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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药联合阿片类药物治疗晚期癌痛伴抑郁患者的疗效

木亚林 、 岳　恺 、 李　明 、 李　星

【摘要】目的　探讨抗抑郁药物联合阿片类药物治疗晚期癌痛伴抑郁症的疗效。方法　依据随

机对照原则将 2017 年 1 月 ~201� 年 1 月我院进行治疗的 �0 例晚期癌痛伴抑郁症患者分为两组，每

组 40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阿片类药物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用抗抑郁药物治疗。比较两

组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第 7d、第 14d、第 2�d 阿片类药物使用剂量均低于对照组

（P< 0.0�）；观察组患者治疗第 2�d 癌痛频率及数字分级法（NR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低于对照组，生存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并无统计学差异（P> 0.0�）。结论　抗抑郁药物联合阿片类药

物治疗晚期癌痛伴抑郁症疗效显著，安全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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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ntidepressant combined opioids on terminal cancer pa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U Yalin，YUE Kai，LI Ming，et al.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Nanyang，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erminal cancer pain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patients 

by antidepressant combined opioids. Methods　80 cases of terminal cancer pain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patients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40）and control group（n=40）.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opioids，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antidepressant combined opioids. The effect and 

safety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dosage of opioi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7d，14d，28d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NRS and HAM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28d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28d after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side-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It has prominent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erminal cancer pain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patients by antidepressant combined opioids，and the safety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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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痛与抑郁均为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的常见并发

症，我国晚期癌症患者发生癌痛的几率高达 55％

~85％，抑郁症为 5％~57％［1］，严重影响患者生存

质量［2-3］。如何减轻晚期癌症患者癌痛症状、改善抑

郁、提高其生存质量非常重要。本研究探讨了常规

阿片类药物治疗基础上配合使用抗抑郁药物对晚期

癌痛伴抑郁患者的治疗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晚期癌痛伴抑郁症患者进行研究。依据随机对

照原则分组，每组 40 例。观察组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为 35~70 岁，平均年龄为（51.65±6.37）
岁；对照组男性 24 例，女性 16 例，年龄为 35~69 岁，

平均年龄为（61.43±6.22）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等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经常规影像学检查结合病理组织学

［作者工作单位］南阳市中心医院（南阳，47�000）。

［第一作者简介］木亚林（1���.0�-），女，河南南阳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恶性肿瘤的治疗。

［通讯作者］木亚林（Email：mu_0�0�@1��.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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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证实为晚期恶性肿瘤，TNM 分期为Ⅳ期；符合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4］中抑郁症相

关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17
分；癌痛数字分级法（NRS）评分＞ 4 分；预计生存时

间超过 1 个月；符合本研究用药指征；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入选前 2 周内有抗抑郁药物用药史者；

合并其他类型精神障碍者；有自杀倾向或依从性很差

者；生命体征不稳定或预计生存时间低于 1 个月者。

1.�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阿片类药物治疗：盐酸羟考酮

与即释吗啡片换算剂量为 1∶2，芬太尼透皮贴剂与

即释吗啡片换算剂量为 2 μg/h=60mg/d，共治疗 4 周。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用抗抑郁药物治疗：

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30mg/d，4~7d 后根据患者耐受情

况逐渐增加剂量至 60mg/d，共治疗 4 周。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配合进行心理干预，合理

安排作息时间。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阿片类药物使用剂量、

癌痛频率、癌痛程度、抑郁症状、生存质量变化情

况以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

癌痛程度使用 NRS［5］评分进行评估：无痛：0 分，

轻度疼痛：1~3 分，中度疼痛：4~6 分，重度疼痛

7~10 分。

抑郁症状使用 HAMD［6］评分进行评估：共包括

17 个问题，其中 1~3、7~11、15、17 题按 0~4 分计

分，4~6、12~14、16 题按 0~2 分计分，计算总分，

总分＜ 7 分表示正常；总分为 7~17 分表示可能有抑

郁症；总分为 17~24 分表示肯定有抑郁症；总分＞ 24
分表示有严重抑郁症。

生存质量采用 QLQ-C30 量表［7］进行评分，共包

括躯体、角色、认知、情绪和社会功能 5 个维度 30 项

条目，总分为 0~100分，评分越高表示生存质量越高。

1.�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用 SPSS 17.0 软件，计数资料用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阿片类药物使用剂量对比

观察组患者治疗第 7d、第 14d、第 28d 阿片类

药物使用剂量与治疗前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患者治疗第 7d、第 14d、第 28d

阿片类药物使用剂量逐渐升高，均高于同组治疗前，

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第 7d、第 14d、

第 28d 阿片类药物使用剂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阿片类药物使用剂量对比［mg，x±s］

分组 治疗前 治疗第7d 治疗第14d 治疗第28d

观察组（n=40）231.47±62.85 247.24±68.43 256.05±78.96 273.44±77.17

对照组（n=40）242.65±65.73 375.62±78.42 424.23±89.68 511.42±97.47

t 1.125 11.865 13.471 19.504 

P 0.275 0.010 0.007 0.001

2.2　两组治疗前后癌痛频率及 NRS 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第 28d 癌痛频率及 NRS 评分均低

于同组治疗前，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治

疗第 28d 癌痛频率及 NR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显著（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癌痛频率及NRS评分对比［x±s］

分组
癌痛频率（次/d） NRS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第28d 治疗前 治疗第28d

观察组（n=40） 6.61±1.27 0.95±0.22 7.27±1.33 2.41±0.72

对照组（n=40） 6.58±1.31 2.01±0.38 7.21±1.25 3.79±1.01

t 0.149 30.473 0.285 12.122 

P 0.835 0.000 0.768 0.008

2.�　两组治疗前后 HAMD 评分及生存质量评分

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第 28d HAMD 评分低于同组治

疗前，生存质量评分高于同组治疗前，差异显著

（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第 28d HAMD 评分低

于对照组，生存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及生存质量评分对比［分，x±s］

分组
HAMD评分 生存质量评分

治疗前 治疗第28d 治疗前 治疗第28d

观察组（n=40）19.85±2.16 11.05±1.48 48.38±6.26 75.31±8.29

对照组（n=40）19.79±2.23 16.31±2.05 48.41±6.37 62.58±8.07

t 0.176 23.841 0.030 9.712 

P 0.817 0.000 0.967 0.013

2.4　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并无统计

学差异（P>0.05），见表 4。

3　讨论

晚期癌症患者常伴有癌痛和抑郁，癌痛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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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躯体不适感和巨大心理压力是诱发抑郁的主要

原因，而抑郁又会降低患者的求生欲望和生存质量，

不良情绪状态还能够激活与疼痛相关的脑区，从而

诱发或加重癌痛，二者形成恶性循环［8，9］。阿片类药

物是治疗癌痛的常用手段，对于伴抑郁症的患者单

用阿片类药物效果欠佳，而且用药剂量较大［10-11］。

有专家指出，5- 羟色胺能神经元在痛觉下行抑制通

路中发挥着中转站的作用，刺激此部位能够提高机

体疼痛阈值，提升患者对疼痛的耐受力［12］。度洛西

汀能够有效抑制 5- 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阻断突

触前膜摄取 5- 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从而产生镇

痛的作用；同时还有良好的抗抑郁效果［13-14］。

本研究发现：在阿片类药物治疗基础上配合服用

度洛西汀，在减轻躯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方面效果良

好。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治疗第 7d、第 14d、第 28d

阿片类药物使用剂量均低于对照组（P<0.05），可见

配合使用抗抑郁药物能够有效减少阿片类药物的用

药剂量，对减轻阿片类药物所致的不良反应具有重

要意义。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第 28d 癌痛

频率、NRS 评分及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可见采取抗抑郁药物联合阿片类药物治疗晚期癌痛

伴抑郁疗效显著，能够良好的控制患者癌痛和抑郁

症状。分析原因主要为：抑郁情绪与癌痛相互影响，

通过调控患者的疼痛阈值和抑郁症状能够产生相辅

相成的效果，有效减轻癌痛并改善抑郁症状［15］。而

观察组患者治疗第 28d 生存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

异显著（P<0.05），可见患者癌痛和抑郁症状改善效

果明确，生存质量随之得到提高。因此，对于晚期

癌痛患者经过阿片类药物镇痛和心理干预治疗后并

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时及时采取抗抑郁药物治疗是

十分有必要的。另外，在安全性方面，两组患者治

疗期间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

可见在常规阿片类药物基础上加用抗抑郁药物并不

会明显增加不良反应，安全性令人满意。

综上所述，抗抑郁药物联合阿片类药物治疗晚

期癌痛伴抑郁症疗效显著，可降低阿片类药物使用

剂量，提高生存质量，安全性良好。但本研究样本

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

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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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对比［n，％］

分组 恶心 嗜睡 血压升高 肝肾功能异常 合计

观察组（n=40）3（7.50％）1（2.50％）0（0.00％） 0（0.00％） 4（10.00％）

对照组（n=40）3（7.50％）1（2.50％）1（2.50％） 0（0.00％） 5（12.50％）

χ2 0.125

P 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