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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甲状腺素钠在老年甲状腺功能减退综合征治疗中的应用
王伟伟，胡文华，许莹

杨凌示范区医院内分泌科，陕西 咸阳 712100

【摘要】 目的 评估左甲状腺素钠治疗老年甲状腺功能减退综合征(简称“甲减综合征”)的疗效及其安全性。

方法 将杨凌示范区医院内分泌科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200例甲减综合征老年患者纳入研究，按照随

机双盲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100例。对照组患者全程接受甲状腺片治疗，观察组患者则采用左甲状腺素

钠治疗，所有患者均接受14 d治疗。检测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促甲状腺激素(TSH)、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及

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水平，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的TSH水平为(3.2±1.1) mIU/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6.8±1.5) mIU/L，FT4、FT3水平分别为(11.2±1.2) pmol/L和(4.6±

1.8) pmol/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8±1.8) pmol/L和(3.2±1.3) p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治

疗总有效率为 9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左甲状腺素钠治疗老年甲减综合征效果良

好，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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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of levothyroxine sodium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hypothyroidism syndrome. WANG
Wei-wei, HU Wen-hua, XU Ying.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Yangling Demonstration Area Hospital, Xianyang 7121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safety of levothyroxine sodium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hypothyroidism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2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othyroidism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Yangling Demonstration District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

dom and double-blind, with 10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yroid tablets for the en-

tire treatment,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evothyroxine sodium, all for 14 days. The levels of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 serum free thyroxine (FT4), and serum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as well as the patient's treatment effect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

verse reaction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SH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2±1.1) mIU/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6.8±1.5) mIU/L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FT4 and FT3 were (11.2±1.2) pmol/L and

(4.6±1.8) pmol/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8±1.8) pmol/L and (3.2±1.3) pmol/L in the con-

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0.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64.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0%,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8.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levo-

thyroxine sodium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hypothyroidism syndrome has a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and has

high safety and high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Levothyroxine sodium; Hypothyroidism syndrome; Safety;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Serum

free thyroxine; Serum free triiodothyronine

·论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21.13.009

通讯作者：胡文华，E-mail：huwenhua_1226@163.com

甲状腺功能减退综合征(简称“甲减综合征”)是指

机体甲状腺激素缺乏而导致机体代谢及多器官和系

统的功能出现减退的临床效应。该病属于内分泌疾

病，且女性相较于男性发病率高，随年龄增加该病发

病率逐渐上升，近些年该病呈高发趋势[1-2]。根据患者

患病特点，其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由原

发性甲状腺疾病引起，主要包含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如慢性淋巴细胞甲状腺炎)、Graves病的放射性碘治

疗、手术或药物的影响；而继发性则主要由于患者的

垂体或垂体附件病变导致促甲状腺激素(TSH)的分泌

下降引起[3-4]。该病起病隐匿，主要症状为疲劳、嗜睡、

抑郁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由于与人体衰老特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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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引起重视，以致于漏诊现象较为严重。老年人由

于体质较弱，身体各项机能相对较差，已成为甲减综

合征的高发人群。该症主要影响代谢和脏器功能，会

导致患者出现怕冷、少汗、乏力、少言懒动、体温偏低、

食欲减退但体质量增加；记忆力减退，智力低下，反应

迟钝，嗜睡；心动过缓，心音减弱，有时可导致患者发

生心包积液；且该症常会使患者感到肌无力，并使女

性患者的经期延长，男性发生阳痿的症状[5-6]。甲减严

重症状为黏液性水肿昏迷，可危及生命。多数患者出

现甲状腺肿，也有部分患者甲状腺萎缩。因此，对于

老年甲减综合征的相关治疗研究已成为目前研究的

重点。本研究旨在进一步评估应用左甲状腺素钠治

疗老年甲减综合征的治疗效果和其安全性，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

杨凌示范区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200例甲减综合征老

年患者纳入研究。纳入标准：经确诊患有甲减综合

征；年龄60岁以上。排除标准：患有精神病、糖尿病及

先天性疾病者；患有心脏疾病者；合并有垂体前叶功能

减退或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者；患有全身免疫性疾病

者。采用随机双盲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00例。

对照组患者年龄 64~75 岁，平均(68.93±5.67)岁；男性

47 例，女性 53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62~73 岁，平均

(68.23±5.97)岁；男性44例，女性56例。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

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相应的对症治

疗，包括给氧、输液、控制感染、控制心力衰竭等。对

照组患者服用甲状腺片(国药准字 H37020075 ，山东

省惠诺药业有限公司)治疗，口服，开始为每日20 mg，

2次/d；逐渐增加，维持量一般为每日40~120 mg，少数

患者需每日160 mg，但均不超过该剂量。所有患者接

受治疗时间为14 d。由于该药物中T3、T4的含量及两

者比例不恒定，在治疗中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三碘

甲状原氨酸(T3)、四碘甲状腺原氨酸(T4)、促甲状腺激

素(TSH)水平相应的调整剂量。观察组患者在基础治

疗上采用左甲状腺素钠(国药准字H20010008，深圳市

中联制药有限公司)治疗，通过临床症状及T3、T4、TSH

水平决定个体每天相应的剂量。一般情况给予患者的

初始剂量为25 μg/d，2次/d，之后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和检测结果进行调整，用量逐步添加，但最大给药剂量

不超过200 μg/d，所有患者接受治疗时间为14 d。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接受治疗前及治疗完

成后于清晨对其进行空腹采血 10 mL，利用全自动发

光免疫分析仪(贝克曼库尔特UniCel DxI 800)对血样

进行检测分析，比较两组患者血清中的促甲状腺激素

(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四碘甲状腺

原氨酸(FT4)含量水平。同时统计各组患者的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并计算不良反应发生率，本研究中统计

的不良反应包含胸闷、乏力及肠道不良反应等。

1.4 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患者的病情进展及相

关检查结果评价疗效 [7]。治愈：患者未出现嗜睡、少

汗、易疲劳等症状，FT4、FT3及TSH水平均完全恢复

正常；有效：患者嗜睡、少汗、易疲劳等症状出现较治

疗前好转，且FT4、FT3及TSH水平均接近正常但未达

到；患者的嗜睡、少汗、反应迟钝、易疲劳等症状未缓

解，且FT4、FT3及TSH水平未恢复甚至出现恶化。总

有效率=(治愈+有效)/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TSH、FT4、FT3水平比

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FT4、FT3 及 TSH 水平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FT4、FT3 水平相较于治疗前均明显下降，TSH 水平

相较于治疗前均明显上升，且观察组相较于对照组

各指标改善均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TSH、FT4、FT3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100

100

治疗前

27.2±15.3

27.5±14.7

0.141

>0.05

治疗后

3.2±1.1ab

6.8±1.5a

19.354

<0.05

治疗前

6.1±1.8

6.0±1.7

0.404

>0.05

治疗后

11.2±1.2ab

6.8±1.8

20.339

<0.05

治疗前

1.2±0.5

1.3±0.8

1.060

>0.05

治疗后

4.6±1.8ab

3.2±1.3a

6.305

<0.05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TSH (mIU/L) FT4 (pmol/L) FT3 (pmol/L)

2.2 两种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4.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09，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01，P<0.05)，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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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甲状腺功能减退综合征简称甲减，该病属于内分

泌疾病，女性甲减患病率较男性高，且随年龄增加发

病率逐渐上升，近些年该病呈高发趋势，有文献报道

称甲减发病率在中老年人中已达近 5% [8]。该病一般

因甲状腺腺体出现病变，由此而引发了甲状腺激素的

分泌减少，使甲状腺激素依赖型的机体代谢发生功能

性紊乱，由此而导致患者的甲减[9]。由于该病患者起病

隐匿，其主要症状为疲劳、嗜睡、抑郁、皮肤干燥以及记

忆力减退等常见症状，由此而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出

现严重下降。但由于与人体衰老特征相似，不易引起

患者重视，以致于检查中描述不确切，而导致漏诊现象

较为严重[10-11]。老年人由于自身体质较弱，其身体各项

机能相对较差，其多器官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形，因而已

成为甲减的高发人群。该症主要影响代谢和脏器功

能，患者可能出现心动过缓，心音减弱。女性可出现月

经过多及经期延长，男性可导致阳痿等[12-13]。由于上述

多种并发症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命健康安

全均受到严重影响。因而，迫切需要找到针对甲减的

有效治疗方案。目前临床上常用甲状腺片来治疗该

类疾病，但是根据临床实践和文献报道，其有效率不

理想。因此在甲减的治疗中需要寻求效果更为确切

的治疗方案。左甲状腺素在人体内可经过代谢转化

为三碘甲腺氨酸，具有维持人体正常甲状腺功能的作

用。通过替代治疗甲状腺机能减退，可维持人体正常

的生长发育与机体的代谢过程，主要用于甲减的替代

治疗。该药的T4含量一般可达到99%以上，且由于其

无抗原性，不会引起机体的异常免疫反应，因此可以

利用该药物对患者的FT4进行快速补充，当患者体内

FT4的水平升高至正常范围时，其体内的TSH水平即

可随FT4上升而降至正常范围[14-15]。由于患者体内脱

碘酶的作用，该药可部分转化为T3，由此而使患者体

内的FT3得到快速补充，而TSH、FT4、FT3均为甲减治

疗中极为重要的关键物质，因而该药可以达到快速补

充 FT4、FT3，修复患者甲状腺组织损伤，消除相关炎

症反应，保护患者机体的作用[16-17]。相较于通过甲状

腺片补充低浓度动物源相关物质，其疗效更为确切。

有助于患者的甲状腺功能恢复和预后，对于该病的治

疗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中，在接受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相较于对

照组TSH水平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FT4、FT3水平则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为

90.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64.0%，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表明左甲状腺素钠相较于甲状腺片具有

更好的治疗效果；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分别为4.0%、1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此结果说明左甲状腺素钠片相较于甲状腺片的治疗

作用更加缓和，副作用及不良反应较少，有助于减少

药物对患者机体的损伤，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在老年甲减综合征的治疗中应用左甲

状腺素钠治疗效果良好，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于梦尧, 鲁春, 冯李明, 等.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左甲状腺素钠治

疗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伴焦虑抑郁30例[J]. 安徽医药, 2020, 24

(8): 1655-1658.

[2] 王瑞瑞. 左甲状腺素钠治疗老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疗效[J]. 中国

民康医学, 2018, 30(23): 27-28.

[3] 向丽华, 郭铭建, 谢屹. 硒酵母联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甲状腺功能

减退的疗效分析[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9, 36(10): 1634-1638.

[4] 刘伟靓, 田金. 左甲状腺素钠片对妊娠伴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脂代

谢及妊娠期并发症的影响[J]. 中国实用医刊, 2018, 45(16): 64-67.

[5] 单鸿. 左甲状腺素钠治疗老年甲状腺功能减退综合征的临床效果

及安全性[J].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20, 26(9): 1287-1289.

[6] 张柱. 左甲状腺素钠对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转归的影响

分析[J]. 现代诊断与治疗, 2017, 28(8): 1414-1415.

[7] 李建华. 左甲状腺素钠治疗老年甲状腺功能减退综合征疗效观察

及安全性研究 [J/OL].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 2018, 21: 23-26.

[8] 孙敬茹, 韩梅, 王露, 等. 左甲状腺素钠联合补硒治疗甲状腺功能减

退的临床疗效及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J]. 疑难病杂志, 2017, 16

(1): 52-55, 63.

[9] 杨彬婕, 侯丹. 软坚消瘿颗粒联合左甲状腺素钠片治疗桥本甲状腺

炎伴甲状腺功能减退临床疗效 [J]. 临床军医杂志, 2020, 48(3):

293-295.

[10] 戴咏玲, 陈瑶. 左甲状腺素钠联合补硒治疗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的

有效性分析[J]. 世界临床医学, 2017, 11(13): 78.

[11] 王前, 王翼华.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应用左甲状腺素钠治疗效果分析

[J]. 现代医药卫生, 2017, 33(9): 1358-1360.

[12] 赵琦. 左甲状腺素钠对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血脂和甲状腺激素

水平的影响[J]. 中国药物经济学, 2018, 13(2): 75-77.

[13] 万幼云, 韩芳芳. 左甲状腺素钠联合阿仑膦酸钠对甲状腺功能减退

患者心肌酶谱、ⅠCTP、BGP、ALP及对氧磷酶 1含量的影响分析

[J]. 中国医学创新, 2019, 16(11): 22-25.

[14] 黄承吨, 莫石轲, 莫凤影, 等. 左甲状腺素钠联合补硒对甲状腺功能

减退的疗效分析[J]. 现代诊断与治疗, 2019, 30(21): 3741-3743.

[15] 赵栋, 吕晓东, 宋民, 等. 左甲状腺素钠对冠心病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

患者外科手术治疗的影响[J]. 心肺血管病杂志, 2019, 38(7): 752-755.

[16] 韩素平. 左甲状腺素钠治疗老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临床观察[J]. 中

国处方药, 2018, 16(2): 84-85.

[17] 任珍, 张薇, 王晓光. 左甲状腺素钠联合硒酵母对桥本甲状腺炎甲

状腺功能减退的疗效分析[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17, 25

(1): 60-62.

(收稿日期：2020-11-26)

表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100

100

治愈

74

32

有效

16

32

无效

10

36

总有效率(%)

90.0

64.0

表3 两组患者用药后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100

100

胸闷

1

6

乏力胃

2

8

肠道不良反应

1

4

不良反应发生率(%)

4.0

18.0

··16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