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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胃癌的疗效观察 

赵福友。王子安。郑荣生 

[摘要]目的：评价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辅助紫杉醇(PTX)+替加氟(FT-207)+亚叶酸钙(LV)治疗晚期胃癌的疗效。方法： 

采用信封法将43例晚期胃癌患者随机分为 2组，治疗组 20例采用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辅助 PTX+FT一207+LV治疗；对照组 

23例单用 PTX+FT一207+LV治疗。治疗组于开始化疗时即给予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静脉滴注 8 ml／d，连续应用 1O天。分别 

于治疗前后对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肝肾功能 、消化道反应、生存情况、疗效进行评价。结栗：治疗组及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 

为 65．O％及 3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及对照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2个月和 lO个月(P>0．05)，治 

疗组及对照组 1年生存率分别为60．0％及 2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与对照组 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白细胞减少程度均好于对照组。结论：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联合 P11)(+FT-207 +LV 

可以增强疗效，减轻骨髓毒性及消化道反应，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和化疗耐受性，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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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calf spleen extraction injection combined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ndvanced gastric cancer 

ZHA0 Fu—you，WANG Zi-an，ZHENG Rong—sheng 

(Department ofMedwal On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efficacy，side-effect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by 

paelitaxel(PTX)plus tegafur(FF一207)and leucovorin(LV)with or without calf spleen extraction injection．Methods：F0啊·three 

eligibl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In the treatment group，20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PTX+FT-207+LV+calf spleen extraction injection．In the control group．the regimen was the same a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except 

calf spleen extraction injection．Results：Overall response rates were 65．O％ and 34．8％(P<0．05)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was 12 months versus 10 months(P>0．05)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The 1一year survival rate for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60．0％ versus 21．7％ (P<0．05)，respectively．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the frequence of leukocyte reduction were bett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the quality of life were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s：Calf spleen extraction injection plus Prx+FT-207+ 

LV regimen can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reduce the chemotherapy related toxicities of digestive tract and bone ma~ow，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tolerance of chemotherapy of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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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每年新发现40万 

胃癌患者，占世界发病人数的40％。由于症状不典 

型，近半数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 J。大部分晚期 

患者的治疗目的是延长生存期和提高生活质量，因 

此，包括化疗及生物治疗在内的综合治疗成为其主 

要治疗手段。然而对于晚期胃癌患者而言，由于年 

龄偏大且多伴有消瘦、食欲减退、机体免疫功能低 

下，以及化疗中药物的不良反应等，患者往往很难坚 

持完成全部治疗。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是从动物脾 

脏中提取的一种活性肽类，临床观察 发现其可 

直接抑制肿瘤，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本研究 

旨在观察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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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6—2008年在我科接受治 

疗的43例Ⅳ期胃腺癌患者，均经病理学确诊，至少 

有一个可测量的客观病灶；Karnofsky(KPS)评分≥ 

60分，预计生存期>13个月，既往未接受过化疗或复 

治者近 1个月内未接受过化疗。血常规、肝。肾功能 

和心功能基本正常，无化疗禁忌证 ，自愿接受治疗。 

采用信封法将43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 2O例，其中男 12例，女 8例；年龄 35～70 

岁；对照组 23例，其中男 14例；女 9例，年龄 35～ 

69岁。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紫杉醇(PTX)150 mg／m2， 

静脉滴注3 h，第 1天，用药前 12 h、6 h分别口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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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米松片 15 mg，30 min前静脉滴注(静滴)西米替 

丁300 mg，肌内注射异丙嗪 25 mg，预防过敏；亚叶 

酸钙(LV)200 mg／m ，静滴2 h，第 1～5天；替加氟 

(FT-207)500 mg／m ，静滴4 h，第 1～5天；治疗组 

于开始使用 PTX +订一207+LV方案时即行小牛 

脾提取物注射液 8 ml／d静滴，连续应用 10天。21 

天为一个化疗周期。对照组化疗方案与治疗组相 

同，但不给予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每 2个周期评 

价疗效。 

1．3 疗效、不良反应评价及随访情况 疗效判定按 

照实体瘤治疗疗效评价标准(RECIST标准 1．0版) 

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和 

进展(PD)，以CR+PR为有效。生活质量(QOL)参 

照 KPS评分，以治疗后 KPS评分增加 ≥1O分为 

QOL改善，增加或降低 <10分为 QOL稳定，降低≥ 

10分为QOL减退，有效为改善加稳定。不良反应 

评价参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常见毒性反应标准进 

行评价，分为 0～VI级。生存时间定义为从开始化 

疗到病死或末次随访 日期，本组随访至 2010年 

1月，随访5～30个月，失访2例按病死计算。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秩和检验和 检验。生存 

分析采用 Log，rank法，并绘制 Kaplan—meier曲线。 

2 结果 

2．1 近期疗效 治疗组2O例均可评价疗效，总共 

完成76周期化疗，平均每例患者完成约3．8周期； 

对照组23例均可评价疗效，总共完成 86周期化疗， 

平均每例患者完成约 3．7周期，治疗组的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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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60．0％和21．7％ =6．55，P<0．05)(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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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组 Kaplan—meier生存曲线 

2．4 不良反应 2组方案主要不良反应均为骨髓 

抑制、胃肠道反应，其中以恶心、呕吐和粒细胞下降 

最为常见。治疗组和对照组粒细胞下降的发生率分 

别为20．0％和56．5％，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组恶心、呕吐的发生率分别为 35．0％和 

6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不良 

反应发生率相似(P>0．05)(见表 3)。 

表 3 治疗组和对照组不良反应比较(n) 

驻 ^
腹泻 神经毒 丙氨酸 肌酐升 中性粒 血红蛋 血小板 

分组 n (I～性(I～ 氨基 高(I～ 细胞 白降低 降低 

lI级)II级) 转移酶 Ⅱ级) 降低 (Ⅲ一lV~t)(Ⅲ一Ⅳ级) 

示确切概率法_p值 

表1 治疗组和对照组近期疗效比较(n) 3 讨论 

2．2 QOL改善情况 治疗组 KPS改善的有效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 2 治疗后 KPS评分变化情况(／'t) 

分组 rt 改善 稳定 减退 有效率(％ ) u。 P 

治疗组 20 4 10 6 70．0 

对照组 23 1 7 】5 34，8 2．41 <0．05 

合计 43 5 17 21 53．5 

2．3 2组生存情况 治疗组和对照组中位生存期 

分别为 12个月和 l0个月(P>0．05)，1年生存率分 

胃癌的发生、发展与机体 自身免疫监视机能低 

下密切相关，且胃癌一旦发生，又通过其产生免疫抑 

制因子进一步阻抑机体 自身免疫防卫机能，使肿瘤 

生长较快，治疗效果差 。晚期胃癌治疗以化疗为 

主，而化疗药物杀灭肿瘤细胞遵循“一级动力学”的 

规律，即一定量的抗癌药物杀灭一定比率、而非固定 

数量 的恶性细胞。因此，肿瘤细胞 即使被杀灭 

99．999％，即达到5个对数级杀灭，体内仍残留肿瘤 

细胞，此时，临床上并不能查出任何肿瘤，达到了 

“CR”。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残留的肿瘤细胞又开始 

增殖倍增，出现肿瘤的临床复发。同时，化疗对正常 

细胞也有极大的杀伤作用，又进一步降低了机体免 

疫功能，化疗还不可避免地引起骨髓抑制及许多不 

良反应，从而影响治疗效果及患者的生存质量。为 

了提高化疗效果，在化疗期间或之后给予各种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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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药物，可提高疗效，减少不 良反应，在保证化疗 

对肿瘤细胞杀伤效果的基础上，提高机体的细胞免 

疫功能，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提高机体 

的免疫及抗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些研 

究 已证实，免疫增强剂联合化疗可以延长患者 

的中位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是从胎牛(出生 <24 h)脾 

脏中提取的高活性小分子多肽，能抑制肿瘤细胞的 

糖酵解，使能量代谢发生障碍，并使细胞停滞于 G。／ 

G 期，从而发挥其独特的抗癌作用。另外，小牛脾 

提取物还能刺激免疫系统，使 T淋巴细胞活性增 

强，数量增加，提高机体的免疫及抗癌能力_3 J。它 

能刺激骨髓干细胞增殖，促进造血功能恢复，升高外 

周血细胞，有效缓解化疗药物所致的血细胞减少、免 

疫功能下降等不 良反应。已有研究 证明小牛脾 

提取物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明显延长患者的 

中位生存期，改善了生活质量。尽管 P11)(+FI'-207 

+LV联合方案治疗晚期胃癌不良反应较轻，但仍 

有一些晚期胃癌患者因身体状况差、免疫功能低下 

等原因，接受化疗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的消化 

道症状、骨髓抑制、严重感染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并 

发症，临床上常不能耐受化疗。PTX + rr一207 + 

LV联合小牛脾提取物可能使患者受益。 

是一种高活性广谱的抗肿瘤药物，其作用 

机制有别于其他抗微管药物，主要是能特异地结合 

到微管的口位上，导致微管聚合成团和束状并使其 

稳定，这些作用能抑制微管网的重组。此外，PTX还 

可诱导肿瘤坏死因子基因的表达和抗肿瘤血管的生 

成。体内外一些研究 表明 PTX可以诱导 胃癌 

细胞凋亡，与 FT-207+LV联合可提高疗效。 

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组及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分别为65．0％及 34．8％(P<0．05)。治疗组及对 

照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2个月及 10个月(P> 

0．05)。中位生存时间虽有延长，可能因为入组病 

例少的原因未显示统计学差异。1年生存率在治疗 

组及对照组分别为 60．0％及 21．7％(P<0．05)。 

结果提示，小牛脾提取物联合化疗可提高晚期胃癌 

1年生存率。此外，临床研究发现治疗组治疗后中 

性粒细胞下降 的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 (P< 

781 

0．05)，且治疗 组在 治疗 后生 活质 量得 到 改善 

(Karnofsky评分提高)(P<0．05)，说明小牛脾提取物 

可显著改善晚期胃癌患者化疗所致的不良反应。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晚期胃癌患者进行化 

疗时联合应用小牛脾提取物可提高化疗疗效，减轻 

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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