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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肝解郁胶囊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肝癌合并抑郁患者的效果

胡述博 1 、 端木泮泮 2

【摘要】目的　探讨舒肝解郁胶囊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肝癌合并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

择我院 2017 年 6 月～2020 年 1 月 108 例肝癌合并抑郁患者，按照数字表法均分为两组，各 54 例，

对照组给予阿戈美拉汀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服用舒肝解郁胶囊，共治疗 8 周。比较治疗前

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以及病

灶最大直径，评价治疗后抑郁疗效以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阿戈美拉汀用量。结果　两组治

疗后 HAMD 评分、PSQI 指数、HAMA 评分、病灶最大直径均显著降低，且治疗后观察组三项评分及

病灶最大直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阿戈美拉汀用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肝癌合并抑郁患者采用舒肝解郁胶囊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能够显著改善焦虑、抑郁情绪以及

睡眠质量，提升肿瘤化疗效果，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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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agomela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cancer with 
depression　　HU Shubo，DUANMU Panpan. Department of Oncology，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agomela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cancer patient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8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and depression 

from June 2017 to January 2020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with 5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gomelatin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ok Shugan 

Jieyu capsules on this basis for 8 weeks.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and maximum diameter of lesion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ef-

ficacy of depression after treatment，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and the dosage of agomelatine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HAMD score，PSQI index，HAMA score，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he lesion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the three scores 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he le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dosage 

of agomelati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and depression treated with Shugan Jieyu capsules combined with agomelatin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anxiety，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improve the effect of tumor chemotherapy，and do not increase the in-

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Shugan Jieyu Capsule；Agomelatine；Liver Cancer with Depression

近年来随着手术根治、射频消融以及放化疗技

术的进步，肝癌患者平均存活时间有一定的提升，

但由于化疗、反复检查、病耻感等的影响，肝癌患

者合并抑郁症较为普遍，患者不仅表现出兴趣减退、

情绪低落，影响治疗依从性，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残、

自杀等情况。传统治疗以心理干预及口服抗抑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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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主，但既保证疗效还需要兼顾如何降低精神类

药物的不良反应［1］。阿戈美拉汀对所有抑郁症均有

一定疗效，且副作用相对较少，在抗抑郁治疗中具

有一定的运用前景。按照中医理论，肝癌属“积聚”

“癥瘕”等范畴，是邪毒聚于肝脏的一种证候，肝癌

合并抑郁在中医理论中被归于“郁证”范畴，治疗应

遵循理活血气、调和肝脾等原则，中成药舒肝解郁

胶囊具有健脾安神、疏肝解郁的功效，符合肝癌合

并抑郁的治疗原则［2］。本研究探讨舒肝解郁胶囊联

合阿戈美拉汀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 2017 年 6 月～2020 年 1 月 108 例肝癌

合并抑郁患者，数字表法均分为两组，各 54 例，对

照组给予阿戈美拉汀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

服用舒肝解郁胶囊。观察组男 32 例，女 22 例；年龄

45～76 岁，平均（55.23±4.02）岁；TNM 分期Ⅱ期

34 例，Ⅲ a 期 20 例；对照组男 30 例，女 24 例；年龄

44～74 岁，平均（54.87±4.12）岁；TNM 分期Ⅱ期

36 例，Ⅲ a 期 18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病理诊断确诊为中晚期肝细胞

癌；进行化疗治疗；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17 分；癌症确诊前无原发性精神疾病；具备小学及以

上文化水平；生命体征稳定。（2）排除标准：近期有

毒品或精神药物服用史；合并中枢神经、严重心脑血

管疾病；预计存活时间不足 3 个月。

1.3　方法

对照组给予阿戈美拉汀治疗。阿戈美拉汀片口

服，每日 25～50 mg，前两周每日 25g，第 4～8 周

根据症状缓解情况适当增减药量，单日剂量不超过

50mg。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舒肝解郁胶囊

治疗，每次 2 粒，每粒 0.36g，每日早晚各服用一次，

连续服药 8 周。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情绪、睡

眠质量以及病灶最大直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PSQI）［3］：包括日间功能、睡眠时间、效率等 7 个

条目，每个条目评分 0-3 分，分值越高睡眠质量越

差。HAMD 量表［4］：包含 17 个条目，≥ 17 分提示具

有抑郁症状，得分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HAMA 量

表［5］：包括 14 个条目，≥ 14 分提示具有焦虑症状，

得分越高焦虑越严重；病灶最大直径：经 MRI 或 CT 

增强扫描观察病灶变化情况。

临床疗效［6］：显效：精神基本正常，且 HAMD

评分改善率≥ 75％；有效：精神状态有所改善，且

HAMD 评分改善率 50％～75％；无效：精神状态改

善不明显，HAMD 评分改善率＜ 50％；。

记录服药期间病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阿戈美拉

汀用量。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0 软件，计量资料以 “x±s”表示，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 HAMD 评分、PSQI

指数、HAMA、病灶最大直径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后 HAMD 评分、PSQI 指数、HAMA

评分、病灶最大直径均显著降低，且治疗后观察

组 三 项 评 分 及 病 灶 最 大 直 径 均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HAMD评分、PSQI指数、HAMA评分、病灶最大直径比较［分，x±s］

分组 时间 HAMD评分 PSQI指数 HAMA评分 病灶最大直径（cm）

观察组（n=54） 治疗前 22.73±2.67 6.87±1.32 13.17±1.98 6.87±1.98

治疗后 9.84±1.12△▲ 2.86±0.34△▲ 7.65±1.33△▲ 5.15±1.13△▲

对照组（n=54） 治疗前 22.66±3.01 6.90±1.25 13.28±1.83 6.91±1.88

治疗后 13.23±1.67△ 3.37±0.42△ 9.40±1.44△ 5.50±1.4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治疗抑郁疗效比较

观 察 组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2。

2.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阿戈美拉汀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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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肝癌在全世界范围内恶性肿瘤发病率中均位于

前列，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推广，越

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改善癌症患者精神心理健康水平

对患者整体生活质量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

抑郁是恶性肿瘤患者最常见的精神类并发症，然而

一般心理干预效果差，药物治疗副作用等导致其临

床疗效较为局限。中医认为肝主疏泄，性宜条达，

在志为怒，因此肝癌患者中“郁证”发生率较高，主

要类型为肝郁气滞型，中医治疗应以开郁理气、健

脾疏肝等为主［8］。

本研究对照组给予阿戈美拉汀治疗，8 周后获

得了 74.07％的治疗有效率，头痛、恶心等不良反应

发生率仅为 16.67％，说明阿戈美拉汀在获得一定临

床疗效的基础上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适合用于肝

癌患者。阿戈美拉汀是褪黑激素（MT）受体激动药

物，阿戈美拉汀凭借与 MT 1、MT2 受体具有近似的

亲和力起到褪黑激素作用，报道称，抑郁症与节律

紊乱密切相关，阿戈美拉汀的抗抑郁机制为通过 MT 

1、MT 2 受体促进作用恢复生物节律性，以获得抗

抑郁治疗效果。另外阿戈美拉汀对特异性 5- 羟色胺

（5-HT2）C 受体具有拮抗作用，有助于增加慢波睡

眠，还可以减少觉醒次数、增加睡眠时间［9］。因此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 PSQI 指数均显著

降低（P<0.05）。

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无论在 HAMD 评分、

HAMA 评分改善还是在综合疗效评价方面均优于对

照组（P<0.05），说明合并使用舒肝解郁胶囊效果更

好，这主要与舒肝解郁胶囊中刺五加以及贯叶金丝

桃合用发挥安神健脾、疏肝解郁之功效，改善患者

焦虑抑郁情绪有关。舒肝解郁胶囊适用于肝癌合并

抑郁即“郁证”的治疗。舒肝解郁胶囊主要成分为

刺五加以及贯叶金丝桃，前者具有强志意、坚筋骨、

补中益精的作用，后者利湿清热、解郁疏肝，二者

合用共奏安神健脾、疏肝解郁之功效。贯叶金丝桃

主要药用成分为黄酮类化合物，可促进机体多巴胺

（DA）、去甲肾上腺素（NE）分泌，同时贯叶金丝桃

提取物在抑郁症大鼠模型中表现出对单胺氧化酶的

可逆抑制效果，因此，其在缓解焦虑、抑郁、失眠

等方面具有一定疗效。刺五加的主要活性成分为刺

五加皂甙，具有保护神经元，改善注意力低下以及

记忆力的作用；同时有报道显示，刺五加注射液能够

有效降低脑卒中抑郁患者焦虑抑郁情绪［10］。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病灶最大直径发现，观察

组病灶减小效果好于对照组，其原因在于躯体疾病

患者的情绪与躯体情况有关，尤其对于肝癌患者，

焦虑抑郁情绪的降低能够改善其神经、内分泌乃至

免疫系统，在肝癌化疗中发挥协同作用。另外，观

察组患者之所以病灶体积降低程度更高，可能与舒

肝解郁胶囊有一定的抗肿瘤效应有关，动物实验显

示，舒肝解郁胶囊主要成分刺五加叶皂甙（ASS）以

及刺五加多糖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作用 ［11］；同时，

贯叶金丝桃提取物黄酮类、间苯三酚类具有一定的

免疫激活作用及抗癌活性；因此舒肝解郁胶囊可能发

挥抗肿瘤效应以及增强免疫功能，促进肿瘤体积减

小［12］。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现并无明显

差异（P>0.05），观察组阿戈美拉汀用量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这也提示口服舒肝解郁胶囊安全性

较高，能够减少阿戈美拉汀用量。本研究有一定局

限性，由于随访时间较短，没有观察肝癌患者生存

时间、转移率等远期预后情况，待后期增加样本量，

延长随访时间再做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肝癌合并抑郁患者采用舒肝解郁胶

囊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能够显著改善焦虑、抑郁情

比较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阿戈美拉汀用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抑郁疗效比较［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n=54） 25（46.30） 23（42.59） 6（11.11） 48（88.89）▲

对照组（n=54） 18（33.33） 22（40.74） 14（25.93） 40（74.0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阿戈美拉汀用量比较比较［n·％］

组别 头痛 恶心呕吐 心悸 头晕 总发生率 阿戈美拉汀用量（mg）

观察组（n=54） 6（11.11） 3（5.56） 3（5.56） 9（16.67） 21（38.89） 2655.23±243.87▲

对照组（n=54） 6（11.11） 5（9.26） 6（11.11） 7（12.96） 9（44.44） 3343.24±340.6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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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以及睡眠质量，提升临床疗效，且不增加不良反

应发生率，治疗安全有效。

参考文献

1. 赵凤娟，王琪，任贇虹，等 . 肝癌伴抑郁患者血清 CRP、

hs-CRP 水平变化及其对预后的影响［J］. 实用肿瘤学杂志，

2019，33（1）：33-39.

2. 冯小涛，焦雨薇，贾运乔，等 . 中西医结合疗法对肝癌焦

虑抑郁症的疗效分析［J］. 河北中医药学报，2019，34（4）：

22-23，36.

3. 曲捷，任军，胡中伟，等 . 高血压老人睡眠质量现状及与

孤独感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1）：

84-88.

4. 袁波，谭莉，李鑫，等 . 缺血性脑卒中 NIHSS 评分与卒中

抑郁的相关性分析［J］.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2018，25（6）：49-51，80.

5. 侍成栋，潘永良 . 汉密尔顿抑郁及焦虑量表与正性负性情

绪量表的相关性研究［J］. 全科护理，2019，17（2）：18-20.

6 .  余思邈，朱云，王立福，等 . 焦虑和抑郁状态对原发

性肝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J］. 肝脏，2018，32（6）：

496-498.

7. 尹晓玲，王正红，谢德强，等 . 心理干预对癌痛病人生命

质量及免疫功能的影响［J］.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18，24
（7）：551-553.

8. 刘建丽，李艺，王亮开，等 .105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医

证候分布规律研究［J］. 新中医，2019，51（6）：23-25.

9. 刘陈，彭洪兴，黄光彪，等 . 阿戈美拉汀联合 rTMS 对首

发抑郁症认知功能的影响［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9，

46（1）：82-84，95.

10. 王含彦，郭冬梅，唐珍，等 . 舒肝解郁胶囊的抗抑郁作

用及其机制［J］. 中成药，2018，40（1）：193-196.

11. 陈靖昀，于书剑，肖冬 . 刺五加多糖对肿瘤干细胞的作

用研究［J］. 中国实验诊断学，2019，23（7）：1233-1238.

12. 刘华强，苗莹，王红程 . 贯叶金丝桃提取物药物相互

作用的研究进展［J］. 中国医药导刊，2019，21（4）：

235-239.

（收稿日期：2020 年 7 月 10 日）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 突发性聋诊断和治疗指南（2015）

［J］.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5，50（6）：443-447.

7. 童巧珍，赵艳，程四华 . 突发性聋患者负性情绪知信行模

式构建及应用效果［J］. 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2019，33
（4）：162-164.

8. 王凯，江红群，叶菁，等 .44 例突发性聋住院患者心理状

况临床分析［J］. 中华耳科学杂志，2018，16（1）：61-64.

9. 田彦静，刘岩，许尧生 . 伴不同程度焦虑症状的突发性聋

患者临床特征及疗效［J］. 中华耳科学杂志，2018，16（5）：

663-668.

10. 黄芳，郑智娟，谢磊 . 突发性聋患者焦虑、抑郁与病情

阶段的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J］. 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

2018，32（4）：1-6.

11. 徐畅，张印南，李慧 . 单双相抑郁患者早期识别及谷氨

酸、γ- 氨基丁酸研究现况［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0，

47（1）：8-10.

12. 李丽，季洁，张小兵 . 抗焦虑药辅助治疗突发性聋伴焦

虑患者临床疗效的 Meta 分析［J］.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2019，27（5）：533-538.

（收稿日期：2020 年 6 月 24 日）

7. 于肖楠，张建新 . 自我韧性量表与 Connor-Davidson 韧性量

表的应用比较［J］. 心理科学，2007，30（5）：1169-1171.

8. 张赛，程世翔 . 创伤后应激障碍临床治疗的探索与思考

［J］. 中华创伤杂志，2018，34（11）：988-990.

9. Samouei R，Shooshtari S，Bahrami M，et al. Prioritization of factors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of women during an earthquake：A qualitative 

study［J］. World J Emerg Med. 2019，10（3）：160-168.

10. King AP.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hippocampal circuitry involved 

in risk and resilience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llowing 

trauma exposure［J］. Biol Psychiatry，2018，84（2）：13-15.

11. 杨永圣，张梦，姚爱明，等 . 创伤疼痛对伤后早期创伤

后应激障碍发病的影响［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20，29

（5）：665-669.

12. 陈长香，赵晓明，李阳 . 创伤性骨折患者心理弹性特征

及其对急性应激障碍的影响［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

志，2016，25（11）：992-996.

13. Muscatelli S，Spurr H，OňHara NN，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fter acute ortho-

paedic trauma：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Orthop Trauma. 2017，31（1）：47-55.

14. 陈海燕，金艳艳，陈薇，等 . 严重创伤后患者发生应激

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9，25
（3）：363-367.

（收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15 日）

上接第 325 页

上接第 33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