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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音乐放松训练和抗抑郁剂对癌症患者在放射治疗期间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 方法：92 名接受放

射线治疗的癌症住院患者按照接受放射治疗的时间先后分为三组，其中一组 30 名患者在放疗过程中接受音乐放松

训练的心理干预，一组 31 名患者接受抗抑郁剂盐酸氟西汀干预，另一组 31 名患者不干预（对照组）。 且在放疗的不

同时期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测量。 结果：音乐放松训练组比对照组患者的焦

虑明显减轻（P＜0.05），抑郁情绪减轻无统计学意义（P＞0.05）；抗抑郁剂药物干预组比对照组患者的焦虑情绪、抑郁情

绪都明显减轻（P＜0.01）；与放疗开始第 0 周相比，放疗开始后第 4 周与放疗开始后第 8 周的焦虑、抑郁情绪明显减轻

（P＜0.01）；与放疗开始后第 4 周相比，放疗开始后第 8 周时的焦虑、抑郁情绪反弹（P＜0.01）。 结论：在临床上对于癌症

放疗患者给予抗抑郁剂药物的干预和音乐放松训练心理干预是有必要的，对缓解或减轻患者焦虑、抑郁等情绪有一

定的帮助，从而增加其癌症治疗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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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raining in relaxation with music and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s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cancer patients at different radiation therapy stages. Methods： 92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ancer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y the order of time when they began to accept the radiotherapy. One group of 30
patients received training in relaxation with music, one group of 31 patients received antidepressant fluoxetine and the
other group of 31 patients (control group) didn’t. All patients filled out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at different radiotherapy stages. Results： Anxiety in the training in relaxation with musi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but it didn’t work for depression; Both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in the antidepressant fluoxetin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Compar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t week 4 and week 8,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at week 0 (P<
0.01); but both were rebound significantly at week 8 than those at week 4(P<0.01). Conclusion： Both the clinical training
in relaxation with music and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s are necessary for that they can help the cancer patients undergo-
ing radiotherapy to relieve soon and can increase the patients’ compliance with the canc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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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常见病， 多发

病，癌症患者的伤害不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如疼痛、
脱水、疲劳、恶心等），同时也带来许多心理问题 [1]，
而焦虑和抑郁是严重的负性情绪， 可加重癌症患者

的身体不适并加速癌症的进展， 在临床诊疗中不容

忽视。放射治疗（简称：放疗）是癌症治疗的三大手段

之一。由于癌症患者对放疗的不恰当认识，以及放疗

的破坏性、 不可逆性损伤及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不良

反应，严重降低了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关注癌

症放疗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对癌症治疗具有重要

意义。本研究应用音乐放松训练及抗抑郁剂（盐酸氟

西汀）对癌症放疗患者进行对比干预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9 年 7 月—2010 年 1 月接受普通中心回转

式钴-60 放射治疗的癌症住院患者按照接受放疗的

时间先后分为 3 组，对照组 31 人（入选 34 人，脱落

3 人），其中男性 20 人，女性 11 人；平均年龄 61.16
岁；音乐放松训练组 30 人（入选 34 人，脱落 4 人），
其中男性 15 人，女性 15 人；平均年龄 56.83 岁；药

物干预组 31 人（入选 32 人，1 人因出现严重副反应

脱落），其中男性 18 人，女性 13 人，平均年龄 58.81
岁。恶性肿瘤病理类型分别为：消化系统癌、肺癌、宫

颈癌、乳腺癌、口腔癌、鼻咽喉癌等。 患者均意识清

楚、检查合作，且排除符合 CCMD-3 有精神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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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以上各组患者在人数、性别、年龄、恶性肿瘤类

型及临床分级上无显著差异。
1.2 方法

1.2.1 施测方法 三组患者均在放疗三个不同时期

（放疗开始第 0 周、 放疗开始第 4 周即放疗结束时、
放疗开始第 8 周即放疗结束后第 4 周） 采用汉密顿

焦虑量表（HAMA） [2]、汉 密顿抑郁量 表（HAMD） [3]对

其进行测量， 且在放疗开始前一天对患者说明本研

究的目的、意义，并征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签订

知情同意书， 由有测量经验的两名心理科医生在放

疗中心现场对患者进行评分。
1.2.2 心理干预 音乐放松训练组于住院期间，每

天午餐后一小时， 接受由专业心理科医生进行的以

纯音乐（音乐名：《白日梦》等，自制成光碟）为背景音

乐的集体音乐放松训练。 每次大约进行 20 分钟左右，
允许有家属陪同，并允许出现身体不适的患者退出。
1.2.3 药物干预 抗抑郁剂干预组于每天早餐后半

小时，口服盐酸氟西汀 20mg。

2 结 果

92 名癌症放疗患者（对照组 31 人、音乐放松训

练组 30 人、抗抑郁剂干预组 31 人）在放疗开始第 0
周、 放疗开始第 4 周、 放疗开始第 8 周的 HAMA、
HAMD 结果见表 1。

对癌症患者在放疗的三个不同时期的 HAMA、
HAMD 的各项指标做重复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其

结果见表 2。
LSD 多重两两比较显示： 音乐放松训练组比对

照组患者的焦虑情绪减轻明显（P＜0.05），抑郁情绪

减轻无统计学意义（P＞0.05）；抗抑郁剂药物干预组

比对照组患者的焦虑情绪、 抑 郁情绪都减 轻明显

（P＜0.01）； 抗抑郁剂药物干预组与音乐放松训练组

相比，焦虑、抑郁无明显差异（P＞0.05）；放疗开始后

第 4 周与放疗开始后第 8 周时的焦虑、 抑郁情绪与

放疗开始第 0 周相比减轻明显（P＜0.01）；与放疗开

始后第 4 周相比，放疗开始后第 8 周时的焦虑、抑郁

情绪反弹（P＜0.01）。

表 1 癌症放疗患者三个不同时期

HAMA、HAMD 统计指标（x±s）

表 2 三个不同时期癌症放疗患者

的 HAMA、HAMD 方差分析表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抗抑郁药物能有效的改善癌

症放疗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音乐放松训练能有效

的改善癌症放疗患者的焦虑情绪。 由于中枢神经系

统生化功能异常与焦虑、 抑郁在发病机理上密切相

关， 因此在临床上对于癌症患者可以给予一定剂量

的抗抑郁剂，或合并抗焦虑药物的应用，可以帮助患

者尽快的缓解一系列身体不适感，增强其治疗信心,
使其积极的配合治疗。 接受放疗的癌症患者由于疾

病本身带来的痛苦和对放疗的不了解， 以及对放射

线或放疗环境的恐惧等， 都是直接导致患者焦虑和

抑郁的因素。 Risberg 等[4]人的研究认为，对癌症患者

进行一定的抗抑郁焦虑药物辅助治疗能够缓解患者

的心理不适感，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很有帮助。音乐放

松训练是一个系统的干预过程， 它是以心理方法为

基础，运用音乐特有的生理、心理效应，使患者通过

各种专门设计的音乐行为获得音乐体验， 从而消除

心理障碍、恢复和增强心理健康及治疗疾病的目的。
Concha 等 [5]对 66 名接受放射治疗的癌症患者进行

对照研究发现， 放松训练和定向想象能有效降低短

程治疗患者的焦虑、抑郁和身体的不适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 癌症放疗患者在放疗的不同

时期的焦虑、抑郁情绪波动明显，且放疗开始后第 4
周即放疗结束时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明显，放疗开

始后第 8 周即放疗结束后 4 周时的焦虑、 抑郁情绪

反弹明显（与放疗开始后第 4 周时的焦虑、抑郁分值

比较），但较放疗开始第 0 周的焦虑、抑郁情绪仍明

显减轻。分析其原因，放疗开始后第 4 周即放疗结束

时的焦虑、 抑郁情绪改善明显可能与放射治疗的应

用使得患者的癌症侵犯性症状改善明显、 抗抑郁剂

药物的应用、音乐放松训练的应用有关；放疗开始后

第 8 周时的焦虑、 抑郁情绪反弹可能与患者回家后

对疾病复发的担心、放射治疗副反应的不适感、脱离

医院环境后对不再继续治疗会对疾病有影响的担心

等有关。 由于放疗多为损伤性治疗， 放疗所致的恶

心、呕吐、肌肉酸痛感等不适症状将在放疗的不同阶

段出现， 选择对患者进行集体心理干预可以改 善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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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包括住宿环境的改变、旁边病人陪人的噪音、电

话铃声、呼叫器呼叫声、小孩的哭闹）。各种因素的影

响程度分为很少有、有时有、大部分有三种情况。

2 结 果

2.1 眼内硅油充填术前、术后患者睡眠时间的比较

硅油充填术前、 术后患者的睡眠总时间有明显

差异。手术后，患者的睡眠时间明显减少，而且早期、

中期、终点失眠情况比术前比例大。 见表 1。

表 1 眼内硅油充填手术前后患者睡眠时间比较(x±s)

2.2 眼内硅油充填术后患者睡眠影响因素的分析

术后睡眠影响因素列于表 2。 其中因术后俯卧

位引起的不适、对手术效果的担心、担心复发是主要

影响因素。

表 2 眼内硅油充填术后影响睡眠因素分析

3 讨 论

长时间的强迫卧位使病人承受躯体和心理的痛

苦，造成心理压力。由于俯卧位易引起腰痛、肩痛、颈

部痛及胸闷、心悸等不适而导致失眠。
术后特别是 24 小时内患者术眼疼痛、头痛发生

率高，通常由伤口不适及眼压升高等原因引起。这也

是影响术后睡眠的因素之一。
患者硅油术后待病情稳定后还要面临硅油取出

术、及可能行白内障手术，担心失明、复发，多次手术

使得患者不但心理压力巨大而且经济压力不小。 本

研究结果也显示， 对复发和手术效果的担心是重要

的睡眠影响因素。
针对硅油填充术后患者失眠原因对其睡眠进行

护理干预：①根据情况调整病房温度、湿度；健全探

视制度，保证病房安静。 ②制定个体化作息时间，尽

量把睡眠时间放在夜间。③鼓励患者起居要有规律，
从而建立一个恒定的起床就寝时间。 ④教会患者几

种俯卧姿势，可俯卧位与低头坐位交替，合理使用体

位垫，以使之舒适又能达到治疗效果。⑤密切观察病

情，患者出现术眼疼痛，眼压高等情况及时据医嘱处

理。 根据病情合理使用镇静催眠药。 ⑥进行有针对

性的心理护理：根据患者个体情况进行评估，以了解

其心理及个性特征， 根据不同的心理活动采取相应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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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集体中的态度，改善对医院的适应性，增进患者

对肿瘤疾病和死亡的认识及自我概念的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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