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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力新与芬太尼透皮贴剂联用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焦虑及抑郁心理的影响

唐凤英 、 张锋利 、 吴洁琼 、 相　祎 、 张　伟 、 高二鹏

【摘要】目的　旨在探讨黛力新与芬太尼透皮贴剂联用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焦虑及抑郁心理的影

响作用。方法　选取本院于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收治 12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数字随机表法将患者分为黛力新组 40 例、芬太尼组 40 例和联用组 40 例，黛力新组单独使用黛力

新，芬太尼组单独使用芬太尼透皮贴剂，联用组同时使用两种药物。分别于治疗前后评估两组患

者癌痛分级、焦虑及抑郁评分和生存质量评分。结果　治疗前，3 组患者治疗前癌痛分级、焦虑及

抑郁评分和生存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均得到显著改善（P< 0.05）。治

疗后，联用组患者癌痛分级、焦虑及抑郁评分和生存质量评分均显著低于芬太尼组和黛力新组患者

（P< 0.05）。结论　原发性肝癌患者接受黛力新和芬太尼透皮贴联用治疗，较两种药物单独使用更

有效缓解其癌痛，改善其焦虑及抑郁心理，提升其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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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eanxit combined with Fentany Transdermal System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TANG Fengying，ZHANG Fengli，WU Jieqiong，et al.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binedly using deanxit and fentany rransdermal system to 

primary liver cancer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20 case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patients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i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and divided into 40 cases 

of Deanxit group，40 cases of fentanyl group 40 cases and combined group 40 cases randomly，The Deanxi group was 

only treated by deanxi the fentany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by dentany transdermal system，and the combined group was 

treated by such two method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cancer pain，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

ity of life were evaluated in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ree groups in the cancer pain，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P>0.05），and were all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grading of cancer pain，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ombin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deanxi group and fentanyl group（P<0.05）. 

Conclusion　Deanxit combined with transdermal fentanyl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cancer pain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improve their 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Deanxit；Fentany Transdermal System；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anxiety；depression

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因癌灶引起的病理性疼

痛是肝癌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发病率约为中期患者

30~40％［1］，晚期患者 60％~80％［2］。癌痛不仅影响

患者生存质量，使患者产生悲观、消极心理，严重

者甚至有自杀倾向［3］。因此，选择合理镇痛手段缓

解肝癌患者癌痛程度，同时联用抗抑郁药物治疗，

可能对于控制其负性情绪有益。因此，本文选择黛

力新与芬太尼透皮贴剂联用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于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收治 120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咸阳，712000）。

［第一作者简介］唐凤英（1982.02-），女，重庆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消化道肿瘤及肝脏病。

［通讯作者］张锋利（Email：444519560@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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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数字随机表法将

患者分为黛力新组 40 例、芬太尼组 40 例和联用组

40 例，黛力新组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38~75 岁，

平均年龄（47.28±2.85）岁，肝癌 TNM 分期：II 期

22 例、III 期 19 例、IV 期 9 例，远端器官转移 13 例，

病程 1~5 个月，平均病程（2.51±1.42）个月，主诉

疼痛分级（verbal rating scales，VRS）：轻度 24 例、

中度 16 例、重度 10 例；芬太尼组男 23 例、女 17 例，

年龄 38~74 岁，平均年龄（47.21±2.82）岁，肝癌

TNM 分期：II 期 23 例、III 期 19 例、IV 期 10 例，远

端器官转移 14 例，病程 1~5 个月，平均病程（2.53
±1.46）个月，VRS：轻度 25 例、中度 17 例、重度 8
例；联用组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 38~76 岁，平均

年龄（47.24±2.86）岁，肝癌 TNM 分期：II 期 24 例、

III 期 18 例、IV 期 8 例，远端器官转移 15 例，病程

1~5 个月，平均病程（2.55±1.47）个月，VRS：轻度

26 例、中度 17 例、重度 7 例。三组患者性别比、年

龄和癌症分期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审核通过。

1.2　排除及纳入标准［4］

纳入标准：① 影像学、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查和

组织病理性切片检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② TNM 分

期 I~IV 期；③患者意识清醒，具有对自身抑郁、焦

虑和癌痛感受有主诉能力者；③其及家属自愿签订知

情同意书参与本研究者。排除标准：①伴有心脏、动

脉血管、肝、肾、胃等重要器官严重疾病者及相关

并发症者；②伴有精神类疾病及智力功能不全者；③

有长期服用精神抑制类药物史者；④伴有其他致机体

疼痛疾病者。

1.3　治疗方法

全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均接受常规手术治疗、

放化疗、心理干预、营养支持、抗感染治疗等，黛力

新组患者于研究开始后次日分别于早晨 8：00 和中午

12：00 口服黛力新（注册证号 H20130126）10 mg/ 次，

2 次 /d，口服 30 d，其中伴有癌痛患者加服美施康定

（国药准字：H10980263）10 mg/ 次，2 次 /d，视患者

疼痛主诉增加服用剂量，最高剂量不超过 60 mg；芬

太尼组患者清洗躯干后，选择芬太尼透皮贴（国药准

字 J20110042）贴于躯干或上臂无毛平坦区，中度疼

痛者起始量为 25 μg/h，重度者起始量为 50 μg/h，3 d 

换贴 1 次，连续使用 30 d。联合组患者同期口服黛力

新和使用芬太尼透皮贴，连续使用 30 d。

1.4　观察指标

1.4.1　患者治疗前后癌痛情况　分别于治疗前

1d 和治疗 30d 采取数字分级法（NRS）评估患者癌痛

情况，癌痛分级采取 0~10 分，得分越高，癌痛越严重，

其中轻度：1~3 分，中度：4~6 分；重度：7~10 分，由

医护人员询问患者后，对其主诉疼痛进行相应评分。

1 .4 .2　患者治疗前后焦虑及抑郁状况调查　

分别于药物干预前 1d 和干预后 30d 使用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评估患者焦虑及抑郁心理状况，对文化水平较低患

者，调查者对其进行逐条说明，充分获取其意思后

填写调查表，全部调查均在患者意识清醒和排除第

三者干预条件下完成，焦虑、抑郁评定标准：抑郁：

HAMA 评分 >14 分，焦虑：HAMD 评分 >17 分。

1.4.3　患者治疗后生存质量评估　使用 Schip-

per［5］编制的癌症患者生活功能指标量表（FLIC）评估

患者治疗后 30 d 后生存质量，该量表包括躯体良好、

心理良好、因癌造成的艰难、社会良好和恶心 5 个

维度，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05~0.809，总

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 0.767，每项采取 7 级计分，

得分越高则患者生存质量越好。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2.0 统计软件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s）的形式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不

同时间点的均数比较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两两比

较选择 SNK-q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加减四分位数间距表示，组间比较选择秩和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选择卡

方检验，以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治疗前后癌痛分级比较

治疗 30d，联用组和芬太尼组患者 NRS 评分显

著低于黛力新组患者（P<0.05），重度疼痛人数显著

少于黛力新组患者（P<0.05），联用组 NRS 评分和重

度疼痛人数显著低于黛力新组患者，见表 1。

2.2　患者治疗前后焦虑及抑郁状况比较

治疗 30d，各组患者 HAMA 和 HAMD 评分均显

著低于治疗前 1d 评分（P<0.05），抑郁和焦虑人数

也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联用组患者 HAMA

和 HAMD 评分显著低于黛力新组和芬太尼组患者

（P<0.05），其抑郁和焦虑患者人数也显著低于黛力

新组和芬太尼组焦虑及抑郁患者人数（P<0.05），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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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组患者治疗前后癌痛分级情况对比（x±s，n，例）

指标 黛力新组（n=40） 芬太尼组（n=40） 联用组（n=40） F/χ2 P

NRS评分 治疗前1d 7.72±1.72 7.45±1.31 7.61±1.53 0.72 >0.05

治疗30d 3.34±0.91 2.16±1.01a 1.57±0.82a 5.18 <0.01

轻度 治疗前1d 7 8 8 0.07 >0.05

治疗30 d 14c 18ac 24abc 4.25 <0.05

中度 治疗前1d 20 18 18 0.49 >0.05

治疗30 d 12c 14c 12c 1.87 <0.05

重度 治疗前1d 13 14 14 0.09 >0.05

治疗30 d 14c 8ac 4abc 3.79 <0.05

注：a代表与黛力新组比较，P<0.05；b代表与芬太尼组比较，P<0.05或P<0.01；c代表与治疗前1d比较，P<0.05。

表2　各组患者治疗焦虑及抑郁状况对比（x±s，n，例）

指标 黛力新组（n=40） 芬太尼组（n=40） 联用组（n=40） F/χ2 P

HAMA评分 治疗前1d 18.81±3.19 18.78±3.16 18.47±3.11 0.09 >0.05

治疗30d 11.47±3.19c 14.72±2.47ac 8.17±1.24abc 6.23 <0.01

HAMD评分 治疗前1d 17.60±2.47 17.91±2.62 17.84±2.58 0.09 >0.05

治疗30 d 10.72±1.65c 13.61±1.21ac 6.75±0.84abc 7.18 <0.05

HAMA>14分 治疗前1d 21 20 21 0.57 >0.05

治疗30 d 13c 18ac 6abc 6.11 <0.01

HAMD>17分 治疗前1d 24 23 23 0.004 >0.05

治疗30 d 12c 16ac 7abc 5.28 <0.01

注：a代表与黛力新组比较，P<0.05；b代表与芬太尼组比较，P<0.05或P<0.01；c代表与治疗前1d比较，P<0.05。

表3　各组患者患者治疗后生存质量（x±s，n，例）

指标 黛力新组（n=40） 芬太尼组（n=40） 联用组（n=40） F/χ2 P

躯体良好 治疗前1d 43.45±9.70 42.17±9.39 43.07±9.58 0.09 >0.05

治疗30d 30.97±7.26 30.24±7.05 22.18±6.24 4.28 <0.05

心理良好 治疗前1d 31.17±6.36 30.87±6.21 31.22±6.48 0.09 >0.05

治疗30 d 25.43±5.18 25.35±5.04 18.31±4.85 5.31 <0.01

因癌造成的艰难 治疗前1d 13.98±3.47 13.24±3.21 13.42±3.28 0.25 >0.05

治疗30 d 8.24±1.25 8.01±1.22 5.41±0.97 4.18 <0.05

社会良好 治疗前1d 12.28±2.24 12.34±2.37 12.19±2.01 0.08 >0.05

治疗30 d 7.41±1.14 7.32±1.07 4.27±0.84 4.30 <0.05

恶心 治疗前1d 11.78±2.84 11.66±2.71 11.47±2.32 0.28 >0.05

治疗30 d 7.12±1.75 7.24±1.21 4.32±0.91 3.97 <0.05

总分 治疗前1d 118.52±17.67 117.48±16.21 118.05±18.17 0.14 >0.05

治疗30 d 74.71±11.35 73.24±10.24 52.68±8.25 5.16 <0.01

注：a代表与黛力新组比较，P<0.05；b代表与芬太尼组比较，P<0.05或P<0.01；c代表与治疗前1d比较，P<0.05。

力新组 HAMA 和 HAMD 评分、抑郁和焦虑患者人数

显著低于芬太尼组患者（P<0.05），见表 2。

2.3　患者治疗后生存质量评估情况

治疗 30 后，患者 FLIC 各项评分均显著低于治

疗前（P<0.05），联用组患者 FLIC 各项评分显著低

于黛力新组和芬太尼组患者（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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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报 道 称 ， 通 过 有 效 的 药 物 治 疗 可 有 效 缓 解

80％～90％肝癌患者癌痛程度［6］，但若选取镇痛药

物不当，不仅无法有效缓解癌痛，还可诱发头晕、

腹泻、失眠和肠胃不适等不良反应［7］。研究显示［8］，

常规口服和静脉滴注阿片止痛药易致肿瘤患者机体

内形成高血药浓度，对各项代谢功能损伤的危险性

较高，故选择非创性和外敷性给药方式逐渐成为主

流。芬太尼透皮贴可对癌痛患者进行皮肤贴敷，使

其通过皮肤吸收达到发挥阿片类止痛药物镇痛疗效，

具有非侵袭性、无创性、给药简便和镇痛效果好及

药效性长等优势［9］。本研究中，治疗后，芬太尼组

患者 NRS 评分和重度疼痛人数均显著低于黛力新组

患者（P<0.05），反映出选择芬太尼透皮贴止痛效果

相比于吗啡镇痛效果更好，这可能因为芬太尼透皮

贴敷肝癌患者躯体上可持续作用 3 天，相比于视患

者疼痛耐受性才选择单次性吗啡，其作用时间长、

效果持续性好，故镇痛效果更佳，同时笔者也发现

芬太尼透皮贴使用方便，可用于部分吞咽困难、消

化不良和伴有明显恶心呕吐及对吗啡有严重不良反

应者，故使用更安全、广泛。

傅亚萍等［10］研究显示，肝癌患者负性情绪产

生原因不仅为生理因素，还因心理因素而致，故仅

仅通过药物缓解癌痛无法有效根治肝癌患者焦虑和

抑郁心理。黛力新作为一种临床应用不久的抗焦虑

抑郁药，其药理机制为内含氟哌噻吨及美利曲辛成

分可提升神经元突触间隙神经递质表达，达到刺激

神经元兴奋度上升，调整神经中枢状态，从而纠正

心理抑郁和焦虑状态。研究中，黛力新组 HAMA 和

HAMD 评分、抑郁和焦虑患者人数显著低于芬太尼

组患者（P<0.05），反映出使用黛力新可显著改善肝

癌患者抑郁焦虑情绪。

在研究中，联用组患者同时使用黛力新和芬太

尼透皮贴，结果显示其 NRS 评分和 HAMA 及 HAMD

评分显著低于黛力新组和芬太尼组患者（P<0.05），

这是因为黛力新不仅具有抗抑郁效果，其还可拮抗

组织胺受体，达到镇痛的效果，而芬太尼止痛又可

缓解患者机体痛苦，消除因病痛折磨所诱发焦虑和

抑郁，二者结合使用，使得患者治疗后生存质量评

估的各项得分均处于最低值，这可能因为由于降低

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缓解癌痛，可有效纠正其睡

眠不佳，而透皮贴阿片类给药方式可极大避免引起

患者呕吐和肠胃不适，改善其治疗期间生理及心理

体验。

综上所述，原发性肝癌患者接受黛力新和芬太

尼透皮贴联用治疗，较两种药物单独，可更有效缓

解其癌痛，改善其焦虑及抑郁心理，提升其生存质

量，值得临床推广，但本研究未对患者进行随访跟

踪，无法准确评估该联合治疗方式对肝癌远期预后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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