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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功能的动态临床研究

刘亮生 、 谢彦颖

【摘要】目的　探讨双相情感障碍与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功能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双相情

感障碍躁狂相及抑郁相急性发作期住院患者各 68 例，124 健康成人为对照组；对躁狂组、抑郁组在

治疗前和治疗后 1~6 周末分别用 Young 躁狂量表和 Hamilton 抑郁量表进行评定，同时测定血清皮质

醇水平；对照组测定 1 次血清皮质醇水平。 结果　双相情感障碍急性发作期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内，不管躁狂组还是抑郁组血清皮质醇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 0.05），4 周后三组无明显差

异；治疗后组内比较，躁狂组在 2 周后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下降（P< 0.05），而抑郁组在第 1 周后就

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下降；且躁狂组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4 周内均高于抑郁组；躁狂组的躁狂量表评

分与血清皮质醇水平具有正相关（r=0.644，P< 0.01），抑郁组无类似变化。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与下

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有密切关系，其对躁狂相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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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ic clinical study of Hypothalamic-pitutiary-adrenocortic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LIU Liangsheng，XIE Yanying. Xiamen Xianyue hospital，Xiamen 36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polar disorder and Hypothalamic-pitutiary-

adrenocortical function. Methods　68 inpatients with manic episode of bipolar effective disorder（mania group）and 

the same number of in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depression group）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124 healthy 

controls subjects matching for gender and age were recruited. The serum cortisol level was measured before treatment 

and at the end of each week through 6 weeks in the mania group and the depression group. Using Yong Mania Rating 

Scale（YMRS）to assess the manic symptoms，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to assess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serum cortisol level was measured only o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and within 

4 weeks after treatment，the serum cortisol level in the bipolar disord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mani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depression group，but th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fter that time between three groups. The was statistical decrease 2 weeks after therapy in the mania group within group 

comparation（P<0.05），1 week in the depression group（P<0.05）.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cortisol 

levels and mania symptoms（r=0.644，P<0.01），but depressive symptoms in bipolar disorder. Conclusion　Bipolar 

disorder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rum cortsol level，which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manic episode.

【Key words】Bipolar disorder；Hypothalamic-pitutiary-adrenocortical function；Cortisol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是病因尚未完全

阐明一类重性精神类疾病，可能与生物化学、神经免

疫、遗传及神经内分泌等相关，其中与神经内分必系

统中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HPA）功能有密切的

联系，反映 HPA 功能的血清皮质醇水平不管在双相

障碍躁狂发作还是在抑郁发作中均有显著异常的表

现［1］，但其具体的病理生理过程目前仍未阐明，其复

杂性远超过之前的观点，部分观点认为其功能升高与

双相情感障碍有关，另有部分认为其功能降低也可能

与双相情感障碍相关，甚至认为其与该类患者的伴

有的精神病性症状和认知功能也有联系［2-4］；所以对

HPA 功能研究具有很大的临床意义；目前对血清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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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在治疗过程中的动态变化，目前研究较少；因此，

本研究着眼于临床症状出发，探究双相情感障碍急性

发作期（包括躁狂相和抑郁相）到缓解期血清皮质醇

的变化，从动态的方式来探讨 HPA 在双相情感障碍

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临床提供一个新的视觉。

1　对象

1.1　研究组

选取我院 2015 年 ~2018 年住院患者，入组条件：

①均符合 ICD-10 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躁

狂相和抑郁相，且均处于急性发作期，由两名精神

科医师作出诊断；②所有患者均排除重大躯体疾病

包括心脑血管、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血液系统、

肝肾疾病等；③自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起未使用过激

素、免疫调节剂、无酒精依赖、无吸食毒品等；④躁

狂发作：男性 36，女性患者 32 名；抑郁发作：男性

35 名，女性 33 名；⑤患者未接受过 MECT；⑥近 4 周

内无任何感染病史。

1.2　对照组

选取同期在我院体检部体检的健康成人，男性 

61 名，女性 63 名。入组标准：①神经心理学评估均

在正常范围内；②不符合 ICD-10 中任何精神障碍的

诊断标准，且无任何精神疾病家族史；③无神经内分

必、心脑血管、免疫性等重大躯体疾病；④无长期口

服或外用激素、无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⑤近 4 周内

无任何感染病史。

1.3　人口学特征 

①研究组和对照组对象男性、女性比例相当；②

两组对象年龄均为 18~45 岁之间，其中研究组平均

年龄 35±10.6 岁，对照组 34±11.12 岁，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③所有对象得到充分告知和签署告知书。

2　方法

研究组中，躁狂相和抑郁相患者，在入院后治

疗前第 1 个上午清晨醒来后，抽取静脉血 5ml，用

于测定血清皮质醇水平，在之后每周第 7 天抽取

5ml 测定进行测定，连续 6 周；躁狂相患者在治疗前

及之后的 6 周内，每周第 7 天使用 Young 躁狂量表

（YMRS）进行评定；抑郁相患者使用 Hamilton 抑郁

量表（HAMD-17）进行评定。

对照组中，所有对象在清晨空腹情况下抽取一

次静脉血 5ml 测定血清皮质醇水平。

3　统计学处理 
运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对各组计量资料进行

Kolmogorov-Smirnov 正态性检验，组间进行单因素

ANOVA 统计学分析，各量表分值与血清皮质醇水平

进行线性回归相关分析；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从表 1 可知，双相障碍躁狂组量血清皮质醇水

平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的 4 周内均高于正常组，在此

后与正常无明显差异，躁狂量表分值在治疗 2 周后

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减少，且与血清皮质醇水平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正相关（见表 2）；双相障碍抑

郁组质醇水平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的 2 周内均高于正

常组，在治疗后第 1 周就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

化，但与其抑郁量表分值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见

表 2）；同时，从图 1 可知，躁狂组血清皮质醇水平

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的 3 周内均高于抑郁组，在之后

无明显差异。

5　讨论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HPA）的功能可以通

过血清皮质醇（cortisol）来反映，下丘脑分泌的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可以促使垂体释放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后者可促使外周皮质醇水平

的升高，生理状况下存在负反馈调节机制进行调节，

在疾病状态下，其调节机制会受影响，进而出现水平

异常变化；皮质醇是一种应急激素，其水平的变化在

应急状况下可出现比基础值高出 10 倍的变化，而双

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急性发作期，不管是躁狂发作还是

抑郁发作，对机体来说都是一种应急状态，有研究显

示双相障碍躁狂患者中血清皮质醇水平与正常对照组

相比为下降，HPA 功能受到抑制［2］；也有研究报道双

相情感障碍躁狂患者血清皮质醇水平升高，HPA 功能

与单相抑郁症患者有类似表现，存在地塞米松脱抑制

现象［5-6］，国内有学者研究发现躁狂组和正常对照组

之间无明显差异，但其上一级激素水平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ACTH）水平明显增高［7］；它们研究结果的差异，

可能与研究对象的选择、入组条件、病程和用药情况

影响有关，但仍反映 HPA 功能状态与双相障碍躁狂

有密切的关系；而抑郁症存在 HPA 功能异常，血清皮

质醇水平升高，即存在地塞米松脱抑制表现是目前公

认的神经内分泌异常，且其水平升高逐渐恢复正常的

改变与抑郁症状的改善基本同步。

此次研究通过动态的方式来探讨双相障碍躁狂

和抑郁两相中血清皮质水平的变化，由于下丘脑 - 垂

体 - 肾上腺功能具有生理节律性，一般其最高峰值在

早晨清醒时，故本研究的所有入组对象均在晨起后空

腹抽取静脉血来测定血清皮质醇水平，尽量靠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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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双相障碍躁狂躁狂组和抑郁组血清皮质醇比较

注：*表示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

表2 双相障碍躁狂组和抑郁组量表分值与血清皮质醇水平相
关性分析

统计参数
组别

躁狂组 抑郁组

F 335.167 2.107

P <0.01 0.147

r 0.644 —

注：抑郁组回归方程无统计学意义，回归方程不成立

改善程度也较高；同时也发现，双相情感障碍躁

狂组血清皮质醇水平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的 4 周内明

显高于抑郁组，后基本无明显差异，反映出现 HPA

对双相情感障碍躁狂组的影响更加明显，可能与其

重要脑区皮质醇受体及其 mRNA 因疾病所致的顺应

性变化相关。

 综上所述，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HPA）不

管与双相障碍的躁狂相还是抑郁相均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 HPA 功能异常是否为双相情感障碍发病机制之

一，还是其发病后脑组织和内分泌的改变，仍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由于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本身

病史较复杂，既往病史、用药情况、病程长短、遗

传因素以及患者所处的疾病状态等都可能影响血清

皮质醇水平，虽然此次研究在尽量控制这些因素即

入组条件的情况下进行，但仍有其局限性，在往后

的研究中，分类细化研究是一个方向。同时，研究

可以观察到，通过各种方式的治疗将 HPA 功能恢复

正常，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病情是有利的，这为临

高峰值水平时间，以减少节律变化的影响，但不可

否认的是，此举不能完全排除其干扰，因为患者除

了处于疾病状态之外，其仍本身也有正常的生理节

律，如果能做患者纵向对比即跟踪观察研究，理论上

可以发现更具有价值意义皮质醇水平的变化，由于

临床受限，此次研究从微纵断面观察，即在患者发

病的急性期到缓解期内，从动态的角度去测定血清

皮质醇水平；发现躁狂组中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这

与之前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其与躁狂量表

分值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随着症状的改善逐渐

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在抑郁相患者中，血清皮质醇水

平也同样存在较正常组升高的表现，但其在患者治

疗 1 周后就有显著下降，其改善要先于抑郁量表分值

的减少，反映出双相抑郁与单相抑郁为不同类疾病，

存在异质性，这与当前的新修订临床诊断指南（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SIM-V）相符

合［9］，其可能也是双相抑郁患者使用抗抑郁药容易转

躁狂相的因素之一，也与目前临床上所见，大部分

双相抑郁的患者在心境稳定剂的基础上使用抗抑郁

药物，其抑郁症状的改善时间较单相抑郁短。

表1　双相情感障碍躁狂相与抑郁相量表分值、皮质醇水平及正常组皮质醇水平（x±s）

组别
             周数

躁狂组 抑郁组 正常组

量表值 皮质醇水平 量表值 皮质醇水平 皮质醇水平

入院前 30.6±5.85 397.91±50.30 ★ 30.29±3.24 360.00±35.36★ 284.96±27.51

第1周 29.41±5.54 394.00±49.92★ 29.28±2.92* 339.94±41.20*★

第2周 23.31±4.53* 369.12±43.95*★ 21.13±3.13* 329.07±37.16★

第3周 13.47±3.32* 357.10±40.78*★ 20.38±2.38 308.26±28.48

第4周 6.66±1.80* 322.07±33.70*★ 13.84±2.80* 307.22±33.80*

第5周 5.13±7.51 282.37±29.99 12.66±2.08 297.16±30.37

第6周 4.85±1.12 280.91±28.50 8.51±1.52 286.75±30.64

注：*表示与前一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示与正常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以P<0.05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皮质醇单位

为n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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