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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郁的遗传效应存在发展动态性。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抑郁遗传率会发生改变，抑郁的风险基因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作
用模式也存在动态变化。另一方面，遗传因素会影响抑郁的发展变化。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本文从生理成熟因素、表观遗传机制
和发展级联三方面分析抑郁遗传效应发展动态性的原因。未来研究应区分重要发展阶段，增加脑功能、性激素、神经生物蛋白以
及表观遗传等指标考察抑郁遗传效应的变化模式及其发生机制。
关键词 抑郁 遗传效应 动态性 表观遗传 发展级联

１

引言

的抑郁遗传率存在较大差异，但研究一致表明抑郁

在全球范围内，抑郁是发病率最高的精神卫生

遗传率随年龄而变化。多数横断研究显示从儿童期到

疾病（WHO, 2016）。诸多研究致力于考察抑郁的

青少年期抑郁遗传率呈上升趋势。Thapar 和 McGuffin

内在遗传机制（Halldorsdottir & Binder, 2017）。然而，

（1994）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儿童（8~11 岁）抑郁

多数研究视角仍然是静态的，较少有研究考察遗传

遗传率为 18%，青少年抑郁（11~16 岁）遗传率约为

效应的动态性，譬如遗传因素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是

78%。Rice，Harold 和 Thapar（2002）的研究表明，母

否随年龄变化、如何变化等。发展动态交互理论指

亲报告的遗传因素在儿童（8~10 岁）中几乎不起作用，

出天性和教养的交互作用随年龄增加而变化（Lerner,
1985）。实证研究也发现抑郁遗传效应存在动态性
（Nivard et al., 2015），且基因能够影响抑郁的发展
变化（Lau & Eley, 2006）。本文通过梳理抑郁遗传

而 11~17 岁青少年抑郁遗传率为 28%。此外，有关焦
虑 / 抑郁和退缩 / 抑郁的纵向研究也显示从童年晚期
到青少年期，遗传率呈上升趋势（Bartels, van de Aa, van
Beijsterveldt, Middeldorp, & Boomsma, 2011）。

效应发展变化的证据，分析导致动态性的原因，旨

据我们所知，目前仅有两项研究考察童年或青

在为采用动态视角考察遗传与抑郁或其他心理行为

少年期到成年期的抑郁遗传率变化且研究结果不一

表型间的关联提供启示。

２

抑郁遗传效应的发展动态性
Plomin，DeFries，McClearn 和 McGuffin（2001）

致。Bergen，Gardner 和 Kendler（2007） 的 元 分 析
显示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早期，抑郁遗传率呈缓慢上
升趋势。Nivard 等（2015）的研究却显示，童年期
到成年期抑郁遗传率呈下降趋势。需要指出的是，

指出，遗传研究涉及两种发展动态性问题：一是发

这些研究被试的年龄跨度太大，可能导致中间一些

展中遗传效应的变化。既包括遗传率变化，也包括

重要发展阶段的遗传率变化特征被隐藏，从而导致

风险基因型及其与环境交互作用模式的变化。二是

结果的分歧。研究显示，青少年早期到青少年中晚

遗传因素影响表型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个体多次评

期抑郁遗传率呈下降趋势（O’Connor, Neiderhiser,

估，从纵向数据看出不同年龄间的遗传变化，即某

Reiss, Hetherington, & Plomin, 1998）。 国 内 双 生 子

一年龄的遗传作用不同于另一年龄的遗传作用。

研究也发现无论是自我报告还是父母报告，青少

２.１ 抑郁发展过程中遗传效应的变化
通过梳理数量遗传学研究发现，不同研究报告

年早期抑郁遗传率均高于青少年中期（侯金芹 , 陈
祉妍 , 李新影 , 杨小冬 , 张建新 , 2012）。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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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Rijsdijk，Pingault，McMahon 和 Unger（2016）

变化。结果显示，5-HTTLPR 基因与同伴压力交互

研究表明，自前青少年期到青少年中期焦虑和抑郁

预测 13 岁之后的青少年抑郁，但该基因与同伴压力

的遗传率减少到微乎其微。上述研究提示，青少年

的交互作用对 13 岁前的青少年抑郁无影响。

早中期可能是抑郁遗传效应发生变化的关键期。

综上，数量和分子遗传研究一致表明，不论是

此外，当前研究对抑郁遗传率变化的性别差异

抑郁的遗传率还是具体基因对抑郁的效应（包括直

未获得一致结论。Eley 和 Stevenson（1999）的研究

接效应和 G×E 效应）均表现出发展动态性，且青

发现，男生抑郁遗传率从童年期（8%）到青少年期

少年早中期可能是遗传效应发生变化的关键期。同

（57%）显著上升；女生则呈下降趋势（23%~2%）。

时，抑郁发展轨迹研究显示抑郁在青少年早期开

Silberg 等（1999）采用青春期发育时程划分发展阶

始迅速增加并在青少年中期达到顶峰（Rawana &

段，却发现前青春期女生的抑郁遗传率显著低于青

Morgan, 2014）。这一变化模式表明青少年早中期也

春发育期女生，而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男生抑

是抑郁发展变化的关键期。由此可见，抑郁遗传效

郁基本不受遗传影响。由此推测导致研究分歧的原

应与抑郁本身的动态变化关键期相重叠，是否了提

因可能是对发展阶段的界定标准不同。近期研究显

示青少年期遗传效应的变化与抑郁的发展变化有关。

示分别采用年龄和青春期发育阶段为指标获得的基

此外，
即使在两个时间点上抑郁的遗传率没有变化，

因 × 环境（G×E）发展模式存在差异（Hankin et

也不意味着不存在发展动态性，可能不同的遗传特

al., 2015）。由此，究竟是采用一般性的发展过程（年

质分别作用于两个时间点，但两个时间点上遗传对

龄）还是具体的青春期发展阶段尚需进一步验证。

抑郁的贡献率大小相似。显然只考察遗传率的变化

除双生子研究外，分子遗传研究也发现基因及

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因此，本研究通过梳理遗传对

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抑郁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如

抑郁发展变化的影响来揭示此问题。

Hilt，Sander，Nolen-Hoeksema 和 Simen（2007） 发

２.２ 遗传因素对抑郁发展变化的影响

现 BDNF Val66Met 多态性的 Val/Val 基因型与青少

数 量 遗 传 学 研 究 主 要 采 用 多 元 遗 传 模 型②

年期起始的抑郁有关，而 Val/Met 基因型与成年期

（multivariate genetic model，图 1）来考察遗传因素

起始的抑郁有关。除基因的直接效应外，G×E 研

对抑郁发展连续性（遗传因素稳定地影响不同发展

究也为抑郁遗传效应的动态性提供了证据。近期，

阶段的抑郁）和变化性（一些新遗传因素作用于抑

Dalton，Hammen，Najman 和 Brennan（2014） 考 察

郁发展的转折点）的影响。

了 5-HTTLPR、BDNF 基因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和
成人抑郁的影响，结果发现 15 岁时 G×E 符合不同
易感性模型，而 15 岁之后 G×E 符合素质—压力模
型。由此可见，G×E 模式在不同的年龄段存在差异。
分子遗传研究也显示，青少年早中期可能是抑
郁遗传效应发生改变的关键期。Zhang 等（2015）
发现，在 11、12 岁的青少年中，DRD2 TaqIA 多态
性与母亲消极教养对青少年抑郁存在显著的交互效

图 １ 遗传因素对抑郁发展连续性和变化性的影响

应，但在 13 岁的青少年中交互作用不显著，表明

Lau 和 Eley（2006）使用该模型考察遗传因素

DRD2 基因与母亲教养的交互作用存在年龄差异。

对青少年抑郁发展的影响，发现青少年早期稳定的

最近，Hankin 等（2015）的加速追踪研究（accelerated

遗传效应能够解释不同发展阶段抑郁的连续性，更

longitudinal design） ① 考 察 了 童 年 期 到 青 少 年 期

重要的是，青少年中期抑郁水平显著升高并达到顶

5-HTTLPR 基因与同伴压力对抑郁交互作用的发展

峰，同时该时期出现了一种新遗传效应能够解释这

①加速追踪设计是基于横断和纵向研究局限提出的，该设计能在同一研究中同时进行横断和纵向比较，通过比较不同年代的同龄被试，
分离同辈和个体效应，提高研究效度；同时能用较短时间获得较长时间跨度的数据（唐文清 , 张敏强 , 黄宪 , 张嘉志 , 王旭 , 2014）。
②多数数量遗传研究是分析一种表型的遗传与环境贡献率，当需要考察多种表型的相关是归于同时影响两种表型的基因还是环境时或者
需要考察纵向发展模式时，需使用多元遗传模型。图 1 所示即为纵向多元遗传模型（多元遗传模型的特殊形式），可用于解释一段时间内某
一表型连续性和变化性的起因，稳定的遗传效应是指能够影响当前和后继抑郁的遗传因素，新兴的遗传效应是指某一时间点上的独特遗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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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年龄相关的抑郁发展趋势，且该遗传效应能够

且能够影响抑郁的发展变化。然而，尚未有研究对

预测青少年晚期抑郁。类似的，Kendler，Gardner 和

抑郁遗传效应发展动态性的原因进行探索和解释。

Lichtenstein（2008）的研究显示，在 13~14，16~17 和

因此，本文综述已有文献资料，从三方面对其影响

19~20 岁时均有新遗传效应出现，能够解释焦虑抑郁

因素进行分析。

与年龄相关的变化，且稳定遗传效应的影响随年龄增

３.１ 年龄相关的生理成熟因素

加逐渐减小，这解释了从童年期到成年早期焦虑抑郁

研究显示随年龄波动的激素浓度和神经生物蛋

症状的低水平连续性。最近，Nivard 等（2015）采用

白可能调节基因的表达及其对抑郁的影响。在众多

自回归模型对 3~63 岁的焦虑抑郁发展模式进行研究，

年龄相关的生理成熟因素中，性激素的发展变化最

发现焦虑抑郁的发展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遗传因

为显著。研究发现，性激素能够影响抑郁候选基因

素，童年晚期和青少年期均出现了新遗传效应，而在

的表达（Jiang, Xie, Ramsden, & Ho, 2003）。如 Jiang

18 岁之后未观测到新遗传效应，由此成年期遗传效应

等（2003）发现 17-β- 雌二醇能抑制 COMT mRNA

相对稳定，进而解释了成人抑郁发展的高稳定性。

的表达，增加脑内多巴胺含量进而影响抑郁。此外，

分子遗传研究考察了具体基因对青少年抑郁发

性激素能调节基因与抑郁相关的压力荷尔蒙（如皮

展模式的影响。Petersen 等（2012）对 574 名青少

质醇）间的关系。如 Josephs 等（2012）发现睾丸素

年（12~17 岁）的追踪研究显示，5-HTTLPR 基因

含量较高时，5-HTTLPR S 等位基因携带者的皮质

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不能预测抑郁的增长

醇水平高于 LL 基因型携带者，而睾丸素含量较低时，

速率，但可以预测 16~17 岁时抑郁的加速发展模式

不同基因型携带者的皮质醇水平无差异。由此，性

（acceleration terms, 描述抑郁的增长速率是加速还是

激素变化可能改变基因表达活性和功能，进而为青

减速）。具体来说，在经历压力性生活事件后，低

少年早中期（性腺功能初现）是遗传效应发展变化

转录效能基因型携带者比高转录效能基因型携带者

的关键转折期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在 16~17 岁时具有更高的抑郁加速度，但是 G×E

随年龄变化的脑内神经生物蛋白也能调节基因

与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加速度无关。基因不仅能够

的效应。研究表明人类脑内的 BDNF 水平的发展

预测抑郁的一般发展轨迹，还能预测抑郁的异质

变化呈倒 U 型，在青少年期达到峰值（Ivanova &

性发展轨迹。最近，Cao 等（2017）考察了 DRD2

Beyer, 2001）。Casey 等（2009）进一步指出 BDNF

A241G 多态性与母亲教养对青少年（11~16 岁）抑

基因与脑内 BDNF 浓度共同影响 BDNF 活性，且

郁异质性发展轨迹的影响，结果显示，AA 基因型

BDNF 活性与精神病理疾病的关联也呈倒 U 型，过

携带者具有更高的风险发展为高上升轨迹组而非持

高或过低的 BDNF 活性均会导致功能性缺陷进而引

续低轨迹组。更重要的是，DRD2 基因与母亲教养

发抑郁（图 2）。有关 BDNF 基因的研究显示 Val

交互作用于抑郁的异质性轨迹：对 G 等位基因携带

等位基因与较高的 BDNF 活性相关（Notaras, Hill, &

者而言，高质量的母亲教养显著降低了青少年发展

van den Buuse, 2015）。由此，在早期发展阶段，Val

为高上升轨迹而非中等上升轨迹的可能。对 AA 基

等位基因能够缓解过低的 BDNF 浓度引发的消极

因型携带者而言，高质量的母亲教养增加了青少年

影响，在青少年到成年阶段，Val 等位基因反而使

发展为持续低轨迹而非中等上升轨迹的可能性。

BDNF 活性过高成为一种风险因素。

综上，遗传因素不仅影响抑郁的稳定性，而且青
少年早中期出现的新遗传效应能够解释与年龄相关
的抑郁变化趋势。分子遗传研究进一步揭示，基因能
够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影响抑郁的一般性和异质
性发展模式。但是，目前仅有少数研究考察了遗传
对抑郁发展模式的影响，且主要集中于青少年阶段，
上述结果是否适用于其他年龄阶段尚需进一步验证。

３ 遗传效应动态性的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表明抑郁的遗传效应具有发展动态性

图 ２ ＢＤＮＦ 活性与精神病理疾病的关系

３.２ 表观遗传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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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效应的发展动态性部分是由于基因表达变

作用可能扩散到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甚至不同系统

化所致。表观遗传即考察在不改变 DNA 序列的情

间。通过多水平不同层级间的动态相互影响，研究

况下基因表达发生改变的机制，因此表观遗传为遗

者可能观测到遗传与表型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化中。

传效应的动态性提供了新的解释。一方面，表观遗

如 Berry，Deater-Deckard，McCartney，Wang 和

传过程随年龄发生变化。研究显示，FKBP5 基因

Petrill（2013）采用 DRD4 基因与母亲教养对注意问

是抑郁的候选基因（Binder et al., 2008），其编码

题的研究显示遗传效应的大小随年龄增加，在幼儿

的 FKBP51 蛋白会影响对压力反应相关过程进而影

期，相比不携带 DRD4 7R 等位基因的儿童，7R 等

响抑郁。Sabbagh 等（2014）对大鼠的研究显示，

位基因携带者经历消极教养后更容易产生注意缺陷

FKBP5 基因甲基化水平随年龄降低，导致 FKBP5

问题。根据级联效应，7R 等位基因携带者的早期注

基因表达随年龄增加，这种表观遗传过程随年龄的

意问题会导致其童年后期参与课堂活动困难与较低

变化趋势可能与抑郁遗传效应的动态性有关。另一

的学业成就，进一步损害其注意能力。因此，随着

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个体经历的环境变化可能引

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风险因素不断累加，遗传易感性

发表观遗传修饰导致基因表达增强或削弱，进而

个体与非易感性个体的发展差异也越来越大，进而

导致遗传效应的动态性。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

表现为在童年后期 7R 等位基因对注意问题的效应

生命历程中环境存在动态变化，如研究显示，青

增大。虽然目前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遗传与环境对

少年期亲子关系由父母主导向平等过渡（Steinberg,

抑郁问题的发展级联效应，但是根据上述研究我们

2014），青少年期个体面临着来自家庭和同伴的新

推测抑郁遗传效应的变化可能与发展级联过程有关。

社会经历，报告了较多的压力性生活事件（Lau &
Eley, 2006）。其次，这种环境变化会影响表观遗传

４ 小结与展望

过程。双生子研究显示，发展过程中生活经历不同

近年来，抑郁遗传效应的稳定性及动态性问题

会引起表观遗传变化，导致同卵双生子表型的遗传

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由前可知，抑郁的遗传

相似性降低（Talens et al., 2012）。此外，动物研究

率和易感基因效应随年龄增长而变化（Rice et al.,

也显示压力环境（如母爱剥夺）能够导致表观遗传

2002; Zhang et al., 2015），且青少年早中期可能是遗

过程失调（包括组蛋白结构、mRNA 表达和全基因

传效应变化的关键时期。遗传效应不仅影响抑郁的

组或特定基因甲基化异常）（Szyf & Bick, 2013）。

稳定性和发展轨迹，而且在青少年早中期出现的新

最后，应激环境引起的表观遗传变化（如 HPA 轴、

遗传效应能够解释年龄相关的抑郁变化趋势（Lau &

单胺类递质、BDNF 等方面的表观变化）是诱发抑

Eley, 2006; Petersen et al., 2012）。然而，当前研究要

郁的重要因素（张克 , 赵媚 , 林文娟 , 2016）。由此，

么忽视对重要发展阶段的遗传变化特征的研究，要

我们推断不同发展阶段新出现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或

么仅关注儿童青少年而无法推广到其他发展阶段。

教养环境变化，可能使得抑郁相关基因在环境变化

如前所述，激素是影响基因表达或者遗传效应大小

前后具有不同的表达水平，因而在不同发展阶段表

的重要因素，因此激素波动的时间点可能是遗传效

现出不同的遗传效应。

应变化的重要节点，Petronis（2001）的综述研究也

当前研究并未直接考察表观遗传与抑郁遗传

指出青少年晚期、成年早期、女性绝经期以及老年

动态性的关联，但在认知和脑功能领域，已有研

期（60 岁左右）是观测基因表达变化的关键期。由此，

究指出年龄相关的遗传效应变化与表观遗传有关

未来研究应扩大年龄跨度、注意区分重要发展阶段

（Papenberg, Lindenberger, & Bäckman, 2015）。因此，

来考察抑郁遗传效应的发展动态性。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揭示表观遗传变化与遗传效应动

对抑郁遗传效应发展动态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发

态性之间的关系。

现：虽然 DNA 序列在一生中是稳定的，但可能并

３.３ 发展级联

不直接编码抑郁，而是通过复杂的神经生理机制展

发展级联（developmental cascades）可用来解释

开其对抑郁的影响。此外，相关基因表达和表观遗

随年龄增长的遗传效应大小的变化。著名心理学家

传的变化可能直接反映在脑活性和功能上。在脑科

Masten 和 Cicchetti（2010）指出：发展级联是指在

学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未来研究应采用神经影像

发展系统间存在的相互作用的累加结果，这些交互

学等技术手段，研究大脑相关区域功能、荷尔蒙、

林小楠等 ： 抑郁遗传效应的发展动态性

神经生物蛋白和表观遗传指标的发展是否影响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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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depressive and anxious symptoms in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7(2), 105-114.

遗传效应的动态性。
此外，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探讨。前述有关抑郁
遗传效应发展变化的性别差异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Halldorsdottir, T., & Binder, E. B. (2017). Gene ×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From
molecular mechanisms to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 215241.

（Eley & Stevenson, 1999; Silberg et al., 1999），当前

Hankin, B. L., Young, J. F., Abela, J. R. Z., Smolen, A., Jenness, J. L., Gulley, L.

研究也较少对性别差异进行考察。目前尚不能对“遗

D., et al. (2015). Depression from childhood into late adolescence: Influence

传效应变化的性别差异是否具有一致性”、“若确
实存在性别差异，具体的差异模式如何”等问题进
行回答。遗传效应的动态性涉及性激素，发展阶段
的划分涉及青春期时程，这些方面均与性别差异密
切相关。基于此，未来研究不仅应考察抑郁遗传效
应发展变化的性别差异，还应考察性别差异的潜在
发展变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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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Genetic Effects on Depression over Development
Lin Xiaonan, Cao Yanmiao, Zhang Wenxin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Abstract

Despite the fast accumulating evidence for genetic underpinnings of depression, most of studies taken a static perspective, whereas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dynamic change of genetic effects over development. Moreover, emerging evidence suggest that the genetic effects of
depression vary with ag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review the evidence of changing genetic effects on depression over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potential factors which play critical role in dynamically changing system.
Both quantitative and molecular genetics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genetic effects of depression vary with age. The majority of studies indicated
that the heritability of depression increased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However, mixed findings were obtained regarding the changes of
heritability from youths to adults. It’s possible that these studies ignored distinguishing adolescence into different stage. The heritability of depression
increased from early to middle adolescence but decreased thereafter. Molecular genetics studies also found that the main effects of genes and G×Es
exhibited age-related changes. The bulk of prior studies suggest that early adolescence is a critical stage for observing potential changes in genetic
effects.
However, the change of heritability or genotype is not enough to generalize dynamic genetic effects. Whether genetic factor contribute to change
or to stability in depression across time is the other critical question. Multivariate genetic model indicated that stable genetic influences operational at
the first time point accounted partly for continuity of depression. New emerging genetic effects appear at early or middle adolescence that coincides
with increases in depression. New genetic effects may explain age-related increases in depression acros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molecular genetics
research found that genetic factor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including normative and heterogeneous trajectories.
We reviewe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that account for dynamic genetic effects. It is possible that hormone and gerontological protein changes
in different critical maturational periods may alter gene expression or function related to depression, and thereby contributed to the change of genetic
effect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changes in environment may alter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 and as a result, different phenotypes can be
generated from a single genotype through the lifespan. Moreover, developmental cascade models may explain the pathways by which genetic effects
changes over time to shape development through processes of multilevel dynamics.
Prior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the value in taking a dynamic perspective in investigating genetic effects on depress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mploy longitudinal design spanning a wide age range to reveal the changes of genetic effects. Exploring underlying mechanism and sex differences in
genetic changes by including brain function, hormone and epigenetic indexes remain a critical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depression, genetic effects, dynamic, epigenetic, developmental cascad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