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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鹏 1，王菊红 2
1.宝鸡市中医医院儿科，
陕西 宝鸡 721000；
2.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免疫内分泌科，陕西 宝鸡 721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白细胞介素-2 (IL-2)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儿童血清中的表达变化及临床意义，并分析两者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来宝鸡市中医医
院和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 85 例 ADHD 儿童为 ADHD 组，按照病情分为注意力缺陷(PIT)为主型组(n=28)、多
动-冲动(HIT)为主型组(n=21)、混合型(CT)组(n=36)，同时选取 60 例体检的健康儿童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ELISA)法检测所有受检者血清中 GDNF、IL-2 表达水平，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分析 GDNF 与 IL-2 表达的相
关性；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血清 GDNF、IL-2 水平对 ADHD 的诊断价值；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
分析儿童 ADHD 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 ADHD 组患儿血清中 GDNF 水平为(615.56±134.45) pg/mL，明显高于对
照 组 的 (510.13± 121.37) pg/mL，且 HIT 组 患 儿 血 清 中 GDNF 水 平 为 (753.69 ± 210.56) pg/mL，明 显 高 于 CT 组 的
(655.47±190.58) pg/mL，CT 组 又 明 显 高 于 PIT 组 的 (605.56±170.35) pg/mL，差 异 均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ADHD 组患儿血清中 IL-2 水平为(6.44±1.65) µg/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52±0.81) µg/L，且 CT 组患儿血清中 IL-2
水平为(7.89±2.31) µg/L，明显高于 HIT 组的(6.53±1.85) µg/L，HIT 组又明显高于 PIT 组的(6.47±1.91) µg/L，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ADHD 组患儿血清 GDNF 与 IL-2 的表达水平呈明显正相关(r=0.363，P<0.05)；GDNF、IL-2
水平预测 ADHD 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639 (95%CI：0.555~0.717)、0.922 (95%CI：0.865~0.960)，对应的敏感
度分别为 54.12%、80.00%，特异度分别为 66.70%、98.33%，血清 GDNF、IL-2 水平联合预测 ADHD 的 AUC 为 0.927
(95%CI：0.872~0.964)，敏感度为 84.71%，特异度为 95.00%；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GDNF、IL-2 水平、
家庭教育方式、父母关系、儿童孤单均是 ADHD 发生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GDNF、IL-2 在 ADHD 患儿血清

中均呈高表达，两者呈明显正相关，均是影响 ADHD 发生的危险因素，表明两者可能参与了 ADHD 的发生、发展，
且
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临床诊断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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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glial cell-derived neuro-

trophin (GDNF) and interleukin-2 (IL-2) in the serum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Methods

Eighty-five ADHD children from Baoj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Baoji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from July 2019 to May 2020 were selected as ADHD group,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attention deficit (PIT) subgroup (n=28), hyperactivity-impulse (HIT) subgroup (n=21), mixed group (CT) subgroup (n=36), and 60 healthy children with physical examination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GDNF and IL-2 in serum of all subjects were detec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DNF and IL-2 expression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GDNF, IL-2 level on ADHD was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HD occurrence in children. Results

The serum

GDNF level of ADHD group was (615.56±134.45) pg/m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510.13±121.37) pg/mL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GDNF level of HIT subgroup was (753.69 ± 210.56) pg/m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55.47 ±
190.58) pg/mL of CT subgroup, and the level in CT sub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05.56±170.35) pg/mL of PIT
sub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serum IL-2 level of ADHD group was (6.44±1.65) µg/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52±0.81) µg/L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IL-2 level of CT subgroup was (7.89±2.31) µg/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53±1.85) µg/L of HIT subgroup, and the level in HIT sub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47 ± 1.91) µg/L of PIT sub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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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NF and IL-2 in the ADHD subgroup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r=0.363, P<0.05).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GDNF and IL-2 levels for predicting ADHD was 0.639 (95%CI: 0.555-0.717) and 0.922 (95%CI: 0.865-0.960), respectively, and the corresponding sensitivity was 54.12% and 80.00% , respectively, the specificity was 66.70% and
98.33% respectively; the AUC of serum GDNF combined with IL-2 levels for predicting ADHD was 0.927 (95% CI:
0.872-0.964), with a sensitivity of 84.71% and a specificity of 95.00%.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GDNF, IL-2 levels, family education methods, parental relationships, and loneliness of child were all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ADHD. Conclusion

Both GDNF and IL-2 are highly expressed in the serum of children with ADHD, and the two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both of which are risk factors affect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DHD, indicating
that the two may be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DHD and play an important auxiliary role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children with ADHD.
【Key words】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Interleukin-2;
Correlation; Clinical significance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疾病，
影响 6%~10%
的学龄儿童，其症状主要表现为持续的注意力不集
中，伴或不伴多动症，容易出现冲动行为 [1-2] 。其中
多动 症是儿科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治疗时最常
见的疾病，该病将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将会是造成
儿童成长过程中学业失败、情绪困难、青春期和成年
期同伴关系不佳的重要风险因素 [3-4]，甚至可能对社
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危害。因此寻找早期判断 ADHD
的生物指标，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胶
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属于神经营养因子家族中的
一员 [5]，与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密切相关。GDNF 作为一种多效性因子在肠
道神经系统的形成、突触可塑性、神经嵴细胞的迁
移、肾脏的形成和胎儿生殖细胞的维持等多个发育
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6]。白细胞介素-2 (interleukin-2，IL-2)是一种炎症细胞因子，由抗原激活的 T
细胞分泌 [7]。IL-2 最初被鉴定为是一种 T 细胞生长
因子，现在大量研究结果证明其具有广泛的作用，有
研究表明 IL-2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神经细胞功
能的调控，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 [8]。目前有
关 GDNF、IL-2 在 ADHD 患儿血清中的表达及相关
临床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检测 ADHD 患儿
血 清 中 GDNF、IL-2 表 达 变 化 ，分 析 两 者 在 ADHD
中的作用及关系，初步探讨其可能的潜在价值和临
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
在宝鸡市中医医院和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 85 例
ADHD 儿童纳入 ADHD 组，
其中男性 51 例，
女性 34 例；
年龄 5~12 岁，平均(7.65±0.74)岁。将确诊儿童分为注
意力缺陷(PIT)为主型组(n=28)、
多动-冲动(HIT)为主型
组(n=21)、混合型(CT) 组(n=36)。纳入标准：(1)儿童
ADHD 诊断标准按照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 5 版)》[9] ；(2)就诊前未使用治疗 ADHD 的药物；
(3)初次确诊为 ADHD 患儿。排除标准：(1)有家族遗
传史者；(2)有过敏性疾病、内分泌代谢性等疾病者；
(3)有先天性精神障碍、智力障碍者；(4)临床资料不完
整者。选取同期体检的健康儿童 60 例为对照组，其
中男 性 35 例 ，女 性 25 例；年 龄 5~11 岁 ，平 均(7.55±
0.81)岁。本研究经两家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样
品采集均取得受试者家长知情同意，符合《世界医学
协会赫尔辛基宣言》。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及检测 ADHD 组儿童于入院次
日清晨采集空腹静脉血5 mL，
对照组儿童于体检当日采
集空腹静脉血 5 mL，
将其放入离心机，
采用 3 000 r/min
离心处理10 min后取上层血清置于-80℃保存备用。
1.2.2 血清 GDNF、IL-2 水平检测 分别使用人
GDNF ELISA 试剂盒(货号：ab100525，Abcam 公司)试
剂盒、人 IL-2 ELISA 试剂盒(货号：ab281169，Abcam
公司)试剂盒，采用 ELISA 法检测各组受检者血清中
GDNF、IL-2 表达水平，具体操作步骤按照 ELISA 试剂
盒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2 检验；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x ±s)表示，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多
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法
分析 GDNF 与 IL-2 表达的相关性；利用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评
价血清 GDNF、IL-2 水平对 ADHD 的诊断价值；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 ADHD 的影响因素。均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受检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受检者
的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BMI、分娩方式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受检者在家庭教育
方式是否粗暴、是否为单亲、儿童是否孤独方面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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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受检者的一般资料比较[例(%)，
x±s]
ADHD 组(n=85)

对照组(n=60)

男

51 (60.00)

35 (58.33)

女

34 (40.00)

25 (41.67)

年龄(岁)

7.65±0.74

身高(cm)

125.31±26.02

体质量(kg)
BMI (kg/m2)

相关因素

t/χ2 值

P值

0.040

0.841

7.55±0.81

0.771

0.442

123.60±24.12

0.402

0.689

26.31±9.12

26.33±10.13

0.012

0.990

16.31±2.32

16.55±2.42

0.603

0.548

0.857

0.355

4.846

0.028

9.872

0.002

5.889

0.015

性别

分娩方式
顺产

36 (42.35)

20 (33.33)

剖腹产

49 (57.65)

40 (66.67)

家庭教育方式粗暴
是

41 (48.24)

18 (30.00)

否

44 (51.76)

42 (70.00)

单亲

35 (41.18)

10 (16.67)

非单亲

60 (70.59)

50 (83.33)

父母关系

儿童孤单
是

38 (44.71)

15 (25.00)

否

47 (55.29)

45 (75.00)

感性分别为 54.12%、80.00%，特异性分别为 66.70%、
98.33%，
血清 GDNF、
IL-2 水平联合预测 ADHD 的AUC
为 0.927 (95%CI：0.872~0.964)，敏感性为 84.71%，特异
性为 95.00%，见图 2。

图1

ADHD 儿童血清中 GDNF 和 IL-2 表达的相关性

图2

血清 GDNF、
IL-2 水平诊断 ADHD 的 ROC 曲线

2.2 两 组 受 检 者 的 血 清 GDNF 和 IL-2 水 平 比
较 ADHD 组儿童血清中 GDNF、IL-2 表达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受检者的血清 GDNF、
IL-2 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

GDNF (pg/mL)

IL-2 (µg/L)

ADHD 组

85

615.56±134.45

6.44±1.65

对照组

60

510.13±121.37

3.52±0.81

t值

4.839

12.664

P值

0.000

0.001

2.3 不同 ADHD 分型患者血清 GDNF 和 IL-2 水
平比较 HIT 组患者血清 GDNF 水平高于 CT 组，CT
组高于 PIT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T 组
IL-2 水平高于 HIT 组，HIT 组高于 PIT 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s)
不同 ADHD 分型患者血清 GDNF 和 IL-2 表达水平比较(x

组别

例数

GDNF (pg/mL)

IL-2 (µg/L)

PIT 组

28

605.56±170.35a

6.47±1.91a

HIT 组

21

753.69±210.56

6.53±1.85ab

CT 组

36

ab

655.47±190.58

7.89±2.31

F值

3.726

4.681

P值

0.028

0.012

a
b
注：
与 CT 组比较，
P<0.05；
与 PIT 组比较，
P<0.05。

2.4 ADHD 儿童血清中 GDNF 和 IL-2 表达的相
关性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分析结果显示，ADHD 儿童
血 清中 GDNF、IL-2 表达呈明显 正相关(r=0.363，P<
0.05)，
见图 1。
2.5 血清中 GDNF、IL-2 水平对 ADHD 的诊断价
值 血清 GDNF、IL-2 水平预测 ADHD 的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分别为 0.639 (95%CI：
0.555~0.717)、0.922 (95% CI：0.865~0.960)，对 应 的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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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影 响 ADHD 发 生 的 因 素 以 是 否 发 生
ADHD 为因变量，以血清 GDNF、IL-2 水平、年龄、身
高、体质量、BMI、分娩方式、家庭教育方式粗暴、父母
关系、儿童孤单为自变量，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血清 GDNF、IL-2 水平、家庭教育方式粗暴、父母关
系、儿童孤单均是发生 ADHD 的危险因素(P<0.05)，
见表 4。
表4

影响 ADHD 发生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SE

Waldχ2 值 P 值

OR

95%CI

变量

β

GDNF

0.964 0.335 8.279

0.004 2.622

1.359~5.005

IL-2

0.490 0.211 5.402

0.020 1.633

1.079~2.469

年龄

0.417 0.296 1.988

0.026 1.518

0.849~2.712

身高

0.484 0.416 1.355

0.244 1.623

0.718~3.668

体质量

0.548 0.636 0.744

0.388 1.731

0.497~6.021

BMI

0.483 0.335 2.084

0.149 1.622

0.841~3.128

分娩方式

0.364 0.421 0.747

0.387 1.439

0.631~3.284

家庭教育方式粗暴 1.136 0.468 5.894

0.015 3.115

1.244~7.795

父母关系

0.429 0.168 6.506

0.010 1.535

1.104~2.134

儿童孤单

0.839 0.318 6.974

0.008 2.3161 1.242~4.319

海南医学 2022 年 9 月第 33 卷第 17 期

Hainan Med J, Sept. 2022, Vol. 33, No. 17

3 讨论
ADHD 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
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患有多动症的儿童经
常 表 现 出 认 知 、情 感 和 运 动 控 制 方 面 的 困 难 [10]。
ADHD 的病因复杂，研究表明遗传以及外界环境等均
是影响疾病的因素[11-12]。ADHD 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是
采用精神药物和进行行为管理。虽然二者都可以非
常有效地减少 ADHD 的症状，但它们也有一定的局限
性，例如对治疗无反应和负面副作用等[13]。因此寻找
早期判断 ADHD 儿童的指标，对儿童的生命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
GDNF 是一种糖基化二硫键连接的同源二聚体蛋
白，是 TGF-β的成员 [14]。各种研究已经阐明 GDNF 的
异常表达与多种人类疾病有关。GDNF 配体家族及其
不同的受体系统目前被认为是神经系统中主要的神
经营养网络之一，对各种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发育、
维持和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15]。本研究中 ADHD 儿童
血清中 GDNF 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HIT 组
患者血清 GDNF 水平高于 CT 组，CT 组高于 PIT 组，提
示 GDNF 可能在 ADHD 的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对 ADHD 的临床分型有重要价值；ROC 结果显示，血
清 GDNF 水 平 预 测 ADHD 的 曲 线 下 面 积 为 0.639
(95%CI：
0.555~0.717)，对应的敏感度为 54.12%，特异
度为 66.70%，表明 GDNF 可在一定程度上对 ADHD
进行诊断。
IL-2是一种多效性炎症细胞因子，
由位于人4号染色
体 4q27 位点的基因编码，
分子量约为 45.5 kDa [16]，
在免
疫炎症反应过程中有重要调节作用，有研究发现 IL-2
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内神经递质多巴胺代谢 [17-18]。
本研究中，ADHD 儿童血清 IL-2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且 CT 组 IL-2 水平高于 HIT 组，HIT 组高于 PIT 组，
表明 IL-2 可能参与 ADHD 的发生发展进程，
且对判定
ADHD 临床分型有重要临床意义；研究进一步发现，
血清中 GDNF 与 IL-2 表达水平呈明显正相关，提示
GDNF 与 IL-2 相互影响，进而协同影响 ADHD 发病
进程，但其具体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ROC 结
果显示，IL-2 水平预测 ADHD 的曲线下面积为 0.922
(95%CI：0.865~0.960)，
对应的敏感度为 80.00%，
特异度
为 98.33%，与 GDNF 二者联合预测 ADHD 儿童的 AUC
为 0.927 (95%CI：0.872~0.964)，敏感度为 84.71%，特异
度为95.00%，
特异度为 89.25%，
提示二者联合诊断高于
单独诊断，
可以更好地筛查 ADHD 儿童。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
血清 GDNF、
IL-2 水平、
家庭教育方式粗
暴、
父母关系、
儿童孤单均是发生ADHD的危险因素，
提
示 GDNF、IL-2 共同参与 ADHD 的发生发展，
且二者水
平升高会增加 ADHD 的发生风险，对 GDNF、IL-2 水平

进行早期监控可能有助于诊治ADHD。
综上所述，GDNF 和 IL-2 在 ADHD 儿童血清中均
呈现高表达，二者呈显著正相关，提示二者可能参与
ADHD 的发生、发展，可作为 ADHD 的早期诊断及病
情评估的生物学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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