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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全反式维 A酸分别联合 白血康与三氧化二砷治疗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疗效比较 

冯玉虎，黄 明，许凌云 

[摘要]目的：探讨全反式维 A酸(ATRA)分别联合 白血康和 氧化二砷(As O )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临床疗 

效。方法：选择 APL 42例，随机将患者分为白血康组(ATRA联合白血康治疗)和 As O 组(ATRA联合 As：O 治疗)。比较两 

组的缓解情况及病死率、血常规及凝 指标变化、不良反应等。结果：两组临床疗效及不 良反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ATRA分别联合白 康和 As：O 治疗 APL临床疗效无明显不同，但 白ff『【康价格低廉，不良反应较轻 ，值得临床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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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all-trans retinoic acid combined with 

Bai Xue Kang or arsenic trioxide o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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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all—trans retinoic acid combined with Bai Xue Kang or arsenic trioxide on acute 

promyeloeytic leukemia．Methods：F0rty—two cases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ere divided into Bai Xue Kang group(all—Trans 

retinoic acid combined with Bai Xue Kang)and arsenic trioxide group(all—trans retinoic acid combined with arsenic trioxide)．The 

remission，mortality rate，change of hemogram，coagulation index and adverse re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Both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clinical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P>0．05)．Conclusions：The clinical effects of all—trans 

retinoic acid combined with Bai Xue Kang or arsenic trioxide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but Bai Xue Kang is more cost—effective and has less adverse reaction，SO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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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治疗中，砷剂已经逐渐应用于治疗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本文应用全反式维A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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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典型的微创修复；术后外观显著改善，重新树立了 

患者的自信，得到了患者的认可。 

总之，我们认为以计算机为辅助的数字化多点 

成型技术塑形钛网颅骨缺损修补成形术显著地弥补 

了传统手工钛网塑形的不足，因智能化而微创化，减 

少了手术及麻醉时间，同时也减少手术风险、手术并 

发症，几乎达到了自然的外观效果，明显增强了美容 

学效果，提高了患者生理及心理满意度，具有临床应 

用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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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确诊为APIA2例，均符合张之南主编《血液病 

诊断及疗效标准》̈ 。随机将患者分为白血康组和 

As：0 组。其中白血康组21例，男 11例，女 10例； 

年龄 17～76岁。染色体检查为 t(15；17)15例，t 

(11；17)1例，正常染色体 5例，PML—RAR~x融合基 

因检查阳性 17例，阴性 4例，周围血白细胞(0．5— 

10．0)×10 ／L 8例，WBC(10．1～120)×10 ／L 13 

例；纤维蛋白原 <1．8 g／L 12例；血小板 ≤20．0 X 

10 ／L 7例，(20．1～70．0)×10 ／L 14例。As，0 组 

21例，男 12例，女 9例；年龄 16～74岁。染色体检 

查为 t(15；17)16例，正常染色体 5例，PML—RARol 

融合基因检查阳性 18例，阴性 3例，周围血白细胞 

(0．5～10)×10 ／L 7例，WBC(10．1～120)×10 ／L 

14例；纤维蛋白原降低 <1．8 g／L 11例；血小板≤ 

20．0×10 ／L 8例，(20．1～70)×10 ／L l3例。两组 

在性别、年龄、实验室检查等方面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白血康组给予 白血康(安徽省天 

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15粒／天，3天后改为 30粒／ 

天，同时每天给予 ATRA 25 rag／m ，分 3次 口服。 

As：0，组每天给予 As 0 10 mg，静脉滴注，同时每 

天给予 ATRA 25 mg／m ，分3次口服。两组28天为 
一

个疗程，疗程结束后检查骨髓象和_血常规，如果未 

达到完全缓解(CR)，继续用药直至 cR。治疗过程 

中，外周血 WBC>20 X 10 ／L，则每天加用羟基脲 

1～2 g；或每天加用高三尖杉酯碱 1—3 mg，待 WBC 

<10×10 ／L时停用，并予水化碱化，患者出现维 A 

酸综合征时停用维 A酸，并用地塞米松、利尿等对 

症治疗。合并有 DIC者，积极 给予微量肝素治 

疗 J，同时补充凝血因子，如新鲜冷冻 浆、血小板 

等，纤溶亢进者适量应用氨甲苯酸等，防治中枢神经 

系统白血病，当血红蛋白<60 g／L或血小板 <20× 

10 ／L，结合临床给予输注红细胞或血小板。 

1．3 观察指标 治疗期间每天进行血常规及凝血 

象检查，每周监测肝肾功能、骨髓细胞形态学及胸片 

等检查。 

1．4 疗效评定标准  ̈ 疗效分为 CR、部分缓解 

(PR)、未缓解(NR)。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 检验和秩和检 

验 

2 结果 

2．1 一个疗程诱导缓解后两组疗效比较 白血康 

组 CR率为 76．2％，1例于治疗 10天内因脑出血病 

死。As 0 组 CR率为 81．0％，未出现病死患者，两 

组一个疗程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J Bengbu Med Co1]，July 2010，Vo1．35，No．7 

表 1 两组患者一个疗程诱导缓解后疗效比较(n) 

2．2 一个疗程后 PR病例继续用药达到 CR所需时 

间 白血康组 PR病例继续应用 白血康和 ATRA 

达，CR时间为(34±4．4)天。As 0 组 PR病例继续 

应用 As，0 和 ATRA达 CR时间为(32±3．8)天。 

两组 CR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58，P> 

0．05)。 

2．3 血常规与凝血指标 变化 

2．3．1 两组患者血常规变化 白血康组用药后， 

3～6天出现闩细胞升高，白细胞上升幅度为(5．6～ 

56．2)×10 ／L，白细胞增高持续时间为 5～13天。 

As 0 组用药后，3～5天出现白细胞升高，白细胞上 

升幅度为(6．0～58．0)×10 ／L，白细胞增高持续时 

问为4～12天。两组用药后，2～3周内患者红细胞 

变化不明显，4周开始上升，5～6周可达到正常水 

平。两组用药，10天后出现血小板上升，1个月后血 

小板接近正常，两组血常规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2)。 

2．3．2 两组患者凝血指标变化 白血康组中有 15 

例凝血指标异常，8例仅表现为 D—D二聚体、血浆纤 

维蛋白降解产物(FDP)增高，7例伴有凝血酶原时 

间(Pr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问(APTf)延长，治疗 

后除 1例脑出血病死外，其余 14例均于 10～20天 

恢复正常。As 0 组中有 13例凝血指标异常，7例 

仅表现为D—D二聚体、FDP增高，6例伴有 、AP1 

延长，13例均于 9～18天恢复正常，两组凝血指标 

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不良反应 白血康组治疗过程中胃肠道反应 

13例，为腹部不适、恶心、腹痛、轻度腹泻等，个别患 

者不能耐受。肝功能异常 3例，经护肝治疗后恢复 

正常。皮肤损害4例，为散在丘疹、疱疹，手掌、足底 

黑色斑点，少量脱皮、瘙痒感等。轻度关节痛、硬结 

各 1例。As 0 组治疗过程中 l4例出现胃肠道反 

应(恶心、呕吐、食欲减退)；5例出现肝功能异常，经 

护肝治疗后恢复正常；2例出现发热、肌肉关节痛。 

两组均未出现严重的骨髓抑制和砷剂中毒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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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血常规变化比较(n =21； ±S) 

71 1 

表 3 两组患者凝血指标变化比较(n) 

3 讨论 

白血康主要成分为雄黄、青黛、太子参、丹参等， 

其作用主要是雄黄中的硫化砷通过维 A酸受体信 

号通路降解 PML／RARc~融合蛋白引起白血病细胞 

的凋亡。砷剂还能抑制细胞增殖有诱导凋亡效 
府[ 

As，O 和 ATRA联合应用治疗 APL已经在临床 

上广泛应用 。研究表 明，As O 联合 ATRA对 

APL细胞系或新鲜 APL细胞具有协同促分化作用， 

As，0 与 ATRA耐药细胞没有交叉耐药性，反而可 

以促进相互作用，ATRA和 As O，联合应用后副作 

用无明显加重 。 

从本文两组在一个疗程后的缓解情况来看，两 

种方案的疗效及早期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R 

再次用药达 CR所需时间也基本相同。血常规变化 

及凝血指标变化也相似。从数据上看，As：O，组比 

白血康组 CR率高，早期病死率低，一个疗程后 PR 

病例继续用药达到 CR所需时间及向常规和凝血指 

标恢复时间似乎较短，这可能是两组均为砷剂，静脉 

应用 As，0 比Lj服白血康较易进入血液循环，血药 

浓度稳定，以及口服白血康胃肠吸收不良有关，但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从两组的不良反 

应来看，均表现消化道症状和肝功能异常，白血康组 

发生例数少于 As 0 组；但白血康组的皮肤损害发 

生比较多。故从本文看来，白血康和 As 0 的疗效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在临床上要综合考虑患者的 

病情体质状况及经济状况 ，白血康价格低廉 ，不失为 

基层医院治疗 APL患者的合适方法，而 As，0 对于 

年轻 APL患者，是一种较佳的治疗方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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