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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I联合帕罗西汀对甲状腺功能亢进伴情绪障碍患者的效果

张丽莉 1 、 贾金华 2 、 靳永辉 1 、 王 珍 1 、 王琮阳 2 

【摘要】目的　观察 1�1I 联合帕罗西汀治疗甲亢伴情绪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其对甲状腺功能的

影响。方法　选取我科 2018 年 � 月～201�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 10� 例甲状腺功能亢进伴情绪障碍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 �4 例给予 1�1I 治疗，观察组 ��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帕罗西汀治疗，治疗

两个月后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促甲状腺素（TSH）、游离甲状腺素（F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

氨酸（FT�）水平和焦虑情况评分、抑郁情况评分、症状自评量表（SCL-�0），以及两组用药后不良

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0�％（P< 0.0�）；治

疗后两组患者体内 TSH、FT4、FT� 水平明显优于治疗前（P< 0.0�），治疗后观察组体内 TSH、FT4、

FT� 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明显优于治疗前（P< 0.0�），治

疗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 0.0�）。结论　1�1I 联合帕罗西汀能明显提高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伴情绪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改

善患者 TSH、FT4、FT� 水平，消除焦虑、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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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odine 131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hyperthyroidism pa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ZHANG Lili，JIA Jinhua，JIN Yonghui，et al. Nuclear Medicine Department，Hebi People's Hospital，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iodine 131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hyroidism pa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Methods　From June 2018 to October 2019，109 hyperthyroidism pa-

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in our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54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iodine 131，and 55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wo months of treatment，the clinical efficacy，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free thyroxine（FT4），

free triiodothyronine（FT3）levels，anxiety score，depression score，and symptom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73％，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74.07％）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TSH，FT4 and FT3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 levels of TSH，FT4，and FT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treatment（P<0.05），and the 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after treatment It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iodine 131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the levels of TSH，FT4，FT3 in hyperthyroidism pa-

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and eliminate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Keywords】Paroxetine；Hyperthyroidism pa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Thyroid function；Mental state

［作者工作单位］1. 鹤壁市人民医院核医学科（鹤壁，4�80�0）；2. 鹤壁市人民医院精神科。

［第一作者简介］张丽莉（1���.0�-），女，河南南乐县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核医学核素治疗。

［通讯作者］张丽莉（Email：zhanglilihnhb@1��.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1 期 - ��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因产生甲状

腺激素过多而引起的甲状腺毒症，导致身体代谢活

动加快，神经、循环、消化等系统兴奋性增高和代

谢亢进的临床综合征［1］。主要表现为体重下降、消

瘦，食欲亢进肠蠕动加快，大便次数增多，心跳过

快，手抖，多汗，紧张焦虑、失眠、烦躁易怒，女

性可见月经周期改变等［2］。由于治疗和疾病本身的

影响，患者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通过降低体

内甲状腺激素水平，能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

但是患者的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往往难以消除，作

者观察帕罗西汀辅助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伴情绪

障碍患者的疗效，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科 2018 年 6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 109
例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伴情绪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54 例和观察组 55 例。

对照组男 19 例，女 35 例；年龄 23.6～51.2 岁，平均

（38.16±5.34）岁；病程 0.4～6.1 年，平均（2.61±

0.74）年。观察组男 20 例，女 35 例；年龄 24.2～51.8
岁，平均（37.86±5.25）岁；病程 0.5～6.7 年，平均

（2.73±0.76）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1）

符合原发性甲状腺亢进症的诊断标准［3］；（2）甲亢引

起的轻度焦虑和抑郁患者；（3）经医院医学伦理会

批准，患者知情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1）属

于继发性甲亢的患者；（2）合并其它系统严重疾病

者；（3）对所选治疗药物过敏者。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 13II［131I］化钠口服溶液（国药准

字 H10960249，规格：3700MBq），给药剂量按照公

式［131I 剂量（MBq 或 uCi）= 计划量（MBq 或 uCi/g×

甲状腺重量（g）/ 甲状腺最高（或 24h）摄 131I 率％］

并根据病人个体化进行调整。观察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给予盐酸帕罗西汀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0950043，规格：20mg/ 片）口服，每日一片，早

餐时服用，两周后以每周 10mg 的剂量递增，最大增

致 50mg/ 天。两组患者治疗 2 个月后对比疗效。

1.�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实验

室检验甲状腺功能正常；有效：临床症状明显好转，

但依然存在，实验室检验甲状腺功能明显改善，但

没有恢复正常；无效：临床症状无好转甚至加重，实

验室检验甲状腺功能无改善或加重。总有效率 =（显

效 + 有效）例数 / 总例数 ×100％。（2）甲状腺功能：

对比治疗前后两组患者体内 TSH、FT4、FT3 水平。

（3）心理状态：运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

评量表（SDS）［4］评价两组患者心理状态：SAS 得分

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得分 60 至 69 分为中度焦虑，

得分大于 50 至 59 分为轻度焦虑。SDS 得分 73 分以

上为中度抑郁，得分 63 至 72 分为中度抑郁，得分

53 至 62 分为轻度抑郁。（4）不良反应：记录对比两

组患者药物不良情况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表示，χ2 检验。P<0.05 时提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2 .73 ％，明显高

于对照组的 74.07％，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6.8766，P=0.0087<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54 18（33.33） 22（40.74） 14（25.93） 40（74.07）

观察组 55 30（54.55） 21（38.18） 4（7.27） 51（92.73）

2.2　两组甲状腺功能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体内 TSH、FT4、FT3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体内

TSH、FT4、FT3 水平明显优于治疗前（P<0.05），治

疗后观察组体内 TSH、FT4、FT3 水平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2.�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明显优

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不良反应 

治疗后对照组出现乏力 2 例，食欲减退 1 例，恶

心 1 例；观察组出现呕吐 2 例，头痛 2 例，恶心 1 例。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症状较轻，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

作，且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甲亢主要是由于甲状腺素合成过多，造成机体

代谢亢进和交感神经兴奋［5，6］。目前，甲亢的治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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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药物治疗、131I 治疗和手术治疗。131I 能破坏甲状

腺组织，从而减少甲状腺激素的形成，达到治疗甲亢

的目的［7］。131I 治疗的缺点在于服用后射线会破坏甲状

腺组织，将大量的甲状腺激素释放进入血液，两周以

后可出现甲亢加剧的现象，甚至会出现甲状腺危像。

帕罗西汀是治疗抑郁症的常用药物，可选择性地抑制

5-HT 转运体，阻断突触前膜对 5-HT 的再摄取，延长

和增加 5-HT 的作用，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8］。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对照组患者体内 TSH 水平

明显升高，FT4、FT3 水平明显降低，说明 13I1 能有

效治疗甲亢。机制为 131I 通过破坏甲状腺组织，降低

甲状腺激素的形成，从而有效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TSH、FT4、

FT3 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74.07％，观察组的总有效率达到 92.73％，观察组

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联合帕罗西汀能有

效提高甲亢伴情绪障碍患者的治疗效果。机制可能

为帕罗西汀通过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降低患者

的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提高治疗甲亢的临床疗效。

杨志华等［9］和刘向臣等［10］的研究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甲亢对患者的生活和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患

者容易出现焦虑情绪，本研究发现，治疗后对照组

SAS、SDS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说明随着患者甲

亢临床症状好转，可以有效减轻焦虑、抑郁情绪，

缓解情绪障碍。而且，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加用帕罗西汀

能有效缓解焦虑、抑郁情绪，消除情绪障碍。刁红

梅等［11］研究与本研究结果相符。两组患者虽然都出

现药物的不良反应，但是症状较轻，并且持续时间

较短，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且患者不良

反应的例数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纳

入病例数目较少，随访时间短，以后需要继续收集

观察病例，延长随访时间，观察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帕罗西汀联合 13I1 能有效缓解甲状腺

功能亢进症伴情绪障碍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

甲亢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体内 TSH、FT4、FT3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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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甲状腺功能对比（x±s）

组别 例数
TSH（mlU/L） FT4（pmol/mL） FT3（pmol/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4 0.84±0.12 3.16±0.51▲ 27.34±5.87 19.38±5.15▲ 12.87±3.46 8.61±2.52▲

观察组 55 0.82±0.11 4.06±0.56▲ 27.83±5.91 15.13±4.83▲ 13.05±3.52 6.17±2.37▲

t 0.9073 8.7678 0.4342 4.4449 0.2692 5.2083

P 0.1831 0.0000 0.3325 0.0000 0.3942 0.0000

注：与治疗前对比▲P<0.05

表3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4 51.64±6.3546.52±5.82● 55.69±6.19 49.17±5.73●

观察组 55 52.27±6.5743.16±5.37● 56.21±6.24 45.73±5.52●

t 0.5089 3.1334 0.4367 3.1923

P 0.3059 0.0011 0.3316 0.0009

注：与治疗前对比●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