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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是一种常见的且具有弥散性的消极心境状

态，其主要表现为心情低落、无精打采、对许多事情

都缺乏兴趣以及产生消极的自我感受和绝对化的思

维等，严重的会产生自杀行为 [1]。吴洪辉等人通过

对近十年大学生的抑郁情绪进行元分析表明，大学

生抑郁情绪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大学生的抑郁水

平高于全国常模 [2]。“抑郁易感性—应激”理论模型

强调，仅用个体易感素质、应激水平单独来解释抑郁

的产生与发展是不够的，抑郁的产生与发展还受到

个体易感素质与应激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这个模型更多强调个体易感素质与应激水平之间的

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关系[3]。在抑郁的影响因素

中，生活事件是影响大学生抑郁发生的一个较为重

要的因素，大部分研究表明生活事件不仅与大学生

抑郁的发生相关，与此同时它还能预测大学生抑郁

的发生 [4-7]；也有研究表明，并不是经历负性生活事

件就一定会产生抑郁情绪 [8]，生活事件与多种其它

因素如父母教育方式 [9，10]、神经质人格 [5]、应对方式
[11]、遗传因素 [12]等之间的交互作用均可以影响大学

生抑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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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方法：采用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313名大学生进行测量，并由专业的护士对其提取血液，然后进行DNA
分型。结果：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主效应均显著，且二者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简单斜率

分析发现，携带G/G基因型组大学生的抑郁水平随生活事件得分的增加而增加（slope=0.206，P<0.05），同时携带G/A
或A/A基因型组的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也随生活事件得分的增加而增加（slope=0.092，P<0.05），且G/G基因型组的斜

率要大于G/A或A/A基因型组。结论：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生活事件及其交互作用均是大学生抑郁的重

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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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PH-2 gene rs17110747 polymorphism and nega⁃
tive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315 college students were measured by the adolescent life
event scale and the flow center depression scale, and the blood was extracted by the professional nurses and then the DNA
class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Results: The main effect of rs17110747 polymorphism and life events on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simple slop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G/G genotype group increased with the score of life events(slope=0.206,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G/A or A/A genotype group also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in life event scores(slope=0.092, P<0.05); the slope of the G/G genotype group is greater than the G/A or A/A geno⁃
type group. Conclusion: Tph-2 gene rs17110747 polymorphism, life events and their interac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of
influencing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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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传因素中，TPH（色氨酸羟化酶）基因是影

响抑郁的一个重要的候选基因。TPH基因是合成

5-HT（5-羟色胺）的限速酶，决定 5-HT活体浓度
[13]。已有研究表明，5-HT是一种重要的中枢神经递

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与 5-HT的系统功能异常具

有密切的相关[14]，而TPH基因的改变会导致5-HT活

体代谢紊乱，由此可知，TPH基因是影响抑郁的一个

重要的候选基因。TPH-2基因是 TPH基因的一个

亚型，位于12号染色体长臂上（12q21.1），含有11个
外显子，全长 93.5kb[15]；分散在脑区的 5-HT神经元

中，具有神经元特异性[16]。TPH-2基因在脑干中占

有绝对的优势，且脑干是 5-HT 神经元的发源地
[17] 。TPH-2基因是合成大脑内5-HT与保持大脑内

5-HT的正常浓度，以及确保维持大脑内5-HT正常

传递的重要因子[18]。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TPH-
2基因与抑郁有关，如高进对TPH-2基因单核苷酸

多态性与重性抑郁症关联的 27项研究进行了Meta
分析发现TPH-2的 rs4570625与 rs17110747基因位

点与重性抑郁症有关联[19]。陈璐等人的研究表明，

TPH-2基因的 rs11178997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女性单

相抑郁症有明显的关联 [20]。张玉琦等人的研究表

明，TPH-2基因 rs7305115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抑郁症

自杀未遂具有相关，它可能与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易

感性相关 [21]。姜文研的研究表明 TPH-2 基因 A
(rs1386494)G多态性与重性抑郁障碍之间具有显著

的相关性，且A等位基因可能是抑郁障碍的危险因

子，而G/G基因型可能是一种保护性基因 [22]。王琳

等人的研究表明TPH-2基因G1463A单核苷酸多态

性与单相抑郁症具有显著相关[23]。

综上所述，TPH-2基因是预测抑郁的一个重要

候选基因，且通过检索大量文献发现，目前对于

TPH-2基因与抑郁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门

诊的抑郁病人，而对于在校大学生的TPH-2基因与

抑郁的关系研究几乎没有，且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

TPH-2基因与抑郁的直接关系研究，而没有研究者

对 TPH-2基因与生活事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抑郁

的影响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将探讨抑郁易感性

（遗传基因TPH-2基因 rs17110747）与应激（生活事

件）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否对大学生的抑郁产生影响，

为进一步验证抑郁易感性—应激模型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从湖南某大学随机选取

313名大学生进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和青少年生活

事件量表的测量，并由专业护士对本研究中的被试

抽取 2.5ml 肘静脉血放于 EDTA 抗凝管中 (血：

EDTA=5：1)，然后放置-70摄氏度的冰箱保存，三个

月后提取DNA和分型。其中，女生 231(73.8%)人：

男生80人(25.6%)，缺失2人（0.6%）；独生子女140人
（44.4%），非独生子女 172 人（54.6%），缺失 3 人

（1%）。

1.2 研究工具

1.2.1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该量表共有20条目，包

含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以及人

际等 4个因素。采用 4级(0-3)评分，得分越高表明

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的总分在 0-60分之间，通

常使用16分为分界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

为 0.88-0.92，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系数，可使用

于我国青少年[24，25]。

1.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26] 该量表由刘贤臣等

人于1997年编制，共27个条目，包括人际关系、学习

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 6个因子。按

1-5级进行评分，因子评分越高，说明该项所包含的

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所造成的心理负反应越大。本研

究中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信度 Cronbach’s α为

0.937。
1.2.3 血液提取 在征得大学生、监护人以及学校

三方同意的前提下，由专业护士对本研究中的被试

抽取 2.5ml 肘静脉血放于 EDTA 抗凝管中 (血：

EDTA=5：1)，然后放置-70摄氏度的冰箱保存。

1.2.4 DNA 提取与分型 本研究采用 TIANGEN
BIOTECH 公司的 DNA 试剂盒对 315 个样本进行

DNA提取。获取DNA样本后，利用上海天昊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 imLDRTM多重 SNP分型试剂盒对 315
个样本进行4个SNP位点分型。PCR（polymerase re⁃
action，聚合酶链式反应）引物为 F：AAGCAGT⁃
GAAGCTGTTTCCATTTTC，R：GGTTCTACAAGGT⁃
CAACGCAACCT。 PCR 反 应 条 件 为 ：95oC 2min；
94oC 20s，65oC 40s，72oC 1.5min，共 11个循环；94oC
20s，59oC 30s，72oC 1.5min，共24个循环；72oC 2min ，

4oC forever。随后将获取的原始数据文件用 Gene⁃
Mapper4.1软件（Appliedbiosystems）来分析。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23.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Hardy-
Weinberg平衡的吻合度检验采用 SHEsis软件。主

要统计分析方法为卡方检验、相关分析、分层回归分

析与分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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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TPH-2基因 rs17110747位点的基因型分布

在本研究中，TPH-2基因 rs17110747位点的基

因分布见表1，基因型观测值与期望值吻合良好（P>
0.05），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TPH-2基因

rs17110747位点的基因型分布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χ2=2.053，P>0.05）。
表1 TPH-2基因 rs17110747位
点的基因型在男女大学生中的分布

2.2 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生活事件与

抑郁之间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生活事件以及

抑郁间的平均数、标准差、描述统计以及相关关系结

果见表 2与表 3。本研究对 TPH-2基因 rs17110747
多态性与生活事件以及抑郁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显示携带不同基因型的个体在生活事件（t=-
2.39，P<0.05）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携带G/G基因

型的个体的生活事件得分显著低于携带G/A 与A/A
基因型；但携带不同基因型的个体在抑郁水平上不

存在显著差异（t=1.38，P>0.05）。由表3的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

件之间显著正相关（P<0.05），但与抑郁之间相关不

显著（P>0.05）。
表2 TPH-2基因多态性、生活

事件以及抑郁之间的描述统计

表3 TPH-2基因多态性、生活

事件以及抑郁之间的相关分析

注：rs17110747多态性是虚拟变量，0=G/G，1=G/A与A/A的合

并[27]

2.3 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

的交互作用对抑郁的影响

分 层 回 归 分 析 结 果 见 表 4。 TPH- 2 基 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主效

应均显著；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

件的交互作用也可以显著预测大学生的抑郁；且通

过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发现，携带 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G/G基因型组大学生的抑郁水平

随生活事件得分的增加而增加（slope=0.206, P<
0.05），携带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G/A或A/
A基因型组的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也随生活事件得分

的增加而增加（slope=0.092, P<0.05），但增加速度较

慢。

表4 TPH-2基因多态性与生活

事件的交互作用对抑郁的影响

2.4 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

对抑郁影响的性别差异

分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PH-2基因rs17110747
多态性与生活事件对男大学生抑郁的主效应均显著

（β=0.508，P<0.05；β=-0.202，P<0.05）；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可以边缘

预测男大学生的抑郁（β=-0.285，P=0.053）。生活事

件对女大学生抑郁的主效应显著（β=0.387，P<
0.05），但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对女大学生

的主效应不显著（β=-0.115，P>0.05）。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可以显著

预测女大学生的抑郁（β=-0.194，P<0.05）。且通过

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发现，携带 TPH-2 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G/G基因型组的男大学生与女大

学生的抑郁水平均随生活事件得分的增加而增加

（slope=0.257，P<0.05；slope=0.19，P<0.05），携 带

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G/A或A/A基因型组

的男大学生与女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也均随生活事件

得分的增加而增加（slope=0.118，P<0.05；slope=
0.081，P<0.05），但增加的速度较慢。

3 讨 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考察 TPH-2 基因

性别

男

女

χ2值 2.053

G/A
24(30%)
87(37.7%)

G/G
51(64%)

126(54.5%)

A/A
5(6%)
18(7.8%)

项目

G/G
G/A与A/A

抑郁

13.81±8.50
12.53±7.57

生活事件

51.82±21.24
57.90±23.10

项目

抑郁

生活事件

rs17110747
M
SD

抑郁

1
0.40**

-0.08
13.26
8.13

生活事件

1
0.14*

54.41
22.22

rs17110747

1
-
-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性别

生活事件

rs17110747
生活事件×rs17110747
R2

AdjustR2

△R2

F

模型1
-0.017

0.00
-0.003
0.000
0.127

模型2

0.564***
-0.131*

0.179
0.171
0.178**

22.387***

模型3

-0.212**
0.202
0.192
0.023**

1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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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交互

作用及其性别差异。差异比较与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携带不同基因型的个体在生活事件上存在显著

差异，同时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

件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携带G/G基因

型的个体的生活事件得分显著低于携带G/A 与A/A
基因型，且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

件之间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携带A(G/A与A/A基因

型的合并)等位基因的个体的生活事件得分显著高

于携带G/G基因型的个体，且携带G/G基因型比G/A
与A/A基因型的个体更容易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

响。回归分析表明，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

与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主效应均显著，且

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对大学生

抑郁具有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生活事件显著正向

预测大学生抑郁，而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

则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

析发现，携带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G/G基

因型组大学生的抑郁水平随生活事件得分的增加而

增加；携带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G/A或A/
A基因型组的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也随生活事件得分

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速度较慢。由此可知，本研究

结果更好的验证了抑郁易感型—应激模型，该模型

强调，当个体面临高压或者应激的情境时，具有某种

遗传素质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心理和行为问题。即携

带 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不同基因型的大

学生更容易受负性生活事件（消极环境）的影响，从

而产生抑郁情绪。

进一步的分性别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发现，TPH-
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对男大学生抑

郁的主效应均显著；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

与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可以边缘预测男大学生的抑

郁。生活事件对女大学生抑郁的主效应显著，但

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对女大学生的主效应

不显著。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

的交互作用可以显著预测女大学生的抑郁。具体表

现为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男大学生与女大学生的

抑郁，而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则显著负向

预测男大学生抑郁。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发现，

携带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G/G基因型组的

男大学生与女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均随生活事件得分

的增加而增加，携带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

G/A或A/A基因型组的男大学生与女大学生的抑郁

水平也均随生活事件得分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

知，分不同性别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与整体的结果

基本一致，这表明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

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综上所

述，TPH-2基因 rs17110747多态性与生活事件均是

影响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因素，且它们之间的交互作

用也是影响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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