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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规范·

肿瘤相关抑郁状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 
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

摘要：《肿瘤相关抑郁状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由6部分组成：①定义：肿瘤相关抑郁是以肿瘤为基础疾病

而引发的一组症状或状态，并非精神病性抑郁，推荐用“肿瘤相关抑郁状态”名词术语；建议用“郁证”作为中

医病证名。②发病：心理因素、癌性疼痛、癌性疲乏、睡眠障碍、手术创伤、放疗、化疗与肿瘤相关抑郁状态发

生密切相关；因郁致病、因病致郁以及肝郁、脾虚导致痰、湿、瘀相互交织是中医关键病因病机。③症状：由核

心症状、心理症状与躯体症状三部分构成。其中，心境或情绪低落、兴趣缺乏与乐趣丧失是临床诊断的主要依

据。④筛查：参考国际神经精神访谈量表，结合数字疼痛分级法制定调查问卷，对肿瘤患者进行抑郁状态筛查是

为了区分精神病性抑郁症与肿瘤相关抑郁，以帮助肿瘤科医生能够迅速甄别、及时治疗或转诊。⑤诊断：参照中

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结合肿瘤患者诊治过程的心境变化来综合考虑。⑥治疗：必须与抗肿

瘤同时进行。轻度抑郁状态可采用心理干预、音乐放松、教育引导、体育训练、针灸等非药物干预的综合疗法；

中度以上抑郁状态，以中医辨证治疗为主，辅助抗抑郁药物治疗；严重抑郁状态或发展或/并构成精神疾病诊断

时，应按照中国法律，及时转诊到精神病医院或转交精神科医生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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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consensus on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tumor related depressive status

Hematology Branch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Consensus on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tumor related depressive status includes six parts: ①Defi nition: 
Tumor related depressive status is defi ned as a group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r depressive status rather than psychiatric depression. 

Thus, ‘tumor related depression or depressive status’ is introduced in consensus as a standardized terminology, and ‘Yu Zheng 

(Depression syndrome)’ is recommended in term of Chinese medicine. ②Pathogenesis: Factor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cancer 

pain, cancer fatigue, sleep disorders, operational trauma, radiotherapy, chemotherapy are highly related to tumor related depressive 

status. Tumors caused by depression, depression caused by tumor, as well as the concurrence of phlegm, dampness and stasis 

caused by liver depression and spleen defi ciency are crucial pathogenesis. ③Symptoms: Symptoms are consisted of core symptoms,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nd somatic symptoms. Depressed mood and loss of interests are chief gauges for diagnosis. ④Screening: 

Based on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 and numeric rating scale, questionnaire is drafted to distinguish 

psychiatric depression and tumor related depression, further help oncological physicians identify, treat and transfer patients with 

tumor related depression. ⑤Diagnosis: Diagnosis is supposed to be made according to Chinese Classifi cation for Mental Disorders 

(CCMD-3), taking patients’ mood changes dur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o consideration. ⑥Treatment: Treatments for tumor 

related depression must be conducted simultaneously with anti-tumor treatment. For mild depressive status, non-pharmacologic 

comprehensive therapie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usic relaxation, education guidance, physical training and 

acupuncture are recommended; for moderate conditions,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s based on syndrome diff erentiation combined 

with adjuvant antidepressants treatment are suggested; for severe conditions or conditions progressed to psychiatric disorders, patients 

are supposed to be transferred to psychiatric physician for specialize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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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白血病在内的所有恶性肿瘤，在其发生、诊断与治疗

过程中，给患者带来的不仅仅是面临死亡的威胁、机体功能与

社交能力的丧失，还伴有全程的精神与心理痛苦、癌症幸存者

与家属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诉求以及不同程度的情绪低落、兴趣

减退、悲观伤感、自罪观念等抑郁状态。由于中国多数患者没

有被告知他们所患肿瘤的诊断结果、治疗方案与康复计划，经

治医生通常不能自主和公开地与患者进行病情讨论和情感交

流。同时，文化素养以及认识水平等也导致肿瘤患者不愿向经

治医师透露“心理”“精神”和“情感”等问题。当恶性肿瘤一

旦进展或恶化，抑郁状态会随之加重，抱怨、恐惧以及自杀倾

向发生的风险会明显增加。

目前，肿瘤科医生更多关注肿瘤近期疗效，而忽略了诊治

过程中出现的心境异常，且部分抑郁状态，诸如厌食、失眠、疼

痛等常被肿瘤疾病自身症状所掩盖，给经治医生有效识别带来

了难度，仅有不足10%的患者得到确诊，并被推荐接受心理咨

询和相关治疗。鉴于此，为提高肿瘤科医生对因肿瘤导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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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的识别与诊治能力，在汇集中国中医肿瘤界相关专家临床

经验基础上，《肿瘤相关抑郁状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以下简

称《共识》）由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血液肿瘤科起草。《共识》采用会议方式论证，3次论

证会由来自全国的肿瘤、精神、神经、心理、临床评价等专家组

成，与会专家就《共识》拟定的相关内容，特别就定义、病证名

称、症状表现、诊断标准、治疗方法等达成了共识。

定义

“肿瘤相关抑郁状态”是指在恶性肿瘤诊断与治疗过程中

出现的病理性抑郁状态或综合征，症状表现主要为情绪低落、兴

趣减退、精力不足、体力缺乏、悲观伤感、自罪观念与自杀倾向，

并非精神病性抑郁，推荐用“肿瘤相关抑郁状态”名词术语。

依据“肿瘤相关抑郁状态”定义，结合患者具有心情抑

郁、胸脘痞闷、胁肋胀痛，或易怒欲哭，或咽中有异物感等临床

表现，推荐用“郁证”为中医病证名。

发病

1. 致病因素

1.1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与抑郁发生关系密切。患者痛苦

心理可贯穿肿瘤发生、诊断与治疗的全过程。应激源强烈、持

久性刺激导致人体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亢进，糖皮质激素

过多分泌，致使交感神经系统、各种肽类物质和细胞因子活性

改变等是导致心境障碍的关键。

1.2 癌性疼痛 癌性疼痛，尤其是不易控制的重度疼痛以

及止痛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作为一种身心应激源，可持续诱发

与加重抑郁状态[1]。

1.3 癌性疲乏 疲乏是肿瘤患者常见症状，可在肿瘤发生

和治疗过程中出现，并持续存在数月甚至数年。持续性疲乏会

导致患者情绪低落、活动能力减退，且疲乏和抑郁状态常合并

发生或相互影响。

1.4 睡眠障碍 肿瘤患者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与抑郁、焦

虑情绪有直接关系。持续睡眠障碍不仅能导致抑郁状态，也会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2-4]。

1.5 手术创伤 手术前后情绪、心理变化与肿瘤部位及手

术方式密不可分。头颈部肿瘤、乳腺癌术后的形体变化会严重

影响患者心理、社交能力[5]。

1.6 放疗与化疗 放、化疗的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疲

乏、脱发、神经毒性、骨髓抑制以及患者恐惧心理在治疗及结

束后可持续存在，其负面情绪可发展成为抑郁状态[6-8]。

1.7 其他因素  肿瘤临床分期、疾病进展、治疗效果、康复

程度以及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对肿瘤相关抑郁发生以及严重

程度也会产生明显影响。

2. 病因病机 基于中医理论，与七情致病因素中的怒、

忧、思、悲、恐5种情志变化高度相关。如乳腺癌、肝癌、肺癌患

者在发病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忧伤、急躁、寡言等；在肿瘤发生、

治疗或进展过程中，以上情志变化会明显加重。这些动态的情

志变化过程，符合中医因郁致病与因病致郁的病因病机特征。

其中，肝郁、脾虚是病机转化过程中的关键枢纽；痰、湿、瘀交

织为重要环节；心神受扰、情绪不宁、魂不守舍为最终结局。

症状

1. 核心症状 情绪低落、兴趣缺乏与乐趣丧失。肿瘤相关

抑郁状态必须具备上述3种症状之一。

2. 心理症状 焦虑、自责、自罪、妄想或幻想、注意力和记

忆力下降、自杀观念和行为、思维缓慢和意志行为降低、精神

运动迟滞或激越。

3. 躯体症状 睡眠障碍、食欲紊乱、性欲缺乏、精力丧失以

及周身疼痛、胃肠功能紊乱、身体不适、头痛与肌肉紧张等。

筛查

筛查是为了区分精神病性抑郁与肿瘤相关抑郁状态，以帮

助肿瘤科医生能够迅速甄别、及时治疗或转诊。

1. 筛查条件 筛查对象应具备下列条件：①年龄≥18岁，

≤75岁。②确诊为恶性肿瘤。③认知功能正常，能够表达意愿。

④尽可能直系亲属陪同。

2. 筛查内容

2.1 肿瘤相关心境变化 肿瘤相关心境变化为初筛阶段，

以调查问卷形式，问卷参考了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量表中部分内

容，结合肿瘤诊断与治疗前后患者心境变化，拟定了15条问题。

如果肿瘤诊断及其治疗超过2周，既往无抑郁发作状态，且无

任何诱导或暗示情况下，具备15条症状中的任意10条，即存在

肿瘤相关抑郁状态。

2.2 抑郁发作状态 同样以调查问卷方式进行。问卷基于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结合肿瘤诊治过程

的心境变化，拟定了10条问题。如果具备10条中的任意5条即可

确定肿瘤抑郁发作状态。

2.3 肿瘤相关抑郁分级 当确定患者存在肿瘤相关心境变

化以及存在抑郁发作状态后，需要进行抑郁程度分级。抑郁程

度分级按照数字疼痛分级法（NRS）量表拟定。数字评分量表

中0-10数字表示抑郁的等级（0代表没有抑郁；10代表最严重

抑郁；1-3为轻度抑郁；4-6为中度抑郁；7-10为重度抑郁）。

诊断

1. 抑郁发作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CCMD-3），抑郁发作以心境低落为主，与其处境不相称，可以

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

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某些病例的焦虑与运动性激越很显著。症

状标准以心境低落为主，至少有下列4项：①兴趣丧失、无愉快

感；②精力减退或疲乏感；③运动性迟滞或激越；④自我评价

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⑤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⑥

反复出现欲死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⑦睡眠障碍，如失眠、

早醒，或睡眠过多；⑧食欲降低或体重减轻；⑨性欲减退。

2. 肿瘤相关抑郁参考诊断标准 在恶性肿瘤诊断与治疗

过程中，符合抑郁发作诊断标准，或符合肿瘤相关心境变化调

查问卷的10条，持续2周，并有抑郁发作症状标准中的任意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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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诊断肿瘤相关抑郁状态。

3. 注意事项 在没有精神病专科医师确认情况下，肿瘤科

医生尽可能给出“肿瘤相关抑郁状态”诊断，不可以明确做出精

神疾病的“抑郁症”诊断。如果在确诊肿瘤前后患者有明确的抑

郁症病史或诊断肿瘤后出现典型/不典型的精神症状，如抑郁持

续发作、复发性抑郁、双相障碍以及烦躁、恐惧、失落等，应及

时预约精神病专科医师会诊，给出明确诊断或建议诊断。

治疗

1. 原则 干预治疗必须与抗肿瘤同时进行。当抑郁状态严

重影响肿瘤及相关并发症治疗与患者生活质量时，方可考虑优

先治疗抑郁状态。轻度可采用非药物疗法；中度以上以中医辨

证治疗为主，并根据患者意愿，向精神病专科医师咨询后，适当

选择抗抑郁药物治疗。如患者不愿意或不宜接受抗抑郁药物治

疗时，经治医生应严密观察病情发展。当抑郁状态发展或/并构

成精神疾病诊断时，应按照中国法律，及时转诊到精神病医院

或转交精神科医生诊治。

2. 非药物疗法 依据患者具体情况，推荐非药物疗法单独或

综合应用。推拿、理疗、贴敷、饮食调理等也可适当选择应用。

2.1 心理干预 包括认知与行为疗法、暗示与催眠疗法、

集体心理治疗等。

2.2 音乐放松 结合患者兴趣、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以音

乐疗法转移患者注意力，舒缓低落情绪。

2.3 教育引导 利用疾病诊断、治疗、康复等相关信息，向

患者解释疾病可能引起的负性情绪以及应对措施，帮助患者正

确理解疾病带来的危害与治疗受益，以提高自信心。

2.4 体育训炼 开具适合患者机体状况的体育训练处方，

可帮助患者改善体能，促进疾病康复。

2.5 针灸治疗 针灸具有疏通经络，调畅气机作用，可用来

缓解肿瘤抑郁状态，改善躯体功能。

3. 辨证施治 在非药物疗法不能很好控制前提下，可应用中

医辨证施治，选择经典方剂加减治疗，适当配合抗抑郁药物治疗。

3.1 肝气郁结证 ①症状：情志抑郁，胸胁满闷，时善太

息，急躁易怒，脘腹胀满，少腹隐痛，大便秘结，小便黄赤。②

舌脉：舌质暗红，舌苔薄黄，脉弦。③治则：疏肝解郁。④方药：

柴胡疏肝散加减。

3.2 肝郁脾虚证 ①症状：情志抑郁，胸胁胀痛，脘腹胀

满，食欲不振，四肢倦怠，肠鸣矢气，大便溏稀。②舌脉：舌体胖

大，舌质淡红，舌苔白或腻，脉弦细。③治则：疏肝健脾。④方

药：逍遥散加减。

3.3 心脾两虚证 ①症状：情志抑郁，心悸怔忡、失眠多梦，

倦怠乏力，食欲不振，大便稀溏。②舌脉：舌体胖大，舌质淡，舌

苔薄白，脉细弱。③治则：补益心脾。④方药：归脾汤加减。

3.4 痰瘀互阻证 ①症状：情志抑郁，癥积肿块，肢体麻

木，胸闷多痰，头晕目眩，恶心呕吐，失眠多梦。②舌脉：舌紫暗

或有斑点，舌苔腻，脉滑或涩。③治则：化瘀祛痰。④方药：桃

红四物汤合二陈汤加减。

3.5 气滞血瘀证 ①症状：情志抑郁，胸胁胀痛，痛有定

处，两胁满闷，脘腹胀痛，口唇紫暗，嗳气吞酸，咽有异物感。

②舌脉：舌质紫暗或瘀斑，舌苔薄白，脉弦。③治则：理气活血。

④方药：血府逐瘀汤加减。

3.6 痰湿阻滞证 ①症状：情志抑郁，头身困重，胸胁胀闷，

口中黏腻，脘腹不适，食欲不振，大便不爽或黏腻。②舌脉：舌质

淡红，舌苔白腻，脉滑。③治则：祛湿化痰。④方药：涤痰汤加减。

4. 中成药应用 情绪低落为主者，选择“逍遥丸”或“加味

逍遥丸”；胸胁胀满为主者，选择“柴胡疏肝丸”；心悸气短、疲

倦乏力为主者，选择“天王补心丹”或“归脾丸”；失眠多梦为主

者，选择“安神补心胶囊”或“枣仁安神液”等；疲乏为主者，选

择“参苓白术颗粒（丸）”“补中益气颗粒（丸）”。

5. 静脉给药 部分中晚期尤其胃肠道肿瘤患者，多数存在

食欲减退或进食困难等，口服药物有一定难度。可考虑静脉给

药途径治疗。表现为焦虑、失眠、疲乏等推荐艾迪注射液静脉

输注[9-12]。伴有严重失眠者，可应配合“刺五加注射液”；乏力明

显者，可配合“参芪扶正注射液”[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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