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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例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及相关因素分析

刘彩兴 、 张少丽 、 宋欣欣 、 李玉焕 、 孙忠国

【摘要】目的　探究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心理社会因素特点及甲状腺激素水平。方法　选

取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 142 例，同时选取 140 例健康女性志愿者作为对照，采用放射免疫法分

析其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甲状腺激素（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FT3）、游离甲状腺激素

（FT4）、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水平，并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生活再适应量表（SRRS）

对研究对象进行心理学调查。结果　与正常健康女性相比，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经历的生活事

件多，获得的社会支持少（P< 0.05），以上因素均为焦虑情绪发生的危险因子；两组间甲状腺激素水

平的比较结果显示，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组 T4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生活事

件多和社会支持少既是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主要特点，也是诱发女性焦虑情绪的危险因子；广泛

性焦虑障碍的女性甲状腺激素水平较高，有利于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的鉴别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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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yroid hormone level and related factors in 142 female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
ders　　LIU Caixing，ZHANG Shaoli，SONG Xinxin，et al. Qingdao mental health center，Qingdao 26603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and the level of thyroid 

hormone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s. Methods　142 female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s were selected，and a total of 140 healthy female volunteers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Radio-immunity 

technique was used to test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T3，T4，FT3，FT4，TSH. The subject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and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women，female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s experienced more life events，get less social support

（P<0.05）. These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The concentration of T4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ore life events and less so-

cial support are the main features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female anxiety. The levels of thyroid hormone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s are higher，which can be helpful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agnosis of female gener-

alized anxiety disorders.

【Key words】Femal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s；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Thyroid hormone

焦虑性神经症简称焦虑症，是以焦虑为主要特

征的神经症，其特征是一种不愉快的内在混乱状态，

通常伴有紧张的行为，如来回踱步，躯体抱怨［1］。

焦虑障碍没有明确病因，其发生一般与心理因素、

神经症人格、长期使用某种药物、过度劳累、躯体

因素等有关，一般以女性居多，但具体致病机制不

明。有研究表明［2］，焦虑症的发病机制与促甲状腺

激素（TSH）、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四碘甲状腺

原氨酸（T4）有关，但对焦虑障碍患者以上各激素水

平的变化特点研究较少。基于以上现状，本课题以

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健

康正常的女性，来探究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的

心理特点和甲状腺激素变化特点，为女性广泛性焦

虑障碍的发病机制与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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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在青岛市精神卫

生中心门诊接诊及接受住院治疗的女性焦虑症患者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心、肾、肝等功能正常；符

合 DSM-IV 中的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无药物

或酒精依赖史、内分泌疾病史、签署知情同意书并

同意参与本次研究。排除标准：近 1 年内有各类抗抑

郁剂、甲状腺素等药物使用史、哺乳期妇女或孕妇、

有电抽搐治疗史、患有重大躯体疾病及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脑垂体类疾病、内分泌疾病等。共纳入女

性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 142 例，平均年龄（44.42±

13.18）岁，初中以上学历 109 人；同时选取青岛大

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查体中心的健康女性志愿者 140
例作为对照，平均年龄为（44.02±12.08）岁，初

中以上学历 105 人。病例组和对照组年龄（t =1.23，

P=0.25）、受教育程度（t =1.45，χ2 =0.26）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由一名医师指导和

解释与实验被试自评相结合完成问卷。本课题中所用

的调查问卷包括：①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以笔答的形式进行 15 分钟，该量表包括主

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等三个维度以及

支持总分。② Thomas Holmes 和 Richard Rahe 编制的

生活再适应量表（SRRS），以问答的形式进行 50 分钟，

用生活改变单位（life change units，LCU）为指标对生

活事件进行定量分析，所有生活改变事件的分数加在

一起后，即代表受试者在特定时间内的压力值。

1 .2 .2　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上午 7~8 点，分

别对病例组和对照组采集 5ml 空腹静脉血，将静

脉血放在 4000（r/min）的离心机中离心 10min，离

心完成后提取血清，采用放射免疫法测量所有研

究对象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甲状腺激素

（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

激素（FT4）、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水平，正常

参考值：T3：1.12~3.30nmol/L、T4：67~163nmol/L、

FT3：1.86~6.43pmol/L、FT4：9.3~22.1pmol/L、TSH：

0.6~4.6mIU/L。

1.2.3　统计学处理　本课题的统计分析主要采

用 SPSS19.0 统计分析软件，采用 t 检验、χ2 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检验水

准 a=0.05，即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比较

在社会支持方面，病例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表1　两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比较

组别 社会支持总分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病例组（n=142） 28.6±2.7 8.6±3.1 16.5±5.7 6.8±2.3

对照组（n=140） 37.3±8.5* 16.8±3.4* 24.9±5.6* 17.1±2.3*

t 4.52 4.69 4.68 5.86

P 0.00 0.00 0.00 0.00

注：*P<0.01

2.2　两组生活再适应量表得分比较

比较两组在生活再适应量表评分数据结果显示，

病例组的生活事件评分高于对照组，病例组经历的

负性社会事件多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

义（P<0.01）。详见表 2。
表2　病例组和对照组生活再适应量表得分比较

组别 生活事件量表评分 负性生活事件

病例组（n=142） 285.9±4.8 105.2±95.8

对照组（n=140） 153.6±5.7 76.9±69.3*

t 5.13 6.39

P 0.00 0.00

注：*P<0.01

2.3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以 P=0.05 为差异显著性水平，将是否焦虑视为

因变量，以年龄、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量表的得分

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详见表 3。
表3　多因素回归分析

因素 偏回归系数 OR值 95％可信限

年龄 0.122 8 1.131 1.106~1.155

生活事件 0.04 40 1.004 1.004~1.005

社会支持总分 -0.016 4 0.984 0.978~0.989

客观社会支持均分 -0.082 1 0.921 0.907~0.935

根据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年龄大、生活事件

多是增加焦虑的共同因素；具有较好的社会支持特别

是客观社会支持等因素可以减低焦虑情绪发生率。

2.4　两组甲状腺功能比较

与对照组的甲状腺功能相比，病例组的 T4 水平

较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TSH、

T3、FT3、FT4 等激素水平差异不大，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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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甲状腺功能指标比较

指标 病例组（n=142） 对照组（n=140） t值 P值

TSH（mIU/L） 2.87±0.99 1.61±1.33 0.390 0.697

T3（nmol/L） 2.09±0.33 2.07±0.89 0.055 0.906

T4（nmol/L） 112.09±18.33a 89.09±17.33 2.556 0.013

FT3（pmol/L） 4.47±1.56 3.32±1.90 1.113 0.274

FT4（pmol/L） 12.43±2.43 13.32±2.78 1.720 0.098

注：a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论

临床上，一些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患者病前有应

激性生活事件，特别是威胁性事件更容易导致焦虑

发作［3］。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明

确。其中神经生物学方面，有神经内分泌紊乱假说

和神经递质假说［4-5］，前者主要有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轴和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活动异常。后者

包括去甲肾上腺素、5- 羟色胺等系统功能亢进。神

经活动与甲状腺功能关系密切，甲状腺可以通过释

放甲状腺激素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主要受影响的

激素包括脑中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 羟色胺

等［6-7］。甲状腺激素神经生化作用的具体机制以及焦

虑障碍与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相关关系，很

少有研究关注，国内外的文献报告也很少［8-9］。本研

究希望通过比较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女性与健康正常

女性其甲状腺激素水平，来探究广泛性焦虑障碍女

性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健康正常女性的差异及变化

特点，结果提示，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女性，其甲状

腺激素水平较健康正常女性高，差异具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P<0.05）。这可能与焦虑症的核心症状焦虑

情绪有关。病例组患者中 T4 水平高很可能由其较高

的警觉水平导致。异常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广泛性

焦虑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睡眠及饮食问题的产生

也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甲状

腺激素、肾上腺素能受体及胆碱能受体之间是相互

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甲状腺激素可以易化去甲肾上

腺素的神经传递作用，甲状腺激素水平上升可以使

突触前膜释放去甲肾上腺素的量减少，突触后膜α

受体减少，β受体数目上调，由此焦虑情绪明显。

对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心理特点分析显示，经

历的生活事件多和获得的社会支持少是女性广泛性焦

虑障碍的主要特点，是女性焦虑情绪发生的高危险因

子。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差异不大［10］。随着年龄的增

长，女性出现广泛性焦虑障碍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这可能与焦虑障碍者的神经认知功能改变有关［11］。

综上所述，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与女性的广泛性

焦虑障碍存在相关性，甲状腺水平升高可能会增加

广泛性焦虑障碍的风险。在临床工作中，可以检测

甲状腺激素水平，将其水平的升高视为广泛性焦虑

障碍的生物学指标，对焦虑症患者进行相应鉴别和

诊断，从而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治疗将产生重大的

积极作用。生活事件多和社会支持少等心理社会状

态是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危险因子。因此，我们

应积极采取一级预防，减少生活事件的发生，多给

予社会支持，通过及时、有效的心理沟通和辅导，

以减少女性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发生。

此外，甲状腺激素水平的调控对焦虑障碍者症

状的控制方面具有指导意义，有效的控制女性体内

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控制

焦虑易感者发生焦虑情绪呢？其具体的神经生化作

用机制是什么？以往的实验研究并未给出详细解释，

本研究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甲状腺激素对女性广泛

性焦虑障碍的作用特点、作用机制亟待更多的科学

研究。此外，我们此次的研究对象全部为女性广泛

性焦虑障碍患者。在将来的研究中，我们会纳入男

性患者作为对照，进一步探讨性激素与广泛性焦虑

障碍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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