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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与血脂异常的相关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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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发现，抑郁症与血脂异常共病率较高，本文主要综述了抑郁与血脂异常的双向关

联、可能机制以及抗抑郁药物和他汀类药物合用的利弊，为临床医生就抑郁伴血脂异常患者提供诊

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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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复杂的精神疾病，年患病

率约 6％，研究发现，抑郁与血脂异常关系密切，抑

郁症患者存在不良血脂模式，从而造成一系列代谢

紊乱；而高脂血症的患者不仅患抑郁的风险增加，也

增加了抑郁症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共病

率，本文从抑郁症与血脂异常的相关性及其可能机

制、他汀药物治疗血脂异常对抑郁的影响进行综述。

一　抑郁症与血脂异常的关系

1　抑郁症与血脂异常在不同年龄的关系

不同的年龄阶段，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可能不同。

研究发现，老年人基线期低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浓度显著增加

了随后 2 年里抑郁发作风险［1］；另一项研究却发现老

年人低 HDL-C 水平显著降低抑郁风险，低低密度脂

蛋白（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水

平与抑郁显著相关［2］。研究发现，中年人高 HDL-C

水平增加了抑郁风险，抑郁症与总胆固醇、LDL-C

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3］。也有研究指出，抑郁症

与血脂异常的联系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是相似

的［4］。综上，目前关于抑郁症与血脂异常在不同年

龄间的关系仍没有确切的结论，未来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探讨它们的关系。

2　不同类型抑郁症与血脂异常关系

抑郁症不同亚型的临床表现有所区别，分析抑

郁亚型与血脂异常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抑郁

症与血脂异常之间的联系。有研究报道非典型抑郁

更易发生代谢紊乱及炎症因子升高；而忧郁型的抑郁

更多表现为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Hypothalamic-

pituitary-adrenal axis，HPA 轴）的亢进［5］。相关的研

究也发现非典型抑郁可以预测患者腰围及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的上升［6］。这表明非典型

抑郁与血脂异常关系更加密切，这可能是因为非典

型抑郁的患者具有贪食、多睡的特征，增加了代谢

紊乱风险，引起血脂异常。 

3　抑郁症的认知功能损害与血脂异常的关系

抑郁症患者的认知损害是普遍的，血脂异常和

认知功能也有一定的联系，大量的研究指出，血脂

异常可通过破坏血脑屏障、氧化损伤、炎症损伤、

影响 Aβ的沉积以及神经保护作用对认知功能造成

影响，各血脂水平对认知功能产生的影响是复杂和

矛盾的［7］。目前关于血脂异常与抑郁症患者认知功

能的研究不多，有研究发现，伴抑郁症状的精神科

医护人员甘油三酯水平越高，注意功能越差，提示

血甘油三酯水平可能是影响伴抑郁症状患者认知功

能损害的重要因素［8］。尽管大多数横断面研究显示，

高 HDL-C 水平与较好的认知功能有关［7］，一个小样

本研究却发现 HDL-C 水平与老年抑郁症患者执行功

能呈负相关［9］；散在的病例报告提示服用他汀类药物

会引起认知功能损害。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

他汀类药物过度抑制血清胆固醇的水平，增加了认

知功能障碍的发生风险［10］，这也与 Benito-León 等

的研究一致［11］。但也有研究表明，他汀可通过其抗

炎、抗氧化作用对认知产生正面影响［12］。目前关于

血脂异常与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相关研究仍不多，

得出的结论不可靠，而服用他汀类药物降脂对认知

的影响也存在争议，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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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水平和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

二　抑郁症与血脂异常关联的潜在机制

1　免疫炎症反应

研究已经证实，促炎细胞因子、炎症因子与抑郁

症状高度相关［13］，炎症细胞因子，如 IL-6 和 TNF-α

可激活吲哚胺 -2，3- 双加氧酶（IDO），降低前体色

氨酸的可用性减少 5-HT 的合成［14］，引起抑郁症状。

同时，研究发现，慢性低度炎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

要驱动因素及其并发症，冠状动脉炎症会引起血管周

围脂肪组织中水和脂质含量的动态变化，提示炎症会

刺激血液中脂质的释放，导致血脂异常 ［15］；在血脂异

常及肥胖患者中发现大量促炎性细胞因子的增加［16］，

抑郁症患者中也存在慢性低度的炎症反应，研究发

现，抑郁症患者血 IL-6 和 CRP 升高，尤其是 BMI 高

的患者［17］；而肥胖患者在减肥后表现出更低的炎症反

应及更良好的情绪状态［18］，可以推测免疫炎症反应可

能是抑郁症与血脂异常的共同潜在机制。

2　HPA 轴活动

抑郁症患者常发现 HPA 轴活动的亢进，由于

HPA 轴的亢进，导致皮质醇增多，引起全身脂肪动

员，造成高胆固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抑郁症患者

的炎症反应又加强 HPA 轴的活性［21］，进一步引起血

脂异常。因此，抑郁症患者可通过 HPA 轴的亢进及

炎症反应引起血脂异常。

3　瘦素抵抗

瘦素主要由白脂肪组织分泌，具有降低食欲、减

少脂肪堆积、调节代谢等多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

瘦素可通过对神经发生、轴突生长、突触和树突形

态调节的作用影响海马和皮质结构，发挥抗抑郁作

用［19］。同时，高瘦素水平具有预防抑郁发作及加强抗

抑郁药的作用［20］。而高脂饮食和肥胖相关的炎症可激

活中枢炎症反应，降低中枢对瘦素上传信号的接收，

使机体产生瘦素抵抗状态［16］，导致瘦素对中枢作用减

弱，引起食欲增加、体重上升以及抑郁情绪。因此，

瘦素抵抗可能是血脂异常和抑郁症的共同潜在机制。

4　基因

抑郁症具有多基因遗传形式，不同遗传基因的

交互累加作用，加上环境因素的影响，共同导致抑

郁的发病。研究发现，在排除之后发展成为痴呆的

病人后，载脂蛋白 E（Apolipoprotein E，ApoE）ε4
基因仍可预测抑郁症的发生，表明 ApoE 基因可能

具有识别高风险抑郁人群的特点［22］。另一项 Meta

分析也发现 ApoEε2 基因是抑郁症的保护因子，而

ApoEε4 等位基因则是风险基因［23］。同时 ApoE 与

脂蛋白代谢密切相关，是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脑血管

疾病的风险基因，也是支持大脑脂质转运和损伤

修复的主要脂质载体。对 ApoE 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发现不同基因型对血脂的影响不同，研究发现，携

带 ApoEε2 基因的人群血脂紊乱的风险更低，而携

带 ApoEε4 基因的人群则更高［24］。综上，ApoEε4
基因可能是抑郁、血脂异常的共同致病基因，而

APOEε2 基因则是保护基因。

三　他汀类药物联用抗抑郁药对抑郁症治疗的

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他汀类药物除了降脂作用外，

对抑郁也有着独特的作用。研究发现，SSRIs 类药物

与他汀类药物联用治疗抑郁症比单用 SSRIs 效果更

好，降低了抑郁症患者住院风险［25］。这可能是由于

他汀类药物降脂、抗氧化、抗炎作用降低了抑郁症

的易感性；同时他汀类药物还可通过增加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达到抗抑郁症作用［26］。但他汀类药物过度

降血脂可能引起一定的副作用，有研究指出，低胆

固醇血症会增加自杀风险［27］，这可能是由于胆固醇

的降低导致神经元细胞膜和髓鞘的稳定性下降，引

起脑功能的异常。而目前的研究尚未发现使用他汀

类药物会增加自杀风险。研究发现，合用 SSRIs 类

药物和他汀类药物治疗抑郁症与负性事件如自杀、

全因性死亡无关联［25］。抗抑郁药物如氟伏沙明可抑

制细胞色素 P450 酶 3A4 和 2C9，影响他汀类药物的

代谢［28］，导致他汀类药物浓度上升，增加横纹肌溶

解的风险。因此，在联用他汀与抗抑郁药时，需选

用与他汀类相互作用较小的抗抑郁药。

四　结语

目前大量的研究发现抑郁症与血脂异常之间存

在一定关联，指出抑郁症与血脂异常可能存在共同

的病理机制，如基因、免疫炎症反应、瘦素抵抗等。

非典型抑郁患者更可能存在血脂异常，因此血脂异

常未来可能作为一种区分不同抑郁亚型的非特异性

血清学标志物。抑郁症患者共病血脂异常，使患者

更容易受到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代谢疾

病的损害。而使用他汀类药物降脂不仅可以控制血

脂，减少一系列代谢疾病的发生，也可以增强抗抑

郁药物的疗效，因此对这部分患者联用抗抑郁药及

他汀类药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应选用对他汀类

药物代谢影响小的抗抑郁药物，避免横纹肌溶解等

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要注意使用他汀类药物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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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血脂而导致的认知损害及自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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