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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IL-33与老年宫颈癌患者术后并发抑郁的相关性研究

忽　平 1 、 郝尚辉 2 、 秦海霞 2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白细胞介素 -33（IL-33）与老年宫颈癌患者术后并发抑郁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315 例老年宫颈癌术后患者，根据是否发生抑郁分为将其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比较两

组患者血清 IL-33 水平的差异，IL-33 与抑郁严重程度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IL-33 是否为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 IL-33 在预测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临床效能。结果　抑郁组

患者血清 IL-33（345.12±61.34）ug/L 水平显著高于非抑郁组患者（216.19±35.56）ug/L，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t = 22.123，P< 0.000）；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IL-33 与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郁

的严重程度具有显著正相关（r=0.652，P< 0.000），且 IL-33 是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独立危

险因素（OR=3.712）。IL-33 在预测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临床效能显著 AUC=0.837（95％CI：
0.778～0.896），当截断值为 369.47ug/L，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7.9％和 74.5％。结论　血清 IL-33

与宫颈癌患者术后并发抑郁显著相关，IL-33 可能参与了抑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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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IL-33 and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in postoperativ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er-
vical cancer　　HU Ping，HAO Shanghui，QIN Haixia.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NanYang City 
Center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interleukin-33（IL-33）and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in postoperativ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315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

cer after operation from two hospitals were divided into depression group and non-depress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The differences of serum IL-33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Pearson correla-

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IL-33 levels and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also used to analyze whether IL-33 was a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on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curv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value of IL-33 in predicting 

depression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Results　The serum IL-33 levels in depression group（345.12
±61.34）ug/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non-depression group（216.19±35.56）ug/L，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 =22.123，P<0.000）. The Pearson results showed that IL-33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652. IL-33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on in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OR=3.712）. The clinical value of IL-33 in predicting depression in postopera-

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AUC=0.837（95％ CI：0.778-0.896）. When the cut-off value was 

369.47ug/L，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77.9％ and 74.5％，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Serum IL-33 is sig-

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IL-33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

genesis of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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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好发于中老年女性患者，恶性程度高，

手术往往是其主要治疗手段。宫颈癌患者术后往往

因器官功能的缺陷、对疾病的认知欠佳等多因素导

致其心理异常而出现抑郁等负性情绪［1-2］。研究表

明，抑郁是癌症患者常见的心理损害之一，抑郁不

仅降低了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对病情的恢复也具

有显著影响［3-4］。白细胞介素 -33（IL-33）属于一种

炎症细胞因子而参与了多种炎症性疾病的发生，但

研究也同样发现 IL-33 在抑郁的发病机制中作用显

著［5］。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证实［6］，宫颈癌患者血

清 IL-33 水平显著升高，本次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

础上，通过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探讨 IL-33 与宫颈癌

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纳入 2013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在新乡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南阳市中心医院首次确诊宫

颈癌并行手术治疗的 315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

者年龄 55～68 周岁，平均（58.46±10.36）周岁，所

有患者宫颈癌诊断明确（病理学诊断）且临床数据完

整，确诊的宫颈癌患者均行广泛全子宫切除 + 盆腔

淋巴清扫术 + 双附件切除术。其中宫颈癌术后患者

并发抑郁症，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

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中关于抑郁症的诊断［7］，汉

密尔顿抑郁评分量表得分＞ 7 分。患者在确诊宫颈

癌前具有精神障碍性疾病、精神分裂症、近半年内

口服抗抑郁药物或镇静药物及合并其他恶性肿瘤病

史等给予排除。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且签署知情同

意协议书。

1.2　研究方法

1.2.1　血清 IL-33 表达水平的测定　于清晨空

腹抽取研究对象术前外周静脉血 5ml 于抗凝管中，

在常温下离心收集上层血清置于 -80℃冰箱中保存。

采用 ELISA 法检测研究对象血清 IL-33 的表达水平。

（注释：每位研究对象进行血清 IL-33 水平测定时均

设置三个复孔，最终 IL-33 的水平为三个复孔的均

值）。IL-33 试剂盒由碧云天生物试剂公司提供。

1.2.2　抑郁评价　抑郁患者根据汉密尔顿抑郁

评分量表得分分为轻度抑郁（8～16 分）、中度抑郁

（17～23 分）和重度抑郁（≥ 24 分）。所有量表评分

均有精神科医师一人完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mean±SD）

表示，采用 t 检验比较；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采用

卡方检验比较；血清 IL-33 水平与抑郁严重程度的

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采用 Logistic 及

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 IL-33 是否为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

郁的影响因素和预测价值，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的比较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患者在年龄、病理类型、临

床分期、术后是否进行放化疗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具有可比性，结果见表 1。
表1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年龄，周岁
病理类型

FIGO 
分期

术后辅助
放化疗

鳞癌 腺癌 I期 II期 是 否

抑郁组（n=67） 56.34±15.11 52 15 28 39 40 27

非抑郁组（n=248） 60.14±16.85 193 55 111 137 154 94

t/χ2 -1.673 0.001 0.188 0.128

P 0.095 0.971 0.664 0.721

2.2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患者血清 IL-33 水平的

比较 

抑郁组患者血清 IL-33 水平为（345.12±61.34）

ug/L，显著高于非抑郁组患者（216.19±35.56）ug/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22.123，P<0.000）。

2.3　抑郁严重程度与血清 IL-33 水平的相关性 

将抑郁组患者按照抑郁严重程度进行分组后

发现，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组患者例数分别为

31、24 和 12 人，血清 IL-33 水平分别为（301.38
±54.17）ug/L、（357.55±48.93）ug/L 和（414.06
±45.34）ug/L，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F=55.625，P=0.000）。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血清 IL-33 水平与抑郁严重程度具有显著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 r=0.652，P<0.000。

2.4　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IL-33 是宫颈癌术后患

者发生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OR=3.712）。

2.5　IL-33 预测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

ROC 曲线 

ROC 曲线结果显示，血清 IL-33 在预测宫颈癌

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曲线下面积 AUC=0.837（95％

CI：0.778～0.896），当截断值为 369.47ug/L，此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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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7.9％和 74.5％，说明术前血

清 IL-33 水平在预测宫颈癌患者术后抑郁的临床效

能显著。

图1　IL-33预测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ROC曲线

3　讨论

抑郁是肿瘤患者在确诊后继发的常见心理疾

病之一，抑郁患者常表现为情趣低落，可出现幻觉

及妄想症状，部分患者可有自杀企图，抑郁严重影

响了患者生活质量及病情的恢复。一项共纳入 1 万

名左右的肿瘤患者研究结果显示，抑郁发病率高达

12.9％，尚有 16.5％患者处于抑郁亚临床状态［8］；国

内研究结果显示［9］，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抑郁发生率

为 67.9％，主要与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医疗费用

来源、临床分期、慢性癌痛呈显著相关；而宫颈癌患

者术后抑郁发生率高达 23.0％，抑郁的发生主要与

患者年龄较大、收入较低、社会支持程度低及疾病

认知不完全等显著相关［10］。目前大多数研究报道仅

仅探讨了社会心理因素方面在肿瘤患者并发抑郁中

的影响，但社会心理因素常常为主观评价，异质性

较大，尚缺乏客观血清学的临床指标；同时检索文献

发现关于临床指标预测肿瘤患者术后并发抑郁的相

关性研究较少。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6］，IL-33 与

宫颈癌显著相关，而 IL-33 可能也参与了抑郁的发

病机制中［5］，鉴于此，IL-33、宫颈癌及抑郁三者可

能存在一定联系，本次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发

现血清 IL-33 在预测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的临

床效能显著。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组患者血清 IL-33 水

平显著升高，这与多项研究报道抑郁患者 IL-33 水平

显著升高的结果基本一致［11-12］，同样发现 IL-33 与抑

郁严重程度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且 IL-33 是发生抑

郁的独立危险因素（OR=3.712），我们研究结果均提

示 IL-33 可能参与了抑郁的发生。IL-33 既往被认为

属于一种促炎因子并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但关于

IL-33 和抑郁的相关性研究最近逐渐成为热点。在中

枢神经系统中，IL-33 由内皮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产

生，IL-33 能够活化小胶质细胞［13］，而研究发现小胶

质细胞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生。通过免疫组化检测抑

郁大鼠模型的海马和额叶皮质区域发现［14］，小胶质

细胞特异性抗体阳性细胞的数量和密度显著增加；当

给予米诺环素阻断小胶质细胞的功能后，抑郁症状

显著减轻［15］。抗抑郁药物舍曲林及帕罗西汀也可通

过抑制小胶质细胞的激活从而发挥抗抑郁作用［16］。

另一方面，IL-33 与其受体 ST2 相结合从而活化 NF-

B 和 p38 MAPK 信号通路，引起大量促炎细胞因子

如 IL-1、IL-6 和 TNF-alpha 等释放，而这些炎症

因子升高均增加了抑郁的发病风险［17］。通过对患者

术前进行血清 IL-33 水平检测后发现，IL-33 对宫颈

癌术后患者发生抑郁的预测效能显著（AUC=0.837），

本研究是目前唯一采用 IL-33 预测宫颈癌术后患者

是否发生抑郁的研究报道，这为临床医生评估患者

术后是否发生抑郁从而提供理论依据，具有良好的

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血清 IL-33 在宫颈癌术后发生抑郁

的患者中表达显著上调，可作为抑郁诊断的一个血

清学指标，这也为 IL-33 将来是否可以作为抗抑郁

治疗的一个作用靶点提供思路。但本研究的局限性

在于未探讨 IL-33 和抑郁的具体作用机制，同时也

需要大样本量的数据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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