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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正念减压疗法对晚期卵巢癌患者的癌因性疲乏、自我
效能感及肿瘤血管生长因子的影响

刘　红 1 、 王爱香 1 、 桑秀丽 1 、  周晓艳 2

【摘要】目的　探讨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正念减压疗法（MBSR）对晚期卵巢癌患者癌因性疲乏、

自我效能感及肿瘤血管生长因子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科 2018 年 7 月～2020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115

例晚期卵巢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7 例给予多西他赛注射液联合顺铂注射液，观察组 58 例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及 MBSR，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癌因性疲乏、自我

效能感、肿瘤血管生长因子及不良反应。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癌因性疲乏程度、自我效能感

均较治疗前改善，且观察组改善幅度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在治疗后，肿瘤血管生长因子

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降低幅度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正念减压

疗法能够有效抑制晚期卵巢癌患者肿瘤细胞的生长，缓解患者身体和心理的压力，改善患者癌因性

疲乏和自我效能感，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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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patinib mesylate combined with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therapy on oncogenic fa-
tigue，self-efficacy and tumor vascular growth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LIU Hong，
WANG Aixiang，SANG Xiuli，et al.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Anyang，
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patinib mesylate combined with MBSR on cancer-induced 

fatigue，self-efficacy and tumor vascular growth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Method　From July 

2018 to September 2020，115 cases of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was selected and divided randomly two groups，

57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Docetaxel combined cisplatin injection，58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Apatinib Mesylate and MBSR. The cancer-related fatigue，self-efficacy and tumor vascular growth factors，an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degree of cancer-related fatigue 

and self-efficacy in both groups were improved，and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After treatment，tumor vascular growth factor was reduced in both groups com-

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degree of redu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Apatinib mesylate combined with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therapy can ef-

fectively inhibit the growth of tumor cells，reliev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patients，improve patients' 

cancer-related fatigue and self-efficacy，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pa-

tients.

【Key words】Apatinib mesylate；Mindful stress reduction；Advanced ovarian cancer；Cancer induced fatigue；

Tumor vascular growth factor

卵巢癌是女性生殖器官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1］，早期可无明显症状，随着病情不断进展，晚

期患者会表现为腹痛、腹胀并伴有体重减轻，很多

患者可因坏死、感染或肿瘤内出血出现发热，或

［作者工作单位］1.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安阳，455000）；2.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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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肿瘤破裂、肿瘤扭转等出现急腹症表现［2］。晚期

卵巢癌的患者常常需要进行顺铂联合多西他赛化

疗，化疗药物不仅能够杀死癌细胞，还会对体内正

常细胞造成损伤，引起患者出现恶心、疲乏、抑

郁、脱发、睡眠障碍等症状，降低患者治疗疾病的

积极性，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甲磺酸阿帕替尼

片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正念减压疗法［3］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是以

正念为基础，通过为患者提供正念、冥想、瑜伽等

课程，增强患者信心，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旨在

探讨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 MBSR 对晚期卵巢癌患者

癌因性疲乏、自我效能感及肿瘤血管生长因子的影

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我科 2018 年 7 月～2020
年 9 月期间 115 例晚期卵巢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分为对照组 57 例和观察组 58 例。对照组中，年

龄 35～54 岁，平均（44.68±3.67）岁；病程 1～4
年，平均（2.58±0.46）年；BMI：17～25 kg/m2，平

均（21.45±2.53）kg/m2；肿瘤类型：性索间质肿瘤 15
例，上皮性卵巢癌 22 例，生殖细胞肿瘤 20 例。观

察组中，年龄 35～55 岁，平均（44.78±3.61）岁；病

程 1～4 年，平均（2.64±0.57）年；BMI：17～25 kg/

m2，平均（21.68±2.59）kg/m2；肿瘤类型：性索间质

肿瘤 20 例，上皮性卵巢癌 15 例，生殖细胞肿瘤 23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BMI、肿瘤类型的比较

中，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①两组患者均经影像学检查或病理活检确诊［4］且符

合化疗指证；②年龄均在 35～55 岁之间；③患者及

家属知情并签署协议。排除标准：①存在严重肝肾功

能疾病者；②合并感染或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③存

在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者。

1.2　方法

对 照 组：给 予 多 西 他 赛 注 射 液 （ 国 药 准 字

H20093520，规格：0.5ml：20mg）75mg 溶入 0.9％ 氯

化钠注射液 100 mL，在 30 min 内静脉滴注；顺铂注

射液（国药准字 H53021740，规格：3ml：10mg）30mg

溶入 0.9％ 氯化钠注射液 500 mL，在 2 h 内静脉滴

注；3 次 / 周，连续治疗 12 周，在治疗期间密切关注

患者生命体征，并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增加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和 MBSR。甲磺

酸阿帕替尼片（国药准字 H20140103，规格：0.25 g

×10 片）1 片 / 次，1 次 /d。MBSR 具体方法：第 1 周

指导患者取平卧位并闭上双眼，将身体调节至放松

状态，利用自身感觉全身探查，实现机体和心理的

紧密联系，10 min/ 次，练习 5 次。第 2 周指导患者

取坐位，在安静状态下进行正念呼吸，让患者双手

置于腹部感受呼吸时的运动变化，嘱患者集中注意

力并放松身体，5 min/ 次，练习 5 次。第 3 周进行

正念冥想，患者取平卧位，由护理人员进行自我感

知的引导，让患者感受自身情绪、冲动、念头和想

法产生至消失的过程，并对患者的心理体验进行客

观评价，告知患者最佳管理情绪的方式，指导患者

进行瑜伽等静态放松训练，40min/ 次，1 次 /d，4 次

/ 周，连续 12 周。

1.3　观察指标

（1）癌因性疲乏［5］：在治疗前后采用癌症疲乏

（CFS）量表对患者认知疲乏、躯体疲乏、情感疲乏

等三个条目进行评分，均计为 0-25 分，分值越高，

表明患者疲乏程度越严重。

（2）自我效能感［6］：在治疗前后采用中文版癌症

自我管理效能感（C-SUPPH）量表对患者自我决策、

正性态度和自我减压等三个条目进行评价，均计为

0-40 分，分值越高，表明患者自我效能感越强。

（3）肿瘤血管生长因子［7］：在治疗前后抽取患

者空腹肘静脉血 5 mL，1200 r/min 离心沉淀后置

于 -20℃环境中保存待用，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进

行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 proteinase-2，

MMP-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水平。

（4）不良反应：比较两组出现不良反应的总发

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对本研究数据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癌因性疲乏、自我效能感、肿瘤血管生长因

子）采用（x±s）表示，数据分析采用 t 校验，计数

资料采用％表示，数据分析采用 χ2 校验，P<0.05
提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癌因性疲乏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癌因性疲乏程度均较治疗

前改善，且观察组改善幅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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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为 3.44％（2/58）

低于对照组 19.29％（11/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卵巢癌为女性最常见生殖系统肿瘤之一，晚期

卵巢癌患者多采用化疗进行治疗，虽然能够有效改

善患者临床症状，但是化疗药物也会破坏正常免疫

细胞的功能，导致患者免疫功能迅速下降，还可出

现恶心、呕吐、脱发、食欲减退等不良反应，还会

导致脱发和肝肾功能损害引起患者出现癌因性疲乏。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8］。多西他赛注射液［9］为紫杉醇

类抗肿瘤药物，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顺

铂注射液［10］能够有效治疗晚期难治性卵巢癌，抑制

RNA 和蛋白质的合成。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癌因性疲乏程度改善幅

度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为

3.44％（2/58）低于对照组 19.29％（11/57）。甲磺酸

阿帕替尼片［11］是一种小分子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能够有效抑制肿瘤血管生

成，降低患者出现恶心、便秘、脱发等不良反应，

MBSR 通过指导患者进行全身探查、正念呼吸和正念

冥想等进行练习，能够有效放松患者身心，缓解患

者身体和心理压力，增强患者对抗疾病的能力，降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癌因性疲乏比较（x±s，分）

组别 n
认知疲乏 躯体疲乏 情感疲乏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7 21.86±2.64 17.46±2.34▲ 21.98±2.48 16.73±1.86▲ 19.87±2.69 15.72±1.94▲

观察组 58 22.12±2.59 12.38±1.85▲ 22.26±2.29 11.68±1.57▲ 20.32±2.57 10.46±1.52▲

t 0.5331 13.3844 0.6292 15.7437 0.9173 16.231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自我效能感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自我效能感均较治疗前改

善，且观察组改善幅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肿瘤血管生长因子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肿瘤血管生长因子均较治

疗前降低，且观察组降低幅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自我效能感比较（x±s，分）

组别 n
正性态度 自我决策 自我减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7 15.11±1.72 28.59±2.34▲ 18.23±1.62 26.87±2.53▲ 16.13±1.72 27.41±2.38▲

观察组 58 14.98±1.81 33.67±2.85▲ 17.93±1.68 34.51±2.84▲ 15.97±1.85 32.68±2.72▲

t 0.3947 10.4368 0.9745 15.2233 0.4801 11.049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肿瘤血管生长因子比较（x±s，ng/ml）

组别 n
MMP-2 VEGF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7 1948.23±145.64 1675.39±135.24▲ 425.64±41.64 361.57±35.73▲

观察组 58 1952.47±141.68 1427.38±129.72▲ 426.78±40.83 328.49±31.46▲

t 0.1583 10.0371 0.1548 5.2718

P ＞0.05 ＜0.05 ＞0.05 ＜0.05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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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发生机率。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感均

改善，且观察组改善幅度高于对照组。MBSR 能够

有效增强患者的自我调节能力，增强患者呼吸功能，

缓解患者精神和心理压力，冥想还有禅修的意思，

将患者的心、意、灵完全专注在原始之初之中，其

目的在于把人引导到解脱的境界，通过冥想来制服

心灵，超脱物质欲念，感受到和原始动因直接沟通，

即可帮助患者告别负面情绪［12］，重新掌控生活，增

强患者自我减压的能力，提高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认

知，增强患者的自我决策能力，缓解患者不良的情

绪，改善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还发现，两组患者在治疗后，肿瘤血

管生长因子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降低幅度高

于对照组。MMP-2［13］的生长基因位于人类染色体

16q21，能有效降解细胞外基质中各种蛋白成分，破

坏肿瘤细胞侵袭的组织学屏障。VEGF 是一种特异性

较高的促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14］，能够有效促进

细胞外基质变性、增殖和血管形成、血管内皮细胞

迁移、血管通透性增加等作用。甲磺酸阿帕替尼片

能够有效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抑制肿瘤生长因子

的生成［15］。MBSR 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也有利

于改善患者肿瘤生长因子水平。

综上所述，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正念减压疗法

治疗晚期卵巢癌患者效果确切，能够有效抑制肿瘤

细胞的生长，有效缓解患者身体和心理的压力，改

善患者癌因性疲乏和自我效能感，降低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指标选取有限，

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

MBSR 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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