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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不同雌激素水平孕妇焦虑抑郁情况比较

冉约曼 1 、 孟雪梅 1 、 赵小卫 1 、 张丁兮 2

【摘要】 目的　比较妊娠期不同雌激素水平孕妇的焦虑抑郁情况。方法　将 288 例孕妇分为实

验组（焦虑抑郁）92 例和对照组（健康）196 例。比较两组孕妇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评分及雌二醇（E2）、促卵泡激素（FSH）水平。进一步将 288 例孕妇按照不同 E2 水平和 FSH

水平进行分级，比较不同 E2、FSH 水平孕妇焦虑抑郁发生情况。结果　实验组孕妇 SAS、SDS 评分

及 FSH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E2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随着血清 E2 水

平升高，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率逐渐降低，SAS、SDS 评分逐渐减小，有统计学差异（P< 0.05）；随

着血清 FSH 水平升高，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率逐渐升高，SAS、SDS 评分逐渐增大，有统计学差异

（P< 0.05）。结论　妊娠期孕妇 E2 水平异常降低和 FSH 水平异常升高导致焦虑抑郁发生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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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ativity of pregnant women’s mental state with estrogen levels　 
 RAN Yueman，MENG Xuemei，ZHAO Xiaowei，et al.Chongqing Dazu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Chongqing 4023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vity of pregnant women’s mental state with estrogen levels. Meth-
ods  92 cases of anxiety-depression pregnant women were researched as the experiment group，other 196 cases of 

healthy pregnant women were research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SAS，SDS，the levels of E2 and FSH of two 

groups were respectively compared. Results　The SAS and SDS scores，the FSH level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E2 level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pregnant women with high E2 level has more lower incidence rate of the anxiety-depression than that in 

the pregnant women with low E2 level（P<0.05）；The pregnant women with high FSH level has more higher incidence 

rate of the anxiety-depression than that in the pregnant women with low FSH level（P<0.05）. Conclusion　The low E2 

level and high FSH level may cause high incidence rate of the anxiety-depression in pregna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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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女性过度情绪波动容易导致胎儿口唇畸

变，严重者可造成胎盘早剥甚至胎儿死亡，严重危

害母婴健康［1］。研究表明，妊娠期女性出现焦虑抑

郁的诱发因素较多，除精神疾病等因素外，生殖周

期激素波动也可能与妊娠期女性焦虑抑郁的发生有

关［2］。为了探讨雌激素水平和情绪状态的关系，我

院产科对围产期产检的 288 例孕妇的进行检测和评

估，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来我院产科进行

围产期产检的 288 例孕妇纳入本研究。纳入标准：

所有孕妇均未合并妊娠期疾病；超声检查胎儿无异

常；年龄＜ 40 岁。排除标准：胎儿检查异常者；合

并其他严重急慢性疾病或器质性病变者；有精神或

神经疾病者。按照孕妇是否出现焦虑抑郁分为实验

组（焦虑抑郁）92 例和对照组（健康）196 例。其中

实验组孕妇年龄为 22～40 岁，平均年龄为（29.62±

4.33）岁，孕次 1～4 次，平均（1.61±0.34）次，孕

周 12～16 周，平均（13.26±2.21）周；对照组孕妇年

龄为 23~39 岁，平均年龄为（28.75±4.26）岁，孕次

1～4 次，平均（1.63±0.29）次，孕周 12～15 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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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13.22±2.09）周。两组孕妇的年龄构成、孕次及

孕周等资料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抽取两组孕妇清晨空腹肘静脉血 5ml，注意取血

前所有孕妇需静坐休息 15~30min。使用 3000rpm 离

心机离心 10min 后取血清存入低温冰箱中保存待检。

所有样本同一批次检测，使用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中雌二醇（E2）、促卵泡

激素（FSH）水平。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孕妇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

量表（SDS）评分及 E2、FSH 水平。进一步将本研究

中 288 例孕妇按照不同 E2 水平和 FSH 水平进行分

级，比较不同 E2、FSH 水平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率以

及 SAS、SDS 评分。

焦虑抑郁判断依据：SAS 评分包括 20 个题目，

按照 4 分法计分，SAS 评分＞ 50 分判断为焦虑，评

分越高表示焦虑状态越严重；SDS 评分包括 20 个题

目，按照 4 分法计分，SDS 评分＞ 53 分，判断为抑

郁，评分越高表示抑郁状态越严重［3］。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统计学软件进行本研

究数据分析，计量数据用（x±s）表示，计数数据用

百分比（％）表示，分别用 t 和χ2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孕妇 SAS、SDS 评分及 E2、FSH 水平

对比

实验组孕妇 SAS、SDS 评分及 FSH 水平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E2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

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孕妇SAS、SDS评分及E2、FSH水平对比（x±s）

分组 SAS（分） SDS（分） E2（pg/ml） FSH（IU/L）

实验组（n=92） 54.26±5.38a 57.79±6.26a 44.25±8.36a 13.81±3.36a

对照组（n=196） 31.62±3.35 33.30±3.96 122.33±9.81 7.05±2.21

注：a表示与对照组对比，P<0.05

2.2　不同血清 E2 水平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率及

SAS、SDS 评分对比

随着血清 E2 水平升高，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率逐

渐降低，SAS、SDS 评分逐渐减小，有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2。

2.3　不同血清 FSH 水平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率及

SAS、SDS 评分对比

随着血清 FSH 水平升高，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率

逐渐升高，SAS、SDS 评分逐渐增大，有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3。
表2　不同血清E2水平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率及SAS、SDS评分

对比

E2（pg/ml） 发生焦虑抑郁 SAS（分） SDS（分）

≤20（n=48） 21（43.75％）bc 57.14±5.31abc 59.02±6.17abc

20~40（n=94） 33（35.11％）c 54.11±5.25bc 56.26±6.02bc

40~80（n=133） 37（27.82％） 51.06±5.22c 53.85±5.93c

＞80（n=13） 1（7.69％） 48.29±5.08 49.98±5.96

注：a表示与20~40pg/ml组对比，P<0.05；

b表示与40~80pg/ml组对比，P<0.05；

c表示与＞80pg/ml组对比，P<0.05。

表3　不同血清FSH水平下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率及SAS、SDS
评分对比

FSH（IU/L） 发生焦虑抑郁 SAS（分） SDS（分）

≤5（n=18） 0（0.00％）abc 49.16±5.24abc 49.57±5.98abc

5~10（n=185） 44（23.78％）bc 51.98±5.11bc 52.99±6.22bc

10~20（n=56） 30（53.57％） 54.02±5.05c 55.97±5.97c

＞20（n=29） 18（62.07％） 57.26±5.18 58.84±6.06

注：a表示与5~10IU/L组对比，P<0.05；

b表示与10~20IU/L组对比，P<0.05；

c表示与＞20IU/L组对比，P<0.05。

3　讨论

临床研究表明，孕妇的情绪变化可通过血液

和内分泌调节的改变对胎儿产生影响，若孕妇长期

心情不佳，出现焦虑、紧张、恐惧或悲伤等，会使

胎儿血管收缩，减少脑部供血量，影响胎儿脑部发

育［4］。因此，研究影响孕妇焦虑抑郁发生的相关危

险因素对防治孕妇和胎儿均有重要意义。

张治坤等［5］的研究指出工作压力、家庭生活压

力以及不良生活行为方式等均为诱发孕妇在妊娠期

间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的风险事件。Jallo 等［6］对医

院 64 例焦虑抑郁孕妇基础疾病调查发现，高血压、

糖尿病以及冠心病等慢性病与孕妇焦虑抑郁的发生

有紧密联系。目前，对于妊娠期雌激素波动与孕妇

焦虑抑郁的相关性临床上报道很少［7］。大量专家认

为妊娠期可能是女性焦虑抑郁的一个易感阶段，这

一时期孕妇会发生一系列生理改变，尤其体现在雌

激素水平波动方面［8］。大部分孕妇妊娠期雌激素水

平在安全范围内波动，小部分孕妇可能因妊娠期雌

激素的异常波动而出发焦虑、抑郁的内分泌，影响

孕妇情绪状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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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是由卵巢成熟滤泡分泌的一种自然雌激素，

能增进和调节性器官及副性征的正常发育［10］。FSH

则为脑垂体合成并分泌的糖基化蛋白质激素，对女

性卵泡成熟有刺激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出现明

显抑郁焦虑的孕妇 SAS、SDS 评分及 FSH 水平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E2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妊娠

期 E2 和 FSH 水平异常可能与孕妇焦虑抑郁状态存

在紧密联系。进一步比较发现，妊娠期 E2 缺乏以及

FSH 大幅度异常升高可能与孕妇焦虑抑郁的发生有

关。因此，妊娠期进行 E2 和 FSH 水平监测并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改变雌激素水平异常对防治孕妇焦虑抑

郁可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综上，本研究发现妊娠期孕妇 E2 水平异常降低和

FSH 水平异常升高可能与孕妇焦虑抑郁有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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