动子区域（MAOA-LPR）4- 重复序

列长片段等位基因与社会心理负性事件背景同时存在

导致了暴力犯罪行为的发生。

2　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

COMT 在儿茶酚胺类递质代谢过程中通过甲基

化降解儿茶酚胺。COMT 基因位于 22qll.2。目前发现

COMT 基因编码区至少有 8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变异，

研究较多的是 COMT 基因第 3 外显子区 G1947-A 单

核苷酸的多态性，该处单核苷酸置换导致其所表达

蛋白的第 158 号缬氨酸（Val）被甲硫氨酸（Met）替

代。多数研究显示在三种基因型 Met/Met、Val/Val

和 Val/Met 中，低活性 COMT 纯合子等位基因（Met/

Met）可增加暴力攻击的风险性，而高活性 COMT 纯

合子等位基因（Val/Val）则存在保护作用。Paloyelis

等［14］的研究就显示 COMT 基因 Val158Met 基因型预

测冲动行为。早期 Han 等（2006）的研究显示在精

神分裂症患者中 COMT 基因 Val158Met 基因型与冲

动攻击行为关联，Golimbet 等（2007）的研究也表明

在女性人群中携带 Met/Met 等位基因的个体具有更高

的冲动性。然而 Kulikova 等发现携带 Val/Val 基因型

的女性有更高水平的身体攻击，Wagner 等也发现携

带 Val/Val 基因型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女性更易出现冲

动攻击行为。另外，Pap 等［15］研究发现 COMT 基因

（rs933271，rs740603）与重度抑郁症冲动相关，王

美萍等（2010）研究发现 COMT 基因 rs6267 多态性与

男性青少年攻击行为相关。

虽然近年来对儿茶酚胺降解酶 MAOA 基因及

COMT 基因与冲动攻击的关联研究是一个热点，但

对 COMT 基因与双相情感障碍冲动攻击行为的相关

研究很少，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

四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基因

BNDF 是神经营养因子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在神经元发生、分化、成熟以及突触连接与神经元的

修复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些过程均与情感障碍的

突触可塑性假说有关。另外，BDNF 及其受体主要在

海马、杏仁核、下丘脑、中脑和大脑皮质表达，而这

些功能区与情绪调节有关。BDNF 基因位于 11p13。

Chan 等的动物实验发现敲除 BDNF 基因小鼠个体表现

出较高的冲动水平。Hill 等（2009）发现具有高冲动

水平人格特质个体的眶额叶皮质体积减小，而眶额叶

皮质体积减小与 BDNF 基因的变异有关。Wagner 等发

现 BDNF 基因 Val66Met 多态性与严重生活事件（身体

虐待、强奸、儿童性虐待）交互作用于冲动性攻击。

目前对于冲动攻击行为相关基因的研究主要涉及

五羟色胺系统相关基因、多巴胺系统相关基因、单胺

氧化酶基因、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基因等，另外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催产素

及催产素受体基因、一氧化氮合酶基因、肿瘤坏死因

子基因、精氨酸加压素受体基因等新的候选基因。整

体来看现有的研究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冲动行为与

相关冲动攻击行为候选基因的关联研究还不多见。当

前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发现，但仍有许多不足，如作

用机制仍不太明确，有的研究并未出现预期结果等，

很多研究结论不能得到后续验证。其原因可能有样本

量不足、研究方法的不同、表型存在多基因决定性、

遗传异质性、以及与个性特质、环境因素关系密切等，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尽可能地加大样本量，完善设

计，从基因与基因、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等，多维度、

多因素进行探究，逐步阐明遗传因素对双相情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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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攻击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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