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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泰胶囊对乳腺癌术后抑郁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刘海勇 1 、 樊　艳 2 、 郭　琪 2 、 赵丹东 3 、 赵翮玲 4

【摘要】目的　探讨乳腺癌术后抑郁患者应用坤泰胶囊的治疗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我院 87 例乳腺癌术后抑郁患者分组，对照组 43 例给予 TE 化疗方案联合心理疏导治疗，观察组 44

例增加坤泰胶囊进行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 5- 羟色胺（5-HT）、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

（NE）水平、血常规指标水平、T 淋巴细胞亚群细胞水平、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HAMA）、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生存质量、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 WBC、

RBC、PLT、NE、DA、5-HT、CD3
+、CD4

+、CD4
+/CD8

+ 水平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CD8
+ 水平、

HAMA、HAMD、EORTCQLQ-BR23 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坤泰胶囊

能够有效改善乳腺癌术后抑郁患者神经递质水平及免疫功能，促进骨髓抑制的缓解及负面情绪消除，

减少化疗期间不良反应，提升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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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Kuntai capsule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of breast cancer　　LIU Haiyong，FAN Yan，GUO Qi，et al. Department of breast diseases，Puy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Puyang 45700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Kuntai capsul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in pa-

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Methods  87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of breast cancer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

pital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43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E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44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ded with Kuntai capsule. The serotonin（5-HT），

dopamine（DA），norepinephrine（NE）levels，blood routine levels，T lymphocyte subsets cell levels，Hamilton 

Anxiety Scale score（HAMA），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score（HAMD），quality of life，clinical efficacy，and in-

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WBC，RBC，PLT，NE，DA，5-HT，

CD3+，CD4+，CD4+/CD8+ levels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CD8+ level，HAMA，HAMD，EORTCQLQ-BR23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Kuntai capsul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neurotrans-

mitter level and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of breast cancer，promote the relief of bone 

marrow suppress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elimination，reduce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chemotherap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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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

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及转归，同时降低机体免疫功能，

严重影响乳腺癌术后患者的化疗效果，提升化疗期

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患者痛苦。临床研究表明，

乳腺癌诊断前患者的抑郁发生率约为 57％，乳腺

癌手术有抑郁的发生率约为 63％［1］，目前对乳腺癌

术后抑郁患者的常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2］。坤泰胶

囊具有安神除烦、滋阴清热功用，有研究指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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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抑郁患者的负面情绪亦有着较佳的改善效

果［3］，本研究旨在观察坤泰胶囊应用于乳腺癌术后

伴抑郁患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87
例乳腺癌术后抑郁患者，经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触诊、乳腺磁共振、导管造影、组织病理学检查

等检查确诊符合乳腺癌诊断标准［4］，女性，纳入患

者均行手术治疗，化疗前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

（HAMA）>14 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

>20 分，卡氏评分 >60 分，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药物禁忌症，依从性差

者，既往精神病史者，预计生存期 <3 个月，治疗前

30d 采用同类药物治疗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

分组，对照组 43 例，年龄 37～70 岁，平均（53.14
±5.02）岁；病程 1～3 年，平均（1.99±0.21）年；临

床分期Ⅰ期 10 例，Ⅱ期 21 例，Ⅲ期 12 例。观察组

44 例，年龄 36～71 岁，平均（53.19±5.05）岁；病程

1～3 年，平均（2.01±0.18）年；临床分期Ⅰ期 9 例，

Ⅱ期 22 例，Ⅲ期 13 例。两组患者资料对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 TE 化疗方案进行常规治疗，其

中表阿霉素（国药准字 H19990280，规格 50mg）静

脉注射，60mg/m2，1 次 /d，多西紫杉醇（批准文号

X20010341，规格 80mg）静脉滴注，每 3 周 75mg/

m2，滴注时间 1h，3 周为 1 疗程，同时给予心理疏

导，由专业心理咨询师介入，明确患者焦虑抑郁病

因，及时进行疏导，纠正患者认知，定时举行现身

说法激励患者，嘱咐家人多进行陪伴，定期进行户

外活动，结交好友户外出游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

加坤泰胶囊（国药准字 Z20000083，规格 0.5g*24 粒）

口服，2.0g/ 次，3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6 周并

对比疗效。

1.3　观察指标

 （1）血清神经递质水平：空腹下抽取静脉血检

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

（DA）及 5- 羟色胺（5-HT）水平变化；（2）血常规

指标水平：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白细胞（WBC）、

红细胞（RBC）、血小板（PLT）水平变化，并对比其

水平；（3）免疫功能：分别于患者治疗前后采用免疫

荧光法检测患者 CD3
+、CD4

+、CD8
+、及 CD4

+/CD8
+ 水

平变化，并进行对比；（4）焦虑抑郁情绪比较：分别

采用 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评价患者焦虑抑郁情

绪，HAMD、HAMA 评分分别包括 17 项及 14 项，每

项采用 0~4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者

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5）生存质量：采用肿瘤生存

质量调查表（EORTCQLQ-BR23）进行评价，其内包

括 23 项内容，采用 1~4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总分 92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症状越严重；（6）临床疗效 

显效：HAMD、HAMA 减分率＞ 75％；有效：HAMD、

HAMA 减分率 35％~75％；无效：HAMD、HAMA 减

分率 <35％；减分率 =（治疗前评分 - 治疗后评分）

/ 治疗前评分 ×100％［5］；（7）不良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计量

资料以［n（％）］、（x±s）表示，χ2、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神经递质水平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NE、DA、5-HT 水平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神经递质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NE（ng/L） DA（ng/L） 5-HT（μg/L）

对照组
（n=43）

治疗前 29.66±11.18 41.66±19.58 0.60±0.20

治疗后 36.16±8.15△ 52.16±20.15△ 0.76±0.15△

观察组
（n=44）

治疗前 29.70±11.21 41.73±19.63 0.59±0.19

治疗后 45.99±5.69△▲ 77.99±23.69△▲ 0.99±0.09△▲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血常规指标水平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WBC、RBC、PLT 水平均较

对照组患者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

情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常规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WBC（×109/L） RBC（×1012/L） PLT（×109/L）

对照组
（n=43）

治疗前 5.19±1.21 4.51±1.26 228.16±50.16

治疗后 2.79±1.66△ 3.39±1.55△ 200.01±53.11△

观察组
（n=44）

治疗前 5.20±1.19 4.53±1.29 229.13±50.21

治疗后 4.03±1.30△▲ 4.31±1.33△▲ 227.01±49.1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免疫功能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CD3
+、CD4

+、CD4
+/CD8

+ 水平

均低于观察组患者，CD8
+ 水平高于观察组患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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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HAMA、HAMD、EORTC-

QLQ-BR23 评分均高于观察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对比（x±s）

组别 时间 HAMA（分） HAMD（分）
EORTCQLQ-

BR23（分）

对照组
（n=43）

治疗前 17.16±2.03 25.11±2.31 70.11±7.31

治疗后 12.66±3.01△ 13.01±1.99△ 45.13±5.12△

观察组
（n=44）

治疗前 17.21±2.05 25.16±2.29 70.09±7.35

治疗后 8.31±1.66△▲ 8.56±1.71△▲ 25.16±2.0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 90 .91 ％显著高

于对照组患者的 74 .4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3 18（41.86） 14（32.56） 11（25.58） 32（74.42）

观察组 44 23（52.27） 17（38.64） 4（9.09） 40（90.91）*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1446，*P=0.0418<0.05。

2.6　不良反应

观察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 11.36％显著

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30.2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6。
表6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骨髓抑制 合计

对照组 43 5（11.63） 4（9.30） 4（9.30） 13（30.23）

观察组 44 2（4.55） 2（4.55） 1（2.27） 5（11.36）*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7186，*P=0.0298<0.05。

3　讨论

乳腺癌高危因素有家族史、绝经迟、初潮早、

晚育、未婚、未哺乳、外源性雌激素长期服用、过

量饮酒等［6］。手术治疗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生存率，

但是由于生理、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术后多伴有不

同程度的抑郁、焦虑情绪，不利于术后治疗方案的

实施和疾病的康复，对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严重影

响［7，8］。有效的改善乳腺癌术后抑郁患者的负性情绪

非常重要。心理疏导通过纠正患者错误认知，明确

患者负性情绪滋生的源头并给予及时解决，同时寻

求家庭社会支持，通过积极 - 认知应对及积极 - 行

为应对调节患者的心理应激及躯体应激反应，以激

活机体免疫功能，增加对癌细胞的杀伤力，提升患

者生存期及生存质量［9］。吴菲菲［10］等人的研究发现

心理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促进患者

生活质量的提升。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患者的 CD3
+、CD4

+、CD4
+/CD8

+ 、CD8
+ 水平及 HAMA、

HAMD、EORTCQLQ-BR23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

善，提示心理疏导能够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

善患者免疫功能，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免疫功能、血

常规、焦虑抑郁情绪、生活质量改善效果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

合坤泰胶囊能够更为有效的消除乳腺癌术后抑郁患

者的负面情绪，协同作用下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改善患者免疫功能，缓解骨髓抑制情况，其机制与

调节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及神经递质水平有关。

坤泰胶囊内的熟地黄多糖能够调节机体造血功能，

提升红细胞及血小板水平；水提取液具有拮抗兴奋惊

厥、催眠、抑制中枢的效用，经现代加工后，其提

取物能够改善机体胸腺皮质细胞水平及厚度，改善

机体免疫功能；黄连提取物能够通过调节单核吞噬细

胞功能、细胞及体液免疫功能，增加淋巴细胞转化

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白芍水煎剂能够调节 T 淋巴细

胞及体液免疫功能，增强巨噬细胞吞噬作用，其内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CD3
+（％） CD4

+（％） CD8
+（％） CD4

+/CD8
+

对照组（n=43） 治疗前 42.06±9.66 26.65±6.51 38.39±6.35 0.96±0.16

治疗后 60.34±9.15△ 38.96±7.26△ 31.02±5.58△ 1.69±0.21△

观察组（n=44） 治疗前 42.11±9.72 26.68±6.49 38.43±6.31 0.95±0.18

治疗后 76.36±7.15△▲ 46.15±7.01△▲ 23.01±4.43△▲ 2.01±0.2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下转第 39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