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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患者术前精神状态与雌激素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喻晓琴 1 、 卢晓静 1 、 孟雪梅 1 、 张丁兮 2

【摘要】目的　探讨子宫肌瘤患者在术前精神状态和雌激素水平情况，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　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 45 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组，同时选取

同期进行体检的 45 例健 康人员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的血清雌二醇水平，同时利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患者进行精神状况评分。结果　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的血清雌二

醇水平研究组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研究组的 SAS、SDS 评分与雌激素水平的存

在负相关（r<0.00，P< 0.01），而对照组则无相关性。结论　子宫肌瘤患者术前存在明显的焦虑、抑

郁情绪，且焦虑抑郁程度与雌激素水平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应在临床治疗中注意积极开展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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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eoperative mental state and estrogen level in patients with uterine 
leiomyomas　YU Xiaoqin，LU Xiaojing，MENG Xuemei，et al.Chongqing Dazu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of Obstet-
rics and Gynecology，Chongqing 4023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eoperative mental state and estrogen level in patients 

with uterine leiomyomas. Methods　45 cases of uterine leiomyoma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May 

2015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group，at the same time，45 healthy people were taken as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estradiol level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simultaneously，the mental health were evaluated with the self-

reported depression scale（SDS）and anxiety rating scale（SAS）. Results　The SAS score，SDS scores and serum 

estradiol of research group were considerable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1），serum estradiol of research 

group of research group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AS and SDS scores（r<0.00，P<0.01），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had no correlational relationship. Conclusions　Uterine leiomyoma patients have obviously mental symptom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mental status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strogen levels，therefore we should carry out ac-

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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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uterine leiomyoma，UL）是育龄女性

中发病率最高的实体肿瘤，发病部位位于子宫肌层

平滑肌［1］。其病因是部分雌激素受体的敏感性异常

增高而引发肌瘤组织形成，或是由于体内长期的雌

激素含量过高导致子宫壁平滑肌组织过度增生形成

肌瘤［2］。同时有研究表明，该病的发生与神经中枢，

细胞遗传学也有一定的关系［3］。子宫肌瘤在青春期

前极少发，30～50 岁妇女是其高发人群。子宫肌瘤

是导致子宫切除术的主要原因之一，手术会导致患

者丧失生理感，导致患者内分泌紊乱，性生活质量

严重下降，对患者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认同方面产

生极大的影响［4］。因此，本文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

法对我院 45 例子宫肌瘤患者术前的焦虑、抑郁状况

及雌激素水平作了调查，并对其相关性进行了探讨，

以期为临床开展系统、合理的临床干预提供可靠的

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我院共纳入子宫肌瘤患者 45 例，患

者入选标准为：经专家通过病理检查明确诊断患有子

宫肌瘤，卵巢正常无病变；入院近 3 个月内未使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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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类及影响泌乳素水平的药物；近年无人工流产及分

娩、哺乳史；年龄在 18 岁至 55 岁之间；文化程度包

括小学 12 例、中学 21 例、大专及以上 12 例；意识

清楚，言语正常；伦理考虑，知情同意，自愿参与。

排除标准：有严重的认知障碍；患有精神疾患；言语

表达缺陷；因其他原发肿瘤转移至盆腔附件的肿瘤患

者；化疗间歇期的患者；临终或极度衰弱的患者。此

次实验选取的 45 名子宫肌瘤住院患者均符合实验要

求，平均年龄 39.5 岁。与此同时，选取同期进行体

检的 45 例健康人员作为对照组，年龄 20~54 岁，平

均（38.9±5.2）岁；文化程度包括小学 14 例、中学

20 例、大专及以上 11 例。两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

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血清雌二醇测定　术前 1 月，检测患者

的卵泡期血雌二醇水平，晨 7～8 时抽取 3 mL 空腹

肘静脉血，2h 内离心分离血清，置 -20℃冰箱内保

存。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雌二醇水平，所用试剂

盒由美国雅培公司提供。

1.2.2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通过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妇科肿

瘤住院患者的抑郁情况，自评量表包括 20 项，有反

向记分 10 题，分为 4 级评分的自评量表，最后每个

项目汇总换算得标准总分［6］。抑郁程度与 SDS 评分

呈正比。

1.2.3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通过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妇科肿瘤住院

患者的焦虑情况，自评量表包括 20 个项目，每个项

目采用４级评分法，最后每个项目汇总换算得标准

总分［7］。焦虑程度与 SAS 评分呈正比。

1.3　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处理分析均采用 SPSS18.0 软件完成，

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

验对比分析；用率或百分比（n，％）表示计数资料，

采用 χ2 检验进行对比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分别评估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与雌激素水平间的

关系。以 P<0.05 作为差异达统计学水平的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SDS、SAS 评分及血清雌二醇水

平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 SDS、SAS 评分及血清雌二醇水

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　两组患者SDS、SAS评分及血清雌二醇水平比较

组别 N SDS SAS 雌激素水平（ng/ L）

研究组 45 57.13±6.87 57.53±5.18 189.64±111.37▲

对照组 45 26.83±4.52 25.75±4.17 90.32±45.98
t 15.682 17.135 13.946
P 0.000 0.000 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

2.2　两组患者 SDS、SAS 评分与雌激素水平间

的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知，研究组的 SDS、SAS 评分均与雌

激素水平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对照组的 SDS、

SAS 评分与雌激素水平无明显相关性。
表2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分与雌激素水平间的相关分析

组别 n
SDS与雌激素水平 SAS与雌激素水平

r P r P
研究组 45 -0 .763 0 .012 -0 .682 0 .017
对照组 45 0 .131 0 .426 0 .151 0 .436

3　讨论

子宫肌瘤占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肿瘤的一半以上，

育龄女性的患病率在 20％以上，且有逐年升高的

趋势［5］。虽然多数子宫肌瘤易发生于中年人群，但

如今社会越来越多发生在生育期甚至青春期，且发

病率逐年增高，严重影响到妇女的生活质量和生命

质量。药物治疗虽具有缩小和抑制肿瘤的作用，但

不能根除，难以彻底治愈。目前，全子宫切除术或

部分子宫肌瘤挖除依旧是治疗子宫肌瘤的最主要手

段［6］。然而，子宫是女性重要的孕育器官和内分泌

器官，一旦罹患子宫肌瘤，就意味着患者极有可能

因手术而失去生殖器官，这无疑会使患者出现焦虑、

孤独、抑郁、恐惧、紧张等负性情绪 ［7］。本次实验

也发现子宫肌瘤患者术前的 SAS、SDS 得分确实偏

高，证实了子宫肌瘤患者的确存在一定的焦虑、抑

郁症状。

雌激素是肌瘤生长的主要促进因素，对大脑

中枢神经具有多重影响，具有调节情绪以及认识功

能的作用［8］。雌二醇是最主要的雌激素，是维持女

性第二性征的重要激素。血清雌二醇能够促进女性

内外生殖器发育，使女性维持性功能，此外，雌二

醇还能与孕激素协同作用使女性形成月经周期。有

研究表明，肌瘤组织中的血清雌二醇浓度较相邻正

常子宫组织明显增高，而血清雌二醇向雌酮的转化

浓度显著降低，说明肌瘤中的雌激素受体浓度显著

高于周边组织，肌瘤部位处于一种高雌激素环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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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9］。本次实验也发现子宫肌瘤患者的血清雌二醇

浓度明显高于健康人群。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血清

雌二醇等雌激素可以调节很多神经递质系统，具有

抗抑郁的作用。有文献也报道，女性在雌激素减少

时期（如妊娠期、产后、绝经期、经前期）出现抑郁

症风险急剧升高［10］。而本次实验显示子宫肌瘤患者

存在焦虑、抑郁状况，但雌激素水平则较高，精神

状态与雌激素水平的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患者

的精神状态越差，雌激素水平越高。

综上所诉，子宫肌瘤患者术前的精神状态与雌

激素水平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子宫肌瘤患者雌激素

水平明显增高，且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因

此，应在临床治疗中加强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以

期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消除负面精神状态对手术

效果的不利影响，加速子宫功能恢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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