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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

薄耀杨 、 王　丽

【摘要】目的　分析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出现抑郁的风险因素。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在我院就诊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伴抑郁患者 30 例作为合并组，另外在选取同时期未合并抑郁症的

患者 30 例作为未合并组，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DBP、SBP、FPG、2hPG、FINS、HOMA-IR、

TG、HDL-C、MS 发生情况、血清［25（OH）D］水平、BDI 评分，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多囊卵巢

综合征患者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　合并组患者的体质量指数显著高于未合并组（P< 0.05），

有抑郁症家族史比例显著高于未合并组（P< 0.05），SBP、FINS 均显著高于未合并组（P< 0.05），TG

显著高于未合并组（P< 0.05），MS 发生率 56.7％（17/30）显著高于未合并组 33.3％（10/30）（P< 0.05），

血清［25（OH）D］水平显著低于未合并组（P< 0.05），BDI 评分显著高于未合并组（P< 0.05）。血

清［25（OH）D］水平与 BDI 评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361，P< 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有抑郁症家族史、MS、血清［25（OH）D］

水平 <11.5 μg/L（P< 0.05）。结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抑郁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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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BO Yaoyang，WANG Li. Xiany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Methods　30 cases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8 to May 2019 

were selected as combined group，and the 30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atients without depression as non-combined 

group. The general data，DBP，SBP，FPG，2hPG，FINS，HOMA-IR and TG，HDL-C，incidences of MS，serum ［25
（OH）D］ levels，BDI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n-combined 

group，the body mass index（BMI），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history of depression，SBP，FINS，TG，the incidence 

of MS and BDI score in the combin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the serum ［25（OH）D］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P<0.05）. The serum ［25（OH）D］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DI score（r=-0.361，

P<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polycys-

tic ovary syndrome included family history of depression，MS and serum ［25（OH）D］ level < 11.5 ug/L（P<0.05）. 

Conclusion　Serum vitamin D level is close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Keywords】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Risk factors；Serum vitamin D level；Depression

多囊卵巢综合征属于一种内分泌与代谢紊乱性

疾病，青春期女性、育龄女性是高发人群，育龄女

性的发病率达 5％~10％ ［1］，不孕、多毛、月经紊乱

是其主要临床表现，子宫内膜癌、高血压等是其远

期并发症，对女性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影

响［1］。本研究分析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出现抑郁

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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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在我院就诊的多

囊卵巢综合征伴抑郁患者 30 例作为合并组，另外在

选取同时期未合并抑郁症的患者 30 例作为未合并

组。合并组患者年龄 18~34 岁，平均（24.7±4.6）岁；

体质量指数 23~26kg/m2，平均（26.3±1.8）kg/m2。

在抑郁症家族史方面，8 例有，22 例无；在伴随症

状方面，18 例为多毛，15 例为痤疮。未合并组患

者年龄 19~34 岁，平均（25.2±4.8）岁；体质量指数

22~26kg/m2，平均（25.5±1.9）kg/m2。在抑郁症家

族史方面，4 例有，26 例无；在伴随症状方面，17
例为多毛，14 例为痤疮。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伴随症状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符合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诊断标

准［2］；2）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近 3 个月内服

用过抗抑郁药、维生素 D 制剂；2）缺乏良好的依从

性。

1.3　方法

对两组患者的舒张压（DBP）、收缩压（SBP）进

行测量。同时，在两组患者月经周期 3-5d 将其清

晨空腹静脉血采集下来，离心将血清分离出来，对

其血清空腹血糖（FPG）、胰岛素（FINS）、三酰甘油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25- 羟维生

素 D［25（OH）D］水平进行测定。运用稳态模型评

估法将两组患者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计

算出来，计算方法为 FPG 与 FINS 之积除以 22.5［3］。

同时，对两组患者进行 75g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对其餐后 2h 血糖（2hPG）水平进行测定。

此外，统计两组患者的代谢综合征（MS）发生情况，

评定标准为超重或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紊

乱。采用贝克抑郁量表 - Ⅱ（BDI）对两组患者的抑

郁程度进行评定，14~19 分、20~28 分、29~63 分分

别评定为轻度、中度、重度抑郁［5］。

1.4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用 χ2 检验。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进行

相关性分析，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

分析。采用 SPSS21.0，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合并组患者的体质量指数显著高于未合并组

（P<0.05），有抑郁症家族史比例显著高于未合并组

（P<0.05），但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伴随症状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合并组

（n=30）
未合并组
（n=30） t/χ2 P

年龄（岁） 24.7±4.6 25.2±4.8 1.886 >0.05

体质量指数（kg/m2） 26.3±1.8 25.5±1.9 4.303 <0.05

抑郁症家族史 有 8（26.7） 4（13.3） 11.14 <0.05

无 22（73.3） 26（86.7）

伴随症状 多毛 18（60.0） 17（56.7） 0.76 >0.05

痤疮 15（50.0） 14（46.7）

2.2　两组患者的 DBP、SBP、FPG、2hPG、

FINS、HOMA-IR 比较

合并组患者的 SBP、FINS 均显著高于未合并

组（P<0.05），但两组患者的 DBP、FPG、2hPG、

HOMA-IR 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具体见

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DBP、SBP、FPG、2hPG、FINS、HOMA-IR比较（x±s）

组别 DBP（mmHg） SBP（mmHg） FPG（mmol/L） 2hPG（mmol/L） FINS（mU/L） HOMA-IR

合并组（n=30） 76.2±5.3 130.2±9.4 5.5±1.3 7.5±1.1 22.3±5.4 1.08±0.10

未合并组（n=30） 74.5±6.2 119.5±8.3 5.4±1.2 7.3±1.0 16.4±4.0 1.14±0.08

t 1.638 4.306 1.533 1.476 4.541 1.460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的 TG、HDL-C、MS 发生情况比较

合并组患者的 TG 显著高于未合并组（P<0.05），

MS 发生率 56.7％（17/30）显著高于未合并组 33.3％

（10/30）（P<0.05），但两组患者的 HDL-C 之间的差

异不显著（P>0.05），具体见表 3。

2.4　两组患者的血清［25（OH）D］水平、BDI

评分比较

合并组患者的血清［25（OH）D］水平显著低

于未合并组（P<0.05），BDI 评分显著高于未合并组

（P<0.05）。血清［25（OH）D］水平与 BDI 评分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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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负相关关系（r=-0.361，P<0.05），具体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的TG、HDL-C、MS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TG（mmol/L） HDL-C（mmol/L） MS

合并组（n=30） 2.97±0.53 1.08±0.10 17（56.7）

未合并组（n=30） 2.11±0.65 1.14±0.08 10（33.3）

t/χ2 3.365 1.365 11.14

P <0.05 >0.05 <0.05

表4　两组患者的血清［25（OH）D］水平、BDI评分比较（x±s）

组别 ［25（OH）D］（μg/L） BDI评分（分）

合并组（n=30） 11.5±2.3 22.3±4.5

未合并组（n=30） 20.4±3.0 6.3±1.5

t 4.300 6.965

P <0.05 <0.05

2.5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

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多囊卵巢综合

征患者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有抑郁症家族史、

MS、血清［25（OH）D］水平 <11.5 μg/L（P<0.05），

不包括 BMI、多毛（P>0.05），具体见表 5。
表5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分类 OR 95％CI P值

BMI（kg/m2） ≥25 1.15 0.85~1.90 >0.05

<25 1.00

抑郁症家族史 有 2.25 1.35~3.47 <0.05

无 1.00

多毛 有 1.03 0.63~1.66 >0.05

无 1.00

MS 有 2.36 1.33~3.66 <0.05

无 1.00

血清［25（OH）D］水平（μg/L） <11.5 9.20 4.85~29.42 <0.05

≥11.5 1.00

3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抑郁症发病风险显著高

于健康女性［6］，发生率可达 34％~64％。抑郁情绪

严重影响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的

转归，因此寻找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出现抑郁症的

风险因素有很重要的临床价值。

本研究发现：合并组患者的体质量指数显著高于

未合并组（P<0.05），有抑郁症家族史比例显著高于

未合并组（P<0.05），SBP、FINS 均显著高于未合并

组（P<0.05），TG 显著高于未合并组（P<0.05），MS

发生率 56.7％（17/30）显著高于未合并组的 33.3％

（10/30）（P<0.05），血清［25（OH）D］水平显著低

于未合并组（P<0.05），BDI 评分显著高于未合并组

（P<0.05），上述结果说明合并抑郁的患者代谢问题

更加严重。

维生素 D 对钙、磷代谢平衡非常重要［6，7］。多

项研究表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抑郁症的发生可

能受到维生素 D 水平降低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8，9］。

本研究也发现：血清［25（OH）D］水平与 BDI 评分

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361，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抑郁症

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有抑郁症家族史、MS、血清［25
（OH）D］水平 <11.5 μg/L（P<0.05），和上述相关医

学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代谢问题更加明

显，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抑郁症密切相关。但其中

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华飞 .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合并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

及抑郁症的研究与评估［D］. 江苏：苏州大学，2016.

2. 郝淑贤，于秋晓，宋茜，等 . 多囊卵巢综合征并发抑郁症

的研究现状［J］. 生理科学进展，2017，48（4）：257-263.

3. 赵芮，李丽红，吴施国 . 中医治疗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

研究进展［J］. 湖南中医杂志，2018，34（11）：186-188.

4. 谭秋晓，曾静，李荔 . 多囊卵巢综合征与焦虑症或抑郁

症共病的研究进展［J］. 实用医学杂志，2018，34（23）：

3841-3845.

5. 项守奎，王龙，吴阳，等 .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清维生

素 D 水平与抑郁症的关系［J］. 临床荟萃，2015，14（6）：

649-652，653.

6. 王波 . 维生素 D 抗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抑郁患者免疫过激

的效果［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6，20（21）：210-212.

7. 郑嘉华，周晓静，李立鹏，等 . 维生素 D 与多囊卵巢综合

征［J］.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2018，38（1）：60-63.

8. 荣晅，彭建美，宋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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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7，44（5）：867-869，

876.

9. 柳顺玉，阮祥燕，刘玉兰，等 . 优思明预处理对多囊卵巢

综合征患者心理状态和临床疗效的影响研究［J］. 国际精神

病学杂志，2015，42（2）：48-50.

（收稿日期：2019 年 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