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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聚生联合放疗治疗鼻咽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吴 华 余忠华 梁 荣 王镇南 杨志雄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放疗科 （广东省湛江市 $!%""&）

摘要 目的：探讨高聚生（高聚金葡素 ’()*+, -))+./(01/(23 4/15*,+67677(0，’-4）联合放疗治疗鼻咽癌的疗效及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对 8! 例初治鼻咽癌患者用抽签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 例行常规放疗同

时每天肌注 ’-4 $""9& """:，直到放疗结束；对照组 #" 例单纯行常规放疗。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及检测两组治疗前

后 ; 细胞亚群、<= 细胞活性的变化。结果：实验组鼻咽肿瘤完全缓解率和颈淋巴结完全缓解率有所提高，但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和 $ 年生存率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为 @8A@B和 @#A#B、C%A%B和 88ADB、DDA#B和

$DA@B，实验组 &、# 和 $ 年生存率略高于单放组（!>"A"$）；实验组和对照组肿瘤复发转移率分别为 !CA&B（@ E #!）和

$"A"B（&$ E #"），实验组复发转移率较对照组为低，但统计学无明显差异（!>"A"$）。实验组治疗后 <= 细胞活性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F"A"&）；实验组治疗后 ; 细胞亚群 GH#、GH% 和 GH% E GHC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高

度显著性（!F"A"&）。结论：高聚生联合放疗治疗鼻咽癌可提高患者的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并且能提高其细胞免疫功

能，有助于降低远处转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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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放射治疗作为鼻咽癌主要治疗手段，

其 $ 年生存率大约在 $"%左右，究其失败原因多为

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为提高鼻咽癌的疗效，近年

来开展了大量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其中包括提高患

者免疫功能的研究。高聚生（’()）作为一种新型生

物反应调节剂（沈阳协合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肿瘤患者的综合治疗之中。

为了研究其对鼻咽癌患者放疗疗效和细胞免疫功能

影响，我院自 !""" 年 & 月开始对本院住院的 *! 例

初治鼻咽癌患者，用抽签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病例选择及一般资料

!"""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共收治有

经济条件入组初治鼻咽癌患者 *! 例。入组条件：&）

经病理或细胞学证实为鼻咽癌的初治患者；!）按鼻

咽癌 -! 分期（福州），进行临床分期!,"期；#）年

龄 在 &* ,." 岁 范 围 ， 中 位 年 龄 为 /#+* 岁 ；/）

012345678 评分!." 分；$）治疗前查血像、肝肾功能、

心电图检查，无放疗禁忌证；*）有经济能力完成治疗

疗程。*! 例患者用抽签法随机分组：!" 个号码随机

抽取 & 个，单数入选实验组，双数入选对照组；具体

分组情况为实验组 #! 例，对照组 #" 例；其中实验组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岁，中位年龄 /#+!
岁；临床分期!期 ! 例，#期 . 例，$期 &" 例，"期

&# 例；鳞癌 #& 例，腺癌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岁，中位年龄 //+# 岁；临床分期%期

! 例，&期 9 例，$期 - 例，"期 && 例；鳞癌 !- 例，

未分化癌 & 例。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临床分期、病

理类型等方面均具可比性。

&+! 治疗方法

实验组和对照组放疗方案相同，采用 *:; 直

线加速器或 *"<4 放疗，设野根据临床和 <= 检查肿

瘤范围确定。先面颈联合野照射 >= #!,#*?8 后缩

野避开脊髓，改用耳前野、鼻前野或加耳后野加量

放 疗 ，>= !?8 @次 ， 鼻 咽 部 照 射 总 量 为 >= *9 ,

9!?8 @ #/,/& 次，.,- 周完成；颈部淋巴结：用前切

线野照射，剂量为 >= *",."?8，颈部预防照射剂

量 >= $"?A。实验组于放疗开始每天肌注高聚生

’() $""B 或 &"""B（’() 为中美合资沈阳协合生

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连续应用到放疗疗程

结束。

&+# 疗效评定标准及测定方法

&+#+& 疗效评定 治疗结束后 # 个月根据临床检

查、鼻咽镜检、结合鼻咽颅底 <= 或 :CD 检查，按

E’F 实体瘤疗效标准进行评定：完全缓解（<C）：可

见病灶完全消失持续 / 周以上。部分缓解（GC）：肿

瘤两径乘积缩小 $"%以上，其它病灶无增大，无新

病灶出现，持续 / 周以上。无变化（H<）：肿瘤病灶两

径乘积缩小不足 $"%或增大不超过 !$%，无新病灶

出现，持续 / 周以上。进展（G>）：肿瘤两径乘积增大

!$%以上或出现新病灶。毒性反应按照 &-9& 年

E’F［!］抗癌药物毒性反应分度标准评价，分为 ","
度。治疗结束后第 & 年内每 # 个月复查 & 次，& 年后

每半年复查 & 次。全部病例随访至 !""$ 年 ! 月，随

访时间为 # 年以上，# 例失访，随访率为 -$+!%（$- @
*!），失访者自失访时作死亡计算。

&+#+! 测定方法 两组在治疗前、治疗结束时分别

采集静脉血，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细胞免疫功能。

自然杀伤细胞（H0）活性测定采用 F<’ 释放法［#］，=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采用 (G((G 法。药盒由军事医

学科学院提供。

&+/ 统计学方法

所有计量资料以均值I标准差（!!"，%）表示，采

用配对资料的 # 检验、方差分析和 ’! 检验

" 结果

!+& 近期疗效

鼻咽肿瘤完全缓解率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9.+$%（!9 @ #!）和 9#+#%（!$ @ #"），差异无显著性（$J
"+"$）；颈淋巴结转移灶完全缓解率实验组和对照组

分别为 9/+*%（!! @ !*）和 9"+"%（!" @ !$），差异无显

著性（$J"+"$）（表 &）。

实验组

对照组

/（&!+$）

$（&*+.）

$J"+"$

"

"

!! @ !*（9/+*）

!" @ !$（9"+"）

’!K"+&9.

/ @ !*（&$+/）

$ @ !$（!"+"）

$J"+"$

"

"

组别
颈部淋巴结

GC HL <C GC HL

!9（9.+$）

!$（9#+#）

’!K"+!&.

鼻咽原发灶

<C
"

#!

#"

表 ! 两组治疗后肿瘤局部控制率比较 例（%）

!+! 生存率情况

实验组 &、#、$ 年生存率分别为 -*+-%（#& @ #!）、

9/+/%（!. @ #!）和 ..+#%（&. @ !!）；对照组 &、#、$ 年生

存率分别为 -#+#%（!9 @ #"）、**+.%（!" @ #"）和 $.+-%
（&& @ &-），两组 &、#、$ 年生存率比较，实验组 &、#、$
年生存率较对照组为高，但无统计学意义（$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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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和对照组肿瘤复发转移率分别为 !$%&’
（( ) #!）和 *+%+’（&* ) #"）。实验组复发转移率较对照

组为低，但无统计学意义（!,"%"-）。

!%# 治疗前、后 ./ 细胞活性和 0 细胞亚群变化

!%#%& 治疗前、后 ./ 细胞活性变化 两组患者治

疗前 ./ 细胞活性无差别，治疗后实验组 ./ 活性

稍有提高，但差异无著性（!,"%"-），但与对照组治疗

后比较，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1
"%"&），见表 !。

表 ! 两组治疗前、后 "# 细胞活性变化 例（!"#，’）

!%#%! 治疗前、后 0 细胞亚群变化 实验组和对照

组 0 细胞亚群：实验组治疗后 23#、23* 和 23* ) 23$

值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有显著性（!1"%"&）；对照

组治疗后 23#、23*、23* ) 23$ 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1"%"& 或 !1"%"-）。治疗后两

组比较，实验组的 23#、23*、23* ) 23$ 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1"%"&），见表 #。

表 $ % 细胞亚群的变化 （!"#，’）

$ 讨论

放射治疗和化疗是治疗鼻咽癌最主要手段，虽

然目前对放疗和化疗联合治疗鼻咽癌进行较多的研

究，对此能否提高鼻咽癌的疗效仍不确定。因此，近

年来对鼻咽癌的生物治疗作为治疗新手段，越来越

受到重视。鼻咽癌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普遍有不同

程度降低，并且随病情的恶化免疫功能降低更明显，

细胞免疫功能差，患者预后愈差［$］。0 细胞亚群是机

体免疫系统中功能最重要的一大细胞群。放射治疗

使患者免疫功能尤其是细胞免疫功能进一步降低，

不利于肿瘤的控制，易使肿瘤复发和转移［-］。高聚生

是从高效低毒的金葡萄变异株代谢产物中提取出来

的一种新型的生物反应调节剂，其主要成分是 2 型

金葡萄肠毒素，经大量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证实［4］，

可明显抑制肿瘤的生长。目前认为高聚生是一种超

级抗原，能增强 ./ 细胞、0 细胞及 56/ 细胞的活

性，增强淋巴细胞转化率，对 0 细胞具有强大刺激

功效，0 细胞受到它刺激产生细胞毒，并产生诸如白

介素（75）、干扰素（78.）、肿瘤坏死因子（0.8）、集落

刺激因子（298）等大量的细胞因子，从而激活机体

内免疫系统的活性，增强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只杀

伤肿瘤细胞而不损伤正常细胞，并能使损伤细胞修

复，因此恢复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对减少肿瘤复发和

转移有重大临床意义。测定细胞免疫功能最常用

./ 细胞活性和 0 细胞亚群中 23* 和 23$ 为重要指

标。只有 23* ) 23$ 比值正常才能恢复机体抗肿瘤作

用［+:&"］。

本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鼻咽肿瘤及颈淋巴结转

移灶完全缓解率有所提高，但与对照组均无统计学

差异，!,"%"-。本临床试验结果表明高聚生联合放射

治疗鼻咽癌与对照组比较 &、#、- 年生存率有所提

高，肿瘤复发转移率也有所降低，但统计学无明显差

异（!,"%"-），与谢方云［&&］、王冬果［&!］等报道基本一

致。但从本组结果表明：治疗后实验组 ./ 细胞活性

稍有提高，而对照组治疗后 ./ 细胞活性下降，两组

比较，实验组 ./ 细胞活性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显著性（!1"%"&）；实验组治疗后 23#、23* 和 23* )
23$ 值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对照组治疗后 23#、23*、

23* ) 23$ 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治疗后两组比较，实

验组的 0 细胞亚群 23#、23*、23* ) 23$ 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1"%"&）。表明高聚生联合

放疗可促进鼻咽癌患者 0 细胞、./ 细胞等多种免

疫效应细胞的增殖、分化和激活，增强放射治疗的效

应及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对放

疗中、放疗后鼻咽癌患者 ./ 细胞活性有正向调节

作用，而且能调节 0 细胞亚群的比例，提高 23* ) 23$

比值，促进细胞免疫功能恢复，对肿瘤亚临床灶的治

疗有积极意义，从而可能有助于减少肿瘤复发和降

低远处转移的发生率。且不良反应轻，是一种有效、

安全、低毒的生物反应调节剂，在肿瘤综合治疗过程

中具有积极意义，长期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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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治疗前 *+%#!;&&%$!" !(%-&;$%#*" !"%*4;+%*! &%*#;"%**"

治疗后 #$%!4;&#%!* !*%4!;+%-$ !&%-!;$%&# &%&#;"%*$

高聚生联合放疗治疗鼻咽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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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性硬化合并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2 例

李万湖 陶荣杰 李海燕! 徐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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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结节性硬化 室管膜 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例 %，女性，!# 岁。头痛、呕吐 !" 余天，加重伴活动、意

识障碍 $ 天。既往癫痫病史 !" 年及智力障碍，家人代诉其智

力同 # 岁孩童。双侧面颊部可见散在多个红色丘疹。+, 示左

侧脑室体部近室间孔部位可见 !-!./0!-#./0!-1./ 较高密度

类圆形肿块，其内可见点状钙化灶，对侧相同部位侧脑室内

见一约 %-"./0%-"./0!-"./ 梭形略高密度结节，其内亦见点

状钙化灶。上述肿块明显均匀强化。双侧脑室室管膜下可见

散在数个小结节状高密度钙化灶。+, 诊断：结节性硬化合并

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术中见左侧脑室体部近室间孔

及额角处一约 !-"./0!-"./0#-"./ 大小肿瘤，边界尚清，质

韧，暗红色，血供丰富，有钙化。病理诊断：（ 侧脑室）室管膜下

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例 !，男性，%$ 岁。左眼部疼痛 1" 余天。双侧面部可见散

在红色丘疹，约 %2!// 大小，腰部皮下可见斑片状硬化结

节。左手中指及左脚小趾指（ 趾）甲破坏变形。家族史：其母智

力低下，其弟及其母均有面部红色丘疹，腰部皮下硬结病史。

+, 及 3’4 检查示左侧脑室近室间孔区可见一约 %-"./0

!-"./ 的结节，边界清楚，继发同侧侧脑室积水扩张，+, 为略

高密度，,% 加权像为等信号，,! 加权像为略高信号，明显强

化，其外侧室管膜下可见一约 %-"./ 的钙化结节，对侧室管

膜下及同侧侧脑室体部近后角室管膜下亦见点状钙化灶。影

像诊断：结节性硬化合并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术中

见左侧脑室室间孔区一约 %-"./0%-"./0!-"./ 大小淡红色质

软脆的肿瘤，与室间孔关系密切且阻塞室间孔，血供丰富。病

理诊断：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小结 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567898:;</=> ?@(
=:A(.8>> =5ABC.<AC/=，DE+F）为一种伴发于结节性硬化的少见

良性星形细胞瘤，发病年龄多在 !" 岁以下［ %］。临床表现有典

型的三联征：皮脂腺瘤、癫痫发作和智力减退［ !］。DE+F 常起

源于室间孔侧壁，很少累及三脑室，一般左侧比右侧、男性比

女性多见，本组 ! 例均位于左侧。DE+F 的诊断有赖于神经影

像学的检查，+, 对钙化病变显示良好，对于诊断结节性硬化

帮助很大，平扫 +, 可见侧脑室壁散在分布、突向脑室的室管

膜下结节，为等或稍低密度，内部多有钙化；而 DE+F 则体积

较室管膜下结节大，钙化不完全，增强扫描明显强化；如果肿

瘤梗阻室间孔，可有同侧脑室扩大［ #］。3’4 可以三维成像，更

好地显示病灶，但其对于钙化的显示明显不如 +,。结合病

史、临床表现及影像检查，DE+F 不难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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