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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IA联合文拉法辛对下肢骨折伴焦虑抑郁患者负性情绪和睡眠的影响

代党会 1 、 陈　燕 2 、 李　军 3

【摘要】目的　病人自控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PCIA）联合文拉法辛对下

肢骨折伴焦虑抑郁患者负性情绪和睡眠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4 月 ~2019 年 8 月收治的 98

例下肢骨折伴轻度抑郁焦虑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 49 例。对照组（49 例）术后予 PCIA 镇痛 + 安慰剂，研究组（49 例）予 PCIA 镇痛

+ 文拉法辛治疗；观察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评分、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PSQI）评分和血清神经递质水平，及干预后视觉模

拟评分法（VAS）评分。结果　术后 4h～48h 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

预后，研究组患者的 HAMA、HAMD 及 PSQ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而血清 5-HT、NE 水

平均高于对照组（P< 0.01）；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文拉

法辛能够有效缓解下肢骨折伴焦虑抑郁的患者的负性情绪，改善睡眠质量，其机制可能与提高血清

5-HT 和 NE 水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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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CIA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on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in patients with lower limb frac-
ture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AI Danghui，CHEN Yan，LI Ju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General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CIA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on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in patients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8 patients with lower limb frac-

tur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6 to August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49 cases）received PCIA + placebo，and the study group（49 cases）received PCIA 

+ venlafaxin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core，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core and serum neurotransmitter level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and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score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 from 4h to 48h after surgery（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HAMA，HAMD and PSQI scores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the control group，serum 5- HT，N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P>0.05）. Conclusion　Venlafaxine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 sleep qual-

ity of patients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s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its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increase of serum 5-HT and NE levels.

【Keywords】Lower limb fracture；Anxiety；Depression；Intravenously controlled analgesia；Venlafaxine

 骨折是影响患者正常生活的常见损伤疾病，由

于年龄增长及骨元素的丢失，老年人出现骨折的概

率较高，而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近年来年轻人骨

折的概率也逐年递增［1］。相关研究［2］发现骨折患者

常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异常症状，其中下肢骨折

患者由于无法活动等原因负面情绪更高，甚至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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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自杀倾向。对于下肢骨折的治疗主要依赖手术，

而术后有效的疼痛管理对促进患者康复具有重要意

义。盐酸纳布啡类药物是临床镇痛、麻醉常用药

物，通过术后静脉病人自控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PCIA））能够有效发挥长期镇

痛效果［3］。文拉法辛对神经衰弱、心因性抑郁，隐

匿性抑郁及焦虑和抑郁均具有较好疗效，但对于下

肢骨折伴焦虑抑郁的疗效资料较少。故而，本研究

探讨了下肢骨折伴有轻度焦虑抑郁情绪的患者术后

采用 PCIA 联合文拉法辛对患者睡眠及不良情绪的影

响作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4 月 ~2019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98 例

下肢骨折伴有轻度抑郁焦虑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外伤导致下肢骨折，入院后经 X 线、

CT 等检查确诊；（2）均接受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

（3）年龄≥ 19 岁；（4）本次入院后经调查 HAMA 评

分 >8 分和 HAMD 评分 >17 分；（5）患者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患者既往使用成瘾性药物；（2）既往

使用抗精神病相关药物史；（3）伴有躯体其他部位的

严重创伤或系统性疾病；（4）对本研究相关药物具有

严重的过敏反应。本研究已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通过。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9 例。研究组，年龄 23～69 岁，

平均（43.6±7.2）岁；性别：男 25 例、女 24 例；美国

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级 32 例、Ⅱ级 17 例；

踝关节骨折 8 例、胫腓骨骨折 23 例、股骨骨折 13 例、

其他类型 5 例。对照组，年龄 28~69 岁，平均（45.2
±8.0）岁；性别构成：男 21 例、女 28 例；ASA 分级：

Ⅰ级 34 例、Ⅱ级 15 例；踝关节骨折 10 例、胫腓骨骨

折 26 例、股骨骨折 10 例、其他类型 3 例。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术后予 PCIA 镇痛 +

安慰剂：盐酸纳布啡 PICA 组分：60mg 盐酸纳布啡

（国药准字 H20130127）、16mg 昂丹司琼（国药准

字 H10960146）溶于生理盐水 100ml 中，1ml 负荷

量，25ug/kg/h 维持量，每次 1ml 的冲击量，间隔

20min，每 4h 不超过 12mg，持续 24h 镇痛后撤除镇

痛泵，服用安慰剂（淀粉片，15mg）口服，每天早

晨中午各 1 片；研究组予 PCIA 镇痛 + 文拉法辛治疗：

PCIA 镇痛方法同对照组，文拉法辛胶囊（国药准字

H20153122，75mg*s）口服，起始剂量为 75mg/ 天，

每天 1 次。如有必要，可递增剂量至最大为 225mg/

天（间隔时间不少于 4 天，每次增加 75mg/ 天），均

持续治疗 8 周。

1.2.2　观察指标　（1）于入院 24h 内、术后 4h、

12h、24h、48h 抽取晨起空腹卧位肘静脉血 3ml，使

用台式高速离心机离心 5 分钟（3500 转 / 分），提取

血清约 2ml，放于 -70℃冰箱保存，待统一检测。采

用上海恒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使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患者 5- 羟色胺（5-HT）及去甲

肾上腺素（NE）水平变化；（2）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4］评估患者术后疼痛程度，分值范围 0-10
分，0 分为无痛，10 分为疼痛剧烈，得分越高提示

疼痛越严重；（3）采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

分（PSQI）［5］对患者干预前后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估：

PSQI 评分内包其内包含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催眠

药物、入睡时间等 7 项内容，每项采用 0~3 分 4 级

评分法评价，总分 21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睡眠睡

眠质量越差；（4）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6］

评估患者抑郁情绪，包括 17 项，采用 0~4 级的 5 级

评分法，总分 <7 分提示患者无抑郁症状，>17 分提

示患者有抑郁症状。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抑郁情绪

越严重；（5）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7］评

估患者焦虑情绪，包括 14 个项目，采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 14 分，表示肯定有焦虑。分数越高，

提示患者焦虑情绪越严重；（6）不良反应评估：记录

患者治疗期间出现的头晕、便秘等不良反应。

1.3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1.0 软件，计量资料组间比

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 VAS 评分比较

术后 4h～48h 分别进行 VAS 评分，结果显示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 VAS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术后V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术后4h 术后12h 术后24h 术后48h

研究组 49 2.44±0.75 3.18±0.80 3.03±0.84 1.81±0.58

对照组 49 2.56±0.71 3.37±0.94 3.17±0.90 1.94±0.60

t值 0.813 1.077 0.796 1.090

P值 0.418 0.284 0.428 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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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清 5-HT、NE 水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血清 5-HT、NE 水平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血清

5-HT、NE 水平较干预前明显升高，且研究组血清

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清5-HT、NE水平比较（x±s）

组别 n
5-HT（pg/mL） NE（pg/mL）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49 138.4±26.0190.7±30.3* 104.2±23.1 141.6±29.4*

对照组 49 143.1±25.1152.1±33.8* 100.6±25.3 113.4±31.7*

t值 0.910 5.952 0.736 4.566 

P值 　 0.365 0.000 0.464 0.000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1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8.16％）与对

照组（2.04％）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n 头晕 震颤 便秘 不良反应

研究组 49 2 1 1 4（8.16）

对照组 49 1 0 0 1（2.04）

χ2值 1.897

P值 　 　 　 　 0.168

3　讨论

情绪是人体对外界刺激有意识的、主观的感受，

并出现相应行为，相关文献［8］提示下肢骨折患者由

于术后卧床制动、骨折应激反应及无法自理等原因，

常导致患者出现抑郁、焦虑等严重不良反应，进而

影响患者的康复和预后。此外，夜间疼痛还能导致

患者睡眠障碍，进一步影响患者术后的心理重建和

康复进程［9］。因此，下肢骨折患者术后有效的疼痛

管理和抗焦虑、抑郁治疗对促进患者恢复具有重要

意义。

盐酸纳布啡属于强效镇痛剂，纳布啡为 κ 受体

激动剂 / μ 受体部分拮抗型镇痛药，在剂量等于或低

于其镇痛剂量时具有很强的阿片受体拮抗作用，进

而有效发挥镇痛效果［10］。文拉法辛属于抗焦虑抑郁

药物，起效快，能够迅速缓解焦虑抑郁症状，两者

配合使用可以有效治疗患者病程中出现的焦虑、烦

躁、口干、多饮、头晕等症状［11］。本研究结果显示

术后 4h～48h 分别进行 VAS 评分后两组无显著差异，

这是因为镇痛效果主要由 PCIA 进行，而文拉法辛主

要治疗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对缓解疼痛无显著

疗效，因此联用后并不会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疼痛情

况。

但 本 研 究 同 样 发 现 干 预 后 ， 研 究 组 患 者 的

HAMA、HAMD 及 PSQ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上述

结果提示下肢骨折伴有焦虑抑郁情绪的患者术后采

用 PCIA 联合文拉法辛可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

睡眠质量。5-HT、NE 是临床普遍认可的睡眠 - 觉醒

机制的神经递质，5-HT 具有延长睡眠时间的作用，

而 NE 具有维持觉醒的作用；研究［12］证实抑郁症发

病患者存在中枢神经系统单胺类神经递质分泌紊乱，

而 5-HT、NE 的水平低下是诱发抑郁和睡眠障碍的

主要原因之一。文拉法辛可通过抑制突触前膜对单

胺类物质物质的再摄取，进而提高突触间隙 5-HT

和 NE 水平，发挥调节神经中枢神经系统而抗抑郁

作用。本研究对患者干预后发现，研究组患者的血

清 5-HT、NE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上述结果提示下

肢骨折伴有焦虑抑郁情绪的患者术后采用 PCIA 联合

文拉法辛后睡眠质量和负性情绪的有效改善可能与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A、HAMD 及 PSQI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HAMA、HAMD 及 PSQI 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的 HAMA、HAMD 及 PSQI 评分较干预前明显降低，

且研究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A、HAMD及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HAMA HAMD PSQI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49 11.20±2.11 6.03±1.86* 19.94±2.07 5.91±1.38* 14.63±3.66 6.73±1.50*

对照组 49 11.34±2.09 10.88±2.04* 19.24±2.21 7.67±1.43* 14.27±3.80 10.01±2.24*

t值 0.330 12.298 18.2627 6.1994 0.478 8.517 

P值 　 0.742 0.000 0.0000 0.0000 0.634 0.000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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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NE 水平显著升高有关。

安全性研究发现研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

照组无显著差异，提示肢骨折伴有焦虑抑郁情绪的

患者术后采用 PCIA 联合文拉法辛并不会显著增加患

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安全性整体可控。

综上所述，PCIA 联合文拉法辛治疗能有效缓解

下肢骨折伴有焦虑抑郁情绪的患者的负性情绪，改

善睡眠质量有利于促进患者恢复和提高生活质量，

其机制可能与提高血清 5-HT 和 NE 水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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