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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合并抑郁症的病因机制及其治疗进展

杜建艳 、 潘文颖 、 王承展 、 左津淮

【摘要】乳腺癌是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目前发病因素尚不清晰。抑郁症基本特征是

持续性情感低落，常伴有各种躯体症状。乳腺癌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数据显示乳腺癌患者发

生抑郁症的几率比健康人群更高。本文主要对乳腺癌合并抑郁症的病因机制及其治疗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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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全球女性

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威胁女性的生命健

康。乳腺癌不仅与饮食结构有关，也与都市女性生

活节奏紧张、工作压力大等有关。心理因素与乳腺

癌的互相影响日益受到重视。长期受不良情绪影响，

机体容易发生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降低免疫力，

减少胸腺素生成和释放，降低巨噬细胞、淋巴细胞

的吞噬能力、监控能力，容易发生癌肿。癌症患者

也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对乳腺癌合并抑郁的患者，

在治疗肿瘤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抗抑郁治疗。

一　乳腺癌合并抑郁症的病因机制

乳腺癌合并抑郁症的确切机制尚不明确，影响

乳腺癌合并抑郁症的因素包括患者自身的心理调节

水平、家庭因素、社会因素、教育程度、职业、经济、

年龄等。进行乳腺癌手术的患者，由于躯体完整性

受到破坏，对日常交往有所担忧，容易产生不同程

度的抑郁情绪。另外也有担心丈夫等问题，影响家

庭生活。乳腺癌伴抑郁患者通常比普通人群更难以

遵守规范的药物治疗，抑郁症状还会对身体功能和

医疗保健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1］。Udina 等研究发

现，接受白细胞介素 2（IL-2）或干扰素α（IFN-α）

治疗后的患者出现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其血浆中

色氨酸浓度下降的程度呈正相关［2］。Fan 等研究认

为，抑郁症患者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与白细

胞介素 18（IL-18）呈负相关，与 IL-6、IFN-α正相

关［3］。许楠等［4］对乳腺癌患者术后抑郁情况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患者术后抑郁症的发病率为 23.4％，

影响乳腺癌患者术后抑郁症状的原因，包括低收入、

低龄。患者的治疗方式、手术方式、文化程度、婚

姻状况、职业状况等，与乳腺癌患者并发抑郁没有

显著的联系，乳腺癌患者术后合并抑郁症的危险因

素，主要是低收入、低龄。朱青等［5］在研究乳腺癌

患者抑郁状态中，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影响乳腺癌

患者抑郁状态的高危因素，结果显示，与患者抑郁

障碍发病明显相关的，有不同的化疗方案、PR（-）、

激素受体 ER（-）、肿瘤远处转移、疾病分期较晚、

BMI 指数偏高等，其中乳腺癌并发抑郁症的发病率

有 38.07％。

二　乳腺癌合并抑郁症的治疗进展

1　西医治疗

临床上治疗乳腺癌合并抑郁症，通常需要使用

抗抑郁药物治疗，抗抑郁药物能够改善抑郁情绪，

但一些抗抑郁药物不良反应较明显，同时也要注意

药物的相互作者用［6］，例如，使用他莫昔芬的患者，

需要避免使用三环类抗抑郁药物，而氟西汀、帕罗

西汀等抗抑郁药物是细胞色素 CYP2D6 的强抑制剂。

舍曲林、度罗西汀、安非他酮是细胞色素 CYP2D6
的中度抑制剂，虽然不是禁忌，但一般也不推荐使

用［7］。不影响他莫昔芬疗效和代谢的药物，包括文

拉法辛、米那普仑、依他普仑、西酞普兰等，药物

相互作用小。可用的抗抑郁症药物，通常需要两周，

或者更长时间，才能缓解症状。刘力 ［8］使用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乳腺癌合并抑郁症的患者，发现治

疗四周后，HAMD 评分比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

生活质量评分（SF-36）明显上升（P<0.05）。治疗中

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治疗有效率为 81.82％。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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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美等［9］使用帕罗西汀治疗乳腺癌患者化疗后抑郁

的患者，发现使用帕罗西汀的患者，治疗后 HAMD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并且比不使用抗抑

郁药物治疗的患者明显降低（P<0.05）。使用帕罗西

汀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更高（P<0.05）。并

且通过帕罗西汀治疗的患者，IgG、IgA、IgM、CD4
＋ T 细胞、CD3 ＋ T 细胞明显更高（P<0.05）。帕罗

西汀有显著的疗效，能够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以

及生活质量。张绪良等［10］在研究中对乳腺癌患者

化疗后的抑郁情况进行研究，对比使用盐酸帕罗西

汀，以及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结果显示，使用氟哌

噻吨美利曲辛的患者，治疗后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比使

用盐酸帕罗西汀的患者明显更低（P<0.05），并且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使用盐酸帕罗西汀的患者更低

（P<0.05），使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的效果比盐酸帕

罗西汀更优，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控制

不良情绪。

综上所述，抗抑郁药物是治疗乳腺癌合并抑郁

患者的主要手段，研究表明 SSIR 类药物的证据较多，

效果较好。

2　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的方式主要是内服和外治，中药汤剂

治疗、耳穴贴压治疗、针灸治疗等。中医中乳腺癌

称为“乳岩”，由于气郁凝结、肝脾两伤导致。乳岩

发病的主要机制是情志不畅，肝气郁结，脏腑阴阳

气血失调。中医中，抑郁症是由于肝气郁结导致的，

属于“郁证”的范畴。中医治疗乳腺癌合并抑郁症，

许多使用逍遥散加减治疗。逍遥散和乳腺癌合并抑

郁症的病机相符合，有调和肝脾，健脾和营，疏肝

解郁的作用。龚时夏［11］在治疗乳腺癌合并抑郁症患

者的研究中，选取 60 例患者分为两组，一组采用单

纯的心理治疗，一组加用逍遥散汤剂口服进行治疗。

结果显示，治疗后加用逍遥散汤剂口服的患者，治

疗有效率比单纯心理治疗的患者更高（P<0.05），并

且 CD3、CD4、CD4/CD8 指标比单纯心理治疗的患者

更优（P<0.05）。张爱萍［12］在乳腺癌合并抑郁症患

者的治疗中，使用甘麦大枣汤合逍遥散加味治疗的

方式，同时对照口服阿普唑仑片的患者，结果显示，

治疗后六周，甘麦大枣汤合逍遥散加味治疗的患者，

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以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明显比口服阿普唑仑片的患者更低

（P<0.05），甘麦大枣汤合逍遥散加味治疗的作用更

加持久，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孙士玲等［13］在研

究中，将采用逍遥散加味治疗的患者，与口服氟哌

噻吨美利曲辛治疗的患者，进行对照，结果显示，

使用逍遥散加味治疗的患者，治疗后 SDS 评分、不

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氟哌噻吨美利曲辛治疗的患

者（P<0.05），逍遥散加味治疗疗效显著，有较高的

安全性，使患者容易接受。闫昱江等 ［14］在研究乳腺

癌合并抑郁症的治疗中，对比帕罗西汀治疗和逍遥

散加味治疗的患者，结果显示，在治疗后四周、六

周，逍遥散加味治疗的患者，HAMD 评分明显比帕

罗西汀治疗的患者更低（P<0.05）。并且骨髓抑制缓

解程度，逍遥散加味治疗的患者比帕罗西汀治疗的

患者更优。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也比较常见，柴胡

疏肝散也是疏肝解郁的代表方，主要治疗肝气郁结

的肝郁气滞证，具有良好的行气止痛、疏肝解郁的

作用［15］。柴胡疏肝散组方主要包括白芍、川穹、柴

胡、枳壳、炙甘草、陈皮、香附、陈皮等，对于兼

肝郁脾虚患者，可以加用半夏、党参、白术，对于

兼有肝肾阴虚患者，可以加用旱莲草、女贞子。对

于兼有心脾两虚的患者，可以加用龙眼肉、茯苓、

党参。针灸是中医的传统手段，不同的针灸方法介

入治疗，有多靶点、整体调节的作用。现代医学研

究显示，耳穴按压法能够调节脏腑功能、调和气血、

疏通经络。肖彬等［16］在治疗乳腺癌合并抑郁症的研

究中，采用针刺与耳穴贴压治疗相结合的方式，对

比口服盐酸氟西汀的患者，结果显示，针刺与耳穴

贴压治疗相结合的患者，治疗有效率、HAMD 评分、

Asberg 氏抗抑郁药副反应量表（SERS）评分，明显

优于使用盐酸氟西汀的患者（P<0.05）。针刺与耳

穴贴压治疗相结合治疗，安全性高，能够有效抗抑

郁。吕晓皑等［17］在治疗乳腺癌合并抑郁症患者的研

究中，采取三种对比的方式，一组单纯使用西药黛

力新，一组使用耳穴贴压法治疗，一组使用耳穴贴

压法联合中医情志疗法进行治疗，结果显示，三组

治疗都能改善患者的抑郁情况，其中耳穴贴压法联

合中医情志疗法效果最佳，治疗有效率和 SDS 评分

均高于其他两组（P<0.05）。并且耳穴贴压法治疗效

果，比黛力新效果更优。

上述研究说明，中医治疗乳腺癌合并抑郁患者

的疗效也比较好。

3　心理治疗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在治疗中患者的心

理干预越来越受到重视。心理干预是依据患者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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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以及心理学理论的指导，对患者进行有计

划的、针对性的心理影响，达到预期的变化目标。

通过心理干预，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促进患者的

治疗。乳腺癌位置比较特殊，手术治疗损害患者的

形体，容易诱发抑郁症，通过有效的心理治疗，有

利于消除患者的负性情绪，树立治疗的信心。侯春

花［18］在治疗乳腺癌患者术后抑郁症中，采取心理护

理干预的方式，对比常规护理，结果显示，心理护

理干预的患者，HAMD 量表评分，明显比常规护理

的患者更低（P<0.05）。李泉清等 ［19］在研究中，对比

常规护理和心理护理干预的方式，结果显示乳腺癌

合并抑郁症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干预的方式，三个

月后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的患者（P<0.05），

通过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升乳腺癌合并抑郁

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沈晓玲［20］在研究中，对比一般

护理，以及心理指导护理干预的乳腺癌合并抑郁症

患者，结果显示，心理指导干预的患者，抑郁评分

明显比一般护理的患者更低（P<0.05），并且生活质

量比一般护理的患者高（P<0.05），对患者进行心理

指导，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负面情

绪，使患者更加满意。

总之，乳腺癌合并抑郁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与

很多因素有关，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

康。临床中治疗乳腺癌合并抑郁症患者的方法有很

多，中、西医治疗和心理治疗均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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