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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与低T3综合征、HCY及CRP的相关性

丁怀莹 1 、 费玉玲 1 、 邵　岩 1 、 张　艳 1 、 哈永琴 1 、 王保和 2 

【摘要】目的　探讨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与低 T3 综合征、同型半胱氨酸（HCY）及 C 反

应蛋白（CRP）的相关性。方法　199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按照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分为

观察组（合并抑郁状态）82 例和对照组（未合并抑郁状态）117 例，比较两组 FT3、FT4、T3、T4、

TSH、rT3、HCY、CRP 水平。结果　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的患病率为 41.21％。观察组发生

低 T3 综合征的患病率为 29.27％，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OR 为 2.13。观察组 rT3、HCY、CRP

升高例数，以及 FT3、T3 降低例数，与对照组相比均达到统计学差异（P< 0.05）。 观察组 Pearson 相

关分析显示：HAMD 评分与 TSH、HCY 显著正相关（P< 0.01），与 FT4、T4 显著负相关（P< 0.01）；

Spearman 相关分析表明：HAMD 评分与 rT3、CRP 显著正相关（P< 0.01），与 FT3、T3 显著负相

关（P< 0.01）。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两组 rT3 和 CRP 升高、FT3 降低均达到统计学差异

（P< 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rT3、CR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7、0.88，FT3 的 ROC 曲线

上面积为 0.85（均 P< 0.01）。结论　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与低 T3 综合征、HCY 及 CRP 具有

相关性；rT3、FT3、CRP 是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对预测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

状态发生的诊断价值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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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Depression and Low T3 syn-
drome，HCY and CRP　　DING Huaiying，FEI Yuling，SHAO Yan，et al.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Tianjin 
Binhai New Area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45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De-

pression and Low T3 syndrome，HCY and CRP. Methods　 According to HAMD-17，199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

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82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and control group（117 

patients without depression）. The levels of FT3，FT4，T3，T4，TSH，rT3，HCY and CR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Depression was 41.21％. The 

prevalence of Low T3 syndro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29.27％，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and the ratio（OR）was 2.13.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rT3，HCY and CRP and the decreasing number 

of FT3 and T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AMD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SH and HCY（P<0.01），negatively cor-

related with FT4 and T4（P<0.01）.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AMD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T3 and CRP（P<0.01），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T3 and T3（P<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rT3，FT3 and CR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RT3 and CRP was 0.87 and 0.88 respectively，and tha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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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心绞痛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由于本病

具有反复发作性，导致很多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抑

郁状态，表现为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言语动作减

少、睡眠障碍等，重症者有自杀倾向，严重危害患

者身心健康。研究发现，冠心病以及抑郁症的患者

多存在低 T3 综合征，以及同型半胱氨酸（HCY）和

C 反应蛋白（CRP）代谢水平的升高，但在冠心病心

绞痛合并抑郁状态的发展进程之中上述物质代谢异

常是否为共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本项研究选择冠

心病心绞痛患者进行临床观察随访和指标检测，分

析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与低 T3 综合征、HCY

及 CRP 的相关性，具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计算样本数量并制定纳排标准，据此选取天

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就诊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202 例入组。随访 3 个月后，全部受试者均填写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版本（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17），筛选出合并抑郁状态的患者

作为观察组，将未合并抑郁状态的患者作为对照组。

两组患者均检测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

离甲状腺素（FT4）、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甲状

腺素（T4）、促甲状腺素（TSH）、反三碘甲状腺原氨

酸（rT3）、HCY、CRP。 

1.2　相关标准

1.2.1　诊断标准

冠心病心绞痛：第一，患者需经有创检查（冠状

动脉造影）或无创检查（冠状动脉 CT 血管造影等）确

诊为冠心病。第二，参照中国《慢性稳定性心绞痛诊

断与治疗指南》［1］标准，心绞痛在劳累、情绪波动等

因素诱发后出现，胸闷胸痛为一过性，心电图可见

缺血性改变，休息及含服硝酸甘油后症状迅速缓解。 

抑郁状态：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第 3 版）》［2］标准，抑郁发作主要表现为心境低

落，轻者闷闷不乐，重者悲痛欲绝甚至木僵。参照

HAMD-17 量表进行抑郁程度评分，该量表共有 17
个与抑郁相关的问题项目，每项根据严重程度赋值

0～4 分，总分最高 54 分，分值≦ 7 分无抑郁，8～17
分为轻度抑郁，18～24 分为中度抑郁，＞ 24 分为重

度抑郁。

低 T3 综合征：又称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病态综合

征，是指在非甲状腺疾病如营养较差、慢性疾病等

情况下，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腺轴出现异常状态，

造成 FT3 降低，和（或）T3 降低、rT3 升高，FT4 和

T4 正常或偏低，而 TSH 正常，同时临床上无甲状腺

功能减退表现的一组综合征［3］。 

1.2.2　纳入标准

符 合 冠 心 病 心 绞 痛 、 抑 郁 状 态 诊 断；年 龄

50～90 岁；自愿完成全部研究内容并知情同意。

1.2.3　排除标准

明显心肌病变、急性心肌梗死等重度心脏病者；

甲状腺明显疾病者如甲状腺部分或全部切除、甲状

腺放射性 I131 治疗后、正在药物治疗的甲状腺功能亢

进症和减退症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严重结缔组织

病、垂体功能明显异常、癫痫发作等病重者；服用类

固醇、普萘洛尔等抑制 5- 脱碘酶活性药物者；显著

交流障碍及依从性差者。

1.3　分析指标 

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的患病率；两组合

并低 T3 综合征的患病率、比值比（OR）；两组甲状

腺素、HCY、CRP 的异常比率和检测水平比较；观察

组 HAMD 评分与甲状腺素、HCY、CRP 的一元线性

相关分析；两组指标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筛选

出危险因素，进而给予 ROC 曲线分析。 

1.4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以双侧检验为

准，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以

百分率表示，进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釆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时使用 t 检

验，否则采取秩和检验。相关分析：对观察组计量

资料进行一元线性相关分析，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时

采用 Pearson 法，否则给予 Spearman 法。回归分析：

先对计量资料进行 Logistic 回归单因素分析，筛选出

有统计学差异的数据，再进行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

FT3 was 0.85（allP<0.01）. Conclusion　There was correlation between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Depression and Low T3 syndrome，HCY and CRP. RT3，FT3 and CRP are the risk factors of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Depression，which have medium diagnostic value for predicting the occurrence of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Depression.

【Key words】Angina pectoris；Depression；Low T3 syndrome；HCY；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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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ROC 曲线分析：计算曲线下（或上）面积，并

根据最大正确诊断指数找出最佳诊断分界点

1.5　伦理审查 

本项研究已通过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医学

伦理审查。 

2　结果 
2.1　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的患病率 

纳入有效病例 199 例，其中合并抑郁状态的患

者共有 82 例，患病率为 41.21％。按照抑郁程度划

分，轻度 26 例、中度 39 例、重度 17 例，患病率分

别为 13.07％、19.59％、8.54％。 

2.2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 

观察组 82 例，平均年龄（66.14±9.52）岁；其

中男 37 例、女 45 例，男女 HAMD 平均分值分别为

（17.65±5.79）分、（22.42±6.42）分。对照组 117
例，平均年龄（66.69±9.26）岁；其中男 56 例、女

61 例，男女 HAMD 平均分值分别为（2.16±1.79 分）、

（4.23±2.14）分。两组组间比较，平均年龄、男女

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组内比

较，女性 HAMD 平均分值均显著高于男性（t 值分别

为 -3.50、-5.65，P 值分别为 0.00、0.00），可能与

女性具有更大的抑郁风险有关。 

2.3　两组合并低 T3 综合征的患病率 

观察组 82 位病人共有 24 例发生低 T3 综合征，

患病率为 29.27％。对照组 117 例病人合并低 T3 综

合征的患者为 19 人，患病率为 16.24％。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83，P=0.04）。OR 为

2.13，表明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患者发生低

T3 综合征的风险是未合并抑郁状态患者的 2.13 倍。 

2.4　两组指标异常比率和检测水平比较 

观察组 rT3、HCY、CRP 升高例数，以及 FT3、

T3 降低例数，与对照组相比均达到统计学差异（χ2 

值分别为 6.25、6.75、7.77、4.83、5.19，P 值分别为

0.02、0.01、0.01、0.04、0.03）；两组 FT4、T4 降低例

数差异不显著（均 P>0.05）；两组 TSH 均在正常范围。

两组检测 rT3、FT3、T3、HCY、CRP 水平均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FT4、T4、TSH 差异不

明显（均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指标检测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n） rT3（nmol/L） FT3（pmol/L） T3（nmol/L） FT4（pmol/L） T4（nmol/L） TSH（mIU/L） HCY（umol/L） CRP（mg/L）

观察组 82 1.57±0.51 3.58±0.74 1.26±0.54 15.66±2.72 94.81±3.40 2.80±1.08 14.62±3.46 6.52±4.77

对照组 117 0.90±0.36 5.10±1.05 1.99±0.58 16.36±3.36 99.77±1.80 2.55±1.04 10.08±3.72 1.65±1.80

t#/z△值 -8.90△ -8.40△ -7.34△ -1.55# -1.51# 1.61# 8.82# -9.02△

P值 0.00 0.00 0.00 0.12 0.13 0.11 0.00 0.00

注：检测指标正常范围：rT3：0.5-1.5 nmol/L；FT3：3.5-6.5 pmol/L；T3：0.92-2.79 nmol/L；FT4：11.5-22.7 pmol/L；T4：58.1-140.6 

nmol/L；TSH：0.55-4.78 mIU/L；HCY：5-15umol/L；CRP：0-4mg/L。 

2.5　观察组 HAMD 评分与检测指标的一元线性

相关分析

对观察组 HAMD 评分数值分别与检测指标进

行一元线性相关分析，以评价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密

切程度和相关方向。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HAMD 

评分与 TSH、HCY 显著正相关（r=0.36、0.77，均 

P<0.01），与 FT4、T4 显著负相关（r= -0.68、-0.87，

均 P<0.01）。Spearman 相关分析表明：HAMD 评分

与 rT3、CRP 显著正相关（r=0.64、0.67，P<0.01），

与 FT3、T3 显著负相关（r=-0 .65、-0 .55，均 

P<0.01）。

2.6　两组指标 Logistic 回归分析 

对 8 个项目的计量资料进行 Logistic 回归单因

素分析，经筛选，两组 FT4、T4、TSH 差异未达到

统计学意义。将具有统计学差异的 rT3、FT3、T3、

HCY、CRP 作为自变量，以是否存在抑郁状态作为

因变量（赋值 1= 有，2= 无），进行 Logistic 回归多因

素分析。经过计算，rT3 和 CRP 升高、FT3 降低均达

到统计学差异（P<0.05），表明 rT3、FT3、CRP 是冠

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见表 2。
表2　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

项目名称 B S. E Wals df Sig. Exp（B）
EXP（B）的 95％ CI

下限 上限

rT3 1.63 0.81 4.03 1 0.05 5.09 1.04 24.86

FT3 -0.73 0.34 4.62 1 0.03 0.48 0.25 0.94

T3 -0.33 0.41 0.64 1 0.42 0.72 0.32 1.61

HCY -0.11 0.09 1.54 1 0.22 0.90 0.75 1.07

CRP  0.30 0.08 4.98 1 0.03 1.35 1.04 1.75

2.7　危险因素 ROC 曲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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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筛选出的危险因素

rT3、FT3、CRP 作为检测变量，将是否存在抑郁状

态作为分组变量，进行 ROC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

rT3、CR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7、0.88，

FT3 的 ROC 曲线上面积为 0.85，与参考面积 0.5 比

较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均 P<0.01），表明此三

项指标对预测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发生的诊

断价值中等。最佳诊断分界点：以最大的正确诊断指

数表示，当 rT3=1.22nmol/L 时预测价值最高，灵敏

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87.80％和 17.10％；当 FT3=4.65 

pmol/L 时预测价值最高，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4.90％和 76.90％；当 CRP=1.79mg/L 时预测价值最

高，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98.80％和 23.10％，见

图 1。 

图1 rT3、FT3、CRP的ROC曲线分析

3　讨论

低 T3 综合征是心血管系统疾病进程中常见的伴

发病变，以 FT3、T3 降低为主。低 T3 水平可导致

心肌收缩力降低、舒张充盈延迟、心率减慢和血管

阻力增加。研究表明，稳定型心绞痛的发生与血清

FT3 降低有关，可能的原因是 FT3 的减少增加了冠

状动脉疾病的严重程度，由此可将 FT3 水平作为增

加严重冠心病风险的指标［4］。非 ST 抬高急性冠脉综

合征患者中低 T3 发生率为 31％，合并低 T3 综合征

的患者具有更高的死亡率［5］。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

与抑郁症的发生也具有显著关联性：一项研究收集了

80 例抑郁症患者的血清 T3、T4、TSH 含量，观察组

不同病程患者的 T3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6］。抑郁症

患者治疗前 T3 水平降低，经文拉法辛、帕罗西汀等

抗抑郁药物治疗后，T3 水平明显升高［7］。本研究中

82 例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患者存在低 T3 综合

征的人数为 24 例，患病率为 29.27％。同时，合并

抑郁状态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 T3、FT3 水平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上述结果均与既往研究基本一致。

HCY 与人体抗氧化水平相关，能增加斑块破

坏、诱发血栓形成。分析表明：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

HCY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随着冠脉病变严重

程度的加深而逐渐上升，HCY 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

因素之一［8］。338 例冠心病患者分为稳定型心绞痛、

不稳定型心绞痛、非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ST 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共 4 组，各组间 HCY 水平均存在明显差

异，随着病情发展，HCY 水平逐渐升高，因而 HCY

可为冠心病的早期诊断提供预测参考［9］。HCY 与抑

郁症也有关联。研究显示述情障碍性抑郁症患者具

有较高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同时高同型半胱氨酸

水平反过来又与较高的自杀意念相关［10］。原发性成

人型乳糖吸收不良（PALM）患者中，合并抑郁症组

的 HCY 水平明显高于未合并抑郁症组，HCY 水平与

抑郁症状呈正相关［11］。本项研究中，冠心病心绞痛

合并抑郁状态患者的 HCY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同

时 Pearson 分析显示 HCY 水平与 HAMD 评分显著正

相关，这与文献报道的结果相同。但 Logistic 回归多

因素分析显示 HCY 未达到冠心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

态发病的危险因素程度，将来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

步评价。

CRP 是一种炎症因子，炎症反应参与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演变的始终。给予经冠脉造影诊断的冠心

病患者检测 CRP，发现随着冠脉狭窄程度的加重，

CRP 水平也随之升高，CRP 与 Gensini 评分具有明显

正相关性，CRP 是冠脉狭窄的危险因素［12］。一项针

对心脏综合征 X（主要为心绞痛）的小型研究显示：

观察者 CRP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症状改善的患者

CRP 水平也降低，症状加重的患者 CRP 水平升高，

表明心脏综合征 X 是一种炎症介导的疾病，CRP 水

平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功能性测量而前瞻性变化［13］。 

CRP 水平与抑郁症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进行之

中。一项来自韩国的纳入 5447 例受试者的大样本

调查表明：高 CRP 水平受试者的抑郁率明显高于低

CRP 水平者，血清 CRP 与患者健康问卷 -9 总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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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CRP 水平升高与年轻人抑郁风险增加显著相

关［14］。旨在探讨血液 CRP 水平与抑郁症关系的 Meta

分析显示：抑郁患者 CRP 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人群，

利于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和诊断［15］。本研究中，冠心

病心绞痛合并抑郁状态患者的 CRP 水平明显高于对

照组；Spearman 分析显示 CRP 水平与 HAMD 评分显

著正相关；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 CRP 是冠心病心绞

痛合并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上述结果均与相关文

献保持一致。

上述结论的得出仍存在不足之处：本研究为单

中心，病源辐射的范围有限；样本数量不大，研究结

果的可重复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今后还需要设立大

样本、多中心的研究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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