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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对胃肠肿瘤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张文跃 1 、 易正辉 2 、 潘湘涛 3 、 陆　晔 3 、 程　旭 3 、 杨晓龙 1

【摘要】目的　探讨化疗对胃肠肿瘤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词汇流畅、连线试验 A、

数字广度、符号编码、Stroop 任务 5 项神经心理测试，对 87 例胃肠肿瘤患者（胃肠肿瘤组）化疗前、

化疗结束后半年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定，以 60 例正常健康人（正常组）为对照。结果　①化疗前胃肠

肿瘤组各认知功能评测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②化疗后胃肠肿瘤组的连线试

验 A、数字广度、符号编码、Stroop 颜色、Stroop 色词干扰成绩较化疗前明显下降（P< 0.01），化疗

后胃肠肿瘤组的连线试验 A、数字广度、符号编码、Stroop 颜色、Stroop 色词干扰成绩也较正常组差

（P< 0.05）。结论　化疗对胃肠肿瘤患者的认知功能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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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hemotherapy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tumor patients 
　　ZHANG Wenyue，YI Zhenghui，PAN Xiangtao，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Taicang，Jiangsu province，Taicang 215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hemotherapy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tumor 

patients. Methods　87 gastrointestinal tumor patients（gastrointestinal tumor group）were collected. Cognitive func-

tions of all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with 5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which include semantic fluency，Trail Making A，

digit span，symbol coding，Stroop task before chemotherapy and 6 month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all chemotherapy.60 

normal health subjects（normal group）were collected as controls. Results　① Before chemotherapy，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functions between gastrointestinal tumor group and normal group（P>0.05）. ② After 

chemotherapy，the performances of Trail Making A，digit span，symbol coding，Stroop color，Stroop color-word in-

terference in gastrointestinal tumor group were decreased（P<0.01）. The performances of Trail Making A，digit span，

symbol coding，Stroop color，Stroop color-word interference in gastrointestinal tumor group after chemotherapy were 

also poorer than those in normal group（P<0.05）. Conclusion　Chemotherapy may impair cognitive function for gas-

trointestinal tumo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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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是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肿瘤诊

疗技术的进步和化疗方案的优化，许多肿瘤患者都

获得了较长期的生存。临床实践发现，肿瘤生存者

中多有记忆下降、注意不集中等认知减退的主诉，

而不能用虚弱、情绪障碍等来解释［1］，提示化疗可

能对肿瘤患者的认知功能有损害。目前化疗相关的

认知损害已越来越受到临床关注，成为肿瘤心理学

研究的热点，有关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乳腺癌患

者［2，3］，对胃肠肿瘤者的研究则较少。为此，我们对

胃肠肿瘤患者化疗前后的认知功能变化进行了追踪

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胃肠肿瘤组：来自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31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肿瘤科 2013 年 10 月 ~2016 年 3 月住院患者。入组标

准：①病理确诊的胃肠肿瘤根治术后患者，无严重躯

体合并症及化疗禁忌，血红蛋白（hemoglobin，Hb）

浓度 >110g/L，预计能耐受正规的辅助性化疗；②

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 24 分，能独立

完成测试内容；③右利手；④年龄 18~65 岁，性别不

限；⑤ Hamilton-17 项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 items，HAMD-17）总分＜ 7 分，Hamilton

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总分＜ 6
分。排除标准：①肿瘤颅内或其他部位转移；②术

前已经接受过化疗、放疗或靶向治疗；③红蓝绿色

盲或色弱；④有听觉障碍；⑤精神发育迟滞；⑥既往

有脑炎、癫痫等脑器质性疾病；⑦有精神异常史；⑧

有酒精或物质滥用。共有 87 例入组患者完成正规

的化疗方案及化疗前后的认知功能评测。其中男性

57 例（64.04％），女性 30 例（35.96％），胃癌 38 例

（42.70％），结直肠癌 49 例（57.30％），平均年龄

（53.22±8.7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9.32±2.73）

年。

正常组：来自健康体检人群。入组标准：①具有

小学以上文化程度，MMSE ＞ 24 分；②右利手；③

年龄 18~65 岁，性别不限。排除标准：①有红蓝绿

色盲或色弱；②听觉障碍；③精神发育迟滞；④既往

有脑炎、癫痫等脑器质性疾病；⑤有精神异常史；⑥

有酒精或物质滥用。共收集 60 例。其中男性 32 例

（53.33％），女性 28 例（46.67％），平均年龄（52.93
±7.3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9.18±2.64）年。

胃肠肿瘤组与正常组在性别配比、年龄、受

教 育 年 限 等 一 般 临 床 资 料 上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χ2=2.22，t =0.55 及 0.31，均 P>0.05）。本研究取

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所有受试者对本研究均

知情同意，配合各项评测。

1.2　方法

入组患者在术后躯体状况恢复后实施标准化疗。

具体方案：奥沙利铂 +5- 氟尿嘧啶，每 2 周 1 次，共

治疗 12 次，半年内完成；奥沙利铂 + 氟尿嘧啶相关

衍生物替吉奥或卡培他滨，每 3 周 1 次，共治疗 8
次，半年内完成。

1.3　观察指标

⑴红细胞（red blood cell，RBC）计数及 Hb 浓度：

评价患者的贫血状况。化疗前、化疗方案结束后半

年再入院复查时各记录 1 次。

⑵ HAMD-17 和 HAMA 量表评分：评估患者的

抑郁、焦虑状况。HAMD-17 总分＜ 7 分正常，7~17
分轻度抑郁，18~24 分中度抑郁，＞ 24 分重度抑郁；

HAMA 总分＜ 6 分正常，7~14 分可能焦虑，15~21
分肯定焦虑，22~29 分明显焦虑，＞ 29 分严重焦虑。

化疗前、化疗方案结束后半年再入院复查时各评估 1
次。

⑶认知功能：包括：① 词汇流畅：要求在 1 分钟

内尽可能多的说出动物、植物、家具的名称，计总

数，评测语言的流利度；② 连线试验 A：要求将 1 至

25 的无序阿拉伯数字连起来，计完成时间，评测注

意力及手眼协调性；③ 数字广度：取自修订定韦氏记

忆量表，要求听到主试念出的数字后背出，分顺背

与倒背，以两者总和评分，评测短时记忆力、注意

力；④ 符号编码：要求对照范例，在 90 秒内完成各

类符号的数字编码，计正确数，评测执行功能；⑤ 

Stroop 任务：要求分别在 45 秒内完成红绿蓝等颜色

单词辨认、红绿蓝等颜色辨认及颜色背景干扰下颜

色单词的辨认，计正确数，评测注意及执行功能。

胃肠肿瘤组在化疗前、化疗方案结束后半年再入院

复查时各评测 1 次，正常组评测 1 次。由经培训的

专业人员完成。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或

构成比（n，％）表示，组间比较用 χ2 检验；计量资

料用（x±s）表示，化疗前后的比较用配对 t 检验，

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胃肠肿瘤组化疗前后 HAMD-17、HAMA、

RBC 及 Hb 变化

化疗后胃肠肿瘤组的 HAMD-17、HAMA 总

分在正常范围，与化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化疗前后 RBC 计数、Hb 浓度均在正常

范围，自身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表1　胃肠肿瘤组化疗前后HAMD-17、HAMA、RBC及Hb变

化（x±s）

组别 HAMD-17（分）HAMA（分） RBC（1012/L） Hb（g/L）

化疗前 5.13±0.95 4.62±0.70 4.28±0.56 127.05±8.04

化疗后 5.06±0.88 4.72±0.73 4.25±0.39 126.72±7.19

t值 1.15 -1.75 1.88 1.91

P值 0.25 0.07 0.0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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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认知作为脑的高级功能涉及注意、记忆、执行、

信息整合等多个方面，与个体的生存质量密切相关。

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已发现，环磷酰胺 + 多柔比星

+ 紫杉醇为主的化疗对其认知功能有损害，并伴有

脑结构和功能改变［2，3］。胃肠肿瘤的化疗为奥沙利

铂 +5- 氟尿嘧啶或氟尿嘧啶相关衍生物，其对认知

是否也有影响值得探讨。资料表明 5- 氟尿嘧啶及铂

类化疗药物能通过血脑屏障［4］。实验显示，奥沙利

铂、5- 氟尿嘧啶有神经毒性，如奥沙利铂可浓度依

赖性减少原代培养的大鼠神经元存活、增加半胱氨

酸天冬酶 -3（Caspase-3）的活性，5- 氟尿嘧啶能减

少啮齿类动物海马齿状回的神经发生及海马神经网

络树突棘密度、抑制髓鞘形成等［1，5］。行为学研究发

现，奥沙利铂或 5- 氟尿嘧啶单用均可以影响啮齿类

动物对新异事物的再认，联合应用则损害其视空间

记忆和害怕情景回忆［6］。曾有研究发现奥沙利铂 +5-

氟尿嘧啶 + 甲酰四氢叶酸方案对老年结直肠癌患者

的语词记忆及运动执行有负面影响［7］。本研究显示，

在控制情绪、贫血等混杂因素的情况下，胃肠肿瘤

患者经标准化疗后半年，无论自身对照还是与正常

组比较，其连线试验、数字广度、符号编码、Stroop

色词干扰成绩均有下降。表明奥沙利铂 +5- 氟尿嘧

啶 / 氟尿嘧啶衍生物方案对胃肠肿瘤患者的注意、记

忆、执行功能存在损害，与前述行为学及临床研究

的结果［6，7］相符，证实化疗有损于胃肠肿瘤患者的认

知功能。其机制可能与奥沙利铂、5- 氟尿嘧啶的神

经毒性作用有关。

认知损害显然不利于胃肠肿瘤患者的长期生存，

探索有效的预防或干预措施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实

验显示，合用氟西汀或多奈哌齐能缓解 5- 氟尿嘧

啶所致的大鼠视空间记忆及学习能力障碍［8，9］。而

Ferguson 等的研究发现，记忆与注意适应训练能有

效改善化疗后有记忆和注意问题主诉的乳腺癌患者

的词汇记忆及主观生活质量［10］。临床上或许可以借

鉴该类成功方法，在胃肠肿瘤患者化疗后的认知康

复上进行相关实践。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①认知是一个多维度、复

杂的神经心理过程，本研究仅进行了部分维度的评

测；②入组患者年龄偏大，未考虑脑动脉硬化等血管

因素对认知功能的影响；③只评价了化疗结束后半年

的认知变化，未进行更长期的观察。故今后还需进

一步控制混杂因素，并采用成套神经心理测试及长

时程的追踪观察，以深入研究化疗对胃肠肿瘤患者

认知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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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胃肠肿瘤组化疗前后认知功能变化

化疗前胃肠肿瘤组各认知功能评测成绩与正

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1 .28~0 .27，均

P>0.05）。化疗后胃肠肿瘤组的连线试验 A、数字

广度、符号编码、Stroop 颜色、Stroop 色词干扰成

绩较化疗前均有明显下降（P<0.01），而语词流畅、

Stroop 单词则无明显变化（P>0.05）。化疗后胃肠肿

瘤组的连线试验 A、数字广度、符号编码、Stroop 颜

色、Stroop 色词干扰成绩也均较正常组差（P<0.05
或 P<0.01），语词流畅、Stroop 单词则与正常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胃肠肿瘤组与正常组认知功能比较（x±s，分）

组别 n 语词流畅 连线试验A 数字广度 符号编码 Stroop单词 Stroop颜色 Stroop色词干扰

胃肠肿瘤组

　化疗前 87 36.05±8.58 66.26±25.36 9.18±2.56 36.78±12.48 64.88±22.84 51.03±17.73 32.89±10.72

　化疗后 87 35.38±8.06 70.89±21.421）2） 7.92±2.211）2） 34.45±11.061）3） 64.16±21.57 46.36±14.301）2） 30.07±9.251）2）

　正常组 60 35.65±8.96 60.00±18.13 9.15±2.17 39.25±11.02 64.38±23.26 52.97±14.97 35.03±8.80
1）与化疗前比较，P<0.01；2）与正常组比较，P<0.01；3）与正常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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