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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抑制肺癌细胞血管拟态形成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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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姜黄素对肺癌细胞Ａ５４９血管拟态生成及细胞内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探

讨姜黄素抑制肿瘤血管形成的机制。方法　体外培养 Ａ５４９细胞株，０、２．５、５、１０、２０和４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处理细胞

２４ｈ，应用 ＭＴＴ法检测姜黄素对细胞增殖的影响，体外血管生成拟态实验检测各组细胞形成血管拟态能力，ＲＴＰＣＲ法

检测细胞内βｃａｔｅｎｉｎ基因ｍＲＮＡ的转录水平；选取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特异性抑制剂ＸＡＶ９３９，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对照组、

姜黄素组和ＸＡＶ９３９组血管生成基因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蛋白的表达。结果　姜黄素对肺癌Ａ５４９细胞株有抑制作用，并呈剂

量依赖性，ＩＣ５０值约为１７．５μｍｏｌ／Ｌ。与对照组相比，姜黄素含药组血管拟态形成数目减少，呈剂量依赖性；随着姜黄素

浓度增加，βｃａｔｅｎｉｎ基因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值均＜０．０５。蛋白质印迹法结果示，与对照

组相比，姜黄素组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蛋白表达减少，犘＝０．０４７；与ＸＡＶ９３９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８７。结论　姜黄

素可抑制肺癌细胞的血管拟态形成能力，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活性实现的，这将为临床治疗

肺癌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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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是一种生物行为十分复杂的恶性疾病，其复

发和转移是临床治疗中最大难题之一［１］。肿瘤的复发

转移不仅与肿瘤细胞本身的增殖有关，更离不开肿瘤

周边血管的支持。血管生成拟态（ｖａｓｃｕｌｏｇｅｎｉｃｍｉｍ

ｉｃｒｙ，ＶＭ）作为一种不依赖于血管内皮细胞的肿瘤内

管状网络模式，为抗肿瘤血管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２］。

姜黄素（Ｃｕｒｃｕｍｉｎ）是从姜黄科植物提取的有效色素

成分，因抗癌谱广，毒副作用小，价格低廉，被称为“第

３代化疗药物”
［３］。姜黄素等中药提取物具有明显的

抗肿瘤血管形成作用，特别是对人肺癌细胞具有较高

的敏感性［４］。目前鲜有姜黄素抑制肺癌细胞Ａ５４９血

管拟态生成方面的报道，其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因此，本研究通过观察姜黄素对肺癌 Ａ５４９细胞株

ＶＭ的影响及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ＶＥ钙黏蛋白（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的表达水平，分析姜黄素在抑制血管拟态生成过程中

的作用靶点，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药物与试剂

姜黄素（生产批号为Ｂ２１５７４）为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

试剂包括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美国Ｇｉｂｉｃｏ公司）、胎牛

血清（四季青生物制品公司）、瑞姬氏染液（南京建成

科技）、ＲＴＰＣＲ试剂盒、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大连宝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和ＸＡＶ９３９（上海惠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一抗有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美国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和

βａｃｔｉｎ抗体（博鳌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二抗有ＨＲＰ

标记的山羊抗兔单抗和ＥＣＬ发光液（美国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

公司）。

１．２　常规细胞培养

人肺癌Ａ５４９细胞株购自上海普林斯顿生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采用含１０％胎牛血清的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

培养液，常规３７℃、５％ ＣＯ２ 饱和湿度培养箱中静置

培养。３～５ｄ传代１次，收集对数生长期细胞备用。

１．３　犕犜犜实验

取对数生长期的Ａ５４９细胞，以５×１０３个／孔接种

于９６孔培养板中，３７℃、５％ ＣＯ２ 条件下培养２４ｈ。

设置５组浓度梯度，每组３个复孔。所用检测的药物

浓度为２．５、５、１０、２０和４０μｍｏｌ／Ｌ，对照组加入相同

体积的培养液。３７℃、５％ ＣＯ２ 饱和度条件下培养

２４ｈ，１２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ｒ＝１０ｃｍ），弃上清后，

每孔加入０．５ｇ／Ｌ的 ＭＴＴ１５０ｍＬ，避光孵育４ｈ；

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ｒ＝１０ｃｍ），弃上清后，加

入ＤＭＳＯ１５０ ｍＬ／孔，置水平摇床上 １５ ｍｉｎ，在

４９０ｎｍ波长下测Ａ值。

细胞生长抑制率（％）＝（１－
Ａ实验组

Ａ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４　血管生成拟态实验

取对数生长期的 Ａ５４９细胞，加入２．５、１０和

２０μｍｏｌ／Ｌ的姜黄素处理２４ｈ，对照组加入体积分数

为０．８％的ＰＢＳ。实验前预将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置于冰上过

夜，实验时将融化好的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５０μＬ／孔置于６４孔

板中，轻拍均匀后置于３７℃培养箱孵育０．５ｈ，使Ｍａ

ｔｒｉｇｅｌ聚合成胶。将 Ａ５４９细胞以１０
４个／ｍＬ的密度

接种于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上，３７ ℃、５％ ＣＯ２ 培养箱中孵育

２４ｈ，瑞姬氏染液染色，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

１．５　β犮犪狋犲狀犻狀犿犚犖犃转录水平的犚犜犘犆犚检测

用浓度为２．５、１０和２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处理Ａ５４９

细胞２４ｈ。采用Ｔｒｉｚｏｌ提取细胞总ＲＮＡ，用紫外分光

光度计根据２６０ｎｍ处的吸光度值测定ＲＮＡ纯度，并

进行ＲＮＡ定量；取０．５ｇＲＮＡ进行逆转录，以逆转录

合成的ｃＤＮＡ为模板，进行ＰＣＲ反应引物序列设计，

由北京赛百盛公司合成。βａｃｔｉｎ上游引物为５′ＣＴＣ

ＧＴＣＡＴＡＣＴＣＣＴＧＣＴＴＧＣＴＧＰＣＲ３′，下游为５′Ｃ

ＧＧＧＡＣＣＴＧＡＣＴＧＡＣＴＡＣＣＴＣ３′，产物片段５４６ｂｐ；

βｃａｔｅｎｉｎ上游引物为５′ＧＡＴＧＣＣＣＴＴＣＴＣＧＴＴＣ

ＣＴＧＡＣ３′，下游为５′ＴＣＡＣＣＡＴＣＣＴＣＡＴＣＧＴＣＣ

ＴＣＧ３′，产物片段 ２３１ｂｐ。条件为 ９４ ℃ 预变性

３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５５ ℃退火３０ｓ，７２ ℃延伸

１ｍｉｎ，共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ＰＣＲ产物经

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凝胶成像系统保存图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系统进行灰度分析。

１．６　犞犈犮犪犱犺犲狉犻狀蛋白表达的蛋白质印迹检测

取对数生长期 Ａ５４９细胞，随机数字表法分成空

白组、姜黄素组和ＸＡＶ９３９组。分别处理细胞２４ｈ，

冷ＰＢＳ洗细胞３ 次，加蛋白裂解液制备总蛋白，

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ｒ＝１０ｃｍ），取上清，采用

ＢＣＡ 法 定 量 蛋 白 浓 度。取 蛋 白 样 品 １０μＬ，经

ＳＤＳＰＡＧＥ分离后，电转移至ＰＶＤＦ膜上，加入含５％

脱脂奶粉的 ＴＢＳＴ 溶液室温下封闭２ｈ；加入兔抗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抗体（１∶１０００）及鼠抗βａｃｔｉｎ抗体

（１∶１０００），４ ℃冰箱过夜；ＴＢＳＴ 洗涤３次，加入

ＨＲＰ标记的山羊抗兔ＩｇＧ（１∶５００），室温孵育１～

２ｈ；ＥＣＬ底物化学发光显色后曝光显影，通过Ｂｉｏｒａｄ

化学发光成像系统进行曝光分析。

·４４２· 汪丛丛，等　姜黄素抑制肺癌细胞血管拟态形成机制探讨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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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统计学方法

定量数据采用 Ｍ±ＱＲ表示，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

件。多组间采用多组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ＫＷ

检验），采用χ
２ 近似法确定犘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行Ｎｅｍｅｎｙｉ法多重比较。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姜黄素对犃５４９细胞增殖的影响

２．５、５、１０、２０和４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对肺癌 Ａ５４９

细胞增殖抑制率分别为６％、１４％、２７％、５２％和８３％。

姜黄素ＩＣ５０约１７．５μｍｏｌ／Ｌ。由此可见，姜黄素对人

肺癌Ａ５４９细胞系具有抑制作用，并呈剂量依赖性。

２．２　姜黄素对犃５４９细胞犞犕的影响

图１所示，相比对照组，姜黄素使Ａ５４９细胞官腔

形成数目明显减少，官腔长度明显缩短；随着姜黄素浓

度增加，Ａ５４９细胞形成具有完整管腔的能力逐渐减

弱，呈剂量依赖性。当２０μｍｏｌ／Ｌ时，管样结构消失。

２．３　姜黄素对基因转录和蛋白表达的影响

经姜黄素处理后，图２所示 Ａ５４９细胞βｃａｔｅｎｉｎ

基因ｍＲＮＡ转录水平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而显著下

降。相比于对照组，２．５、１０和２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组

βｃａｔｅｎｉｎ基因ｍＲＮＡ含量分别下调至０．９７０±０．１１０、

０．６９１±０．０９６和０．４３２±０．０７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４．５３，犘＝０．０３６。

２．４　姜黄素对犞犈犮犪犱犺犲狉犻狀蛋白表达的影响

图３所示，经不同分组处理２４ｈ后，姜黄素组与

ＸＡＶ９３９组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蛋白的相对表达量下调至

０．７７４±０．１２８、０．６３１±０．０９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１．８３，犘＝０．０１２。与对照组的０．８８７±０．１４３相

比，姜黄素组细胞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蛋白表达明显减少，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６．８８，犘＝０．０４７；与对照组相

比，ＸＡＶ９３９组细胞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蛋白表达明显减少，

χ
２＝６．２７，犘＝０．０４４。相比于ＸＡＶ９３９组，姜黄素组

蛋白表达减少，χ
２＝４．７４，犘＝０．０８７。

３　讨论

肿瘤血管形成与肿瘤细胞的生长、侵袭以及转移

密切相关［５］。Ｍａｎｉｏｔｉｓ等
［６］首次发现一种不依赖机体

内皮细胞衬覆的肿瘤血供模式。通过自身结构的变

化，形成一种模拟血管壁结构并重塑了肿瘤生长的微

环境，因此被命名为 ＶＭ
［７］。ＶＭ 由于没有内皮细胞

的屏障作用，不但可以为肿瘤的生长提供良好的血液

灌注，且有利于肿瘤细胞的转移［８］。此外，ＶＭ 现象的

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单纯针对内皮细胞的

抗血管生成治疗对某些患者并不能产生预期疗效［９］。

因此，寻找调控 ＶＭ 的信号通路及关键作用靶点，筛

选有效的针对 ＶＭ 治疗药物对提高肿瘤治疗疗效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Ａ．对照组；Ｂ～Ｄ．２．５、１０和２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

图１　姜黄素对肺癌细胞株Ａ５４９血管

生成拟态的影响（瑞姬氏染色×１００）

注：１．对照组；２～４．姜黄素２．５、１０和２０μｍｏｌ／Ｌ

图２　姜黄素对Ａ５４９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ｍＲＮＡ表达影响

·５４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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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姜黄素对Ａ５４９细胞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蛋白表达的影响

　　姜黄素是一类从传统中草药姜黄、郁金和莪术等

姜黄科植物根块中提取的二酮类化合物，具有抗瘤、抗

ＨＩＶ及抗氧化等药理作用
［１０１２］。姜黄素抗肿瘤作用

机制广泛，其抗肿瘤血管生成的分子机制己得到证实。

然而，对于不同于以往血管生成的微循环模式的ＶＭ，

姜黄素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目前，ＶＭ的分子机制还不是十分清楚，其中可能

涉及肿瘤细胞基因型的转变，细胞与细胞外基质的相

互作用以及肿瘤细胞分子信号改变等。研究发现，一

些分子信号的传递，如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磷酯酰肌醇３激

酶（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３ｋｉｎａｓｅ，ＰＩ３Ｋ）及基质金属

蛋白酶家族（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ＭＭＰｓ）等参

与了 ＶＭ 的形成
［１３］。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作为一类介导细

胞与细胞间互相粘附的关键Ｃａ２＋依赖性跨膜蛋白，其

主要作用是介导同型细胞之间的相互黏附。当特异性

阻断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表达时，生成 ＶＭ 的能力就会丧

失，表明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与 ＶＭ 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

系。马晓华等［１４］同样发现，姜黄素可通过下调ＰＩ３Ｋ

和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的表达抑 制 ＶＭ 形 成 量。Ｗｎｔ／

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作为姜黄素作用于恶性肿瘤发生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信号通路之一，βｃａｔｅｎｉｎ是最重要

的信号传递分子［１５］。βｃａｔｅｎｉｎ入核后可进一步激活

ＴＣＦ／ＬＥＦ转录活性，调节下游靶基因，如ｃｍｙｃ、Ｃｙｃ

ｌｉｎＤ１和 ＭＭＰ７等的表达，参与肿瘤细胞的生长与

凋亡。因此，βｃａｔｅｎｉｎ作为介导肿瘤血管形成的靶位

点，其异常活化表达与肺癌细胞的生长、侵袭、血管生

成和转移密切相关［１６］。

本研究在证实姜黄素对ＶＭ 抑制作用的同时，进

一步证实了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在该过程的可能

调控机制。本研究发现，姜黄素对肺癌 Ａ５４９有明显

的ＶＭ形成抑制作用，其作用的程度与其药物浓度以

及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的阻断是分不开的。随着

姜黄素药物浓度的增加，以βｃａｔｅｎｉｎ为主的信号蛋白

表达量逐渐减少。相似于ＸＡＶ９３９，姜黄素可明显降

低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蛋白表达，两者具有协调作用。因

此，通过对肿瘤细胞 ＶＭ 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姜黄

素抗肿瘤的深刻内在机制，将是姜黄素抗肿瘤血管生

成治疗的一个发展方向。今后我们工作的重点也将

是，寻找更多治疗的具体作用靶点及药理机制，为中医

药治疗肿瘤提供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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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２０１２，７５（６）：２６９２７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１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编辑：张勋）

·６４２· 汪丛丛，等　姜黄素抑制肺癌细胞血管拟态形成机制探讨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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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论著

体检人群肺癌筛查低剂量螺旋犆犜
检出率与成本分析

张春芳１，２　曾强１　王维民１　冯丹１　贺媛３

１．解放军总医院（健康管理研究院：张春芳，曾强，王维民；医疗统计科：冯丹），北京１００８５３

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流行病室，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３．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人类遗传资源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　目的　评价低剂量螺旋ＣＴ在体检人群中进行肺癌筛查的检出率与花费情况。方法　纳入解放军总医院健康

医学中心和国际医学中心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符合条件的８８５９６例健康体检人员数据，通过查询２０１０年《北京市

三甲医院医疗收费手册》获得每例筛查和诊断费用，通过网络获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计

算低剂量胸部ＣＴ在健康体检人群中进行肺癌筛查的早诊率和早期发现成本系数（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ｉｎｄｅｘ，ＥＤＣＩ），与

同期解放军总医院门诊检出肺癌的早诊率进行比较，并比较各性别、年龄段的筛查花费。结果　总体肺癌检出率为

９５．８／１０万，且随年龄的增长而快速增长。女性检出率为９２．２／１０万，高于男性的４２．９／１０万，犘＝０．００４４。早诊率可达

到９０．６％（４８／５３），高于同期解放军总医院门诊早诊率２２．２％（３７１／１６６６），犘＜０．００１。发现１例肺癌患者的费用为

２３７５６２９元，发现早期病例费用为２６２３０９０元，按国人ＧＤＰ的ＥＤＣＩ为１８４．４，按北京市ＧＤＰ的ＥＤＣＩ为４６．８。结论　

低剂量螺旋ＣＴ用于体检中心肺癌筛查可将肺癌诊断时期大大提前，但其应用于全体检人群的筛查成本过大，宜先采取

流行病学的危险因素初筛出高危人群，然后对这些人再进行低剂量螺旋ＣＴ胸部扫描筛查肺癌。

【关键词】　肺癌；低剂量螺旋ＣＴ；筛查；检出率；花费；体检人群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４７－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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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犺犻狀犑犆犪狀犮犲狉犘狉犲狏犜狉犲犪狋，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４７－２５１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２６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４７－０５

　　近几十年来，肺癌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１］。肺

癌起病隐匿，早期无症状或症状不典型，多数肺癌确诊

已属中晚期，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据报道，其５年

生存率＜１５％
［２］。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是

肺癌防控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胸部Ｘ射线检查是

肺癌筛查应用最为普及的方法。体检中心肺癌的初筛

多依赖于胸部数字化造影（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Ｒ），

其图像质量比传统胸部Ｘ射线更优越，具有成像速度

快，成像分辨率高，操作流程简便等优点［３］。大量随机

对照试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ＲＣＴ）研究结

果表明，在人群中进行胸部Ｘ射线检查，虽能提高肺

癌的检出率，但是并不能因此降低肺癌的死亡率［４］。

原因在于，早期肺癌结节病变小，与周围肺组织对比

差，且易于被心脏、纵隔和膈肌等其他胸部组织所掩

盖，由此导致胸部Ｘ射线对早期肺癌的敏感度很低，

在国外已逐渐被低剂量胸部ＣＴ所替代
［５］。胸部ＣＴ

完全消除了前后组织周围结构重叠的干扰，分辨率高，

能发现＜１ｃｍ和常规Ｘ射线片难以发现的位于重叠

解剖部位的肺部病变，易判断肺癌与周围组织器官的

关系，其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均高于胸部 Ｘ 射

线［６］。低剂量ＣＴ能够有效提高肺癌的检出率，是胸

部Ｘ射线的２～８倍
［７］。其图像质量又满足临床影像

诊断的要求，值得在体检中心推广使用。然而，胸部

ＣＴ存在受检者累积放射剂量大和费用昂贵等问题。

本研究通过回顾解放军总医院国际医学中心和健康医

学中心的体检人群数据，初步评价胸部ＣＴ在健康体

检人群中进行肺癌筛查的检出率和花费情况。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在解放军总医院健

康医学中心和国际医学中心参加健康体检，且体检套

餐中包含低剂量胸部ＣＴ扫描的人群。

纳入标准：１）以常规健康查体为目的；２）年龄

≥１８岁；３）既往无胸部或其他部位恶性肿瘤病史；

４）对于重复查体者，１年内＞１次者，取本年度最后一

次的体检结果；５）对于重复查体者，剔除肺癌确诊后的

体检数据。

共有９０３２５例来自于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职工

接受了肺癌筛查体检，符合纳入标准的有６９７１６人，共

８８５９６人次。

１．２　筛查方法

受检者依据所选体检套餐行胸部ＤＲ正侧位摄片

及低剂量ＣＴ扫描。胸部ＣＴ扫描采用ＧＥ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

１６排螺旋ＣＴ扫描机（德国）。深吸气屏气，层厚及层

间距均为５ｍｍ，从肺尖至膈角连续扫描。对肺内发

现病变的兴趣部位用１．２５ｍｍ的重建层厚及层间距

进行扫描，对部分病变进行多平面重建影像处理。诊

断结果由３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共同作出。

疑似患者在气管内超声非实时引导下，行气管镜肺

活 检 （ｅｎｄ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ｔｒａｎｓ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ｌｕｎｇｂｉｏｐｓｙ，ＥＢＵＳＴＢＬＢ），以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肺

癌。ＥＢＵＳＴＢＬＢ仪器包括ＢＦ１Ｔ３０或ＢＦ１Ｔ２４０或

ＢＦ１Ｔ２６０型可弯曲气管镜、ＥｎｄｏｅｃｈｏＥＵＭ２０００腔内

超声主机、ＭＡＪ９３５超声探头驱动器、ＵＭＢＳ２０２６Ｒ腔

内超声探头（外径２．０ｍｍ）和 ＵＭＤＰ２０２５Ｒ（外径

２．５ｍｍ），均购自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肺癌分期根据１９９７

年国际抗癌联盟公布的修订后肺癌国际分期［８］。

１．３　筛查成本计算

成本是指所关注的某一特定方案或检测所消耗的

资源价值，以货币单位表示，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和隐性成本［９］。其中，直接成本是指提供医疗服务所

需费用，包括诊疗费、试剂费及检查费等；间接成本是

因检测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损失的费用；隐性成本指

病痛和意外引起的费用。间接成本和隐形成本的计算

具有不确定性，故均不予考虑，只计算研究方案中每位

受试者的直接成本。成本效果比采用单位效果所花

费的成本来表示。从患者角度计算直接医疗成本。

初筛成本主要包括造影剂、消耗品和人工费用。

常规胸部平扫打印５张胶片，螺旋ＣＴ另加２张。确

诊成本主要包括ＥＢＵＳＴＢＬＢ检查和病理诊断费用。

ＥＢＵＳＴＢＬＢ检查费用包括检查中穿刺及麻醉费用；

病理诊断费用根据切片数目及所测标志物种类及数量

而有所不同。虽然近年物价有所变动，但医疗收费标

准无较大幅度更改，故本仍使用２０１０年《北京市三甲

医院医疗收费手册》规定的物价标准。

１．４　相关定义及计算

早期肺癌指Ⅰ期肺癌，中期肺癌是指Ⅱ～ⅢＡ期

肺癌，而晚期则指ⅢＢ～Ⅳ期肺癌
［８］。发现病例平均

费用＝筛查总费用／发现病例数。发现早期病例平均

费用＝筛查总费用／早期发现病例数。早期发现成本

·８４２· 张春芳，等　体检人群肺癌筛查低剂量螺旋ＣＴ检出率与成本分析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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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ｉｎｄｅｘ，ＥＤＣＩ）为发现早期病

例平均费用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的比值
［１０］。中国人均 ＧＤＰ以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的均值计，网络数据显示为１４２２３．４元，而北

京市２００７年人均ＧＤＰ为５６０４４元。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符合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狓－±

狊和范围来表示，计数资料以构成比（％）表示。计数

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χ
２ 检验。使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符合纳入标准的有６９７１６人，共８８５９６人次，其

中１２０４７人体检次数＞１，占总人数的１７．２８％。表１

和图１所示，男性５８２２４人次，女性３０３７２人次，男女

比例为１．９１７∶１。年龄１８～８３岁，平均年龄（４５．８±

９．５）岁。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解放军总医院体检人群的性别和年龄分布

年龄组（岁）
２００７年

男 女

２００８年

男 女

２００９年

男 女

２０１０年

男 女

２０１１年

男 女
合计

１８～＜２３ ５５ ４１ ７６ ７０ ８９ ９２ ９５ ９５ ９２ ６３ ７６８

２３～＜２８ １０８ １１１ １５２ １７５ ２１７ ２０９ ２１２ １８６ ２１９ ２１３ １８０２

２８～＜３３ ２８６ １９８ ３６２ ２４１ ４３６ ３０５ ５１８ ３５３ ５８７ ３８３ ３６６９

３３～＜３８ ８７０ ４８２ １０３１ ５５３ １２５６ ６４９ １２３９ ６６６ １２５４ ６９０ ８６９０

３８～＜４３ １５７６ ７２０ １９１５ ８５１ ２２１０ １０９４ ２５２３ １２８１ ２６９６ １３８１ １６２４７

４３～＜４８ ２２０７ ９０３ ２７０５ １０９８ ３３４７ １５２３ ３６６２ １６７９ ３６１１ １７７０ ２２５０５

４８～＜５３ １５９４ ６６３ １８２５ ８１０ １９７２ ９１２ ２２３２ １０６３ ２７３６ １２９９ １５１０６

５３～＜５８ ９２３ ４６３ １２１５ ５５８ １４３８ ７４６ １７００ ９４４ １８９０ １０４６ １０９２３

５８～＜６３ ３９１ ２４１ ４６３ ３１２ ５１１ ３４７ ６４６ ４３８ ７９９ ５３５ ４６８３

６３～＜６８ １９９ １６６ ２１０ １８１ ２３９ ２１１ ３１０ ２５８ ３３１ ３０２ ２４０７

６８～＜７３ １２６ １１６ １１２ １１５ １５２ ９４ １６７ １３９ １３６ ９４ １２５１

７３～８３ ６８ ５７ ８０ ６７ ４８ ４０ ７１ ５４ ３５ ２５ ５４５

合计 ８４０３ ４１６１ １０１４６ ５０３１ １１９１５ ６２２２ １３３７５ ７１５６ １４３８６ ７８０１ ８８５９６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解放军总医院体检人群按性别分层的年龄分布

·９４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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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ＣＴ扫描怀疑肺癌的患者８３例，其中５３例经

ＥＢＵＳＴＢＬＢ确诊肺癌，体检人群肺癌检出率为５９．８／

１０万（５３／８８５９６），所发现的结节直径平均为１６ｍｍ，

９０．６％（４８／５３）为Ⅰ期肺癌。表２按年度列出检出率和

检出者的性别和中位年龄（最小值～最大值）。

２．２　筛查费用

表３所示，筛查总费用为１２５９０８３３５元，发现病

例费用２３７５６２９元（１７２６５２８／８８５６９）。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解放军总医院肺癌检出率及检出者的性别和年龄分布

年度

男性

总例数 检出例数
检出率

（／１０万）
检出者中位年龄

（岁，范围）

女性

总例数 检出例数
检出率

（／１０万）
检出者中位年龄

（岁，范围）

２００７ ８４０３ ５ ５９．５０ ５５（４４～７３） ４１６１ ９ ２１６．２９ ６１（４９～６４）

２００８ １０１４６ ５ ４９．２８ ６５（４６～７３） ５０３１ ６ １１９．２６ ６２（４３～７５）

２００９ １１９１５ ５ ４１．９６ ５１（４２～６９） ６２２２ ３ ４８．２２ ４６（４３～５６）

２０１０ １３３７５ ４ ２９．９１ ５４（４４～６７） ７１５６ ６ ８３．８５ ５５（４５～６７）

２０１１ １４３８６ ６ ４１．７１ ５８（５６～６４） ７８０１ ４ ５１．２８ ６１（４７～６７）

合计 ５８２２５ ２５ ４２．９４ ５９（４２～７３） ３０３７１ ２８ ９２．１９ ５９（４３～７５）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解放军总医院肺癌筛查费用明细

项目 数值

试剂和消耗品

　胸部ＣＴ平扫（元／例） ３１０

　螺旋加收（元／例） １５０

　进口造影剂（元／例） ５２０

　高压针筒（元／例） １６５

　注射器（元／次） ７０

　胶片费（元／张） ２９．０４

平均每例筛查费用（元） １４１８．２８

初筛总费用（元） １２５６５３９３５

ＥＢＵＳＴＢＬＢ检查（元／例） ４０００

平均病理诊断费用（元／例） ８００

平均诊断费用（元／例） ４８００

诊断总费用（元） ２５４４００

筛查人数（人） ８８５６９

筛查总支出（元） １２５９０８３３５

肺癌例数（狀） ５３

早期肺癌例数（狀） ４８

发现病例费用（元） ２３７５６２９

发现早期病例费用（元） ２６２３０９０

早期发现成本系数（按北京市ＧＤＰ） ４６．８

早期发现成本系数（按国人ＧＤＰ） １８４．４

２．３　各性别和年龄段病例筛查成本比较

在男性和女性中，肺癌检出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快速增长（见表４）。总体来说，女性的检出率高于

男性，犘＝０．００４４；经年龄分层后，不同年龄阶段的女

性检出率虽数值上均高于男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表４所示，男性病例检出平均费用为３３０９８０５元，

显著高于女性的１５４１５４３元２．１５倍；男性检出早期

病例平均费用是３５９７６１４元，而女性相应费用为

１７２６５２８元；以北京市２００７年人均 ＧＤＰ计算，男性

的ＥＤＣＩ为６４．２，女性的ＥＤＣＩ为３４．８，男性ＥＤＣＩ为

女性的１．８４倍。

２．４　肺癌患者分期和治疗

低剂量ＣＴ联合ＥＢＵＳＴＢＬＢ筛查出的５３例患

者在解放军总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其中Ⅰ期４８例，

Ⅱ期４例，Ⅲ期１例，早诊率达９０．６％。同期解放军

总医院门诊检出１６６６例肺癌，其中Ⅰ期为３７１例，早

诊率为２２．２％。筛查与门诊检出肺癌的早诊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２６．３００７，犘＜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早期筛查和合理治疗是改善肺癌患者预后的关

键。肺癌因其显著的临床和病理异质性，尚缺乏理想

的早期诊断方法。胸片、痰液检查及纤维支气管镜在

提高患者生存方面作用有限。目前，尚有许多研究探

讨痰液与血液中的分子标志物在肺癌早期、可行手术

治疗阶段的诊断作用。本研究对体检中心的健康查体

人群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低剂量ＣＴ普查发现的肺癌

病例属于早期病变者高达９０．６％，这与美国多项大型

研究的发现一致，提示低剂量ＣＴ肺癌筛查的效果与

国际主流研究的的效果相仿［１１１２］。然而本研究低剂量

ＣＴ普查的肺癌病例检出率非常低，如果不采取与流

行病学危险因素初筛的方法相结合，则会造成费用高

效益低的问题，增加医疗成本和负担。

　　应用低剂量螺旋ＣＴ查体能够发现更多的肺癌，

特别是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可使ⅠＡ期肺癌的发现

率从３５．１％上升至９３％
［１３１５］。Ｄｅｔｔｅｒｂｅｃｋ等

［１３］发

现，低剂量螺旋ＣＴ的肺癌发现率为０．４８％，而同一

地区相同人群中以前大规模检查肺癌的发现率仅为

０．０３％～０．０５％，低剂量螺旋ＣＴ筛查比胸片查体多

发现近１０倍的肺癌。同时本研究也提示，即便低剂量

螺旋ＣＴ的肺癌发现率较以往大幅提高，但其总体发

现率还是偏低的，直接用来对普通人群进行肺癌普查

的收益较低。

·０５２· 张春芳，等　体检人群肺癌筛查低剂量螺旋ＣＴ检出率与成本分析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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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解放军总医院肺癌筛查成本与不同性别及筛查起始年龄的关系

年龄段（岁） 狀
检出

（狀）
早期检出

（狀）
检出率

（／１０万）
筛查费用

（元）
患者平均费用

（元）
早期患者

平均费用（元）
ＥＤＣＩ

（国人ＧＤＰ）
ＥＤＣＩ

（北京ＧＤＰ）

男性 ５８２２４ ２５ ２３ ４２．９ ８２７４５１２３ ３３０９８０５ ３５９７６１４ ２５２．９ ６４．２

　＜５０ ４０２３６ ６ ６ １４．９ ５７１８１４５０ ９５３０２４２ ９５３０２４２ ６７０．１ １７０．０

　５０～６０ １４３７６ ７ ６ ４８．７ ２０４３０４７３ ２９１８６３９ ３４０５０７９ ２３９．４ ６０．８

　＞６０ ３６１２ １２ １１ ３３２．２ ５１３３１９９ ４２７７６７ ４６６６５４ ３２．８ ８．３

女性 ３０３７２ ２８ ２５ ９２．２ ４３１６３２１２ １５４１５４３ １７２６５２８ １２１．４ ３０．８

　＜５０ ２０１８９ ８ ７ ３９．６ ２８６９１６２７ ３５８６４５３ ４０９８８０４ ２８８．２ ７３．１

　５０～６０ ７３０９ ８ ７ １０９．５ １０３８７１９６ １２９８４００ １４８３８８５ １０４．３ ２６．５

　＞６０ ２８７４ １２ １１ ４１７．５ ４０８４３８９ ３４０３６６ ３７１３０８ ２６．１ ６．６

　合计 ８８５９６ ５３ ４８ ５９．８ １２５９０８３３５ ２３７５６２９ ２６２３０９０ １８４．４ ４６．８

　　根据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卫生部早诊早治项目宫颈癌、

食管癌／贲门癌、结直肠癌、肝癌及胃癌的筛查和早诊

早治数据，筛查发现以上癌症１例患者的费用在４３２２

～２８７５０元，发现早期病例费用４６２１～３５９３７元，

ＥＤＣＩ（按国人ＧＤＰ）为０．２２～１．６８
［１０］。在本研究中，

肺癌筛查８８５９６人，发现１例肺癌患者的费用是

２３７５６２９元，发现早期病例费用为２６２３０９０元，按国

人ＧＤＰ的ＥＤＣＩ为１８４．４，按北京市ＧＤＰ的ＥＤＣＩ为

４６．８。从数值上来讲，本研究的ＥＤＣＩ远远高出以上

卫生部早诊早治项目所纳入癌症筛查的ＥＤＣＩ。究其

原因，主要是因为本研究的低剂量螺旋ＣＴ检查费用

高于上述其他癌症的生物标志物筛查费用。但是，通

过对本人群进行的肺癌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诊断效果分

析发现，癌胚抗原（ｃａｒｃｉｎｏ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ＣＥＡ）、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ｎｅｕｒ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ｏｌａｓｅ，

ＮＳＥ）和细胞角蛋白１９片段抗原２１１（ｃｙｔｏｋｅｒａｔｉｎ１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ｎｔｉｇｅ２１１，ＣＹＦＲＡ２１１）等肺癌常用血清

标志物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都差强人意，用于肺癌早期

筛查的价值有限［１５］。所以，就目前的筛查技术和手段

来说，要在人群筛查中提高肺癌的早期诊断率，低剂量

螺旋ＣＴ是不二之选。但在应用时，必须考虑到其直

接用于人群筛查的费用太高而收益相对较低的现状。

　　综上所述，低剂量螺旋ＣＴ用于体检中心肺癌筛

查可将肺癌诊断时期大大提前，但其应用于全体检人

群的筛查成本过大，宜先采取流行病学的危险因素（如

年龄、性别和吸烟史等）初筛出高危人群，然后对这些

人再进行低剂量螺旋ＣＴ胸部扫描筛查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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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论著

９９犜犮犿 与１８犉标记犇犌犛狆犮犪１细胞系体外实验研究

霍宗伟　陈鸣陆※　王晓慧　李国梁　张鹏　方永存　杨国仁

山东省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１７

【摘要】　目的　探讨在肺癌葡萄糖代谢方面，新型葡萄糖代谢显像剂９９Ｔｃｍ 标记的葡萄糖氨荒酸盐配合物９９ＴｃｍＯ（ＤＧ

ＤＴＣ）２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摄影术（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ＰＥＣＴ）显像替代
１８Ｆ氟脱氧葡萄糖

（１８Ｆｆｌｕｏｒｏｄｅｏｘｙｇｌｕｃｏｓｅ，
１８ＦＦＤ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ｐｏｓｉｔｒ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ＥＴ）显像的可行性。方法　通

过配体交换反应，制备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配合物，ＨＰＬＣ分析法检测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的放化纯。常规孵育Ｓｐｃａ１细

胞备用。在分别加入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和
１８ＦＦＤＧ后，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组分别于３０ｍｉｎ、１ｈ、２ｈ、３ｈ和４ｈ５个时间

点测定Ｓｐｃａ１细胞内外放射性计数，
１８ＦＦＤＧ组分别于１０、２０、３０、６０和１２０ｍｉｎ５个时间点测定Ｓｐｃａ１细胞内外的放

射性计数，计算摄取率及细胞各个时间点的Ｃｉｎ／Ｃｏｕｔ值。结果　成功制备了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配合物。ＨＰＬＣ分析法测

定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放射性化学纯度≥９５％。注入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后３０ｍｉｎ时间点百分注射剂量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ｓｅ

ｒａｔｅ，ＩＤ）为（０．２６±０．０２）％，１ｈ为（０．６０±０．０５）％，２ｈ为（０．６８±０．０４）％，３ｈ为（０．８５±０．０５）％，４ｈ为（１．０±

０．１３）％；Ｃｉｎ／Ｃｏｕｔ３０ｍｉｎ为１．０，１ｈ为２．０，２ｈ为２．９，３ｈ为１．７，４ｈ为０．６。随时间延长，Ｓｐｃａ１细胞摄取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

ＤＴＣ）２ 逐渐增加，２ｈ时达到摄取最大比值，３和４ｈ逐渐下降。注入
１８ＦＦＤＧ后１０ｍｉｎ个时间点ＩＤ为（０．４０±

０．０５）％，２０ｍｉｎ为（０．７２±０．０２）％，３０ｍｉｎ为（０．９５±０．０３）％，６０ｍｉｎ为（１．０３±０．０５）％，１２０ｍｉｎ为 （１．１６±０．１３）％；

Ｃｉｎ／Ｃｏｕｔ１０ｍｉｎ为１．２，２０ｍｉｎ为２．０，３０ｍｉｎ为４．２，６０ｍｉｎ为３．５，１２０ｍｉｎ为３．０。随时间延长，Ｓｐｃａ１细胞摄取

１８ＦＦＤＧ逐渐增加，３０ｍｉｎ时达到摄取最大比值，２ｈ时开始下降。结论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制备后放射稳定性较好，肺

癌Ｓｐｃａ１细胞能较好地摄取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摄取规律与摄取

１８ＦＦＤＧ 显像剂的规律相似。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ＳＰＥＣＴ显像有望成为替代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显像的葡萄糖代谢显像剂。

【关键词】　９９Ｔｃｍ 标记葡萄糖；放射性药物；细胞系，肿瘤；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５２－２５５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狊狋狌犱狔狅犳
９９犜犮犿犗（犇犌犇犜犆）２犪狀犱

１８犉狅狀狆狌犾犿狅狀犪狉狔犪犱犲狀狅犮犪狉犮犻狀狅犿犪犮犲犾犾犛狆犮犪１

犎犝犗犣狅狀犵狑犲犻，犆犎犈犖犕犻狀犵犾狌※，犠犃犖犌犡犻犪狅犺狌犻，犔犐犌狌狅犾犻犪狀犵，

犣犎犃犖犌犘犲狀犵，犉犃犖犌犢狅狀犵犮狌狀，犢犃犖犌犌狌狅狉犲狀

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犖狌犮犾犲犪狉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犆犪狀犮犲狉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犑犻狀犪狀２５０１１７，犘．犚．犆犺犻狀犪

［犃犅犛犜犚犃犆犜］　犗犅犑犈犆犜犐犞犈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９９Ｔｃ
ｍｌａｂｅｌｅ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ｄｉｔｈｉｏｃａｒｂａｍ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

ＤＴＣ）２］ｉｎ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ｐｃａ１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犻狀狏犻狋狉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ｎｅｗｔｒａｃｅｒａｎｄ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ｏｎ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ｂ

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ｏｓｉｔｒ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
１８Ｆｆｌｕｏｒｏｄｅｏｘｙｇｌｕｃｏｓｅｗ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犕犈犜犎犗犇犛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ｗａ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ｌｉｇ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ｃｔｉｏｎ．ＨＰＬＣ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ｔｓｒａｄｉｏｎｕｃｌｉｄｉｃｐｕｒｉ

ｔｙ．Ｓｐｃａ１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ｕｂａｔｅｄ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ｒｏｕｐ，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ｗａｓ

ａｄｄｅｄ，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ｏｕｐ，
１８ＦＦＤＧ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ｅｌｌｐｌ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ｃｅｒｗａｓ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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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ｃａｎ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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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ｉｎｐ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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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Ｔｃｍ 标记葡萄糖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摄影术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ｈｏｔ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ＰＥＣＴ）肿瘤代谢显像，在早期诊断肺癌方面理论上

可以达到或接近１８Ｆ氟脱氧葡萄糖（１８Ｆｆｌｕｏｒｏｄｅｏｘ

ｙｇｌｕｃｏｓｅ，
１８ＦＦＤ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ｐｏｓｉｔｒｏｎ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ＥＴ）显像的效果。由于
９９Ｔｃｍ

不能直接标记葡萄糖的特性，针对９９Ｔｃｍ 标记葡萄糖

的螯合剂的研究已成为核医学研究的热点。本研究

对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在肺癌Ｓｐｃａ１细胞（为我国特有

的肺腺癌细胞系）进行细胞摄取实验研究，然后与

１８ＦＦＤＧ进行分析对比研究，以探讨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作为肿瘤葡萄糖代谢显像剂进行肺癌诊断的价值，及其

作为一种新型的葡萄糖代谢ＳＰＥＣＴ显像剂的可行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人肺癌细胞系Ｓｐｃａ１为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基础研究中心冻存。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制备药盒葡庚

糖酸盐中间体（ＧＨ 中间体）和葡萄糖氨荒酸盐配体

（ＤＧＤＴＣ配体）均由北京师范大学师宏药物研制中心

提供，９９Ｔｃｍ 原液由北京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１８ＦＦＤＧ由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ＰＥＴＣＴ中心

提供。二氧化碳培养箱ＢＢＤ６２２０为德国 Ｈｅｒａｅｕｓ公

司产品，细胞培养液为美国 ＧｉｂｃｏＢＲＬ公司生产的

ＤＭＥＭ和１０％的胎牛血清，离心机为德国 Ｈｅｒａｅｕｓ

公司生产的Ｓｔｒａｔｏｓ型，０．１％胰蛋白酶为 ＧＩＢＣＯ／

ＢＲＬ公司产品；磷酸盐缓冲液为ＰＢＳ缓冲液，γ放射

免疫计数仪 Ｇｃ９１１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实业总

公司产品，ＨＰＬＣ色谱柱为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司高效液

相色谱仪１５２５型。

１．２　
９９犜犮犿犗（犇犌犇犜犆）２ 制备过程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的制备通过配体交换反应来

实现。

１．２．１　
９９ＴｃｍＧＨ中间体的制备　将新鲜

９９ＴｃｍＯ４淋

洗液１～２ｍＬ加入到ＧＨ 冻干药盒中，充分摇匀，固

体完全溶解后，室温２０～３０℃下反应２０～３０ｍｉｎ，

得９９ＴｃｍＧＨ中间体。

１．２．２　配合物制备　将１ｍＬ５ｍｇ／ｍＬＤＧＤＴＣ配

体溶液加入到９９ＴｃｍＧＨ 中间体溶液中，混匀后沸水

浴反应１５ｍｉｎ，得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配合物。

１．２．３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放射化学纯度测定　制备

完成后，用 ＨＰＬＣ分析法进行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放射

化学纯测定，以７０％甲醇／水体系做流动相，要求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标记物放射化学纯度在＜６ｈ时均

≥９５％。

１．２．４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的质控　该标记物委托山

东省医学科学院药物所，进行物理性状、细菌、热原和

内毒素等指标的检测，确保其符合要求。

１．２．５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体外稳定性的检验　置

于真空瓶内的标记物在室温下放置１、２、３和６ｈ，分别

测量其放化纯度，观察标记物的稳定性。

１．２．６　
１８ＦＦＤＧ显像剂的制备　加速器轰击 Ｈ２

１８Ｏ

生成１８Ｆ，合成器ＱＭＡ柱吸附，经洗脱液洗脱后，在反

应瓶内经加热、干燥除水后，加入ＤＧ经标记后ＮａＯＨ

水解、酸中和，再经０．２２μｍ 无菌过滤器过滤完成

１８ＦＦＤＧ的制备，此过程由自动化完成。经 ＨＰＬＣ色

谱柱分析测定，放化纯≥９５％。

１．３　细胞实验

常规实验条件下体外培养肺癌细胞Ｓｐｃａ１２４个

６孔板。肺癌Ｓｐｃａ１细胞常规复苏，种植于含体积分

数为０．１的胎牛血清、１００Ｕ／ｍＬ青霉素和１００ｍｇ／Ｌ

的链霉素的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中，置３７℃、５％ 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饱和湿度，常规传代扩增至总量为５×

１０６ 时，准备接种。调整肺癌Ｓｐｃａ１细胞密度至５×

·３５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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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个／ｍＬ。于１２个６孔板中每孔加入１ｍＬ细胞悬

液，即每孔加入５×１０６ 个细胞，培养过夜。待细胞贴

壁 扩 增 至 ＞９０％ 融 合 时，每 孔 加 入 浓 度 为

３．７ＭＢｑ／ｍＬ示踪剂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１ｍＬ，分别

于３０ｍｉｎ、１ｈ、２ｈ、３ｈ和４ｈ５个时间点各取出上清，

用０．１％胰蛋白酶消化细胞，用１ｍＬＰＢＳ缓冲液冲洗

２遍，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３ｍｉｎ（ｒ＝１０ｃｍ），用γ井型测

量仪测量上清及细胞中的放射性计数。每个时间点取

２个６孔板．同法１０个６孔板加入Ｓｐｃａ１细胞备用

后，每孔加入浓度为３．７ＭＢｑ／ｍＬ示踪剂
１８ＦＦＤＧ

１ｍＬ，分别于１０、２０、３０、６０和１２０ｍｉｎ５个时间点各

取出上清，用０．１％胰蛋白酶消化细胞，用１ｍＬＰＢＳ

缓冲液冲洗 ２ 遍，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３ ｍｉｎ（ｒ＝

１０ｃｍ），用γ井型测量仪测量上清及细胞中的放射性

计数，每个时间点取２个６孔板。

１．４　观察指标

计算百分注射剂量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ｓｅｒａｔｅ，ＩＤ）和２

组活性细胞各时间点的Ｃｉｎ／Ｃｏｕｔ。

ＩＤ（％）＝
每孔细胞放射性计数

标准源计数 ×１００％

Ｃｉｎ／Ｃｏｕｔ＝
细胞内放射性计数
细胞外放射性计数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狓－±狊表示，经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处理，采

用非参数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９９犜犮犿犗（犇犌犇犜犆）２ 配合物的制备

成功制备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配合物。体外稳定

性检测结果显示，１ｈ放射性化学纯度为９７％，２ｈ为

９７％，３ｈ为９６％，６ｈ为９６％。

２．２　
９９犜犮犿犗（犇犌犇犜犆）２ 细胞摄取

每孔注入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后 ３０ ｍｉｎＩＤ 为

（０．２６±０．０２）％，１ｈ为（０．６０±０．０５）％，２ｈ为

（０．６８±０．０４）％，３ｈ为（０．８５±０．０５）％，４ｈ为

（１．０±０．１３）％；Ｃｉｎ／Ｃｏｕｔ３０ｍｉｎ为１．０，１ｈ为２．０，２ｈ

为２．９，３ｈ为１．７，４ｈ为０．６。提示，３０ｍｉｎ细胞内放

射性计数即已升高，随时间延长，细胞摄取逐渐增加，

１ｈ时已有较高的摄取比值，２ｈ时达最大，３和４ｈ时

逐渐下降。

２．３　
１８犉犉犇犌细胞摄取

注入１８ＦＦＤＧ后１０ｍｉｎＩＤ为（０．４０±０．０５）％，

２０ｍｉｎ 为 （０．７２±０．０２）％，３０ ｍｉｎ 为 （０．９５±

０．０３）％，６０ ｍｉｎ为（１．０３±０．０５）％，１２０ ｍｉｎ 为

（１．１６±０．１３）％；Ｃｉｎ／Ｃｏｕｔ１０ｍｉｎ为１．２，２０ｍｉｎ为

２．０，３０ｍｉｎ为４．２，６０ｍｉｎ为３．５，１２０ｍｉｎ为３．０。提

示，肺癌细胞１０ｍｉｎ即有放射性计数增高，随时间延

长，细胞摄取逐渐增加，３０ｍｉｎ时达到最大，２ｈ开始

下降。

２．４　２种显像剂细胞摄取比较

２种显像剂５个时间点细胞内外摄取分布，经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狕＝－１．６７６，

犘＝０．０９４。

３　讨论

放射性核素标记葡萄糖显像用于肿瘤诊断具有良

好的应用价值［１３］。主要常用的标记葡萄糖的放射性

核素有１８氟（１８Ｆ）和９９ｍ锝（９９Ｔｃｍ）等。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ＣＴ

显像已经成为诊断各种恶性肿瘤的重要方法［４５］。

ＦＤＧ也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
［６９］。

然而１８ＦＦＤＧ为非特异性显像剂，在许多炎症中

也存在高摄取，显像只能评估细胞质的感染，不能评估

细胞核的活性，因而其在区分肿瘤与炎症感染方面有

一定的局限性［１０］。另一方面，１８ＦＦＤＧ标记合成须回

旋加速器及专用合成器，显像须用ＰＥＴＣＴ，两者造成

了其检查费用高昂，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因

此，寻找低成本肿瘤显像剂及显像设备就有了需求。

９９Ｔｃｍ来源于核素发生器，易于获取，成本低，而显像设

备的造价仅为 ＰＥＴＣＴ 的１／１０～１／７。由此可见，

９９Ｔｃｍ标记葡萄糖代谢显像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易于

推广和普及。

９９Ｔｃｍ 作为金属离子，直接标记葡萄糖是不可行

的，而只能采用鳌合剂鳌合的间接标记法。美国安德

森癌症中心采用双半胱氨酸（ｌａｂｅｌｅｄ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ｃｙｓ

ｔｅｉｎｅ，ＥＣ）作为鳌合剂，成功合成了双半胱氨酸脱氧葡

萄糖 （ｌａｂｅｌｅｄ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ｄｅｏｘｙｇｌｕｃｏｓｅ，ＥＣ

ＤＧ）化合物，获得了高标记率的９９Ｔｃｍ 标记的双半胱

氨酸脱氧葡萄糖９９ＴｃｍＥＣＤＧ。其研究结果显示，

９９ＴｃｍＥＣＤＧ可被吸收进入细胞内，并最终参与细胞

核ＤＮＡ的合成过程，从而可用于显像
［１１］。

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９９ＴｃｍＥＣＤＧ在肿瘤内有

高摄取，可以作为恶性肿瘤功能分子显像剂［１２］。唐军

等［１３１４］对９９ＴｃｍＥＣＤＧ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动物实

验表明该显像剂在肿瘤组织内有较高的摄取，可用于

肿瘤的葡萄糖代谢显像。陈跃等［１５１６］和赵燕凌

等［１７１８］应用二乙三胺五乙酸（ｌａｂｅｌｌｅｄｄｉ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ｒｉ

ａｍｉｎｅｐｅｎｔａａｃｅｔａｔｅ，ＤＴＰＡ）作为螯合剂，也成功制备

了葡萄糖代谢显像剂９９Ｔｃｍ 标记的二乙三胺五乙酸脱

氧葡萄糖（９９ＴｃｍＤＴＰＡＤＧ），并对其进行了肺癌

Ａ５４９细胞系和乳腺癌ＭＣＦ７细胞系摄取的细胞实验

和荷瘤裸鼠体内分布方面的较为系统的系列实验研

究，结果证实肿瘤细胞可以摄取９９ＴｃｍＤＴＰＡＤＧ。

以上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此２种９９Ｔｃｍ

标记葡萄糖代谢显像剂还有一定的不足，其肿瘤与血

·４５２· 霍宗伟，等　９９Ｔｃｍ 与１８Ｆ标记ＤＧＳｐｃａ１细胞系体外实验研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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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以及肿瘤与肺的摄取比值仍较低，仍低于１８ＦＦＤＧ，

在肿瘤显像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本研究寻找

了一种新型葡萄糖代谢显像剂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并

对其进行了系列研究。

９９ＴｃｍＯ核标记Ｄ葡萄糖氨荒酸盐（９９ＴｃｍＯ（ＤＧ

ＤＴＣ）２）具有标记过程简单和稳定等特点。此显像剂

的制备合成成功，有望扩大９９Ｔｃｍ 标记葡萄糖在临床

的应用。本研究对该显像剂作了药物制备和细胞实验

研究，采用两步法制备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操作简便，

便于临床应用。本研究结果显示，该法的标记产率高，

体外稳定性好，标记后６ｈ放射性化学纯度仍能达到

＞９５％，达到放射性药物的使用要求。

本实验结果显示，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能够进入肺

癌Ｓｐｃａ１细胞，注入
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后１０ｍｉｎ，细

胞内放射性计数即已升高，随时间延长，癌细胞摄取显

像剂逐渐增加，１ｈ时已有较高的摄取比值，２ｈ时达

最大摄取比２．９，３ｈ开始逐渐下降。表明此显像剂能

在肿瘤细胞内有较长时间的滞留。这种能被肿瘤细胞

长时间摄取的特性，从理论上证明了其作为葡萄糖代

谢显像剂应用于肿瘤显像的可能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和
１８ＦＦＤＧ

在肺癌细胞内的分布，经５个时间点的趋势比较，发现

两者有着很好的相似性和一致性，都有其最高的细胞

内外比值时间点，最高点后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在细胞

内外比值下降快于１８ＦＦＤＧ组，说明了９９ＴｃｍＯ（ＤＧ

ＤＴＣ）２ 在细胞内的清除要快于
１８ＦＦＤＧ，降低了对细

胞的辐射照射。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在肿瘤细胞内清除

快的特性，表明了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ＳＰＥＣＴ显像若

能应用于临床，将比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显像更有优势。

２种显像剂摄取高峰时间的不同与２种放射性核

素半衰期不同及摄取机制等因素有关。９９ＴｃｍＯ（ＤＧ

ＤＴＣ）２ 在细胞内的摄取分布，与另２种
９９Ｔｃｍ 标记葡

萄糖代谢显像剂９９ＴｃｍＤＴＰＡＤＧ、９９ＴｃｍＥＣＤＧ的细

胞内分布规律相一致，并且制备方法更为简单。

对放射性核素来讲，能够参与细胞核增殖即能提

高诊断的特异性。能够掺入肿瘤细胞ＤＮＡ合成，并

能评估细胞核活性的显像剂可为肿瘤的鉴别诊断、早

期诊断及随访治疗提供依据。在这一点上９９Ｔｃｍ标记

葡萄糖代谢显像要优于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ＣＴ显像，有待

于进行分别建立炎症模型和肿瘤模型以对比研究。

本研究摄取实验结果表明，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能进

入肿瘤细胞内，并能较长时间的滞留，为该显像剂应用

于临床ＳＰＥＣＴ显像提供了细胞学理论依据。９９ＴｃｍＯ

（ＤＧＤＴＣ）２ 在肿瘤细胞内摄取规律与
１８ＦＦＤＧ一致，但

细胞内的清除快于１８ＦＦＤＧ，表明在一定程度上９９ＴｃｍＯ

（ＤＧＤＴＣ）２ 葡萄糖代谢显像优于
１８ＦＦＤＧ显像，使９９Ｔｃｍ

Ｏ（ＤＧＤＴＣ）２葡萄糖代谢显像替代
１８ＦＦＤＧ显像成为可

能。９９ＴｃｍＯ（ＤＧＤＴＣ）２ 有望成为另一种具有临床应用前

景的９９Ｔｃｍ 标记的葡萄糖代谢显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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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赵燕凌，陈跃，范旗，等．９９ｍＴｃＤＴＰＡＤＧ对乳腺癌 ＭＣＦ７细胞

增殖的影响［Ｊ］．中国现代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７（１０）：１１８７１１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０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２

（编辑：马骏）

·５５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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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论著

犚犖犃干扰抑制犈犚犆犆１／犈犚犆犆２表达对非小细胞肺癌

化疗敏感性影响观察

彭睿　周航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二科，贵州 遵义５６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利用ＲＮＡ干扰技术沉默非小细胞肺癌 Ａ５４９和 Ａ５４９／顺铂（ＤＤＰ）细胞株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的表

达对ＤＤＰ化疗敏感性的影响。方法　设计并合成靶向基因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和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并构建载体，通过前期转

染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筛选出沉默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基因表达最优的小分子ＲＮＡ片段及最佳的作用时间，再将筛选出来

的最优片段通过脂质体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ＴＭ２０００转染入Ａ５４９细胞，观察其转染效率，使用ＲＴＰＣＲ及细胞免疫组化分别

检测转染后基因及蛋白的表达变化；利用 ＭＴＴ法检测转染后细胞ＩＣ５０，观察其对ＤＤＰ耐药性的变化；再根据实验结果，

从Ａ５４９和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株中选定一株能够被逆转耐药的细胞接种于１２只裸鼠皮下，观察裸鼠成瘤时间，并加用

ＤＤＰ局部化疗４次，记录肿瘤体积变化情况。结果　通过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和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转染 Ａ５４９细胞株后，其

ＥＲＣＣ１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为１０４．０９７８±８．５５１３，未转染组为１２８．４６５６±１２．３６０４；ＥＲＣＣ２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为

９０．４１５７±７．８８２１，未转染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组为１２３．３１００±１０．９９９２。转染组的 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均小于未转染组，

犘＜０．０５。转染Ａ５４９细胞后，转染组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蛋白表达量分别为１．９８２１±０．５１８７和２．０８７１±０．６５５２，明显

低于未转染组ＥＲＣＣ１（４．５７６４±１．２７１１）和ＥＲＣＣ２（５．６８００±１．４１６７），犘＜０．０１；ＭＴＴ结果提示，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和

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转染细胞 Ａ５４９后的ＩＣ５０分别为（２０．３２２７±０．４５２１）和（２０．３９４７±０．４７９４）μｇ／ｍＬ，与未转染组

（２１．０６２４±０．７６６４）μｇ／ｍ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转染 Ａ５４９细胞后未发现逆转ＤＤＰ耐药的效果，故筛选出

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株。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转染组的肿瘤体积为（１４４．６３±７．６７）ｍｍ３，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转染组为（１３０．６５±

８．４５）ｍｍ３，均明显小于未转染组的（２５２．３５±１２．３６）ｍｍ３，犘＜０．０１。结论　高效的特异性ｓｉＲＮＡ能抑制非小细胞肺

癌细胞中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并能使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株对ＤＤＰ的耐药性降低，但不能改变 Ａ５４９细

胞株对ＤＤＰ的耐药性。

【关键词】　ＲＮＡ干扰；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基因；非小细胞肺癌；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Ａ５４９细胞；顺铂耐药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５６－２６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犚犖犃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犿犲犱犻犪狋犲犱犈犚犆犆１犪狀犱犈犚犆犆２

狅狀狋犺犲犮犺犲犿狅狋犺犲狉犪狆狔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犖犛犆犔犆

犘犈犖犌犚狌犻，犣犎犗犝犎犪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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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犅犛犜犚犃犆犜］　犗犅犑犈犆犜犐犞犈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ｂａｓｅｄ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

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ｙＲＮＡ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犕犈犜犎犗犇犛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ａｎｄ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ｉｎｔｏｈｕｍａｎ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Ａ５４９／ＤＤＰ，ｓｅｌｅｃｔ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ｉｍ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ＴＭ２０００ｗ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ｔｏ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ＲＴＰＣＲａｎｄｃｅｌｌ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

ｇｅ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ＩＣ５０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ＭＴＴ，ａｎｄ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ｗ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ｉｎｔｏｎｕｄｅｍｉｃｅ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ｔｕｍｏ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ｕｍｏｒｖｏｌｕｍｅ．犚犈犛犝犔犜犛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ａｎｄ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ｗａ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ｏＡ５４９ｃｅｌｌ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ＲＣＣ１ｍＲＮＡｗａｓ

１０４．０９７８±８．５５１３，ｉｎｕ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ｉｔｗａｓ１２８．４６５６±１２．３６０４，ＥＲＣＣ２ｍＲ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基金项目】　贵州省科技厅资助项目〔黔科合Ｊ字（２００７）２１２９〕

【第一作者简介】　彭睿，男，贵州遵义人，硕士，住院医师，主要从事腹盆部肿瘤综合治疗的临床研究工作。

Ｔｅｌ：８６－８５２－８６０９２１２　Ｅｍａｉｌ：１３５９８８４７４２＠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简介】　周航，女，贵州遵义人，硕士，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腹盆部肿瘤综合治疗的临床研究工作。

Ｔｅｌ：８６－８５２－８６０９２１２　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６６１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６５２· 彭睿，等　ＲＮＡ干扰抑制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表达对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敏感性影响观察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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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ｗａｓ９０．４１５７±７．８８２１，ｉｎｕ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ｍＲＮＡｗａｓ１２３．３１００±１０．９９９２，ｍＲＮＡ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ｕ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ｉｎｔｏＡ５４９ｃｅｌｌｓ，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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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在许多国家已位居恶性肿瘤死因的第１

位［１］。非小细胞肺癌死亡率约为７５％
［１２］。≥６０％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诊断时已为晚期，以化疗为主的综合

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法［３］。以顺铂（ＤＤＰ）为基础的联

合化疗广泛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宫颈癌及头颈

部肿瘤治疗，并取得一定疗效［３］。然而，一些晚期肿瘤

如非小细胞肺癌，对ＤＤＰ产生耐药导致了治疗效果

差。ＤＮＡ损伤修复机制中核苷酸切除修复（ｎｕｃｌｅｏ

ｔｉｄｅ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ｐａｉｒ，ＮＥＲ）途径是目前研究肺癌ＤＤＰ

耐药机制的热点［４］。在 ＮＥＲ修复途径中，有许多基

因参与其过程，其中切除修复交叉互补基因１（ｅｘｃｉ

ｓ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１，ＥＲＣＣ１）及ＥＲＣＣ２为该修复机制的重要因

子。ＥＲＣＣ１是该机制的限速酶，能够识别 ＤＮＡ 损

伤，并使停滞在 Ｇ２／Ｍ 期的损伤 ＤＮＡ 迅速修复
［５］。

ＥＲＣＣ２是修复机制中转录因子ⅡＨ（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ⅡＨ，ＴＦⅡＨ）复合物，涉及到凋亡、翻译及细胞

周期的调节等，且具有三磷酸腺苷（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ｔｒｉ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ＡＴＰ）依赖的ＤＮＡ解旋酶活性
［６］。本研究设

想利用ＲＮＡ干扰技术特异性抑制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

的表达，使目的基因的 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量下降，从

而降低了ＮＥＲ的修复能力，达到逆转ＤＤＰ耐药的目

的，提高ＤＤＰ化疗药物的疗效，为将来的临床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细胞和动物及主要试剂

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株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细

胞库建株，Ａ５４９细胞株由中国科学院提供。裸鼠

１５只，购于第三军医大学，周龄４～６周，体质量１８～

２０ｇ，雄性，在遵义医学院中心实验室ＳＰＦ环境中饲

养，动物合格证号为ＳＣＸＫ京２００９０００７（北京华阜康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ＲＰＭ１６４０及胎牛血清均购

于 Ｈｙｃｌｏｎ公司，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ＴＭ ２０００购于Ｉｎｖｉｔｒｏ

ｇｅｎ公司，Ｔｒｉｚｏｌ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ＹＢＲ○
Ｒ ＰｒｅｍｉｘＥｘＴａｑ

ＴＭ

及逆转录试剂盒购于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ＥＲＣＣ１一抗和

ＥＲＣＣ２一抗购自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ｅｃｈ公司，鼠抗人二抗购自

北京中杉公司，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质粒表达载体由上海

吉凯公司提供，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表达载体由广东复能

公司提供，ＭＴＴ购于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

包括ｉｃｙｃｌｅｒ荧光定量ＰＣＲ仪（美国ＢＩＯＲＡＤ）、

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仪器有限公司）、倒置荧光

显微镜（德国 ＤＩＣ）和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Ｅｐｐｅｎ

ｄｏｒｆ）等。

１．３　引物

ＥＲＣＣ１（基因库ＮＭ＿００１９８３）上游引物为５′ＧＧ

ＡＧＡＣＣＴＡＣＡＡＧＧＣＣＴＡＴＧＡＧＣＡ３′，下游为５′Ａ

ＣＴＴＣＡＣＧＧＴＧＧＴＣＡＧＡＣＡＴＴＣＡＧ３′；内参 ＧＡＰ

ＤＨ１上游引物为５′ＣＣＣＣＴＴＣＡＴＴＧＡＣＣＴＣＡＡＣ

ＴＡＣＡＴ３′，下游为５′ＣＡＴＧＡＧＴＣＣＴＴＣＣＡＣＧＡＴ

ＡＣＣＡＡ３′；由ＴａＫａＲａ公司设计合成。ＥＲＣＣ２（基因

库ＮＭ０００４００．３）上游引物为５′ＣＡＡＧＡＡＣＴＧＴＧＣ

ＣＡＧＡＧＡＴＴＧＡＧＡ３′，下游为５′ＣＴＧＴＧＡＧＧＣＴ

ＧＴＧＧＣＡＴＴＴＣ３′；内参ＧＡＰＤＨ２上游引物为５′Ｇ

ＣＡＣＣＧＴＣＡＡＧＧＣＴＧＡＧＡＡＣ３′，下游为５′ＴＧＧＴ

ＧＡＡＧＡＣＧＣＣＡＧＴＧＧＡ３′；由大连宝生物有限公司

设计及合成。

１．４　狊犻犚犖犃犈犚犆犆１及狊犻犚犖犃犈犚犆犆２的筛选

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和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的最佳片段筛选及

最佳转染时间在前期的体外实验中均已得出［７］。ｓｉＲ

ＮＡ３ＥＲＣＣ１转染后４８ｈ，转染率最优；ｓｉＲＮＡ２ＥＲＣＣ２转

染后７２ｈ，转染率最高。以下实验均选用上述片段及

最佳转染时间，ｓｉＲＮＡ３ＥＲＣＣ１最优序列为 ＧＧＣＴ

·７５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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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ＴＴＧＡＴＧＴＣＣＴＧＣＡ，ｓｉＲＮＡ２ＥＲＣＣ２ 为 ＡＣＴ

ＧＣＣＧＡＴＴＣＴＡＴＧＡＧＧＡ。

１．５　细胞培养

Ａ５４９／ＤＤＰ及Ａ５４９细胞常规培养于含１０％胎牛

血清的培养基中，１００Ｕ／ｍＬ双抗的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

液，２ｄ换液１次，３～４ｄ传代１次，３７℃、５％ＣＯ２ 培

养箱中培养。

１．６　体外转染犃５４９细胞

将细胞分为未转染组、转染组（ＥＲＣＣ１ｓｉＲＮＡ及

ＥＲＣＣ２ｓｉＲＮＡ）及阴性对照组（ＥＲＣＣ１的阴性对照

组由上海吉玛公司提供，ＥＲＣＣ２的阴性对照组由广东

复能基因公司提供）。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调整细胞密

度为２×１０５ｍＬ－１，接种于２４孔板中（５００μＬ／孔），用

脂质体转染试剂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ＴＭ２０００转染，按说明

书进行，转染试剂与质粒载体的比例为２μＬ∶１μｇ

（经前期实验得出该比例效果好）；转染时细胞融合率

９０％左右。

１．７　转染效率的荧光显微镜检测

使用带绿色荧光蛋白的ｓｉＲＮＡ 表达载体转染

Ａ５４９细胞株，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先用ＤＰＢＳ洗

涤，洗去死亡的细胞，荧光显微镜明场下固定１个视

野，数出细胞总数，同时转换荧光光源计数发绿色荧光

的细胞数，每孔随机选择５～６个观察视野。

转染效率（％）＝
有效转染细胞数
细胞总数 ×１００％

１．８　犈犚犆犆１和犈犚犆犆２犿犚犖犃的犚犜犘犆犚检测

采用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ⅠＲ染料法，Ｔｒｉｚｏｌ提取各组

细胞总ＲＮＡ，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核酸定量及纯度的

检测。取２μｇＲＮＡ作为模板进行反转录，合成ｃＤ

ＮＡ，以ｃＤＮＡ为模板在ＲＴＰＣＲ仪器上进行实时定

量扩增，按照荧光定量试剂盒说明书建立反应体系及

条件。采用相对定量法检测转染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

异性表达，以ＧＡＰＤＨ作为内参照，根据扩增曲线，以

Ｃｔ值为统计参数依次计算转染组与对照组之间的

差别。

平均Ｃｔ＝
Ｃｔ１＋Ｃｔ２＋Ｃｔ３

３（复孔）

ΔＣｔ＝Ｃｔ平均值－Ｃｔ中间值

基因表达＝２－ΔＣｔ

相对定量＝
目的基因表达
内参基因表达

１．９　犈犚犆犆１和犈犚犆犆２蛋白表达的免疫组化测定

制作细胞爬片，完成组化前准备。在爬片上滴加

一抗，ＥＲＣＣ１为１∶５０，ＥＲＣＣ２为１∶１００，均根据其

说明书选择不同浓度梯度实验后，筛选出效果最优的

浓度梯度。阴性对照组用 ＤＰＢＳ代替一抗，４℃过

夜。第２天取出６孔板，ＤＰＢＳ漂洗后加入二抗孵育

２０ｍｉｎ，用 ＤＡＢ显色，在显微镜下观察显色情况，

３ｍｉｎ后自来水冲洗，苏木精复染３０ｓ，封片后观察，用

ＩＰＷＩＮ６０软件分析结果。

１．１０　转染前后犃５４９对犇犇犘变化的犕犜犜检测

取对数生长期的Ａ５４９细胞，以每孔２×１０４ 个均

匀种植于９６孔板，按以上步骤进行转染。取ＤＤＰ最

大质量浓度１ｍｇ／ｍＬ做等比稀释，共６个浓度，分别

加入９６孔板中，终质量浓度分别为１００、５０、２５、１２．５、

６．２５和３．１２５μｇ／ｍＬ。继续培养４８ｈ后，每孔中加

入５ｍｇ／ｍＬ四甲基偶氮唑蓝（ＭＴＴ）２０μＬ。培养箱

培养４ｈ。上述细胞分为转染组（分别转染ｓｉＲＮＡＥＲ

ＣＣ１和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未转染组（Ａ５４９细胞转染

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ＴＭ２０００后加入ＤＤＰ，未转染ｓｉＲＮＡ小

分子片段）和调零组（只含等体积完全培养基，不加药

物）。每孔中加入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１００μＬ，震荡

１０ｍｉｎ，使结晶物完全溶解。用酶标仪５６０ｎｍ测定Ａ

值，计算半数抑制量（ＩＣ５０）值。每种条件做３个平行

孔，并重复３次。

抑制率＝
１－Ａ加药组

Ａ对照组

１．１１　裸鼠成瘤模型的建立

通过前期的体外实验，选出能逆转ＤＤＰ耐药的细

胞株（Ａ５４９和 Ａ５４９／ＤＤＰ其中１株）接种裸鼠腋下。

１２只裸鼠分为３组，未转染组（加入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ＴＭ２０００

转染试剂，不加小分子ＲＮＡ抑制片段）、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

转染组和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转染组。空白对照组３只为

ＤＢＰＳ接种，在预实验中已观察到无法成瘤，先将培

养皿中转染后的细胞用胰蛋白酶消化，调整密度为２×

１０７ｍＬ－１，０．２ｍＬ接种于裸鼠左侧腋窝皮下。观察成

瘤情况，记录肿瘤成长时间及体积变化，待肿瘤长大至

约６０ｍｍ３ 后记录为到达成瘤标准，开始行局部ＤＤＰ

〔批号为１Ａ１Ａ１３０８０３４Ｂ，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化疗，剂量为０．２ｍＬ，质量浓度为１ｍｇ／ｍＬ，３ｄ１次，

重复４次后，处死裸鼠，解剖出肿瘤，测量肿瘤体积

（犞），比较转染组及未转染组肿瘤体积的差异。

犞＝
Ａ×Ｂ２

２

　　Ａ为肿瘤长径，Ｂ为肿瘤短径。

１．１２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结果以

狓－±狊表示，符合正态分布，多组间差异采用犉检验，两

两亚组间差异比较如方差齐采用ＬＳＤ狋检验法，如果

方差不齐采用Ｄｕｎｎｅｔｔ’Ｔ３法。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狊犻犚犖犃的转染效率

绿色荧光标记的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转染 Ａ５４９细胞

·８５２· 彭睿，等　ＲＮＡ干扰抑制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表达对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敏感性影响观察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ww
w.

sc
ien

ce
-tr

uth
.co

m



４８ｈ及ｓｉＲＡＮＥＲＣＣ２转染７２ｈ后，未转染组中未见

细胞内有荧光蛋白表达，转染组多数细胞荧光等级达

较强以上，提示转染成功（图１）。ＥＲＣＣ１转染效率为

（５２．１３±２．７８）％，ＥＲＣＣ２为（７４．１７±３．１２）％。

注：Ａ．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Ｂ．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

图１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和

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转染Ａ５４９细胞（×４０）

２．２　转染前后犈犚犆犆１和犈犚犆犆２的犿犚犖犃表达

２．２．１　扩增及溶解曲线　图２所示，所有细胞组均可

以扩增出ＧＡＰＤＨ及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基因，实验成

功。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及ＧＡＰＤＨ均只出现单峰，无双

峰图形，特异性好，结果可信。

２．２．２　转染Ａ５４９后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ｍＲＮＡ的变化　

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转染７２ｈ后，ＥＲＣＣ２基因 ｍＲＮＡ的相

对表达量在ｓｉＲＮＡ２ＥＲＣＣ２组为９０．４１５７±７．８８２１，

阴性对照组为１１４．２３５１±８．８７３１，未转染组为

１２３．３１００±１０．９９９２，３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犉＝

３６．６５４，犘＜０．０１。转染组与未转染组比较，ＥＲＣＣ１

ｍＲＮＡ表达下降，犘＜０．０１。ｓｉＲＮＡ３ＥＲＣＣ１转染Ａ５４９

细胞４８ｈ后，转染组ＥＲＣＣ１ｍＲＮＡ的相对表达量为

１０４．０９７８±８．５５１３，阴 性 对 照 组 为１２２．６８７２±

１０．７１３１，未转染组为１２８．４６５６±１２．３６０４；３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犉＝９．１１７，犘＝０．０２；未转染组的ｍＲ

ＮＡ相对表达明显高于ｓｉＲＮＡ３ＥＲＣＣ１转染组，犘＝

０．００９，犘＜０．０１。转染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后，ＥＲ

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基因的ｍＲＮＡ量均比未转染前降低。

　　注：Ａ．ＥＲＣＣ１和ＧＡＰＤＨ基因溶解曲线；Ｂ．ＥＲＣＣ１和ＧＡＰＤＨ基

因扩增曲线；Ｃ．ＥＲＣＣ２基因的扩增曲线；Ｄ．ＥＲＣＣ２基因的溶解曲线

图２　ＥＲＣＣ１和ＧＡＰＤＨ基因溶解与扩增曲线

２．３　转染前后犈犚犆犆１／犈犚犆犆２的蛋白表达

图３Ａ和图３Ｂ比较，发现图３Ｂ的细胞核被深染

成褐色（ＥＲＣＣ１蛋白表达）的细胞明显多于图３Ａ，说明

·９５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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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转染组中ＥＲＣＣ１的蛋白明显多于转染组。ｓｉＲ

ＮＡＥＲＣＣ１转染组的积分光密度（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ＯＤ）值为１．９８２１±０．５１８７，明显低于未转

染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组的４．５７６４±１．２７１１，狋＝７．０７０，

犘＜０．０１；提示转染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后的细胞，ＥＲＣＣ１

的蛋白表达量较未转染组的确明显下降。图３Ｃ和

图３Ｄ可以看出，未转染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的细胞免疫组化

疗中，ＥＲＣＣ２蛋白明显多于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转染过后的

细胞。未转染组的ＩＯＤ值为５．６８００±１．４１６７，明显

高于转染组的２．０８７１±０．６５５２，狋＝８．５７１，犘＜０．０１。

　　注：Ａ．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转染；Ｂ．无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转染；Ｃ．ｓｉＲＮＡＥＲ

ＣＣ２转染；Ｄ．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转染

图３　免疫组化测定转染前后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

蛋白的表达（ＳＰ×２００）

２．４　犃５４９细胞对犇犇犘化疗敏感性变化

转染前后Ａ５４９细胞对ＤＤＰ的敏感性无明显变

化。未转染组对 ＤＤＰ 的 ＩＣ５０ 值为 （２１．０６２４±

０．７６６４）μｇ／ｍＬ，转染 ＥＲＣＣ１ｓｉＲＮＡ１为（２０．３２２７±

０．４５２１）μｇ／ｍＬ，犘＝０．０５８。转染 ＥＲＣＣ２ｓｉＲＮＡ２

ＩＣ５０值为（２０．３９４７±０．４７９４）μｇ／ｍＬ，转染组与未转

染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８７。３组间抑制

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犉＝０．４４９，犘＝０．６４７。

２．５　裸鼠成瘤观察

转染ｓｉＲＮＡ后的ＩＣ５０无明显变化，犘＞０．０５；认为

该细胞株转染前后对ＤＤＰ的敏感性无变化，故裸鼠成

瘤实验选择耐 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株接种于裸鼠腋下

（图４）。裸鼠的成瘤时间为１８～２４ｄ，到达成瘤标准

的裸鼠按步骤进行化疗。表１和图５显示，未转染组

肿瘤的大小经化疗后体积增大明显，且随着时间延长，

肿瘤不断生长，裸鼠处死后分离肿瘤，体积为（２４７．５８±

１４．６３）ｍｍ３；经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和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转染

后，ＤＤＰ化疗，肿瘤体积虽然未完全消失，但其生长明

显变慢，最终体积均明显小于未转染组，分别为

（１４４．６３±７．６７）和（１３０．６５±８．４５）ｍｍ３，狋值分别为

１４．８１和１６．２５，犘＜０．０１。

注：箭头．新生肿瘤

图４　接种肿瘤细胞成功成瘤

３　讨论

以ＤＤＰ联合其他化疗药物为基础的化疗方案仍

然是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方案［８］。接受

ＤＤＰ化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总生存率得到提高
［９］。

·０６２· 彭睿，等　ＲＮＡ干扰抑制ＥＲＣＣ１／ＥＲＣＣ２表达对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敏感性影响观察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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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临床治疗中，因为肿瘤细胞获得性或原发性的

耐药，导致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目前小分子 ＲＮＡ

干扰技术已广泛用于体内及体外研究［１０］。Ｃｈｅｎ等
［１１］

发现，通过小分子ＲＮＡ抑制ＩＬ８的表达，使得ＩＬ８

因子沉默。国内研究也证明，ｓｉＲＮＡ具有良好的特异

性，并能沉默靶基因的表达。Ｙｕ等
［７］通过ｓｉＲＮＡ抑

制非小细胞肺癌的 ＭＤＭ２基因，使得肿瘤细胞周期停

滞及凋亡增加。由于ｓｉＲＮＡ的高特异性，可以很好的

沉默目的基因，控制其表达，因此本研究利用该项技术

沉默耐药基因ＥＲＣＣ１和 ＥＲＣＣ２的表达，达到逆转

ＤＤＰ耐药的目的。

表１　铂类化疗药物对肿瘤体积大小的影响（狀＝４，ｍｍ３）

组别 第１天 第４天 第７天 第１０天

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组 ６５．２１±７．２８ １０３．５６±４．１４ １１０．１０±３．１５ １４４．６３±７．６７

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组 ６３．３９±３．２２ １０４．８９±３．６６ １０８．７６±４．３３ １３０．６５±８．４５

未转染组 ６２．９０±５．３３ １１４．８０±３．２７ １５３．８５±５．６３ ２５２．３５±１２．３６

犉值 ０．２０３ １３．１１２ １３０．４９５ １６８．７０３

犘值 ０．８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图５　第４次化疗后间隔３ｄ处死裸鼠解剖下的肿瘤

　　前期的实验中，宋志雨等
［１２］已成功筛选出ｓｉＲ

ＮＡＥＲＣＣ１和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２的最佳片段及最佳转

染时间，并将其转染入 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中，得出了小

分子ＲＮＡ干扰片段可以从体外逆转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

株对ＤＤＰ的耐药。

本研究成功的将最优ｓｉＲＮＡＥＲＣＣ１和ｓｉＲＮＡＥＲ

ＣＣ２小分子片段转染入Ａ５４９细胞中，并采用ＲＴＰＣＲ

和细胞免疫组化法测定靶基因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的

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发现转染组较未转染组下降明

显，证明了该小分子片段的确起到沉默目的基因的效

果。通过 ＭＴＴ实验发现，Ａ５４９细胞株的ＩＣ５０转染前

后无明显变化，说明在转染Ａ５４９细胞株的实验中，小

分子干扰ＲＮＡ能够抑制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基因的表

达，使该基因的ｍＲＮＡ及蛋白均减少，但对ＤＤＰ的敏

感性却无变化。因此，在下一步体内逆转耐药的实验

中，选择能够在体外逆转ＤＤＰ耐药的细胞株 Ａ５４９／

ＤＤＰ进行。

将转染与未转染的 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株分别接种

于裸鼠腋下，达到成瘤标准后予ＤＤＰ化疗，发现转染

组的肿瘤体积虽较化疗前无缩小，但是生长速度明显

减慢，与未转染组的肿瘤体积比较缩小明显。本研究

发现，低表达ＥＲＣＣ１对 ＤＤＰ化疗的敏感性明显升

高，这与Ｕｅｄａ等
［１３］和Ｏｌａｕｓｓｅｎ等

［１４］研究一致。同时

发现，ＥＲＣＣ２低表达对ＤＤＰ化疗敏感性也升高。然

而张胜利等［１５］和Ｓｈｉｍｉｚｕ等
［１６］研究未发现ＥＲＣＣ２的

表达情况与ＤＤＰ敏感性有关。且 Ｍｏｉｓａｎ等
［１７］研究

得出，当降低ＥＲＣＣ２表达时，肿瘤细胞对铂类化疗药

物的敏感性不变，但对紫杉醇的敏感性提高３～５倍，

具体原因还需更大的样本量来明确ＥＲＣＣ２基因与

ＤＤＰ耐药性的关系。

Ｙｉｎ等
［１８］和Ｓｈｉ等

［１９］发现，在结直肠癌患者中，

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可以作为有效的预测因子评估以

奥沙利铂为基础的化疗疗效。同样，本实验也得出了

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的表达情况与ＤＤＰ药物的敏感性

密切相关，因此该基因是否也能够预测以ＤＤＰ为基础

的化疗对非小细胞癌患者疗效的评估。并且张慧

等［２０］发现，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外周血中ＥＲＣＣ１和

ＥＲＣＣ２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与其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

呈明显正相关，犘＜０．０１。据此，能否找出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肿瘤组织中与外周血中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表

达水平的关系，从而更加简便的通过检测肿瘤患者外

周血中的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基因表达变化情况，预测

肿瘤对ＤＤＰ化疗药物敏感性。

另外本研究发现，小分子 ＲＮＡ 片段能够抑制

Ａ５４９细胞株的ＥＲＣＣ１及ＥＲＣＣ２的表达，但抑制后

的该细胞株的对ＤＤＰ的敏感性却无变化，犘＞０．０５。

Ｓｅｅｔｈａｒａｍ等
［２１］发现，奥沙利铂诱导耐药和非耐药的

大肠癌细胞株时，耐药株ＥＲＣＣ１的ＲＮＡ表达较诱导

前升高了２～３倍，而在非耐药细胞株中，ＥＲＣＣ１基因

的表达无明显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在耐药或不耐药

的肿瘤细胞中，其修复基因ＥＲＣＣ１和ＥＲＣＣ２表达均

较少［２２２３］。由于耐药细胞株经过化疗药物铂诱导后，

修复基因的表达增加明显，从而使得该细胞株产生了

耐药；而在非耐药株中，铂类化疗药物诱导前后修复因

子表达无变化，因此解释了本实验中敏感细胞株较转

染后对ＤＤＰ耐药性未发生改变的原因。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ｓｉＲＮＡ干扰技术在恶

·１６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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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肿瘤治疗中的前景。但是在临床治疗中，很多问题

随之而来：１）ｓｉＲＮＡ是极度容易被降解的小分子片

段，如何能保证其在细胞内保持稳定，持续发挥作用；

２）如何将ｓｉＲＮＡ导入细胞，ｓｉＲＮＡ很难通过生物学

屏障，所以将特异性的小分子ＲＮＡ转入细胞发挥其

生物学效应也是当今所面临的难题［２４］。洪智贤等［２５］

利用ＳＣＲＡＡＶ病毒载体质粒，Ｌｉｕ等
［２６］利用慢病毒

以及目前较流行的用纳米作为载体［２７］均能成功的携

带ｓｉＲＮＡ抵达目的基因，达到沉默目的基因的预期结

果，但是其载体在人体内的影响及相关毒副作用却不

得而知。因此目前ｓｉＲＮＡ干扰技术主要用于实验研

究，通过该项技术沉默研究靶点基因，从而了解其靶点

基因的生物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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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论著

氯化钴低氧诱导食管癌细胞犞犈犌犉
与狆犲狉２的节律性研究

邹文萍１，２　宋俊梅２
，３
　李光明２　刘康４　胡欣２　李迎春１

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核医学科，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２１

２．南充市中心医院肿瘤科，四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０

３．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四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０

４．川北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组织工程与干细胞研究所，四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０

【摘要】　目的　鉴定氯化钴（ＣｏＣｌ２）诱导离体人食管癌细胞株Ｅｃａ１０９化学性低氧的最佳浓度。检测离体人食管癌细

胞株Ｅｃａ１０９在持续黑暗与正常光暗循环条件下ｐｅｒ２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

表达的节律相位。方法　ｃｃｋ８检测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和４００μｍｏｌ／ＬＣｏＣｌ２ 诱导人食管癌细胞化学性低氧的

情况。定量ＰＣＲ检测ｐｅｒ２与ＶＥＧＦ基因的节律相位。结果　不同浓度ＣｏＣｌ２ 对人食管癌细胞增殖性影响不同。人食

管癌细胞株Ｅｃａ１０９无论在持续黑暗还是正常光暗循环条件下，ｐｅｒ２与ＶＥＧＦ的表达均成自发节律性变化，ｐｅｒ２的表达

高低峰分别位于１９：００和７：００，狋１９：００＝６０．６２，狋７：００＝－２０．２７，犘值均＜０．０５；ＶＥＧＦ高低峰位于３：００和１９：００，狋３：００＝

－１３．８６，狋１９：００＝－３０．００，犘值均＜０．０５。结论　ＣｏＣｌ２ 在１５０μｍｏｌ／Ｌ浓度下诱导人食管癌细胞化学性低氧效果最佳，

ＣｏＣｌ２ 在高浓度２５０、３００和４００μｍｏｌ／Ｌ对人食管癌细胞的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无论持续黑暗还是正常光暗循环，

并不会影响人食管癌细胞节律基因ｐｅｒ２与ＶＥＧＦ的表达，ｐｅｒ２对ＶＥＧＦ的表达呈负性调节作用。

【关键词】　定量ＰＣＲ；食管癌；ｐｅｒ２；ＶＥＧＦ；ＣｏＣｌ２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６３－２６６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犻狉犮犪犱犻犪狀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狆犲狉２犪狀犱犞犈犌犉犻狀犱狌犮犲犱

犫狔犆狅犆犾２犻狀犲狊狅狆犺犪犵犲犪犾犮犪狀犮犲狉犮犲犾犾狊

犣犗犝犠犲狀狆犻狀犵
１，２，犛犗犖犌犑狌狀犿犲犻２

，３，犔犐犌狌犪狀犵犿犻狀犵
２，犔犐犝犓犪狀犵

４，犎犝犡犻狀２，犔犐犢犻狀犵犮犺狌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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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自转（约２４ｈ）形成白天黑夜，生物为了适应

在地球上的生活，所有生命活动均按照一定的规律周

期性运行，这些生命活动现象称为生物节律（ｂ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ｒｈｙｔｈｍｓ）。生物节律存在于整个机体之中，并存

在于离体器官和单细胞中，其产生的机制是由中枢下

丘脑视交叉上核（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ｓｕｐｒａｃｈｉａｓｍａｔｉｃｎｕ

ｃｌｅｕｓ，ＳＣＮ）调控细胞水平上的基因转录与转录后的

分子振荡引起［１］。当生物节律基因被转录后，相应蛋

白经历转录后的修饰，调节下游基因如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的表

达，从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２］。本实验检测不同浓

度ＣｏＣｌ２ 诱导人食管癌细胞化学性低氧环境，并检测

不同浓度对癌细胞的增殖毒性；采用定量ＰＣＲ比较持

续黑暗与正常光暗循环的条件下，ｐｅｒ２节律基因与下

游基因ＶＥＧＦ的节律相位关系。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细胞株和试剂及仪器

人食管癌细胞株Ｅｃａ１０９购于南京凯基生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还包括培养箱（ＳＡＮＹＯ公司，日

本）、ＲＰＭＩ１６４０ 培养液 （ＢＩＯＭＥＧＡ，美国）、双抗

（ＨＹＣＬＯＮＥ，美国）、胎牛血清（ＨＹＣＬＯＮＥ，美国）、

胰蛋白酶（Ａｍｒｅｓｃｏ，美国）、ＢｉｏｚｏｌＲＮＡ提取试剂盒

（ＢＩＯＭＥＧＡ，美国）、逆转录 ＰＣＲ 试剂盒（Ｆｅｒｍｅｎ

ｔａｓ）、荧光定量ＰＣＲ试剂盒（ＢＩＯＭＥＧＡ，美国）、引物

合成（上海捷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ｃｃｋ８试剂盒（南

京凯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氯化钴（ＣｏＣｌ２·

６Ｈ２Ｏ）晶体粉末（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ＤＭＳＯ

（Ｓｉｇｍａ，美国）、９６孔培养板及安图酶标仪（郑州安图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　细胞培养

将人食管癌细胞株Ｅｃａ１０９培养于含１０％胎牛

血清的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液中，青霉素和链霉素各

１００Ｕ／ｍＬ，ｐＨ７．２～７．４，培养箱内温度３７ ℃、５％

ＣＯ２ 和２０％ Ｏ２ 饱和湿度。实验组用铝箔纸包裹制造

持续黑暗条件，对照组正常光暗循环。

１．３　９６孔板细胞培养

每个孔用２００μＬ含０．８×１０
４ 个细胞密度培养

液，分别做３个复孔。在细胞检测前２４ｈ，换用含不同

浓度ＣｏＣｌ２·６Ｈ２Ｏ的完全１６４０培养液培养。Ａ～Ｈ

组分 别 表 示 含 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 和

４００μｍｏｌ／Ｌ浓度的ＣｏＣｌ２·６Ｈ２Ｏ完全培养液。

１．４　引物设计与合成

内参 ＧＡＰＤＨ 引物、ＶＥＧＦ引物设计参考文献

［３］。ｐｅｒ２基因引物的上游引物为５′ＣＴＣＴＣＣＴＧＧ

ＧＣＴＡＣＣＴＡＣＣ３′，下游为５′ＣＧＴＧＡＴＧＴＡＣＴＣＴ

ＣＣＧＴＴＣＣ３′，产物大小１７３ｂｐ；ＶＥＧＦ基因引物上游

为 ５′ＧＡＡＧＧＡＧＧＡＧＧＧＣＡＧＡＡＴＣＡＴＣＡＣ３′，下

游为５′ＣＡＣＡＧＧＡＴＧＧＣＴＴＧＡＡＧＡＴＧＴＡＣＴＣ３′，

产物大小１４２ｂｐ；ＧＡＰＤＨ 基因引物上游为５′ＴＧＧ

ＧＧＡＡＧＧＴＧＡＡＧＧＴＣＧＧＡＧＴ３′，下游为５′ＴＧＡ

ＡＧＧＧＧＴＣＡＴＴＧＡＴＧＧＣＡＡＣＡ３′，产物大小１１１ｂｐ。

１．５　增殖毒性的犮犮犽８检测

检测前将每孔培养于不同浓度ＣｏＣｌ２·６Ｈ２Ｏ溶

液的癌细胞，换用１０％ｃｃｋ８的培养液１００μＬ，在培

养箱中孵育２．５ｈ，在酶标仪上测光吸收值Ａ４５０，参考

波长为Ａ６２０，计算细胞抑制率。

细胞抑制率（％）＝（１－
给药组Ａ４５０值

Ａ组Ａ４５０值
）×１００％

给药组指的是Ｂ～Ｈ浓度组。

１．６　狆犲狉２与犞犈犌犉的表达

实验组（避光低氧组）用铝箔纸包裹培养瓶，避免

光线透过培养瓶；对照组（低氧组）均放入３７℃、５％

ＣＯ２ 和２０％ Ｏ２ 饱和湿度有正常光暗循环的培养箱

中，提取ＲＮＡ前２４ｈ换用浓度为１５０μｍｏｌ／ＬＣｏＣｌ２

·６Ｈ２Ｏ的完全培养基。低氧培养２４ｈ后，于第２天

７：００、１１：００、１５：００、１９：００、２３：００和０３：００，第３天

７：００提取ＲＮＡ，逆转录为ｃＤＮＡ，根据定量ＰＣＲ方法

检测ｐｅｒ２与ＶＥＧＦ基因的表达。

１．７　数据分析

３组数据采用定量ＰＣＲ相对定量方式中的Ｃｔ值

比较法来测定基因表达的差异。

ΔＣｔ＝目的基因Ｃｔ均值－内参基因Ｃｔ均值

ΔΔＣｔ＝ΔＣｔ－对照组ΔＣｔ

基因相对表达量（％）＝（１＋Ｅ）－ΔΔＣｔ×１００％

ｐｅｒ２相对表达量（％）＝１．９４２
－ΔΔＣｔ×１００％

ＶＥＧＦ相对表达量（％）＝１．９２２－ΔΔＣｔ×１００％

　　Ｅ 为基因扩增效率。Ｅｐｅｒ２ ＝９４．２％，ＥＶＥＧＦ ＝

９２．２％，ＥＧＡＰＤＨ＝９９．９％。基因扩增效率数据来源于

定量ＰＣＲ标准曲线的制作。

Ｃｔ值由定量ＰＣＲ得到，定量ＰＣＲ数据以Ｃｔ均

值表示，结果以狓－±狊表示。

·４６２· 邹文萍，等　氯化钴低氧诱导食管癌细胞ＶＥＧＦ与ｐｅｒ２的节律性研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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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统计学方法

ｃｃｋ８和定量ＰＣＲ各３组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

进行统计学处理，ｃｃｋ８数据采用完全随机设计资料的

方差分析，定量ＰＣＲ数据采用配对狋检验分析，实验

结果以狓－±狊表示。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犆狅犆犾２ 对犈犮犪１０９增殖的影响

ＣｏＣｌ２ 制造癌细胞化学性低氧环境，不同浓度对

人食 管 癌 细 胞 的 增 殖 性 影 响 不 同 （图 １）。在

１５０μｍｏｌ／Ｌ的浓度下，对食管癌细胞的抑制率最低，

食管癌细胞生长对数期最早到来，食管癌细胞生长状

况最佳。低浓度５０、１００和１５０μｍｏｌ／ＬＣｏＣｌ２ 培养食

管癌细胞抑制率 ＜０，说明促进癌细胞的增长。

２００μｍｏｌ／Ｌ对细胞增殖有轻微抑制作用。高浓度

２５０、３００和４００μｍｏｌ／Ｌ对癌细胞的生长状况有严重

抑制致，几乎不能生长，甚至致死。

图１　不同浓度ＣｏＣｌ２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性的抑制率

２．２　狆犲狉２和犞犈犌犉的表达

图２所示，每个图只有１个波峰，表示只有１种基

因，分别是ｐｅｒ２和ＶＥＧＦ。ｐｅｒ２的解链温度是８６．５℃

（目测），ＶＥＧＦ是８４．５℃（目测）。如图２～图４所示，食

管癌Ｅｃａ１０９细胞无论持续黑暗（实验组）还是正常光

暗循环（对照组）条件下，ｐｅｒ２与ＶＥＧＦ的表达均呈自

发节律性变化；２种条件下ｐｅｒ２表达高峰位于１９：００，

低峰为７：００，狋１９：００＝６０．６２，狋７：００＝－２０．２７，犘＜０．０５；

ＶＥＧＦ低峰位于１９：００，高峰为０３：００，呈高低峰相位相

反状况，狋３：００＝－１３．８６，狋１９：００＝－３０．００，犘＜０．０５。

３　讨论

食管癌是消化系统常见恶性肿瘤之一，２０１２年度

全国发病率居男性全部恶性肿瘤第４位，死亡率居第

４位；女性发病率第７位，死亡率居第５位
［４］。目前食

管癌的治疗方式有很多，手术是治愈肿瘤的最好方式，

但难以完全切除瘤组织和亚临床病灶，放疗和化疗就

显得尤为重要［５６］。但是这２种方式均有较大的毒副

作用，周围正常组织的耐受剂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肿

瘤的治疗，进一步提高疗效和最大程度减少对正常组

织的损伤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时间生物学的出现解决

了这一问题。

注：Ａ．ｐｅｒ２；Ｂ．ＶＥＧＦ

图２　ｐｅｒ２和ＶＥＧＦ实验组熔解曲线

　　所谓时间生物学是研究生物节律的学科。生物节

律的紊乱会导致肿瘤的发生发展，生物节律基因ｐｅｒ２

通过负性调节ＶＥＧＦ，进而影响肿瘤血管的生成
［７８］。众

所周知肿瘤没有血管供给营养，数年也不会＞２ｍｍ
３［９］。

人类的各种生命活动现象都遵循生物节律基因的调

控，生物节律基因受到光线的引导［１０］。在本实验中，

离体培养人食管癌细胞株Ｅｃａ１０９，ｐｅｒ２与 ＶＥＧＦ基

因的表达并没有受到光线的影响，不管培养条件是持

续黑暗还是正常的光暗循环，都按照自身的节律表达，

原因可能是生物体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中的一小部分

细胞分泌的视黑质，将光线转换成光信号传至ＳＣＮ，

·５６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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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调节生物节律基因，进而得以重置［１１１２］。而体外培

养的食管癌细胞并没有这个输入系统，同时本实验亦

是证实了这点。

注：Ａ．ｐｅｒ２；Ｂ．ＶＥＧＦ

图３　ｐｅｒ２和ＶＥＧＦ实验组扩增曲线

图４　定量ＰＣＲ检测ｐｅｒ２与ＶＥＧＦ表达

　　本实验采用定量ＰＣＲ的方法比较持续黑暗与正

常光暗循环培养条件下，人食管癌细胞节律基因ｐｅｒ２

与ＶＥＧＦ基因的表达。结果显示，２种条件下两者节

律表达高低峰相位呈相反状况，说明ｐｅｒ２在食管癌细

胞中对ＶＥＧＦ的表达起到负性调节作用。Ｐｅｒ２在人

体内，属于一种保护性基因，上调抑癌基因ｐ５３的表

达，抑制癌基因ｃｍｙｃ表达，增加ＤＮＡ的修复能力，

ＤＮＡ损伤减少，细胞生存能力增强，抑制肿瘤的发生，

同时使ＶＥＧＦ的表达下降，影响肿瘤血管的生成，达

到抑制肿瘤的生长与转移的目的［１３］。

在体内的肿瘤细胞，存在天然的低氧环境，低氧转

录 因 子 （ｈｙｐｏｘｉ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１，

ＨＩＦ１）只有在低氧环境下，才能不被分解并结合下游

ＶＥＧＦ基因序列的缺氧反应元件（ｈｙｐｏｘｉ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ＨＲＥ）５′ＲＣＧＴＧ３′上 调 其 转 录，因 此

ＶＥＧＦ得到表达
［１４１５］。但离体培养的人食管癌细胞，

生活在３７℃饱和湿度的正常氧气浓度的培养箱中，很

难检测到ＶＥＧＦ的表达
［１６］。因此，本实验将ＣｏＣｌ２ 加

入细胞培养液中，Ｃｏ２＋ 通过置换细胞内氧感受器

Ｆｅ２＋，造成化学性低氧环境，模拟体内低氧环境使得

ＶＥＧＦ得以表达
［１７］。

低浓度的ＣｏＣｌ２ 细胞培养液，可以促进食管癌细胞

的生长，并且在１５０μｍｏｌ／Ｌ浓度下最为明显，癌细胞生

长对数期提前到来，且增殖毒性最小；＞２００μｍｏｌ／Ｌ的

高浓度ＣｏＣｌ２ 细胞培养液，使肿瘤细胞严重缺氧，造成

细胞代谢紊乱，严重抑制食管癌细胞的生长，几乎不能

生长，甚至致死。因此，本实验采用了１５０μｍｏｌ／Ｌ浓度

的ＣｏＣｌ２ 加入到细胞培养液中。

现在肿瘤的治疗方式很多，而抗血管生成已经成

为肿瘤治疗的新策略，血管拮抗剂贝伐单抗（Ｂｅｖａｃｉ

ｚｕｍａｂ）拮抗ＶＥＧＦ的生成达到阻止肿瘤血管生成的

目的［１８］。本实验通过对ｐｅｒ２及ＶＥＧＦ的生物节律的

研究，试想能否在有限的拮抗条件下，采用不同的时间

给药，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即为本实验的初衷也是

本实验想尽的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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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基础研究／论著

食管鳞癌组织犘犜犓６表达临床意义研究

金川１　陆燕娜１　刘英１　萧燕娟１　邓亚丽１　张永晖１　石艳霞１　李浩２

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内科，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９５

２．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头颈外科·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６０

【摘要】　目的　探讨酪氨酸激酶６（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６，ＰＴＫ６）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食管鳞癌发生发

展及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２００３０１０１－２００５１２０１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

外科切除的６７例食管鳞癌及正常食管黏膜上皮组织中ＰＴＫ６表达水平；在蛋白质和ＲＮＡ水平检测７对手术切除的食

管鳞癌及其癌旁组织标本中ＰＴＫ６的ＲＮＡ与蛋白表达情况。结果　ＰＴＫ６在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弱于癌旁正常黏膜

组织，５０．７％（３４／６７）的食管鳞癌组织中检测到ＰＴＫ６蛋白高表达，７３．１％（４９／６７）正常食管黏膜上皮组织中检测到

ＰＴＫ６蛋白高表达，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７．１２３，犘＝０．００８。食管癌组织中ＰＴＫ６表达水平与肿瘤浸润深度

（χ
２＝０．６４７，犘＝０．０３）和病理分级（χ

２＝０．５７７，犘＜０．００１）密切相关，ＰＴＫ６低表达组５年总生存率为３１．９％，显著低于

ＰＴＫ６高表达组的７７．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２１。ＲＴＰＣＲ及蛋白质印迹结果证实，无论是在基因水平还是蛋

白水平，ＰＴＫ６在食管鳞癌组织中均呈低表达。结论　ＰＴＫ６在食管鳞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可能作为食管癌

判断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

【关键词】　酪氨酸激酶６；食管鳞癌；预测因素；ＲＴＰＣＲ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６７－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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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２６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６７－０５

　　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病死率

居国内恶性肿瘤第４位
［１］。治疗方式有手术、放疗及

化疗等，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或伴有远处转移，

以致预后较差，主要死亡原因是术后复发和转移［２］。

肿瘤复发或转移是恶性肿瘤最重要的生物学特征之

一，也是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因此，寻找更多、有效

的预后指标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何确定复发

转移的高危患者，及时给予恰当的辅助治疗，对提高食

管癌患者生存率有重要的意义。酪氨酸激酶６（ｐｒｏ

ｔｅｉｎ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６，ＰＴＫ６）是一种非受体型酪氨酸

激酶，从人乳腺癌细胞中克隆出来，又称乳腺肿瘤激活

酶（ｂｒｅａｓｔｔｕｍｏｒｋｉｎａｓｅ，Ｂｒｋ）
［３］。ＰＴＫ６蛋白由Ｎ端

的ＳＨ３、中间的ＳＨ２和Ｃ端酪氨酸激酶催化区域组

成，其结构类似Ｓｒｃ家族酪氨酸激酶，但其缺乏 Ｎ 端

豆蔻酰化位点，使其不能定位于胞膜上而成为一种可

溶性激酶［４］。现已证实，该基因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５６］。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ＰＴＫ６促癌或

抑制肿瘤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６］。目前，对

于该蛋白在食管癌中的作用研究较少。本研究检测不

同患者食管鳞癌组织中的ＰＴＫ６蛋白表达，分析其与

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探讨其在食管癌发生和发展

中可能的作用及其在患者预后方面的应用前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来源标本取自２００３０１０１－２００５１２０１中山大学

肿瘤防治中心胸外科切除的６７例食管鳞状细胞癌及

对应癌旁正常食管黏膜组织。

入组标准：１）所有患者均为初治，可行手术切除；

２）入院先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确诊为食管鳞癌；３）所

有患者术前均未接受化疗、放疗和其他治疗；４）所选病

例均具有完整的临床资料、病历资料及随访资料。排

除标准：１）先前患有恶性肿瘤的患者；２）伴有第２种原

发癌的病例；３）手术切缘阳性患者；４）死于术后并发症

患者。

根据入组和排除标准，共纳入食管鳞癌患者

６７例，男６６例，女１例。年龄３６～８０岁，中位年龄

６０岁。病理确诊为食管鳞状细胞癌。所有患者的临

床资料完整，随访时间０．６３～１１２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８１个月，其中５１例生存，１６例死亡。按照２００２年国

际抗癌联盟（ＵＩＣＣ）食管癌 ＴＮＭ 分期标准，Ⅰ期

２１例，Ⅱ期２７例，Ⅲ期１９例；高分化３１例，中分化

２０例，低分化１６例；肿瘤长度≥５ｃｍ３０例，＜５ｃｍ

３７例；淋巴转移４３例，无淋巴转移２４例。本研究已

通过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核。

术后所有标本的石蜡切片由２位病理科医生独立

在双盲条件下，即不知道任何病理资料和临床资料，判

断免疫组化结果。出现结果不一致时，经共同讨论决

定最终结果，并按照 ＵＩＣＣ制定的标准
［７］进行分期。

另取７例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０３３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手术新鲜食管癌及癌旁（距离肿瘤组织１ｃｍ）组

织标本，切除后立即放入－８０℃冰箱保存备用。

１．２　免疫组织化学及其判定标准

采用通用ＳＰ方法，二氨基联苯胺（ＤＡＢ）染色。

ＳＰ免疫组化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产品编号为ＳＰ９０００；兔抗人ＰＴＫ６单克隆抗体

购自美国Ａｂｇｅｎｔ公司。用已知ＰＴＫ６染色的乳腺癌

切片作为阳性对照，兔血清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参照Ｆａｎ等
［８］的评分方法，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组织标本的染色程度和强度。ＰＴＫ６蛋白阳性表达主

要表现于细胞质内，少部分表达于胞核，呈现棕黄色或

棕褐色颗粒。高倍镜下（×４００倍）随机取４个不同视

野，计数细胞总数及细胞质阳性细胞数。按阳性细胞

构成比计分，≤２５％为１分，＞２５％～５０％为２分，

＞５０％～７５％为３分，＞７５％为４分；根据染色的强弱

程度计分，阴性０分，弱染色１分，中等强度染色２分，

强度染色３分。以两者和的中间值为４，若≤４分为无

或低表达，＞４分为高表达。

１．３　蛋白质印迹法检测

取出新鲜的食管癌肿瘤组织及对应癌旁正常组织，

加入液氮，放入研钵研磨至粉末，加入６００～１０００μＬ

ＳａｍｐｌｅＢｕｆｆｅｒ裂解液，反复抽吸，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５ｍｉｎ（ｒ＝６ｃｍ），吸出上清液加入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混

匀后煮沸５～１０ｍｉｎ。取少许上清液用ＢＣＡ 法测蛋

白浓度，取部分上清液使蛋白变性。

配置９％ＳＤＳ聚丙烯酰胺凝胶，每孔上样２５μｇ，

上胶恒压８０Ｖ５０ｍｉｎ，下胶恒压１００Ｖ１２０ｍｉｎ；切胶

后采用 “三明治夹心法”转膜，ＰＶＤＦ 膜 １３０ ｍＡ

２００ｍｉｎ或７０ｍＡ过夜湿转；脱脂奶粉封闭１ｈ；ＴＢＳＴ

液 清 洗 ３ 次，１０ ｍｉｎ／次，加 入 ＰＴＫ６ 鼠 一 抗

（１∶１０００）和内参ＧＡＤＰＨ（１∶１０００），４℃ 孵育过

夜，ＴＢＳＴ清洗３次，１０ｍｉｎ／次，加入二抗（兔抗）室温

孵育１ｈ，再用ＴＢＳＴ漂洗３次，１０ｍｉｎ／次，暗房发光

洗片，ＧＡＤＰＨ为内对照。

·８６２· 金川，等　食管鳞癌组织ＰＴＫ６表达临床意义研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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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犚犜犘犆犚检测

分别取新鲜食管鳞癌及癌旁正常组织加入液氮，

放入研钵研磨至粉末，使用Ｔｒｉｚｏｌ（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提

取 ＲＮＡ，加入 ５０μＬ 无 ＲＮＡａｓｅ的 ＤＥＰＨ 溶解

ＲＮＡ；所得ＲＮＡ 溶于０．１％ＤＥＰＣ水；１％琼脂糖凝

胶电泳检测总ＲＮＡ的完整性，分光光度计检测ＲＮＡ

的浓度及纯度，于－８０℃保存ＲＮＡ备用。

按照美国Ａｂｇｅｎｔ公司的逆转录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逆转录实验，合成后的ｃＤＮＡ置－２０℃备用。ＰＣＲ

引物由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合成。ＰＴＫ６正义引物序列为

５′ＴＡＣＴＴＴＧＧＧＧＡＧＧＴＣＴＴＣＧＡＧ３′， 反 义 为

５′ＴＧＣＣＧＣＡＧＣＴＴＣＴＴＣＡＴＧ３′；ＧＡＰＤＨ 正义为

５′ＡＡＴＣＣＣＡＴＣＡＣＣＡＴＣＴＴＣＣＡ３′，反义为５′ＣＣ

ＴＧＣＴＴＣＡＣＣＡＣＣＴＴＣＴＴＧ３′。按 Ａｂｇｅｎｔ公司的

ＲＴＰＣＲ 试剂盒说明进行 ＲＴＰＣＲ 反应，体系为

２０μＬ，ＰＣＲ反应采用ＢｉｏＲａｄＣＦＸ９６Ｍａｎａｇｅｒ２．０

软件分析，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５软件作图。

１．５　随访

随访方式采取门诊复查和电话追踪结合，随访时

间截至２０１３１２０１。所有复发／转移的病例均经过临

床、影像或病理学确诊。患者总的生存时间定义为从

手术之日起至末次随访或死亡之日。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学分析。χ
２ 检验ＰＴＫ６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

系。生存分析采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比

较生存曲线的差异。采用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

响预后的因素。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犘犜犓６蛋白表达

ＰＴＫ６染色主要在正常食管黏膜上皮细胞或食管

鳞癌细胞的胞质，少量出现细胞核染色，呈棕黄色或棕

褐色，癌旁间质组织无染色（图１）。５０．７％（３４／６７）的

食管鳞癌组织中检测到高表达，７３．１％（４９／６７）正常食

管黏膜上皮组织中检测到ＰＴＫ６蛋白高表达，肿瘤组

织中的表达水平要明显低于正常的食管黏膜上皮组

织，χ
２＝７．１２３，犘＝０．００８。

如表１所示，ＰＴＫ６蛋白表达阳性率与性别、年

龄、肿瘤大小、有无淋巴结转移和 ＴＮＭ 分期无关，

犘＞０．０５；但与肿瘤浸润深度（χ
２＝４．７０３，犘＝０．０３）和

病理分级（χ
２＝１５．２７６，犘＜０．００１）呈负相关。

２．２　新鲜食管癌组织犘犜犓６表达

在７对手术切除的食管鳞癌及其癌旁组织标本中

（图２），ＰＴＫ６蛋白和ＲＮＡ在癌组织中的表达均明显

低于癌旁组织，犘值均＜０．０５。

　　注：Ａ．ＰＴＫ６蛋白在食管鳞癌组织中表达量比正常食管黏膜上皮

组织中表达低（ＳＰ×１００）；Ｂ．取 Ａ 图中红色框内的组织放大（ＳＰ×

４００）；细箭头．食管鳞癌组织染色；粗箭头．正常食管黏膜上皮组织染色

图１　ＰＴＫ６蛋白在食管鳞癌组织

及正常食管黏膜上皮中表达

表１　６７例食管癌组织ＰＴＫ６表达与临床

病理因素的关系（狀）

临床病理因素 狀 ＰＴＫ６阳性（狀） 犘值

性别

　男 ６６ ３０

　女 １ １
０．３７１

年龄（岁）

　≤６０ ３７ ２４

　＞６０ ３０ １７
０．４９３

病理分级

　高分化 ３１ ２６

　中分化 １９ １４ ＜０．００１

　低分化 １７ ５

ＴＮＭ分期

　ⅠＡ １０ ７

　ⅠＢ １７ １２

　Ⅱ ２２ １２ ０．６５

　ⅢＡ １１ ５

　ⅢＢ ７ ４

肿瘤大小（ｃｍ）

　＜２ ２６ １７

　２～２．５ ２１ １１ ０．６６４

　＞２．５ ２０ １２

淋巴结转移

　无 ３９ １７

　有 ２８ １０
０．５１７

浸润深度

　未侵及纤维膜 ３９ ２３

　侵及纤维膜 ２８ ９
０．０３

·９６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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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蛋白质印迹法定量分析；Ｂ．ＲＴＰＣＲ分析；Ｔ１～Ｔ７．食管鳞癌

组织；Ｎ１～Ｎ７．对应的食管黏膜正常上皮组织

图２　食管鳞癌组织及正常食管黏膜上皮

ＰＴＫ６蛋白和ＲＮＡ表达

２．３　犘犜犓６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图３所示，ＰＴＫ６低表达患者５年总生存率为

３１．９％，低于高表达患者的７７．３％，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２１。

注：ＰＴＫ６表达组较高表达组低，犘＝０．０２１

图３　食管鳞癌患者５年总生存率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线分析

３　讨论

目前，国内部分地区食管癌５年生存率＜１１％，大

面积普查食管癌５年生存率仅约１３％左右
［９１０］。肿瘤

复发或转移是恶性肿瘤最重要的生物学特征之一，也

是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虽然手术、放疗或化疗等综

合治疗对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有一定的帮助，但具有相

同临床病理因素的不同患者，其预后生存有时相差甚

远，暗示传统的治疗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１１］。因

此，随着医学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分

子靶向药物治疗作为生物治疗的重要部分越来越受到

重视，采取分子生物靶向药物治疗癌症已经成为新的

发展趋势。

ＰＴＫ６是一种非受体型酪氨酸激酶，现已证实该

基因的磷酸化和去磷酸化，通过多种信号传导途径参

与基因转录和蛋白合成等［５６］。Ｏｎｏ等
［１２］研究发现，

在胰腺癌细胞中胞质ＰＴＫ６通过激活ＥＲＫ信号通路

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Ｇｉｅｒｕｔ等
［１３］在肠癌中

发现，ＰＴＫ６通过 ＤＮＡ 的损伤促进肿瘤细胞凋亡。

可见，ＰＴＫ６在不同的肿瘤发展过程中其分子机制大

不相同。本研究发现，ＰＴＫ６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与食

管癌浸润深度及病理分级呈负相关，提示ＰＴＫ６可能

参与食管癌的发生，作为食管癌发生的早期事件。

ＰＴＫ６在肿瘤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不

同类型的肿瘤中ＰＴＫ６可以起着促癌或抑制肿瘤发

生的作用［５６］。在乳腺癌、卵巢癌、鼻咽癌、小细胞肺癌

和前列腺癌的研究中发现，ＰＴＫ６可以诱导肿瘤细胞

迁移、入侵和转移［１４１７］。在结直肠癌、人骨肉瘤细胞

Ｕ２ＯＳ和星形胶质细胞中，ＰＴＫ６可抑制肿瘤细胞的

分裂和增殖，并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１３，１８１９］。Ｍａ

等［２０］发现，ＰＴＫ６抑制食管癌细胞的体外增殖和体内

成瘤能力，进而抑制食管癌的发生。本研究发现，

ＰＴＫ６在食管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

的食管黏膜上皮组织，且ＰＴＫ６低表达的患者总生存

率显著差于高表达患者，两者的５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３１．９％和７７．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综上所述，ＰＴＫ６在食管鳞癌的发生发展中具有

重要作用，可能作为食管鳞癌判断预后的潜在指

标［２１］。因此，探讨ＰＴＫ６与食管鳞癌发生发展的关

系，进一步研究ＰＴＫ６在食管鳞癌发生发展中的分子

机制，其有可能成为食管鳞癌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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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基础研究／论著

食管鳞癌组织ＨＬＡⅠ和ＴＡＰ１及ＬＭＰ２的

表达相关性研究

张子腾１，２　孟艳红１　马鸣１　张仁亚１　赵波２

１．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张子腾，马鸣；超声科：孟艳红；病理科：张仁亚），

　山东 济宁２７２１００

２．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胸外科，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３０

【摘要】　目的　探讨食管鳞癌组织中发生肿瘤免疫逃逸机制的相关指标人类白细胞抗原Ⅰ（ｈｕｍａｎ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

Ⅰ，ＨＬＡⅠ）、抗原相关转运蛋白１（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ｒｏｅｅｓｓｉｎｇ１，ＴＡＰ１）和低分子量多肽２（ｌｏｗ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２，ＬＭＰ２）的表达，分析三者表达的差异性和相关性。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济宁医学院

附属医院胸外科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收治的临床资料完整的手术切除８７例食管癌和配对正常食管组织中

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的表达，并分析其在食管癌组织中表达变化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　 正常黏膜组织样

本中 ＨＬＡⅠ阳性表达率为１００．０％（８７／８７），ＴＡＰ１为９８．９％（８６／８７），ＬＭＰ２为９８．９％（８６／８７）。在食管癌组织中

ＨＬＡⅠ阳性表达率为４２．５％（３７／８７），ＴＡＰ１为４１．４％（３６／８７），ＬＭＰ２为４６．０％（４０／８７）。与病理因素的相关分析显

示，癌组织的分化程度、是否有淋巴结转移和肿瘤的ＴＮＭ临床分期均与 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的表达相关，犘值均

＜０．０５。ＨＬＡⅠ类分子的表达与ＴＡＰ１（犘＝０．０５）和ＬＭＰ２（犘＝０．０４）的表达呈正相关，即随着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的低

表达，ＨＬＡⅠ也出现低表达。结论　在肿瘤发生免疫逃逸机制中，食管鳞癌组织 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出现低表达

与组织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和ＴＮＭ临床分期相关。提示 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可能与食管鳞癌的发生和转移有

关，三者可同成为食管癌诊断和预警转移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

【关键词】　食管鳞状细胞癌；ＨＬＡⅠ；ＴＡＰ１；ＬＭＰ２；免疫组织化学；表达下调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７２－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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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ｓｅｉｎｈｉｇ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ＬＡⅠ，犘＝０．００７；ＴＡＰ１，犘＝０．００８；ＬＭＰ２，犘＝０．０２）．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ｉｎｇ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ｈａｖｉｎｇｎｏｔ（ＨＬＡⅠ，犘＝０．０２４；ＴＡ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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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ＨＬＡⅠ，犘＝０．０４２；ＴＡＰ１，犘＝０．００６；ＬＭＰ２，犘＝０．０１９），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ｇｅｔｔ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Ｂｅｓｉｄ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ＬＡｃｌａｓｓⅠ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ｉｔｈｅｒＴＡＰ１（犘＝０．０５）ｏｒＬＭＰ２（犘＝０．０４）．犆犗犖犆犔犝犛犐犗犖犛　Ｉｎ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ＨＬＡⅠ，ＴＡＰ１ａｎｄＬＭＰ２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ｌｏｗ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ｅｓｃａｐｅｏｆ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ＬＡⅠ，ＴＡＰ１ａｎｄＬＭＰ２ｄｅｃｒ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ｌｏｓｓ

ｏ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ｍａｙｂ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ａｒｋｅｒｓｔｏｅｖａｌｕｔ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ｒｐｏｓ

ｓｉｂｌ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犓犈犢犠犗犚犇犛］　ＥＳＣＣ；ＨＬＡｃｌａｓｓⅠａｎｔｉｇｅｎ；ＴＡＰ１；ＬＭＰ２；ＩＨＣ；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犆犺犻狀犑犆犪狀犮犲狉犘狉犲狏犜狉犲犪狋，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７２－２７６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２６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７２－０５

　　 人类白细胞抗原 （ｈｕｍａｎ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

ＨＬＡ）广泛分布于人体有核细胞表面，参与内源性抗

原肽的加工、处理和提呈［１］。ＨＬＡⅠ类分子已被证

实与多种肿瘤易感性相关［２４］。低分子量多肽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ＭＰ）基因编码产物参与

内源性抗原的处理，ＬＭＰ２是主要参与降解内源性抗

原分子［５］。抗原相关转运蛋白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ｒｏｅｅｓｓｉｎｇ，ＴＡＰ）编码基因参与内源

肽的加工转运，ＴＡＰ１转运抗原至内质网中与ＨＬＡⅠ

类分子结合［６］。ＨＬＡⅠ、ＬＭＰ２及 ＴＡＰ１类分子的

表达降低、缺失是肿瘤细胞的一种逃逸方式，主要机制

为针对ＨＬＡⅠ类分子向Ｔ细胞递呈的免疫原性多肽

无法被识别，从而无法杀伤肿瘤细胞［７］。我国是世界

上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手

术和放化疗己取得不少进展，但其５年生存率也只有

１５％
［８］。本研究针对８７例食管鳞癌组织，采用了国际

组织相容性工作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ＨＷＧ）推荐的标准方法和试剂，应

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分析 ＨＬＡⅠ类分子及 ＴＡＰ１、

ＬＭＰ２在样本中表达水平以及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

性，为进一步认识肿瘤免疫机制、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

基础数据及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收集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济宁医学院附属医

院胸外科收治的临床资料完整的手术切除食管癌石蜡

标本８７例。患者中男６１例，女２６例，男女比例为

２．３∶１；年龄３７～７５岁，平均年龄５７．７６岁，中位年龄

６０岁。淋巴结转移３５例，无淋巴结转移５２例。参照

２００９年 ＴＮＭ 分期标准，Ⅰ～Ⅱ期３３例，Ⅲ～Ⅳ期

５４例。所有患者术前均未接受过放化疗。病理均由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２位资深病理科医师阅片确诊为食管癌。

根据食管癌细胞分化程度分成高分化组、中分化组和

低分化组，根据是否淋巴结转移分为有淋巴结转移组

和无淋巴结转移组。所有标本经１０％中性甲醛固定，

整体石蜡包埋，４μｍ切片。

１．２　免疫组化犛犘法

ＨＬＡⅠ鼠抗人单克隆抗体为 ＭＢＬ公司产品，

ＴＡＰ１兔抗人单克隆抗体和ＬＭＰ２鼠抗人单克隆抗体

均为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ｅｃｈＧｒｏｕｐ产品，稀释倍数均为１∶１００，

ＤＡＢ显色，苏木精复染。染色步骤按说明书进行，以

组织中浸润的淋巴细胞作为阳性参照，ＰＢＳ液代替一

抗作为阴性对照。

１．３　结果判定标准

结果判定按照第１２届国际组织相容性大会上确

定的统一标准，阳性为棕黄色或棕褐色。ＨＬＡⅠ、

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抗原分子染色结果分别由２位病理医

师按以下标准判断。每张切片随机选取５个高倍视野

（×４００），以组织中浸润的淋巴细胞作为阳性参照对

象，判断该片中淋巴细胞是否着色，以反映染色成功与

否。以整张切片中着色细胞的构成比＞７５％为阳性，

７５％～２５％为弱阳性，＜２５％为阴性，分别定义为表达

正常、下调和丢失。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统计学处理。食管鳞癌组织

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间

的关系进行χ
２ 检验，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与 ＨＬＡⅠ的表

达关系进行Ｋａｐｐａ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犎犔犃Ⅰ和犜犃犘１及犔犕犘２的表达

组织切片中淋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都表达

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成为本实验良好的内参照，

切缘正常黏膜作为阳性对照（图１）。ＨＬＡⅠ类分子

抗原在食管鳞癌细胞中表达于细胞膜上，呈黄色或棕

黄色（图１Ｂ）；ＴＡＰ１抗原在食管鳞癌细胞中表达在细

胞质内，呈黄色或淡黄色（图１Ｄ）；ＬＭＰ２抗原在食管鳞

癌细胞中表达在细胞质内，呈黄色或棕黄色（图１Ｆ）。

如表１所示，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在切缘正常黏膜样

·３７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ww
w.

sc
ien

ce
-tr

uth
.co

m



本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食管鳞癌组织。

　　注：Ａ．ＨＬＡⅠ在食管正常组织的表达；Ｂ．ＨＬＡⅠ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Ｃ．ＴＡＰ１在食管正常组织的表达；Ｄ．ＴＡＰ１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

表达；Ｅ．ＬＭＰ２在食管正常组织的表达；Ｆ．ＬＭＰ２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

图１　不同组织ＨＬＡⅠ和ＴＡＰ１及ＬＭＰ２的表达（ＳＰ×４００）

表１　不同食管组织ＨＬＡ１和ＴＡＰ１及ＬＭＰ２的

阳性表达（狀＝８７）

组别 肿瘤组织 正常组织 χ
２值 犘值

ＨＬＡⅠ ３７（４２．５） ８７（１００．０） ６７．３８ ＜０．００１

ＴＡＰ１ ３６（４１．４） ８６（９８．９） ６５．８５ ＜０．００１

ＬＭＰ２ ４０（４６．０） ８６（９８．９） ６７．８８ ＜０．００１

　　注：为体现ＴＡＰ１、ＬＭＰ２和 ＨＬＡⅠ在正常组织和食管癌组织中

阳性表达的巨大差异，弱阳性统计在阴性表达中

２．２　与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

表２所示，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在食管癌组

织中的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相关，低分化癌组织中

３种蛋白表达丢失的比率显著高于高分化，犘＜０．０５；

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在食管癌组织中的表达与

淋巴结转移呈显著相关，有淋巴结转移的食管鳞癌组

织样本中３种蛋白表达丢失的比率显著高于无淋巴结

转移的肿瘤组织，犘＜０．０５；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

在食管癌组织中的表达与肿瘤临床分期有相关性，在

Ⅲ～Ⅳ期组织中出现３种蛋白表达缺失的比率显著高

于Ⅰ～Ⅱ期，犘＜０．０５。

２．３　犎犔犃Ⅰ缺失与犜犃犘１和犔犕犘２缺失的相关性

在ＴＡＰ１阴性的组织中，ＨＬＡⅠ类分子表达缺

失的比例高达６５％；在ＴＡＰ１阳性组织中，ＨＬＡⅠ类

分子表达缺失的仅有４７％。虽然χ
２ 检验显示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但 Ｋａｐｐａ检验表明，ＴＡＰ１的表达状态

与 ＨＬＡⅠ类分子趋于一致，狕＝１．５８３，犘＝０．０５，

９５％ＣＩ为－０．０３７～０．３８６，样本估计值为０．１７４；同

时，ＬＭＰ２也表现出类似趋势，狕＝１．７１１，犘＝０．０４，

９５％ＣＩ为 －０．０２３～０．３９，样本估计值为 ０．１８６

（表３）。如上分析提示，ＴＡＰ１与ＬＭＰ２的表达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与 ＨＬＡⅠ类分子的表达缺失相关；此

外ＴＡＰ１与ＬＭＰ２的表达相关分析没有提示两者有

相关性，狉＝０．２０１，犘＝０．０６０。

·４７２· 张子腾，等　食管鳞癌组织 ＨＬＡⅠ和ＴＡＰ１及ＬＭＰ２的表达相关性研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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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８７例食管鳞癌组织ＨＬＡⅠ和ＴＡＰ１及ＬＭＰ２表达与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

临床病理因素
ＨＬＡⅠ

正常 下调 丢失 犘值

ＴＡＰ１

正常 下调 丢失 犘值

ＬＭＰ２

正常 下调 丢失 犘值

性别

　男 ２６ １４ ２１

　女 １１ ６ ９
０．９９８

２３ １２ ２６

１３ ６ ７
０．３７７

３１ １６ １４

９ １０ ７
０．３５５

年龄（岁）

　≥６０ ２４ １０ ２０

　＜６０ １３ １０ １０
０．４４３

２１ １０ ２３

１５ ８ １０
０．５０８

２９ １６ ９

１１ １０ １２
０．０７６

分化程度

　高分化 １８ １０ ４ ２０ ７ ７ ２２ ６ ４

　中分化 ９ ４ ６ ０．００７ ７ ２ １０ ０．００８ ８ ６ ５ ０．０２０

　低分化 １０ ６ ２０ ９ ９ １８ １０ １４ １２

Ｔ分期

　Ｔ１～Ｔ２ ２０ ９ ５

　Ｔ３～Ｔ４ １７ １１ ２５
０．００６

１６ ６ １２

２０ １２ ２１
０．６７５

１５ １１ ８

２５ １５ １３
０．９２１

肿瘤直径（ｃｍ）

　≥５ １８ ６ １５

　＜５ １９ １４ １５
０．３１３

１２ ５ ２０

２４ １３ １３
０．０２７

１８ ９ １２

２２ １７ ９
０．３０４

淋巴结转移

　有 １１ ６ １８

　无 ２６ １４ １２
０．０２４

９ ８ １８

２７ １０ １５
０．０４０

１１ １０ １４

２９ １６ ７
０．０１２

临床分期

　Ⅰ～Ⅱ １７ １０ ６

　Ⅲ～Ⅳ ２０ １０ ２４
０．０４２

２０ ７ ６

１６ １１ ２７
０．００６

２１ ７ ５

１９ １９ １６
０．０１９

表３　ＨＬＡⅠ的表达与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之间的关系

ＨＬＡⅠ
ＴＡＰ１

阳性 阴性

ＬＭＰ２

阳性 阴性

阳性 １９ １８ ２１ １６

阴性 １７ ３３ １９ ３１

　　注：为体现ＴＡＰ１、ＬＭＰ２、ＨＬＡⅠ在正常组织和食管癌组织中阴

性表达的巨大差异且趋于一致性，弱阳性统计在阴性表达中；ＴＡＰ１：

狉＝０．２７２，犘＝０．０１１；ＬＭＰ２：狉＝０．３０７，犘＝０．００４

３　讨论

肿瘤免疫以细胞免疫为主，细胞免疫在肿瘤的发

生、发展和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细胞免疫中的主要

分子ＨＬＡⅠ在免疫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

ＨＬＡⅠ类分子在许多恶性肿瘤细胞中表达下降是一

个普遍生物学现象，而且已经得到证实，是肿瘤细胞发

生免疫逃逸的重要机制之一［９］。但 ＨＬＡⅠ类分子在

恶性肿瘤细胞中表达下降的机制尚不清楚。

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是参与抗原加工提呈过程中的重

要分子。ＬＭＰ２主要作用是把肿瘤性抗原加工分离降

解成更容易与 ＨＬＡⅠ类分子结合的多肽片段。再由

ＴＡＰ１将被蛋白酶体分离降解后的多肽片段转运至内

质网膜处，以ＡＴＰ依赖方式递呈给 ＨＬＡⅠ类分子，

与ＨＬＡⅠ类分子相结合形成抗原肽ＨＬＡⅠ类分子

复合体，表达在细胞膜表面，由ＣＤ８＋ Ｔ细胞识别，从而

被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ＣＴＬ）杀

死；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分子表达的异常可能会影响ＨＬＡⅠ

类分子在细胞膜上表达的密度和稳定性［１０１２］。

在多 种 肿 瘤 中 的 研 究 均 显 示，肿 瘤 样 本 中

ＨＬＡⅠ类分子呈现不同程度的表达降低。例如

Ｈｉｃｋｌｉｎ等
［１３］通过组织化学染色方法，发现胃癌中

ＨＬＡⅠ类分子表达降低。ＲｕｉｚＣａｂｅｌｌｏ等
［１４］通过免

疫组化对肺癌的研究以及周水洪等［１５］采用免疫组化

方法对喉癌进行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值得关注的

是，ＴＡＰ１的表达状态会影响 ＨＬＡⅠ类分子的表达。

例如，在恶性黑色素瘤细胞株和肺癌细胞株等多种恶

性肿瘤的研究中发现，ＴＡＰ１表达下调或缺失，致使被

蛋白酶体降解后的多肽不能有效地提呈给 ＨＬＡⅠ类

分子，使细胞膜上ＨＬＡⅠ类分子表达下调或缺失，以

致肿瘤细胞逃避自身的免疫监视［１６１９］。然而，目前国

际上尚罕见ＬＭＰ２表达对于ＨＬＡⅠ类分子表达影响

的研究。同时，国内对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的表达是否会

影响ＨＬＡⅠ类分子表达也罕见报道。

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

在食管癌组织中明显低表达，提示可能在食管癌的发

生早期及食管癌发生的整个过程发挥重要作用。

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的异常表达和临床病理分

级相关，在高分化、中分化及低分化癌中的表达是呈降

低趋势，说明３种蛋白的表达状态可反映食管癌的恶

性程度。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的异常表达与淋

巴结转移和ＴＮＭ 分期相关，有淋巴结转移的食管癌

组织明显低于无淋巴结转移，在Ⅲ～Ⅳ中的表达明显

低于Ⅰ～Ⅱ中的表达，此结果可预示食管癌患者的不

·５７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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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预后。三者低表达的一致性提示，可同成为食管癌

诊断和预警转移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

本实验研究还显示，ＨＬＡⅠ与 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

相关，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的低表达与 ＨＬＡⅠ的表达下

降趋势一致，提示两者可能与 ＨＬＡⅠ类分子的低表

达相关。在抗原提呈中，ＬＭＰ２的低表达可能导致不

能把肿瘤性抗原加工分离降解成更容易与 ＨＬＡⅠ类

分子结合的多肽片段，ＴＡＰ１的低表达可能导致被蛋

白酶体分离降解产生的肿瘤抗原肽不能与 ＨＬＡⅠ类

分子结合，从而使食管鳞癌细胞膜上 ＨＬＡⅠ类分子

表达下调，致使肿瘤细胞逃避细胞免疫监视，躲避杀

伤，但具体分子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由于 ＨＬＡⅠ、ＴＡＰ１和ＬＰＭ２的表达与食管鳞

癌的免疫逃逸有着密切的关系，下一步研究可通过提

高ＴＡＰ１和ＬＭＰ２的表达，来提高食管癌细胞表面

ＨＬＡⅠ的表达，增强肿瘤抗原特性免疫应答，从而在

免疫治疗中取得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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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研究／论著

食管癌再程放疗的临床观察

高岭　宋智波　李宁　徐志巧

开封市中心医院肿瘤科，河南 开封４７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食管癌放疗后局部复发再程放疗的治疗价值，并分析再程放疗及放疗联合化疗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开封市中心医院２００５０５１８－２０１００５２１收治的４１例食管癌患者，分为单纯再程放疗

组２０例及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２１例，对其疗效、不良反应等进行比较。结果　单纯再程放疗组有效率（ＲＲ）为４５．００％

（９／２０），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为８５．７１％（１８／２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８．２５，犘＝０．０３５。单纯再程放疗组１年生存

率为４５．００％（９／２０），２年为２５．００％（５／２０），３年为１０．００％（２／２０）；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１年生存率为５２．３８％

（１１／２１），２年为２８．５７％（６／２１），３年为１４．２９％（３／２１）；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０．０５，犘＝０．９７５。单纯再程放疗组

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为７５．００％（１５／２０），≥２级者为４５．００％（９／２０）；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则分别为９０．４５％

（１９／２１）和５２．３９％（１１／２１）；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狕＝－０．８７７，犘＝０．３８０。单纯再程放疗组急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为

２０．００％（４／２０），≥２级者为５．００％（１／２０）；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分别为２３．８１％（５／２１）和９．５２％（２／２１）；２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狕＝－０．３６１，犘＝０．７１８。单纯再程放疗组骨髓抑制发生率为４５．００％（９／２０），≥２级者为５．００％（１／２０）；化疗

联合再程放疗组分别为５７．１４％（１２／２１）和２３．８１％（５／２１）；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狕＝－１．２２８，犘＝０．２２０。结论　食

管癌放疗后局部复发再程放疗仍是有效治疗的手段，联合化疗是可行的，并能提高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可耐受。

【关键词】　食管癌；再程放疗；疗效；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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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就诊时多属中晚

期。根据２０１３年最新肿瘤发病率数据显示，食管癌发

病率排第８位，我国发病率是美国的２０～３０倍
［１２］。

单纯手术治疗预后不佳，近半数会在术后２年内死于

复发转移［３］。作为主要治疗方式，放疗后复发是临床

上非常棘手的问题。近年来再程放疗的研究逐渐增

多，但尚无明确结论。本研究回顾性分析４１例食管癌

再程放疗病例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等，观察再程放疗的

可行性。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及一般资料

２００５０５１８－２０１００５２１开封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收治的食管癌放疗后复发的患者共４１例。分为单纯

再程放疗组２０ 例和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２１ 例

（表１）。因再次出现进食哽噎感就诊发现复发者３５

例，常规复查发现复发者６例。均经胃镜检查取得病

理，确诊为鳞状细胞癌。颈胸腹部ＣＴ及彩超等项检

查未发现颈部、锁骨上区、纵隔和腹膜后等处转移。所

有患者与首程治疗时原发部位一致。全组病例首程治

疗均为根治性放疗，放疗剂量６０Ｇｙ／３０次～６６Ｇｙ／

３３次，部分病例配合全身化疗４～６个周期。

表１　４１例食管癌再程放疗分组临床资料

项目
单纯再程放疗

组（狀＝２０）
化疗联合再程

放疗组（狀＝２１）χ
２或狕值 犘值

性别

　男 １４ １６

　女 ６ ５
　０．２０ａ ０．６５３

年龄（岁） ４７～７８ ４２～７０

病变部位

　颈段 １ １

　胸上段 ２ ２

　胸中段 １１ １１

　胸下段 ６ ７

－０．２０２ ０．８４０

病变长度（ｃｍ）

　≤５ １２ １６

　＞５～８ ６ ５ －１．２５０ ０．２１１

　＞８～１０ ２ ０

复发间隔时间（月）

　６～＜１３ ２ ３

　１３～２４ ９ １０ －０．５１６ ０．６０６

　＞２４ ９ ８

　　注：ａ为χ
２值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单纯再程放疗组　采用三维适形放射治疗。

大体肿瘤体积（ｇｒｏｓｓｔｕｍ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ＧＴＶ）为ＣＴ图

像上显示食管壁厚度＞０．５ｃｍ的区域；临床靶区体积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ｖｏｌｕｍｅ，ＣＴＶ）为ＧＴＶ前后左右外扩

０．５ｃｍ，上下两端外扩２．０ｃｍ；计划靶区体积（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ｖｏｌｕｍｅ，ＰＴＶ ）为 ＣＴＶ 前后左右外扩

０．５ｃｍ，上下两端外扩１．０ｃｍ。

物理师根据放疗处方要求制定治疗计划，处方剂

量５０Ｇｙ，单次剂量２Ｇｙ，１次／ｄ，５次／周。要求９５％

ＰＴＶ体积接受＞１００％的处方剂量照射，全肺 Ｖ２０

≤２５％，Ｖ３０≤１８％，心脏平均剂量≤３０Ｇｙ。复发时间

＜１２个月者脊髓最大剂量＜２０Ｇｙ，复发时间≥１２个

月者脊髓最大剂量＜４０Ｇｙ。治疗计划经放疗主任医

师审核及验证后开始治疗，全部患者均顺利完成放射

治疗。

１．２．２　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　采用紫杉醇＋顺铂方

案于放疗第１天同步开始化疗。紫杉醇（ＰＴＸ，海南中

化联合制药工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为２００６０４２０）

５０ｍｇ／ｍ
２，加入生理盐水５００ｍＬ中静脉滴入，ｄ１、ｄ８，

常规预处理并全程心电监护；顺铂（ＤＤＰ，齐鲁制药有

限公司，生产批号为１Ａ１Ａ０７１２０４８Ａ）２０ｍｇ／ｍ
２，加入

生理盐水５００ｍＬ中静脉滴入，ｄ１～ｄ３；每３～４周为

１个周期。随放疗同步进行２个周期化疗，并辅助抗

呕、保肝和支持对症等治疗措施。再程放疗结束后继

续原方案化疗２个周期，化疗药物用法和剂量不变。

放疗方案同单纯再程放疗组。

１．３　结果判定标准

近期疗效评价采用１９７９年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提出的食管癌放射治疗后近期疗效评价标准，分为完

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ＰＲ）、稳定（ＳＤ）和进展（ＰＤ），

以ＣＲ＋ＰＲ计算有效率（ＲＲ）
［４］。不良反应采用１９９２

年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ＲＴＯＧ急性放射损伤分

级标准，分为０～４级
［５］。

１．４　随访

门诊或电话随访，起止 时间为 ２００５０６３０－

２０１３０６３０，按死亡时间计，共随访６～３６个月。分别

于治疗结束时、治疗结束后１个月和治疗结束后３个

月进行胸部上腹部ＣＴ、上消化道钡餐、颈部锁骨上淋

巴结彩超或 ＰＥＴＣＴ 等项检查，进行疗效及生存

·８７２· 高岭，等　食管癌再程放疗的临床观察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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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对分组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数

据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用直接法计算相

关生存率。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近期客观疗效

单纯再程放疗组ＣＲ２例，ＰＲ７例，ＳＤ８例，ＰＤ

３例，ＲＲ为４５．００％（９／２０）；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ＣＲ

７例，ＰＲ１１例，ＳＤ２例，ＰＤ１例，ＲＲ 为８５．７１％

（１８／２１）。２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 ８．２５，

犘＝０．０３５。

２．２　生存分析

单纯再程放疗组１年生存率为４５．００％（９／２０），

２年为２５．００％（５／２０），３年为１０．００％（２／２０）；化疗联

合再程放疗组１年生存率为５２．３８％（１１／２１），２年为

２８．５７％（６／２１），３年为１４．２９％（３／２１）。２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０．０５，犘＝０．９７５。

２．３　不良反应

表２所示，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放射性食管炎发

生率 为 ９０．４５％ （１９／２１），≥２ 级 者 为 ５２．３９％

（１１／２１）；放射性肺炎发生率为２３．８１％（５／２１），≥２级

为９．５２％ （２／２１）；骨 髓 抑 制 发 生 率 为 ５７．１４％

（１２／２１）。相关反应高于单纯再程放疗组，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犘值均＞０．０５。经对症处理后好转，患者均

能耐受治疗。

表２　４１例食管癌患者单纯再程放疗和化疗联合

再程放疗不良反应比较〔狀（％）〕

不良反应
单纯再程放疗

组（狀＝２０）
化疗联合再程

放疗组（狀＝２１）
狕值 犘值

急性放射性食管炎

　０级 ５（２５．００） ２（９．５２）

　１级 ６（３０．００） ８（３８．１０）

　２级 ７（３５．００） ８（３８．１０） －０．８７７ ０．３８０

　３级 ２（１０．００） ３（１４．２９）

　４级 ０ ０

急性放射性肺炎

　０级 １６（８０．００） １６（７６．１９）

　１级 ３（１５．００） ３（１４．２９）

　２级 １（５．００） １（４．７６） －０．３６１ ０．７１８

　３级 ０ １（４．７６）

　４级 ０ ０

骨髓抑制

　０级 １１（５５．００） ９（４２．８６）

　１级 ８（４０．００） ７（３３．３３）

　２级 １（５．００） ３（１４．２９） －１．２２８ ０．２２０

　３级 ０ ２（９．５２）

　４级 ０ ０

　　注：犘值为总发生率的比较

３　讨论

我国是食管癌高发国家，发病率与死亡率居国内

恶性肿瘤的第２位
［６］。放射治疗作为主要方法之一，

５年生存率约为１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局部未控和

复发［７］。Ｂｕｔｔｏｎ等
［８］报道，食管癌放疗后６５％照射野

内复发，３２％远处转移。复发部位多在原发病灶区域，

其原因可能为瘤体中心组织坏死和缺氧，造成放射线

敏感性下降，影响疗效所致。目前手术、化疗和再程放

疗仍是复发食管癌的主要治疗方式［９］。

Ｍａｒｕｙａｍａ等
［１０］报道，局部复发食管癌中手术切

除、放化疗和手术联合放化疗有类似的生存率和局控

率。再程放疗为目前主要选择方法之一，但常规大野

照射受周围正常组织的限制，肿瘤局部受量较低，疗效

难以提高。近年来由于三维适形放疗技术的广泛应

用，使放疗准确性得到明显提高。照射野形状与肿瘤

体积一致，可最大限度保护正常组织。通过剂量体积

直方图（ｄｏｓｅｖｏｌｕｍ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ＤＶＨ）及剂量曲线

图能准确评价正常组织、危及器官和靶器官的剂量与

体积，以达到肿瘤组织受照最大化，正常组织损伤最小

化的目的。

临床研究再程放疗的耐受性时发现，皮肤、黏膜、

肺和脊髓对亚临床的放射性损伤能够有所恢复，主要

与器官的类型及首程放疗的剂量和再程放疗的间隔时

间有关。汤晓伟等［１１］综合文献认为，再程放疗间隔时

间最好＞１２个月，相关放射性损伤发生率有所下降，

治疗安全性相对较高。

对于再程放疗的照射剂量问题，国内多数学者认

为，考虑到同一照射野内累积损伤的因素，再程放疗剂

量应以ＤＴ５０Ｇｙ／２５次，５周为宜。Ｆａｋｈｒｉａｎ等
［１２］证

实，再程放疗剂量≥４５Ｇｙ的生存率较＜４５Ｇｙ高，剂

量＞６０Ｇｙ对提高生存率无意义，反而增加穿孔等风

险。卢驰等［１３］报道，放疗剂量＞４５Ｇｙ的患者有更长

的生存时间。窦运喜等［１４］相关临床研究结果显示，食

管癌再程放疗剂量ＤＴ＞５５Ｇｙ，未能提高生存率。

再程放疗过程中可见的并发症有放射性食管炎、

放射性肺炎、食管出血、狭窄、食管气管瘘、穿孔及心脏

损伤等，以放射性食管炎最常见。曹修存［１５］认为，食

管癌再程放疗中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率较高，几乎所

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食管炎症状，提示首程放疗所

致食管黏膜损伤较易再次出现，且不易修复。陈剑

等［１６］发现，再程放疗剂量＞６０Ｇｙ时，出现食管瘘和

食管纤维化狭窄的概率明显增加。本研究再程放疗剂

量ＤＴ 为５０Ｇｙ／２５次，无食管气管瘘、食管穿孔和心

脏损伤等情况发生。

罗宏涛等［１７］报道，食管癌局部复发再程单纯放疗

１、２和３年生存率分别为５２．０％、２８．０％和８．０％。

·９７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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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丽等［１８］报道，采用３ＤＣＲＴ超分割放疗技术治疗

３２例食管癌放疗后局部复发者，其近期疗效ＣＲ率为

５９．４％，ＰＲ率为２１．９％，１、２和３年生存率分别为

５３．３％、２８．６％和１４．３％。本研究采用三维适形放疗

技术单纯放射治疗局部复发食管癌２０例，ＲＲ 为

４５％，１、２和３年生存率分别为４５％、２５％和１０％。

结论认为再程放疗是可行的。

单纯放疗通常无法防止肿瘤的远处转移，而化疗

是防止远处转移的有效方式，因此放化疗相结合已成

为治疗食管癌的发展趋势［１９］。研究证实，食管癌同步

放化疗是安全的，疗效不差于以手术为基础多学科综

合治疗［２０］。放化疗联合治疗食管癌可杀伤照射野以

外的微小转移灶，抑制放疗后癌细胞亚致死性和潜在

致死性损伤的修复，使肿瘤缩小，减少需照射杀伤癌细

胞的指数，增加血流供应，提高放疗效果。

国外文献报道，在放化疗结合的时间问题上，同步

放化疗优于序贯放化疗［２１］。Ｚｈａｎｇ等
［２２］报道，复发的

食管鳞癌接受同步放化疗，３年生存率为１４％。罗宏

涛等［１７］报道，食管癌局部复发再程放疗联合ＴＰ方案

化疗，１、２和３年生存率分别为５６．５％、４７．０％和

２１．７％。本研究采用３ＤＣＲＴ放疗技术联合顺铂＋

紫杉醇方案化疗，治疗食管癌放疗后局部复发２１例，

近期疗效ＲＲ为８５．７１％（１８／２１），优于单纯再程放疗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１、２和３年生存率２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中化疗联合再程放疗组放射性食管炎发生

率为９０．４５％（１９／２１），≥２级者为５２．３８％（１１／２１），

放射性肺炎发生率为 ２３．８１％ （５／２１），≥２ 级为

９．５２％（２／２１），骨髓抑制发生率为５７．１４％（１２／２１）。

相关反应高于单纯再程放疗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食管癌放疗后局部复发者再程放疗是

可行的，联合化疗近期疗效较单纯再程放疗有所提高，

不良反应可耐受。由于本研究病例数量较少，仍需进

一步扩大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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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曹修存．放疗后复发食管癌患者再程放疗联合化疗的临床观察

［Ｊ］．肿瘤基础与临床，２０１２，２５（５）：４０７４０８．

［１６］　陈剑，张鼎儒，郭宇飞，等．食管癌放疗后复发三维适形放疗的临

床观察 ［Ｊ］．实用癌症杂志，２０１０，２５（５）：５００５０２．

［１７］　罗宏涛，魏世鸿，王小虎，等．食管癌放疗后复发再程三维适形放

疗同步化疗的临床观察 ［Ｊ］．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３，２０（５）：

３７１３７３．

［１８］　贾丽，王仁本，于金明，等．食管癌放疗后复发的再放疗３２例疗

效观察 ［Ｊ］．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０６，１３（１１）：８６３８６４．

［１９］　张彬，乔田奎，高彩霞．同期适形放疗联合化疗治疗中晚期食管

癌的临床研究 ［Ｊ］．中国癌症杂志，２０１１，２１（１０）：５０３５０６．

［２０］　ＰｔｔｇｅｎＣ，ＳｔｕｓｃｈｋｅＭ．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ｖｅｒｓｕ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ｉｔｈｉｎｍｕｌ

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ｆｏｒ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Ｒｅｖ，２０１２，３８（６）：５９９６０４．

［２１］　ＦｅｒｒｏｎｅｃＲ，ＰｉｅｒｅｔｔｉｖａｎｍａｒｃｋｅＲ，ＢｌｏｏｍＪＰ，ｅｔａｌ．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ｄｕｃｔａｌ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ｑｕａｌｃｕｒｅ［Ｊ］．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０１２，１５２（３Ｓｕｐｐｌ１）：４３４９．

［２２］　ＺｈａｎｇＪ，ＰｅｎｇＦ，ＬｉＮ，ｅｔａｌ．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ｏ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

ａｐｙｆｏ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ｅｓｏｐｈａ

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２，８４（３）：１９３１９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０９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０６

（编辑：张勋）

·０８２· 高岭，等　食管癌再程放疗的临床观察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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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研究／论著

首次复发犖犛犆犔犆患者血清犆犈犃水平

与犈犌犉犚犜犓犐疗效相关性分析

李焕焕　马晓平　林芷伊　巩平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新疆 石河子８３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首次复发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患者血清ＣＥＡ表达水平

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基因突变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ｅｐｉ

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ＥＧＦＲＴＫＩ）疗效之间的关系。方法　 收集２０１００１２１－

２０１４０６３０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后首次复发并口服 ＥＧＦＲＴＫＩ药物治疗的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者１０３例，

ＡＤｘＡＲＭＳ法检测患者组织标本中ＥＧＦＲ２９种突变，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ＣＥＡ水平，分析血清ＣＥＡ表达水平和

ＥＧＦＲ基因突变及ＥＧＦＲＴＫＩ疗效之间的关系。结果　１０３例复发的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者中，ＥＧＦＲ总突变率为６２．１％

（６４／１０３）。女性突变率显著高于男性，χ
２＝６．６９５，犘＝０．０１０。腺癌突变率高于鳞癌，χ

２＝４．６１５，犘＝０．０３２。非吸烟患者

突变率显著高于吸烟患者，χ
２＝６．８７６，犘＝０．００９。血清ＣＥＡ≥５．０ｎｇ／ｍＬ时患者ＥＧＦＲ突变率显著高于＜５．０ｎｇ／ｍＬ

的患者，χ
２＝１２．３２３，犘＜０．００１。多变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发现，首次复发时血清ＣＥＡ表达水平与ＥＧＦＲ基因突变正相关，

犘＝０．００１。当血清ＣＥＡ＜５ｎｇ／ｍＬ时，患者的疾病有效率为２０．６％（７／３４），疾病控制率为４７．１％（１６／３４）；血清ＣＥＡ

≥５ｎｇ／ｍＬ时，患者的疾病有效率为３１．９％（２２／６９），疾病控制率为７２．５％（５０／６９）。不同ＣＥＡ水平患者经ＥＧＦＲＴＫＩ

治疗后，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狕＝－２．２２９，犘＝０．０２６。结论　 血清ＣＥＡ表达水平是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的独立预测因

素，同时对难以获得组织的复发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其水平也可作为预测ＥＧＦＲＴＫＩ药物疗效的参考指标。

【关键词】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癌胚抗原；非小细胞肺癌；预后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８１－２８４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狅犳狊犲狉狌犿犮犪狉犮犻狀狅犲犿犫狉狔狅狀犻犮犪狀狋犻犵犲狀犪狀犱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犈犌犉犚犜犓犐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犻狀狉犲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狀狊犿犪犾犾犮犲犾犾犾狌狀犵犮犪狀犮犲狉

犔犐犎狌犪狀犺狌犪狀，犕犃犡犻犪狅狆犻狀犵，犔犐犖犣犺犻狔犻，犌犗犖犌犘犻狀犵

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犗狀犮狅犾狅犵狔，犉犻狉狊狋犃犳犳犻犾犻犪狋犲犱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犕犲犱犻犮犪犾犆狅犾犾犲犵犲，犛犺犻犺犲狕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犛犺犻犺犲狕犻８３２０００，犘．犚．犆犺犻狀犪

［犃犅犛犜犚犃犆犜］　犗犅犑犈犆犜犐犞犈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ＣＥＡｌｅｖｅ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ＥＧＦＲＴＫＩ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犕犈犜犎犗犇犛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０３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ｈｏ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ＤｘＡＲＭ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ＥＧＦＲｇｅｎ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ｔａｋｅ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ｕｍｏｒ．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ＣＥＡ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ｍｏｎｇｓｅｒｕｍＣＥＡ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ＥＧＦＲＴＫＩ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ＳＣＬＣ．犚犈犛犝犔犜犛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ＥＧＦＲｗａｓ６２．１％

（６４／１０３）ｉｎ１０３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ＳＣＬ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ｈａ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ｍａｌｅｓ（χ
２＝６．６９５，犘＝

０．０１０）．Ｔｈ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ｓ（χ
２＝４．６１５，犘＝０．０３２）．Ｔｈｅｍｕ

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ｏｎｓｍｏｋｉｎｇ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ｓｍｏｋｉｎｇ（χ
２＝６．８７６，犘＝０．００９）．Ｔｈ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ｒｕｍＣＥＡｌｅｖｅｌｏｖｅｒｏｒｅｑｕａｌｔｏ５．０ｎｇ／ｍＬ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

ｓｅｒｕｍＣＥＡｌｅｖｅｌ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０ｎｇ／ｍＬ（χ
２＝１２．３２３，犘＜０．００１）．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ａｈｉｇｈｅｒｓｅｒｕｍＣＥＡ

ｌｅｖｅｌ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ＧＦＲｇｅｎ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犘＝０．００１）．ＷｈｅｎｓｅｒｕｍＣＥＡｌｅｖｅｌ

＜５ｎｇ／ｍ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ａｔｅｗａｓ２０．６％（７／３４）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ｅｗａｓ４７．１％（１６／３４），ｗｈｅｎｓｅｒｕｍＣＥＡｌｅｖｅｌ≥５ｎｇ／ｍＬ，

【基金项目】　新疆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ＸＪＧＲＩ２０１３０６７）

【第一作者简介】　李焕焕，女，河南安阳人，硕士，主要从事肿瘤化疗及生物免疫治疗的研究工作。

Ｅｍａｉｌ：２９１９６８７４４＠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简介】　 巩平，女，新疆石河子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肿瘤综合治疗及药物敏感性的研究工作。

Ｅｍａｉｌ：ｇｏｎｇｐ８３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１８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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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ａｔｅｗａｓ３１．９％（２２／６９）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ｅｗａｓ７２．５％（５０／６９）．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ｒｕｍＣＥＡ

ｌｅｖｅ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ＥＧＦＲＴＫＩ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ｄｇｒｅａ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狕＝－２．２２９，犘＝０．０２６）．犆犗犖犆犝犔

犛犐犗犖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ＣＥＡｌｅｖｅｌａｐｐｅａｒｓｔｏｂ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ＥＧＦＲｇｅｎ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ＳＣＬＣａｎｄｉｓａｌｓｏ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ｓ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ＧＦＲＴ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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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ＥＧ

ＦＲＴＫＩ），包括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等，对非小细胞肺

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有较好的抗肿

瘤作用［１］。多中心临床试验发现，ＥＧＦＲ 突变阳性

ＮＳＣＬＣ患者使用 ＥＧＦＲＴＫＩ治疗的客观有效率可

＞７０％
［２５］。然而，大部分患者经过治疗后难以二次获

得组织，加上在血浆中检测ＥＧＦＲ突变目前没有统一

的方法，且各种方法阳性率相差甚远［６８］。而且，费用

高及ＥＧＦＲ基因突变检测对肿瘤组织取材、设备、方

法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要求较高［９］。所以，对于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者复发时在临床上较难获得ＥＧＦＲ突变结

果。临床医师主要选择具有特殊临床特征的患者进行

ＥＧＦＲＴＫＩ靶向治疗，如不吸烟、女性和肺腺癌患者

等［１０］。近年来有研究显示，血清ＣＥＡ水平可以作为

ＥＧＦＲＴＫＩ靶向治疗 ＮＳＣＬＣ 患者的疗效预测因

子［１１］，但其原因和机制未明。本研究回顾性分析首次

复发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血清ＣＥＡ水平，与ＥＧＦＲ基

因突变及ＥＧＦＲＴＫＩ疗效之间的关系。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及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０１２１－２０１４０６３０在石河子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就诊治疗后首次复发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

入组标准：１）经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为ＮＳＣＬＣ；

２）化学治疗后复发或进展的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者，无手

术史；３）可以收集到病理组织标本及血标本；４）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资料不完善；２）标本达不到

ＥＧＦＲ基因突变检测要求。

符合上述标准患者１０３例，男６０例，女４３例。年

龄４４～８５岁，中位年龄６８岁。组织学类型依据２００４

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细胞分类法，其中腺癌７８例，

鳞癌２５例；非吸烟患者５４例，吸烟患者４９例。本试

验已通过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１．２　 检测方法

收集ＮＳＣＬＣ患者的组织标本，４％中性缓冲甲醛

固定和石蜡包埋。使用ＡＤｘＡＲＭＳＥＧＦＲ基因２９种

突变检测试剂盒，检测 ＥＧＦＲ基因２９种突变（购自

ＡｍｏｙＤｘ生物医药公司）。所有患者在治疗后复发时

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３ｍＬ，分离血清。采用电化学发

光免疫测定法检测血清ＣＥＡ浓度，按仪器和试剂说

明书操作，以５．０ｎｇ／ｍＬ为正常参考值上限。

１．３　结果判定标准

靶向药物治疗前以及治疗开始后２个月，进行

ＣＴ影像学检查。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ｉｎＳｏｌｉｄＴｕｍｏｒｓ，ＲＥＣＩＳＴ）１．１

版，包括完全缓解（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Ｒ）、部分缓解

（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疾病稳定（ｓｔａｂ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Ｄ）

和疾病进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以 ＣＲ＋ＰＲ

计算疾病有效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ＲＲ），以ＣＲ＋ＰＲ＋

ＳＤ计算疾病控制率（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ｅ，ＤＣ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χ
２ 和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临床特征与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相

关性研究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临床特征与疗效的关系

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犈犌犉犚基因突变状态

１０３例患者中检测到ＥＧＦＲ基因突变６４例，其中

２１号外显子Ｌ８５８Ｒ突变３３例，１９号外显子１９Ｄｅｌ突

变２１例，２０号外显子２０Ｉｉｎｓ突变４例，１９号外显子

１９Ｄｅｌ突变合并２０号外显子Ｔ７９０Ｍ突变４例，２０号

外显子Ｔ７９０Ｍ突变２例。

２．２　 临床特征与犈犌犉犚基因突变状态的关系

表１所示，女性、不吸烟、腺癌和血清ＣＥＡ水平

≥５ｎｇ／ｍＬ时，突变率更高。

２．３　犈犌犉犚基因突变的状态与犆犈犃的关系

ＥＧＦＲ基因的突变率随着血清ＣＥＡ水平的不断升

高而增加，ＣＥＡ＜５、５～＜２０和≥２０ｎｇ／ｍＬ的ＥＧＦＲ突

变率分别为３８．２％（１３／３４）、６０．９％（１４／２３）和８０．４％

（３７／４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４．８１８，犘＝０．００１。

２．４　 对犈犌犉犚基因突变预测因子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的统计结果见表２，血清ＣＥＡ的水平

·２８２· 李焕焕，等　首次复发ＮＳＣＬＣ患者血清ＣＥＡ水平与ＥＧＦＲＴＫＩ疗效相关性分析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ww
w.

sc
ien

ce
-tr

uth
.co

m



是ＥＧＦＲ基因突变唯一的独立预测因子，犘＝０．０２６。

２．５　 血清犆犈犃对犈犌犉犚基因突变的预测价值

血清ＣＥＡ对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状态的预测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７９．７％（５１／６４）和５３．８％（２１／３９），

阳性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７３．９％（５１／６９）和６１．８％

（２１／３４）。

表１　１０３例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与ＥＧＦＲ突变率和ＥＧＦＲＴＫＩ疗效的关系

临床病理特征 狀
ＥＧＦＲ突变

－（狀＝３９） ＋（狀＝６４）
χ
２值 犘值

ＥＧＦＲＴＫＩ疗效

ＣＲ＋ＰＲ ＳＤ ＰＤ
狕值 犘值

性别

　男 ６０ ２９ ３１

　女 ４３ １０ ３３
６．６９５ ０．０１０

１５ １９ ２６

１４ １８ １１
－１．６１４ ０．１０７

吸烟情况

　从不吸烟 ５４ １４ ４０

　正在／曾经吸烟 ４９ ２５ ２４
６．８７６ ０．００９

１３ ２０ ２１

１６ １７ １６
－０．９２７ ０．３５４

组织类型

　腺癌 ７８ ２６ ５３

　鳞癌 ２５ １３ １１
４．６１５ ０．０３２

２３ ２７ ２８

６ １０ ９
－０．２８６ ０．７７５

血清ＣＥＡ水平

　正常 （＜５ｎｇ／ｍＬ） ３４ ２１ １３

　异常 （≥５ｎｇ／ｍＬ） ６９ １８ ５１
１２．３２３　 ０．０００

７ ９ １８

２２ ２８ １９
－２．２２９ ０．０２６

　　注：ＥＲＦＲ．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ＧＦＲＴＫ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

２．６　犈犌犉犚犜犓犐治疗疗效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表１结果显示，ＥＧＦＲＴＫＩ治疗 ＲＲ为２８．１％

（２９／１０３），ＳＤ 的患者占３５．９％（３７／１０３），ＤＣＲ 为

３５．９％（３７／１０３）。进一步分析发现，当血清 ＣＥＡ

＜５ｎｇ／ｍＬ时，患者的 ＲＲ为２０．６％（７／３４），ＤＣＲ为

４７．１％（１６／３４）；血清ＣＥＡ≥５ｎｇ／ｍＬ时，患者ＲＲ为

３１．９％（２２／６９），ＤＣＲ为７２．５％（５０／６９）。不同ＣＥＡ

水平患者经ＥＧＦＲＴＫＩ治疗后，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狕＝－２．２２９，犘＝０．０２６。ＣＥＡ水平高的患者经治

疗后，疗效更佳。

表２　ＥＧＦＲ基因突变与１０３例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临床

病理特征关系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临床特征 系数 ＳＥ Ｅｘｐ（Ｂ） ９５％ＣＩ 犘值

性别 　０．７０５ ０．６６６ ２．０２５ ０．５４９～７．４６６ ０．２８９

年龄（岁）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９７７ ０．９３２～１．０２５ ０．３４７

吸烟情况 －０．８０２ ０．６０９ ０．４４８ ０．１３６～１．４７９ ０．１８８

组织类型 －０．０３６ ０．５９８ ０．９６５ ０．２９９～３．１１５ ０．９５２

血清ＣＥＡ水平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０ １．１０１ １．０３９～１．１６６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既往研究表明，ＥＧＦＲ在 ＮＳＣＬＣ中高表达并且

与该病的发病机制相关［１２］。ＥＧＦＲＴＫＩ治疗ＮＳＣＬＣ

的机制是阻止酪氨酸残基的磷酸化，进而阻断ＥＧＦＲ

信号通路的转导，抑制肿瘤的增殖、转移和血管生成等

一系列肿瘤细胞生物活动。以往的临床研究结果显

示，ＥＧＦＲＴＫＩ在ＥＧＦＲ突变的人群中可以显示出更

好的疗效［１３］。

ＣＥＡ在ＮＳＣＬＣ中的作用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被首

次公布，是最早用于 ＮＳＣＬＣ的肿瘤标志物之一
［１４］。

血清ＣＥＡ表达水平与 ＮＳＣＬＣ疗效以及患者预后有

关［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ＣＥＡ水平高的患者比

血清 ＣＥＡ 水 平 正 常 的 患 者 对 ＥＧＦＲＴＫＩ更 敏

感［１６１７］。但发生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相

反，本研究也发现那些经治疗后复发的患者血清ＣＥＡ

水平常常升高，尽管他们在首次治疗之前血清ＣＥＡ

水平可能正常。由此推断，ＥＧＦＲ基因突变可能与血

清ＣＥＡ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本研究主要探讨在复

发的ＮＳＣＬＣ患者中，血清ＣＥＡ水平和ＥＧＦＲ基因突

变及ＥＧＦＲＴＫＩ疗效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晚期首次复发的 ＮＳＣＬＣ患

者中，女性、不吸烟和腺癌的群体ＥＧＦＲ突变率更高，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１８］。当血清ＣＥＡ≥５ｎｇ／ｍＬ

时，ＥＧＦＲ基因的突变率比血清ＣＥＡ＜５ｎｇ／ｍＬ时明

显升高。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率随着血清ＣＥＡ水平的升

高而升高。值得注意的是，当血清ＣＥＡ≥２０ｎｇ／ｍＬ

时，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率高达８０％。经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

素分析发现，血清ＣＥＡ表达水平与ＥＧＦＲ基因突变

独立相关。另外，本研究结果还提示血清ＣＥＡ水平

可作为预测ＥＧＦＲＴＫＩ疗效的指标。

ＣＥＡ的具体功能目前知之甚少，然而，有研究称它

可能作为一种同型的黏附分子在细胞的聚合过程中发

挥作用［１９］。另外Ｏｒｄｏｎｅｚ等
［２０］研究也显示，ＣＥＡ的过

表达可以防止肿瘤细胞发生失巢凋亡现象和抑制细胞

的死亡。ＥＧＦＲ酪氨酸激酶区域的突变已经被发现与

ＮＳＣＬＣ患者对吉非替尼的敏感性有关
［５］。ＥＧＦＲ突变

·３８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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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导致其酪氨酸激酶区域的持续磷酸化，可以导致其

下游分子如Ａｋｔ和ＳＴＡＴ３的持续活化。另外，目前的

研究显示，Ａｋｔ和ＳＴＡＴ３在ＥＧＦＲ突变的肿瘤细胞的

抗凋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２１２２］。本研究假定

ＥＧＦＲ突变导致的信号通路的持续激活可以刺激抗凋

亡机制的激活。因此，高表达的ＣＥＡ蛋白作为一种抗

凋亡的中介可能会在ＥＧＦＲ突变的患者中检测到，并进

一步预测ＥＧＦＲＴＫＩ的疗效。

总之，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ＮＳＣＬＣ患者中，血清

ＣＥＡ和ＥＧＦＲ基因突变及ＥＧＦＲＴＫＩ的疗效之间存

在着重要的联系，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率会随着血清ＣＥＡ

表达水 平 的 升高而增高；血清 ＣＥＡ 水平 越 高，

ＥＧＦＲＴＫＩ的疗效也会越好。因此，在没有条件获得

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患者血清ＣＥＡ的

表达水平尝试使用ＥＧＦＲＴＫＩ。然而，本研究由于样

本量较少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详细阐明其潜在

的具体分子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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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研究／论著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厄洛替尼

和吉非替尼治疗临床比较

张洁霞　 蔡迪　 李时悦　 周承志　 秦茵茵　 欧阳铭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内科，广东 广州５１０１２０

【摘要】　目的　比较和评价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靶向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２０１２１１２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８１例晚期ＮＳＣＬＣ初诊有脑转移患者和１１１例晚期 ＮＳＣＬＣ初诊无脑转移患

者，１９２例患者均为肺腺癌合并ＥＧＦＲ基因突变，分为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治疗组，生存分析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统计，

组间生存率比较采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结果　初诊有脑转移患者颅内病灶，客观有效率为４５．６８％（３７／８１），疾病控制率

为９０．１２％（７３／８１）。吉非替尼、厄洛替尼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ＦＳ）分别为９．５和９．０个月，

犘＝０．３４４；不同ＥＧＦＲ突变类型（１９外显子序列缺失突变、２１外显子突变）ＰＦＳ比较分别为１０．４和８．６个月，犘＝

０．４０８。初诊无脑转移患者ＰＦＳ分别为１４．０和１５．０个月，犘＝０．３６９；不同 ＥＧＦＲ突变类型的ＰＦＳ分别为１４．０和

１５．０个月，犘＝０．４０８。结论　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一线治疗肺癌ＥＧＦＲ突变脑转移效果无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ＥＧＦＲ基因突变；靶向治疗；脑转移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８５－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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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腺癌的发病率上升速度明显快于肺鳞癌，已成

为非小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

最常见的类型，约占每年全球确诊的新增肺癌病患的

４０％
［１］。发生脑转移的患者如不治疗，中位生存期

（ｍｅｄｉａ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ＭＳＴ）＜７周。采用全脑放疗

（ｗｈｏｌｅｂｒａｉ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ＢＲＴ）可以使 ＭＳＴ

延长为４～６个月。中国人肺腺癌患者发生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

突变的概率为３５％～４０％
［２３］。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对

比ＮＳＣＬＣ脑转移的亚裔患者一线进行吉非替尼和厄

罗替尼治疗的疗效，为ＥＧＦＲ突变肺腺癌脑转移患者

的治疗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及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５，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８１例晚期ＮＳＣＬＣ初诊有脑转移患者，以

及１１１例晚期ＮＳＣＬＣ初诊无脑转移患者，年龄１８～

８０岁，中位年龄６５岁。男７８例，女１１４例。所有患

者经过组织学或病理学确诊为Ⅳ期肺腺癌。分子病理

学检测确定有ＥＧＦＲ突变，ＥＧＦＲ突变１９和２１外显

子突变状态由ＡＲＭＳＰＣＲ法检测获得。具有可评价

病灶，一般状况评分（ＰＳ）０～３，预计生存时间＞３个

月，治疗前未经其他抗肿瘤治疗。本研究试验方案经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研

究对象均对该试验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１．１．１　初诊肺癌脑转移组　吉非替尼组（Ａ 组）

３９例，厄洛替尼组（Ｂ组）４２例。Ａ 组男女比例为

２５∶１４，Ｂ组为２８∶１４。Ａ 组年龄≤６０岁１５例，

＞６０岁２４例；Ｂ组≤６０岁１５例，＞６０岁２７例。Ａ组

吸烟史有无比例为１５∶２４；Ｂ组为１７∶２５。Ａ组ＰＳ

评分０～１者２５例，２～３者１４例；Ｂ组０～１者２８例，

２～３者１６例。２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有无吸烟和ＰＳ

评分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１．１．２　初诊肺癌无脑转移组　吉非替尼组（Ｃ组）

４０例，厄洛替尼组（Ｄ 组）７１例。Ａ 组男女比例为

１１∶２９，Ｂ组为２０∶５１。Ａ 组年龄≤６０岁１１例，

＞６０岁２９例；Ｂ组≤６０岁２３例，＞６０岁４８例。Ａ组

吸烟史有无比例为１２∶２８；Ｂ组为１９∶５２。Ａ组ＰＳ

评分０～１者３２例，２～３者８例；Ｂ组０～１者５６例，

２～３者１５例。２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有无吸烟和ＰＳ

评分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吉非替尼（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Ｊ２００９００１４）剂量２５０ｍｇ／ｄ，厄罗替尼（Ｅｒｌｏ

ｔｉｎｉｂ；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Ｊ２００９０１１６）

１５０ｍｇ／ｄ，直到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毒性。如颅内

病灶进展再加以脑放疗，如颅内病灶无进展继续观察

至出现颅内病灶进展再加以脑放疗。脑放疗采用

６ＭＶＸ射线加速器治疗机行平行对穿两野 ＷＢＲＴ。

常规采用４０Ｇｙ／２０次，４周。对单个转移灶可缩野追

加剂量１０～２０Ｇｙ／５～１０次，总剂量＜６０Ｇｙ。所有患

者治疗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脱水等最佳支持治疗等。

１．３　结果判定标准

近期疗效按照２０００年 ＷＨＯ实体瘤疗效评定标

准ＲＥＣＩＳＴ１．１，分为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ＰＲ）、

稳定（ＳＤ）和进展（ＰＤ）。以ＣＲ＋ＰＲ＋ＳＤ计算疾病控

制率（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ｅ，ＤＣＲ），以ＣＲ＋ＰＲ计算客

观反应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ＯＲＲ）。远期疗效

主要观察无进展生存期（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ＦＳ）。颅内病灶ＰＦＳ由服分子靶向药物直到脑内出

现ＰＤ或最后一次随访，即一线晚期ＮＳＣＬＣ初发无脑

转移者到发生脑转移的时间和初诊有脑转移服药后缓

解持续的时间。初诊有脑转移患者开始治疗１４～２０ｄ

复查脑 ＭＲ，随后同初诊无脑转移者，每６个月或１年

内定期复查。

１．４　随访

采用回院复查、电话和信函的方式进行随访，随访

截止２０１４０５２５，总的随访时间为６６个月，中位随访

时间为３０个月，随访率９１．４％。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一般资料

及临床疗效采用χ
２ 检验，生存分析采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法统计。组间生存率比较采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检验水

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脑转移患者治疗效果和犘犉犛比较

在８１例ＮＳＣＬＣ初诊有脑转移患者颅内病灶中，

１０例 ＣＲ，２７ 例 ＰＲ，３６ 例 ＳＤ，８ 例 ＰＤ，ＯＲＲ 为

４５．６８％（３７／８１），ＤＣＲ为９０．１２％（７３／８１）。吉非替尼

组ＣＲ６例，ＰＲ１２例，ＳＤ１７例，ＰＤ４例，ＲＲ４６．１５％

（１８／３９）；厄洛替尼组ＣＲ４例，ＰＲ１５例，ＳＤ１９例，ＰＤ

４例，ＲＲ为４５．２４％（１９／４２）；２组ＲＲ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
２＝０．０７，犘＝０．９３４。吉非替尼组 ＤＣＲ 为

８９．７４％（３５／３９），厄洛替尼组为９０．４８％（３８／４２），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０．０１２，犘＝０．９１２。

图１Ａ所示，吉非替尼、厄洛替尼治疗的中位ＰＦＳ

分别为９．５（９５％ＣＩ为６．８～１２．１）和９．０个月（９５％ＣＩ

为７．０～１０．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３４４。

２．２　脑转移患者不同犈犌犉犚突变的犘犉犛比较

在８１例初诊脑转移患者中，６例患者发生２０外

显子突变，考虑样本量小予以剔除。在７５例初诊有脑

转移患者不同ＥＧＦＲ突变类型中，９例ＣＲ，２６例ＰＲ，

·６８２· 张洁霞，等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治疗临床比较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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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例ＳＤ，８例ＰＤ，ＲＲ为４６．６７％（３５／７５），ＤＣＲ为

８９．３３％（６７／７５）。１９外显子序列缺失突变组 ＣＲ

５例，ＰＲ１２例，ＳＤ１５例，ＰＤ４例，ＲＲ 为４７．２２％

（１７／３６），ＤＣＲ 为 ８８．８９％ （３２／３６）；２１ 号外显子

Ｌ８５８Ｒ突变组ＣＲ４例，ＰＲ１４例，ＳＤ１７例，ＰＤ４例，

ＲＲ为４６．１５％（１８／３９），ＤＣＲ 为８９．７４％（３５／３９）。

２组ＲＲ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０．０９，犘＝０．９２６；

ＤＣ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０．０１４，犘＝０．９０５。

图１Ｂ所示，１９外显子序列缺失突变组和２１外显

子突变组的中位ＰＦＳ分别为１０．４和８．６个月，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４０８。

２．３　无脑转移患者的犘犉犛比较

图１Ｃ所示，１１１例初诊无脑转移患者，吉非替尼、

厄洛替尼治疗的ＰＦＳ分别为１４．０（９５％ＣＩ为１３．０～

１４．９）和１５．０个月（９５％ＣＩ为１３．０～１６．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犘＝０．３６９。

２．４　无脑转移患者不同犈犌犉犚突变的犘犉犛比较

图１Ｄ所示，１０４例无脑转移患者有７例发生２０

外显子突变，考虑样本量小予以剔除。在１０４例无脑

转移患者不同ＥＧＦＲ突变类型中，１９外显子序列缺失

突变和２１外显子突变的中位ＰＦＳ分别为１４．０和

１５．０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４０８。

２．５　毒副作用

毒副作用最常见为皮疹、腹泻、食欲下降和转氨酸

升高等。６８例出现Ⅰ～Ⅱ度皮疹，１２例Ⅲ～Ⅳ度皮疹

患者经短暂停药后继续服用药物治疗，Ⅰ～Ⅱ度腹泻

４６例，Ⅲ～Ⅳ度腹泻６例。予对症处理后症状缓解，

不影响继续靶向治疗。

３　讨论

肺癌脑转移机制是复杂的，多种机制、多个环节参

与肺癌脑转移瘤的发生和发展。肺癌脑转移瘤组织及

转移瘤微血管内皮细胞中高度开放钙激活钾（ＫＣａ）通

道，可作为血脑瘤屏障通透性调节的作用靶点；

ＶＥＧＦＣ通过增强肿瘤和特异器官的亲和力并促进癌

细胞向淋巴管方向运动，实现肺癌脑转移的发生发展；

神经递质受体与神经元的相互作用促进肺癌细胞至脑

组织；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Ｒ４的表达能易化癌细胞穿越血

脑屏障（ｂｌｏｏｄｂｒａｉｎｂａｒｒｉｅｒ，ＢＢＢ）；抑癌基因、癌胚抗

原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等相关蛋白的异常表达可能与肺

癌脑转移相关［４］。相对于传统的细胞毒性剂，ＴＫＩｓ跨

越血脑屏障渗透的能力是已被证明确切存在［５］。吉非

替尼和厄洛替尼的透过血脑屏障的比例分别约为１％

和７％
［６］。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使用厄洛替尼治疗肺

腺癌应该比吉非替尼能获得更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ＴＫＩｓ的治疗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预防ＥＧＦＲ突变的

ＮＳＣＬＣ脑转移，而 ＥＧＦＲ 突变的存在易发生脑转

移［７］。使用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的初始治疗，会获得

一个相对低的脑转移。脑转移被延迟或阻止可能是因

ＴＫＩｓ初始治疗的预防作用。

　　注：Ａ．８１例脑转移；Ｂ．７５例脑转移ＥＧＦＲ突变；Ｃ．１１１例无脑转

移；Ｄ．１０４例无脑转移ＥＧＦＲ突变

图１　初诊肺腺癌患者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治疗后

无进展生存曲线分析

·７８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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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ｕｃｈｉ等
［８］二线单药厄洛替尼治疗４１例ＥＧＦＲ突

变的肺腺癌脑转移患者，缓解率达８７．８％，中位ＰＦＳ

为１４．５个月，ＯＳ为２１．９个月。Ｐａｒｋ等
［９］研究２３例

（１７例为二线治疗）厄洛替尼或吉非替尼治疗已明确

存在ＥＧＦＲ突变的腺癌脑转移患者的临床试验，结果

ＲＲ达到７０％。Ｗｕ等
［１０］报道一项厄洛替尼二线治疗

４８例腺癌或ＥＧＦＲ突变阳性晚期 ＮＳＣＬＣ无症状脑

转移Ⅱ期前瞻性研究，显示总有效率为５６．３％，且对

颅内及颅外病灶均有效。因此，在优势人群中，ＥＧ

ＦＲＴＫＩｓ可作为肺癌脑转移的首选治疗。

全脑放疗常作为脑转移的标准治疗方案。全脑放

疗有明确的姑息和生存益处。很多回顾性和前瞻性研

究都报道了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脑转移患者的有效

性和结果，局部控制率为５０％～９０％，中位生存期为

９～１０个月；不同的肺癌脑转移瘤特征具有不同的生

存预后，大体肿瘤体积、原发灶控制或脑外其他部位转

移和放疗方法等是影响肺癌脑转移瘤患者预后的因

素［１１］。全脑放疗最主要的毒副作用为迟发性神经病

变，尤其是中老年患者发生率＞８０％，临床表现为痴

呆、步态异常和尿失禁，成为影响生活质量最主要的因

素［１２］。特别是老年患者，因骨髓储备能力低下及合并

有心、肺、肾和糖尿病等基础病，一定程度上难以耐受

化疗［１３］。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脑转移患者中年龄

＞６０岁占所有患者的６７％，中位年龄６５岁。因此，选

择应用分子靶向药物治疗肺癌脑转移是成为除全脑放

疗外的另一个治疗途径。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ＮＳＣＬＣ初诊有脑转移患者颅

内病灶，客观有效率为４５．６８％，ＤＣＲ 为９０．１２％；

ＮＳＣＬＣ初诊有或无脑转移患者选用吉非替尼、厄洛替

尼治疗的ＰＦ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初诊有或无脑转移

患者不同ＥＧＦＲ突变类型ＰＦ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在１９２例脑转移患者不同ＥＧＦＲ突变类型ＰＦＳ比较

中，因ＥＧＦＲ酪氨酸激酶区域的突变主要发生在１８～

２１外显子，其中１９和２１号外显子突变覆盖突变约为

９０％。本研究有１３例患者发生２０号外显子突变，考

虑样本量小予以剔除。ＴＫＩｓ单药相比全脑放疗有较

明显优势，同时改善颅内及颅外肿瘤病灶，有效地延长

了生存期；不良反应轻，耐受性好，提高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本研究结果提示，对于存在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的

肺腺癌脑转移患者，应用分子靶向药物治疗肺癌脑转

移是成为除全脑放疗之外的另一个治疗途径。

口服靶向药物无论是吉非替尼还是厄洛替尼治疗

肺癌脑转移均能取得良好的疗效且疗效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吉非替尼价格较低廉，使

用吉非替尼治疗可以节约医疗资源，减轻患者经济负

担，发挥较好的社会效应。但因厄洛替尼比吉非替尼

拥有较高的血药浓度和脑脊液浓度，厄洛替尼可能更

优越的疗效仍需大规模的ＴＫＩｓ单药治疗ＮＳＣＬＣ脑

转移的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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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赵臖．培美曲塞联合卡铂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观

察［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１，１８（８）：１０４５１０４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编辑：张）

·８８２· 张洁霞，等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治疗临床比较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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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研究／论著

局限期小细胞肺癌交替与序贯放化疗对照研究

王丽杰１，２　张初峰１
，２
　王鹏１

，２
　管燕２　刘秀菊２　李艳２　郭其森２

１．济南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００

２．山东省肿瘤医院内二科，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１７

【摘要】　目的　探讨交替或序贯放化疗治疗局限期小细胞肺癌（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ｔａｇｅ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ＬＳＳＣＬＣ）中，放疗

加入时机对其疗效及安全性的影响。方法　收集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１０１在山东省肿瘤医院行交替或序贯放化疗９１例

ＬＳＳＣＬＣ患者，应用ＥＰ方案化疗和交替或序贯常规放疗。ＥＰ方案：依托泊苷（Ｖｐ１６）１００ｍｇ／ｄ，静脉滴入，ｄ１～ｄ５；顺

铂（ＤＤＰ）４０ｍｇ／ｄ，静脉滴入，ｄ１～ｄ３；３周为１个周期。交替或序贯常规放疗：２．０Ｇｙ／（次·ｄ），５ｄ／周，６周。实施

≤３个周期化疗后交替放疗者为早期组４２例；实施＞３个周期化疗后行放疗者为晚期组４９例。所有患者均完成６个周

期ＥＰ方案化疗和６０Ｇｙ／３０次的常规放疗。结果　早期组有效率为８５．７１％（３６／４２），比晚期组的８１．６３％（４０／４９）提高

了４％，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中位无进展生存期（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ＦＳ）分别为１２和１０个月，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２组中位总生存期（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Ｓ）分别为１８和１７个月，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

观察其曲线图，仍可见延长趋势。２组不良反应主要为可耐受的胃肠道反应和骨髓抑制，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结论　交替或序贯放化疗治疗ＬＳＳＣＬＣ患者，先行≤３个周期化疗后放疗者相对于更多周期化疗后放疗者，有提

高有效率和延长ＯＳ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在延长患者ＰＦＳ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不增加其不良反应。

【关键词】　癌，小细胞肺；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序贯放化疗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８９－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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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是当今国内外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

亡率早已成为世界癌症之首，其中１５％～２０％为小细

胞肺癌（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ＬＣ）
［１］。ＳＣＬＣ分局

限期和广泛期，因倍增时间短、进展快和转移早，确诊

时局限期患者仅占１／３
［２］。化疗联合放疗是一线治疗

局限期小细胞肺癌（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ｔａｇｅＳＣＬＣ，ＬＳＳＣＬＣ）的

主要治疗手段。既往研究发现，同步放化疗治疗

ＬＳＳＣＬＣ相对交替／序贯化放疗疗效好，因此化放疗

同步一直是ＬＳＳＣＬＣ的临床治疗标准
［３５］。但因种种

原因，交替或序贯化放疗仍是国内ＬＳＳＣＬＣ患者常见

的临床治疗手段。在此情况下，关于化疗开始后放疗

何时交替才可发挥其最大疗效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已进行了多项研究［６８］，但因加

入放疗时机的早、晚期定义差异较大，与国内临床常用

方式也有较大不同，致其结论具有较大争议。因此，本

研究收集并分析了９１例ＬＳＳＣＬＣ患者的化放疗治疗

情况，比较一线治疗６个周期ＥＰ方案化疗中，放疗何

时加入对患者疗效及其毒副作用的影响。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及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１０１在山东省肿瘤医院

治疗的ＬＳＳＣＬＣ患者临床资料。纳入标准：１）均经病

理学或细胞学确诊为ＳＣＬＣ；２）经胸部强化ＣＴ、腹部

ＣＴ或Ｂ超、全身骨扫描和颅脑 ＭＲ等检查确定患者

分期为局限期；３）一线化疗实施标准的ＥＰ方案：依托

泊苷（Ｖｐ１６，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５５８３）１００ｍｇ／ｄ，静脉滴入，ｄ１～ｄ５；顺铂（ＤＤＰ，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７０２１３５８）４０ｍｇ／ｄ，

静脉滴入，ｄ１～ｄ３；３周为１个周期。４）在化疗不同周

期后行交替或序贯常规放疗，２．０Ｇｙ／（次 ·ｄ），

５ｄ／周，总共６０Ｇｙ；放疗前化疗不足６个周期的，放

疗后继续完成共６个周期的化疗。化放疗结束后１个

月内行影像学检查，评估疗效。５）患者因疾病进展迅

速或其他原因未完成６个周期化疗及交替或序贯放疗

者，暂不纳入研究。

根据纳入标准选取９１例ＬＳＳＣＬＣ患者，其中男

６０例，女３１例。年龄２８～７７岁，中位年龄５６岁。ＥＰ

方案化疗１个周期后交替放疗者０例，化疗２个周期

后交替放疗者１３例，３个周期后放疗者２９例，４个周

期后２３例，５个周期后１０例，６个周期后１６例。

依照临床常见交替或序贯治疗模式，根据患者放

疗前化疗周期数，将其分为２组，放疗前行ＥＰ方案化

疗≤３个周期者为早期组，＞３～６个周期者为晚期组。

表１所示，２组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１　９１例ＬＳＳＣＬＣ患者分组临床特征比较（狀）

临床特征
早期组

（狀＝４２）
晚期组

（狀＝４９） χ
２值 犘值

性别

　女 １４ １７

　男 ２８ 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８９１

年龄（岁）

　≤４５ ９ ７

　＞４５～６０ ２６ ３２ ０．８６７ ０．６４８

　＞６０ ７ １０

吸烟史

　有 ２３ ２６

　无 １９ 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８７１

卡氏评分

　≥８０ ４０ ４４

　＜８０ ２ ５
０．３３３ ０．５６４

预防性颅脑照射

　有 ７ ８

　无 ３５ ４１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５

１．２　结果判定标准

整个治疗过程中每周查血常规１～２次，不良反应

按２００３年 ＷＨＯ４．０常见不良反应分级统一评定。治

疗前后采用影像学检查观察肿瘤情况。近期疗效在化

放疗结束１个月内按ＲＥＣＩＳＴ１．１疗效标准客观评价，

分为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ＰＲ）、稳定（ＳＤ）和进展

（ＰＤ），以ＣＲ＋ＰＲ计算有效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ＲＲ）。

１．３　随访和生存分析

采用门诊、电话或书信方式对所有患者进行院外

随 访，１～３ 个 月 随 访 １ 次，末 次 随 访 时 间 为

２０１４０３１６，中位随访时间２１个月。所有患者随访资

料完整。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ＰＦＳ）为从治疗开始至疾病进展或患者死亡时

间。总生存期（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ｕｒｖｉｖｅ，ＯＳ）为从肿瘤明确诊

断到死亡或末次随访的时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分析，应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

计算生存曲线平均指标，采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２组生存率

差异；对其他计数资料采用χ
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０９２· 王丽杰，等　局限期小细胞肺癌交替与序贯放化疗对照研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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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近期客观疗效

４２例早期组患者，治疗后达ＣＲ者１０例，ＰＲ者

２６例，ＳＤ者４例，ＰＤ者２例；４９例晚期组患者，ＣＲ

１３例，ＰＲ２７例，ＳＤ５例，ＰＤ４例。２组 ＲＲ分别为

８５．７１％（３６／４２）与８１．６３％（４０／４９），早期组ＲＲ虽比晚期

组高４％，但经χ
２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６０１。

２．２　犘犉犛和犗犛比较

图１所示，早期组与晚期组中位ＰＦＳ分别为１２

和１０个月，χ
２＝５．３４７，犘＝０．０２１，即早期组中位ＰＦＳ

优于晚期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早期组与晚期组的中位 ＯＳ分别为１８和１７个

月，χ
２＝１．６２０，犘＝０．２０３，即早期组与晚期组ＯＳ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其生存函数图（图２），可见延长

趋势。

图１　早期组和晚期组ＳＣＬＣ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分析曲线

图２　早期组和晚期组ＳＣＬＣ患者总生存期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分析曲线

２．３　毒副作用

９１例患者均可评价毒副作用，２组最常见的不良

反应为胃肠道反应和骨髓抑制，其中早期组与晚期组

出现Ⅲ～Ⅳ级胃肠道反应的例数为３和５例，Ⅲ～Ⅳ

级骨髓抑制者８和１３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患者不良反应均可耐受，临床处理后均改善，没

有因不良反应不可耐受而中断治疗。

２．４　治疗失败原因

５７例患者出现远处转移，其中脑转移４１例，骨转

移２４例，肝转移２９例，肾上腺转移３０例。３６例局部

复发，其中胸部原发灶增大２８例，纵隔淋巴结转移

１９例。早期组远处转移率为６１．９０％（２６／４２），局部复

发率 为 ３５．７１％ （１５／４２）；晚 期 组 远 处 转 移 率 为

６３．２７％（３１／４９），局部复发率为４２．８６％（２１／４９）；２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３　讨论

ＳＣＬＣ是一种进展迅速的恶性肿瘤，确诊时约２／３

的患者已有肺外转移［２，９］。近年来随着综合治疗的进

展，ＳＣＬＣ的治疗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疗效。已有研究

证实，ＳＣＬＣ患者由未行治疗时的中位生存期２～４个

月，到现在综合治疗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ａｇｅＳＣＬＣ，ＥＳＳＣＬＣ）的中位生存期达８～１３个月，

ＬＳＳＣＬＣ达１５～２０个月
［１０］。虽然靶向治疗在非小细

胞肺癌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至今为止，还未发

现对ＳＣＬＣ的治疗有显著疗效的靶向药物
［１１］。因此，

传统的化放疗仍是其主要的治疗方法。

与单纯化疗或放疗比较，化放疗联合可明显改善

ＳＣＬＣ的局部控制率，延长ＰＦＳ，提高生存率
［１２１３］。其

中ＬＳＳＣＬＣ的联合治疗模式有同步、交替和序贯

３种。研究发现，同步化放疗治疗 ＬＳＳＣＬＣ的疗效优

于交替或序贯疗法［３５］。因此，同步化放疗一直是

ＬＳＳＣＬＣ的临床治疗标准。但对于临床上很多体质

相对较差的患者，常因无法耐受同步化放疗的不良反

应，从而不得不选择交替或序贯化放疗。交替或序贯

放化疗的主要特点是降低了同步治疗对患者的不良反

应，但是也因治疗强度减弱，增加了治疗中和治疗后其

肿瘤复发的可能性。

探讨ＬＳＳＣＬＣ交替或序贯放化疗中，放疗何时加

入才可最大限度发挥其优越性的问题，一直是其研究

的重点。针对这一问题，国内一项研究分别以６、９和

１２周等时间节点前后定义早晚期放疗，得出结论，节

点前即早期加入放疗未能提高总生存期，但有增大

ＰＦＳ的趋势
［８］。而国外有关研究则是以化疗开始后

３０ｄ左右开始放疗定义其早晚期，虽然都得出相似结

论，其早期交替放疗相对较好，可延长ＰＦＳ
［７］。但因加

·１９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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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放疗时机的早、晚期定义差异较大，致其结论并无代

表性，在现实临床治疗中，仍无实际循证证据可遵循。

本研究依照临床常见交替或序贯治疗模式，定义

≤３个周期 ＥＰ方案化疗后交替放疗者为早期组，

＞３个周期ＥＰ方案化疗后放疗者为晚期组。收集分

析了９１例ＬＳＳＣＬＣ交替／序贯化放疗治疗情况。结

果显示，早期组有效率比晚期组提高了４％，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中位ＰＦＳ分别为１２和１０个

月，相差２个月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即早

期放疗可以延长ＰＦＳ。２组ＯＳ分别为１８和１７个月，

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其曲线图，仍可见延长趋

势。２组不良反应主要为可耐受的胃肠道反应和骨髓

抑制，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即早期加入放

疗不增加患者不良反应。

重新定义后的早晚期放疗，得出了与既往研究相

似但更为明确的结果，早期放疗有提高有效率和延长

ＯＳ的趋势，并可明确改善ＰＦＳ。既往在同步化放疗

治疗ＳＣＬＣ研究中也发现，化疗开始后早期加入放疗

相比延后加入，可显著提高ＬＳＳＣＬＣ的２和５年生存

率，而且缩短胸部放射治疗的整体治疗时间，改善可更

为明显［１４］。另一研究也同样发现，５年生存率随着化

疗开始到放疗结束时间的延长而降低［１５］。最近一项

研究结果表明，ＥＰ／ＥＣ方案与加速超分割同步放疗

（１．５Ｇｙ／次，２次／ｄ，５ｄ／周，３周）治疗ＬＳＳＣＬＣ疗效

较好［１６］。因此对于体质偏弱不能实施同步放化疗的

ＬＳＳＣＬＣ的治疗，若初始化疗有效后（一般２个周期

化疗后评估），应尽快实施交替放疗，如果可以分割放

疗剂量，增加放疗次数，缩短放疗持续时间，ＳＣＬＣ治

疗疗效可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对于治疗模式为交替或序贯放化疗的

ＬＳＳＣＬＣ患者，行≤３个周期化疗后放疗者相对于更

多个周期化疗后放疗者，虽然有提高有效率和延长ＯＳ

的趋势，但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在延长患者

ＰＦＳ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不增加其不良反应。但

考虑到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且样本量较小，混杂因素

较多，尚需设计更为严谨的大样本前瞻性临床研究，进

一步明确其最佳治疗时机，以期为ＬＳＳＣＬＣ患者的治

疗提供更高级别的循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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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ｃｈ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ｔａｇｅ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Ｒｅｖ，２００７，３３（５）：４６１４７３．

［１５］　ＤｅＲｕｙｓｓｃｈｅｒＤ，Ｐｉｊｌ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ｍａＭ，ＢｅｎｔｚｅｎＳＭ，ｅｔａｌ．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ｏｆ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ａｙｏｆｃｈｅｓ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ｉ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Ｊ］．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６，２４（７）：

１０５７１０６３．

［１６］　ＫｕｂｏｔａＫ，ＨｉｄａＴ，ＩｓｈｉｋｕｒａＳ，ｅｔａｌ．Ｅｔｏｐｏｓｉｄｅａｎｄ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ｖｅｒ

ｓｕｓｉｒｉｎｏｔｅｃａｎａｎｄ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ｔａｇｅ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ｔｏｐｏｓｉｄｅａｎｄ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ｐｌｕｓｃｏｎ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ｈｙｐ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ｄ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ＪＣＯＧ０２０２）：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ｐｈａｓｅ３ｓｔｕｄｙ［Ｊ］．Ｌａｎｃｅｔ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４，１５（１）：１０６１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２７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９

（编辑：王秀华）

·２９２· 王丽杰，等　局限期小细胞肺癌交替与序贯放化疗对照研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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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萃分析／论著

含铂双药对比非铂单药二线治疗晚期

非小细胞肺癌的系统评价

魏瑜　杨媚　张建清　白鸽　张莉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ＶＩＰ：魏瑜，张莉；肿瘤中心：杨媚，

张建清，白鸽），新疆 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５４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联合铂类的双药方案和非铂类单药方案二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

ＮＳＣＬＣ）患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计算机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ＣＢＭ）、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和万方数据库，收集含铂双药化疗方案对比非铂单药化疗方案二线治疗晚期

ＮＳＣＬＣ的随机对照试验，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进行荟萃分析。结果　最终纳入１１项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共１１６７例患者。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与非铂单药方案相比，含铂双药方案化疗可提高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化疗客观有效率（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

ＯＲＲ）及疾病控制率（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ｅ，ＤＣＲ），分别为１．４３倍（犚犚＝１．４３，９５％ＣＩ为１．０８～１．８９，犘＝０．０１０）和１．１６倍

（犚犚＝１．１６，９５％ＣＩ为１．０５～１．２７，犘＝０．００２）。同时，含铂双药方案化疗亦可延长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ＦＳ），犎犚＝０．７４，９５％ＣＩ为０．５８～０．９５，犘＝０．０２０；但含铂双药化疗与非铂单药化疗组１年生存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犚犚＝１．２１，９５％ＣＩ为０．９１～１．６１，犘＝０．１９０。安全性方面，含铂双药方案化疗最主要的不良反应为血小

板减少，犚犚＝２．９９，９５％ＣＩ为１．９５～４．５９，犘＜０．００１；而３～４级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恶心呕吐和贫血等不良反

应，含铂双药化疗与非铂单药化疗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与非铂单药化疗方案相比，含铂双药方案可提高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者化疗ＯＲＲ及ＤＣＲ，延长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ＰＦＳ，但不能明显改善１年生存率。最主要不良反应为血小板减

少，低毒耐受性好。因此，含铂双药化疗方案在一线治疗失败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二线治疗中值得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铂类；二线治疗；系统评价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９３－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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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犈犐犢狌，犢犃犖犌犕犲犻，犣犎犃犖犌犑犻犪狀狇犻狀犵，犅犃犐犌犲，犣犎犃犖犌犔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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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犅犛犜犚犃犆犜］　犗犅犑犈犆犜犐犞犈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ｏｒｉｓｋ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ｌａｔｉ

ｎｕｍｂａｓ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ｔｖｅｒｓｕｓｎｏｎ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ｓｉｎｇｌｅａｇｅｎｔｉｓｎｏ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ｓ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ｂｏｔｈ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犕犈犜犎犗犇犛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ＲＣＴｓ）ｏｎ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ｂａｓ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ｔｖｓ．

ｎｏｎ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ｓｉｎｇｌｅａｇｅｎｔ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ＮＳＣＬＣｗ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ｉｎＰｕｂＭｅｄ，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ＢＭ，ＣＮＫＩａｎｄ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ｖＭａｎ５．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犚犈犛犝犔犜犛　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１１ＲＣＴ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１，１６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ｏｎ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ｓｉｎｇｌｅａｇｅ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ｂａｓ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ＯＲＲ）ｂｙ１．４３ｔｉｍｅｓ（犚犚＝１．４３，９５％ＣＩ：１．０８－１．８９，犘＝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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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１ｙｅａ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ｗａ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ａｎｄｔｏｌｅｒａｂｌ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ｂａｓ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ＮＳＣＬＣｗｈｏｆａｉｌｅｄｉｎ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基金项目】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年专项基金（２０１２ＱＮ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　魏瑜，女，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主要从事恶性肿瘤综合治疗的研究工作。

Ｅｍａｉｌ：ＷｅｉＹｕ４０３９＠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作者简介】　张莉，女，新疆乌鲁木齐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恶性肿瘤综合治疗的研究工作。

Ｔｅｌ：８６－９９１－４３６６０２０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ｌｉ９５１４＠１２６．ｃｏｍ

·３９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ww
w.

sc
ien

ce
-tr

uth
.co

m



［犓犈犢犠犗犚犇犛］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犆犺犻狀犑犆犪狀犮犲狉犘狉犲狏犜狉犲犪狋，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９３－２９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２６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９３－０７

　　多数非小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

ＮＳＣＬＣ）患者就诊时已为中晚期，丧失了手术治疗机

会，化疗成为其主要治疗方式［１］。一线化疗后，大部分

患者出现复发，复发后的功能状态仍然保持较好，需要

进行二线治疗［２］。晚期ＮＳＣＬＣ二线治疗包括多西他

赛、培美曲塞、厄洛替尼或联合铂类的化疗方案［３５］。

目前二线化疗疾病反应率＜１０％，探讨更加有效的二

线方法仍是肺癌治疗的研究热点之一［６］。关于一线化

疗失败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是采用联合铂类的双药方案还

是非铂单药方案二线治疗的问题，目前争论也较多，还

无定论。本研究旨在系统评价２种治疗方案在有效性

和安全性方面的差异，以期为临床决策提供最佳循证

医学证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检索策略

通过 计 算 机 检 索 ＥＭｂａｓｅ、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Ｍｅｄ、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和 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检索时间为自建库至２０１４０７，收集国内外公开发表

的关于含铂双药方案对比非铂单药方案二线治疗晚期

ＮＳＣＬＣ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ＲＣＴｓ），语种不限。同时对纳入文献的参考文

献进行追查，手工检索相关会议文献。当≥２篇文献

报道相同研究时，只评估最近、最新的文献。

采用主题词结合自由词进行检索。英文检索词包

括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ｎ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ｃａｒｂｏｐｌａｔｉｎ、ｏｘａｌｉｐｌａｔｉｎ、

ｎｅｄａｐｌａｔｉｎ、ｌｏｂａｐｌａｔｉ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中文检索词包

括肺癌、非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铂类、顺铂、卡铂、奥

沙利铂、奈达铂、洛铂和随机对照试验。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１．２．１　研究对象　１）均为病理确诊的ＮＳＣＬＣ；２）肿瘤

分期为Ⅲ～Ⅳ期；３）年龄≥１８岁，无性别和种族限制；

４）既往接受规范一线化疗且治疗失败；５）ＥＣＯＧ体力状

态评分≤２；５）排除合并有其他恶性肿瘤者，肺癌转移者

除外；６）不伴有尚未控制的严重内科疾病或感染。

１．２．２　研究类型　ＲＣＴｓ，无论是否采用盲法均纳入。

１．２．３　干预措施　试验组为接受一线化疗失败后采

用含铂双药方案化疗，对照组为非铂单药化疗。对一

线化疗方案无要求，但需详细描述给药的剂量、途径、

周期。

１．２．４　结局指标　化疗疗效评价依据２０００年实体肿

瘤疗效评价标准ＲＥＣＩＳＴ，分为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

解（ＰＲ）、稳定（ＳＤ）和进展（ＰＤ）。结局指标有：１）客观有

效率（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ＯＲＲ）：ＣＲ＋ＰＲ患者所占比

例；２）疾病控制率（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ｅ，ＤＣＲ）：ＣＲ＋ＰＲ

＋ＳＤ患者所占比例；３）疾病无进展生存期（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ＦＳ）；４）１年总生存率；５）不良反应：按照

１９８８年 ＷＨＯ抗癌药物毒副作用标准，或常见不良反应

事件评价标准（ＣＴＣＥＡ）３．０发生３～４级不良反应的

患者比例，包括文献中常见的白细胞减少、贫血、中性粒

细胞减少、恶心呕吐和血小板减少。

１．２．５　排除标准　１）文献质量差；２）研究对象及干预

措施不符合入选标准；３）重要资料不全，疗效判断指标

不明确；４）患者失访率＞２０％；５）无法获得全文的会议

摘要。

１．３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由３位研究者分别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和资料提

取，遇有分歧时请专家评定或协商解决。提取的信息

资料主要包括研究、名称、发表年份、样本量平均年龄

和干预措施。

１．４　文献质量评价标准

对所有符合入选标准的 ＲＣＴｓ试验采用 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５．０系统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主要内容包括

随机分配方法，是否进行分配隐藏，是否采用盲法，有

无失访和退出，是否采用意向性分析。依据评价结果，

将纳入文献分为Ａ、Ｂ和Ｃ３个等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ＯＲＲ、ＤＣＲ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合并的效应量用相

对危险度（ｒｉｓｋｒａｔｉｏ，犚犚）来表示。如果犚犚＞１，表示

联合铂类双药化疗方案较非铂单药化疗方案更好。对

于原始文献未能提供 犎犚及９５％ＣＩ者，根据Ｐａｒｍａｒ

等［７］推荐的方法，从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线或Ｌｏｇ

ｒａｎｋ检验犘值计算犎犚，应用方差倒数法估计及合并

犎犚及９５％ＣＩ
［８］。定义双侧界值犘＜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应用统计软件ＲｅｖＭａｎ５．２完成。每个分析均进

行异质性检验，并定义双侧犘＜０．１为存在异质性。

如各研究间是同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如存在异

质性，则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并对可能导致异质性的

因素进行亚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

·４９２· 魏瑜，等　含铂双药对比非铂单药二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系统评价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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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和筛选

通过初检数据库共获得１２５７篇，剔重后获得文

献５６８篇。阅读文题和摘要后获得文献１０２篇，排除

原因有文献类型为综述、个案报道及研究对象和干预

措施不符合纳入标准。阅读全文，复筛排除重复、非随

机对照、非二线治疗和未给出本研究所需研究终点等

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１８０篇。最终纳入１１项

ＲＣＴｓ
［９１９］，其中英文文献４篇

［１６１９］。

２．２　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

１１项ＲＣＴｓ共有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１１６７例（表１

和表２）。实验组为患者接受联合铂类双药化疗方案，

共５６２例；对照组为患者接受非铂单药化疗方案，共

６０５例。３ 篇文献采用顺铂 ＋ 多西他赛／培美曲

塞［９，１３，１５］，３篇文献采用奥沙利铂＋多西他赛／培美曲

塞／紫杉醇［１０，１３，１９］，３篇文献采用卡铂＋多西他赛／培

美曲塞［１６１８］，２篇文献采用奈达铂＋多西他赛
［１１１４］，

１篇文献采用洛铂＋多西他赛
［１２］。

２．３　犕犲狋犪分析

２．３．１　ＤＣＲ　纳入分析的１１项ＲＣＴｓ中有１０篇
［９１７，１９］

报道了ＤＣＲ，各研究结果间不具有异质性（犘＝０．７８０，

Ｉ２＝０），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图１结果显示，含铂双

药组ＤＣＲ是非铂单药组的１．１６倍，犘＝０．００２。亚组

分析结果显示，含铂双药组与非铂单药组相比在联合

奥沙利铂方案化疗对 ＤＣＲ 显示出明显优势，犘＝

０．０２０，而在联合顺铂、卡铂、洛铂和奈达铂方案中未显

示出优势。

表１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作者 时间（年） 分组 狀 平均年龄（岁） 治疗方案 ＯＲＲ（％） ＤＣＲ（％）１ｙＯＳ（％）ＰＦＳ（月）ＯＳ（月）

张广云［９］ ２０１３ Ｔ １９ ７１．６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ｍ２，ｄ１）＋顺

铂（７５ｍｇ／ｍ２，ｄ１～ｄ３）２１ｄ
２６．３ ５２．６ ＮＤ ＮＤ ＮＤ

Ｃ １９ ７１．６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ｍ２，ｄ１）２１ｄ ２１．０ ５７．９ ＮＤ ＮＤ ＮＤ

储天晴等［１０］ ２００９ Ｔ ２２ ＮＤ
紫杉醇（１７５ｍｇ／ｍ２，ｄ１）＋奥沙

利铂（１３０ｍｇ／ｍ２，ｄ１）２１ｄ
１８．２ ７７．２ ２７．３ ＮＤ ＮＤ

Ｃ ４４ ＮＤ 紫杉醇（１７５ｍｇ／ｍ２，ｄ１）２１ｄ １３．６ ７０．４ ２２．７ ＮＤ ＮＤ

谢强等［１１］ ２０１４ Ｔ ５０ ６０
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ｍ２，ｄ１）＋奈

达铂（８０ｍｇ／ｍ２，ｄ１）２８ｄ
２４．０ ８０．０ ２４．０ ４．２ ８．８

Ｃ ５０ ６０ 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ｍ２，ｄ１）２８ｄ ２０．０ ６２．０ ２０．０ ４．０ ８．１

何安兵等［１２］ ２０１２ Ｔ １５ ６８
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ｍ２，ｄ１）＋洛

铂（３０ｍｇ／ｍ２，ｄ２）２８ｄ
２６．７ ７３．７ ＮＤ １１．０　 １８．０

Ｃ ２７ ６８ 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ｍ２，ｄ１）２８ｄ ２２．２ ６３．０ ＮＤ ７．８ １４．０

戴月娣等［１３］ ２０１４ Ｔ ４５ ６０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ｍ２，ｄ１）或多

西他赛（７５ｍｇ／ｍ２，ｄ１）＋顺铂

（２５ｍｇ／ｍ２，ｄ１～ｄ３）２１～２８ｄ

２２．０ ６６．７ ＮＤ ４．７ １１．９

Ｃ ５６ ５９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ｍ２，ｄ１）２１ｄ
或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ｍ２，ｄ１）２８ｄ

１２．５ ５１．８ ＮＤ ３．３ ９．０

戴月娣等［１３］ ２０１４ Ｔ ２０ 　５９．５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ｍ２，ｄ１）或多

西他赛（７５ｍｇ／ｍ２，ｄ１）＋奥沙

利铂（１３０ｍｇ／ｍ２，ｄ１）２１～２８ｄ

１０．０ ６５．０ ＮＤ ４．０ ９．４

Ｃ ５６ ５９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ｍ２，ｄ１）２１ｄ
或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ｍ２，ｄ１）２８ｄ

１２．５ ５１．８ ＮＤ ３．３ ９．０

顾琳萍等［１４］ ２０１０ Ｔ ２０ ＮＤ
多西他赛（６０ｍｇ／ｍ２，ｄ１）＋ 奈

达铂（８０ｍｇ／ｍ２，ｄ１）２８ｄ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９．０ ４．３５ ＮＤ

Ｃ ３８ ＮＤ 多西他赛（６０ｍｇ／ｍ２，ｄ１）２８ｄ ７．９ ４７．４ ２２．０ ４．０ ＮＤ

王泽阳等［１５］ ２０１１ Ｔ ４１ ６０
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ｍ２，ｄ１）＋顺

铂（８０ｍｇ／ｍ２，ｄ１～ｄ３）２１ｄ
２２．５ ４６．３ ＮＤ ４．２ ＮＤ

Ｃ ４０ ５８ 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ｄ１）２１ｄ １４．６ ３５．０ ＮＤ ３．０ ＮＤ

Ａｒｄｉｚｚｏｎｉ等［１６］ ２０１２ Ｔ １１９　 ６４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ｄ１）＋卡
铂（ＡＵＣ＝５，ｄ１）２１ｄ

１２．６ ６３．０ ＮＤ ３．６ ９．２

Ｃ １２０　 ６４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ｄ１）２１ｄ １２．５ ５６．７ ＮＤ ３．５ ８．８

Ｓｍｉｔ等［１７］ ２００９ Ｔ １１９　 ５９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ｄ１）＋卡
铂（ＡＵＣ＝５，ｄ１）２１ｄ

１６．８ ７１．４ ＮＤ ４．２ ８．０

Ｃ １２１　 ５９ 培美曲塞（５００ｍｇ／!，ｄ１）２１ｄ ５．８ ６７．８ ＮＤ ２．８ ７．６

Ｐａｌｌｉｓ等［１８］ ２０１０ Ｔ ６７ ６２
多西他赛（５０ｍｇ／!，ｄ１，ｄ１５）＋
卡铂（ＡＵＣ＝４，ｄ１，ｄ１５）

１０．４ ＮＤ ４３．８ ３．３ １０．２

Ｃ ６５ ６３ 多西他赛（５０ｍｇ／!，ｄ１，ｄ１５） ７．７ ＮＤ ４０．７ ２．６ ７．７

Ｂｅｌｖｅｄｅｒｅ等［１９］ ２０１１ Ｔ ２５ ６３
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ｄ１）＋ 奥

沙利铂（７０ｍｇ／!，ｄ２）２１ｄ
２０．０ ７２．０ ４４．０ ５．０ １１．０

Ｃ ２５ ６０ 多西他赛（７５ｍｇ／!，ｄ１）２１ｄ ８．０ ４．０ ３２．０ １．７ ７．１

　　注：Ｃ．对照组；Ｔ．试验组；ＮＤ．未报道；ＯＲＲ．客观有效率；ＤＣＲ．疾病控制率；１ｙＯＳ．１年生存率；ＰＦＳ．无疾病进展时间；ＯＳ．生存期；平均年龄．

只有部分研究报道了各组的中位年龄或平均年龄

·５９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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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随机方法 分配隐藏 盲法 随访／失访 意向性分析 基线 文献质量

张广云［９］ 是 不详 不详 是 不详 相似 Ｂ

储天晴等［１０］ 不详 不详 不详 是 不详 相似 Ｃ

谢强等［１１］ 是 不详 不详 是 不详 相似 Ｂ

何安兵等［１２］ 不详 不详 不详 是 不详 相似 Ｃ

戴月娣等［１３］ 是 不详 不详 是 不详 相似 Ｂ

顾琳萍等［１４］ 不详 不详 不详 是 不详 相似 Ｂ

王泽阳等［１５］ 是 不详 不详 是 不详 相似 Ｂ

Ａｒｄｉｚｚｏｎｉ等［１６］ 是 不详 不详 是 是 相似 Ｂ

Ｓｍｉｔ等［１７］ 是 不详 不详 是 是 相似 Ｂ

Ｐａｌｌｉｓ等［１８］ 是 不详 不详 是 是 相似 Ｂ

Ｂｅｌｖｅｄｅｒｅ等［１９］ 是 不详 不详 是 是 相似 Ｂ

图１　含铂双药方案化疗对比非铂类单药方案化疗二线治疗晚期ＮＳＣＬＣ疾病控制率的Ｍｅｔａ分析

·６９２· 魏瑜，等　含铂双药对比非铂单药二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系统评价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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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ＯＲＲ　纳入分析的１１项 ＲＣＴｓ均报道了

ＯＲＲ，各研究间同质性好，犘＝０．８７０，Ｉ２＝０％；故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表３结果显示，含铂双药组 ＯＲＲ是

非铂单药组的１．４３倍，犚犚＝１．４３，９５％ＣＩ为１．０８～

１．８９，犘＝０．０１０。

２．３．３　ＰＦＳ　纳入分析的１１个ＲＣＴｓ中有７篇
［１３１９］

报道了ＰＦＳ，各研究结果间存在异质性，犘＜０．００１，

Ｉ２＝７４％；按照联合铂类化疗方案的不同进行亚组分

析亦无异质性，犘＝０．１４０，Ｉ２＝４４．９％，故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表４结果显示，含铂双药化疗方案可以延长晚

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ＰＦＳ，犎犚＝０．７４，９５％ＣＩ为０．５８～

０．９５，犘＝０．０２０。

表３　含铂双药方案化疗对比非铂类单药方案化疗二线治疗

晚期ＮＳＣＬＣ客观有效率的Ｍｅｔａ分析

纳入研究 试验组 对照组 犚犚（９５％ＣＩ）

张广云［９］

　Ｔ 　５ 　５

　Ｃ １９ １９
１．００（０．３５～２．９０）

储天晴等［１０］

　Ｔ 　４ 　６

　Ｃ ２２ ４４
１．３３（０．４２～４．２４）

谢强等［１１］

　Ｔ １２ １０

　Ｃ ５０ ５０
１．２０（０．５７～２．５２）

何安兵等［１２］

　Ｔ 　４ 　６

　Ｃ １５ ２７
１．２０（０．７４～４．３０）

戴月娣等［１３］

　Ｔ １０ 　７

　Ｃ ４５ ５６
１．７８（０．７４～４．３０）

戴月娣等［１３］

　Ｔ 　２ 　７

　Ｃ ２０ ５６
０．８０（０．１８～３．５４）

顾琳萍等［１４］

　Ｔ 　２ 　３

　Ｃ ２０ 　３８
１．２７（０．２３～６．９７）

王泽阳等［１５］

　Ｔ 　９ 　６

　Ｃ ４０ ４１
１．５４（０．６０～３．９２）

Ａｒｄｉｚｚｏｎｉ等［１６］

　Ｔ １５ １５

　Ｃ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０１（０．５２～１．９７）

Ｓｍｉｔ等［１７］

　Ｔ ２０ 　７

　Ｃ １１９ １２１
２．９１（１．２８～６．６１）

Ｐａｌｌｉｓ等［１８］

　Ｔ 　７ 　５

　Ｃ ６７ ６５
１．３６（０．４５～４．０６）

Ｂｅｌｖｅｄｅｒｅ等［１９］

　Ｔ 　５ 　２

　Ｃ ２５ ２５
２．５０（０．５３～１１．７０）

　　注：Ｃ．对照组；Ｔ．试验组

２．３．４　１年生存率　纳入分析 的１１项ＲＣＴｓ中有

５篇
［１０１１，１４，１８１９］报道了１年生存率，各研究结果间同质

性好，犘＝０．９８０，Ｉ２＝０，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图２结

果显示，含铂双药组的１年总生存率是非铂单药组的

１．２１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１９。

表４　含铂双药方案化疗对比非铂类单药方案化疗二线治疗

晚期ＮＳＣＬＣ无进展生存期的Ｍｅｔａ分析

纳入研究 狀 Ｌｏｇ［ＨＲ］ 犛犈 犎犚

戴月娣等［１３］

　Ｔ ４５

　Ｃ ５６
　０．１５７０ ０．１３５３ １．１７（０．９０～１．５３）

顾琳萍等［１４］

　Ｔ ２０

　Ｃ ３９
－０．５７９８ ０．２３８１ ０．５６（０．３５～０．８９）

王泽阳等［１５］

　Ｔ ４０

　Ｃ ４１
－０．５１０８ ０．２４０６ ０．６０（０．３７～０．９６）

Ａｒｄｉｚｚｏｎｉ等［１６］

　Ｔ １１９

　Ｃ １２０
　０．０４８８ ０．１３２２ １．０５（０．８１～１．３６）

Ｓｍｉｔ等［１７］

　Ｔ １１９

　Ｃ １２１
－０．３８５７ ０．１２９４ ０．６８（０．５３～０．８８）

Ｐａｌｌｉｓ等［１８］

　Ｔ ６７

　Ｃ ６５
－０．３１４７ ０．１３０３ ０．７３（０．５７～０．９４）

Ｂｅｌｖｅｄｅｒｅ等［１９］

　Ｔ ２５

　Ｃ ２５
－０．７９８５ ０．２５０２ ０．４５（０．２８～０．７３）

　　注：Ｃ．对照组；Ｔ．试验组

２．３．５　不良反应

１）３～４级血小板减少：纳入分析的１１项 ＲＣＴｓ

均报道了３～４级血小板减少的发生情况。试验组

５４０例，４７例发生不良反应；对照组５７５例，１４例发生

不良反应。按联合铂类化疗方案的不同进行亚组分

析，各研究结果间同质性好，犘＝０．１７０，Ｉ２＝０，故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试验组发生３～４级血小板

减低的可能性是对照组的２．９９倍，犚犚＝２．９９，９５％ＣＩ

为１．９５～４．５９，犘＜０．００１。且亚组分析结果显示，联

合卡铂双药化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２）其他不良反应：有７项 ＲＣＴｓ
［１０１２，１４１７］报道了

３～４级白细胞减少发生情况，犚犚＝１．３８，９５％ＣＩ为

０．９５～２．０１，犘＝０．０９０；１１项报道了３～４级贫血发生

情况，犚犚＝１．４９，９５％ＣＩ为０．８９～２．５０，犘＝０．１３０；

８项
［９，１３１４，１６１９］报道了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情况，犚犚＝

１．２２，９５％ＣＩ为０．７２～２．０９，犘＝０．４６０；９项
［９１１，１４１９］

报道了３～４级恶心呕吐发生情况，犚犚＝１．９０，９５％ＣＩ

为０．８６～４．１９，犘＝０．１１０；以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７９２·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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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含铂双药方案化疗对比非铂单药方案化疗二线治疗晚期ＮＳＣＬＣ１年生存率的Ｍｅｔａ分析

２．４　发表偏倚风险评估

以ＯＲＲ为基准绘制漏斗图，以犚犚值为横坐标，ｌｏｇ

ＲＲ为纵坐标。当漏斗图不对称呈偏态分布时，说明存

在发表偏倚。图３所示，各研究点均匀分布于直线两侧

并靠近漏斗中部，对称性好，表明发表偏倚较小。

　　注：○．顺铂＋多西他赛／培美曲塞狏狊多西他赛／培美曲塞；◇．奥

沙利铂＋多西他赛／培美曲塞／紫杉醇狏狊多西他赛／培美曲塞／紫杉醇；

□．卡铂＋多西他赛／培美曲塞狏狊多西他赛／培美曲塞；△．奈达铂＋多

西他赛狏狊多西他赛；×．洛铂＋多西他赛狏狊多西他赛

图３　含铂双药方案化疗对比非铂单药化疗方案二线治疗

晚期ＮＳＣＬＣ客观有效率比较的漏斗图分析

　　同时用Ｂｅｇｇ秩相关法和Ｅｇｇｅｒ回归法评价发表

偏倚。对 ＯＲＲ检验结果亦提示存在发表偏倚，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值分别为０．６３１和０．８７３。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非铂单药化疗方案相比，含铂

双药方案可提高晚期 ＮＳＣＬＣ 患者化疗 ＯＲＲ 及

ＤＣＲ，与Ｓｍｉｔ等
［１７］结果相一致。含铂双药组与非铂

单药组相比，疾病控制率显示出明显优势，而在联合顺

铂、卡铂、洛铂和奈达铂方案中未显示出优势。同时，

本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与非铂单药化疗相比，含铂双

药方案化疗可延长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者的 ＰＦＳ，犘＝

０．０２０。与Ｓｍｉｔ等
［１７］和Ｐａｌｌｉｓ等

［１８］临床试验结果相

一致。但不能明显改善１年生存率，犘＝０．１９０。

本研究对ＰＦＳ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时存在一定异质

性，我们考虑原因有以下几点。１）各研究提供的样本

量大小不一，得到的数据本身有偏差，经过 Ｍｅｔａ分析

后偏差积累更大。２）肿瘤是多因素疾病，影响预后的

因素较多，需要长时间随访增加临床试验的难度，影响

数据的真实性。

国外ＤｉＭａｉｏ等
［２０］的研究共纳入了２篇 Ⅲ 期和

４篇 Ⅱ 期临床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单药化疗组与双

·８９２· 魏瑜，等　含铂双药对比非铂单药二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系统评价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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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化疗组相比 Ｏ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犎犚＝０．９２，

９５％ＣＩ为０．７９～１．００，犘＝０．３２０；但 ＰＦＳ（犎犚＝

０．７９，９５％ＣＩ为０．６８～０．９１，犘＜０．００１）及 ＯＲＲ

（犚犚＝２．２４，９５％ＣＩ为１．４３～３．５３，犘＜０．００１），双药

组均优于单药组。然而，此篇 Ｍｅｔａ分析研究重点在

常用的第三代化疗药物联合对比单药的二线治疗，仅

纳入了１篇关于联合铂类双药对比非铂单药二线治疗

ＮＳＣＬＣ的研究，并未对二线铂类使用的意义做详细的

分析。

本项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首先纳人研究的数量

和样本量有限，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此外，由于

本研究纳入分析的１１个ＲＣＴ均未提及盲法和分配隐

藏，只有７篇文献描述了随机过程，部分治疗方案亚组

仅有１项研究。因此，不排除存在混杂偏倚的可能性。

　　本研究通过 Ｍｅｔａ分析肯定了含铂双药化疗方案

在晚期ＮＳＣＬＣ二线治疗中的临床意义：与非铂单药

化疗方案相比，含铂双药方案在提高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

者化疗ＯＲＲ及ＤＣＲ更有优势，可延长晚期 ＮＳＣＬＣ

患者的ＰＦＳ，但不能明显改善１年生存率。含铂双药

组３～４级不良反应仅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较非铂单

药组略高，但为轻度，耐受性较好。对于年轻及ＰＳ评

分较好的患者，二线化疗时可以优先考虑含铂双药化

疗方案，这样对患者的疾病控制效果更好。而对于ＰＳ

评分低或老年患者选用单药化疗更加合适。因此含铂

双药化疗方案在一线化疗失败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

二线治疗中值得进一步推广，以及开展更大样本量的

研究来探讨二线铂类使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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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萃分析／论著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联合

靶向药物治疗系统评价

秦虹　张科乾　李文花　郝丽君　阮志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肿瘤科，重庆４０００３８

【摘要】　目的　通过系统评价的方法，比较全脑放疗（ｗｈｏｌｅｂｒａｉｎ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ＢＲＴ）联合靶向治疗与单用 ＷＢＲＴ治

疗非小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伴多发脑转移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

ｂ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ＢＭ）、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ＣＮＫＩ）、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ＶＩＰ）及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各数据库建库时间至２０１４０１０４，检索有关 ＮＳＣＬＣ伴多发脑转

移使用 ＷＢＲＴ与靶向药物治疗的所有文献，通过Ｃｏｃｈｒａｎｅ系统评价的方法，依次进行文献筛选、评价和数据提取，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纳入４篇研究，共３３２例患者。ＷＢＲＴ联合靶向治疗（试验组）与单用 ＷＢＲＴ

（对照组）相比，其疾病缓解率（犗犚＝２．５０，９５％ＣＩ为１．２１～５．１６，犘＝０．０１）、疾病控制率（犗犚＝２．８２，９５％ＣＩ为１．４３～

５．５７，犘＝０．００３）、中枢神经系统缓解率（犗犚＝５．９５，９５％ＣＩ为１．０７～３３．１３，犘＝０．０４）及中位生存时间（犎犚＝０．６７，

９５％ＣＩ为０．５０～０．９１，犘＝０．００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安全性方面，试验组较易出现皮疹（犗犚＝８．５０，９５％ＣＩ为１．１４～

６３．１５，犘＝０．０４）与腹泻（犗犚＝４．５１，９５％ＣＩ为１．４７～１３．８４，犘＝０．００８），但均属于１～２级不良反应，可耐受，其余血液

学毒性（犗犚＝０．３６，９５％ＣＩ为０．０２～５．８８，犘＝０．４７）、恶心呕吐（犗犚＝１．１５，９５％ＣＩ为０．０４～３０．６３，犘＝０．９３）、乏力

（犗犚＝０．７８，９５％ＣＩ为０．２９～２．０９，犘＝０．６２）及总毒性反应（犗犚＝１．７７，９５％ＣＩ为０．６７～４．６８，犘＝０．２５）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结论　ＷＢＲＴ联合靶向药物治疗晚期ＮＳＣＬＣ伴多发脑转移的疗效好，不良反应可耐受，但仍需更多高质量的随

机对照试验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ＮＳＣＬＣ；脑转移；全脑放疗；靶向治疗；系统评价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３００－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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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ＲｅｖＭａ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犚犈犛犝犔犜犛　Ｆｏｕ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３３２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ｈｏｗ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犗犚＝２．５０，９５％ＣＩ：１．２１－５．１６，

犘＝０．０１），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ｅ（犗犚＝２．８２，９５％ＣＩ：１．４３－５．５７，犘＝０．００３），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ｅ（犗犚＝５．９５，

９５％ＣＩ：１．０７－３３．１３，犘＝０．０４）ａｎｄａｌｏｎｇｅｒｍｅｄｉａ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ｉｍｅ（犎犚＝０．６７，９５％ＣＩ：０．５０－０．９１，犘＝０．００９）．Ｉｎｓａｆｅｔｙ

ｐａｒｔ，ａｄｄ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ｈａｄｒａｓｈ（犗犚＝８．５０，９５％ＣＩ：１．１４－６３．１５，犘＝０．０４）ａｎｄｄｉａｒｒｈｅａ（犗犚＝４．５１，

９５％ＣＩ：１．４７－１３．８４，犘＝０．００８），ｂｕｔｂ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ｗｅｒｅ１２ｇｒａｄ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犗犚＝０．３６，９５％ＣＩ：０．０２－５．８８，犘＝０．４７），Ｎａｕｓｅａ／ｖｏｍｉｔｉｎｇ（犗犚＝１．１５，９５％ＣＩ：０．０４－３０．６３，犘＝０．９３），Ｆａｔｉｇｕｅ

（犗犚＝０．７８，９５％ＣＩ：０．２９－２．０９，犘＝０．６２）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犗犚＝１．７７，９５％ＣＩ：０．６７－４．６８，犘＝０．２５）．犆犗犖犆犔犝

犛犐犗犖犛　ＷＢＲＴｐｌｕｓ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ＷＢＲＴ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ｗｅｌｌ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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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ｉ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ＮＳＣＬＣ．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ａｒｅｎｅｅｄｅｄ．

［犓犈犢犠犗犚犇犛］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ｂｒａｉ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ｗｈｏｌｅｂｒａｉｎ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犆犺犻狀犑犆犪狀犮犲狉犘狉犲狏犜狉犲犪狋，２０１５，２２（４）：３００－３０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９．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２６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３００－０５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

ＮＳＣＬＣ）伴多发脑转移患者预后较差
［１２］。目前全脑

放疗（ｗｈｏｌｅｂｒａｉｎ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ＢＲＴ）仍是标准的

治疗方法［３４］。虽然有关 ＷＢＲＴ联合靶向药物治疗

ＮＳＣＬＣ伴多发脑转移的报道很多，但联合靶向治疗与

单用 ＷＢＲＴ在局部控制率、总生存时间和无疾病生存

期及预后方面仍存在争议［５１０］。本研究拟通过系统评

价的方法比较 ＷＢＲＴ联合靶向药物与单用 ＷＢＲＴ或

联合化疗治疗 ＮＳＣＬＣ 伴多发脑转移的疗效与安

全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与排除标准

１．１．１　纳入标准　１）随机对照实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ＲＣＴ）、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２）经病

理学确诊的 ＮＳＣＬＣ患者，经ＣＴ或 ＭＲ确诊的多发

（≥３）脑转移患者；３）干预措施为 ＷＢＲＴ联合靶向治

疗与单用 ＷＢＲＴ或 ＷＢＲＴ联合化疗对照；４）终点观

察指标包括总缓解率（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ＲＲ）、疾病控制

率（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ｅ，ＤＣＲ）、中枢神经系统缓解率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ＲＲＣＮＳ）、

中位生存时间（ｍｅｄｉａ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ＭＳＴ）以及不良

反应，包含以上指标≥１个；５）体力状态（ＥＣＯＧ）评分

≤２或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法（ＫＰＳ）评分≥７０；６）肝肾功

能及其他血液学检查无异常。

１．１．２　排除标准　１）曾经接受过放疗或研究相关药

物的患者；２）有严重内科疾病及传染病者。

１．２　检索策略

英文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

ｂｒａｒｙ和 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中文检索中国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ＣＢＭ）、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ＣＮＫＩ）、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ＶＩＰ）及万方数据库，

检索时间为数据库建库时间至２０１４０１０４。采用主题

词与自由词结合的方式，检索词包括ｌｕｎｇｔｕｍｏｒ、ｌｕｎｇ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ｗｈｏｌｅｂｒａｉｎ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ｐｙ、ＥＧＦＲ、ＴＫＩ、

ＡＬＫｅｌｏｔｉｎｉｂ、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ｃｒｉｚｏｔｉｎｉｂ、ｂｅｖａｃｉｚｕｍａｂ、非小

细胞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和靶向治疗。所有的检索

策略都是经过多次预检索之后确定，进一步查阅纳入

文献的参考文献，与本领域的专家联系以得到相关未

检索到的信息。

１．３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依次按照题目、摘要和全文的层次，由２位研究者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并交叉核对，如遇分

歧则讨论决定是否纳入。为确保提取数据的准确性，

由２位研究者独立提取相关数据，并互相核对。提取

的内容包括文献的基本信息（研究类型、作者、发表时

间和发表刊物）、一般信息（年龄、性别、病例数、是否有

基因突变和病理类型）、干预措施（药物名称、剂量和用

法）及终点观察指标。

１．４　质量评价

按照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

ＮＯＳ）质量评价标准，由２位研究者对文献进行独立

质量评价，评价内容包括人群选择、可比性和暴露３个

方面共８个条目。对各条目内容采用星级系统半量化

原则评分，满分为９颗星。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软件，对２组的终点观察指标

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各研究间的异质性检验采用犙及Ｉ２

统计量。当犘＞０．１且Ｉ
２
＜５０％时，认为各研究之间

同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若犘＜０．１且Ｉ
２
＞５０％，则

各研究之间存在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

共检索出７２４篇文献，通过查重剔出１０４篇，通过

阅读文章标题及摘要排除５９６篇，剩下２４篇文献通过

阅读全文，根据纳入、排出标准排除数据重复、病例系

列研究及对照不相关研究２０篇。最终纳入研究４篇。

２．２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试验组采用 ＷＢＲＴ联合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对

照组采用单用 ＷＢＲＴ或 ＷＢＲＴ联合化疗。所纳入的

４个研究中３个病例对照研究，１个ＲＣＴ；其中试验组

１１３例，对照组２１９例（表１）。ＥＣＯＧ为０～２或ＫＰＳ

≥７０。参照傅华等
［１２］基线数据未分组统计，所以未能

得到相关数据，其余３个研究试验组与对照组男女比

例分别为３４∶４１和５１∶４５，腺癌与非腺癌之比分别

为６５∶１０和７８∶１８。

２．３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纳入的４个研究质量评价均为９颗星，为高质量

的研究。

·１０３·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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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疗效评估

图１所示，试验组的ＲＲ、ＤＣＲ和ＲＲＣＮＳ均优于

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图２所示，加用靶向治

疗能延长患者 ＭＳ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犎犚＝０．６７，

９５％ＣＩ为０．５０～０．９１，犘＝０．００９。

２．５　安全性评估

图３所示，ＷＢＲＴ联合靶向治疗可增加皮疹和腹

泻的发生率，而２组在血液学毒性、恶心呕吐、乏力及

总毒性反应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点

项目 研究类型 狀（Ｔ／Ｃ）
干预措施

ＷＢＲＴ＋靶向（Ｔ） ＷＢＲＴ±化疗（Ｃ）
结局指标 ＮＯＳ评分

Ｚｈｕａｎｇ等
［６］ 病例对照 ２３／３１ ＷＢＲＴ＋厄洛替尼 ＷＢＲＴ ＲＲＣＮＳ、ＭＳＴ、ＯＳ，ＰＦＳ和不良反应 ９

周荻等［１１］ 病例对照 ３６／２２ ＷＢＲＴ＋厄洛替尼／吉非替尼 ＷＢＲＴ±铂类 ＲＲ、ＤＣＲ、ＲＲＣＮＳ、ＤＣＲＣＮＳ、ＭＳＴ和不良反应 ９

傅华等［１２］ 病例对照 ３８／１２３ ＷＢＲＴ＋吉非替尼 ＷＢＲＴ ＲＲ、ＤＣＲ和不良反应 ９

Ｐｅｓｃｅ等［８］ 随机对照 １６／４３ ＷＢＲＴ＋吉非替尼 ＷＢＲＴ＋替莫唑胺 ＭＳＴ、１年生存率、不良反应和ＴＴＰ ９

　　注：Ｔ．治疗组；Ｃ．对照组；ＮＯＳ．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ＷＢＲＴ．全脑放疗；ＭＳＴ．中位生存时间；ＯＳ．总生存时间；ＰＦＳ．无疾病进展生存期；

ＴＴＰ．疾病进展时间；ＲＲ．疾病缓解率；ＤＣＲ．疾病控制率；ＲＲＣＮＳ．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缓解率；ＤＣＲＣＮＳ．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控制率

图１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疾病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及中枢神经系统缓解率Ｍｅｔａ分析

图２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联合靶向药物治疗中位生存时间Ｍｅｔａ分析

·２０３· 秦虹，等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系统评价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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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联合靶向药物治疗不良反应Ｍｅｔａ分析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 ＮＳＣＬＣ伴多发脑转移患者

治疗中，与单用 ＷＢＲＴ和联合化疗相比，ＷＢＲＴ联合

靶向治疗显著提高患者总的 ＤＣＲ、ＲＲ、ＲＲＣＮＳ和

ＭＳＴ。不良反应上，联合靶向治疗可增加皮疹和腹泻

的发生，但均为１～２级不良反应，可耐受。

靶向治疗作为一种口服的全身用药，且有作用于

特定靶点、高耐受性的特点，从而被广泛运用于多种恶

性肿瘤的治疗。研究发现，ＥＧＦＲ抑制剂如厄洛替尼，

能够渗透血脑屏障，并有放疗增敏的作用，同时放疗又

可以破坏血脑屏障从而有利于药物进入脑组织，所以

联合 ＷＢＲＴ与靶向治疗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并能够大

大提高ＮＳＣＬＣ伴脑转移患者的疗效
［１３］。

大量研究结果显示，靶向药物联合放疗治疗脑转

移的客观缓解率为４２．９％～８７．５％，控制率高达

·３０３·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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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５％～１００．０％
［１４］。一项Ⅱ期研究结果同样显示，

ＷＢＲＴ联合厄洛替尼治疗ＮＳＣＬＣ伴脑转移，中位生

存期为１１．８个月
［１５］。Ｚｈｕａｎｇ等

［６］的研究结果与以

上研究一致。而Ｐｅｓｃｅ等
［８］却认为，ＷＢＲＴ联合吉非

替尼与单用 ＷＢＲＴ相比，并不能改善患者的生存，其

ＭＳＴ为６．３个月，中位ＰＦＳ为１．８个月，１年生存率

为３７．５％。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后一个研究，

一方面病例数较少，吉非替尼组因提早关闭只有１６例

患者；另一方面所纳入研究的１６例患者中有１５例有

＞２个部位的颅外转移病灶；这两方面的原因可能导

致了后者所得出的生存时间小于前者。另外 ＷＢＲＴ

联合靶向治疗的时机也可能会影响疗效。从本研究纳

入研究的基本特征看出，多数病例属于腺癌。也曾有

报道靶向药物对腺癌的治疗效果较其他病理类型较

好［１６］。这就更有利于选择靶向治疗的适应人群。

由于本研究所纳入的文献中仅１篇基于ＥＧＦＲ

基因突变分组，所以不能做相关 Ｍｅｔａ分析。既往有

报道，靶向治疗对 ＥＧＦＲ突变的脑转移患者疗效显

著，对颅内病灶的有效率达７０％～８９％，明显改善患

者的预后，总生存时间提高至１２．９～１９．８个月，ＰＦＳ

提高至６．６～２３．３个月，ＥＧＦＲ突变状态在脑转移患

者中是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突变患者生存时间更

长［１７１８］。而Ｚｈｕａｎｇ等
［６］的结果提示，ＷＢＲＴ联合靶

向药物治疗ＥＧＦＲ基因突变与野生型相比并不能显

著提高患者的局部ＰＦＳ、ＰＦＳ及总生存，这可能是因

为用药时间选择不佳以及样本量较小。

由于 ＷＢＲＴ联合靶向治疗与单用 ＷＢＲＴ治疗

ＮＳＣＬＣ伴多发脑转移的研究多集中在病例系列研究，

对照研究较少，本研究仅纳入４篇文献，病例数较少，

所以还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本研究通过全面

检索，严格筛选文献，所得出的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指导临床用药。

综上所述，对ＮＳＣＬＣ伴多发脑转移患者，特别是

ＥＧＦＲ突变患者，ＷＢＲＴ联合靶向治疗可提高 ＲＲ、

ＤＣＲ、ＲＲＣＮＳ和生存时间，而且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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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萃分析／论著

肝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文献计量学与生物信息学分析

上官辉１　谭淑燕１　张积仁２

１．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佛山医院（肿瘤内科：上官辉；肝病科：谭淑燕），广东 佛山５２８０００

２．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肿瘤中心，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８２

【摘要】　目的　汇总分析肝癌易感基因研究文献，并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关键基因，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方

法　检索Ｅｍｂａｓｅ、Ｐｕｂｍｅｄ和ＢＩＯＳＩＳＰｒｅｖｉｅｗ３大文献数据库２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０１相关文献，基于文献挖掘的方法统计肝

癌易感基因，使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于易感基因进行分析。结果　纳入相关文献共７０８篇，研究显示近３年论文发表增

长明显。文献涉及２０１个基因，其中不同分级的基因本体论（Ｇｅｎ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ＧＯ）分类７４１种，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

书数据库（Ｋｙｏｔｏ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ＧｅｎｅｓａｎｄＧｅｎｏｍｅｓ，ＫＥＧＧ）通路６６种，这些基因主要与细胞损伤修复、免疫反应、细

胞周期调节、炎症反应、ＤＮＡ损伤修复、凋亡和抗原递呈等有关。ＫＥＧＧ通路主要是参与细胞受体信号传导通路、细胞

周期调节、毒物降解、氨基酸和脂肪酸代谢等。在线ＳＴＲＩＮＧ软件构建其中１８９个可翻译成蛋白的蛋白与蛋白相互作用

网络图，提示这些基因的表达产物大部分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进一步运用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件将ＳＴＲＩＮＧ软件所构

建的蛋白网络图可视化及量化，筛选出１１个关键基因。结论　通过对肝癌易感基因相关文献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对该

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有了系统的认识。肝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种类繁多，针对关键基因的大样本研究及网络

化的基因分析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肝癌；易感基因；关键基因；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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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简介】　上官辉，男，江西余江人，博士，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恶性肿瘤的预防与临床研究工作。

Ｔｅｌ：８６－７５７－８８０３２２９２　Ｅｍａｉｌ：ｆ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１２６．ｃｏｍ

　　肝癌是全球第２位的癌症死因，发病率逐年上

升［１］。肝癌的发病与肝炎病毒感染和黄曲霉毒素接触

等多种因素有关，但致癌因素携带者只有一小部分发

展为肝癌，其中个体基因背景差异与肝癌的发病风险

·５０３·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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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２］。由于临床发现的肝癌大多为晚期，有效治疗

方式缺乏，生存期往往只有数月。因此，针对肝癌高危

人群进行定期筛查是发现早期肝癌、提高肝癌生存率

的有效方法［３］。由于肝癌致癌因素相关人群众多，根

据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基因风险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肝癌

筛查及癌前病变的治疗很重要。近年来针对肝癌易感

基因的研究很多，为了更好的了解肝癌易感性基因的

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发现其中的关键基因，本研究运

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生物信息学方法对相关基因的研

究文献及所涉及的相关基因进行系统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从Ｅｍｂａｓｅ、Ｐｕｂｍｅｄ和ＢＩＯＳＩＳＰｒｅｖｉｅｗ 数据库

中检索２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０１与肝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研

究的文献。

１．１．１　Ｅｍｂａｓｅ检索式　（‘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ｉｓｋ’／ｅｘｐ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ｒｉｓｋ’／ｅｘｐＯＲ‘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Ｏ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ｘｐ）ＡＮＤｌｉｖｅｒ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ＡＮＤ［２００１－２０１４］／ｐｙ。

１．１．２　ＢＩＯＳＩＳＰｒｅｖｉｅｗｓ检索式　主题＝（Ｈｅｐａｔｏ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ＮＤ 分类数据 ＝

（Ｈｏｍｉｎｉｄａｅ）ＡＮＤ 主要概念＝（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Ｏ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Ｇｅ

ｎｅｔｉｃｓ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ＯＲ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ＯＲＯｎｃｏｌｏｇｙ）精炼依据：文献类型＝（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ＮＤ 研究方向＝（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

ＯＬＯＧＹ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ＯＲ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ＯＲＧＥ

ＮＥＴＩＣＳ ＨＥＲＥＤＩＴＹ ＯＲ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Ｒ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时间

跨度＝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１．１．３　ＰｕｂＭｅｄ检索式　ｇｅｎｅ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ＮＤｈｅｐａ

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Ｆｉｌｔｅｒ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０１／０１。

１．２　文献纳入与排除

１）文献形式包括论著、会议论文及会议摘要，排除

综述、个案报道、回信书籍及社论等；２）纳入文献需包

括能提供足够信息的摘要，或可以获取全文资料，排除

无法获取摘要的文献；３）排除与患肝癌风险相关的非

基因研究；４）纳入临床研究文献，排除针对基因的结

构、机制等研究文献；５）物种限定为人类，排除细胞株

体外研究及动物体内实验；６）排除重复文献，不同数据

库来源，作者、题目及出版年相同的文献按１篇统计；

７）检索时间限定为２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０１，文献语种为中

文和英文；８）排除其他与研究目的不符的文献。

１．３　肝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挑选及名称标准化

对纳入研究的文献所研究基因或基因产物进行统

计，其中统计的基因主要指的是基因本身多态性位点、

放大、突变、过表达、突变和重排等；基因产物包含基因

转录的ｍｉｃｏＲＮＡ、ｍＲＮＡ及其翻译的蛋白。基因名

称标准化时，先通过基因名称转换工具Ｃｌｏｎｅ／ＧｅｎｅＩＤ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ｈｔｔｐ：／／ｉ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ｂｉｏｉｎｆｏ．ｃｎｉｏ．ｅｓ／）识别

基因官方名。针对此工具未能识别的基因则通过在

ＰｕｂＭｅｄ中Ｇｅｎｅ数据库内手工逐一检索其官方名。

１．４　肝癌易感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

１．４．１　基因分类和通路分析　利用在线ＧＡＴＨＥＲ
［４］

软件（ｈｔｔｐ：／／ｇａｔｈｅｒ．ｇｅｎｏｍｅ．ｄｕｋｅ．ｅｄｕ／）将统计的肝癌

易感基因进行基因本体论（Ｇｅｎ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ＧＯ）分类和

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Ｋｙｏｔｏ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ＧｅｎｅｓａｎｄＧｅｎｏｍｅｓ，ＫＥＧＧ）通路分析。

１．４．２　基因所表达蛋白相互作用网络构建　将统计所

得肝癌易感基因上传至在线ＳＴＲＩＮＧ９．１软件
［５］（ｈｔ

ｔｐ：／／ＳＴＲＩＮＧｄｂ．ｏｒｇ／），构建由导入基因所表达产物

组成的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ＳＴＲＩＮＧ软件由ＥＭＢＬ、

ＳＩＢ和ＵＺＨ共同开发管理，包含各种蛋白质相互作用

的数据库。数据来源主要为文献报道的蛋白质相互作

用信息以及通过共表达研究、高通量实验和基因组信息

分析预测的结果，描述的相互作用关系包括生理上的直

接相互作用和功能上的间接相互作用。

１．５　网络可视化及关键基因的筛选

将在线ＳＴＲＩＮＧ９．１软件中所得网络数据导入

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３．０．２软件
［６］，将相应网络进一步可视化处

理，同时利用其插件ＣｅｎｔｉＳｃａＰｅ２．１
［７］，计算网络及各个

节点的拓扑特性，并筛选出关键节点。通过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

能在可视化的环境中整合生物网络、基因表达和基因型

等各种分子状态信息，还可使网络直接连接到功能注释

数据库。网络图中的节点是指基因、蛋白质或分子，其

中的连接则代表这些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节点度数为节点连接边的总数目；节点中介性为

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中经过该节点的数量比例。关

键基因是指在基因调控网络中，关键基因的变化可以

引起下游大量基因的表达变化，对于网络的稳定具有

重要作用。如果敲除这个关键基因，网络可能会崩溃。

网络中节点度数值高且中介性值大的节点在整个网络

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较大，它们的功能改变可能对于整

个网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参考节点度数及中

介性的值来筛选关键基因。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基本情况

图１ 示，Ｅｍｂａｓｅ数据库检出文献 ３３６２ 篇，

ＰｕｂＭｅｄ／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检出１２９７篇，ＢＩＯＳＩＳＰｒｅ

ｖｉｅｗｓ检出３９０２篇，合并３个数据库检索结果，去重

并按照纳入标准进一步筛选，最终纳入文献７０８篇。

·６０３· 上官辉，等　肝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文献计量学与生物信息学分析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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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发表论文数年度变化

按照发表论文ＳＣＩ影响因子积分排序前１０的机构

为ＨｕｍａｎＧｅｎｏｍ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ｋｙｏ（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人类基因中

心）；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Ｈｅｐａｔｏ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ｉｅ，ＨｏｐｉｔａｌＪｅａｎ

Ｖｅｒｄｉ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ＨｏｐｉｔａｕｘｄｅＰａｒｉｓ，Ｂｏｎｄｙ，

Ｆｒａｎｃｅ（法国巴黎公共医学中心让迭尔医院肝胃肠病

部）；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ｉｗ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

学研究所）；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Ｇｅｎｏｍ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ＩＫＥＮ，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Ｊａｐａｎ（日本广岛

理化研究所基因医学中心消化疾病实验室）；Ｍａｓｓａｃｈｕ

ｓｅｔ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ｔｈｅｓｄａ，Ｍａｒｙ

ｌａｎｄ，ＵＳ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复

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ｉｂ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ａｐａｎ（日

本千页大学医学院医学与临床肿瘤部）；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ｕｎｄｅｅ，Ｄｕｎｄｅｅ，ＵＫ（英国

邓迪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按照发表论文ＳＣＩ影响因

子积分排序前５的作者为ＮａｈｏｎＰ、ＹｕＭＷ、ＬｏｎｇＸＤ、

ＫｕｍａｒＶ和ＮａｋａｍｏｔｏＳ。

发表论文数量前１０位的期刊为《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

《ＰＬｏＳＯ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ｔ》

《Ｔｕｍｏ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Ｇｅｎ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和《ＤＮＡ

ａｎｄ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２　基因统计与生物信息学分析

２．２．１　ＫＥＧＧ通路及基因　从纳入文献中共统计出基

因或基因表达产物２０１个。２０１个基因共有７４１种分

类，其中贝叶斯因子（ｌｎ）＞１０且犘≤０．００１的分类有

３２种，显示这些基因主要与细胞损伤修复、免疫反应、细

胞周期调节、炎症反应、ＤＮＡ损伤修复、凋亡和抗原递

呈等有关。进一步对这些基因进行ＫＥＧＧ通路分析，

发现它们共涉及ＫＥＧＧ通路６６种，其中ｌｎ＞０的通路

有８种（表１）。主要是参与细胞受体信号传导通路、细

胞周期调节、毒物降解、氨基酸和脂肪酸代谢。

表１　ＫＥＧＧ通路及基因

通路注释 基因数 贝叶斯因子 基因

ｐａｔｈ：ｈｓａ０４０６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 ２４ １０．９７

ＣＣＬ５，ＣＣＲ２，ＣＣＲ５，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Ｌ１４，ＥＧＦ，ＦＡＳ，ＩＦＮＡＲ１，ＩＦＮＧ，

ＩＬ１０，ＩＬ１２Ａ，ＩＬ１７，ＩＬ１８，ＩＬ１Ａ，ＩＬ１Ｂ，ＩＬ２３Ｒ，ＩＬ２８Ｂ，ＩＬ６，ＩＬ８，

ＬＥＰＲ，ＴＧＦＢ１，ＴＮＦ，ＴＮＦＲＳＦ１０Ａ，ＶＥＧＦ

ｐａｔｈ：ｈｓａ０４６２０：Ｔｏｌｌ样受体信号通路 １２ ６．２５
ＣＣＬ５，ＩＦＮＡＲ１，ＩＬ１２Ａ，ＩＬ１Ｂ，ＩＬ６，ＩＬ８，ＮＦＫＢ１，ＳＴＡＴ１，ＴＬＲ２，

ＴＬＲ３，ＴＬＲ４，ＴＮＦ

ｐａｔｈ：ｈｓａ０４６３０：ＪａｋＳＴＡＴ信号通路 １５ ５．５４
ＣＣＮＤ１，ＣＣＮＤ２，ＥＰ３００，ＩＦＮＡＲ１，ＩＦＮＧ，ＩＬ１０，ＩＬ１２Ａ，ＩＬ２３Ｒ，

ＩＬ２８Ｂ，ＩＬ６，ＬＥＰＲ，ＳＴＡＴ１，ＳＴＡＴ３，ＳＴＡＴ４，ＳＴＡＴ５Ａ

ｐａｔｈ：ｈｓａ０００７１：脂肪酸代谢 ９ ４．７８
ＡＤＨ１Ｃ，ＡＬＤＨ２，ＣＹＰ１９Ａ１，ＣＹＰ１Ａ１，ＣＹＰ１Ａ２，ＣＹＰ２Ｃ１９，

ＣＹＰ２Ｄ６，ＣＹＰ２Ｅ１，ＣＹＰ３Ａ５

ｐａｔｈ：ｈｓａ０４１１０：细胞周期 １１ ４．６６
ＣＣＮＡ２，ＣＣＮＤ１，ＣＣＮＤ２，ＣＤＣ６，ＣＤＫＮ１Ａ，ＣＤＫＮ１Ｂ，ＥＰ３００，

ＭＣＭ７，ＭＤＭ２，ＴＧＦＢ１，ＴＰ５３

ｐａｔｈ：ｈｓａ００３６１：γ六氯环己烷降解 ７ ３．９７
ＣＹＰ１９Ａ１，ＣＹＰ１Ａ１，ＣＹＰ１Ａ２，ＣＹＰ２Ｃ１９，ＣＹＰ２Ｄ６，ＣＹＰ２Ｅ１，

ＣＹＰ３Ａ５

ｐａｔｈ：ｈｓａ００３８０：色氨酸代谢 １０ ３．４２
ＡＬＤＨ２，ＣＡＴ，ＣＹＰ１９Ａ１，ＣＹＰ１Ａ１，ＣＹＰ１Ａ２，ＣＹＰ２Ｃ１９，ＣＹＰ２Ｄ６，

ＣＹＰ２Ｅ１，ＣＹＰ３Ａ５，ＭＤＭ２

ｐａｔｈ：ｈｓａ００４８０：谷胱甘肽代谢 ６ ２．４８ ＧＰＸ１，ＧＳＴＡ４，ＧＳＴＭ１，ＧＳＴＯ１，ＧＳＴＰ１，ＧＳＴＴ１

２．２．２　蛋白相互作用网络构建　将统计所得２０１个基

因上传至在线ＳＴＲＩＮＧ９．１软件，对肝癌易感基因表达

的蛋白质进行网络构建。１８９个基因参与了网络构建，

ＭＩＲ１０１１、ＭＩＲ１０６Ｂ、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９６Ａ２、ＭＩＲ２１８２、

ＭＩＲ３４Ｂ、ＭＩＲ３７１Ａ、ＭＩＲ４９９Ａ、ＥＦＣＡＢ１１、ｈＭＬＨ１、

ＨＵＬＣ和ＫＣＮＱ１ＯＴ１未参与网络构建。

这些基因表达产物大部分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

系，且有多个基因处于网络的中心，它们相互间及与其他

蛋白关系均比较密切，处于整个通路的核心位置。同时

发现网络外围有１３个基因产物与其他蛋白或主网络无

联系，它们分别是ＵＢＤ、ＦＡＭ１９０Ｂ、ＣＤ２４、ＤＥＰＤＣ５、ＴＸ

ＮＤＣ５、ＢＴＧ４、ＢＡＣＨ２、ＳＣＤ５、ＣＲＨＲ２、ＰＤＣＤ６ＩＰ、ＳＧＳＭ３、

ＧＥＭＩＮ４和ＴＲＧＣ１，提示上述节点对整个网络无影响。

图２～图４和表２所示，筛选出关键节点（黄色）。

·７０３·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ww
w.

sc
ien

ce
-tr

uth
.co

m



注：黄色．关键节点

图２　肝癌易感基因相关蛋白相互作用网络图

注：黄色．关键节点

图３　与ＴＰ５３蛋白有直接相互作用关系的基因产物网络图

·８０３· 上官辉，等　肝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文献计量学与生物信息学分析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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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黄色．关键节点

图４　与ＩＬ６蛋白有直接相互作用关系的基因产物网络图

表２　筛选所得关键节点基因

基因 节点中介性 节点度数

ＴＰ５３ ６０２４．１５５ ７７

ＩＬ６ ３２２１．６６８ ６４

ＴＧＦＢ１ ２００４．３４５ ５２

ＴＮＦ １６９０．０４７ ５０

ＥＳＲ１ １６０４．０２７ ５５

ＶＥＧＦＡ １５７７．６５ ５７

ＨＩＦ１Ａ １５１５．５９８ ３８

ＳＴＡＴ１ １４３５．２４３ ４０

ＩＦＮＧ １２５０．５６２ ４１

ＳＯＤ２ １０７７．２４２ ３３

ＣＴＮＮＢ１ １０６４．２０５ ２９

　　注：节点度数．节点连接边的总数目；节点中介性．网络中所有的最

短路径中经过该节点的数量比例

　　网络是由１８０个节点（图２中孤立蛋白已剔除），

１３６６条边组成，直径为８，网络的平均距离为２．４８。

节点度数为１．００～７７．００，平均为１５．２０。节点中介性

为０～６０２４．１５，平均为２７１．６６。节点的度数越高表

示与该基因相互作用的基因越多，在肝癌的发生过程

中起的作用越大。而节点的中介性值越大，说明该基

因对于整个网络的调控影响越大。

结果显示，网络中节点度数与中介性同时大于或

等于均数的节点有个３３，同时大于或等于均数＋１ＳＤ

的节点有１１个，而同时大于或等于均数＋２ＳＤ的节点

有６个。具体分析这３种方法筛选出的节点后，筛选

关键基因的标准为节点度数与中介性同时大于或等于

均数＋１ＳＤ的节点为关键节点。这些关键基因可能为

该领域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３　讨论

近年来，国内外对肝癌易感基因的研究越来越多，

这与研究技术的进步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全基因组相

关性研究技术的出现对本领域的推动很大。从文献计

量学分析可以看出，研究主要集中在肝癌高发地区和

科研影响力比较大的机构，我国在本领域也产生了不

少很有影响力的研究［８９］。

本研究汇总的肝癌易感基因ＧＯ分类及通路分析

显示，基因主要分布在与细胞损伤修复、免疫防御反

应、细胞周期调节、炎症反应、ＤＮＡ损伤修复、凋亡相

关的功能类别和信号通路中，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筛

选的１１个关键节点基因也是主要参与这些功能通路

的关键基因，这些通路反映了肝细胞癌变发生发展的

·９０３·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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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机制。

ＴＰ５３基因位于染色体１７ｐ３．１，是一种重要的抑

癌基因，编码的ｐ５３蛋白通过调节细胞的生长周期，使

ＤＮＡ损伤的细胞停滞于Ｇ１ 期，参与ＤＮＡ修复、诱导

细胞凋亡等功能。ＴＰ５３基因变异与肝癌风险的关系

的研究较多，其中 ＴＰ５３Ａｒｇ７２Ｐｒｏ肝癌风险相关的

Ｍｅｔａ分析有３篇
［１０１２］，都显示其与肝癌风险明显相

关，与性别及家族史无关，但有种族差异。罗磊等［１３］

研究结果显示，类固醇受体共激活因子３（ＮＣＯＡ３、

ＡＩＢ１和ＳＲＣ３）基因在人肝癌组织的表达水平显著高

于癌旁组织，而通过ＳＴＲＩＮＧ软件分析显示该基因编

码的蛋白与 ＴＰ５３、ＴＧＦＢ１、ＥＳＲ１和 ＶＥＧＦＡ４个基

因编码的蛋白有相互作用关系。由于易感基因并非直

接致癌基因，易感基因变异往往是通过改变下游基因

的活性及基因的表达增加细胞癌变的机会，ＮＣＯＡ３

在肝癌组织中的高表达可能与上述４个基因的变异

相关。

ＰＴＥＮ是一种抑癌基因，可以负性调节 ＰＩ３Ｋ／

Ａｋｔ通路的细胞增殖功能。张鸣杰等
［１４］研究结果显

示，肝癌中ＰＴＥＮ表达下调并导致Ｐ１３Ｋ／ＡＫＴ通路

的活化。该基因上游有个ｐ５３蛋白的结合位点，ｐ５３

可以诱导ＰＴＥＮ的表达，因此ＴＰ５３基因的变异有可

能通过该途径影响肝癌的生成。

肿瘤坏死因子（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广泛

参与泛素蛋白酶体途径、ＪＡＫ／ＳＴＡＴ、ＰＩ３Ｋ／ＡＫｔ、

Ｒａｓ／ＭＡＰＫ、ＴＧＦβ和 ＨＩＦ１信号通路等，影响细胞

增殖、分化、细胞周期、细胞凋亡、脂质代谢和免疫等细

胞功能。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该基因与多种肿瘤的

发生有关。本研究３个数据库中有４篇 ＴＮＦＡ 的

Ｍｅｔａ分析
［１５１８］，均显示 ＴＮＦＡ３０８Ｇ／Ａ变异会增加

肝癌风险。

本研究筛选的１１个基因中其他９个基因由于相

关研究文献较少，在３大数据库中没有发现 Ｍｅｔａ分

析。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β１，ＴＧＦβ１）基因的活性会影响其下游的 ＭＡＰＫ信号

通路、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Ｓｍａｄ信号通路的活性，这些

通路是肝癌细胞中的重要通路。卢燕辉等［１９］研究结

果显示，肝癌组织中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Ｓｍａｄ信号通路

下游的转录因子ＲＵＮＸ３基因在肝癌组织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在癌旁组织，该转录因子的减少会

影响ＴＧＦβ抑制肿瘤信号通路的转导，从而诱导肿瘤

的发生。这种表达降低是否与通路上游ＴＧＦβ１的基

因变异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γ干扰素基因（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γ，ＩＦＮＧ）编码的ＩＦＮγ

有抗病毒、免疫调节和抗肿瘤等作用，与肝炎病毒的清

除及肝癌的产生有关，该基因产物也参与了ＪＡＫ／

ＳＴＡＴ信号通路。缺氧诱导因子１α（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ｎｄｕｃ

ｉ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１ａｌｐｈａ，ＨＩＦ１α）与亚单位组成的异源二聚

体调控多种与缺氧有关的基因的表达，包括参与能量

代谢、血管生成和细胞凋亡等缺氧相关基因，这些基因

也是肿瘤血管生成的核心基因。ＨＩＦ１α基因还参与

了多种肝癌相关信号通路，该基因的活性差异可能会

影响个体肝癌的患病风险。

ＳＴＡＴ１和ＩＬ６均参与ＪＡＫＳＴＡＴ 信号通路，

ＴＮＦ可以诱导 ＤＮＡ 合成ＩＬ６，ＩＬ６在该通路的上

游，这些基因的变异可以通过影响ＪＡＫ对ＰＩ３Ｋ的磷

酸化而影响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中ＡＫＴ的磷酸化，

从而影响细胞的凋亡。谢毅等［２０］研究结果显示，在原

发性肝癌中ＡＫＴ２表达上调，可能与上游基因的基因

变异导致的功能改变有关。ＩＬ６与细胞膜受体结合

后通过ＳＴＡＴ３促进ＤＮＡ合成 ＨＩＦ１α，这些均可影

响个体的肝癌风险［２１］。

雌激素受体１（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ＥＳＲ１）定位于

细胞核内，Ｅ２ 结合 ＥＲ 后可以通过激活ｃＳｒｃ参与

ＰＩ３ＫＡｋｔ和ＲａｓＭＥＫ通路。韩圣瑾等
［２２］研究发现，

肝癌患者ＩＬ６水平高，与ＥＳＲ１受体水平呈反比。认

为ＥＳＲ１升高介导ＩＬ６减少肝癌风险。

超氧 化 物 歧 化 酶 ２（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２，

ＳＯＤ２）是铁／锰超氧化物歧化酶家族的一个成员，参与

体内炎症过程产生的氧自由基的清除。β连环蛋白

（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ｅｔａ１，ＣＴＮＮβ１）是

Ｗｎｔ／连环素信号通路的核心因子，对细胞的生长、分

化等起重要的调节作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Ａ（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Ａ，ＶＥＧＦＡ）是 ＶＥＧＦ

信号传导通路的核心部分，肝癌中该基因及蛋白质水

平均显著上调，通过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ｅｘｔｒａ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ｋｉｎａｓｅ，ＥＲＫ）和磷脂酰肌醇

３激酶（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３ｋｉｎａｓｅｓ，Ｐ１３Ｋ）等不同

的信号转导途径，促进新生血管形成。

本研究所筛选的１１个关键基因都处在肝癌主要

信号传导通路的关键节点位置或信号通路的上游，它

们的功能改变对细胞的影响广泛，这些基因值得进行

更多的研究。另外，以往的易感基因研究主要是针对

单个基因的研究，但基因在体内都是处在众多相互作

用网络中，本研究通过ＧＯ注释、通路分析、构建蛋白

质相互作用网络的方法从功能系统的角度对相关基因

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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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５１８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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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摘要应具有独立性，便于读者获取必要的信息；应着重反映研究中的创新内容和作者的独到观

点；中文摘要应从第三人称角度撰写，不加评论和解释。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语译名的术语，可使用

原文或在译名后加括号注明原文。字数以３００字左右为宜。

格式　论著类文章摘要，按照结构式摘要撰写。内容包括研究“目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方法（Ｍｅｔｈ

ｏｄｓ）”、“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四部分。各要素英文小标题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单

复数。

综述类文章摘要，其内容应包括综述的主要目的、资料来源、资料选择、数据提炼、数据综合和结

论等。可以写成结构式摘要，也可写成指示性或报道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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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论著

多灶性脑胶质瘤伴肺转移一例报告

王维娜１　梁月勉１　赵春兰２

１．保定市第三医院病理科，河北 保定０７１０００

２．保定市妇幼医院病理科，河北 保定０７１０００

【关键词】　多灶性脑胶质瘤；病理学；颅外转移；病例报告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９．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Ｄ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２６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３１２－０３

１　病例报告

患者女，３３岁。因头痛１个月，加重伴恶心、呕吐

１ｄ于２００９０９１５入保定市第三医院。患者于１个月

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阵发性头痛，当时无明显头晕、恶

心、呕吐及肢体活动障碍等不适，曾就诊于外院。

２００９０９１０在外院行头颅ＣＴ扫描，示双侧额叶及左

枕叶异常类圆形混杂低密度影伴脑水肿（图１），考虑

为脑转移瘤行降颅压治疗，无明显效果。２００９０９１５

上述症状加重伴恶心及非喷射性呕吐，为进一步治疗

转入保定市第三医院。

既往无特殊病史。查体：体温正常，全身浅表淋巴

结未见肿大，两肺呼吸音降低，双下肢肌力Ⅲ级。心脏

及腹部脏器未见明确阳性体征。神经外科检查：神志

清晰，言语流利，定向力可。脊柱无畸形，椎旁无压痛，

嗅觉正常。视力及双眼视野正常，眼睑无下垂，眼球各

方向活动自如，水平震颤。

２００９０９１６行头部 ＭＲ检查，显示颅内多发异常

增强，呈Ｔ１ 低信号，Ｔ２ 高信号。胸部ＣＴ示双肺下叶

散在多发结节，中等密度，大部分边缘清晰，考虑肿瘤

肺转移；腹部及盆腔ＣＴ检查未见肿瘤及转移病灶。

初步诊断为肺癌脑转移可能性大。

于２００９０９１８行肺部穿刺活检并给予头部放射

治疗。因患者放疗３ｄ后颅高压症状严重，脱水、降颅

压治疗无效。于２００９０９２１行开颅减压术，同时取左

枕叶肿瘤组织行病理检查以明确肿瘤性质。

颅内肿瘤镜下表现：肿瘤由中等大小密集排列的

瘤细胞组成，并见大量凝固性坏死及血管增生（图２）。

免疫组化显示，瘤细胞ＣＫ（－），ＥＭＡ（－），Ｖｉｍｅｎｔｉｎ

【通讯作者简介】　王维娜，女，河北保定人，硕士，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肿瘤发生及进展的研究工作。

Ｔｅｌ：８６－３１２－５０７０７８２　Ｅｍａｉｌ：５４７６５０３０５＠ｑｑ．ｃｏｍ

（＋），ＧＦＡＰ（＋），ｓ１００（局灶＋），Ｋｉ６７指数（４０％）。

病理学诊断为星形细胞瘤（ＷＨＯⅢ级），见图３。肺部

病灶穿刺活检，组织学表现同脑部病变（图４）。结合

影像学表现，诊断为大脑多灶性胶质瘤伴肺转移。

继续给予患者头部放射治疗及脱水降颅压治疗，

后因颅高压症状加重，患者自动出院，随访２个月后患

者死亡。

图１　ＣＴ显示双侧额叶及左枕叶异常类圆形

混杂低密度影伴脑水肿

图２　脑额叶胶质瘤的组织学表现（ＨＥ×２００）

·２１３· 王维娜，等　多灶性脑胶质瘤伴肺转移一例报告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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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肿瘤ＧＦＡＰ阳性表达；Ｂ：肿瘤 Ｖｉｍｅｎｔｉｎ阳性表达；Ｃ：肿瘤

Ｋｉ６７表达指数４０％

图３　脑额叶胶质瘤的免疫组化染色（ＳＰ×２００）

图４　肺部肿瘤穿刺的组织学表现（ＨＥ×１００）

２　讨论

大脑胶质瘤约占成人中枢神经系统原发性肿瘤的

３０％～４０％，其中约３／４肿瘤为高级别肿瘤
［１］。多形

性胶质母细胞瘤（ＷＨＯⅣ级），为一高度恶性肿瘤，具

有很高的复发潜能［１］。由于它的侵袭性生物学行为，

临床上可表现为多发病灶。据报道，在所有的高级别

胶质瘤中表现为多发性胶质瘤的约占 ０．９％ ～

１０％
［１］。由于发生率低，且病变表现为多灶性，临床容

易误诊。

　　多发性胶质瘤发病机制一般认为有两类原因，

１）可能为原发性肿瘤通过脑脊液、脑膜或白质在脑组

织内播散形成大体上≥２个病灶，称多灶性胶质瘤；

２）是肿瘤在脑组织内多位点起源，又称多中心胶质瘤，

是指颅内同时生长≥２个胶质瘤，各瘤体彼此在肉眼

及组织学上无联系，早期报道多见于尸检，不同的肿瘤

灶由于分化的差异，组织学存在异质性［２］。

研究表明，多灶性胶质瘤细胞为单克隆性增生，而

多中心性胶质瘤是多灶性起源的彼此独立的肿瘤，瘤

细胞显示为多克隆性［３］。此类疾病涉及的基因学改变

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ｐ５３、异柠檬酸脱氢酶（ｉｓｏｃｉｔｒａｔｅｄ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ｓ１，ＩＤＨ１）和 Ｏ
６甲基鸟嘌呤ＤＮＡ甲基

转移酶（Ｏ６ｍｅｔｈｙｌｇｕａｎｉｎｅ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ＭＧＭＴ）突变，染色体１ｐ、９ｐ２１、１０和１９ｑ的缺失及７

号染色体获得［４］。殷寿长等［５］报道了３３例颅内多发

性胶质瘤，占脑胶质瘤的３．３％，其中属多中心者

１４例，多灶性１９例。本例病理形态支持为多灶性胶

质瘤伴肺转移。

多发性脑胶质瘤的临床表现比较复杂，多是颅内

占位性病变引起的相应表现。但多有以下特点：病程

短，进展快；有明显的颅内压增高症状；肿瘤如发生在

同一脑功能区，多表现为同一肿瘤的症状及体征；病灶

分散者有多部位定位体征。

影像学上，ＣＴ平扫显示颅内多发病灶，病灶可呈

高、低或等密度，病变边界较清楚，同一病例不同病灶

密度也可不相同，病灶可强化或不强化，少数病灶可成

环状强化，瘤周多有不同程度水肿。关于多灶性胶质

瘤的 ＭＲ表现，就单个病灶而言，其 ＭＲ表现与普通

胶质瘤相似，表现为边界不明显，外形不规整，信号不

均匀的占位影，Ｔ１Ｗ１ 呈低信号，Ｔ２Ｗ１ 呈不均匀高信

号，周围可有明显或轻微的水肿及占位效应，但由于病

灶为多个或多部位，这样就增加了诊断的难度［６７］。

病理学显示，分化程度不同的星形胶质细胞瘤多

为高级别胶质瘤，罕见低级别报道［８］。免疫组化瘤细

胞ＣＫ（），ＥＭＡ（），Ｖｉｍｅｎｔｉｎ（＋），ＧＦＡＰ（＋），ｓ１００

（可局灶＋），Ｋｉ６７阳性指数较高。

颅内浸润扩散是较常见的转移方式，神经外组织

远处转移，临床上报道不多，既往认为胶质瘤不向颅外

转移。近年来对胶质瘤颅外转移的报道有腹膜或胸膜

转移、肺转移和肝转移等，一般认为颅外转移是手术后

血行播散的结果［９１０］。本例患者无手术史，伴发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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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时极易误诊为肺癌脑转移。多灶性胶质瘤常被认为

是转移癌，而脑内多发病灶伴颅外转移患者因其罕见，

脑内病变更容易被误诊为转移灶。常见的脑胶质瘤有

主要死亡原因为低级别肿瘤进展为高级别肿瘤。

由于病灶为多个或多部位，增加了诊断的难度，鉴

别诊断主要是排除多发性脑炎和脑转移瘤，后者通常

可找到原发灶，并具有病程短，病灶周围水肿重，病灶

多位于灰、自质交界区等特征，影像学表现无特异性，

影像与床相结合是鉴别诊断的关键，最终确诊依赖于

病理组织学检查。另外本病需要与大脑胶质瘤病鉴

别。大脑胶质瘤病（ｇｌｉｏｍａｔｏｓｉｓｃｅｒｅｂｒｉ，ＧＣ）是一种以

神经胶质细胞弥漫性瘤样增生为特征的中枢神经系统

原发肿瘤性疾病［１１］。２００７年 ＷＨＯ中枢神经系统肿

瘤的分类将其归属于神经上皮组织肿瘤中的星形细胞

肿瘤，恶性程度为３级。病理改变表现为胶质瘤细胞

在大脑半球灰白质中广泛增殖，一般不形成局部瘤团。

为浸润性生长而非破坏性生长，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

症状少见，主要依靠 ＭＲ及病理学诊断。

对多灶性脑胶质瘤的治疗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

标准的治疗方法是多灶性肿瘤切除后，辅以放、化疗，

手术切除程度是决定多发性脑胶质瘤的重要因素［１２］。

病灶完全切除可延缓肿瘤复发。与术后单纯放疗相

比，化疗可明显提高患者的５年生存率
［１０］。

一般认为多灶性胶质瘤预后差，中位生存期６～

８个月，而多中心性胶质瘤与单发性胶质瘤预后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基因表型分析显示，无特殊遗传学改

变可以提示胶质瘤发展成多灶性的趋势［１３］。

对于此病的基因学的深入研究可更好的阐明肿瘤

的遗传、细胞增生及肿瘤浸润等机制，以便将来开展肿

瘤靶向治疗。研究发现，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如靶向治

疗抗体及蛋白激酶抑制剂的应用有望改善患者预

后［１４］。目前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已取得了可喜的

进展。

综上所述，多灶性脑胶质瘤伴肺转移的及时准确

临床诊断及合适治疗非常重要。应注意结合病史，注

意分析病变的影像学表现，以免造成误诊及漏诊。肺

部转移的发生提示，应对脑胶质瘤颅外转移的警惕和

对化疗作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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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讲座

食管小细胞癌研究现状

焦文鹏　曹峰　王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河北 石家庄０５００１１

【摘要】　目的　总结食管小细胞癌（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ｏｆ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ＰＥＳＣ）发生来源、诊断及综合治疗策略

等研究现状。方法　检索ＰｕｂＭｅｄ及万方数字化期刊检索系统，以“食管小细胞癌、发生来源、诊断、治疗模式和预后”等

为关键词，检索２００３０１－２０１４４的相关文献，共检索到英文文献２０１条，中文文献３０８条。纳入标准：１）关于ＰＥＳＣ发

生来源和病理诊断的研究。２）关于ＰＥＳＣ治疗模式和预后的研究。根据纳入标准分析其中３３篇。结果　肺外小细胞

癌以ＰＥＳＣ发生率最高，确诊需要靠病理组织学及免疫组化。放化联合治疗在改善局限期ＰＥＳＣ患者预后上有一定优

势。以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是延长广泛期ＰＥＳＣ的治疗中位生存期的重要方式。肿瘤分期和治疗模式是ＰＥＳＣ预后的

影响因素。肿瘤分子标志表达水平与ＰＥＳＣ治疗疗效与预后关系密切，其中血清神经原特异性烯醇化酶（ｎｅｕｒ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ｎｏｌａｓｅ，ＮＳＥ）浓度及Ｃ反应蛋白水平增高，患者预后可能较差。结论　病理学检查并结合神经内分泌标志表达是ＰＥＳＣ

确诊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局限期还是广泛期患者，以化疗为基础的综合治疗模式应被提倡，局限期患者推荐进行放化综

合治疗。

【关键词】　食管小细胞癌；起源；免疫组化；手术；放疗；化疗；综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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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外小细胞癌仅占小细胞癌的２．５％～４％，其中

以食管小细胞癌（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ｏｆ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ＰＥＳＣ）发生率最高，占同期原发性食管癌

的０．８％～３．１％
［１２］。ＰＥＳＣ在１９５２年由 Ｍｃｋｅｏｗｎ

等首次报道，尤其以老年患者多见，男性较女性多见，

病变部位尤以中下段多见［３］。ＰＥＳＣ就诊时大部分患

者已有远处转移，转移部位尤以肝脏和肺脏多见，５年

生存率仅为７．９％～１２．２％，远低于食管鳞癌的５年

生存率４１．０％～４７．６％
［１７］。

１　发生来源

目前，关于ＰＥＳＣ的发生来源尚存在争议。肺外

小细胞癌则被大多数学者认为起源于摄取胺前体并进

行脱羧的细胞系统（ａｍｉｎ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ｄｅ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ｉｏｎ，ＡＰＵＤ）系统。但是ＡＰＵＤ系统理论并

不能解释小细胞癌组织中常常混合其他上皮组织细胞

特点，因此目前另一观点是认为潜能原始干细胞来源。

在各种致癌因素作用下，多潜能干细胞恶变后向鳞癌、

腺癌以及小细胞癌等不同方向分化，多数分化为鳞癌，

少数则分化为腺癌或小细胞，这就可以解释ＰＥＳＣ在

形态上、免疫组织化学及电镜下的多样性，以及常伴有

鳞癌和（或）腺癌等成分这一现象［８］。

２　诊断标准

ＰＥＳＣ的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与食管鳞癌和腺

癌相比缺乏特异性，所以确诊需要靠病理组织学及免

疫组化，同时应排除肺或支气管内原发小细胞癌转移

至食管的可能，但单纯的病理活检误诊率较高。Ｈｏｕ

等［９］报道的１１０例手术治疗ＰＥＳＣ患者中，仅６８例术

前诊断为ＰＥＳＣ，确诊率仅为６１．８％。作者认为其主

要原因是部分病例属混合型，标本中同时存在鳞癌细

胞，并与取材有限也有一定的关系，建议镜下多点取材

十分必要。

由于单纯的内镜活检准确率不高，因此免疫组化

检查在ＰＥＳＣ的诊断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

认为，ＰＥＳＣ可以被神经内分泌标志所标记，其中神经

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ｎｅｕｒ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ｏｌａｓｅ，ＮＳＥ）、

ＣＤ５６、嗜铬粒Ａ（ＣＨｒＡ）以及突触素（ｓｙｎａｐｔｏｐｈｙｓ

ｉｎ，Ｓｙｎ）等是神经内分泌分化的特异性抗体，以 ＮＳＥ

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在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１０］。Ｌｕ

等［１１］报道１５例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的ＰＥＳＣ肿瘤

组织，结果显示，ＮＳＥ、高分子量角蛋白抗体（ＡＥ１／

ＡＥ３）和ＣＤ５６阳性率均为１００％，Ｓｙｎ为９３．３％，甲状

腺转录因子１（ｔｈｙｒｏｉｄ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１，ＴＴＦ１）

为６０％，ＣｇＡ 为５３．３％，细胞角蛋白单克隆抗体

（ＣＫ３４βＥ１２）为６．７％，细胞角蛋白（ＣＫ１０／１３）为０。

叶历等［１２］分析了４８例ＰＥＳＣ患者免疫组化结果，其

中ＮＳＥ、Ｓｙｎ和ＣｇＡ阳性率分别为９３．７％、９５．８％和

７９．２％。Ｌｕ等
［３］报道，３０９例ＰＥＳＣ患者接受免疫组

化检查，ＮＳＥ阳性率为８７．７％，Ｓｙｎ为７５．８％，ＣｇＡ

为７１．９％，ＣＫ为４０．３％，ＣＤ５６为９７．９％。上述不同

研究神经内分泌标志表达阳性率差异较大，主要原因

可能与免疫组化判定标准如全定量、半定量法不同，或

抗体使用的厂家不同有关；也说明≥２种神经内分泌

标志物阳性表达对ＰＥＳＣ诊断有重要价值，而非单一

标志的阳性率表达。

３　临床分期及治疗策略

ＰＥＳＣ尚无标准分期系统，可参照２００９年美国抗

癌协会标准进行ＴＮＭ 临床分期，也可根据美国退伍

军人医院和国际肺癌研究会（ｖｅｔｅｒａｎ’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ｌｕｎｇ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ＶＡＬＳＧ）标准分期，分为局限

期（ｌｉｍｉ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ＬＤ）和广泛期（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Ｄ）。ＬＤ是指肿瘤局限于食管及管周组织，有或无淋

巴结转移（Ｔ１～４Ｎ０～１Ｍ０）。ＥＤ是指肿瘤超过ＬＤ范

围，如出现肝和骨等远处转移和（或）远隔淋巴结转移

（Ｍ１）。

由于ＰＥＳＣ的发生率极低，样本量小，国内外文献

多是病例报告，缺乏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至今仍没有

标准的综合治疗方案值得深入研究。考虑到ＰＥＳＣ的

组织学表现、基因改变和高度侵袭性等生物学特点与

小细胞肺癌相似，较多学者认为ＰＥＳＣ应借鉴小细胞

肺癌的治疗模式，强调无论是ＬＤ还是ＥＤ，化疗都应

被认为是治疗的基础［１３１５］。但其与手术和（或）放疗的

结合模式及该采取何种治疗方式仍存在争议。

３．１　单纯手术与手术联合化疗

由于目前缺少前瞻性随机分组的研究报道，对于

ＰＥＳＣ单纯的外科手术治疗仍存在争议。Ｔａｎａｋａ

等［１６］认为，手术是ＬＤＰＥＳＣ综合治疗中的一种有效

参与方式。李辉等［１７］报道了４７例ＰＥＳＣ，其中Ⅰ期患

者３例，Ⅱ期患者１２例，Ⅲ患者３１例，Ⅳ期患者１例，

单纯手术组患者中位生存期仅８．２个月，远低于手术

联合化疗组的１４．４个月与术后联合放化组的１０．７个

月，犘值分别为＜０．００１和０．０３８。由此可见，手术只

是局部控制的一种方式而非原发性ＰＥＳＣ的理想治疗

模式。

·６１３· 焦文鹏，等　食管小细胞癌研究现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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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百华等
［１８］回顾性分析１０９例ＰＥＳＣ患者的随

访资料（术前诊断均为ＬＤ），术后化疗组中位生存时

间为１７个月，１、３和５年生存率分别为６０．７％、

１９．８％和１３．０％；而单纯手术组的中位生存期仅为

７个月，１、３和５年生存率分别为２８．５％、８．９％和

８．９％；犘＝０．０５。目前手术联合化疗治疗模式中，是

否需行术前化疗亦无明确标准。因此作者认为，ＰＥＳＣ

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恶性程度较高，根治性手术基础上

的综合治疗应作为Ⅰ和Ⅱ期ＰＥＳＣ患者的标准治疗。

综上研究，手术多被应用在术前诊断为ＬＤ的患

者或误诊为鳞癌的患者，结合化疗可能提高治疗效果。

ＥＤ患者体质较差，且病变范围较广，手术切除无法彻

底清除肿瘤细胞，对于提高治疗效果、改善生活质量和

延长生存期意义不大。

３．２　放化综合治疗

３．２．１　放化综合治疗价值　通过对ＰＥＳＣ的不断研

究及从小细胞肺癌治疗模式中得到的经验，放疗联合

化疗已被认为是治疗ＰＥＳＣ的一种有效模式。Ａｔｓｕ

ｍｉ等
［１９］报道１１例ＰＥＳＣ患者，全部采用放化综合治

疗模式，放疗单次剂量１．８～２．０Ｇｙ，每周５次，总剂

量为５０～７０Ｇｙ，中位剂量６０．８Ｇｙ。８例患者接受了

区域预防照射，剂量在４０～４１．４Ｇｙ。化疗方案采用

铂类联合５氟尿嘧啶方案４例，顺铂联合替加氟方案

１例，卡铂联合依托泊苷方案３例，顺铂联合伊立替康

方案２例，顺铂＋联合伊立替康方案１例。２例广泛

期肝转移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应用顺铂进行肝脏介入

术。８例患者采用了放化同期的治疗方案。１１例

ＰＥＳＣ患者中，７例完全缓解，３例部分缓解，仅１例进

展，１和３年总生存率为６３％和２４％，１年和３年无进

展生存率为４５％和１４％。作者认为放化联合治疗模

式可以有效控制局部复发，减少远处转移，应当作为

ＰＥＳＣ治疗的主要模式。

Ｍｅｎｇ等
［２０］研究了１２７例ＰＥＳＣ患者，其中５４例

接受手术联合化疗方案治疗，７３例接受放疗联合化疗

方案治疗，全组患者总生存期为２１个月。放疗联合化

疗组中位生存期为３３个月，远高于手术联合化疗组的

１７．５个月，犘＝０．０２。潘东风等
［２１］报道了５８例局限

期ＰＥＳＣ患者，同步放化疗组中位生存期为２５．８个

月，１、２和３年生存率为８２．４％、５２．９％和３５．３％，均

高于手术联合化疗组的６６．７％、３３．３％和１６．７％及序

贯放化组的６９．６％、３９．１％和２１．７％。

苗振军等［２２］检索２００１０４－２０１００２ＩＳＩ和 ＭＥＤ

ＬＩＮＥ数据库文献，获取１３９例ＰＥＳＣ患者的临床资

料，其中８８例为ＬＤ患者，主要分为手术联合放疗和

（或）化疗组（４６例）、放疗联合化疗组（１９例）和单纯手

术组（１４例）。其中放化联合组２年生存率为５２．９％，

高于手术联合放疗和（或）化疗组的２６．６％和单纯手

术组的１５．５％，犘＜０．０５；而手术联合综合治疗组与单

纯手术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５１例ＥＤ患者中，放疗

联合化疗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１０个月，而手术联合综

合治疗组、单纯手术组、单纯化疗组及单纯放疗组２年

生存率均为０％，放化结合治疗优势明显，犘＜０．０１。

考虑到生存期＞５０个月的ＬＤ患者７５％位于手术联

合放疗和（或）化疗组，仅１２．５％位于放疗联合化疗

组，因此认为对ＬＤ患者，手术和放疗都是局部治疗的

有效方式，宜采用局部治疗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案，而对

于ＥＤ患者，放化联合治疗应作为标准治疗模式。

３．２．２　放化疗方案及照射范围　Ｖｏｓ等
［２３］在关于放

疗与化疗应采用同期还是序贯治疗的研究中，分析了

２４例ＰＥＳＣ患者病例资料，其中放化同期患者的中位

生存时间为３６个月，高于序贯治疗的１１个月，因此作

者认为ＬＤ期ＰＥＳＣ患者同期放化疗的效果要明显优

于序贯治疗。潘东风等［２１］报道了５８例局限期ＰＥＳＣ

患者，同步放化疗效果同样优于序贯放化疗组。

多数研究认为对于ＰＥＳＣ，化疗方案可参照小细

胞肺癌，即多采用含铂类药物的联合化疗方案尤其是

ＥＰ方案。潘雪峰
［２４］对比了１０例ＥＰ方案化疗和７例

ＦＰ方案化疗ＰＥＳＣ患者生存期，１年生存率分别为

６８．９％和５３．５％，虽然２组患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但是考虑到ＥＰ方案患者生存期有优于ＦＰ方案

患者的趋势，作者认为ＥＰ方案优于ＦＰ方案。

除了ＥＰ方案外，Ｃｈｉｎ等
［２５］报道了１２例ＰＥＳＣ

患者，均接受伊立替康联合顺铂方案化疗，总化疗周期

为４６个。患者总中位生存时间为４１７ｄ，其中３例患

者生存时间＞４０个月。因此作者认为，伊立替康联合

顺铂方案是治疗ＰＥＳＣ的一种有效方案。

在关于ＰＥＳＣ放疗范围和剂量研究中，吴刚等
［２６］

分析了２１例ＬＤＰＥＳＣ患者淋巴结转移规律，认为Ｔ

分期晚、脉管侵犯患者淋巴结易成弥散性分布，不宜行

淋巴引流区域预防性照射。而对于淋巴结聚集性转移

发生率较高的患者，小范围的预防性照射可在不显著

提高正常组织器官损伤风险的基础上提高患者局部控

制率，从而可能达到提高患者生存期的目的。建议食

管淋巴引流区预防照射临床靶体积（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ａｒｇ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ＣＴＶ）应包括食管原发灶所在及上下相邻一

个区域的淋巴引流区域。

Ｄｉｎｇ等
［２］收集了２１２例 ＰＥＳＣ患者临床资料，

２００１年以后患者接受三维适形放疗，靶区勾画为大体

肿瘤体积（ｇｒｏｓｓｔｕｍ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ＧＴＶ）包括病变食管

及转移淋巴结。上段和中段食管癌ＣＴＶ包括病变食

管、转移淋巴结以及转移淋巴结所在的上纵隔及锁上

淋巴引流区。下段食管癌ＣＴＶ包括病变食管、转移

·７１３·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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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结、转移淋巴结所在的胃左或胃底淋巴引流区。

ＧＴＶ外扩１．０ｃｍ至ＣＴＶ。放疗总剂量为５４～６０Ｇｙ，

２Ｇｙ／次。肺 Ｖ２０≤３０％，脊髓最高受量 ＜４５Ｇｙ。

Ｎｅｍｏｔｏ等
［１４］分析了２０例ＰＥＳＣ患者，建议放疗靶区

应包括食管肿瘤和区域淋巴引流区照射，根治剂量

≥６０Ｇｙ，预防剂量为４０～５０Ｇｙ。

３．３　手术联合放疗和化疗

由于ＰＥＳＣ恶性程度高，原发病灶分期也较晚，同

时可以较早出现血行和淋巴转移，因此部分学者理论

上认为在化疗的基础上联合手术及放疗的三联综合治

疗模式是ＰＥＳＣ的最佳治疗模式，但临床数据似乎难

以得出肯定结伦。

王准等［２７］收集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国内２１家医院

公开发表文献中的６７６例ＰＥＳＣ患者及所在医院收治

的６７例 ＰＥＳＣ 患者，共７４３例，其中单纯手术组

８８例，单纯化疗组２４例，单纯放疗组２３例，手术联合

化疗组１３５例，手术联合放疗组２６例，放疗联合化疗

组５４例，手术联合放化疗组３７例。结果显示，单纯手

术、放疗和化疗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１０．８、６．２和

６．６个月，而放疗联合化疗、手术联合化疗、手术联合

放疗和手术联合放化疗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１２．３、

１６．１、１４．７和１６．２个月，虽然手术联合放化疗组生存

期最长，但作者认为有计划的综合治疗，尤其是早期

ＰＥＳＣ的手术与化疗对患者的治疗更有意义，可以提

高远期疗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对于ＥＤ患者，是否应采取综合治疗模式亦尚有

疑问。宋岩等［５］分析了１５１例ＰＥＳＣ患者，其中ＬＤ

患者１３８例，１３例ＥＤ患者中４例行局部治疗及９例

行包括化疗的综合治疗，其中位生存期分别为７．８和

８．６个月，综合治疗者生存期略长，但两者之间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目前可以较为肯定的是，无论对于ＬＤ还是ＥＤ

ＰＥＳＣ，系统性化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在系统

性化疗基础上，手术参与ＰＥＳＣ治疗较放射治疗并不

能明显提高患者预后，考虑手术治疗耐受性较差，放化

综合治疗在改善ＬＤＰＥＳＣ患者预后上应有一定优

势，尤其是对于体质差，合并内科疾病较多，拒绝手术

的患者，放化综合治疗应作为ＬＤＰＥＳＣ的首选治疗

模式。而对于ＥＤＰＥＳＣ的治疗，以化疗为主的综合

治疗是延长中位生存期的重要手段。目前尚无靶向药

物应用于ＰＥＳＣ的临床治疗的报道。

４　ＰＥＳＣ的脑预防性照射价值

目前缺乏关于ＰＥＳＣ脑预防照射的大样本研究，

关于肺外小细胞癌脑转移情况发生如何，是否需要脑

预防照射鲜有报道。小样本研究结果表明，肺外小细

胞癌脑转移率低于肺小细胞癌，因此不推荐行脑预防

照射［３，２８］。但Ｂｒｅｎｎａｎ等
［２９］研究了１２０例肺外小细

胞患者，显示脑预防照射是积极影响预后因子。病例

来源为女性生殖系统３１例，消化系统２８例，头颈起源

１９例，泌尿系统起源２３例，无明确原发灶１５例，其他

４例，随着对 ＰＥＳＣ认识的加深，综合治疗的应用，

ＰＥＳＣ患者生存期得到延长，脑转移发病率可能会逐

渐受到关注，其脑转移发生率如何，是否需行脑预防照

射，能否筛选出能从脑预防照射中获益的人群尚需进

行深入研究。

５　预后影响因素

ＡｌＭａｎｓｏｏｒ等
［３０］分析了３１３例ＰＥＳＣ患者临床

病理资料后发现，年龄、肿瘤分期和是否接受治疗为

ＰＥＳＣ的独立影响因素。Ｚｈｕ 等
［３１］报道了 ６４ 例

ＰＥＳＣ患者，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ＥＣＯＧ评分＜２、肿

瘤长度≤５ｃｍ、Ｔ分期≤Ｔ２ 期、ＬＤ患者以及接受综合

治疗是改善预后的有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ＥＣＯＧ评分、Ｔ分期、临床分期和治疗模式是预后的独

立影响因素。苗振军等［２２］认为无论是ＬＤ还是ＥＤ患

者，接受不同治疗方案的患者之间生存时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而性别、年龄、肿瘤部位和组织学类型对患

者生存时间均无影响。

有关肿瘤分子标志与ＰＥＳＣ淋巴结转移、治疗疗

效与预后关系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比较少见。Ｙａｎ

等［３２］分析了８２例ＰＥＳＣ患者血清ＮＳＥ水平，结果表

明，ＮＳＥ高表达患者的放化疗有效率低于低表达患

者，且ＮＳＥ高表达患者预后不佳。因此认为，血清

ＮＳＥ水平可以作为预测ＰＥＳＣ患者放化疗敏感性的

可靠指标。

Ｆｅｎｇ等
［３３］研究了４３例ＰＥＳＣ患者Ｃ反应蛋白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浓度，认为ＣＲＰ水平增高的

患者（＞１０ｍｇ／Ｌ）更易出现局部侵润及淋巴结转移，

且预后较差。

６　结语

综上所述，ＰＥＳＣ发生来源尚有争议，病理学检查

并结合神经内分泌标志表达是其确诊的重要方式。作

为一种全身性疾病，ＰＥＳＣ无论是ＬＤ还是ＥＤ患者，

以化疗为基础的综合治疗模式应被提倡。作为ＬＤ患

者放化综合治疗应有一定优势。与食管鳞癌相比，

ＰＥＳＣ侵袭性更强，预后更差，但发生率极低，样本量

小，至今仍没有标准的综合治疗方案，仍需要大规模前

瞻性的分组研究。随着对ＰＥＳＣ临床以及肿瘤分子标

志研究的逐渐深入，早期诊断技术和综合方法的不断

进展对改善ＰＥＳＣ预后应有重要的意义。

·８１３· 焦文鹏，等　食管小细胞癌研究现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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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讲座

复发胸腺瘤的临床特点和综合治疗现状

王利欢１，２　李月敏１

１．解放军第三九医院放疗科，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２．河北北方学院研究生部，河北 张家口０７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总结复发胸腺瘤的临床特点与国内外综合治疗现状。方法　应用ＰｕｂＭｅｄ及ＣＮＫＩ期刊全文数据库检

索系统，以“胸腺瘤、肿瘤复发和手术治疗”为关键词，检索１９９４０１－２０１４０４的相关文献。纳入标准：１）复发胸腺瘤的临

床特征；２）复发胸腺瘤的诊断；３）复发胸腺瘤的组织学分型；４）复发胸腺瘤的治疗。排除复发胸腺癌的文献。对符合标

准的３４篇文献进行分析。结果　复发胸腺瘤患者多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复发部位主要为瘤床和周围的胸膜。复发胸腺

瘤的诊断主要依据其胸腺瘤病史及胸部ＣＴ。复发胸腺瘤再次手术完全切除者优于保守治疗或不完全切除者。是否完

整手术切除是最重要的预后因子，ＷＨＯ分型、Ｍａｓａｏｋａ分期和复发的时间间隔可能与预后有关。结论　胸腺瘤术后应

长期随访和定期复查，以达到早发现早治疗的目的。能手术切除的复发胸腺瘤首选外科治疗，无法手术切除者给予放化

疗等综合治疗。

【关键词】　胸腺瘤；肿瘤复发；手术治疗；综述文献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３２０－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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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３· 王利欢，等　复发胸腺瘤的临床特点和综合治疗现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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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４．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２６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３２０－０５

　　胸腺瘤是一种较少见的具有潜在恶性的肿瘤，仅

占所有恶性肿瘤０．２％～１．５％
［１］。然而，胸腺瘤却是

最常见的纵隔肿瘤，约占成人前上纵隔肿瘤的

５０％
［２］。胸腺瘤的治疗以手术为主，手术完整切除后

的胸腺瘤复发率为１０％～３０％
［３５］。由于胸腺瘤的发

病率低，且手术完整切除后的治愈率高，自然病程迁延

进展缓慢，因此有关复发胸腺瘤诊治的文献报道很少。

１　临床特征

１．１　临床表现

绝大多数复发胸腺瘤患者无明显的临床症状，通

常是术后长期随访过程中胸部ＣＴ发现肿瘤复发。临

床上部分患者表现为重症肌无力（ｍｙａｓｔｈｅｎｉａｇｒａｖｉｓ，

ＭＧ）症状的未控或反复发作，少数患者表现局部肿瘤

压迫症状和刺激症状，表现为头昏、面部肿胀、明显的

颈部肿块、心悸、胸痛、胸部不适和咳嗽等。胸腺瘤复

发的时间各文献报道不一致，大多数报道中位复发时

间为５２～９２．７个月
［６９］。约１５％ 的复发发生在首次

手术后＞１０年
［６］。

复发胸腺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局部区域性复发而

非血液转移，考虑可能是胸腺瘤包膜破裂或外科切除

导致肿瘤种植所致。临床上大多数胸腺瘤的复发部位

是在 胸 腔 内，如 胸 腺 局 部 复 发 和 胸 膜 复 发 （占

７５％）
［１０］。但也偶有肝、肺及脑等部位的远处转移。

Ｏｇａｗａ等
［１１］报道，１０３例胸腺瘤完整切除患者中有

１７例出现复发，最常见的复发部位为胸膜，并观察到

病理无胸膜侵犯者不论哪期均无复发，而术后病理有

胸膜侵犯患者易出现胸膜复发。

ＭＧ是胸腺瘤患者重要的伴随性疾病。研究发

现，３０％～５０％的胸腺瘤患者合并 ＭＧ等自身免疫性

疾病，尤其是与Ｂ型胸腺瘤，如ＡＢ、Ｂ１和Ｂ２型，密切

相关［１２］。Ｒｕｆｆｉｎｉ等
［５］回顾性分析了２５５例胸腺瘤患

者，伴发 ＭＧ 症状的有１０５例（４１％），其中７２例

（２８％）为ＡＢ型，６５例（２５％）为Ｂ１型，６９例（２７％）为

Ｂ２型。因此，合并 ＭＧ的Ｂ型胸腺瘤切除后肌无力

长期未控或复发者，一定要重视胸部ＣＴ的复查，可以

早期发现肿瘤复发。

１．２　影响复发的危险因素

１．２．１　胸腺瘤复发率与 ＷＨＯ分型和肿瘤 Ｍａｓａｏｋａ

分期的关系　胸腺瘤复发率与 ＷＨＯ 分型和肿瘤

Ｍａｓａｏｋａ分期有关。Ｏｋｕｍｕｒａ等
［１３］对２７３例胸腺瘤

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点进行了分析后发现，Ａ、ＡＢ和

Ｂ１型复发率均＜１０％，分别为０、５％和９％，Ｂ２和Ｂ３

复发率分别为１８％和２９％。２０年生存率也有较大差

异，Ａ、ＡＢ和Ｂ１型２０年生存率均＞８７％，分别为１００％、

８７％和９１％，Ｂ２和Ｂ３生存率分别为３６％和５９％。

Ｋｏｎｄｏ等
［１４］分析了１３２０例胸腺瘤临床分期与

预后关系，Ⅰ期和Ⅱ期Ｒ０ 切除率均为１００％，复发率

均＜５％，５年生存率均＞９８％；Ⅲ 和 Ⅳ 期Ｒ０ 切除率

分别为８５％和４２％，复发率分别为２８％和３４％，５年

生存率分别为８９％和７１％。Ｂａｅ等
［６］回顾性地分析

了４１例复发的胸腺瘤患者的情况。３０５例Ｒ０ 或Ｒ１

切除的胸腺瘤患者中４１例复发，复发率为１３．４％。

其Ｂ３型的复发率为２０．７％（２４／１１６），Ｂ２型为１８．６％

（１１／５９），Ｂ１ 型为 ４．２％ （２／４８），ＡＢ 型 为 ６．３％

（４／６３），Ａ型为０（０／１９）。Ｍａｓａｏｋａ分期中，ⅣＢ期的

复发率为５０．０％（２／４），ⅣＡ期为５０．０％（７／１４），Ⅲ期

为２６．８％（１１／４１），Ⅱ期为１１．４％（１３／１１４），Ⅰ期为

６．０％（８／１３２）。

１．２．２　复发时间与 ＷＨＯ分型和肿瘤 Ｍａｓａｏｋａ分期

的关系　胸腺瘤手术到复发的间隔时间与 ＷＨＯ分

型和肿瘤 Ｍａｓａｏｋａ分期也有密切关系。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ｏｒａ

等［７］报道的４３例复发胸腺瘤患者中，１６例Ｂ３型复发

患者的平均复发间隔为（２９．０８±７．３）个月，而Ｂ２型

和Ｂ１型的平均复发间隔分别为（８１．３７±１６．９６）和

（１８１．０２±１２８．０）个月。Ｏｋｕｍｕｒａ等
［１３］报道，ＡＢ型

的中位复发间隔为１０．３年，Ｂ１型为７．８年，Ｂ２型为

６．０年，Ｂ３型为２．４年。

１．２．３　其他危险因素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影响胸腺

瘤复发的危险因素还包括手术中是否进行了脂肪的清

除［１５］。有研究表明，肿瘤切除的范围是影响胸腺瘤远

期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１６］。有研究报道，约７２％的

患者前纵隔脂肪组 织中含有异 位胸 腺组织［１７］。

Ｊｕｅｌ
［１８］也认为，由于胸腺的解剖和胚胎学特点，有存在

异位胸腺和迷走胸腺组织的可能，并且认为即使是包

膜完整的较小胸腺瘤，也应完全切除胸腺，并清除前纵

隔脂肪组织，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术后胸腺瘤复发和提

高远期治疗效果。宋诸臣等［１９］报道的１４例术后复发

的胸腺瘤患者中，１３例复发前行肉眼根治性切除，并

认为其复发可能是因为前纵隔脂肪组织中存在异位胸

腺。因此，胸腺瘤的切除原则是尽量完整切除肿瘤及

胸腺，并常规清除纵隔脂肪组织，以免异位胸腺组织残

留导致术后复发［１７，２０］。

胸腺瘤的开放性手术切口有３种，但不同手术方

法切除的彻底程度不同。经胸骨正中切口具有视野开

阔、显露好的特点，能彻底清除胸腺组织及前纵隔脂

·１２３·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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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对前位双侧性肿瘤，特别是较大的肿瘤及侵袭性胸

腺瘤与合并 ＭＧ者非常适用；前外侧切口及腋下小切

口具有生理干扰小的优点，可达到较好显露，但彻底清

除胸腺组织及前纵隔脂肪较困难，对于胸腺瘤合并

ＭＧ者不宜适用；后外侧切口显露好，能彻底清除胸腺

组织及前纵隔脂肪，但手术创伤大，适用于术前诊断不

明确或纵隔内器官、组织受累者［１７］。根据胸腺瘤手术

切口的基本原则：创伤宜小，视野开阔，显露良好，便于

操作，经胸骨正中切口行胸腺瘤切除术是胸腺瘤的标

准手术方式。

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一旦胸腺瘤确诊，无论其是良

性还是恶性，所有能够耐受手术者均应尽早行手术治

疗，手术切除是胸腺瘤的首选治疗方法［２１］。并且首次

手术应尽可能最大限度的完全切除肿瘤及胸腺组织，

以及受侵的胸膜、肺组织和心包等，并清除前纵隔脂肪

组织［２０］。术后需要长期随访和定期复查，尤其是分期

较晚和（或）病理类型为Ｂ２和Ｂ３的胸腺瘤患者，以达

到早发现早治疗的目的，随访时间应尽量长。术后

５年内应每６个月复查胸部ＣＴ，５年后每年复查１次。

２　诊断

诊断复发胸腺瘤，主要依靠胸腺瘤病史和胸部

ＣＴ，其次是临床症状，尤其需要重视 ＭＧ症状。若胸

腺瘤术后出现肌无力症状或肿瘤局部压迫症状，应考

虑胸腺瘤复发的可能性，需要复查胸部ＣＴ以进一步

明确诊断。同时，胸部ＣＴ对肿瘤分期和预测病理类

型均可起到积极的作用。李家尧等［２２］认为，ＣＴ对肿

块胸膜侵犯、心包侵犯和大血管侵犯的阳性预测率均

为１００．０％，对包膜不整和肺侵犯的阳性预测率分别

为９７．４％和９０．９％。

根据国际胸腺瘤研究小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ｙｍｉｃ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的定义，复发的胸腺瘤分

为３个类型
［２３］。１）局部复发：即瘤床区域的复发。

２）区域复发：指胸腔内与瘤床部位不相连的胸膜区域

复发。３）远处复发：包括胸腔外的复发和肺实质内的

复发。任何Ｍａｓａｏｋａ分期的胸腺瘤均可复发。Ⅰ期

和Ⅱ期胸腺瘤复发率低，且复发主要以瘤床区域局部

复发为主，不发生远处的复发。Ⅲ期和Ⅳ期胸腺瘤的

好发部位除胸膜外，可以发生心包、远处胸膜复发和肺

部复发。

３　组织学分型和分期

复发胸腺瘤组织学分型可以发生转变，且复发的

胸腺瘤一般倾向于向更恶性的类型转变［２４］。Ｂａｅ等
［６］

报道的４１例复发胸腺瘤中有６例发生组织学分型改

变。３例初治时病理类型为Ｂ２／Ｂ３，复发后转变为Ｂ３

型，１例由Ｂ２型转变为Ｂ２／Ｂ３型，１例由Ｂ２型转变为

Ｂ３型，１例由Ｂ３型转变为Ｂ２／Ｂ３型。Ｃｉｃｃｏｎｅ等
［２５］

２００４年报道的第１组１１例复发的胸腺瘤患者中，５例

发生组织学分型的转变，其中２例由Ｂ１型转变为Ｂ２

型，１例由Ｂ１型转变为Ｂ２／Ｂ３型，２例由Ｂ２型转变为

Ｂ２／Ｂ３型。第２组９例复发者中有２例发生组织学转

变，１例由Ｂ２型向Ｂ３型转变，１例由Ｂ３型向Ｃ型转变。

Ｋｅｄｉｔｓｕ等
［１２］报道了１例起初为 ＷＨＯ分型ＡＢ型的纵

隔胸腺瘤，５年后肺内复发，ＷＨＯ分型转变为Ｂ２型。

复发胸腺瘤通常需要进行再分期，以指导治疗方

案的选择和对预后的判断。分期仍采取 Ｍａｓａｏｋａ胸

腺瘤分期标准。

４　治疗

４．１　手术

胸腺瘤是临床上少见的肿瘤，手术后复发胸腺瘤

在临床上更为少见，为１０％～３０％
［３５］。局部复发的

胸腺瘤可以考虑再次手术治疗。多项报道认为，再次

手术仍可以取得良好疗效（表１）。除 Ｈａｎｉｕｄａ等
［９］报

道复发胸腺瘤手术 Ｒ０切除率＜３０％，其他研究者均

报道，再次手术 Ｒ０切除率可高达６３％～９０％。总体

５年生存率为４３％～６４％，而 Ｒ０切除复发胸腺瘤的

５年生存率可高达６４％～９０％，明显高于全组患者的

生存率。因此，对于复发胸腺瘤患者能选择手术的尽

量采取积极的手术治疗，可以达到初治胸腺瘤相似的

疗效，术后根据病理分型和分期给于辅助放疗和化疗。

表１　复发胸腺瘤患者再手术治疗及其预后

研究者 报道时间（年） 狀 再手术（狀） Ｒ０切除率（％） ５年生存率（％） １０年生存率（％）

Ｂａｅ等［６］ ２０１２ ３１ １５ ８７ ６０（９０％Ｒ０） ３３（８７％Ｒ０）

Ｈａｍａｊｉ等
［２６］ ２０１２ ３０ ２０ ９０ ５４ －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ｏｒａ等
［７］ ２０１１ ４３ ３０ ７３ ６４（９１％Ｒ０） ５１（６７％Ｒ０）

Ｌｕｃｃｈｉ等［２７］ ２０１０ ２０ ２０ ６５ ４３ ２６

Ｏｋｕｍｕｒａ等［１３］ ２００７ ６７ ２２ ８２ － ７０

Ｖｉｔａ等［２８］ ２００７ ２０ ２０ － ４３ ３７

Ｈａｎｉｕｄａ等［９］ ２００１ ２４ １５ ２７ ３７ －

Ｒｕｆｆｉｎｉ等［５］ １９９７ ３０ １６ ６３ ４８（７２％Ｒ０） ２４（７２％Ｒ０）

Ｒｅｇｎａｒｄ等
［８］ １９９７ ２８ ２８ ６７ ５１（６４％Ｒ０） ４３（５４％Ｒ０）

　　注：括号内数据为此项研究完整切除的比例

·２２３· 王利欢，等　复发胸腺瘤的临床特点和综合治疗现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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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Ｂａｅ等
［６］回顾性分析了４１例复发胸腺瘤患

者的情况。他们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９年的２３年间，共有

４１１例胸腺瘤患者进行了外科手术治疗，其中３０５例

Ｒ０ 或Ｒ１ 切除的胸腺瘤中４１例复发。复发的胸腺瘤

患者中有１５例进行了手术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

２６例以非手术治疗为主。结果显示，全组患者５和

１０年生存率分别为５９．７％和３３．２％。复发胸腺瘤Ｒ０

切除组患者生存率显著高于非Ｒ０ 切除或未切除组，

５年生存率分别为９０．９％和４４．７％。复发者再次Ｒ０

切除后，其５、１０和１５年生存率分别为 ９１．７％、

９１．７％和９１．７％，与胸腺瘤术后未复发者相似，分别

为９０．７％、８６．５％和８２．７％。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ｏｒａ等
［７］在１９７２－２００８年的３６年间，共

有３４０例胸腺瘤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在３１５例Ｒ０ 切

除的患者中有４３例复发，其中３０例复发胸腺瘤给予

再手术治疗，其中２２例Ｒ０ 切除，８例未完整切除；其

余１３例给予非手术治疗，其中４例单纯放疗，８例单

纯化疗，１例未行任何治疗。结果显示，手术组与非手

术组的５年生存率分别是７７％和３５％，而Ｒ０ 切除的

患者５年生存率高达９１％。

Ｏｋｕｍｕｒａ等
［１３］在１９５７－２００２年的４５年间，收治

了３９５例行手术治疗的胸腺瘤患者，其中６７例复发，

４５例行保守治疗，２２例再次手术治疗。２２例再手术

治疗的复发胸腺瘤患者中，１８例为Ｒ０ 切除，４例为非

Ｒ０ 切除。结果显示，手术组１０年生存率显著优于非

手术组，分别为７０％和３５％，犘＝０．００２。

４．２　术后辅助治疗

复发胸腺瘤再手术后的辅助治疗也是临床医生不

容忽视的重要内容。Ｂａｅ等
［６］报道４１例复发的胸腺

瘤患者中，１５例进行了手术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其

中仅４例单纯手术，其余１１例均进行了术后辅助治

疗，包括４例术后单纯放疗，５例术后单纯化疗，２例术

后同步放化疗。其他多数研究组也参照初治胸腺瘤的

术后辅助治疗经验进行了放化疗等综合治疗［２９３２］。

４．３　放化疗

复发胸腺瘤再手术的比例为３２％～１００％
［５９，１３，２６２８］。

因此，尚有部分患者由于肿瘤侵犯较为广泛或自身其

他疾病等情况，无法行积极的手术治疗。因此放化疗

在无法手术的复发胸腺瘤治疗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几项研究结果显示，复发胸腺瘤采取放化疗也可

以取得＞３５％的５年生存率
［７，１３，３０］。因此，复发胸腺

瘤无论是否能完整切除，均应积极治疗以期控制病情

和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５　预后

复发胸腺瘤进展缓慢，与初治的胸腺瘤具有相近

的生物学行为，因此其预后因子与初治胸腺瘤较为相

似。目前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再手术完整切除肿瘤是

复发胸腺瘤患者最显著的积极预后因子。从表１中可

以看出，多数研究显示复发胸腺瘤患者进行完整的手

术再切除后预后良好，与初治的 Ｒ０ 切除的胸腺瘤患

者预后相近。其次，肿瘤的组织学分型、Ｍａｓａｏｋａ分

期、复发数量和部位及复发间隔时间等似乎也与复发

胸腺瘤的预后有关，但由于各组报告病例数均较少，并

未得出统一的意见［６，３３３４］。

６　结语

由于复发胸腺瘤的临床表现不典型，胸腺瘤术后

的患者应长期随访并定期复查，以早期发现复发并争

取完整手术切除的机会。由于复发胸腺瘤的罕见性、

异质性及慢性进展性，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方案效果难

以评价。寄希望于有能力的机构进行更大规模的研

究，探讨复发胸腺瘤的统一治疗方案，以更好地治疗复

发胸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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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ｈｙｍｏｍａ［Ｊ］．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１３（１）：２１２４．

［３４］　ＲｉｏｓＡ，ＴｏｒｒｅｓＪ，ＧａｌｉｎｄｏＰＪ，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Ｊ］．ＥｕｒＪ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２，２１（２）：

３０７３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０９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编辑：史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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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肿瘤防治杂志编排规范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

　　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

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狋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

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成组χ
２ 检验；对

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重复实

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

能运用多元统计学分析方法，以便对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

的解释和评价。

·４２３· 王利欢，等　复发胸腺瘤的临床特点和综合治疗现状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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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

动态·简讯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稿约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是经国家科学技术部和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华预防医学会和山东省肿瘤防

治研究院主办的肿瘤专业学术期刊，隶属于中华预防

医学会系列杂志。本刊的办刊宗旨：以防为主（三级预

防），防治并举。办刊理念：传播肿瘤科学研究的信息，

营造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科学为本的学术导向，质量

至上的采编原则；成就作者，服务读者。以从事肿瘤学

基础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工作者及医学院校师生为主

要读者对象。本刊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中国期

刊方阵（双效期刊）”，为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优秀

期刊。系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生物医学核心

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

文统计源期刊、美国《化学文摘》（ＣＡ）来源期刊、俄罗

斯“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Ｓ”来源期刊和波兰《哥白

尼索引》（ＩＣ）来源期刊。由《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

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被《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

数据库》全文收录，被中国国家“九五”重点攻关项目

“万方数据网”、“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中

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为半月刊，国际标准 Ａ４开

本，８０页码。主要栏目有高端述评、前沿报道／论著、

流行病学研究／论著、实验研究／论著、临床基础研究／

论著、临床应用研究／论著、荟萃分析／论著、短篇报道／

论著、综述·讲座和动态·简讯等。

１　投稿须知

１．１　基本要求

文稿应选题新颖，具有先进性、科学性、逻辑性，论

点鲜明、数据可靠、结论明确、层次清楚、文笔流畅、用

字及标点准确规范。

１．２　排版格式

来稿请用ｗｏｒｄ排版，１．５倍行距、小４号字。稿

件内容排列顺序（论著类）依次为中文文题、作者、作者

单位和单位所在地、邮编；英文文题、作者、作者单位和

单位所在地英译名、邮编；中、英文摘要及中、英文关键

词；正文、参考文献（具体请参照ｗｗｗ．ｃｊｃｐｔ．ｏｒｇ的杂

志电子版）。同时，请在稿件后附页介绍第一作者及通

讯作者的姓名、性别、籍贯（△△省△△市／县人）、最高

学历、职称、研究方向、工作单位和详细的通讯地址、邮

政编码、联系电话（手机、单位、住宅和传真等）及

Ｅｍａｉｌ地址。

１．３　投稿方式

本刊只接受网站投稿，来稿请登陆 ｗｗｗ．ｃｊｃｐｔ．

ｏｒｇ，点击“作者中心”自行网上注册上传稿件，注册后

请记住用户名与密码，以便以后自行查询稿件进度。

网站投稿后须将第一作者单位推荐信通过邮局邮

寄至本刊，作者单位负责稿件真实性与保密性的审查。

若为基金资助项目，请在首页用脚注形式按国家规定

的正式名称填写并在圆括号内注明项目编号，如：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３９５７０７８６）。请寄：２５０１１７，山东省济南

市济兖路４４０号，《中华肿瘤防治杂志》社（勿寄个人）。

本刊编辑部保留对来稿编辑责任范围内的删修权。

作者接到收稿回执后３个月内未收到稿件处理意

见，则稿件仍在审理中，如作者欲投他刊，敬请与本刊

编辑部联系。

来稿同时需交付稿件处理费６０元（邮寄地址同

上，勿寄个人）。决定采用后即通知第一作者交付发表

版面费。出刊后赠当期杂志２册。

１．４　推荐审稿人

投稿的同时，您可以在投稿系统的留言栏中推荐

３名非本单位的权威专家作为您的审稿人，我们将根

据相关情况选择加入我刊编委会，请投稿时务必将推

荐审稿人的详细简介、电子邮箱和电话等确切联系方

式以附件形式上传。

２　文稿写作的一些注意事项

２．１　文题

顶格书写，力戒冗长，简明确切地反映文章主题，中

文文题一般不超过２０个汉字，题目中尽量避免标点符号。

２．２　作者

文章署名作者均应具备作者资格：１）参与选题和

设计，或对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者；２）起草或修改论文

中关键性的重要理论内容者；３）最终同意论文发表者。

署名一般不宜超过６人，置于文题下顶格书写。如果

署名作者不是一个单位，必须在导言或相应的内容中

说明文章所用资料的具体来源出处，避免用“我院（校、

所等）”代过。集体署名的文章必须明确论文首席负责

人。作者的署名及署名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不得在

编排过程中再作更改。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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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２

２．３　摘要

论著和综述类稿件需中、英文摘要各１份，中、英文

摘要的内容要一致。摘要内容要涵概全文的主要内容，

论著和综述类文章均采用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４段

式，摘要均采用“大摘要”形式，字数不限，“文题目的结

论”要呼应，“结果结论”相互支持。摘要应是一篇独立

的、能高度概括文章内容具有“自明性”的短文。

２．３．１　目的（犗犅犑犈犆犜犐犞犈）　简要说明研究或资料总

结的目的，说明提出问题的缘由，要与文题相呼应。

２．３．２　方法（犕犈犜犎犗犇犛）　简要而重点的说明课题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设计、技术路线和实验方法、临床资

料截取时间与样本量、观察项目和数据的获得以及统

计学处理方法等。

２．３．３　结果（犚犈犛犝犔犜犛）　提炼出文章能说明结论的

主要结果和主要发现，说明结果的置信值、详实的实验

结果数据、统计学检验的确切值。结果必须能够满足

导出结论的要求。

２．３．４　结论（犆犗犖犆犔犝犛犐犗犖犛）　通过研究结果说明

所研究内容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要言简意赅，与研

究目的相呼应，与研究结果相印证。

２．４　关键词

论著性文章需标引关键词。应针对文章所涉及的

重点内容标引主题词，请以最新版美国国立医学图书

馆编辑的《ＩｎｄｅｘＭｅｄｉｃｕｓ》中的医学主题词表（ＭｅＳＨ）

内所列的词为准。中文译名参照《医学主题词注释字

顺表》和《中医药主题词表》，药名参照《英汉汉英药名

词汇》和最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关键词选

取要全面涵盖文章的主要内容，以免文章发表后，相关

检索因缺乏体现重要内容的关键词而漏检，关键词以

不少于４个为宜。

２．５　正文

２．５．１　层次与序号　尽量减少层次，一般是有标题内

容才列序号（没有标题的内容用自然段形式起始）。序

号层次书写方法如下：

１△△△△（一级标题，顶格，占１行，标题后不用标点

符号）。

１．１△△△△（二级标题，顶格，占１行，标题后不用标

点符号）。

１．１．１△△△△（三级标题，顶格，标题后不用标点符

号，空１个汉字接正文）。

１）△△△△：（子标题，空２个汉字，标题后用“：”接正

文）。

２．５．２　表格和插图　应用表或图时应避免表、图内容

与文字说明内容重复。表格放在正文出现的位置，一

律用“三线表”，主谓语要符合逻辑，位置正确。表内数

字纵行要以小数点或±对齐，小数点后位数要一致。

“－”代表阴性未发现，“空白”表示无此项或未测。图

附于文末，图线条应均匀、清晰、光滑，图面要整洁。照

片图要求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图下应有图序、图

题、图注。组织病理学图片一律用彩色，并注明染色方

法和放大倍数。

２．５．３　医学名词及简称与略语　医学名词的使用以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医学名词》

（科学出版社）为准，暂无审定公布者参照《英汉医学词

汇》（人民卫生出版社）。药物名称以最新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为准。专业名词、术语原则上应写全

称，对一些已通用且文中反复出现的简称或略语，应在

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及括号注明简称。文题一般不用简

称或略语。

２．５．４　计量单位及数字　一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ＧＢ３１００～３１０２－９３）量或单位》书写。在一个

组合单位代号内，只用一条斜线，如 ｍｇ／ｋｇ／ｄ应写为

ｍｇ／（ｋｇ·ｄ）或每天ｍｇ／ｋｇ。作为量词的计数、计量（包

括正负数、分数、小数、百分率等）和年、月、日时间均用

阿拉伯数字多位数字的书写实行“３分节法”，数字相乘

表示面积或体积时，每数字后均写单位，如３ｃｍ×４ｃｍ

×５ｃｍ，不应写成３×４×５ｃｍ或３×４×５ｃｍ３。

２．５．５　统计学符号　统一按国家标准ＧＢ３３５８８２《统

计学名词及符号》中有关规定书写，一律用斜体。书写

时需特别注意这些字母是英文还是希文、是大写还是

小写、字母顶端的标记及上下角注等。

２．５．６　讨论　请作者依据自己研究的结果，参考相关

文献进行讨论，要紧扣自己研究的目的，通过对自己研

究的结果解释并与所引用相关研究的文献对比等，导

出结论！

２．６　参考文献

仅标注和列出作者亲自阅读过的、国内外公开发

行的书籍或刊物中的有关文献，内部资料、非正式刊物

登载的会议资料、课题鉴定资料均不能列为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用原来语种列出，日文汉字不应与我国汉字

及简化字混淆应用。参考文献的编号按正文出现的先

后顺序连续排列，在文中相关部位文字的右上角用阿

拉伯数字加方括号标注。文献序号作正文叙述时，用

与正文同号的数字并排。作者必须对所引用的文献仔

细地与原文核对，因引用错误等引发的纠纷由作者自

负其责。请严格按我刊格式以引用的先后顺序将参考

文献排列于文末。论著稿件文献不少于８条。近３年

的文献必须≥６０％。

参考文献要全面检索，对该领域有影响的文献，尤

其是发表在学术地位较高杂志上的文献一定要有引

用，并以此展开撰写讨论！同时，国内的研究务必不要

忽略！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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