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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与 25-羟基维生素D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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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合并抑郁症与 25- 羟基维生素 D

（25-hydroxyvitamin D，25-OH-VitD）的相关性。方法　纳入我院神经内科 85 例 PD 患者作为 PD 组，

63 例 PD 合并抑郁症患者作为 PDD 组，55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

测并比较三组研究对象血清 25-OH-VitD 水平的差异，PDD 组患者血清 25-OH-VitD 的影响因素采

用 Logistic 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血清 25-OH-VitD 水平与其临床参数的相关性，25-OH-VitD

水平在诊断 PD 合并抑郁症的临床效能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曲线分析。结果　PD 组患者 25-OH-VitD 水平为（23.54±3.68）ng/ml，同对照组（43.65±6.47）ng/

ml 相比显著降低（t = -23.419，P= 0.000），但显著高于 PDD 组患者（15.43±2.65）ng/ml（t =  14.862，

P= 0.000），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PDD 组患者的病程、UPDRS III 评分、

Hoehn-Yahr 分级和 HAMD 评分是血清 25-OH-VitD 水平的影响因素（均 P< 0.05）。血清 25-OH-

VitD 水平与病程、UPDRS III 和 HAMD 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性，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697，-0.546

和 -0.640。25-OH-VitD 水平在诊断 PD 合并抑郁症的临床效能显著，AUC 为 0.917，当截断值为

18.38 ng/mL 时敏感性和特异度分别为 94.91％和 90.23％。结论　PD 合并抑郁症患者血清 25-OH-

VitD 水平显著降低，PD 并发抑郁症的发生可能与较低水平的 25-OH-VitD 有关，25-OH-VitD 可作

为诊断 PD 伴发抑郁症的生物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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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between Parkinson's disease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and 25-hydroxyvitamin D 
　　LI Xing，ZHANG Baochao，ZHAO Wei，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Nanyang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kinson's disease（PD）combined with de-

pression and 25-hydroxyvitamin D. Methods　A total of 85 patients with PD and 63 patients with PD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in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defined as PD group and PDD group，respec-

tively. Others 55 healthy individuals defined as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were detect by ELISA method and compa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parameters in PDD group by Logistic and Pearson analysis，respectivel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in the diagnosis of PD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was analyzed by Receiver op-

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curve. Results　The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in the P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23.54±3.68 vs.43.65±6.47，t = -23.419，P=0.000），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DD group（23.54±3.68 vs.15.43±2.65，t =14.862，P=0.000）.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urse of disease，UPDRS III score，Hoehn-Yahr grade and HAMD score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in PDD patients（all P<0.05）.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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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是一种神经

系统变性疾病，研究认为，个体的遗传易感性、环

境及免疫等多种因素共同介导 PD 的发病，但具体

机制现尚不清楚［1-2］。中国 PD 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发现，PD 患者相对于其他正常人群发生抑郁症

（Depression）的风险显著增加［3］。维生素 D 是一种

脂溶性维生素，不仅参与机体钙磷的代谢，也与 PD

及抑郁症显著有关［4-5］。报道发现，PD 患者血清维

生素 D 水平较低，且维生素 D 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 PD 的严重程度［6］，同时低水平的维生素 D 能

促进抑郁症的发生［7］。目前，关于 PD 合并抑郁症和

25-OH-VitD 的相关性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探

讨 PD 合并抑郁症患者血清 25-OH-VitD 的水平及其

影响因素，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纳入 85 例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

于南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 PD 患者作为 PD

组，63 例 PD 合并抑郁症患者作为 PDD 组，55 例

体检中心的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PD 组患者男 40
例，女 45 例，年龄（47.71±11.92）岁；PDD 组患者

男 32 例，女 31 例，年龄（44.64±8.71）岁；健康对

照组男 24 例，女 31 例，年龄（46.58±9.33）岁。三

组研究对象在年龄和性别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PD 患者纳入标准参考 2016 年由中华医

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组制定的

诊断标准［8］。所有 PD 患者符合 DSM- Ⅳ和 SCID/ Ⅰ

中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且至少 2 周内未服用过

任何抗抑郁药，入院时均由专人采用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进行评分，当 HAMD 评分≥ 20 分者

可诊断为抑郁症。所有患者无认知功能损伤、痴呆

及精神障碍性疾病导致的帕金森综合征或叠加综合

征；无骨质疏松病史、佝偻病病史、肝肾功能不全病

史及恶性肿瘤病史，近 3 月内均未服用过任何钙剂、

维生素 D 及其类似物，所有研究对象对本次研究均

知情同意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实验方法 

于清晨空腹采集所有研究对象外周静脉血 5ml

于抗凝管中，离心收集上层血清置 -80 ℃冰箱中

保存。采用 ELISA 试剂盒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

25-OH-VitD 的水平。PD 和 PDD 组患者的年龄、性

别、病程及是否合并慢性病等数据通过住院系统软

件检索获得。UPDRS 评分和 Hoehn-Yahr 分级评定由

患者住院时本科室同一位医生评定。UPDRS 是国际

普遍采用的帕金森病评定量表，尤其是运动检查部

分，UPDRS III 评分越高，说明患者运动能力越差。

病情严重程度采用 Honehn&Yahr 分级评定，I～II 级

为轻度，III 级～V 级为中～重度。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mean±SD）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多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 Pesrson 相

关检验；PDD 组患者血清 25-OH-VitD 水平影响因素

采用 Logistic 分析；采用 ROC 曲线分析血清 25-OH-

VitD 水平诊断 PD 合并抑郁症中的临床效能，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研究对象血清 25-OH-VitD 水平的比较 

PD 组、PDD 组及对照组三组血清 25-OH-VitD

水平分别为（23.54±3.68）ng/ml、（15.43±2.65）

ng/ml 和（43.65±6.47）ng/ml，三组间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F=0.982，P>0.05）。PD 组患者血清

25-OH-VitD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但显著高于 PDD

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 = -23.419，P=0.000；

t =  14.862，P=0.000）。

2.2　PD 组和 PDD 组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参数的

比较 

level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urse of disease，UPDRS III and HAMD scores，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697，-0.546 and -0.640，respectivel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in the diagnosis of 

depression in P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 The AUC was 0.917. When the cut-off value was 18.38 ng/mL，the sensitiv-

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4.91％ and 90.23％，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PD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D 

may be related to lower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and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may be as a biomarkers in 

the diagnose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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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程、UPDRS III 评分、

Hoehn-Yahr 分级和 HAMD 评分在两组间比较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1　PD组和PDD组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参数的比较

项目 PD组（n=85） PDD组（n=63） 统计值 P

性别，男 40 32 0.202 0.653

年龄，（周岁） 47.71±11.92 44.64±8.71 1.730 0.086

病程，（年） 10.36±2.14 15.78±3.52 -11.602 0.000

UPDRS III 评分 20.64±4.76 29.82±6.64 -9.798 0.000

Hoehn-Yahr分级 6.035 0.014

轻度（I～II级） 47 22

中～重度（III～V级） 38 41

合并高血压，（例） 18 13 0.006 0.936

合并糖尿病，（例） 11 9 0.056 0.813

合并血脂异常，（例） 20 18 0.482 0.488

HAMD评分 12.58±3.79 29.63±7.06 18.90 0.000

2.3　PDD 组患者血清 25-OH-VitD 水平的影响

因素分析 

PDD 组患者的病程（OR=0.576）、UPDRS III 评

分（OR=0.203）、Hoehn-Yahr 分级（OR=0.077）和

HAMD 评分（OR=0.149）是血清 25-OH-VitD 水平的

影响因素（均 P<0.05）。相关分析显示 PDD 患者血

清 25-OH-VitD 水平与病程、UPDRS III 和 HAMD 评

分均呈负相关性，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697，-0.546
和 -0.640，均 P<0.000。

表2　PDD组患者血清25-OH-VitD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B值 SE值 χ2值 OR（95％CI） P

病程 -0.552 0.197 7.851 0.576（0.122-0.856） 0.001

UPDRS III评分 -1.595 0.385 17.163 0.203（0.005-0.813） 0.003

Hoehn-Yahr分级 -2.563 2.231 1.320 0.077（0.023-0.568） 0.000

HAMD评分 -1.901 0.247 59.234 0.149（0.091-0.663） 0.007

2.4　血清 25-OH-VitD 鉴别 PD 和 PPD 患者

ROC 曲线分析 

将 PD 组和 PDD 组患者血清 25-OH-VitD 数值

作为检验变量，ROC 曲线图发现，25-OH-VitD 水平

诊断 PD 合并抑郁症的曲线下面积为 0.917（95％CI：

0.824～0.978），P<0.000，当截断值为 18.38 ng/mL，

此时敏感性和特异度分别为 94.91％和 90.23％。结

果见图 1。

3　讨论

最近中国一项针对 403 例 PD 患者开展的横断面

研究调查结果显示［3］，PD 患者合并抑郁症的发生率

达 11.7％，目前，关于 PD 并发抑郁症的机制尚无

明确定论，但多数学者均认为社会心理因素、神经

解剖结构改变及神经递质系统的异常［11］等均参与了

抑郁症的发生。PD 多以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

肉强直和姿势步态异常等运动症状障碍为特征，作

为一种慢性、难治性及致残性疾病，PD 患者生活质

量及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常常对疾病的恐惧而导致

负性情绪抑郁的发生［9］；抑郁症患者大脑海马体积与

抑郁严重程度呈现显著负相关，海马体积的缩小也

可能是导致 PD 患者发生抑郁的原因之一［10］；另一方

面，PD 患者尸检发现位于脑干中缝核的 5- 羟色胺

神经元数量显著减少［11］，临床研究也证实 PD 患者血

清 5- 羟色胺水平显著下降［12］，而 5- 羟色胺水平的

降低也是引起感情淡漠、情绪不稳定、快感消失的

主要原因之一，从而最终促进的抑郁的发生［13］。

维生素 D 能促进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而参与神

经系统的代谢，从而发生对 PD 神经保护作用。维

生素 D 在体内可代谢成多种形式，其中 25-OH-VitD

半衰期长达 2-3 周，能更好的反映机体内维生素 D

的水平。国内外研究发现，PD 患者血清 25-OH-

VitD 水平显著降低，且 25-OH-VitD 水平在一定程

度上能反映 PD 病情的严重程度［14-15］，这一结论与

我们研究结果相符；我们也同样发现，PDD 组患者

血清 25-OH-VitD 水平显著低于 PD 组患者，进一步

Logistic 分析发现，患者的病程越长、UPDRS III 评

分越高、Hoehn-Yahr 分级越高及 HAMD 评分越高

图1　血清25-OH-VitD诊断PD合并抑郁症的R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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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 25-OH-VitD 水平降低的危险因素，这也间接

证实患者病情越严重，血清 25-OH-VitD 的水平越

低，而 25-OH-VitD 水平的降低可能参与了抑郁症

的发生，Pearson 相关分析证实 PDD 组患者 HAMD

评分与 25-OH-VitD 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性（r=-0.640，

P<0.000）。文献报道发现，维生素 D 通过多种机制

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生。研究认为［16］，维生素 D 水平

降低可抑制色氨酸羟化酶基因的转录，进而导致血

清中 5- 羟色胺水平的降低，而 5- 羟色胺早已被证

实参与抑郁症的发生。常庚等［17］发现抑郁症大鼠模

型的海马组织中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含量显著增高，

丙二醛是海马组织氧化损伤的标志物之一，而海马

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GSH）

含量显著减少，SOD 和 GSH 是机体内有效清除体

内自由基和防治生物膜过氧化引起的损伤，SOD 和

GSH 是机体抗氧化防御机制的重要物质；而维生素 D

具有抗氧化损伤功能，王伟等［18］发现，高血压患者

中维生素 D 缺乏者的血清丙二醛含量显著升高，而

SOD 显著下降，提示维生素 D 水平的变化与氧化应

激损伤具有一定联系；维生素 D 缺乏也能导致胆碱

能、多巴胺及去甲肾上腺等神经递质的减低，而该

神经递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抑郁症的发生［19-20］。

目前，关于诊断 PD 合并抑郁症的临床血清

学标志物研究较少，我们首次采用 ROC 曲线分析

25-OH-VitD 在诊断 PD 合并抑郁症的临床效能显著，

AUC 达 0.917，这一结果值得在临床进一步推广。本

研究基于以上结果得出，PDD 和 25-OH-VitD 水平

具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仍

需要大样本的临床研究结果来支持我们的结论，同

时本研究未探讨 25-OH-VitD 如何参与 PPD 的发病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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