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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中药浸泡在阿帕替尼致手足综合症防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我科收治的口服阿帕替尼的食管癌和肠癌患者 157 例随机分为两组，中药组 72 例每日两次采用中药浸
泡，对照组 85 例采用温水浸泡。比较两种不同浸泡方法对手足综合症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的影响。结果

全

组患者Ⅰ、Ⅱ和Ⅲ级手足综合症发生率分别为 12. 7%、10. 2% 和 6. 4%。中药组和对照组Ⅰ、Ⅱ、Ⅲ级手足综合

症发生率分别为 8. 3%、6. 9%、4. 2% 和 16. 5%、11. 0%、10. 1%，对照组各级手足综合征发生率均高于中药组（P
=0. 015）。结论

中药浸泡能降低阿帕替尼引起的手足综合症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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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hinese herbal immersion in prevention and treat⁃
ment of apatinib induced hand-foot syndrome
Xu ling，Li Huafen，Wang Jianlin，Xue Minfen，Zhang Wei，Qu Zhi
（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the Changzhou Second People’S Hospital，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Changzhou 213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hinese herbal immersion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and-foot syndrome caused by apatinib. Methods From Jan 2016 to Dec 2017，157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 and intestinal carcinoma treated with apatinib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hinese medicine group（n=72），in which their hands and feet were immersed in Chi⁃
nese herbal liquid twice a day；and control group（n=85），in which their hands and feet were im⁃
mersed in warm water twice a day. Then we compared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hand-foot syn⁃
drome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Among all the patients the incidence of I，II and III degree
hand-foot syndrome were 12. 7%，10. 2% and 6. 4%，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I，II，III degree
hand-foot syndrome in Chinese medicin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8. 3%，6. 9%，4. 2% and
16. 5%，11. 0%，10. 1%，respectively，and the rate in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hi⁃
nese medicine group（P=0. 015）. Conclusion Chinese herbal immersion could reduce the inci⁃
dence and severity of hand-foot syndrome for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apatinib，which was
valuable to be applied in clinics.
KEY WORDS：apatinib；hand-foot syndrome；Chinese herbal immersion；nursing intervention
食管癌、胃癌、肠癌是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

疗，临床迫切需要毒副作用较低且疗效确切的治

瘤 。消化道肿瘤易发生远处转移，尤其是肝、肺

疗方法。阿帕替尼能高度选择性地与 VEGFR2

转移。晚期肿瘤的治疗通常以全身化疗为主，消

结合，阻断下游信号转导，抑制肿瘤组织新血管生

化系统肿瘤化疗有效率低，加之部分患者因为身

成，是目前晚期胃癌靶向药物中唯一口服制剂［2］。

体原因不能耐受化疗或因对化疗的恐惧而拒绝化

阿帕替尼除了治疗胃癌之外，文献报道在治疗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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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食管癌、肠癌、肝癌等消化系统肿瘤中也有取得
［3-5］

一定疗效

。与化疗药物常见的恶性、呕吐、骨

髓抑制等副作用不同，阿帕替尼毒副作用主要表
现为手足综合征（hand-foot syndromes，HFS）、高
血压、乏力、蛋白尿、出血等。由于阿帕替尼是口
服制剂，患者经常在家自行服用，因此，在服药期
间副作用的仔细观察和适当的护理干预显得尤为
重要，是保证该药正确使用，减少不良反应的重要

措施。文献报道［6］，HFS 发生率为 45. 6%。HFS
虽然不致危及生命，但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治
疗依从性，造成用药延迟或是剂量减少，从而影响

治疗效果。我院 2016 年 1 月开始开展阿帕替尼联
合放疗治疗食管癌和单药治疗晚期大肠癌的 II 期
表1
参数

临床研究。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我们加强患者宣
教，同时使用中草药浸泡方法防治 HFS，提高了患
者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现报道如下。

1
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常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肿瘤中心收治的口服阿帕替尼的食管癌、肠

癌等消化道肿瘤患者 157 例。入组标准：ECOG
评分≤2 分，预计生存期≥6 个月，无心肝肾功能严
重障碍，无其它皮肤病，愿意接受临床观察者。随

机分为两组，中药组 72 例，对照组 85 例，两组病例
临床基线比较见表 1。

中药组和对照组临床基线资料比较

N

中药组（n=72）

对照组（n=85）

119

51

68

66

30

36

90

40

50

性别
男
女
年龄
≤65 岁

＞65 岁
病种
食管癌
肠癌
阿帕替尼剂量（mg/天）
250
500

联合化疗
是
否
联合放疗
是
否

1. 2

38

91

67

21

17

42

49

32

35

113

51

62

35

15

65

47

22

25

44

122

110

21

23

57

20

50

建立护理小组

由 1 名医疗组长，1 名床位医生和 3 名护士组

χ2 值

P值

1. 785

0. 196

0. 008

0. 931

0. 170

0. 680

0. 086

0. 859

0. 164

0. 705

0. 024

0. 876

60

面，可采用图画 、音频或文字的形式。③护理小
组成员轮流保证每周群聊在线半小时，及时解答

成。小组成员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且经过专业

群组内患者及家属相关问题，如有情况详细记录

理论知识学习和护理实践培训，具备发现和处理

并汇报医生及时给予治疗和护理指导，必要时可

HFS 的能力。①健康档案建立：患者确定口服阿

安排入院治疗处理。

帕替尼后即填写健康管理档案表，包括基本信息
（姓名、年龄、性别、地址、电话、住院 ID 号等）、诊
断信息（疾病诊断、化疗方案和周期、开始时间
等），并留取患者手足照片。②建立微信群：在患
者完成健康档案填写后，小组成员确保患者及其
家属扫描群聊二维码入群。在微信群聊中讲解服
用阿帕替尼相关注意事项，包括阿帕替尼药理作
用、服用方法、注意事项、并发症预防及处理等方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1. 3

阿帕替尼服用方法
两组均以阿帕替尼单药治疗或阿帕替尼联合

放 疗 或 化 疗 治 疗 疾 病 。 服 用 方 法 ：阿 帕 替 尼
500mg，每日一次，餐后半小时服用，根据患者不
良反应的耐受情况进行调整。
1. 4

分组研究方法

中药组：口服阿帕替尼同时，将当归 20g，黄

芪 20g，杜仲 20g，干姜 20g，独活 20g，羌活 15g，透

Integrative Nursing Preprint

骨草 15g，桂枝 10g，伸筋草 10g，苍术 10g，桑寄

生 10g，炒蜂房 10g，威灵仙 12g，由煎药机代煎成
200ml（每 小 包），温 水 稀 释 至 500ml，浸 泡 20 分

钟，待手干后涂抹尿素霜，每日 2 次，连续治疗 28
天。同时口服黄芪桂枝五物汤：将黄芪 9g，桂枝
9g，芍药 9g，生姜 18g，大枣 4 枚，水煎服日两次，连

续治疗 28 天。对照组：每日 2 次手脚温水浸泡 20
分钟，清洁后予尿素霜涂抹。同时配合口服维生
素 B610mg/qd。
1. 5

健康教育

两组患者均嘱咐：1）避免照射区域皮肤物理

或化学刺激，如：避免摩擦刺激搔抓皮肤、避免日

光直接照射、避免接触洗衣粉肥皂等化学洗涤剂。

表2

·3 ·
中药组和对照组手足综合征发生率比较

分组

N

中药组

72

对照组
Z
P

85

手足综合征发生率（%）
0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62. 4

16. 5

11. 0

10. 1

80. 6

8. 3

-2. 442

6. 9

4. 2

0. 015

疗晚期肿瘤也有一定疗效，能为晚期消化道肿瘤
患者带来一定的生存获益，可作为晚期转移性消
化道肿瘤治疗的新选择。我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初步显示，阿帕替尼具有放疗增敏作用，可增加食
管癌的放疗敏感性，其联合放疗治疗食管癌显示
出较好的安全性和疗效。阿帕替尼治疗引起的

2）戒烟戒酒，忌辛辣刺激性食物。3）如有水疱嘱

HFS 虽不致危及生命，但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1. 6

响 疗 效 。 与 化 疗 药 物 不 同 的 是 ，阿 帕 替 尼 引 起

患者不要人为破坏水疱的完整性，以免感染。
评价标准

每天观察患者的肢体末端皮肤变化并记录。

手足综合症表现为手掌和脚掌皮肤发红、肿胀、刺
痛和烧灼感，并且有行走和抓物困难。最初典型
症状可表现为麻刺感，2-3 天后会出现边界明显
的红斑样改变，随后出现干燥、脱皮、水疱、溃疡并
伴有剧烈疼痛。以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为

严重者会引起感染，降低患者服药依从性，从而影
HFS 可能与阻断 VEGF/VEGFR 通路损害了真皮
的血管及其修复过程，导致过量的药物残留在皮
肤组织中发生毒性有关［8-9］。现代医学对 HFS 的
防 治 主 要 是 应 用 维 生 素 B、尿 素 霜 、塞 来 昔 布
等［10］。中医认为，手足综合征的发病乃药毒从口
而入，损伤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匮乏，营亏血少。

分级标准［7］，将手足综合症分为三级：1 级：最低程

营血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药毒至脾肾阳虚，

无疼痛；2 级：皮肤变化有脱皮，大水疱、出血、水

疱；阳虚生外寒，四末欠温，寒凝经脉或痰凝血

度的皮肤变化或皮炎，如：红斑、水肿或过度角化，
肿、过度角化伴疼痛，日常生活能力受限。3 级：
出现严重皮肤变化：脱皮、大水疱、出血、水肿或过
度角化，伴随疼痛，自理能力受限。
1. 7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2. 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分类

资料的关联性分析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分析采

则水湿不运，主水无权，湿性趋下，故皮肤肿胀、水
瘀，阻滞经络，
“ 不通则痛”以及血虚“不荣则痛”，
其为本虚标实之症，脾肾阳虚、气血不足为其本，
痰、瘀、毒为其标。临床观察到阿帕替尼引起的手
足综合征为“痹症”范畴，在中药上，内服血痹专用
方“黄芪桂枝五物汤”。黄芪桂枝五物汤为中医方
剂名，为温里剂，具有益气温经，和血通痹之功效。

用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α=0. 05。

主治血痹，肌肤麻木不仁，脉微涩而紧。临床常用

2

体麻木疼痛［11-12］。方中黄芪为君，甘温益气，补在

2. 1

结果
中药组和对照组 HFS 发生率比较

于治疗皮肤炎、末梢神经炎、中风后遗症等见有肢
表之卫气。桂枝散风寒而温经通痹，与黄芪配伍，

HFS 在口服阿帕替尼后 7～20 天发生，中位

益气温阳，和血通经。桂枝得黄芪益气而振奋卫

生率分别为 24. 8%、17. 9% 和 14. 3%。中药组Ⅰ

而通血痹，与桂枝合用，调营卫而和表里，两药为

意义（P=0. 015），见表 2。

温，养血益气，以资黄芪、芍药之功；与生姜为伍，

3

泡，以祛寒湿止痛通经络。

发生时间为 11 天。全组患者Ⅰ、Ⅱ和Ⅲ级 HFS 发

～Ⅲ级 HFS 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讨论
阿帕替尼既可以联合化疗治疗肿瘤，单药治

阳；黄芪得桂枝，固表而不致留邪。芍药养血和营
臣。生姜辛温，疏散风邪，以助桂枝之力；大枣甘
又能和营卫，调诸药，以为佐使。并予中药汤剂浸
中药浸泡作为中医外治方法之一历来受医家
重视。本研究对阿帕替尼引起的 HFS 防治取得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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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显的效果，中药组 HFS 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减轻了患者的不良反应，改善其
生活质量，提高了患者治疗依从性。在日常护理
工作中，护士应及时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阿帕
替尼的服用方法、作用机制、注意事项、药物性质、
相关不良反应等，耐心解答患者及其家属提出的
疑问，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和战胜疾病的信心，在
服药期间重视不良反应的观察并给予相应的护理
干预，提高患者耐受性及依从性保证药物发挥疗
效，为以后临床医疗护理提供了经验。
总之，手足综合征是阿帕替尼的常见并发症，
其发生与阿帕替尼剂量成正相关。使用黄芪桂枝
五物汤中药汤浸泡手足，对阿帕替尼引起的 HFS
防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减轻了患者的不良反应，
改善其生活质量，提高了患者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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