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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抑郁情绪对于晚期宫颈癌化疗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影响分析

王智康 1 、 刘　瑜 2 、 邹　琳 2 、 张　蕊 3 、 付优亮 3

【摘要】目的　探讨晚期宫颈癌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发生情况及其对常见化疗相关副反应的影响，

探讨焦虑情绪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 82 例宫颈癌化疗患者均进行 GAD-7 项的焦虑量表

和和 PHQ-9 抑郁量表评分，于化疗后进行骨髓及消化道毒性反应评定并进行免疫功能检测。结果　

GAD-7 量表测定：化疗前焦虑患者 30 例，占 37.5％；化疗后 34 例，占 42.5％；PHQ-9 测定：化疗前 33

例，占 41.3％；化疗后 36 例，占 45.0％，化疗后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均有增加趋势，但无统计学差

异。焦虑、抑郁与非焦虑、抑郁宫颈癌患者化疗期间对比，焦虑、抑郁患者中重度消化道毒性发生率

有显著性差异。而骨髓毒性无统计学差异。化疗后共有 22 例 GAD-7 及 PHQ-9 均大于 6 分者，与无抑

郁焦虑或单纯抑郁、焦虑者比较，伴焦虑抑郁组 T 淋巴细胞亚群中 CD3，CD4，CD8 的细胞百分率较低，

CD16+56、 CD4/CD8 比值较高，而且 CD3、CD8、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焦虑抑

郁是宫颈癌患者普遍存在的症状，化疗后患者焦虑和抑郁发生率有增加趋势，中重度消化道反应加重，

化疗后合并焦虑抑郁患者免疫功能降低。应加强化疗患者不良反应预防、治疗和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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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ety depression effects on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chemo-
therapy　WANG Zhikang，LIU Yu，ZOU Lin，et al. Daxing Hospital of Xi’an，Xi’an 710016，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Study the occurrence of anxiety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and its 

effect on common related side effects of chemotherapy，and to explore the immun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for the 

influence of . Methods Were performed to 82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GAD anxiety scale and 

PHQ - 7-9 depression rating scale，in the bone marrow and gastrointestinal tract toxicity reaction after chemotherapy，

and test the immune function. Results GAD-7 scale determination：30 patients with anxiety before chemotherapy. Ac-

counted for 37.5％；After chemotherapy 34 cases（42.5％）. PHQ-9 scale determination：33 cases of depression pa-

tients before chemotherapy，accounted for 41.3％；After chemotherapy 36 cases，accounting for 45.0％，after chemo-

therapy patients have increased incid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but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nxiety，depression 

and no anxiety，no depression，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during chemotherapy，anxiety，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ly sever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toxicity rate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The bone marrow toxicity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fter chemotherapy with a total of 22 cases of GAD - 7 and PHQ - 9 was greater than 6 points and with no de-

pression anxiety or depression，anxiety，pure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group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CD3，CD4，CD8 

cell percentage is low，CD16 + 56，CD4 / CD8 ratio is higher，and CD3 and CD8，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have sta-

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 Conclusion Anxiety，depression is common symptoms，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after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cidence rate has increased，moderately severe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 is aggravating，merge the immun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reduce after chemotherapy. Che-

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erse reac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 prevention，treatment and psycholog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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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2012 年，约

85％宫颈癌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居癌症死因首位［1］。

对于中晚期患者，化疗是主要的治疗方式，治疗费

用高，骨髓毒性、消化道反应等毒副反应明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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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应激，临床常见合并焦虑、抑

郁情绪。导致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下降，住院时间

延长，甚至加重原有疾病，严重影响疾病康复。我

们通过 GAD-7 焦虑量表、PHQ-9 抑郁量表对我院

82 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进行评定，同时测定外周血

NK 细胞和 T 细胞亚群，探讨宫颈癌患者焦虑抑郁症

状的发生情况及其对患者常见化疗相关症状的影响，

探讨焦虑抑郁情绪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自 2014 年 3 月 ~2015 年 11 月于我院住院的宫颈

癌患者 82 例，所有患者均获得病理确诊，排除既往

有精神障碍、认知障碍、药物依赖者。遵循伦理学原

则，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调查人员对调查资料保

密。参加研究的患者年龄 32~70 岁，平均年龄 50 岁，

癌症分期Ⅱ期 32 例，Ⅲ期 32 例，Ⅳ期 18 例。化疗前

各组患者年龄、肿瘤分期、文化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

1.2　研究方法

1.2.1　GAD-7 项的焦虑量表和和 PHQ-9 抑郁量

表评分　所有患者均在入院第二天化疗前及 4 周期

化疗结束后第 1 天进行量表测定。

GAD-7 和 PHQ-9 是由美国精神医学会（APA）

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SM-5）
推荐的量化评估标准，2013 年 5 月发布，6 月 8 日被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向全国推荐。该量表内容简

单，可操作性强，经国内外研究验证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2，3］。可快速筛查焦虑抑郁患者、监测病情

变化。GAD 评定标准：6～9 分轻度焦虑；10~14 分中

度焦虑；15~21 分重度焦虑；PHQ-9 评分标准：6~9 分

轻度；10~14 分中度；15~19 分重度；20~27 分极重度。

1.2.2　所有患者均在化疗期间进行化疗相关毒

性评级　骨髓评级标准依据［4］，Ⅰ级为 1 分，Ⅱ级为

2 分，3 级为 3 分，4 级为 4 分。消化道毒性评级依据：

Ⅰ级为 1 分，Ⅱ级为 2 分，3 级为 3 分，4 级为 4 分。

1.2.3　免疫学测定　采集空腹静脉血 4ml 检测血

浆 NK 细胞和 T 细胞亚群。空腹真空采集患者肘静脉血

2ml，乙二胺四乙酸抗凝，室温下送检，采用 FASCaliber

流式细胞仪检测，方法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在试管中

加入抗凝全血 100ul，分别加入相应被藻红蛋白（PE）标

记的 CD4+、CD8+、CD56+、 单克隆抗体和异硫氰酸荧

光素（FITC）标记的 CD3+、并设置同型对照，混匀后室

温避光 20min，加红细胞裂解液裂解 10min，1500r／min

离心 6min，弃上清液，再用 2ml 磷酸盐缓冲液（PBS）

洗涤 1 次，加入适量的 PBS 新浮悬混匀细胞，全部数据

用流式细胞仪和 CELLQUEST 软件进行荧光参数获取和

分析各亚群细胞占淋巴细胞的百分率。

1.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Excel 软件建立数据

库，使用 SPSS15.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评分

等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χ２ 检验或 Mann－Whitney Ｕ检验，相关关系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α=0.05，双侧，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共发出问卷 82 份，回收问卷 80 份，回收率为

97.5％。

2.1　化疗前后 GAD-7 量表、PHQ-9 测定结果

化疗后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均有增加趋势，

但无统计学差异 P>0.05。

表1　化疗前后GAD-7量表、PHQ-9测定

项目
GAD-7 PHQ-9

<6分人数（n，％） >6分人数（n，％） <6分人数（n，％） >6分人数（n，％）

化疗前 50（62.5％） 30（37.5％） 47（58.7％） 33（41.3％）

化疗后 46（57.5％） 34（42.5％） 44（55.0％） 36（45.0％）

2.2　焦虑、抑郁与化疗骨髓与消化道毒性反应

关系

焦虑、抑郁与非焦虑、抑郁宫颈癌患者化疗期间

对比焦虑、抑郁患者中重度消化道毒性发生率较高，

有显著性差异。而骨髓毒性无统计学差异，见表 2。

2.3　晚期宫颈癌患者焦虑抑郁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化疗后共有 22 例 GAD-7 及 PHQ-9 均大于 6 分者，

与无抑郁焦虑或单纯抑郁、焦虑者比较，伴焦虑抑郁

组 T 淋巴细胞亚群中 CD3，CD4，CD8 的细胞百分率较

低，CD16+56、CD4/CD8 比值较高，而且 CD3、CD8、

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单纯抑郁与单纯

焦虑组免疫细胞数值有变化但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3。

3　讨论

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通过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轴

对肿瘤患者产生影响，而女性因其生理心理特点更易

对负性情绪应激源产生应激反应。宫颈癌患者在确诊

时即开始对预后产生担心，治疗期间情绪波动大，往

往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吴文元等［5］研究显示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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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疾病可伴发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且在不同

疾病间有阶梯变化趋势，以肿瘤疾病最为严重。本

次研究中我们实际入组晚期宫颈癌患者 80 例，其中

GAD-7 评分≥ 6 分者 30 例，占 37.5％；化疗后评分≥

6 分者 34 例，42.5％；PHQ-9 测定结果：其中化疗前

抑郁评分，≥ 6 分者 33 例，占 41.3％；化疗后 <6 分

者 42 例，占 53.8％，评分≥ 6 分者 36 例，45.0％。

晚期宫颈癌患者需接受多周期化疗以求控制疾

病进展，治疗周期长，化疗易导致恶心呕吐等胃肠

道反应、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或加剧已有症

状。对于合并焦虑抑郁情绪患者，中重度消化道毒

性发生率较高。说明由于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患

者需要经历疾病和化疗不良反应带来的不适，同时，

化疗毒副反应均可导致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在此期
表3　各组免疫细胞的影响

项目 例数 CD3 CD4 CD8 CD4/CD8 CD16+56 CD19

单纯伴焦虑 12 52.18±5.91 22.44±4.32 23.14±5.11 1.07±0.28 9.72±2.19 6.52±1.84

单纯伴抑郁 14 51.03±3.31 22.33±3.25 25.52±4.25 0.89±0.41 8.70±1.72 6.67±1.77

伴焦虑抑郁组 22 49.18±4.91* 21.63±4.28 20.62±5.22* 1.13±0.32 10.70±2.62 6.41±1.94

不伴焦虑抑郁组 32 60.26±8.21 24.79±6.00 29.14±3.73 0.93±0.25 8.98±1.32 6.73±1.29
*P<0.05

间生活质量可能会降低，引起或加重生理和心理不

良状态，影响整体治疗效果。本调查结果显示，焦

虑抑郁患者在化疗期间较非焦虑患者有更为明显的

消化道毒性反应，而骨髓毒性两者未见统计学差异。 

焦虑情绪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下丘脑

以及由其控制的内分泌器官分泌激素，影响免疫功

能，降低机体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和杀伤能力，影响

化疗效果，并增加化疗不良反应［6－8］。晚期宫颈癌患

者焦虑抑郁组淋巴细胞总数下降，其中 CD3、CD4
和 CD8 细胞百分率均下降，但 CD4/CD8 比值变化小。

我们发现晚期宫颈癌患者焦虑抑郁组与非焦虑抑郁

组及单纯焦虑或抑郁患者相比，焦虑组患者 T 细胞

亚群和自然杀伤细胞显著降低，表明焦虑抑郁症状

可降低机体免疫功能。因此，认识情绪症状的特点、

规律及多种影响因素，对患者及时给予心理援助，

对提高免疫功能和生活质量可能具有切实的临床意

义［9，10］。GAD-7、PHQ-9 评分是患者的主观情绪反

映，是最具干预可行性的潜在作用点，及时、准确

了解患者心理状态，给予有针对性的精神心理治疗

和干预，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本次研究因为条件有限，未能进行大样本量及

给与心理干预后的对照研究，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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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组消化道毒性、骨髓毒性比较

项目 人数 消化道毒性 骨髓毒性

　 （n）　 Ⅰ-Ⅱ Ⅲ-Ⅳ Ⅰ-Ⅱ Ⅲ-Ⅳ

单纯伴焦虑 12 8 4 9 3

单纯伴抑郁 14 9 5 10 4

伴焦虑抑郁 22 9 13* 10 12

不伴焦虑抑郁 32 23 9 19 13
*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