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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免疫功能失调与双相障碍

苏　韵 1 、 曾志文 2 、 杨海晨 1，2

【摘要】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是一类常见的精神障碍，其病因与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近年来有证据表明神经免疫系统可能参与了 BD 的病理过程，BD 涉及免疫细胞的激活和中枢神经

系统炎症物质的释放，但其内在联系尚不完全清楚。BD 患者外周的 C- 反应蛋白以及促炎细胞因子

（如：白介素 -1、干扰素 -γ、白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和抑炎细胞因子（如：白介素 -4、白介

素 -10、转化生长因子 -β）水平存在异常改变，但在不同性别、情感状态和疾病阶段下相关标志物

水平具有明显差异，另外体重、合并症以及药物治疗也会影响到相关标志物的水平。明确神经免疫

在 BD 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对 BD 的临床诊断和预后以及预测药物疗效具有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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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是一类既有躁

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常见慢性精神障

碍，影响着全球 1％以上的人口，根据流行病学研

究，双相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 2％～4％，具有易复

发和自杀率高的特征。BD 的早期诊断十分困难，其

临床特征很容易与单纯的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相混淆。未被诊断的 BD 患者可能

会接受抗抑郁药而不是心境稳定剂治疗，这可能会

加重患者的病情。明确双相障碍的发病机制，寻找

出特异的生物标记物对双相障碍的早期诊断和及时

治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研究表明 BD 患者

存在自身免疫功能失调现象，即免疫相关基因多态

性变异，基因表达促炎因子上升、抑炎因子下降等，

这些改变同时存在于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环境中［1］，表明免疫功能障碍

在 BD 进展中可能起着关键作用。另外，BD 与炎性

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炎症、心血管疾病

和代谢疾病）共病率高也揭示了 BD 与免疫功能障碍

的相互作用［1］。已有证据表明抗炎药物的使用有助

于 BD 急性期的治疗［2］。常见的炎性因子包括细胞因

子、急性期蛋白、趋化因子、黏附蛋白等。外周血

的炎性因子在临床上相对易于监测，故有望为 BD 的

临床诊断和预后以及预测药物疗效提供新的依据。

一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CRP 在健康人血清中含量极微，是一种重要的

急性期蛋白。在组织受到损伤、炎症、感染或肿瘤

破坏时，由白介素 -6（Interleukin-6，IL-6）、IL-1、

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等刺激

肝脏上皮细胞产生。因此在非感染性疾病和细菌感

染性疾病患者的急性期血清中均可检测到 CRP，是

组织炎症损伤的一种非特异性反应。多数研究显

示 BD 患者的 CRP 浓度高于健康对照组（Healthy 

controls，HC）。荟萃分析表明无论 BD 患者处于何

种情感状态 CRP 水平普遍升高，在躁狂患者中的升

高程度大于抑郁发作或缓解期患者［3］。King 等［4］单

独分析了双相 II 型障碍（BD-II）患者，并报道 CRP

水平在 BD-II 患者中升高但并不显著。也有荟萃分

析表明 CRP 或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hs-CRP）水平在缓解期和躁狂发作

患者中显著增加，但在抑郁期患者中如何变化尚无

一致结论［5-7］。CRP 水平与情感症状严重程度（躁狂

症状评分和抑郁症状评分）是否具有相关性的研究

结果尚不统一［3］。Queissner 等［8］报道 BD 患者情感症

状严重程度与 CRP 水平存在相关性但具有性别差异：

在女性患者中 hsCRP 水平与当前躁狂症状呈正相关，

且与躁狂或抑郁发作的次数呈正相关，而在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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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均无显著相关性。Lu 等［9］研究显示 BD 患者

CRP 水平与 Bech-Rafaelsen 躁狂评定量表（BRMS）

评分呈线性相关，男性躁狂或混合型患者的 CRP 水

平高于女性患者，在 HC 中 CRP 水平也存在性别差

异。此外 BD 患者的身体质量指数（BMI，Body Mass 

Index）与 hsCRP 水平显著正相关，BD 病程与 hsCRP

水平无相关性，且无明显性别差异［8，10］。

Bai 等［11］研究显示 BD 患者 CRP 水平高于 MDD

患者，提示 BD 可能有更严重的炎症状态。Chang

等［12］比较了 BD-II 抑郁发作患者和 MDD 患者，结

果显示 CRP 水平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

分在 BD-II 抑郁发作患者中显著高于 MDD 患者，尽

管治疗后二者 CRP 水平及 HAMD 评分均有所下降

且 HSMD 评分在二者间已无显著差异，BD-II 型患

者 CRP 水平仍高于 MDD 患者，CRP 水平可能是鉴别

BD 抑郁发作患者和 MDD 患者的潜在特异性指标。但

Lu 等［9］报道显示 CRP 水平在二者中均无明显变化。

目前外周血 CRP 水平升高的原因或机制尚不明

确。Evers 等［10］报道 CRP 表达水平与 CRP 基因变异

无显著相关；躁狂患者 CRP 水平比缓解期和抑郁发

作患者更高，但这种差异与基因型无关。

二　白介素（Interleukin，IL）
IL 是指介导白细胞或其他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细

胞因子，主要由 MPS 或 T 淋巴细胞等分泌，介导并

调节固有免疫及获得性免疫。

IL-6 是一种促炎性细胞因子，同时参与并介

导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绝大多数免疫细胞在

Toll 样受体、前列腺素、应激反应和其它细胞因子

的驱动下可以产生 IL-6。IL-6 作用的靶细胞很多，

主要有刺激活化 B 细胞分泌抗体、刺激 T 细胞增

殖、刺激肝细胞合成 CRP 等。目前在关于 BD 与炎

性因子的报导中，IL-6 是被研究较多的炎性因子之

一。有学者报道 BD- Ⅱ抑郁发作患者的 IL-6 水平

升高［4，13］。Lu 等［9］报道 IL-6 水平在躁狂或抑郁发作

患者中均升高。但荟萃分析显示 IL-6 或可溶性白介

素 -6 受体（soluble Interleukin-6 receptor，sIL-6R）

水平在躁狂发作和缓解期患者中升高，在抑郁发作

患者中无显著差异［5］。Lin 等［14］研究了 BD 患者后代

的 IL-6 水平、前扣带回皮层灰质体积和认知功能之

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有阈下情绪症状的后代其 IL-6
水平明显高于无症状的后代；前扣带回皮层是涉及情

绪障碍的大脑区域，在无症状的后代中，该大脑区

域的灰质体积与 IL-6 水平呈负相关，提示 IL-6 水平

可能是影响认知功能的潜在因素。目前有许多学者

认为 IL-6 水平的变化可能与情感症状的严重程度存

在相关性，并且可能存在性别差异。Queissner 等［8］

报道女性患者的 IL-6 水平显著升高，且与杨氏躁狂

评定量表（YMRS）评分呈正相关，还与躁狂或抑郁

的发作次数呈正相关，但 IL-6 水平在男性患者中升

高不显著且无相关性；相反，Ghafouri-Fard 等［15］报

道 IL-6 水平在男性患者中升高，在女性患者中降低。

BD 患者的 IL-6 水平还与其他因素存在相关性，例

如 IL-6 水平升高与 BMI 呈正相关且无性别差异［8，16］，

在男性患者中，吸烟或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IL-6
水平升高更显著［8］。与 CRP 类似，IL-6 水平可能有

助于鉴别 MDD 和 BD 抑郁发作。许多学者的研究表

明 IL-6 或 sIL-6R 水平在 BD 患者中更高，提示 BD

患者可能存在更严重的免疫失调［9，11，16-17］。其中 Bai

等［11］指出 BD 患者的 BMI、吸烟率、共患躯体疾病

率更高，这些因素同样会造成细胞因子水平的升高，

但在控制上述因素后 BD 患者仍比 MDD 患者呈现出

更高的 IL-6 水平。

IL-1 又称为淋巴细胞刺激因子，也是一种重要

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具有致热和介导炎症的作用。

IL-1 参与并介导固有免疫，主要在细胞免疫激活中

发挥调节作用，存在形式有 IL-1α和 IL-1β。BD 患

者中 IL-1 水平如何变化，目前尚未得出统一结论。

Ghafouri-Fard 等［15］认为 IL-1β 水平的变化具有性

别差异，即 IL-1β 水平仅在男性 BD 患者中显著升

高，而在女性患者中无显著差异。Siwek 等［18］报道可

溶性 IL-1 受体拮抗剂（soluble Interleukin-1 receptor 

antagonist，sIL-1RA）水平的升高是 BD 的一个特征

标记，其认为 sIL-1RA 水平在 BD 各亚型患者中均升

高，且在躁狂发作和抑郁发作患者中显著升高，并

且强调不论在 BD 病程的早期或晚期均存在这种变

化。荟萃分析同样表明 IL-1RA 水平在躁狂发作患者

中显著升高，在缓解期患者中变化不显著，但关于

抑郁发作患者 IL-1RA 水平的研究较少，无法进行荟

萃分析［5］。另外，Brunoni 等报道［17］与 HC 及 BD 患者

相比，IL-1β水平在 MDD 患者中显著升高，可能是

MDD 的特异性标志物，可用于鉴别 BD 抑郁发作和

MDD。Uint 等［19］指出 IL-1β的表达不受抗抑郁药物

影响，其表达水平可能有助于难治性抑郁的早期识

别。探讨 IL-1 水平与情感症状程度相关性的研究较

少，目前不明确 IL-1 水平与情感症状评分是否相关。

IL-2 主要由活化的 I 型辅助 T 细胞产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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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介导获得性免疫，能促进已活化的 T 淋巴细胞生

长、增殖、分化、产生细胞因子，故又称为 T 细

胞生长因子。荟萃分析［5］及研究［13］显示 IL-2 水平

在 BD 患者中无显著差异，但 sIL-2R 水平在躁狂发

作患者和缓解期患者中显著升高［5］。Siwek 等［18］报

道 sIL-2R 水平仅在 BD 病程早期显著升高，可用于

预测或判断 BD 临床阶段。Ghafouri-Fard 等［15］报道

IL-2 水平仅在男性患者中显著升高，在女性患者中

无明显差异。目前关于 IL-2 水平在 BD 患者中如何

变化尚无统一结论。

IL-4 是一种抗炎性细胞因子，主要由 II 型辅

助 T 细胞（Type 2 helper T cells，Th2）产生，能刺激

CD4+T 细胞向 Th2 细胞分化并抑制 Th1 细胞。目前

IL-4 表达水平在 BD 患者中如何变化尚无统一结论。

有荟萃分析显示 IL-4 水平在 BD 患者中显著升高［7］，

也有荟萃分析［5］显示未经治疗的躁狂发作患者其

IL-4 水平无显著变化。Wu 等［13］报道 IL-4 水平在 BD

患者中无显著改变。Erzin 等［20］认为 IL-4 水平在 BD

的不同发病状态间无显著差异，但包括 IL-4 在内的

多种抗炎性细胞因子与情感症状的评分（如 YMRS

评分）呈负相关。

IL-10 又称细胞因子合成抑制因子，是一种多效

性细胞因子，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可以在多种

类型细胞中发挥免疫抑制或免疫刺激的作用。荟萃

分析［5］和研究［17］显示 IL-10 水平在 BD 患者和 HC 间

中无显著差异，其中 Brunoni 等［17］报道与 BD 患者相

比，IL-10 水平在 MDD 患者中显著升高，其可能是

MDD 的主要免疫调节机制。也有学者指出 IL-10 水

平的变化存在性别差异，即在男性患者中显著升高，

在女性患者中无显著差异［15］。

三　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TNF 是一种促炎性细胞因子，主要由 Th1 细胞

产生，参与并介导固有免疫，可分为两型：活化巨

噬细胞分泌的 TNF-α和活化 T 细胞分泌的 TNF-β。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TNFR）存在于多种正常细胞及肿瘤细胞表面，可分

为两型：表达于所有细胞的 TNFR1 和表达于免疫细

胞的 TNFR2。TNF 结合蛋白是 TNFR 的可溶性形式

（soluble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sTNFR），一

般认为 sTNFR 具有局限 TNF 活性或稳定 TNF 的作

用，在细胞因子网络中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荟萃分

析表明具有促炎作用的 TNF-α水平和具有抗炎作用

的 sTNFR1 水平在躁狂发作患者中均显著升高，在抑

郁发作的 BD 患者中仅 TNF-α 水平显著升高，而在

缓解期患者中二者水平均无显著变化［5］。大部分学

者验证了这些结果。Manchia 等［21］认为 BD 和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炎症状态类似，二者 TNF-α 和 sTNFR1
水平均升高。Ghafouri-Fard 等［15］认为 TNF-α水平仅

在男性患者中升高，但在女性患者中无显著差异。

Siwek 等［18］表明 sTNFR80 水平在 BD 患者病程早期无

显著变化，在病程晚期显著升高，作者认为 BD 患

者 sTNFR80 水平升高是抑郁发作的标志性改变，即

在抑郁发作的急性期 sTNFR80 水平显著升高，与

HAMD 评分和 MADRS 评分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与

YMRS 评分无显著相关性。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

sTNFR1 水平在 BD 患者中显著高于 MDD 患者，且升

高水平与 BMI 呈正相关［11，16］。也有学者认为 TNF-α

和 sTNFR1 水平在 MDD 患者中更高，而 sTNFR2 水

平在 BD 患者中更高［17］。

四　其它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是一类由机体的免疫或非免疫细胞合

成并分泌的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它们调节多种细胞

的生理功能，在异常情况下也会导致病理反应，其

在免疫系统的调控及或在创伤、疼痛、感染等应激

过程中均起重要作用。除上述 IL、TNF 外，目前已

知的细胞因子还有干扰素（interferon，IFN）、集落刺

激因子、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

和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等，

目前关于它们在 BD 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IFN 具有广谱的抗病毒、抗肿瘤以及免疫调节的

活性，可分为两型：Ⅰ型 IFN 包含 INF-α和 INF-β，

由受病毒感染的细胞产生，具有抗病毒作用；Ⅱ型

IFN 又称免疫干扰素，即 IFN-γ，主要由 Th1、NK

细胞产生，参与免疫调节，是一种促炎性细胞因子。

荟萃分析［5］及研究［13］显示 IFN-γ水平在 BD 患者与

HC 间无显著差异。另外也有学者报道 IFN-γ 水平

仅在男性患者中升高，在女性患者中无明显改变，

IFN-γ水平与 BD 患者的发病年龄及目前年龄存在相

关性［15］。

生长因子是调节细胞生长与增殖的多肽类的细

胞因子，其包含 TGF、NGF 等。TGF-β主要由 Th2
产生，是一种抗炎性细胞因子，其关键功能是调节

炎症过程。Ghafouri-Fard 等［15］报道 TGF-β水平在男

性患者中显著升高，在女性患者中无显著变化。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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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BDNF）是外周血含量最高且被研究最多的神

经营养因子之一，其与 NGF 均属于神经营养因子家

族。BDNF 是在脑内合成的一种蛋白质，它广泛分布

于 CNS 内，在 CNS 发育过程中对神经元的存活、分

化、生长发育起重要作用。其在 BD 的病理生理中作

用尚不明确。荟萃分析［5，22］及研究［23］表明 BDNF 水

平在躁狂和抑郁发作患者中均显著降低且与 YMRS

或 HAMD 评分呈负相关，在缓解期患者中无显著改

变，BDNF 水平可能是反映 BD 活动性的潜在指标。

Zhao 等［24］提出成熟的 BDNF（mature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mBDNF）与其前体（proBDNF）的

比值（M/P）可能是区分 BD 抑郁发作和 MDD 的潜在

指标，MDD 患者其 M/P 值更高；其中 proBDNF 水平

在 MDD 患者、BD 抑郁发作患者和健康人群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而 mBDNF 水平在 BD 抑郁发作患者中显

著降低、在 MDD 患者和健康人群间无显著差异。

五　治疗对炎性因子的影响

已有证据表明抗炎药物在 BD 抑郁发作的治疗

中具有一定疗效，但其对躁狂发作或缓解期的疗效

尚不明确［2］。另外，一些精神科药物可能本身具有

抗炎或促炎作用，药物治疗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炎症

状态。早在 1981 年就有学者提出锂盐对免疫系统既

有抑制作用又有激活作用，锂盐能用于治疗 BD 可能

与其对免疫系统产生的复杂作用有关［25］。有学者认

为锂盐治疗会导致女性 BD 患者 hsCRP 水平升高［8］。

Fiedorowicz 等［26］报道在 BD-II 抑郁发作患者的治疗

中，喹硫平可能会导致外周血 IL-6、TNF-α等促炎

性细胞因子增加及抗炎性细胞因子减少。另外，一

些研究报道 BD 患者经药物治疗后各种促炎性细胞因

子水平降低、抗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升高［8，22］。但荟

萃分析显示 CRP、TNF-α 等炎症标志物水平与是否

使用药物治疗无显著性关联［5-6］。除药物治疗外，有

研究显示有效的电抽搐治疗同样会降低外周血炎性

因子水平［27］。

六　讨论

总的来说，大量研究证明 BD 患者处于免疫紊乱

的状态。一方面，BD 使机体处于免疫激活状态，可

能导致急性期蛋白如 CRP、促炎性细胞因子如 IL-6、

TNF-α等在外周血中升高；另一方面，机体免疫系统

自主调可能导致 IL-4、IL-10 等抗炎性细胞因子同样

在外周血中表达上调。但关于具体的炎性因子，研

究结果仍存在许多分歧。造成这些分歧的潜在原因

有很多。处于不同情感状态或处于不同病程阶段的

患者可能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炎症状态。患者的性别、

年龄、体重、吸烟情况、合并症等因素均可对炎症

标志物的表达产生影响，在研究中应尽量合理分组

排除这些混杂因素，从而避免研究结果产生较大的

偏差。患者的治疗情况同样会影响炎症标志物的表

达，例如锂盐等心境稳定剂、喹硫平等抗精神病药

物本身具有抗炎作用，电抽搐等物理治疗也会对炎

症标志物的表达水平产生影响。另外，绝大多数药

物的治疗靶点也位于 CNS，而大多研究只分析了外周

血的情况，CNS 中存在怎样的变以及外周血的情况能

否准确反映 CNS 的情况仍需进一步探讨。CNS 含有

小胶质细胞等特有的免疫细胞，同样可以产生相关

介质调节局部炎症反应或进入外周血影响机体的炎

症状态，因此在研究中必须考虑相关标志物的来源。

目前大多数研究均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

量外周血炎症标志物，虽简单易行但无法提供可靠

的免疫状况分析。HC 的选择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

响，仅精神科疾病家族史阴性的 HC，其外周血生物

学标志物的表达无明显异常［23］。可见应尽量避免将

家族史阳性的健康人纳入对照组；或对 BD 患者子女

的外周血炎性因子水平进行长期随访并进行队列研

究也有助于了解 BD 的发生发展机制。此外还应考虑

到免疫系统与机体生理的联系。一方面，免疫系统

本身存在昼夜节律，另一方面，免疫反应也会引起

昼夜节律的变化［28］。许多 BD 患者存在昼夜节律的紊

乱，很难说明二者的因果关系，这也是影响研究结

果的可能因素之一。尽管有大量研究证明了 BD 患者

处于免疫激活状态，但几乎没有研究能充分说明 BD

与免疫激活究竟谁因谁果或是互为因果。

综上，BD 与炎症状态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

究，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表明相关生物学标志物需

在更大样本的多因素研究中进行分析，以便我们能

够更深入了解 BD 与炎症标志物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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