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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抑郁对冠心病患者的炎症反应及内皮功能的影响

连延华 1 、 杨建涛 2 

【摘要】目的　探讨合并抑郁对冠心病患者的炎症反应及内皮功能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对象

为 2017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我院 150 例冠心病患者，入院第二天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评价患者抑郁程度，设为非抑郁组以及轻中度、重度抑郁组；检测血清炎症标志物，包括白细胞

介素 6（IL-6）、IL-18、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检测内皮功能相关指标，包括血清血管内皮

素 1（ET-1）、一氧化氮（NO）、血栓素 B2（TXB2）、6- 酮 - 前列腺素 F1α（6-keto-PGF1α）等，分

析 HAMD 评分与血清炎症标志物及内皮功能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150 例冠心病患者检出抑郁症 45

例，轻中度抑郁 29 例，重度抑郁 16 例；重度抑郁组血清 IL-6、IL-18、TNF-α水平显著高于轻中度

抑郁组、非抑郁组，轻中度抑郁组显著高于非抑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重度抑郁组

血清 ET-1、TXB2 水平显著高于轻中度抑郁组、非抑郁组；而轻中度抑郁组血清 ET-1、TXB2 水平显

著高于非抑郁组，重度抑郁组 NO、6-keto-PGF1α水平显著低于轻中度抑郁组、非抑郁组，轻中度

抑郁组则显著低于非抑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Pearson 分析显示，HAMD 评分与血清

IL-6、IL-18、TNF-α、ET-1、TXB2 水平呈正相关，与 NO、6-keto-PGF1α水平呈负相关（P< 0.05）。

结论　冠心病患者抑郁检出率较高，合并抑郁会增强冠心病患者炎性反应，加重内皮功能损伤，且

抑郁程度越高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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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on inflammation and endothelial function in coronary heart dis-
ease patients　　LIAN Yanhua，YANG Jiantao. The Third Ward of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of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Nanyang City，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on inflammation and endothelial 

function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of the patient on the second day of admission，and were set as the set as the non-

depressive group and the mild-moderate and the severely depressed group. The serum inflammation markers were de-

tected，including interleukin 6（IL-6），IL-18，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etc. The endothelial function-related 

indicators were detected，including vascular endothelin 1（ET-1），nitric oxide（NO），thromboxane B2（TXB2），

6-keto-prostaglandin F1α（6-keto-PGF1α），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AMD score and serum inflammation mark-

ers and endothelial function indica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15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45 cases 

of depression，29 cases of mild to moderate depression，and 16 cases of severe depression were detected. The levels 

of serum IL-6，IL-18，and TNF-α in the severe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mild-

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 and non-depressive group，and the mild-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n-depressive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ET-1 

and TXB2 in the severe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mild-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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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发病原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血管

腔狭窄、阻塞，造成不同程度的心肌缺血、缺氧，

坏死，以胸痛、胸闷等为典型症状，死亡率高，对

患者生存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冠心病对机体的影响

不仅表现在生理症状方面，常合并不同程度焦虑、

抑郁情绪，也会对患者疾病转归产生影响［1］。目前

关于冠心病抑郁的报道以“双心治疗”、横断面调查

等为主，部分学者报道合并抑郁会增加冠心病不良

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炎症反应在冠心病发生发

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内皮功能异常改变是造成

心血管疾病的一项重要病理基础，但目前关于合并

抑郁对冠心病患者的炎症反应及内皮功能的影响及

机制报道还较为缺乏［2］。本研究通过冠心病患者抑

郁症筛查以及血清炎症标志物、内皮功能相关指标

检测并分析两者关系，为冠心病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 2017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我院

150 例冠心病患者，入院当天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价患者抑郁程度，设为非抑郁组以及轻

中度、重度抑郁组，分别 105 例、29 例、16 例，两

组性别、年龄、疾病类型、合并症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and the non-depressive group，the mild-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n-depressive 

group，and the severe depression group NO and 6-keto-PGF1α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mild-

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 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non-depression group，mild-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on-depression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Pears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AMD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IL-6，IL-18，TNF-α，ET-1，and TXB2，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NO and 6-keto-PGF1α（P<0.05）. 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s higher，and the combination of depression will enhance the inflam-

matory respons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ggravate the damage of endothelial function.

【Key words】Depression；Coronary heart disease；Inflammatory markers；Endothelial function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 疾病类型 合并症

年龄（岁）
男 女 不稳定型心绞痛 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稳定型心绞痛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重度抑郁组（n=16） 8 8 6 3 4 3 4 6 6 66.14±5.45

轻中度抑郁组（29）18 11 9 7 7 6 13 13 9 66.02±5.02

非抑郁组（n=105） 60 45 38 25 22 20 32 37 26 65.11±5.45

χ2/F 0.023 0.312 0.345 0.622 1.123 0.47

P 0.945 0.11. 0.775 0.404 0.245 0.65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均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为

冠心病；入院后读写能力基本正常；无原发性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史；无脑卒中、肿瘤、严重感

染性疾病等；（2）排除标准：入院后昏迷、严重认知

功能障碍等无法配合调查者；病情危重，濒临死亡；

近一周有抗生素、非甾体类消炎药物服用史。

1.3　方法

入院第二天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3］

评价患者抑郁程度，该量表可用于抑郁症状诊断，

包含睡眠障碍、精神焦虑、负罪感等 17 个条目，每

个条目出现频率由低到高评分 1～4 分，得分越高说

明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 17 分说明抑郁症状具有

临床意义，17～34、35～51 分、52～68 分分别为轻、

中、重度抑郁。检测血清炎症标志物，包括白细胞

介素 6（IL-6）、IL-18、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试剂盒检测；检测内

皮功能相关指标，包括清血管内皮素 1（ET-1），采

用 ELISA 试剂盒检测；一氧化氮（NO）采用比色法试

剂盒检测、血栓素 B2（TXB2）、6- 酮 - 前列腺素 F1α
（6-keto-PGF1α）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

并分析 HAMD 评分与血清炎症标志物及内皮功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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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相关性。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x±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
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x±

s 表示，采用重复方差分析以及 t 检验，相关性采用

Pearson 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患者血清炎症标志物及

内皮功能指标比较

150 例冠心病患者检出抑郁症 45 例，轻中度

抑郁 29 例，重度抑郁 16 例；重度抑郁组血清 IL-6、

IL-18、TNF-α水平显著高于轻中度抑郁组、非抑郁

组，轻中度抑郁组显著高于非抑郁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重度抑郁组血清 ET-1、

TXB2 水平显著高于轻中度抑郁组、非抑郁组；而轻

中度抑郁组血清 ET-1、TXB2 水平显著高于非抑郁

组，重度抑郁组 NO、6-keto-PGF1α水平显著低于轻

中度抑郁组、非抑郁组，轻中度抑郁组则显著低于

非抑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2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患者血清炎症标志物比较（x±s）

组别 IL-6（ng/L） IL-18（ng/L）TNF-α（mg/L）

重度抑郁组（n=16）145.32±18.23 16.82±3.12 328.34±28.12

轻中度抑郁组（29）137.71±17.34* 15.37±3.08* 312.77±27.40*

非抑郁组（n=105）120.69±16.81*#13.01±2.83*#287.12±23.99*#

F 22.08 16.66 26.26

P ＜0.001 ＜0.001 ＜0.001

注：与重度抑郁组比较* P<0.05，与轻中度抑郁组比较# 

P<0.05。

表3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患者内皮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ET-1（μg/L） TXB2（ng/L） NO（μmmol/L） 6-keto-PGF1α（ng/L）

重度抑郁组（n=16） 164.25±24.78 145.12±16.32 235.84±39.44 75.34±11.19

轻中度抑郁组（29） 158.23±22.32* 136.14±15.33* 255.88±38.63* 79.11±12.80*

对照组（n=105） 147.89±18.23*# 129.12±14.37*# 260.82±35.32*# 85.72±14.17*#

t 6.72 9.45 3.30 5.75

P 0.002 ＜0.001 0.040 0.004

注：与重度抑郁组比较* P<0.05，与轻中度抑郁组比较# P<0.05。

2.2 　HAMD 评分与血清炎症标志物及内皮功能

指标的相关性

HAMD 评分与血清 IL-6、IL-18、TNF-α、

ET-1、TXB2 水平呈正相关，与 NO、6-keto-PGF1α
水平呈负相关（P<0.05），见表 4。
表4　HAMD评分与血清炎症标志物及内皮功能指标的相关性

相关性 IL-6 IL-18 TNF-α ET-1 TXB2 NO 6-keto-PGF1α

χ2 0.323 0.302 0.283 0.223 0.212 －0.280 －0.220

P ＜0.001 ＜0.001 0.001 0.023 0.028 0.001 0.024

3　讨论

如今，临床医学模式已从既往单一的生物学模

式逐渐向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过渡，在心血

管疾病的防治中演变出“双心医学”概念，认为影响

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以及转归中，心理因素扮演

了重要作用。有报道称冠心病合并抑郁症发生率达

到 13％～49％，与文化程度、人格特点、心脏功能

等具有一定联系，本研究 150 例冠心病患者检出抑

郁症 45 例，检出率 30％，与既往报道结果相符，也

提示在冠心病的救治期间需要着重关心其心理精神

状态［4］。关于抑郁症对冠心病的影响，有报道称，

抑郁是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后不良心

血管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抑郁情绪严重

程度与心脏功能具有负相关关系［5］。又基于炎症反

应、内皮功能损伤在冠心病发生及发展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我们认为抑郁情绪可能通过干扰该路径对

冠心病产生影响［6］。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重 度 抑 郁 组 血 清 I L - 6、

IL-18、TNF-α水平显著高于轻中度抑郁组、非抑郁

组，轻中度抑郁组显著高于非抑郁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重度抑郁组血清 ET-1、TXB2

水平显著高于轻中度抑郁组、非抑郁组，轻中度抑

郁组显著高于非抑郁组，重度抑郁组 NO、6-keto-

PGF1α 水平显著低于轻中度抑郁组、非抑郁组，轻

中度抑郁组显著低于非抑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提示合并抑郁会加重冠心病患者的炎

症反应以及内皮功能损伤。IL-6 调控免疫应答，介

导炎性反应过程；IL-18 诱导血管细胞黏附因子释

放，对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具有促进作用；TNF-α 是

重要的炎症标志物，参与炎症损伤过程［7］。抑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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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会加快缩血管激素的分泌，并对冠状动脉迷走神

经张力产生影响，加重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痉挛以

及狭窄；另外，持续的抑郁情绪造成的心理应激会增

加交感神经张力，下调迷走神经兴奋性，使对冠状

动脉具有支配作用的交感神经持续紧张状态，影响

心肌细胞血供，加重心肌损伤，进而加重炎症反应，

促进相关炎性标志物的释放；另外，抑郁引起的躯体

障碍和心理应激可能激活心脏肥大细胞，促进细胞

因子生成，促进局部的炎性反应加剧［8］。ET-1 属于

一种长效血管收缩剂，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泌，可促

进血管收缩以及微血栓形成；NO 是舒血管活性物质，

能抗血小板聚集，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TXB2

与 6-keto-PGF1α功能相反，前者促进血管收缩，后

者促进血管舒张，正常情况下两者保持动态平衡以

微循环正常［9］。合并抑郁症的冠心病患者内皮功能

损伤加重，其可能存在以下机制［10-11］：抑郁情绪导致

交感神经系统功能亢进，加重心律失常、心肌缺血，

进一步引起血小板凝聚聚集，造成血管内皮炎症，

最终影响血管内皮功能。根据既往报道关于心血管

疾病抑郁发生的机制，我们认为抑郁对冠心病炎症

反应以及内皮的功能的影响绝非的单向的，炎症及

内皮功能损伤会加重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影响心

肌血供，进一步增加抑郁症发生风险，出现恶性循

环［12］。但本研究样本量小，也没有对抑郁对冠心病

患者的炎症反应以及内皮的功能的影响进行机制的

探讨，后续还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明确抑郁对冠

心病患者的炎症反应以及内皮的功能的影响。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抑郁的检出率较高，合

并抑郁会增强冠心病患者炎性反应，加重内皮功能

损伤，为抗抑郁治疗改善冠心病预后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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