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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来膦酸联合化疗治疗恶性肿瘤骨转移 32 例临床分析

李学超

[摘要]目的:观察唑来膦酸联合化疗对恶性肿瘤骨转移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将 64 例恶性肿瘤骨转移患者随机

分为2 组,其中对照组 32 例单用化疗;治疗组 32 例接受唑来膦酸联合化疗,2 组化疗方案相同。 结果:治疗组疼痛总有效率

81. 3% ,对照组为 46. 9% 。 治疗组骨病灶控制总有效率 62. 5% ,对照组为 28. 1% ;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P < 0. 01)。 2 组无严

重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唑来膦酸联合化疗治疗恶性肿瘤骨转移疗效确切,优于单用化疗,且不良反应少,患者依从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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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zoledronic acid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 with bone metastases

LI Xue鄄chao
(Department of Oncology,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Dangshan,Dangshan Anhui 2353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zoledronic acid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 with bone metastases. Methods:Sixty鄄four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with bone metast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rial group(32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nd tri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ingle chemotherapy and
zoledronic acid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respectively. The chemotherapy regimens of two groups were the same. Results:The totally
effective rates of curing pain in tri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81. 3% and 46. 9% ,respectively. The totally effective rates of
controlling bone metastases in tri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62. 5% and 28. 1% ,respectively. The treatment effect in tri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no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 in two groups was found. Conclusions: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zoledronic acid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s better than that of single chemotherapy. The adverse reaction of zoledronic acid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s slight,and the patient is well鄄tol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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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骨转移是晚期恶性肿瘤的常见并发症之一,骨
转移对于恶性肿瘤患者而言有着极高的危害性,导
致其生存质量降低,严重时还可引发临床死亡,值得

重视[1]。 唑来膦酸为第三代双膦酸盐类药物,能够

有效控制骨转移并发症的发生。 我科自 2008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开展单用化疗治疗和唑来膦酸联

合化疗恶性肿瘤骨转移的对比观察,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我院住院的恶性肿瘤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2 例。 ECOG 体力

评分 0 ~ 2 分,预计生存期 > 3 个月,均能评价疼痛

分级,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确诊为恶

性肿瘤,经 X 线片及 CT、ECT 等检查证实至少有一

处以上骨转移,且临床表现均有较明显的骨痛症状。

骨转移部位以脊柱、肋骨、骨盆等多见。 治疗前均有

骨痛症状,并不同程度应用镇痛药物。 入院检查血

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及心电图等指标均正常,无明

显治疗禁忌证。 其中治疗组 32,男 17 例,女 15 例,
年龄 32 ~ 75 岁。 疼痛分级:玉级 10 例,域级 14 例,
芋级 8 例。 肿瘤类型:肺癌 20 例,乳腺癌 12 例。 对

照组 32 例,男 16 例,女性 16 例,年龄 30 ~ 76 岁,疼
痛分级:玉级 12 例,域级 13 例,芋级 7 例。 2 组患

者性别、年龄、肿瘤类型和疼痛分级均具有可比性。
1. 2 摇 治疗方法 摇 治疗组按病种制定的方案给予

全身化疗,非小细胞肺癌采用 GP 方案:吉西他滨

1 250 mg / m2,第 1、8 天静脉滴注(静滴)30 min;顺
铂 75 mg / m2 第 1,21 d 为 1 周期,共用 4 ~ 6 周期。
小细胞肺癌 EP 方案:依托泊苷 60 mg / m2,第 1 ~
5 天静滴,顺铂 75 mg / m2,第 1 天。 21 d 为 1 周期,
共用 4 ~ 6 周期。 乳腺癌:紫杉醇 135 ~ 225 mg / m2,
d1 静滴;阿霉素 60 mg / m2,第 1 天静滴,共用 6 周

期。 每周期化疗结束后,将唑来磷酸 4 mg 溶于

0. 9%氯化钠注射液 100 ml 中,静滴 15 min 以上,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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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2 次后评价疗效,对照组单用化疗,同一病种化疗

方案与治疗组完全相同。
1. 3摇 评价标准摇
1. 3. 1 摇 疼痛缓解 摇 按照主诉疼痛分级标准分为

0 ~ 3级,治疗前后疼痛分级下降 2 级以上显效,治疗

前后疼痛分级下降 1 级有效,治疗前后疼痛分级未

下降无效,总有效率(% ) = 显效率(% ) + 有效率

(% )
1. 3. 2摇 骨病灶控制摇 完全缓解为所有病灶完全消

失,至少维持 4 周;部分缓解为溶骨性病灶部分缩

小,钙化或成骨性病灶密度减低,至少持续 4 周;无
效为治疗开始后 8 周以上骨灶无变化,进展为病灶

增大或出现新病灶。
1. 3. 3摇 不良反应 摇 按照 WHO 不良反应分度标准

分为 0 ~ 4 度。
1. 4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字2 检验、四格表确切概率

法及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疼痛缓解效果比较摇 治疗组中显效

21 例,有效 5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81. 3% ;对照

组中显效 9 例,有效 6 例,无效 17 例,总有效率

46. 9% ,治疗组镇痛效果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uc = 3. 15,P < 0. 01)。
2. 2摇 2 组患者骨病灶控制情况比较摇 治疗组中病

灶完全缓解 5 例,部分缓解 15 例,无效 10 例,进展 2
例,病灶控制总有效率 62. 5% ,对照组中病灶完全

缓解 1 例,部分缓解 8 例,无效 12 例,进展 11 例,病
灶控制总有效率 28. 1% 。 治疗组病灶控制总有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uc = 3. 26,P < 0. 01)。
2. 3摇 2 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摇 不良反应主要包括

发热、恶心、乏力、肌肉关节疼痛等。 治疗组和对照

组各种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 37. 5%和 31. 3% 。
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 2 组

患者均未见明显肝肾功能损害和治疗相关性死亡,
耐受性好,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3摇 讨论

摇 摇 骨转移最常见于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等晚期

恶性肿瘤,患者发生骨转移后出现骨骼顽固性疼痛,

表 1摇 2 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恶心 乏力 发热
肌肉

关节疼痛

疼痛

加剧

治疗组 32 4 (12. 5) 3 (9. 4) 3(9. 4) 1(3. 1) 1(3. 1)

对照组 32 3(9. 4) 4(12. 5) 2(6. 3) 1 (3. 1) 0(0. 0)

合计 64 7(10. 9) 7(10. 9) 5(7. 8) 2(3. 1) 1(1. 6)

字2 — 0. 00 0. 00 0. 00 0. 52 —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1. 000吟

摇 摇 吟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活动障碍,并易发生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及高钙血

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前

临床除了常规的抗肿瘤放疗、化疗、放射性核素治疗

和镇痛药物治疗,双膦酸盐类治疗也是目前治疗骨

转移公认的有效方法。
唑来膦酸属于第三代双膦酸盐类药物,同其他

双膦酸盐类药物相比,具有高效、低剂量优势,且使

短时间内滴注成为可能。 唑来膦酸主要通过抑制骨

吸收而发生作用,其作用机制复杂。 其能有效地对

肿瘤细胞产生抑制,并减少骨损伤细胞及损伤因子

的形成,减少对骨骼的侵润性损伤。 相关研究[2] 表

明:唑来膦酸作用于人体的外环境时,能有效地抑制

恶变细胞的增殖和加速恶变细胞的死亡。 大量实践

资料[3]也证明,唑来膦酸可明显减少各种恶性肿瘤

骨转移引起的相关性疾病,其起效迅速,作用时间

长,且患者对其耐受性好。
本组资料表明,治疗组疼痛缓解率 81. 3% ,对

照组 46. 9% 。 骨病灶控制有效率治疗组 62. 5% ,对
照组 28. 1% 。 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P < 0. 01)。 无

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2 组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
综上所述,唑来膦酸联合化疗治疗恶性肿瘤骨

转移疗效确切,优于单用化疗,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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