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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海马容积与氢质子波谱（1H-MRS）的相关性。 方法：对 50 例首发抑郁症患者和 50 例

健 康 志 愿 者 行 磁 共 振 海 马 容 积 测 量 和 磁 共 振 波 谱 检 查 ， 将 采 用 相 除 法 标 准 化 海 马 容 积 与 N-乙 酰 天 门 冬 氨 酸

（NAA）、胆碱（Cho）和肌酸（Cr）的比值对照分析。 结果：抑郁症患者海马容积不同程度缩小，其中 31 例重度抑郁症者

海马容积明显缩小。 抑郁症患者 NAA 峰高度降低、Cho 峰增高，NAA/Cr 比值不同程度减小、Cho/Cr 值增高，31 例重

度患者 NAA/Cr 值明显减小；重度抑郁症患者海马容积缩小与 NAA/Cr 降低幅度呈正相关。 结论：重度抑郁症患者海

马容积缩小、NAA 丢失严重，提示神经递质 N-乙酰天门冬氨酸-谷氨酸在抑郁症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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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olume change in hippocamp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of 1H-
MR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and 50 gender-and age-mathed nor-
mal controls were involved. The volume of hippocampus were standardized by division method, and then compared with
the ratios of N-acetylaspartic acid (NAA)/(creatine) Cr and choline (Cho)/Cr. Results： The volume of hippocampus in all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as chang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31 severe ones were significant smaller than that in
controls （P＜0.05）. The values of NAA/Cr ratios were significant lower in severely depressed patients than that in controls
（P＜0．01）. The degree of hippocampus volume narrow wa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the values of NAA/Cr ratios reduction.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N-acetylaspartic acid in hippocampus may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jor depress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Hippocampus；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Comparative study

【基金项目】 200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0860082)；2009 年海南省

重点科技项目(090209)；2010 年海南省重点科技项目(zdxm20100043)
通讯作者：陈旺生

海马因在认知情绪环路中的关键作用而成为抑

郁症研究的焦点部位。近年来，有学者对抑郁症患者

海马容积的 常规磁共振（MRI）和磁共振波 谱（1H-
MRS） 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海马的容积和代谢物

浓度有所变化[1-4]。 但是，一方面，在常规的轴面 MRI
图像上显示海马容积变化的敏感性较低， 测量值的

准确性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研究病例的来源包括首

次发病、恢复期和复发期，病程长短不一、病情复杂

多变， 在海马容积和氢质子波谱的相关性方面难免

存在偏倚。为此，本研究选取首次发病就诊的抑郁症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轴面和冠状面结合的方式

勾画海马边界，并对海马容积进行校正，同时， 选取

年龄、性别与抑郁症组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
对海马容积和氢质子波谱关系进行系统研究， 为进

一步探求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生物学基础以及在临

床治疗过中保护海马结构提供客观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分为抑郁症 组和正常对 照组。 两组年 龄均在

18～60 岁之间 （由于该年龄段人群海马容积相对稳

定），均无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史，无精神发育

迟滞、颅脑外伤、脑器质性病变或其他全身代谢性及

免疫性疾病。
抑郁症组： 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

标准第 3 版（CCMD－3）相关诊断标准。 共 50 例，均

为右利手，男 21 例，女 29 例，年龄 23～57 岁，平 均

37.25 岁， 病程 3 月至 6 月不等， 受教育年限 6～19
年，平均 11.50 年。 病情严重程度根据汉密顿抑郁量

表分为轻中度和重度。7 分以下视为无抑郁，17 分为

轻中度抑郁， 24 分为严重抑郁。 本组轻中、重度分

别占 19 例和 31 例。

正常对照组：50 名，年龄、性别与抑郁症组匹配

的健康志愿者，无精神疾病家族史，无颅脑器质性病

变和外伤史，右利手，通过抑郁自评量表排除抑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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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年龄 25～55 岁，平均 35.50 岁，受教育年限 5～18
年，平均 10.2 年。 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与抑郁症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波谱采集与分析方法

波 谱 采 集 ： 磁 共 振 扫 描 仪 为 GE Signa 1.5T
Twinspeed/ExciteⅡ，头部标准线圈。常规扫描包括轴

面 T1WI、T2－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T2FLAIR）。 波

谱采集以 T2FLAIR 序列作为定位图，点分辨法进行

多 体 素 （PRESS，TR 1000ms，TE 144ms， 视 野

24cmx24cm）采集，感兴趣区包括双侧海马（回避颅

底骨质和双侧脑室颞角）， 周围设定 6 条饱和带，自

动匀场，水半 高带宽（FWHM）达 6-12，抑水（WS）>
98%，自动采集。

波谱分析：将采集的数据传至 ADW 4.0 工作站

用 Functool 2 分析软件后处理。 在大感兴趣区的双

侧海马各选取一小体素，测得主要代谢物 N-乙酰天

门冬氨酸（NAA）、肌酸（Cr）和胆碱（Cho）的相对定量

浓度以及 NAA/Cr、Cho/Cr 和 NAA/Cho 比值（Cr 在不

同状态下总量相对恒定，所以常将 Cr 作为内参照标

准），计算双侧海马内小体素各指标的平均值用于分

析。
1.3 海马容积测量和标准化处理

海马容积测量在冠状面三维稳态梯度回波序列

（spoiled gradient recalled，3D SPGR）进行，层间距为

0，测量参照 Mervaala[1]等的方法进行。 并在 T1WI 序

列轴位和矢状面测量颅腔的最大左右径、前后径，通

过计算枕骨大孔前下缘至颅顶骨内板的最大距离，
得到颅腔容积[5]。 采用相除法（即海马容积与颅腔容

积的比值）对海马容积进行校正[6]。 将图像资料传至

工作站软件包，用 Functool 2 中的容积分析功能，结

合轴面及冠状面分别勾画出双侧海马的轮廓， 软件

根据勾画出兴趣区的面积和冠状面覆盖的层数，自

动计算双侧海马容积。

2 结 果

2.1 两组海马容积比较

两组海马容积在相除法校正前呈正态分布，校

正前后无显著性差异。 抑郁组双侧海 马容积缩小

（P＜0．05）。 见表 1。
2.2 两组海马波谱形态及主要代谢物比值比较

正常对照组，NAA 峰 为 最 高 峰，Cho 峰 为 第 二

高峰，双侧海马 NAA/Cho 比值均大于 1.0，左、右侧

无显著性差异。 抑郁症组，所有患者 NAA 峰高度降

低，NAA/Cr 比值不同程度减小。 见表 2。

2.3 海马容积与氢质子波谱相关性分析

抑郁组海马体积与 NAA/Cr 值降低程度存在相

关性（r=0.648，P＜0.05）；而海 马 体 积 与 Cho/Cr 值 升

高程度无明显相关性（r=0.310，P＞0.05）。

表 1 双侧海马容积比较（均值±标准差，mm3）

表 2 两组海马波谱形态及主要代谢物比值比较（x±s）

3 讨 论

既往关于抑郁症海马容积的变化存在争议。 多

数学者认为这类患者海马容积缩小， 而且左侧小于

右侧， 也有学者在一些初次发作病例中发现海马容

积明显缩小，但经积极治疗可恢复正常[6]。 本研究发

现， 与对照组比较， 抑郁症组海马容积都发生了变

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由于海马位置、结构和功能

的特殊性，对其容积的测量技术要求较高，要考虑到

多方面的因素以减小研究偏倚。 正常海马容积与年

龄有关，一般而言，在 30 岁以后随年龄增大而出现

生理性减小 [7]。 还有，颅腔容积因年龄和性别而异，
在 18 岁以后至 60 岁之前颅腔容积相对稳定， 女性

颅腔相对较小， 将测量的海马容积进行校正是有必

要的。校正方法包括相除法和协方差法两种，后者要

求海马容积与校正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 但二

者均可有效的进行海马容积校正[3]，故本组采用的是

相除法。此外，磁共振图像测量过程中的海马边缘的

界定同样重要， 我们将轴面和冠状面结合勾画海马

边界， 相对仅仅通过轴位或冠状位定位所测的结果

要精确。除了数据比较外，我们在轴面定位图像上发

现，重度抑郁症者海马形态较长、较窄，冠状面能观

察到的海马层数减少。 海马形态的改变和利用软件

测量得到的数据均提示重度抑郁症 者海马容积 缩

小，二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本组结果显 示， 所有患者 NAA 峰高度 降 低，

NAA/Cr 比值不同程度减小 （Cr 在不同状态下总量

相对恒定，所以常将 Cr 作为内参照标准），并且重度

抑郁者 NAA/Cr 值明显减小、 与对照组比较具有显

著性差异，与夏军[8]和 Grachev[9]等的结果接近。 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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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位于谱线的 2.02ppm 处，是神经元的标志物，单位

体积内神经元的数目和代谢的改变都会引起 NAA/
Cr 值 的 变 化， 降 低 表 明 神 经 元 丢 失 或 代 谢 障 碍。
NAA 是神经递质 N-乙酰天门冬氨酸-谷氨酸的前

体， 而后者分解并释放具有兴奋作用的氨基酸谷氨

酸和神经递质天门冬氨酸[9]。 抑郁症者情绪低落、认

知功能减退，海马区 NAA/Cr 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支

持关于多种神经递质参与认知环路障碍的抑郁症发

病机制的假设。 我们分析，轻中度抑郁患者的 NAA/
Cr 值有所降低， 可能以神经元代谢和功能改变为

主；而重度抑郁者 NAA/Cr 值明显减小，表明单位容

积内神经元的数目有所减少，即以神经元丢失为主。
曾有重度抑郁症自杀患者的尸检报告证实存在双侧

海马神经元减少[10，11]。
Cho 反映总胆碱的含量，包括磷酸胆碱、磷脂酰

胆碱和磷酸甘油胆碱， 与细胞膜磷脂代谢和髄鞘形

成有关，在胶质细胞的含量明显高于神经元和，因而

认为 Cho 的改变主要代表胶 质细胞的代 谢和功能

变化[12]，Cho/Cr 值升高表明胶质 细 胞 增 殖 活 跃和细

胞膜代谢率增高， 降低则提示细胞膜磷脂合成和髄

鞘形成的速度减慢。 本组资料显示，抑郁症患者 Cho
波峰增高，Cho/Cr 值增高，但增高幅度与抑郁症的严

重程度并没有线性关系。 有学者对抑郁症患者血浆

S100B 浓度进行了监测， 发现与健康人群相比抑郁

症患者血浆 S100B 浓度明显升高。 S100B 是星形胶

质细胞损伤的标志物， 它的增多提示星形胶质细胞

损 伤 和 血 脑 屏 障 的 破 坏 ， 而 且 抗 抑 郁 治 疗 能 使

S100B 浓度随着抑郁症状的改善而降低。 可见，胶质

细胞的功能异常与抑郁症病理生理过程密切相关。
Cho/Cr 值增高表明细胞膜卵磷脂合成速度加快，而

卵磷脂是第二信使， Cho/Cr 升高影响了细胞内信号

传导速率[13]，从而导致认知环路功能异常。 Kumar[14]

等也报道了抑郁症患者脑内 Cho/Cr 增高，并提出以

此来监测抑郁状态。
本研究结果表明， 轻中度抑郁症患者海马容积

缩小，NAA/Cr 值降低、Cho/Cr 值升高，二者之间缺乏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我们分析，容积的变化取

决于 NAA 丢失和胶质细胞增殖之间的对比关系，轻

中度病例中海马容积改变主要取决于胶质细胞的增

殖数量， 而这与病程长短有关。 而对于重度抑郁症

者， 海马容积缩小程度和 NAA/Cr 值降低幅度呈正

相关， 抑郁症量化评分越高海马中 NAA 丢失越严

重、容积越小，严重的情感障碍导致海马容积缩小，
反过来，海马容积缩小又进一步影响认识环路功能、
加重抑郁，二者关系密切，互相促进。 本组发现抑郁

症组 Cho/Cr 值不同程度升高，但该比值与抑郁程度

没有线性关系，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细胞内信号

传导速率改变对认识环路的影响小于神经递质异常

产生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Mervaala E, Fohr J, Kononen M, et al. Quantitative MRI of
the hippocampus and amygdala in severe depression. Psy-
chological medicine, 2000, 30(1): 117-125

2 Bremner JD, Narayan M, Anderson ER, et al. Hippocampal
volume reduction in major depression. American Jounal of
Psychiatry, 2000, 157(1): 115-118

3 Steffens DC, Byrum CE, McQuoid DR, et al. Hippocampal
volume in geriatric depress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0,
48(4): 301-309

4 Caetano SC, Fonseca M, Hatch JP, et al. Medial temporal
lobe abnormalities in pediatric unipolar depress. Neuro -
science Letters,2007, 427(3): 142-147

5 夏军，罗学军，程建平，等. 海洛因依赖者的海马容积和磁

共 振 质 子 波 谱 研 究 . 中 国 药 物 依 赖 性 杂 志 ，2005，14(1)：
38-41

6 张勇，陈楠，王星，等 . 标准化海马体积 . 中国医学影像技

术，2010，26(9)：1611-1614
7 Pruessner JC, Collins DL, Pruessner M, et al. Age and gen-

der predict volume decline i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hi-
ppocampns in early adulthood.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01, 21(1): 194-200

8 夏军，雷益，周义成. 抑郁症的 1H-MRS 研究. 医学影像学

杂志，2008，18(7)：697-701
9 Grachev ID, Ramachandran TS, Thomas PS, et al. Dorsolat-

eral prefrontal N-acetyl aspartate and depression in chronic
back pain: An in vivo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
copy study. Journal of Neural Transmission, 2003, 110(3):
287-312

10 Tsai G, Coyle JT. N -acetylaspartate i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Progress in Neurobiology, 1995, 46(5): 531-540

11 Rajkowska G, Miguel-Hidalgo JJ, Wei J, et al. Morphomet-
ric evidence for neuronal and glial prefrontal cell pathology
in major depress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 1999, 45 (9):
1085-1098

12 Vikhoff-Baaz B, Malmgren K, Jonsson L, et al. Lateralisa-
tion with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ic imaging in tem-
poral lobe epilepsy: An evaluation of visual and region of
interest analysis of metabolite concentration imaging. Neu-
roradiology, 2001, 43(9): 721-727

13 Steingard RJ, Yurgelun-Todd DA, Hennen J, et al. Increa-
sed orbitofrontal cortex levels of choline in depressed ado-
lescents as detected by in vivo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0, 48 (11): 1053 -
1061

14 Kumar A, Thomas A, Lavretsky H, et al. Frontal white mat-
ter biochemical abnormalities in late-life major depression
detected with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2, 159(4): 630-636

(收稿日期:2011-02-11)

·432·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19 No.4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