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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考酮缓释片单用或联合氟伏沙明对中重度癌痛合并抑郁患者的疗效

张　森 、 华　松 、 王　旸 、 余　杰 、 杨　峥 、 范崇桂

【摘要】目的　探讨羟考酮缓释片单用或联合氟伏沙明对中重度癌痛合并抑郁患者的疗效。

方法　将本院于 2016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102 例中重度癌痛合并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51 例，分别采用羟考酮缓释片单用治疗、羟考酮缓释片联合氟伏沙明治疗，观察两

组疼痛程度、抑郁状态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并观察两组用药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

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抑郁状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 2 周、4 周时，观察

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抑郁状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逐渐降低，且与同时间段对照组比较优势明显，

P< 0.05；观察组便秘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而恶心呕吐则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羟考酮缓释片

联合氟伏沙明可以使中重度癌痛合并抑郁患者的疼痛程度明显减轻，改善他们的抑郁状态及生活质

量，而且不明显增加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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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of oxycodone alone or combination with fluvox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moderate and se-
vere cancer pain with depression　　ZHANG Sen，HUA Song，WANG Yang，et al. Nany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Nanyang Municipal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oxycodone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fluvox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moderate and severe cancer pain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102 patients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cancer pain and depression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5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or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xycodone alone 

or combined with fluvoxamine respectively. The degree of pain，depression，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ad-

verse drug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pain degree，depression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2 and 4 weeks of treatment，the 

scores of pain degree，depression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radually reduced，and the 

scores of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P<0.05）. Con-
clusion  Oxycodone combined with fluvox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moderate and severe cancer pain with depress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gree of pain，rapidly improve the state of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and will not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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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癌痛发生率较高，导致很容易出现抑

郁情绪［1］，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因此需重视快

速缓解癌痛［2］。采用缓解疼痛药物和改善抑郁药物

同时治疗，可以减轻疼痛，改善心理状态，继而提

高疼痛阈值，进一步缓解疼痛［3］。本次研究对羟考

酮缓释片单用或联合氟伏沙明治疗中重度癌痛合并

抑郁患者的疗效进行了探讨，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间，将本院收治的

中重度癌痛合并抑郁患者作为研究，共 102 例依据随

机数字抽取表法分组各 51 例。纳入标准：经病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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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羟考酮缓释片（国药准字

J20110016，规格 10mg/ 片）口服治疗，初始剂量为

5mg，用药 1h 评定患者疼痛程度，选择适宜剂量吗

啡即释片，控制疼痛程度评分 NRS ≤ 3 分时，且属

于安全剂量水平，则给予相同剂量羟考酮缓释片治

疗。持续用药 4 周。

1.2.2　观察组 给予羟考酮缓释片口服治疗，方

法及剂量同上述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氟伏沙明

片（国药准字 H20058921，规格 50mg/ 片）口服治疗，

初始剂量为 50mg，每天 1 次，第二天增加为 100mg，

后续逐渐调整药物剂量，控制在每天 2 次，每次

150mg 内，确保调整至适宜剂量。持续用药 4 周。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4 周，采用 NRS 量表

评价患者疼痛程度改善情况，0-10 分，分数越高，

疼痛越严重。

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4 周，采用 SDS 量表

评价患者抑郁状态改善情况，53 分为抑郁临界值，

分数越高，抑郁越严重。

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4 周，采用 NCCN《成

人癌痛指南》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包含一般状况、日

常生活、情绪、行走、社交、睡眠、娱乐等，各项

0-10 分评价，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差，取平均分。

观察两组患者用药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

含便秘、恶心呕吐、嗜睡、头痛、呼吸抑制、皮肤

瘙痒及共济失调等。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以平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疼痛程度改善效果分析

分析表 2 可知，治疗前两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

均较高，且比较无差异显著性，P>0.05；治疗 2 周、

4 周时，观察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逐渐降低，且与同

时间段对照组比较优势明显，差异显著，P<0.05。
表2　两组疼痛程度改善效果分析（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观察组 51 6.82±1.52 3.32±0.54 1.41±0.38

对照组 51 6.78±1.48 4.02±0.48 2.21±0.42

t - 0.13 6.91 10.08

P - 0.89 0.0000 0.0000

2.2　两组抑郁状态改善效果分析

分析表 3 可知，治疗前两组患者抑郁状态评分

均较高，且比较无差异显著性，P>0.05；治疗 2 周、

4 周时，观察组患者抑郁状态评分逐渐降低，且与同

时间段对照组比较优势明显，差异显著，P<0.05。
表3　两组抑郁状态改善效果分析（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观察组 51 67.42±8.95 52.11±5.82 41.82±6.22

对照组 51 67.95±8.47 57.25±6.11 48.92±7.34

t - 0.30 4.35 5.27

P - 0.75 0.0000 0.0000

2.3　两组生活质量改善效果分析

分析表 4 可知，治疗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均较高，且比较无差异显著性，P>0.05；治疗 2 周、

织学检查证实为恶性肿瘤，且 NRS（数字疼痛强度分

级法）≥ 4 分，SDS（抑郁自评量表）≥ 53 分，预计

生存期＞ 3 个月；患者均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及目的，

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且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通

过［4］。排除标准：重症行精神疾病患者、近期使用阿

片类药物或抗抑郁药物患者、中重度肝肾功能障碍

患者、既往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患者等。两组患者

基本资料经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分析（％，x±s）

组别 例数 男 女 年龄（岁） 肝癌 胃癌 大肠癌 其他

观察组 51 32（62.75） 19（37.25） 42.72±6.85 30（58.82） 12（23.53） 3（5.88） 6（11.76）

对照组 51 30（58.82） 21（41.18） 41.98±6.39 27（52.94） 13（25.49） 3（5.88） 8（15.69）

T/X2 - 0.16 0.56 0.48

P - 0.68 0.57 0.92

表4　两组生活质量改善效果分析（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观察组 51 7.95±0.95 5.12±0.71 3.42±0.54

对照组 51 8.01±0.88 6.17±0.78 5.02±0.75

t - 0.33 7.10 12.36

P - 0.74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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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癌性疼痛的治疗一直是研究重点［5］。引起癌性

疼痛原因主要为肿瘤直接引起、治疗引起及肿瘤间

接引起等，易导致抑郁情绪，而消极情绪下不仅治

疗依从性降低，且疼痛阈值降低，加剧疼痛程度，

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危害患者生存质量［6-8］。当前治

疗往往忽视抑郁情绪对疼痛程度的影响 ［9，10］。氟伏

沙明是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具有减轻抑

郁症状和缓解疼痛作用，安全性高 ［11，12］。盐酸羟考

酮缓释片是阿片类受体激动剂，具有明显的止痛作

用，其能够对脑干呼吸中枢产生呼吸抑制作用［13-15］。

本次研究发现：治疗前两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

抑郁状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均较高，且比较无差

异显著性，P>0.05；治疗 2 周、4 周时，观察组患者

疼痛程度评分、抑郁状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逐渐

降低，且与同时间段对照组比较优势明显；表明采用

盐酸羟考酮缓释片与氟伏沙明联合治疗方案对促使

患者疼痛、抑郁改善有积极的作用，且起效快，确

保患者身心均得以调节，提高生活质量。观察组便

秘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恶心呕吐发生率则高于

对照组，表明采用盐酸羟考酮缓释片与氟伏沙明联

合方案虽然会引起一定的不良反应，但发生率较低，

且可减少便秘情况的发生。既往研究也发现将盐酸

羟考酮缓释片与氟伏沙明联合应用，不仅可进一步

增强药物镇痛效果，且可减少便秘不良反应的发

生［16］。本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偏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

观察时间也比较短，但本研究初步说明：在中重度癌

痛合并抑郁患者治疗中采用羟考酮缓释片联合氟伏

沙明治疗方案利于促使患者癌痛及抑郁症状的改善，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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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用药不良反应比较分析

分析表 4 可知，观察组不良反应中便秘 23.53％

显著低于对照组 49.02％，而恶心呕吐 35.29％则显

著高于对照组 17.65％，P<0.05；两组患者均出现嗜

睡、头痛、呼吸抑制、皮肤瘙痒及共济失调等不良

反应，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5　两组用药不良反应比较分析（％）

组别 例数 便秘 恶心呕吐 嗜睡 呼吸抑制 头痛 皮肤瘙痒 共济失调

观察组 51 12（23.53） 18（35.29） 15（29.41） 2（3.92） 6（11.76） 1（1.96） 1（1.96）

对照组 51 25（49.02） 9（17.65） 14（27.45） 1（1.96） 5（9.80） 1（1.96） 2（3.92）

X2 - 7.16 4.08 0.04 0.34 0.10 0.00 0.34

P - 0.007 0.04 0.82 0.55 0.74 1.0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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