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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严重程度的抑郁症患者血清中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

素（FT4）、促甲状腺素（TSH）水平。方法

选择 2017 年 9 月— 2018 年 4 月在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的住

院地首发抑郁症患者（105 例），以及 2017 年 10 月本院参与体检的职工（57 人）为研究对象，根据 HAMD24 评分值将抑郁症患者分为 3 个亚组：轻度（33 例）、中度（44 例）、重度（28 例）抑郁组。检测 4 组人群的
FT3、FT4 及 TSH 水平并比较。结果

4 组人群 TSH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687，P=0.561）；重度抑郁组

的 FT3 均高于健康对照组、轻度和中度抑郁组（P ＜ 0.01）；健康对照组、轻度和中度抑郁组 3 组之间 FT3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组中 FT4 均高于健康对照组（P ＜ 0.05）
，但 3 个抑
郁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血清中 FT4 相对水平的高低可能预示着是否存在

抑郁的症状，而抑郁症血清中 FT3 相对水平的高低可能预示着病情的严重程度。
【关键词】 抑郁；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游离甲状腺素； 促甲状腺素； 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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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s of free triiodothyronine（FT3），free thyroxine（FT4）
and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of different severity. Methods The 105 first
episode depression inpatients in the First Specialized Hospital of Harbin from September 2017 to April 2018 and
the employee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the hospital in October 2017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3 sub-groups according to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score，namely mild depression group（n=33），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n=44）and severe
depression group（n=28）. The levels of FT3，FT4 and TSH were tested by Autolumo A2000.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SH among the four groups（F=0.687，P=0.561）. The FT3 level of the severe
depress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ealthy group，the mild depression group and the 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P ＜ 0.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ifference of FT3 among the health
group，mild depression group and 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P ＞ 0.05）. The level of FT4 of the 3 depression
groups were all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ealth group（P ＜ 0.05），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3 depression groups（P ＞ 0.05）. Conclusions The relative level of FT4 in serum may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while the relative level of FT3 in serum of depressive patients
may indicate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 Depression； Free triiodothyronine； Free thyroxine； Thyrotropin； Severity

抑郁障碍作为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情感障碍，其识

病［6］。但目前尚无任何一种生物学的标记物可以作

别率低［1-2］，治愈率也低［3］，而复发率和自杀率高［4］，

为诊断的金标准［7］，病因机制也不明。抑郁障碍与

作为一种严重损害人们健康的精神科疾病［5］，在未

甲状腺激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内外的文献均有报

来的十余年，将逐渐成为全世界疾病负担最高的疾

道，但研究结果却不一致［8］。鉴于以往的研究只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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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抑郁症与健康人群的研究，并未将不同严重程度
的抑郁症分开来研究甲状腺激素水平，因此本试验
将首发抑郁症患者根据病情的不同程度分别研究其
血清中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差异性，为进一步探讨抑
郁人群中甲状腺激素的界限值提供一定依据，为抑
郁症的诊断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选取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2017
年9月— 2018 年 4 月的住院患者为抑郁组。入组标
准：
（1）符合 ICD-10 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
（2）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24 ＞ 20 分；
（3）年龄 18～59 岁；
（4）首次发病，既往未服用过抗抑郁药及抗精神病药
物；
（5）既往未患有甲状腺疾病；
（6）知情同意，自愿
参加。排除标准：
（1）妊娠期女性；
（2）患有神经系统
疾病、内分泌疾病及有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
（3）血
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
游 离 甲 状 腺 素（free thyroxine，FT4）、促 甲 状 腺 素
（thyrotropin，TSH）水平有异常的患者。基于 HAMD24 评分将抑郁症患者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抑郁组。
轻度抑郁组：20 分＜ HAMD-24 ≤ 27 分；中度抑郁组：
27 分＜HAMD-24 ≤ 35 分；重度抑郁组：HAMD-24 ＞
35 分。
选取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于2017年10月体检
的职工为健康对照组。入组标准：
（1）年龄18～59岁；
（2）既 往 未 患 有 甲 状 腺 疾 病；
（3）HAMD-24 ≤ 8 分；
（4）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排除标准：
（1）妊娠期女性；
（2）患有精神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者；
（3）血清 FT3、
FT4、TSH 水平有异常的职工。
4 组受试者根据性别及年龄进行匹配，排除性
别及年龄的差异性对试验数据的影响［9］，因重度抑
郁组中＞ 55 岁女性较多，随机去掉年龄＞ 55 岁女性
8 例。最后入选的是健康对照组 57 例，其中男 26 例，
女 31 例，平均（42.6±9.4）岁；轻度抑郁组 33 例，其
中男15例，女18例，平均（38.5±10.7）岁；中度抑郁组
44例，其中男20例，女24例，平均（42.8±9.0）岁；重度
抑郁组28例，
其中男13例，
女15例，
平均（40.6±8.7）岁。
2
4 组性别（χ =0.008）、年龄（F=1.730，P ＞ 0.05）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通过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伦理委员会
的同意，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 方法：于清晨 8：00 空腹采集受试者静脉血，
检测 TSH、FT3、FT4 水平。Autolumo A2000 全自动
化学发光测定仪及配套 FT3、FT4、TSH 检测试剂进
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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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
差（x±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受试者血清 FT3、FT4 及 TSH 水平比较：见表 1。
4 组比较，TSH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T3 与 FT4
水平在 4 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重度抑郁组 FT3
水平明显高于其余 3 组。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组
FT4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而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组间 FT4 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表1

4 组受试者的 FT3、FT4 及 TSH 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

FT3（pmol/L）

FT4（pmol/L） TSH（μIU/ml）

健康对照组

57

5.04±0.68a

13.93±2.08

2.63±1.23

轻度抑郁组

33

5.06±0.54a

15.22±2.30b

2.30±1.24

中度抑郁组

44

5.10±0.56a

16.15±2.38b

2.48±1.20

b

2.32±1.32

重度抑郁组

5.56±0.74

16.08±3.02

F值

28

4.828

8.968

0.687

P值

0.003

＜ 0.001

0.561

   注：与重度抑郁组比较，P ＜ 0.05；与健康对照组比较，bP ＜ 0.05
a

讨论

本次研究较以往的研究不同，通过对首

发抑郁症患者的病情程度的不同来分析，更加细化
地对不同严重程度抑郁症血清中的甲状腺激素水平
进行研究。在研究中 4 组研究对象 TSH 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而 FT4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
无论病情严重程度，抑郁组与健康对照组均存在明
显的差别，提示患有抑郁症的患者体内 FT4 水平可
能相对增高，4 组 FT3 水平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抑郁症患者HAMD-24＞35分时，FT3水平增高。
在抑郁症患者中无论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其
体内TSH水平与健康人均无明显差异，
Ittermann等［10］
对 2 142 个个体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血清 TSH 水平
与抑郁和焦虑没有显著的相关性。Poirier 等［11］研
究显示，抑郁患者体内 TSH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组。
一项对 1 503 名平均年龄 70 岁的老年男性及女性研
究发现，有较低 TSH 水平的老年人更容易并发抑郁
症状，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患抑郁症的风险显著增
加。还有研究发现，TSH 水平偏低是老年人抑郁症
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12］。这些研究表明低 TSH 水
平可能成为女性及老年患者抑郁的危险因素，却并
未证实女性及老年抑郁患者的 TSH 水平有明显改
变。Peng 等［13］研究发现，TSH 水平与抑郁患者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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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持续时间显著相关。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单相抑郁
症与 TSH 关系的 Meta 分析发现，单相抑郁症组血清
TSH 水平低于健康组，低 TSH 水平与抑郁症具有相
关性［14］。Talaei 等［15］的研究中得出甲状腺功能低
下的患者中最理想的 TSH 界限值为 2.5 mIU/L，若甲
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血清中 TSH 高于 2.5 mIU/L 将
明显增加患抑郁的风险。而本研究却并未将男、女
及成年、老年分别研究来证实，也未将患者病程因
素考虑其中。因此，不同情况的抑郁症血清中 TSH
水平是否在存在变化仍需进一步证实。
大多数关于抑郁症患者的 FT3 水平研究结果较
一致，二者无明显差异性。陶德友［16］与卢丹玉等［17］
的研究具有相似性，认为抑郁组的 FT3 较健康组水
平偏低。但本研究发现重度抑郁的患者即 HAMD24 ＞ 35 分的抑郁患者 FT3 可能发生增高的情况，而
轻、中度抑郁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关于 FT4 水平的变化，大多数研究均证实了一
点，抑郁组的 FT4 较健康组偏高［18-19］。但一项芬兰
关于 2007— 2013 年 1 396 名男性和 1 500 名女性的
样本研究，发现 TSH、FT3、FT4 与抑郁症之间没有
联系［20］。而 Delitala 等［21］研究发现 FT4 水平与抑郁
症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U”形的关系，意味着
无论 FT4 或高或低均与抑郁症有关。本研究发现患
有抑郁症的患者，无论轻、中、重，FT4 均高于健康
对照组，这与上面芬兰的研究和 Delitala 等人的研究
不同，因此，本研究关于抑郁症中 FT4 的研究仍需
要更大的样本及多种方式来进一步探讨。
综 上 所 述，本 项 研 究 显 示 抑 郁 症 患 者 FT4 可
能较健康人群偏高，而重度抑郁患者（HAMD-24 ＞
35 分）体内的 FT3 与健康人群可能存在偏高的情况。
因此，血清中 FT4 相对水平的高低可能预示着患者
是否存在抑郁的症状，而抑郁症血清中 FT3 相对水
平的高低可能预示着病情的严重程度。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讨论：
（1）研究
对象只是性别及年龄具有一致性，并未将学历等因
素考虑其中，而健康对照组均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
专科医院，工作条件具有一定的单一性；
（2）本研究
根据 HAMD 评分的轻、中、重，并未考虑 HAMD 的因
子因素，从而将所反映的靶症状与甲状腺激素的关
联性进一步讨论；
（3）本研究并未将患者的焦虑及精
神症状因素进行再次归类研究，例如抑郁共病焦虑
的患者，重度抑郁伴发精神症状的患者等；
（4）研究
对象为首发抑郁症患者，由于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
并非未完成治疗后的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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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文稿中缩略语的书写要求
在本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已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在摘要和正文中可以不加注释直接使用 ( 表 1)；不常
用的和尚未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以及原词过长、在文中多次出现者，若为中文可于文中第 1 次出现时写明
全称，在圆括号内写出缩略语，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若为外文可于文中第1次出现时写出中文全称，
在圆括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语，如：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 disease，AD)。若该缩略语已经公知，也
可不注出其英文全称。不超过 4 个汉字的名词不宜使用缩略语，以免影响论文的可读性。西文缩略语不得
拆开转行。
表 1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常用缩略语

缩略语
CNS

中文全称
中枢神经系统

缩略语
CSF

中文全称
脑脊液

缩略语
GABA

中文全称
γ- 氨基丁酸

IL

白细胞介素

AD

老年痴呆症 ( 阿尔茨海默病 )

PD

帕金森病

MRI

磁共振成像

CT

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

DSA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

EEG

脑电图

MR

磁共振

HE

苏木素 - 伊红

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PET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

CRP

C 反应蛋白

MMSE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

NIHSS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

TIA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NF

肿瘤坏死因子

WHO

世界卫生组织

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A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PANSS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rTMS

重复经颅磁刺激

5-HT

5- 羟色胺

SSRIs

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MoCA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

DSM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CCMD-3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