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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患者血清COR、E2、5-HT、血浆孤啡肽水平变化及其相关性分析

王彦英 1 、 王　淑 1 、 王丽萍 1 、 刘红彦 2

【摘要】目的　探讨产后抑郁与患者血清 5- 羟色胺（5-HT）、皮质醇（COR）、雌激素（E2）、血

浆孤啡肽变化的关系。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月确诊的产后抑郁患者 80 例（抑郁

组）、选取同期分娩未发生产后抑郁的 80 例产妇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两组产妇的血清 COR、E2、

5-HT 及血浆孤啡肽水平，并分析上述指标与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的相关关系。结果　

Logistic 回归分析：抑郁组的血浆孤啡肽水平升高、血清 5-HT 水平降低是产妇并发产后抑郁的独立

危险因素（P< 0.05）。结论　血浆孤啡肽水平升高、血清 5-HT 水平降低可能导致产妇发生产后抑郁，

产后检测这两项指标有利于产后抑郁的早期诊断及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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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plasma COR，E2，5-HT and plasma orphanin peptides in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
sio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WANG Yanying，WANG Shu，WANG Liping，et al.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Puyang Third People's Hospital，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serum serotonin

（5-HT），cortisol（COR），estrogen（E2），plasma orphanphin. Methods　A total of 80 cases of postpartum depres-

sion（depression group）diagnosed in our hospital（2012.12~2017.12）and 80 case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with no 

postpartum depression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Serum COR，E2，and 5-HT were measured in two groups of 

women. Plasma orphanin levels were analyzed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above indicators and the Edinburgh Postpar-

tum Depression Scale（EPDS）score were analyzed. Result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levated plasma 

orphanphin levels and decreased serum 5-HT levels in the depressive group were independent of m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Risk factors（P<0.05）. Conclusion　Elevated plasma orphanphin levels and decreased serum 5-HT lev-

els may lead to m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and postpartum testing may facilitate ear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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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具有一

定的上升趋势，现阶段我国产后抑郁的发病率可达

272-483/1 万产妇左右［1］。血清生物学因子的改变能够

影响脑组织神经细胞的功能，进而促进了异常电生理

现象的发生。5- 羟色胺（5-HT）的下降能够导致神经

元抑制性突触后电位的发生，导致大脑皮层组织的神

经递质的传递异常［2］；皮质醇（COR）作为肾上腺系统

类激素，其可能通过影响儿茶酚胺的代谢，进而调节

多巴胺或者 5-HT 的表达，导致产后抑郁的发生；雌激

素（E2）作为性激素，其浓度的下降能够影响 5-HT 的

修饰和转录过程，间接影响产后抑郁的发生［3］；血浆

孤啡肽近年来被认为能够抑制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

导致神经元电活动的抑制性表现的出现［4，5］。为了揭

示产后抑郁患者血清 COR、E2、5-HT 及血浆孤啡肽

的变化及其意义，本次研究收集了产后抑郁产妇，探

讨了其血清学指标的波动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2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月确诊的产

后抑郁患者 80 例（抑郁组）、选取同期分娩未发生产

后抑郁的 80 例产妇作为对照组。抑郁组，年龄 22~38
岁，平均为 28.5±3.1 岁，受教育年限 12.5±3.1 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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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1±0.4 次，新生儿性别：男 39 例、女 41 例，分娩

方式：剖宫产 25 例、顺产 55 例；新生儿体质量 3119.8
±188.4g。对照组，年龄 22~39 岁，平均为 28.3±3.3
岁，受教育年限 12.2±3.3 年；产次 1.0±0.5 次，新生

儿性别：男 45 例、女 35 例，分娩方式：剖宫产 22 例、

顺产 58 例；新生儿体质量 3108.4±200.1g。两组产妇

的年龄、文化程度、产次、新生性别、新生儿体质量、

分娩方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1）产妇年龄范围 22~39 岁；（3）产

后抑郁的诊断标准以产后第 3 天的 EPDS 量表评分≥

10 分作为标准；（3）两组产妇均本院建卡、进行常

规产前检查、分娩；（4）本研究获得研究对象及其

家属的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

（2）合并恶性肿瘤疾病；（3）既往具有精神疾病病

史：（4）药物滥用史；（5）认知功能障碍；（6）既

往伴有甲状腺功能疾病；（7）新生儿伴有出生缺陷；

（8）伴有产后出血；（9）近 1 个月内产妇家庭发生

负性生活事件。

1.2　指标检测方法

采集入院后静脉血，离心后收集上清液，采用

免疫发光法检测 COR、E2、5-HT 及血浆孤啡肽水

平，检测仪器为美国 Bio-Bad 全自动酶标仪，配套

试剂盒购自罗氏检测公司。

1.3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共包含 10 个项

目，分别为：心境、乐趣、自责、焦虑、恐惧、失眠、

应付能力、悲伤、哭泣、自伤等，满分 30 分，评分

越高表示患者的抑郁程度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表述采用（x±s）表示，数据统计分析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相关性

分析采用 Pearson 线性相关分析法；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P 值 <0.05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统计软件采用 SPSS16.0 版本。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的血清 COR、E2、5-HT 及血浆

孤啡肽对比

抑郁组的血浆孤啡肽水平显著的高于对照组

（P<0.05），抑郁组的血清 E2、5-HT 水平显著的低

于对照组（P<0.05），抑郁组和对照组的血清 COR 水

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表1　两组产妇的血清COR、E2、5-HT及血浆孤啡肽对比（x
±s）

组别 n COR（μg/dl）E2（pg/ml）5-HT（pg/ml）孤啡肽（ng/L）

抑郁组 80 28.5±5.1 32.9±8.4 198.5±47.3 28.4±7.9

对照组 80 27.3±5.8 41.6±14.2 466.1±82.0 10.9±3.2

t值 1.554 -5.273 -28.268 20.531

P值 0.122 0.000 0.000 0.000

2.2　产后抑郁产妇的血清 COR、E2、5-HT 及

血浆孤啡肽与 EPDS 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抑郁组的血浆孤啡肽水平与 EPDS 评分呈正相

关关系（P<0.05），抑郁组的血清 E2、5-HT 水平

与 EPDS 评分呈负相关关系（P<0.05），抑郁组血清

COR 水平与 EPDS 评分无相关性（P>0.05）；（表 2）。
表2　产后抑郁产妇的血清COR、E2、5-HT及血浆孤啡肽与

EPDS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观察指标 相关系数 COR E2 5-HT 孤啡肽

EPDS评分 r值 0.109 -0.557 -0.738 0.614

P值 0.116 0.000 0.000 0.000

2.3　产后抑郁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发生产后抑郁作为因变量、两组产妇的

一般资料、血清 COR、E2、5-HT 及血浆孤啡肽作

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抑郁组的血浆孤啡

肽水平升高、血清 5-HT 水平降低是产妇并发产后抑

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表 3）。
表3　多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SE Walds P OR
95％CI

上限 下限

年龄 0.448 0.287 2.437 0.215 1.565 0.892 2.747 

受教育年限 0.209 0.116 3.246 0.104 1.232 0.982 1.547 

产次 -0.167 0.109 2.347 0.218 0.846 0.683 1.048 

新生儿性别 0.226 0.142 2.533 0.200 1.254 0.949 1.656 

新生儿体质量 -0.309 0.177 3.048 0.117 0.734 0.519 1.039 

分娩方式 0.211 0.163 1.676 0.347 1.235 0.897 1.700 

COR 0.176 0.135 1.700 0.320 1.192 0.915 1.554 

E2 -0.417 0.224 3.466 0.083 0.659 0.425 1.022 

5-HT -0.628 0.296 4.501 0.047 0.534 0.299 0.953 

孤啡肽 0.498 0.215 5.365 0.018 1.645 1.080 2.508

3　讨论

产后抑郁的发生主要考虑与孕期的心理应激性

变化有关，在合并有相关精神系统疾病家族史的人

群中，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可进一步的上升［6］。长

期的临床回顾性分析研究证实，产后抑郁的发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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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显著影响产妇的临床结局［7，8］

5-HT 的代谢水平与产后抑郁的关系较为明确，

其浓度的下降能够影响大脑皮层组织的神经电兴奋

的程度，导致抑制性神经突触后电位的形成，促进

了抑郁症的发生［9］；E2 表达下降能够导致多巴胺的

合成减少和皮质醇激素的代谢过程障碍，影响多巴

胺的生理效应［10，11］；血浆孤啡肽能够影响机体的代

谢水平，降低神经元细胞的代谢活性，能够通过对

神经元细胞线粒体能量利用代谢水平的影响，从而

参与到神经系统或者精神系统疾病的发生过程中［12］。

中枢神经系统中 COR、E2、5-HT 等物质的变化能

够直接参与到抑郁症的发生过程，而血清中相关指

标的改变，能够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脊液中，进而

发挥其生理性的作用。

本次研究中可以发现产后抑郁组产妇的血浆孤

啡肽的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产妇，差异较为明显，

提示了血浆孤啡肽可能参与到了产后抑郁的发生过

程，这主要由于血浆孤啡肽的表达上升能够导致中

枢神经纤维的神经电位的去极化障碍，同时过度上

升的血浆孤啡肽能够加剧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导致

神经纤维鞘膜组织的破坏。而产后抑郁症产妇血清

中 E2、5-HT 的表达浓度均显著的下降，提示了 E2、

5-HT 的表达浓度的维持可能对于产后抑郁症具有

一定的保护性作用。董金菊等［10］研究者也认为，在

抑郁症患者血清中，雌激素的表达浓度可平均下降

35％以上，同时在抑郁症评分较为严重或者病程较

长的患者中，雌激素的表达浓度可进一步的下降。

笔者通过荟萃国内外相关文献，认为 E2、5-HT 的

表达波动与抑郁症的发生关系主要考虑与下列几个

方面的因素有关［13］：（1）E2 的表达下降能够导致多

巴胺羧基末端的磷酸化修饰过程障碍，导致多巴胺

的生理活性功能的下降；（2）5-HT 的表达下降影响

到了神经突触间隙中的 5-HT 浓度，导致神经电冲

动传递过程的障碍。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

是评估产后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病情的重要指标，在

EPDS 明显上升的患者中，血浆孤啡肽的表达浓度可

进一步的上升，而 5-HT 或者 E2 的表达浓度可进一

步的下降，相关指标与 EPDS 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提示了血浆孤啡肽、5-HT 及 E2 与产后抑郁症的病

情严重程度的关系。最后本次研究发现，抑郁组的

血浆孤啡肽水平升高、血清 5-HT 水平降低是产妇并

发产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提示了孤啡肽、

5-HT 等与产后抑郁症的关系。

综上所述，血浆孤啡肽水平升高、血清 5-HT

水平降低可能导致产妇发生产后抑郁，产后检测这

两项指标有利于产后抑郁的早期诊断及干预。本次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未能探讨 COR、E2、5-HT 诊断

产后抑郁症的诊断学价值和诊断学临界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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