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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西他滨联合长春瑞滨治疗
铂类耐药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２３例
陈学东１，张华满２
【摘要］目的：评价吉西他滨（ＧＥＭ）与长春瑞滨（ＮＶＢ）联合（ＧＮ方案）治疗对铂类方案耐药的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的疗效及毒副反应。方珐：２３例既往接受铂类治疗２周期以上无效的中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改为ＧＮ方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案治疗。具体为吉西他滨１

０００

ｎｇ／ｍ２静脉滴注ｄ。、ｄ。；长春瑞滨２５ ｎｇ／ｍ２静脉滴注ｄ。、ｄ８。结果：２３例对铂类耐药的中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者经本方案治疗后，总有效率３９．１％，中位生存期９．８个月，疾病进展时间为５．７个月，１年生存率４５．８％，主要不良
反应是血液学毒性，表现为Ｉ～Ⅱ度白细胞减少７８．３％，ｍ一Ⅳ度白细胞减少１３．ｏ％，Ｉ一Ⅱ度血小板减少和红细胞减少分
别为４３．５％和３０．４％；非血液学毒性包括Ｉ一Ⅱ度的恶心、呕吐、局部静脉炎等。结论：ＧＮ方案对铂类方案耐药的中晚期
ＮＳＣＬＣ疗效较好，毒副反应可以耐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肺肿瘤；癌，ｔＰｄ，细胞肺；肿瘤／药物疗法；吉西他滨；长春瑞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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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近年来呈明显的上升趋
势，其中！ＩＰｄ，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此非铂类方案治疗ＮＳＣＬＣ引起人们关注。２００５年

ｃａｎｃｅｒ，

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９月，我科采用吉西他滨联合长春瑞

ＮＳＣＬＣ）约占肺癌发病率的８０％以上，在全球范围

滨治疗对铂类药物耐药的中晚期ＮＳＣＬＣ ２３例，现

内已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高，容易

作报道。

复发、转移，预后较差…。半数以上的患者在被确
诊时已达中晚期，失去手术时机。主要依赖于化疗和

１资料与方法

生物治疗等旧Ｊ。目前公认含铂（主要是顺铂和卡

１．１一般资料中晚期ＮＳＣＬＣ ２３例，均经病理或

铂）的两药联合方案治疗中晚期ＮＳＣＬＣ疗效较高，

细胞学证实，且符合以下条件：（１）既往曾接受过铂

有效率在３０％～４７％，业已成为一线标准治疗方

类化疗２周期以上病灶仍有进展者；（２）有可测量

案，但顺铂（ＤＤＰ）和卡铂的毒性较大，临床应用受

的病灶；（３）ＫＰＳ评分在６０分以上，预计生存期在３

到一定限制【３ Ｊ。另有部分患者对铂类药物耐药，因

个月以上；（４）年龄≤７５岁；（５）骨髓造血功能及肝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ｌ－０４

岁。鳞癌１２例，腺癌１０例，鳞腺癌１例；ｍ期１４

［作者单位］安徽省宣城市人民医院１．呼吸内科，２．肿瘤科。２４２０００

例，Ⅳ期９例。

肾功能正常者。其中男１６例，女７例；年龄３８—７５

［作者简介］陈学东（１９７２一），男，主治医师．

ｍｇ／ｍ２，静脉

长，并通过独特的掩蔽链干扰ＤＮＡ自我修复机制，

滴注３０ ｒａｉｎ，ｄｌ、ｄＢ；国产长春瑞滨２５ ｍｓ／１１１２静脉滴

并可阻止ＲＮＡ合成，导致细胞凋亡，从而产生其细

注１５～３０ ｍｉｎ，ｄ，、ｄ。；为防止出现静脉炎，在应用长

胞毒作用¨』。吉西他滨与传统药物相比，具有疗效

春瑞滨前后常规静脉滴注或静脉注射地塞米松５

高、毒性低的优点。长春瑞滨属于第３代长春碱类

ｍｇ，化疗过程中注意补液和止吐等处理，２ｌ一２８天

抗癌药，主要通过阻止微管蛋白聚合成微管和诱导

为ｌ周期，治疗期间，每周查血常规２次，肝肾功能

微管解聚，使细胞分裂停止于有丝分裂中期。药代

１．２治疗方法国产吉西他滨１

０００

１次，２周期后行胸部ＣＴ及其他相关检查，所有病

动力学研究表明，长春瑞滨血浆清除率较高，分布容

例均完成２周期以上的化疗。

积较大，半衰期长，尤其在肺内浓度较高，是较为理

１．３疗效评定标准

想的治疗ＮＳＣＬＣ的药物，其毒副作用恶心、呕吐轻

客观疗效按照ＷＨＯ（１９８１

年）统一标准，疗效分为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

微，少见有脱发、周围神经毒性，骨髓抑制与剂量有

（ＰＲ）、稳定（ＳＤ）、进展（ＰＤ）。如果获得病情缓解

关№】。吉西他滨和长春瑞滨均为第３代抗癌新药，

（ＣＲ或ＰＲ）应于４周后进行疗效再确认。从纳入

具有不同作用机制和不同的骨髓叠加毒性，如吉西

治疗的第１天起至出现疾病进展的时间为疾病进展

他滨主要抑制血小板，长春瑞滨则主要抑制粒细胞，

时间（１１’Ｐ）。有效率为ＣＲ＋ＰＲ占治疗人数的百分

此外由于两药作用不同位点抑制肿瘤细胞增长，故

率，疾病控制率（ＤＣＲ）为ＣＲ＋ＰＲ＋ＳＤ占治疗人数

有协同作用。已有一些国际多中心的研究表明，吉

的百分率。毒副反应按ＷＨＯ抗癌药毒性反应分

西他滨联合长春瑞滨有较好的疗效，与铂类联合用

度，分为０一Ⅳ度。化疗达２周期或以上者方可评

药疗效无显著差异【７ Ｊ。已有多组报道有效率在

定疗效及毒副反应。

２０％－４０％，为毒副作用轻微非铂方案之一，有望作
为老年或体质略差的中晚期ＮＳＣＬＣ的一线方

２结果

案［ｓ．９］。本组采用吉西他滨联合长春瑞滨治疗对铂
２．Ｉ疗效２３例分别完成２—４个周期化疗，共化

类方案耐药的中晚期ＮＳＣＬＣ，总有效率３９．１％，疾

疗５７周期。全组２３例均可评价疗效，无ＣＲ病例，

病控制率７３．９％，中位生存期９．８个月，疾病中位

９例，总有效率３９．１％，ｓＤ ８例（３４．８％），ＤＣＲ

进展时间５。７个月，１年生存率４５．８％。主要不良

ＰＲ

１７例（７３．９％），ＰＤ ６例（２６．１％），中位生存期９．８

反应是血液学毒性，表现为Ｉ一Ⅱ度白细胞减少

个月，疾病中位进展时阈５。７个月，随访至２００８年

７８．３％，Ⅲ～ＩＶ度白细胞减少１３．Ｏ％，Ｉ一Ⅱ度血

９月，１年生存率为４５．８％。

小板减少和红细胞下降分别为４３．５％和３０．４％；非

２．２毒副反应

主要毒副反应是血液学毒性，表现

血液学毒性包括Ｉ一Ⅱ度恶心、呕吐、局部静脉炎

为Ｉ～Ⅱ度白细胞减少１８例（７８．３％），ｎｌ一Ⅳ度

等，所有毒副反应经对症处理及支持治疗后均恢复

白细胞减少３例（１３．Ｏ％）；Ｉ一Ⅱ度血小板减少和

正常。

红细胞下降分别为１０例（４３．５％）和７例

因此，吉西他滨与长春瑞滨联合治疗对铂类方

（３０．４％）；非血液学毒性包括Ｉ一Ⅱ度的恶心、呕

案耐药的中晚期ＮＳＣＬＣ疗效较好，毒副反应低，患

吐ｌＯ例（４３．５％），２例（８．９％）出现局部静脉炎，ｌ

者耐受性好，有助于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临

例（４．３％）有脱发现象等，程度较轻。肝、肾功能无

床值得推广。

明显影响。
３讨论
，中晚期ＮＳＣＬＣ已丧失手术治疗的机会，主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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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ＢＭ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２ＤＭ患者年龄与腰椎ＢＭＤ均呈负相关（Ｐ＜０．０５一Ｐ＜０．０１），绝经年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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