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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患者HPA轴激素、甲状腺功能及性激素的水平分析

马曙铮 、 孟宝丽 、 王宏锋

【摘要】 目的　探讨产后抑郁患者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HPA）轴激素、甲状腺功能及性激素

的水平及其意义。方法　选取产后 6~7 周经我院精神科门诊检测评估为产后抑郁的产妇 100 例作为

抑郁组、100 例同期产后未发生抑郁的产妇作为对照组；检测对比两组的 HPA 激素、甲状腺激素、

性激素水平；并分析抑郁组患者各项激素水平与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的关系。结果　抑

郁组患者的 CHR、ACTH 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抑郁组患者的 CORT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

抑郁组患者的 TSH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抑郁组患者的 TG-Ab、TPO-Ab、FT3、FT4 水平与

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 0.05）；抑郁组患者的 E2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抑郁组

患者的 PRL、P 值高于对照组（P< 0.05）；抑郁组患者的 E2、TSH、CORT 水平与 EPDS 评分负相关

（P< 0.05），抑郁组患者的 PRL、CHR、ACTH 测定值与 EPDS 评分正相关（P< 0.05）。结论　产后抑

郁患者自身激素水平异于正常产妇，调节产后激素水平可能有利于改善产后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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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HPA hormones，thyroid function and sex hormones in the pa-
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MA Shuzheng，MENG Baoli，WANG Hongfe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Pingdingshan Institute of Family Planning，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of thyroid function， hypothalamus-

pituitary-adrenal（HPA）hormone and sex hormone levels in postpartum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100 pregnant 

women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assessed by our psychiatric outpatient clinic 6 to 7 weeks after delivery were selected 

as the depression group，and 100 pregnant women who did not experience depress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

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HPA hormones，thyroid function hormones，Sex hormone levels,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hormone levels of patients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and the scores of 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EPDS）. Results　Compared with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patients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had higher 

levels of CHR and ACTH, lower levels of CORT and TSH（P<0.05）. The levels of TG-Ab，TPO-Ab，FT3，and FT4 

in patients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E2 levels 

in patients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PRL and P values of the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E2，TSH，and CORT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PDS scores（P<0.05）. The levels of PRL，CHR，and ACTH 

of the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PDS score（P<0.05）. Conclusi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patients are significantly changes in their hormone levels. Adjusting the postpartum hormone level shuld be 

beneficial to alleviate the condition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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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0％的产妇会出现程度不同的产后抑郁，多

在产后 1 周发病，症状与普通抑郁症相同，严重

者甚至可能自杀，因此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1］。产

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下丘脑 - 垂

体 - 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

轴是研究热点之一，目前认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HR）及皮质醇（cortisol，CORT）参与抑郁症的发

生、发展过程［2-3］。研究证实甲状腺功能减退与抑

郁症存在相关性［4］，产后抑郁症还与性激素水平有

关［5］。因此，本研究探讨了产后抑郁患者 HPA 轴、

甲状腺功能及性激素的水平及其意义，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产后 6~7 周经我院精神科门诊检测评估为

产后抑郁的产妇 100 例作为抑郁组、100 例同期产

后未发生抑郁的产妇作为对照组；患者治疗时间段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2 月。纳入标准：（1）产后抑

郁患者的诊断标准参考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 5 版修订版（DSM- Ⅴ）［6］中的诊断标准；（2）

EPDS 评分≥ 13 分；（3）患者年龄 22～39 岁；（4）

单胎妊娠；（5）分娩后 6～7 周；（6）本研究符合医

学伦理相关要求，涉及患者隐私相关材料注意保密。

排除标准：（1）分娩前具有抑郁、焦虑病史；（2）伴

有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妊娠合并症；（3）伴

有颅脑或其他脏器的器质性病变；（4）近期已经使

用过抗精神病相关药物。

抑郁组，年龄 22~37 岁，平均 27.9±2.3 岁；孕

次 1~4 次，平均 2.1±0.8；产次 0~3 次，平均 1.3±

0.7 次；分娩孕周：36~41 周，平均 39.1±1.1 周；出生

时新生儿体重 3102.8±227.0g；新生儿喂养方式：母

乳 50 例、奶粉 16 例、混合喂养 34 例；母亲文化程

度：初中及以下 26 例、高中 52 例、大专及以上 22
例；分娩方式：顺产 72 例、剖宫产 28 例。对照组，

年龄 22~39 岁，平均 28.1±2.5 岁；孕次 1~5 次，平

均 2.3±1.0；产次 0~3 次，平均 1.4±0.7 次；分娩孕

周：36~41 周，平均 38.9±1.2 周；出生时新生儿体重

3144.1±230.6g；新生儿喂养方式：母乳 53 例、奶粉

14 例、混合喂养 33 例；母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22 例、高中 54 例、大专及以上 24 例；分娩方式：顺

产 68 例、剖宫产 32 例。两组产妇的上述各项基线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HPA 轴激素检测　所有产妇抽血前均应

禁食 8h 以上，晨起空腹卧位肘静脉抽血 3ml，置于

EDTA 抗凝真空采血管中；静置 30min 后，3000r/min

离心 10min；分离血清，将血清转移至 EP 管中，保

存于 -80℃的冰箱备用。

酶联免疫双抗体夹心法检测对比两组的血清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HR）、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ACTH）、皮质醇（CORT）水平，酶标仪（美国贝

克曼公司生产）读取 490nm 处吸光度值。

1 .2 .2　甲状腺激素检测　化学发光法检测并

对比两组的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抗甲状腺球

蛋白抗体（TG-Ab）、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体抗体

（TPO-Ab）、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

离甲状腺素（FT4）水平。

1.2.3　性激素水平检测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

测对比两组的血清雌二醇（E2）、催乳激素（PRL）、

孕酮（P）。

1.2.4　EPDS 评分　EPDS 量表［7］主要包括心境、

乐趣、自责、焦虑、恐惧、失眠、悲伤、哭泣等，

总分 0~30 分，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的抑郁情况越严重。

1.3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1.0 软件，两组患者 CHR、

ACTH 水平等计量数据采用 x±s 表示，组间对比采

用 t 检验；性别及合并疾病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采用 Pearson 进行相关性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 HAP 轴指标比较

抑郁组患者的 CHR、ACTH 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抑郁组患者的 CORT 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1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HAP轴指标比较（x±s）

组别 n CHR（pg/mL） ACTH（pg/mL） CORT（pg/mL）

抑郁组 100 20.33±2.58 50.66±11.64 196.6±40.2

对照组 100 18.15±2.64 41.05±9.33 168.3±38.1

t值 5.906 6.442 5.110 

P值 　 0.000 0.000 0.000 

2.2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甲状腺功能指标比较

抑郁组患者的 TSH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

抑郁组患者的 TG-Ab、TPO-Ab、FT3、FT4 水平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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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甲状腺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n
TSH 

（mIU/L）
TG-Ab

（U/mL）
TPO-Ab
（U/mL）

FT3 
（pmol/L）

FT4 
（pmol/L）

抑郁组 100 1.78±0.33 186.3±21.4 6.36±1.80 4.06±0.83 19.61±4.40

对照组 100 2.06±0.34 190.7±23.0 6.11±2.04 4.17±0.70 20.34±4.81

t值 -5.909 -1.401 0.919 -1.013 -1.120 

P值 　 0.000 0.163 0.359 0.312 0.264 

2.3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 E2、PRL、P 值比较

抑郁组患者的 E2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抑

郁组患者的 PRL、P 值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E2、PRL、P值比较（x±s）

组别 n E2（ng/L） PRL（pg/mL） P（ng/mL）

抑郁组 100 69.33±16.52 122.38±51.90 16.81±5.33

对照组 100 130.84±33.01 93.05±21.04 7.40±1.78

t值 -16.664 5.237 16.746 

P值 　 0.000 0.000 0.000 

2.4　各项指标与 EPDS 评分的相关性

抑郁组患者的 E2、TSH、CORT 水平与 EPDS 评

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5），抑郁组患者的

PRL、CHR、ACTH 测定值与 EPDS 评分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P<0.05），见表 4。
表4　相关性分析结果

指标
EPDS评分

r值 P值

E2 -0.510 0.000 

PRL 0.227 0.094 

P 0.406 0.000 

CHR 0.428 0.000 

ACTH 0.516 0.000 

CORT -0.553 0.000 

TSH -0.491 0.000 

3　讨论

产后抑郁的发病率可达 20％左右，给患者及其

子女带来严重影响［8，9］。产后抑郁的发病机制尚不清

晰，相关研究提示产妇生产前后激素水平的波动可

能和抑郁有关［10］。HPA 轴和应激反应密切相关，应

激信号由中枢神经达至下丘脑室旁核的神经元可促

进释放 CRH，刺激垂体分泌 ACTH，进而通过体循

环到达肾上腺，刺激肾上腺皮质分泌 CORT［11-13］。本

研究发现：抑郁组患者的 CHR、ACTH 水平高于对照

组，而 CORT 水平低于对照组。这个结果提示产后

抑郁患者存在 HPA 轴失调，导致机体无法有效应对

应激，出现抑郁情绪。

抑郁症患者常伴发轻度或亚临床水平的甲状腺

功能异常，而难治性抑郁症患者中，更是超过 50％

有甲状腺功能异常［14，15］。本研究发现：抑郁组患者

的 TSH 水平低于对照组，提示产后抑郁患者存在亚

临床的甲状腺功能障碍。本研究还发现：抑郁组患者

的 E2 水平低于对照组，抑郁组患者的 PRL、P 值高

于对照组。提示产后抑郁患者存在性激素的失调。

本研究发现：抑郁组患者的 E2、TSH、CORT 水

平与 EPDS 评分显著负相关，而 PRL、CHR、ACTH

水平与 EPDS 评分显著正相关。产后抑郁患者食欲

下降、精力下降、睡眠障碍等可能和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腺轴 / 肾上腺轴异常有关。抑郁患者的 HPA

轴常处于活跃状态，由于负反馈调节效应，内源

性 CORT 可作用于肾上腺和垂体的 CORT 受体抑制

ACTH 的释放，还可作用于海马的 CORT 受体抑制

CHR、ACTH 释放，进一步造成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

分泌异常，加重产后抑郁［16-18］。

本研究发现产后抑郁患者的激素水平出现明显异

常，并且多种激素水平的异常和产后抑郁程度有关。

提示我们调节产后的激素水平可能有利于减轻产后抑

郁症的病情。但本研究没有探讨了激素水平和产后抑

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没有探讨两者之间相互影响

的机制，后续研究要着重探讨相关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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