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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二甲双胍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疗效及其心理健康和血清单胺类神
经递质浓度的关系

荣　晅 、 彭建美 、 宋　宇 、 董春萍 、 王爱玲

【摘要】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对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的疗效及其心理健康和血清单胺类

神经递质浓度的关系。方法　①给 PCOS 患者二甲双胍片口服治疗 12 周。治疗前后分别计算 PCOS

患者的 BMI 指数和腰臀比（WHR），检测其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和睾酮、硫酸脱氢表雄酮、性

激素结合球蛋白的含量水平，同时检测抑郁焦虑情况。②将所有入组者分为单一抑郁或焦虑组、抑

郁伴焦虑组和非 PCOS 组患者，分析上述患者的 HAMA、HAMD 量表评分及其血清单胺类神经递

质浓度。结果　①治疗后，PCOS 患者的 BMI、WHR 及血清 T、DHEAS、LH、FSH、SHBG 含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焦虑抑郁评分也明显下降；②与非 PCOS 组相比，单一抑郁或焦虑组的 E、NE

浓度及抑郁伴焦虑组的 HVA、5-HIAA 浓度明显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与单一抑郁或焦虑组相

比，抑郁伴焦虑组中 E、NE 浓度明显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二甲双胍口服药物不仅能改善

PCOS 患者的代谢产物，而且还能改善 PCOS 患者的心理状态及异常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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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etformin o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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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etformin o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serum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 concentration in those patients. Methods 

① PCOS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12 week metformin tablets. The BMI index，WHR，the level of follicular stimulating 

hormone，corpus luteinizing hormone，testosterone，sex hormone-binding globulin，dehydroepiandrosterone sul-

fate and the level of depression/anxiety in PCOS patients were detected. ② The HAMA and HAMD scale score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in all th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① The contents of BMI，WHR 

and serum T，DHEAS，LH，FSH and SHBG were improved in patients with PCOS after treatment. ② Compared with 

the non-PCOS group，the levels of HVA and 5-HIAA in the single depression or anxiety group and depression/anxiet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③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depression or anxiety group，the levels of E and NE in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Conclusion Metformin oral drugs can not only im-

prove the metabolites of patients with PCOS，but also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 and abnormal mood of PCO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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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育龄妇女中常见疾

病 ［1］。主要特征为伴有胰岛素的抵抗、黄体生成素

与促卵泡素的比值升高、高雄激素血症和长期的无

排卵［2］。临床表现为多毛、肥胖、痤疮、不孕、闭

经、或月经紊乱等 ［3］。二甲双胍能够显著提高患者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使 PCOS 月经紊乱现象逐渐趋于

平稳，睾酮水平逐渐正常［4］。本文拟研究二甲双胍

对 PCOS 患者的疗效并探讨 PCOS 患者焦虑抑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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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浓度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择取 8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非

PCOS 患者 20 例，PCOS 患者 60 例。收治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所有患者均来自于本

院妇科门诊，年龄均在 17 岁至 40 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 30.39 岁，其中处于青春期的患者为 10 人，生

育期 70 人。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PCOS 的诊断标准：需至少符合以下标准中的两

条：①卵巢多囊改变；②患有高雄激素血症；③不排

卵或减少排卵；排除标准：排除由于其他疾病导致的

高雄激素；重大躯体疾病；有精神病史的患者。

1.3　方法 

1.3.1　治疗：60 例 PCOS 患者自经期的第 1 至

3 天起口服二甲双胍片（BH20080142，规格：每片

0.5g），每日 3 次，每次 1 片。连续用药 12 周。分别

于治疗前后检测 PCOS 患者体重、臀腰围，计算 BMI

和 WHR 及抑郁焦虑情况。并分别检测卵泡刺激素

（FSH）、黄体生成素（LH）和睾酮（T）的含量水平

（使用化学发光法）以及硫酸脱氢表雄酮（DHEAS）、

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的含量水平（使用 ELISA

法）。用 HAMA 及 HAMD 对 80 例患者进行调查。

HAMA 统一采用五级评分法（0-4 分），无焦虑：<7

分；可能有焦虑：7-13 分；有焦虑：14-20 分；明显焦

虑：21-28 分；严重焦虑：≥ 29 分。HAMD 为 24 版本，

轻度抑郁：8-17 分；中度抑郁：18-24 分；重度抑郁：

>24 分。

1.3.2　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浓度：根据调查结

果将上述 PCOS 患者分为 3 组，即单一抑郁或焦虑组

20 例患者、抑郁伴焦虑组 40 例患者、非 PCOS 组患

者 20 例。分别检测所有患者的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

浓度。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

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两变量间相关性采

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方法分析。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COS 患者 BMI、WHR、焦虑抑郁评分及

血清 T、DHEAS、LH、FSH、SHBG 含量对比

PCOS 患者在治疗后，其 BMI、WHR、焦虑抑

郁评分及血清 T、DHEAS、LH、FSH、SHBG 含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 BMI 降低值约为 1、WHR

降低值约为 0.05、焦虑抑郁评分降低值约为 3 分、T

降低值约为 1、DHEAS 降低值约为 40、LH 降低值

约为 5、FSH 降低值约为 0.3、SHBG 升高值约为 27，

比较治疗前与治疗后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PCOS患者BMI及WHR对比

BMI WHR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治疗前 25.95±2.04 0.86±0.15 10.23±2.05 9.56±3.65

治疗后 24.99±2.02 0.81±0.02 7.06±1.02 6.03±1.25

t 2.59 2.047 10.734 7.087

P 0 0.0428 0 0

表2　血清T、DHEAS、LH、FSH、SHBG含量对比

T（nmol/L） DHEAS（μg/mL） LH（U/L） FSH（U/L） SHBG（nmol/mL）

治疗前 2.21±0.69 326.05±6.57 10.68±3.02 5.29±1.05 58.95±6.29

治疗后 1.25±0.39 186.32±3.65 5.58±2.69 5.01±0.22 72.59±5.64

t 9.382 144.008 9.768 2.022 12.506

P 0 0 0 0.0455 0

另外，治疗前后 PCOS 患者的 HCG 日内膜的厚度

增加了约 4 毫米，卵泡的成熟时间缩短了约 4 天，单卵

泡的排卵率增加了约 45％，排卵率增加了约 30％，妊

娠率增加了约 25％等，比较治疗前后数据，P<0.05。

2.2　各组患者的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

物的浓度

抑郁伴焦虑组中血清 E 和 NE 比单一抑郁或焦

虑组相比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单一抑郁或焦

虑组血清 E 和 NE 浓度明显低于非 PCOS 组；抑郁伴

焦虑组中血清 HVA 和 5-HIAA 的浓度明显高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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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二甲双胍是双胍类降糖药，能够升高患者对胰

岛素敏感性，延长胃肠道对葡萄糖的摄取时间，抑

制患者肝肾糖原异生以及增加外周的葡萄糖的利用

率等［5］。同时能够降低细胞色素 P450 酶的活性、减

少游离的雄激素的指数、降低血清Ｔ及胰岛素的分

泌，缓解高雄性激素血症和促进患者的卵巢排卵

等等。体外研究发现［6］，二甲双胍还能够有效促进

BALB/c 小鼠的下丘脑的神经元合成和释放 GTl-7 细

胞以及合成、释放 GnRH，这说明二甲双胍在改善

PCOS 患者的心理因素及情绪方面也是有一定作用

基础的［7］。本研究发现：二甲双胍改善了 PCOS 患者

的代谢情况、内分泌情况和心理状态，验证了上述

观点。

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包括 5-HT、DA、NE 等。

其中 NE 是肾上腺素能释放的最主要神经递质［8］。抑

郁伴焦虑患者外周的交感神经兴奋性显著增高，通

过血清 NE 及 E 浓度能够判断患者的焦虑或抑郁症

状［9，10］。5-HT 能的神经传递机能减退，除了引起情

绪障碍（焦虑抑郁）的生成，还能通过对其他递质

活动的影响而诱发产生抑郁症［11］。DOPAC 为 DA 在

MAO 作用下所生成代谢的中间物，经 COMT 作用而

形成 HVA，其中 DA 为下丘脑及脑垂中一种较关键

的神经递质，可以直接影响到人情绪［12］。研究显示，

抑郁伴焦虑组患者的血清 HVA 较非 PCOS 组患者明

显增加，而 DOPAC 仅稍有增加，说明 DA 对抑郁或

焦虑症的发生有一定的意义。本研究也发现不同的

抑郁、焦虑患者其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有不同特点。

 综上所述，二甲双胍口服药物不仅能改善 PCOS

患者的代谢、内分泌，还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PCOS 患者的同时也存在着血清单胺类的神经递质的

PCOS 组（P<0.05）。

2.3　HAMA 及 HAMD 的评分和血清单胺类神经

递质及代谢产物的相关分析

对上述三组的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代谢产物

浓度和 HAMA 及 HAMD 的量表评分进行 Spearman 的

相关分析。研究发现，HAMA 及 HAMD 的量表评分

和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代谢产物间虽有一定的相

关性详见表 4、5。

表3　各组患者的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物的浓度（ng/L）

组别 例数 NE E 5-HT 5-HIAA HVA DOPAC

非PCOS组 20 4.69±1.85 3.91±2.23 129.45±60.23 0.19±0.04 0.84±0.27 128.83±66.38

单一抑郁或焦虑组 20 1.92±0.99# 2.60±0.84# 112.54±83.05 0.48±0.26 1.30±0.57 104.69±38.26

抑郁伴焦虑组 40 4.49±1.03* 4.47±2.26* 138.5±33.21 0.96±1.03# 1.69±0.97# 142.21±53.04

注：*P<0.05-单一抑郁或焦虑组；#P<0.05-非PCOS组

表4　HAMA评分和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代谢产物的相关分析

组别 n HAMA评分
相关系数 

NE E 5-HT HVA 5-HIAA DOPAC

非PCOS组 20 3.41±1.02 -0.392 -0.07 0.01 -0.18 -0.23 -0.2

单一抑郁或
焦虑组

20 26.82±2.19 0.21 0.28 -0.04 0.19 -0.02 -0.05

抑郁伴焦虑
组

40 33.37±1.02 0.27 0.22 -0.36 -0.09 -0.11 0.18

表5　HAMD评分和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代谢产物的相关分析

组别 n HAMD评分
相关系数 

NE E 5-HT HVA 5-HIAA DOPAC

非PCOS组 20 3.63±1.52 0.13 -0.25 -0.11 -0.26 0.11 -0.2

单一抑郁或
焦虑组

20 30.3±2.11 -0.12 0.06 -0.03 -0.13 0.54 -0.01

抑郁伴焦虑
组

40 32.5±3.01 -0.24 -0.13 -0.02 -0.04 -0.17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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