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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患者促炎症因子与焦虑抑郁、睡眠及疲劳的相关性分析

韩　霞 1 、 王丙聚 1 、 黄宇青 1 、 张亚锋 1 、 雷　琦 2

【摘要】目的　探讨帕金森病（PD）外周血促炎症物质与疲劳、焦虑、抑郁、睡眠障碍间的关系。

方法　择取已经确诊的 83 例 PD 患者作为研究组，同时择取 80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检测上述研究

对象外周血促炎物质 白细胞介素 -6（IL-6）、血清可溶性白介素 2 受体（SIL-2R）、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的分泌水平，采用疲劳量表（FS-14）、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疲劳、

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症状的分析评定，并探讨 PD 外周血促炎症物质与上述症状的关系。结果　

①研究组患者中 IL-6、SIL-2R、TNF-α、hs-CRP 的含量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②研究组患者的 FS-14、HAMA、HAMD、PSQI 的评分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③ SIL-2R 分泌水平与 HAMA、HAMD 呈正相关，且有显著性（P< 0.05）；

hs-CRP 与 HAMA、HAMD 呈正相关，且有显著性（P< 0.05）；结论　hs-CRP 和 SIL-2R 与 PD 病人的

抑郁、焦虑评分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与疲劳、睡眠障碍无显著相关性；而其他促炎物质与疲劳、焦虑、

抑郁、睡眠障碍均无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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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nxiety，depression，sleep and fatigue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HAN Xia，HUANG  Yuqing，ZHANG  Yafeng，et al. Xianyang Hospital of Yan'an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of anxiety，depression，sleep and fatigue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Methods　83 PD patients were choosen as the study group，and 80 healthy people were choosen 

as the control group. Det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pheral blood pro-inflammatory substances which included 

IL-6，IL-1β，SIL-2R，TNF-α，hs-CRP as well as FS-14 andHAMA，HAMD，PSQI. Results　① The level 

of IL-6，IL-1β，SIL-2R，TNF-α，hs-CRP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② The level of FS-14 ，HAMA，HAMD，PSQI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③ SIL-2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HAMA，HAMD，and it was significant 

（P<0.05）；hs-CR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MA，HAMD ，and it was significant （P<0.05）.Conclusions
　Hs-CRP and SIL-2R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D patients，but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cores of FS-14 and PSQI. Other pro-inflammatory substances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

tion with scores of HAMA，HAMD，FS-14 and PS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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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为我国老年

患者中较常见的神经系统性疾病，严重影响老年患

者的生命健康［1-2］。近几年来，部分学者在探索其发

病机制时发现，外周血内的相关炎症因子的释放水

平随着疾病的严重程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相关

炎症的治疗也能缓解 PD 患者的脑部神经元炎症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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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3-4］。本研究主要探讨 PD 外周血促炎性物质

与 PD 患者的疲劳、焦虑、抑郁、睡眠障碍间的关系，

旨在为临床实际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择取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本院神经内科接受治疗的已

经确诊的 83 例 PD 的患者作为研究组，同时择取 80
例同一时期的健康者作为对照组。研究组的 83 例患

者当中，男性患者 43 例，女性患者 40 例，年龄均

在 45 岁至 7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4.5±4.3 岁，病

程在 4 个月至 10 年之间，平均病程为 5.1±0.2 年；

对照组的 80 例患者当中，男性患者 40 例，女性患

者 40 例，年龄均在 49 岁至 7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3.2±5.6 岁。所有参与者均自愿参加本项研究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与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①患者在入组前均经过认知功能智

力状态简易评价量表（MMSE）评价，且所有患者的

总分均高于 27 分；②患者符合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

PD 脑库原发性的 PD 诊断标准［5］。包括：a 运动性迟

缓；b 还应至少符合下列的表现之一：4～6 Hz 的静止

震颤和姿势不稳、肌强直；排除标准：①患有原发性

的震颤、帕金森叠加性综合征或帕金森综合征；②患

有严重痴呆且已影响了情感表达的患者；③患有恶性

的肿瘤或者其他的较为严重的躯体疾病；④其他类型

的精神疾病；⑤正在使用糖皮质类激素药物、非甾体

类的抗炎药物的患者。

1.3　方法  

1.3.1　血清指标检测　在清晨收集上述患者及

健康者 5 毫升的空腹静脉血，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

测两组研究对象的 hs-CRP 值。另外，分别在清晨

收集上述患者及健康者 5 毫升的空腹静脉血，静止

放置 30min 后进行离心处理（转速：3000 转，时间：

10min），分离血清 2ml，于 -80 度冰箱保存待测。参

考试剂盒的使用说明书，按照双抗夹心法的检测步

骤对两组研究对象血清中的 IL-6、IL-1β、SIL-2R、

TNF-α、hs-CRP 进行检查。

1 .3 .2　疲劳、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症状评

定　本研究分别采用疲劳量表（FS-14）、HAMA、

HAMD、PSQI 对上述两组研究对象进行疲劳、焦虑、

抑郁、睡眠障碍症状的分析评定。患者均在专业医

师的陪同下进行下列量表测试，并由专业医师为患

者详细讲解疲劳、焦虑、抑郁、睡眠障碍量表中所

有条目的含义。FS-14 疲劳量表由 14 条与疲劳有关

的问题组成，根据被试者对实际情况的答案，“是”

或“否”来进行评分，总分最高是 14 分，分数越高，

患者越疲劳；HAMA 为 14 项目的版本，所有的项目

均统一采用 5 级评分法（0～4 分），无焦虑：<7 分；

可能有焦虑：7～13 分；有焦虑：14～20 分；明显焦

虑：21～28 分；严重焦虑：≥ 29 分。HAMD 为 24 版

本，轻度抑郁：8～17 分；中度抑郁：18～24 分；重度

抑郁：>24 分；PSQI 包括 19 个自评题目和 5 个他评题

目，每部分按 0 至 3 个等级来计分，各部分的累积

得分为 PSQI 的总分，总分为 21 分，分数越高，说

明睡眠的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

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两变量间

相关性采用 Person 相关系数方法分析。以 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研究对象外周血促炎症物质释放水平

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中 IL-6（20.2±2.3）、SIL-2R（295.2
±53.5）、TNF-α（397.3±59.4）、hs-CRP（5.2±0.6）
的含量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2.1±2.0、98.6
±40.7、185.6±75.2、1.2±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两组研究对象外周血促炎症物质的比较（x±s）

组别 n
IL-6

（pg/ml）
SIL-2R

（pg/ml）
TNF-α

（pg/ml）
hs-CRP
（mg/L）

研究组 83 20.2±2.3* 295.2±53.5* 397.3±59.4* 5.2±0.6*

对照组 80 2.1±2.0 98.6±40.7 185.6±75.2 1.2±1.1

t 值 13.63 6.365 6.173 11.547

P 值 0.005 0.024 0.025 0.007

注：*P<0.05代表与对照组比较的结果

2.2　两组研究对象的 FS-14 疲劳量表、HAMA、

HAMD、PSQI 的评分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 FS-14 疲劳量表（12.6±2.8）、

HAMA（19.4±2.3）、HAMD（22.1±1.2）、PSQI

（19.7±2.9）的评分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2.8±

1.5、5.6±3.5、3.2±2.3、5.6±3.8），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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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量表的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FS-14疲劳量表 HAMA HAMD PSQI

研究组 83 12.6±2.8* 19.4±2.3* 22.1±1.2* 19.7±2.9*

对照组 80 2.8±1.5 5.6±3.5 3.2±2.3 5.6±3.8
t 值 6.173 10.392 27.28 8.421
P 值 0.025 0.009 0.001 0.014

注：*P<0.05代表与对照组比较的结果

2.3　外周血促炎症物质与疲劳、焦虑、抑郁、

睡眠障碍间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 3 所示，研究表明，① IL-6 与 HAMA、

HAMD 及 PSQI 呈正相关关系，与 FS-14 疲劳量表

呈负相关性，但 P 均 >0.05，表示两者相关性无统

计学意义；② SIL-2R 与 HAMA（r=0.57，P<0.05）、

HAMD（r=0.45，P<0.05）、FS-14 疲劳量表、PSQI

呈正相关，但仅与 HAMA、HAMD 有显著相关性

（P<0.05）；③ hs-CRP 与 HAMA（r=-0.47，P<0.05）、

HAMD（r=-0.33，P<0.05）呈正相关，且有显著相

关性（P<0.05），与 FS-14 疲劳量表、PSQI 呈负相关，

无显著相关性（P 均 >0.05）；④ TNF-α与与 HAMA、

HAMD 呈正相关，与 FS-14 疲劳量表、PSQI 呈负相

关，但 P 均 >0.05，表示两者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表3　促炎物质与疲劳、焦虑、抑郁、睡眠障碍间的相关分析

促炎物质
FS-14疲劳量表 HAMA HAMD PSQI

r P r P r P r P
IL-6 -0.023 >0.05 0.12 >0.05 0.34 >0.05 0.047 >0.05

SIL-2R 0.078 >0.05 0.57 <0.05 0.45 <0.05 0.16 >0.05
TNF-α -0.056 >0.05 0.16 >0.05 0.06 >0.05 -0.087 >0.05
hs-CRP -0.36 >0.05 0.47 <0.05 0.33 <0.05 -0.067 >0.05

3　讨论

近几年来，研究者发现 PD 患者的外周血的相关

炎症的因子表达状态较高，包括 IL-6、SIL-2R、hs-

CRP、TNF-α［6］，但对于其相关机制并不清楚。有研

究者发现，在 PD 小鼠模型内 TNF-α 的表达显著增

加，同时发现它可加剧 DA 神经毒素的毒性作用［7］。

纵观相关文献，发现炎症因子会借助不同的病理机

制达到促进神经元凋亡的目的［8］。

一些研究表明［9］，在脑内一些升高的炎症因子

可以借助血脑屏障进入人体的外周血内，导致外周

血炎症因子升高。本研究主要借助分析 PD 外周血

的炎症因子的水平，来揭示患者脑内的炎症因子的

趋化程度及其和疲劳、焦虑、抑郁、睡眠障碍间

的关系。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 FS-14 疲劳量表、

HAMA、HAMD、PSQI 的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而在该组中，IL-6、SIL-2R、hs-CRP、TNF-α的水

平显著升高，提示炎症因子在 PD 患者外周血中异常

的表达。炎症因子 IL-6 主要对造血调节、急性反应、

免疫应答等进行调控，而肿瘤因子 TNF-ɑ 是在炎

症损伤的过程中所迸并发的重要物质，同时也参与

了机体的免疫防御。本研究发现，虽然炎症因子的

表达水平提高，但仅有 SIL-2R、hs-CRP 和 HAMA、

HAMD 的评分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hs-CRP 在大

多数的炎症反应中存在上升表达，是最敏感指标之

一［10］，而 SIL-2R 是 T 细胞膜的结核酶的分裂产物，

其在适应免疫应答的过程中发挥及其关键的调节作

用［11］。

国内外诸多学者曾报道 IL-6、SIL-2R、hs-

CRP、TNF-α 等炎症因子和糖尿病、冠心病、肺疾

病等患者的焦虑和抑郁［12］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而

本研究也发现，促炎介质中 IL-6、SIL-2R、hs-

CRP、TNF-α 均与 HAMA、HAMD 评分呈一定正相

关，但仅有 SIL-2R、hs-CRP 与量表中的 HAMA、

HAMD 评分的正相关性较为显著，且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这与上述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

其在 PD 病人焦虑或抑郁发生的过程中有一定作用，

可能是 SIL-2R 介导 T 淋巴细胞的毒性作用和 hs-

CRP 对炎症趋化的正反馈调节作用参与了 PD 病人焦

虑或抑郁症状发生发展的过程。

综上所述，PD 病人的焦虑、抑郁的症状比较

显著，与对照组相比，hs-CRP 和 SIL-2R 与 PD 病

人 HAMA、HAMD 评分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提示 hs-

CRP 和 SIL-2R 在病人焦虑、抑郁的症状产生的过程

可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到目前为止，炎症因子对患

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机制还不太明确，这是本

研究的不足之处，更精确的研究结果还有待于进一

步的研究与探讨，旨在为 PD 的临床研究提供数据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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