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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和妊娠高血压妇女焦虑、抑郁的关系

郝利霞 1 、 薛会朝 2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和妊娠高血压妇女焦虑、抑郁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2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妊娠高血压妇女为研究对象，统计所有患者焦虑水

平（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抑郁水平（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并比较不同焦虑、抑郁

水平患者的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使用 Pearson 法分析焦虑、抑郁与血管紧张素Ⅱ的相关性。结果　

HAMA 评分＜ 7 分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为 125.83±20.05pg/mL，HAMA 评分为 7~14 分患者血管紧

张素Ⅱ水平为 242.44±53.78 pg/mL，HAMA 评分为 15~21 分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为 357.66±103.74 

pg/mL，HAMA 评分＞ 21 分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为 443.61±132.19p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HAMD 评分＜ 7 分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为 131.50±27.62pg/mL，HAMD 评分为 7~16 分

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为 239.74±61.22 pg/mL，HAMD 评分为 17~24 分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为

344.82±102.52 pg/mL，HAMD 评分＞ 24 分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为 432.48±121.06 pg/ml，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5）；Pearson 法分析结果显示，HAMA 评分、HAMD 评分与血管紧张素Ⅱ水平的相

关系数 r 分别为 0.403、0.517（P< 0.05）。结论　血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和妊娠高血压妇女焦虑抑郁

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血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越高，提示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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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angiotensin II level and anxiety/depression in women with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HAO Lixia，XUE Huichao. Xinxiang City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Xinxiang 
45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angiotensin Ⅱ level and anxiety /depression in 

pregnant women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  Sixty pregnant women with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ll patients’ anxiety levels（by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and depression levels（by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were counted. Angiotensin Ⅱ 

levels were compared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orrelation between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and angiotensin II was analyzed using the Pearson method. Result  HAMA score the angiotensin Ⅱ level was 125.83±
20.05 pg/mL，242.44±53.78 pg/mL，357.66±103.74 pg/mL and 443.61±132.19 pg/mL when the HAMA score of the pa-

tients was<7 points，7~14 points，15~21 points and >21 pointsrespectively. The angiotensin Ⅱ level was 131.50±27.62 

pg/mL，239.74 pg/mL，344.82±102.52 pg/mL and 432.48±121.06 pg/mL when the HAMA score of the patients was<7 

points，7~17 points，17~24 points and >24 pointsrespectively. Pears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HAMA score，HAMD score and angiotensin Ⅱ level were 0.403 and 0.517，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re was a posi-

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angiotensin Ⅱ level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regnant women with hypertension. The 

higher the serum angiotensin II level，the worse theanxiety and depressionlevel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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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是妊娠期妇女特有的疾病，在全球

范围内的发病率为 7％～12％，我国妊娠高血压的

发病率为 9.4％［1-2］。妊娠高血压往往对母婴健康产

生不良影响，是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因此孕产妇往往会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加

重疾病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不利于患者的预后［3-4］。

血管紧张素Ⅱ与抑郁症关系密切［5］，可能在抑郁症

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血管紧张素

Ⅱ与妊娠高血压妇女焦虑抑郁的关系鲜有报道［6］，

因此本研究探讨血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和妊娠高血

压妇女焦虑抑郁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2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

的 60 例妊娠高血压妇女为研究对象，年龄 27～39 岁，

平均年龄 32.44±2.28 岁，孕周 25～36 周，平均孕周

30.41±1.25 周，舒张压 155.41±15.26mmHg，收缩压

114.33±8.61mmHg。纳入标准：①产妇均为初产妇；②

患者无精神障碍；③患者近 30 天内未服用过降压药；

④患者无合并恶性肿瘤；⑤患者无心、肺等重要器官

功能障碍；⑥患者及其家属均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1.2　方法

1.2.1　血管紧张素Ⅱ水平检测：于研究日第二

天清晨抽取所有患者的肘静脉血 5ml，置于含酶抑

制剂的抗凝管中，在冰水浴中冷却，使用离心机离

心，取血浆密封保存于恒温冰箱中备用，设置温度

为 20℃，检测时将样本取出融化并充分摇匀，使用

血管紧张素Ⅱ试剂盒（南京森贝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采用放射免浊法测定血管紧张素Ⅱ水平，检测

过程按说明书步骤进行。

1.2.2　焦虑、抑郁水平检测：由我院两名经过培

训的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 HAMA 量表和 HAMD 量表

评分调查，采用观察和交谈的方式并进行独立打分，

最终得分取平均分。

1.3　评价指标

统计所有患者焦虑水平（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和抑郁水平（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并比较不同焦虑、抑郁水平患者的血管紧张素Ⅱ水

平，使用 Pearson 法分析焦虑、抑郁与血管紧张素Ⅱ

的相关性。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7］：临床上评估焦虑症的重要

工具，共包含 14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0～4 分的

评分法，其中＜ 7 分无焦虑，7～14 分有轻微焦虑，

15～21 分有明显焦虑，＞ 21 分为严重焦虑。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8］：临床上评估抑郁症的重要

工具，共包含 17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0～4 分的

评分法，其中＜ 7 分无抑郁，7～16 分有轻微抑郁，

17～24 分有明显抑郁，＞ 24 分为严重抑郁。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对研究中得到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多组计量结果和计数资料比较用联合假设

F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焦虑水平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比较

不同 HAMA 评分的妊娠高血压妇女其血管紧张

素Ⅱ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不同焦虑水平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比较

HAMA评分 血管紧张素Ⅱ水平（pg/mL）

＜7分 125.83±20.05

7～14分 242.44±53.78

15～21分 357.66±103.74

＞21分 443.61±132.19

F 4.876

P 0.032

2.2　不同抑郁水平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比较

不同 HAMD 评分的妊娠高血压妇女其血管紧张

素Ⅱ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不同抑郁水平患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比较

HAMD评分 血管紧张素Ⅱ水平（pg/mL）

＜7分 131.50±27.62

7～16分 239.74±61.22

17～24分 344.82±102.52

＞24分 432.48±121.06

F 5.024

P 0.025

2.3　Pearson 法分析　

Pearson 法分析结果显示，HAMA 评分、HAMD

评分与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
表3　Pearson法分析

HAMA评分 HAMD评分

相关系数r 0.403 0.517

P 值 0.042 0.035

3　讨论

妊娠高血压妇女往往由于对疾病知识掌握不足，

产生对疾病的恐惧，从而出现焦虑症、抑郁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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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治疗依从性，不利于病情［9］。肾素 - 血管紧张

素系统中的血管紧张素Ⅱ是妊娠高血压患者调节血

压的重要物质，而且能够调节交感神经递质和特异

性受体的活性，因此血管紧张素Ⅱ水平的高低不仅

会影响血压水平，而且在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生发

展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10-11］。

血管紧张素Ⅱ属于辛酞化合物，是由血管紧

张素在血管内皮组织的血管紧张素Ⅰ转化酶的作用

下转化为具有活性的血管紧张素Ⅱ，参与循环肾

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并促进高血压的形成［12］。本

次研究发现：不同 HAMA、HAMD 评分的妊娠高血

压妇女其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广泛分布着血

管紧张素Ⅱ 1 型受体，尤其是垂体、室旁核、中缝

核、肾上腺髓质球状带等应激反应的关键区域更为

集中［13］，血管紧张素水平增加，会导致急性应激反

应的出现，抑郁、焦虑的患者可能是由于急性应激

的作用，影响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轴的调节功

能，刺激交感神经，提高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激活

循环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导致室旁核细小细胞

血管紧张素Ⅱ 1 型受体释放增加，增加血管紧张素

Ⅱ的分泌，导致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升高［14-15］。

本研究还发现：HAMA 评分、HAMD 评分与血

管紧张素Ⅱ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血管紧张素

Ⅱ水平的变化与妊娠高血压妇女焦虑、抑郁的严重

程度呈现出一定的相关关系，降低血管紧张素Ⅱ水

平能够缓解焦虑、抑郁，原因是血管紧张素Ⅱ能够

调节涉及多巴胺与 5—羟色胺等单胺类纤维的神经递

质的释放，且其前体血管紧张素Ⅰ能够降解中枢 P

物质，血管紧张素Ⅱ的合成减少能够加速中枢 P 物

质的降解，发挥降低焦虑、抑郁情绪的作用［16］。但

本次研究的样本量较少，而且焦虑、抑郁情绪的病

理机制复杂，各种激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因此确

切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血清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和妊娠高血

压妇女焦虑抑郁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血清血管紧张

素Ⅱ水平越高，提示患者情绪水平越差，临床上应

该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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