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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血浆 lnc RNA BDNF-AS和GOMAFU的 
检测水平及意义

栾明友 、 王德军 、 龚越鹏 、 苗贞勇

【摘要】目的　检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血浆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反义长链非编码 lnc RNA（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antisense long-chain non-coding RNA，lnc RNA BDNF-AS）和 GOMAFU［一

种长链非编码 RNA，又称为 MIAT（myocardial infarction associated transcript，心肌梗死相关转录

本）］水平，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2018 年 9 月本院收治的 112 例双相情感

障碍患者（躁狂组 58 例，抑郁组 54 例）、4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45 例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采

用 qRT-PCR 测定受试者血浆 lnc RNA BDNF-AS、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和 GOMAFU 表达水平，分析 BDNF-AS、GOMAFU 诊断价值并探究两者与症状相关

性。结果　精神分裂组、双相情感障碍组血浆 BDNF-AS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 0.05），且双相

情感障碍组较精神分裂组高，BDNF 与 GOMAFU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且双相情感障碍组较精神

分裂组低（P< 0.05）；血浆 BDNF-AS、GOMAFU 水平诊断双相情感障碍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 0.843、0.736，分界点分别为 6.75、0.68，敏感度分别为 79.83％、95.56％，特

异度分别为 79.76％、57.26％；狂躁组和抑郁组血浆 BDNF-AS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且狂躁组较

抑郁组高，而 BDNF 与 GOMAFU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且狂躁组较抑郁组低（P< 0.05）；狂躁组、

抑郁组血浆 BDNF-AS 和 GOMAFU 水平与杨氏躁狂评定量表（Young manic rating scale，YMRS）及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评分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血浆 lnc RNA BDNF-AS 水平上调，GOMAFU 水平下调，二者可能作为临床

诊断潜在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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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ction Levels and Significances of LNC RNA BDNF-AS and GOMAFU in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LUAN Mingyou，WANG Dejun，GONG Yuepe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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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LNC RNA BDNF-AS and GOMAFU in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bi-

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and to explore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6 to September 2018，

112 patients with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58 in manic group，54 in depression group），46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and 45 healthy physical examiner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the levels of plasma LNC RNA，BDNF-AS，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and GOMAFU were measured by qRT-PCR，the diagnostic value of BDNF-AS 

and GOMAFU were analyzed，and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symptoms. Results　The plasma levels 

of BDNF-AS in schizophrenia group and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BDNF and GOMAFU in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levels of BDNF and GOMAFU in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schizophrenia group（P<0.05）.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AUC）of plasma BDNF-AS and GOMAFU level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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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BPD）

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慢性精神障碍疾病，使患者注

意力、执行力等认知功能方面受到严重的影响，然

而目前缺乏高效、简便、准确的辅助检查诊断方法［1］。

lnc RNA 是长度大于 200 nt 的非编码 RNA，近期研究

表明，在各类精神疾病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反义

长链非编码 lnc RNA（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antisense long-chain non-coding RNA，lnc RNA BDNF-

AS）可通过调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蛋白水平控制神经系统发

育等，影响疾病发展进程［2］。GOMAFU 是一种长链

非编码 RNA，可用于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的可变剪

接［3］。而 lnc RNA BDNF-AS、GOMAFU 与双相情感

障碍疾病的关系鲜有报道，对此本研究检测双相情

感障碍患者血浆 lnc RNA BDNF-AS、GOMAFU 水平

以探讨二者在疾病诊断中临床意义。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9 月 ~2018 年 9 月本院收治的 112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作为双相情感障碍组，男 60 例，

女 52 例，年龄 18～60（35.3±10.2）岁，纳入标准：

①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双相情感障碍诊断标

准［4］；②自愿参与本次研究；③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伴有其他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者；②

严重认知功能障碍或神经系统障碍者；③恶性肿瘤

疾病者。将躁狂发作且杨氏躁狂评定量表（Young 

manic rating scale，YMRS）评分≥ 13 分患者 58 例纳

入躁狂组，男 32 例，女 26 例，年龄 18～58 岁，平

均年龄（34.8±9.6）岁，将抑郁发作且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评

分≥ 17 分患者 54 例纳入抑郁组，男 28 例，女 26 例，

年龄 19～60 岁，平均年龄（35.7±8.9）岁。同期选

择收治的 4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精神分裂组，男

24 例，女 22 例，年龄 18～60（35.2±9.0）岁。纳入

标准：①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4］；②首发患病；

③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同双相情感障碍

组排除标准。同期选择健康体检者 45 例作为对照组，

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 18～60（36.0±8.8）岁。

1.2　研究方法

1.2.1　临床资料收集　①调查并记录受试者一

般资料（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情况。②采用

YMRS 和 HAMD 调查问卷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躁狂

及抑郁情况进行评分。

1 .2 .2　受试者血浆 BDNF-AS、GOMAFU、

BDNF 水平检测　晨采集受试者空腹时静脉血 4 mL，

在离心机（3000r/min）上离心 5 min 并分离血浆，置

于 -20℃冰箱中保存待测。按照 RNA 提取试剂盒提

取 RNA，采用反转录试剂盒将 RNA 反转录得 cDNA，

采用 miScript SYBR Green PCR Kit 检测血浆 BDNF-

AS、GOMAFU 水平，操作过程按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反应体系 20 µL，qRT-PCR 反应条件：94℃：30 

s；58℃：30s；72℃：30s，共 30 个循环。BDNF-AS、

GOMAFU 及内参 GAPDH 的引物序列见表 1。采用

2-∆∆CT 法对 BDNF-AS、GOMAFU 表达水平进行定量

分析。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血浆 BDNF 水平。

1.3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 SPSS 20.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

（x±s）表示，两组或多组间采用 t/F 检验，计数资

料用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绘制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估 BDNF-AS、GOMAFU 诊

断价值，采用 Pearson 分析两者与症状间相关性，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各 组 一 般 资 料 相 比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2。

diagnosis of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were 0.843 and 0.736，respectively. The demarcation points were 6.75 and 0.68，

the sensitivity was 79.83％ and 95.56％，the specificity was 79.76％ and 57.26％，respectively；the plasma levels 

of BDNF-AS in manic group and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levels 

of BDNF and GOMAFU in mani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depression group（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lasma BDNF-AS and GOMAFU levels and Young manic rating scale（YMRS）and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in manic and depressive groups（P>  0.05）.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plasma LNC RNA BDNF-A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is up-regulated，GOMAFU level is down-

regulated，both of them may serve as potential indicator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Keywords】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BDNF-AS；GOMAFU；Mania；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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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组受试者检测情况

精神分裂组、双相情感障碍组血浆 BDNF-AS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且双相情感障

碍组较精神分裂组高，BDNF 与 GOMAFU 水平较对

照组显著降低，且双相情感障碍组较精神分裂组低

（P<0.05），见表 3。
表3　受试者检测情况（x±s）

组别
BDNF-AS/

GAPDH
BDNF（ng/mL）

GOMAFU/
GAPDH

双相情感障碍组（n=112） 8.43±2.81①② 29.24±3.36①② 0.58±0.16①②

精神分裂组（n=46） 3.10±1.05① 36.17±3.02① 0.79±0.13①

对照组（n=45） 1.02±0.26 44.16±3.34 1.04±0.15

F 338.853 343.324 152.655

P 0.000 0.000 0.000

注 ：与对照组比较，①P<0 .05，与精神分裂组比较，②

P<0.05。

2.3　血浆 lnc RNA BDNF-AS、GOMAFU 诊断价

值分析

血浆 BDNF-AS、GOMAFU 水平诊断双相情感

障碍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

为 0.843、0.736，分界点分别为 6.75、0.68，敏感度

分别为 79.83％、95.56％，特异度分别为 79.76％、

57.26％，见图 1。

2.4　狂躁组和抑郁组检测情况

狂躁组和抑郁组血浆 BDNF-AS 水平较对照

组显著升高，且狂躁组较抑郁组高，而 BDNF 与

GOMAFU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且狂躁组较抑郁

组低（P<0.05），见表 4。

2.5　狂躁组相关性分析

狂躁组血浆 BDNF-AS、GOMAFU 水平与 YMRS

评分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r=0.163，P>0.05，

r=0.059，P>0.05），见图 2。

2.6　抑郁组相关性分析

抑 郁 组 血 浆 B D N F - A S 和 G O M A F U 水 平 与

HAMD 评分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r=-0 .120，

P>0.05，r=0.098，P>0.05），见图 3。

3　讨论

lnc RNA 是一种非编码 RNA 分子，广泛存在于

细胞质与细胞核中，通常由 RNA 聚合酶 I 转录产生，

参与细胞内多种基因调控过程［5］。BDNF 是一种促

进中枢神经系统生长发育的生长因子，参与突触等

结构性调节及神经传递等功能性调节，影响脑部神

经分化等活动［6］。lnc RNA BDNF-AS 是 BDNF 的天

然反转录物，能够调节 BDNF 蛋白水平，控制神经

突起与神经元数量等。Briggs 等［7］研究表明，抑制

表1　qRT-PCR引物序列

基因 上游引物5’-3’ 下游引物5’-3’

Lnc RNA BDNF-AS TACCACAAGGTACCAACCATATATG CATGTGGTTCTGTTTCAATGCCC

Lnc RNA GOMAFU GAGGCCGGGTGCGGCAACTC TCCACCACCTGGAACCAGCAGGA

GAPDH CAGGAGGCATTGCTGATGAT GAAGGCTGGGGCTCATTT

表2　受试者一般资料比较（x±s）

一般资料
双相情感障碍组（n=112）

精神分裂组（n=46） 对照组（n=45） F/χ2 P
狂躁组（n=58） 抑郁组（n=54）

性别（男/女） 32/26 28/26 24/22 25/20 0.230 0.973

年龄（岁） 34.8±9.6 35.7±8.9 35.2±9.0 36.0±8.8 0.263 0.769

体重指数（kg/m2） 21.76±2.46 21.33±2.40 22.04±2.33 21.85±2.16 1.251 0.288

教育年限（年） 10.91±3.14 10.52±3.07 11.28±2.94 10.80±2.87 0.808 0.447

婚姻情况（已婚/未婚） 31/27 29/25 22/24 24/21 0.461 0.927

丧偶离异（是/否） 21/37 18/36 16/30 12/33 1.155 0.764

病程（年） 6.12±0.52 6.13±0.47 6.00±0.47 -- -- --

YMRS评分 27.25±5.81 10.16±2.44 -- -- -- --

HAMD评分 12.41±2.03 30.19±8.2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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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ROC曲线分析结果 A：lnc RNA BDNF-AS；B：
GOMAFU

表4　狂躁组和抑郁组检测情况（x±s）

组别 BDNF-AS/GAPDH BDNF（ng/mL） GOMAFU/GAPDH

狂躁组（n=58） 9.36±2.05①② 27.14±2.86①② 0.51±0.12①②

抑郁组（n=54） 6.93±1.97① 31.50±2.71① 0.67±0.14①

对照组（n=45） 1.02±0.26 44.16±3.34 1.04±0.15

F 370.940 438.991 197.238

P 0.000 0.000 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P<0.05，与抑郁组比较，②P<0.05。

图2　狂躁组相关性分析

图3　抑郁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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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NF-AS 表达，可使 BDNF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上调，

进而调控神经系统发育。本研究结果显示，双相情

感障碍组血浆 BDNF-AS 水平显著高于精神分裂组与

对照组，且精神分裂组较对照组高，BDNF 水平显

著低于精神分裂组与对照组，且精神分裂组较对照

组低，狂躁组血浆 BDNF-AS 水平显著高于抑郁组，

BDNF 水平显著低于抑郁组，且 ROC 显示 BDNF-AS

诊断双相情感障碍 AUC 为 0.843，提示 BDNF-AS 表

达水平可能与神经损伤有关，可作为有效生物标志

物。

GOMAFU 是一种在神经元组中表达的长链非

编码 RNA，存在于细胞核中。Barry 等［8］研究表明，

GOMAFU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颞上回皮层灰质中表

达下调，GOMAFU 的表达异常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疾

病。本研究结果显示双相情感障碍组血浆 GOMAFU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精神分裂组与对照组，精神分裂

组较对照组低，狂躁组较抑郁组低，ROC 显示血浆

GOMAFU 水平诊断双相情感障碍的 AUC 为 0.736，

提示 GOMAFU 水平可能与双相情感障碍疾病发生有

关，临床上可通过检测血浆 GOMAFU 水平进行初筛。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狂躁组、抑郁组血浆 BDNF-AS

和 GOMAFU 水平与 YMRS 评分及 HAMD 评分相关

性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疾病严重程度可能与血浆

BDNF-AS 和 GOMAFU 表达水平无关，说明 BDNF-

AS 表达上调，GOMAFU 表达下调可能是诊断疾病参

考指标之一，但两者可能与疾病严重程度无关。

综上所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血浆 lnc RNA 

BDNF-AS 水平上调，GOMAFU 水平下调，均可能作

为诊断潜在参考指标。然而本研究仅探究了双相情

感障碍患者血浆 lnc RNA BDNF-AS 和 GOMAFU 水平

及其临床意义，相关生物学调节机制还不清楚，另

外选取样本数量较少需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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