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2 期- 24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不同抗抑郁药物对抑郁症患者血清 S100B蛋白和BDNF浓度 
与认知功能的影响

杨会增 、 高　昕 、 张京华 、 韩冬昱

【摘要】目的　探究不同抗抑郁药物对抑郁症患者血清 S100B 蛋白（S100B）和血清脑源性神经营

养因子（BDNF）浓度与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 120 例抑郁症患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 60 例。观察组予以阿戈美拉汀治疗，对照组予以文拉法辛治疗。比较 2 组治疗前、治

疗 6w 后症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蒙哥马利抑郁量表（MARDS）］，认知功能［重复性成套

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BANS）］，愉快体验感受［斯奈思 - 汉密尔顿快感量表（SHAPS）］、血清 S100B

及 BDNF 水平的差异，并记录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治疗 6w 后，2 组症状严重程度（HAMD、

MARDS 得分）、SHAPS 得分和 S100B 水平均低于治疗前（P< 0.05），2 组 RBANS 得分和 BDNF 水平均

高于治疗前（P< 0.05），且观察组变动幅度大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阿戈美拉汀应用于抑郁症

患者效果优于文拉法辛，S100B 和 BDNF 指标水平更优，同时在改善患者疾病症状、认知功能和愉

悦体验中作用也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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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Anti-depressant Drugs on Serum S100B Protein，BDNF Concentration and Cogni-
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YANG Huizeng，GAO Xin，ZHANG Jinghua，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Anding Hospital of Hexi District，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nti-depressant drugs on serum S100B protein（S100B）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120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60）and control group（n=60）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agomelatine，and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venlafaxine. The symptoms（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Montgomery Depression Scale（MARDS）］，cognitive function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RBANS）］，and experience of pleasure ［Snaith-Hamilton Pleasure Scale

（SHAPS）］ and serum S100B and BDNF level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recorded in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

symptoms severity（HAMD，MARDS scores），SHAPS score and S100B level in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0.05）while RBANS score and BDNF leve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0.05），

and changes degre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s　Agomelatine 

is more effective than venlafaxine in depressive patients，and S100B and BDNF levels are better in former one，and it 

has significant roles in improving patient's symptoms，cognitive function and pleasure experience.

【Key Words】Agomelatine；Venlafaxine；Cognitive function；S100B protein；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以显著、持续

的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此病治愈难度大，具有复

发率高、残疾率高、自杀率高等特点［1］。文拉法辛

是 5- 羟色胺（5-HT）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

较传统 5-HT 抑制剂抗抑郁效果更好，已有较多研究

发现此药抗抑郁作用佳且副作用小［2］，而阿戈美拉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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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抗抑郁新药，开展这 2 种药物的对照研究对指

导临床用药意义较大。国内外均有文献指出抑郁症

患者也出现认知功能损害［3］，但既往学者对此方面研

究较少，而血清 S100B 蛋白（S100B）和血清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BDNF）是临床常用评估认知功能障

碍的血清学指标［4］。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

抑郁症患者 120 例进行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间收治的 120 例

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首发抑郁

症诊断标准［5］；年龄 18~65 岁者；初治者；小学学历

及以上者；服药依从性良好；患者知情同意；经我院

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排除标准：严重脏器功能不

全、恶性肿瘤者；器质性精神病、精神发育迟滞者；

明显自杀或暴力倾向者；对本组药物明确禁忌症者；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既往抗抑郁药物用药史者；重度

失眠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将 120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 60 例。观察组：男女分别为 28 例、

32 例，年龄 26~51 岁、平均年龄（33.30±10.63）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14.12±4.49）年。对照组：男女分

别为 29 例、31 例，年龄 26~53 岁、平均年龄（34.34
±10.8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3.60±4.65）年。2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观察组予以阿戈美拉汀（规格：25mg，批准文

号：H20120303）治疗，起始剂量 25mg/d，根据患者

病情在 1w 内逐渐增加至 50mg/d。对照组应用文拉法

辛（规格：75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J20120038）治

疗，起始剂量 75mg/d，根据患者病情在 1w 内逐渐增

加至 150~225mg/d。2 组均持续治疗 6w，期间不合并

使用其他抗抑郁药物、电休克治疗及安眠药等。

1.3　评估方法

治疗前、治疗 6w 后分别抽取患者外周静脉

血，使用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血清 S100B 蛋白

（S100B）及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

1.4　评估标准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 H A M D ）［6］共 17 个 条

目，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蒙哥马利抑郁量表

（MARDS）［7］共 10 个条目，每个条目得分 0~6 分，

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

态测验（RBANS）［8］由 12 个测试共同构成语言、空

间结构、即刻记忆、延迟记忆、注意 5 个领域，得

分越低认知障碍越严重；斯奈思 - 汉密尔顿快感量表

（SHAPS）［9］共 14 个条目，每个条目得分 1~4 分，得

分越高快感缺乏程度越严重。

1.5　观察指标

比较 2 组治疗前、治疗 6w 后症状（HAMD、

MARDS），认知功能（RBANS），愉快体验感受

（SHAPS）、血清 S100B 及 BDNF 水平的差异，并记

录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则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症状对比

2 组治疗 6w 后 HAMD、MARDS 得分均低于治

疗前（P<0.05），观察组降幅大于对照组（P<0.05），

如表 1 所示。
表1　2组HAMD、MARDS得分对比（x±s，分）

组别 n HAMD MARDS

观察组 治疗前 60 25.16±5.22 31.82±6.19

治疗后 60 9.16±3.69ab 17.01±5.24ab

t - - 19.388 14.145

P - - 0.000 0.000

对照组 治疗前 60 26.22±5.59 31.22±6.46

治疗后 60 12.97±3.37b 22.56±5.09b

t - - 15.724 8.156

P - - 0.000 0.000

注：与同期对照组对比，aP<0.05；与同组治疗前对比，
bP<0.05（同表2~4）。

2.2　2 组认知功能对比

2 组 治 疗 6w 后 R B A N S 得 分 均 高 于 治 疗 前

（P<0.05），且观察组增幅大于对照组（P<0.05），如

表 2 所示。

2.3　2 组愉快体验感受对比

2 组 治 疗 6 w 后 S H A P S 得 分 低 于 治 疗 前

（P<0.05），且观察组降幅大于对照组（P<0.05），如

表 3 所示。

2.4　2 组 S100B 及 BDNF 水平对比

2 组 治 疗 6 w 后 S 1 0 0 B 水 平 均 低 于 治 疗 前

（P<0.05），2 组 BDNF 水平均高于治疗前（P<0.05），

观察组变动幅度均大于对照组（P<0.05），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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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组SHAPS得分对比（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60 34.89±6.07 19.59±5.81ab

对照组 60 35.23±6.20 24.40±5.23b

t - 0.304 4.766

P - 0.762 0.000

表4　2组S100B及BDNF水平对比（x±s，μg/L）

组别 n S100B BDNF

观察组 治疗前 60 0.11±0.03 6.82±1.38

治疗后 60 0.05±0.01ab 12.19±1.94ab

t - - 14.697 17.472

P - - 0.000 0.000

对照组 治疗前 60 0.11±0.03 6.84±1.29

治疗后 60 0.06±0.02b 10.69±1.40b

t - - 10.742 15.665

P - - 0.000 0.000

2.5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治疗 6w 后，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10％，

6/60）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15％，9/60）差异

对比无统计学意义（χ2=0.686，P=0.408）。

3　讨论

抑郁症患者普遍表现为内心痛苦、愉悦体验少

和社会功能下降等，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身心

及经济负担。但目前抑郁症诊断和治疗仍处于发展

期，临床治疗以药物和心理干预为主，心理干预能

取得一定效果，但受患者及医师个体因素影响较大，

因此探寻安全有效药物治疗方案对抑郁症患者意义

重大。

HAMD 评估患者主观体验，MADRS 是他评量表，

主要评估抑郁症核心症状，综合 2 量表可观察患者在

诊治过程中主客观变化。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症状得分降幅大于对照组，同时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类似，这说明阿戈美拉汀治疗抑郁症疗效确切，且

在不增加副反应风险的基础上可产生更显著的效果。

文拉法辛抗抑郁的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 5-HT 和去甲

肾上腺素的再摄取来增强抗抑郁效果，对睡眠障碍

等作用较弱。而阿戈美拉汀是首个以褪黑素为靶向

的抗抑郁药物，有独特的药理学机制，不仅可拮抗 5-

羟色胺 2C 受体和胆碱能受体，抑制其对 5-HT 的结

合和摄取，达到控制抑郁症状的目的；还能通过激动

褪黑激素 MT1 和 MT2 来发挥类似于褪黑素的药效，

可调节生物节律以增强抗抑郁效果［10］。

相关研究指出，抑郁症患者认知损害主要表现

在注意力、记忆等方面，且睡眠障碍是抑郁症患者

认知功能下降的危险因素［11］。本研究中，观察组治

疗后 RBANS 各领域得分均高于对照组。阿戈美拉汀

对褪黑素受体的亲和性是文拉法辛等其他抗抑郁药

所不具备的优势，而合理优质的睡眠有益于增加患

者愉快体验、调节患者记忆力，减少对认知功能的

广泛损害。本研究观察患者愉快体验也表现出一致

趋势，改善患者快感缺失还有益于提高患者自我怜

悯水平，使患者恢复正常自我概念。

S100B 是神经胶质细胞特异性标记物之一，高

水平 S100B 能诱导神经元细胞死亡［12］。而 BDNF 作

为分布最广的神经营养因子之一，具有促进神经突

触生长和抵抗伤害刺激的作用，部分学者发现抑郁

症患者 2 者指标水平变化明显，与其认知功能损害

关系密切［13］。本研究中，观察组经 6w 治疗后患者

S100B 和 BDNF 指标水平均优于对照组，与 2 组认知

功能改善程度趋于一致，推测阿戈美拉汀对抑郁症

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与减少疾病对神经元的损伤和

促进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上升有关。

表2　2组RBANS得分对比（x±s，分）

组别 n 语言 空间结构 即刻记忆 延迟记忆 注意力

观察组 治疗前 60 36.58±7.83 26.46±5.20 52.21±4.78 50.36±4.02 84.09±6.41

治疗后 60 44.87±5.11ab 34.05±4.18ab 58.53±3.97ab 57.52±3.41ab 97.24±5.89ab

t - - 6.868 8.812 7.879 10.521 11.701

P -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照组 治疗前 60 37.29±7.63 26.42±5.60 51.65±4.14 50.81±4.16 84.37±6.95

治疗后 60 41.37±5.99b 31.43±4.73b 55.08±3.29b 55.93±3.13b 92.53±5.58b

t - - 3.258 5.294 5.024 7.618 7.092

P - -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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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阿戈美拉汀和文拉法辛能有效控制

抑郁症患者症状、改善其愉快体验和认知功能，同

时能使 S100B 水平降低、BDNF 水平升高，但阿戈美

拉汀上述作用均较文拉法辛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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