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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抑郁发作患者甲状腺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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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女性抑郁发作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及相关性分析。 方法　随

机选取在我院住院、符合 ICD-10 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的女性患者 70 例入观察组，招募与观察组相匹配

的 70 例健康志愿者入对照组。观察组测定基线与艾司西酞普兰治疗 4 周末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同

时给予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17）和 14 项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4），对照组测

定基线甲状腺激素水平。比较两组基线甲状腺激素水平、观察组治疗前后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及相

关性。 结果　基线期观察组血清 T3、T4、FT3、FT4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均＜ 0.01，t=1.99、1.41、

2.47、3.34）；观察组治疗 4 周末较基线期 FT4 水平有所升高（P<0.05，t=3.687）。观察组 FT3、FT4 水

平与 HAMA-17、HAMD-14 评分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TSH 水平与病程呈正相关（P<0.05）。 

结论　女性抑郁发作患者甲状腺功能发生改变，可能与病程、焦虑和抑郁的严重程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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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yroid function in female depressive patients 
　　LI Wenfeng，TANG Guangzheng，LI Meng，et al. Zhengzhou Eighth People’s Hospital，Zhengzhou Mental 
Health Center，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and correlation of serum thyroid hormon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de-

pressive episod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70 female patie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and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ICD-10 depressive episodes were enroll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70 healthy volun-

teers match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enroll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measured serum thy-

roid hormone levels at baseline and escitalopram for 4 weeks，and administered 17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s

（HAMD-17）and 14 Hamilton Anxiety Scales（HAMA-14）. Hormone levels. The baseline thyroid hormone level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the changes and correlations of thyroid hormone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T3，T4，FT3，and FT4 in the baselin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t=1.99，1.41，2.47，3.34）.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ncreased at the 

4th week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FT4 level. High（P<0.05，t=3.687）. The levels of FT3 and FT4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s of HAMA-17 and HAMD-14（P<0.01），and the 

levels of TSH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urse of disease（P<0.05）. Conclusion　Changes in thyroid function in 

women with depressive episodes may be related to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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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减退者常常伴发抑郁情绪，抑郁发

作患者中亚临床甲减的检出率也比较高［1］，甲状腺

激素及相关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会导致患者出现心

烦、急躁、静坐不能、躯体不适等各种焦虑症状［2］。

这种情绪的异常一般伴有轻度的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而显性的甲状腺疾病却很少见［3］。本研究对比女性

抑郁发作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的甲状腺功能，并对比

观察组治疗前后甲状腺功能水平，探讨抑郁发作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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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甲状腺功能水平变化及其相关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7 年 9 月在我院住院女性

抑郁发作患者 70 例作为观察组，年龄 18~63 岁，平

均年龄（30.2±10.7）岁，病程 1~240 月，平均受教

育年限（8.53±4.67）年。对照组为我院体检中心的

70 名健康女性，年龄 16~65 岁，平均年龄（32.1±

11.2）岁，平均受教育年限（8.27±4.39）年。采取 X2

检验两组年龄、受教育年限等资料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本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

文号 1501），所有患者及志愿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诊断及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①所有纳入观察组病例参照国际疾病

诊断标准第十版（ICD-10）符合抑郁发作诊断标准；

② HAMD 评分≧ 17 分；③ HAMA 评分≧ 14 分；④近

一周时间未接受过抗抑郁药、抗焦虑药、抗精神病

药等药物治疗。排除标准：①伴发严重躯体疾病；②

有酒精等非活性物质依赖；③脑器质性精神障碍；④

对本研究药物过敏。健康对照组为在我院体检的健

康女性，排除内分泌系统等躯体、精神疾病。

1.3 　治疗方法

观察组服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起始剂量为

10mg 晨顿服，连续服用两周，后根据患者病情缓解

程度和耐受程度调整药物剂量增加艾司西酞普兰至

15~20mg/d，连续用药 4 周，最大剂量不超过 20mg/d。

1.4 　观察指标

1.4.1 　甲状腺功能测定　 观察组于基线期、治疗

4 周末分别于清晨抽空腹肘静脉血 5ml，分离出血清，

采用化学发光法分别测定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四

碘甲状腺原氨酸（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

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素（TSH）。试剂盒

的正常范围（T3（0.66~1.61ng/ml）、T4（5.44~11.85ug/

dL）、FT3（3.53~4.21pg/mL）、FT4（0.59~1.25ng/mL）、

TSH（0.49~4.91uIU/mL））。对照组基线期于清晨抽空

腹肘静脉血 5ml，送我院化验室，测定方法同观察组。

所有检验均由一人按照操作说明完成。

1.4.2 　抑郁、焦虑评分　分别于基线期、治疗

4 周末用 HAMA-14、HAMD-17 评估患者焦虑、抑

郁改善情况。

1.5 　数据统计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包处理。计

量资料用（x±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t 检验，观察

组基线期甲状腺功能与病程、HAMA、HAMD 相关

性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线期观察组与对照组甲状腺功能水平比较

观察组血清 T3、T4、FT3、FT4 水平均低于对

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TSH 水平两组之间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基线期观察组与对照组甲状腺功能水平比较

组别 n T4 T3 TSH FT4 FT3

观察组 70 8.83±3.20 1.40±0.46 3.11±1.92 0.65±0.42 3.27±1.45

对照组 70 9.91±3.78 1.68±0.46 2.36±1.88 0.73±0.44 3.43±1.37

t 1.41  1.99 -2.34 3.34  2.47

P  0.009 ＜0.001  0.733  0.001 ＜0.001

2.2　观察组治疗前后甲状腺功能水平比较

FT4 水平在基线期与治疗 4 周末有统计学差异

（P<0.05，t =3.687）。余 T4、T3、TSH、FT3 治疗

前后无统计学差异（P 均＞ 0.05），见表 2。
表2　观察组治疗前后甲状腺功能水平比较

组别 T4 T3 TSH FT4 FT3

治疗前 8.83±3.20 1.40±0.46 3.11±1.92 0.65±0.42 3.27±1.45

治疗4周 9.08±3.71 1.44±0.49 2.96±1.90 0.68±0.39 3.72±1.35

t 1.111 1.520 -0.989  3.687 1.597

P 0.268 0.131  0.324 ＜0.001 0.113

2.3　观察组基线期甲状腺功能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T4 水平与 HAMA 总

分呈正相关（P<0.05）；TSH 水平与病程呈正相关、

与 HAMD 总分呈负相关（P<0.05）；FT3、FT4 水平

与 HAMA、HAMD 评分呈正相关（P<0.01）。T3 水

平与抑郁症患者年龄、病程、睡眠、HAMA、HAMD

评分均无相关性（P>0.05），见表 3。
表3　观察组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相关性分析（r）

项目 年龄 病程 睡眠 HAMA总分 HAMD总分

T4  0.000  -0.042  -0.243  0.167*  0.113

T3 -0.059  0.387  -0.206 0.152 0.136

TSH  0.185  0.328*  -0.312 -0.141 -0.181*

FT4  0.002 -0.130  -0.395 0.412**  0.292**

FT3 -0.871  0.254  -0.187 0.249**  0.297**

注：*P<0.05，**P<0.01

3　讨论 
目前认为抑郁发作的发病与患者下丘脑 - 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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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甲状腺轴有密切关系。甲状腺激素在中枢神经

中的作用是加速多种神经递质的合成及代谢速度，

促进 RNA 的转录及蛋白质的翻译［4］。甲状腺素易化

去甲肾上腺素能的神经传递作用，影响β- 肾上腺素

受体或 5- 羟色胺（5- HT）受体使情感高涨，神经兴

奋性增强，而甲状腺素水平的低下则引起抑郁的发

生［5］。甲状腺水平的轻微变化依然对患者的大脑神

经递质的调节产生一定的影响，亚临床甲状腺功能

减退可能与抑郁发作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6，7］。在

抑郁发作患者中，HPT 轴负反馈调节功能存在一定

的障碍，腺垂体 TSH 不能像正常水平那样合成和释

放，甲状腺激素之间相互转化的功能也可能存在障

碍，从而导致了甲状腺功能的降低。 

本研究表明观察组的血清甲状腺水平 T3、T4、

FT3、FT4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而 TSH 水平两组无明

显差异。并且两组甲状腺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与

李强等［8］研究结果保持一致。由此提示抑郁发作患者

甲状腺功能水平的改变与甲状腺自身的疾病并无相

关性，更可能源于抑郁发作患者自身体内激素水平

代谢异常，这种异常的变化又反馈调节了患者甲状

腺功能，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但这种变化可能非常

轻微，以至于没有检测到患者甲状腺功能超出正常

范围。患者治疗前后比较，仅 FT4 水平在治疗前后

有统计学意义。研究发现［9］ 在甲状腺激素中 T4 不能

进入外周组织细胞，T4 是 T3 的激素原，只有在转化

成为 T3 后才会发挥作用。而 FT3、FT4 不易受蛋白

质的影响，且 FT3 的活性较 FT4 更强，但 FT4 较 FT3
更为敏感。由此可以推断抑郁发作患者经抗抑郁药

物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提升了患者血清中 5- 羟色胺

浓度［10］，由于 5- 羟色胺与甲状腺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升高了 FT3、FT4 浓度，由于 FT4 敏感度高在血清中

更易被检测到，治疗四周末就检测到了变化。

对抑郁发作患者血清甲状腺功能相关性分析发

现，抑郁发作患者血清甲状腺功能水平与年龄、病

程均无相关性，与张敏［11］等认为随病程的增加患者

T3 在偏低水平下呈现由低到高的趋势，T4 在病程

12~40 个月时出现正常范围内的低峰与对照组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P<0.01）的研究不太一致。考虑女

性患者与男性患者的激素水平不太一致，并且女性

患者雌性激素在一生中波动较大，在疾病早期可能

起一定的保护性机制，故而相关性不明显。而将患

者 HAMA、HAMD 评分与甲状腺功能进行相关性分

析发现 T4 水平与 HAMA 总分相关（P<0.05），TSH

水平与 HAMD 总分相关（P<0.05），FT3、FT4 水平

与 HAMA、HAMD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表

明 FT3、FT4 水平在女性抑郁发作患者中较为敏感，

其水平变化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女性抑郁发作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

异于正常人。临床医师在治疗女性抑郁发作患者中

应重视甲状腺功能的检测，特别是 FT3、FT4 可为判

断女性抑郁发作病情严重程度提供支持。但由于本

研究所收集样本量偏少，且未纳入男性患者，不能

够很好的阐明抑郁发作患者与甲状腺功能之间的关

系，有待于以后增加样本量，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

的关系，并为抑郁发作的发病机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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