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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聚生（高聚金葡素）对肿瘤患者免疫细胞的影响

甘岫云 雍 凌 孙 红!

广州市肿瘤医院 （广州市 %$""&%）

高 聚 生 （高 聚 金 葡 素 ’()*+, -))+./(01/(23
4/15*,+67677(08 ’-4）是由沈阳协合集团研制的一

种新型国家级抗癌生物制剂。其主要成分是 9 型金

葡菌肠毒素。它已被证明是一种对 : 细胞具有强大

刺激功效的超级抗原 （4/15*, +676771+ 30/3;6/6<(08
4=）。国内已有许多医院将 ’-4 用于临床治疗多种

恶性肿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院临床亦将 ’-4
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特别是用于手术后治

疗，目的是防止复发和转移。本文重点检测患者用

’-4 前、后外周血 > 种免疫细胞及白细胞总数对比

变化的观察，从而研究 ’-4 对恶性肿瘤患者免疫

细胞与白细胞变化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 病例选择

应用 ’-4 于恶性肿瘤手术切除其资料完整者

@" 例。其中肺鳞癌 $" 例、乳腺癌 # 例、肠腺癌 > 例、

恶性黑色素瘤、子宫内膜癌、食管癌、卵巢癌、恶性

神经纤维瘤各 $ 例。

$?! 剂量及方法

均于手术后第 # 天开始用药，’-4 %""A$ """B C
日肌注或 $ """A! """B C 日加入葡萄糖盐水 !%"D+
内静滴，共 $ 个月。

$?@ 观察指标

$）@" 例在用 ’-4 前、后取患者外周静脉血作

流式细胞仪检测 > 种免疫细胞百分值，包括 9E@（全

:）、9EF（辅助 :）、9E>（抑制 C 毒性 :）、9E!%（活性 :）、

9E!$（成熟 G）、9E!"（未成熟 G）、9E%H（IJ）、9E$F（单

核细胞）。其中 !F 例患者合并应用了放疗或化疗。

@" 例患者在用 ’-4 前、后作外周血白细胞总

数检测。

$?F 流式细胞仪检测

> 项抗免疫细胞小鼠抗人单克隆抗体、羊抗小

鼠 K)L MK:9 荧光标记均购自 E-JN 公司。检测标

本制备按常规方法。流式细胞仪为 M-9 4/1; O+.P

型，美国 GE 公司产品。应用软件 QR4K4 进行双色

或单色荧光参数获取及分析 > 种免疫细胞百分值。

$?% 统计学分析

采用 51(;3S P1D5+3P/ /3P/ 分析对比用 ’-4 前、

后各百分值差异性。

" 结果

!?$ 流式细胞仪检测免疫细胞结果

@" 例患者用 ’-4 前、后外周血 > 种免疫细胞

结果见附表。

附表 #$ 例肿瘤患者用药前后免疫细胞变化

免疫细胞 !"# $ %

9E@ %?@@$!T$!?@&@! $?&&F U "?"%
9EF H?>$!%T$@?&!$# $?>#$ U "?"%
9E> "?&H>>T$%?F&%H "?!%" V "?"%
9E!% $?>$#%T&?F%#" "?%"! V "?"%
9E!$ $?!&@>T$"?$&@F "?%"> V "?"%
9E!" $?%H!%T$%?$&"F "?F$$ V "?"%
9E%H H?>H>>T$@?$%&# $?&H@ U "?"%
9E$F %?>&@#T$!?#H>& $?>H! U "?"%

!?! 白细胞总数检测结果

@" 例用 ’-4 前、后分别检测白细胞总数值，经

统计学分析结果无差异性（% V"?"%）。但发现其中

!F 例并用化疗或放疗患者，用 ’-4 后较前白细胞

总数值上升者 $" 例，近似者 % 例，升高白细胞有效

率为 H!?%W（$% C !F）。

!?@ 副反应

本组无论是将 ’-4 采用静脉或肌注，均未发

现有明显的毒副反应。

# 小结

@?$ ’-4 对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的作用

’-4 的抗肿瘤作用主要是通过超级抗原成分

激活 : 细胞产生细胞毒和大量的细胞因子，如白介

素（KQ）、干扰素（KMI）、肿瘤坏死因子（:IM）、集落刺

激因子（94M）及巨噬细胞趋化因子等。它们共同参

与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从而在临床上发挥明显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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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作用，有效率达 %!&’(。本组患者用 )*+ 后，

,-.、,-%、,-’/、,-$% 均明显升高，说明了 )*+ 具有

激活人体主要免疫细胞，并使其增殖；同时也说明

了 )*+ 为什么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 )*+ 对肿瘤患者白细胞的影响

本组 ." 例患者用 )*+ 前、后白细胞总数相比

较无统计学差异（! 0"&"’）。但有意义的是：其中 !%
例并用放、化疗的患者中有 /!&’(用 )*+ 后白细胞

总数较前上升或与前近似。这也明显地显示 )*+
有促进肿瘤患者白细胞增殖和对抗放、化疗所引起

的白细胞减少的作用，与文献报告相符。

（本文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1 种免疫细胞，实验由暨南大学

组织移植与免疫实验中心曾耀英教授、孙红硕士协助完成，特此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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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腺瘤样瘤 ! 例

徐 潮 王 盈 孙杏红

余杭市第一人民医院病理科 （浙江省余杭市 .$$$""）

患者女性，%" 岁。子宫肿块 1 个月。妇科检查：宫体平位，

增大如孕 ’" 天，左侧宫角触及一肿块，边界不清，无压痛，双

侧附件无异常。4 超提示：子宫肌瘤。行子宫次切除术，术中见

子宫左侧角有一结节，约鸽蛋大小。临床诊断：子宫肌瘤。

病理检查：次切子宫标本，大小 $"&’567’&1567’&"56，表

面光滑，在左侧宫角处见突起，切面在突起处浆膜下肌层内有

一结节，大小 .&!567.&"567!&156，无包膜，与周围组织分界不

清，灰黄色，质硬。镜检：瘤细胞呈不规则条索或排列成大小不

等、形态不一的腺样腔隙，腔隙内衬扁平、立方或低柱状上皮

细胞，瘤细胞大小较一致，未见异形及核分裂象，胞浆空泡状，

部分细胞呈印戒状，有的腺腔扩大、腔内有少许嗜伊红分泌

物。*428*+ 染色，部分腔内可见少量淡蓝色粘多糖成分。肿

瘤组织与平滑肌之间，无明显分界（附图）。免疫组化染色结

果：9:*32;<=>6?@A>@3B;<C132;。
病理诊断：子宫腺瘤样瘤。

小结 子宫腺瘤样瘤是一种罕见的子宫良性肿瘤，多数

学者认为来自网织内皮组织。肿瘤一般较小，无明显症状，多

发生于子宫角部浆膜下肌层内，临床上与子宫肌瘤难以分别，

最后诊断需病理。本瘤有淋巴管瘤样腔隙和腺管样结构，应

与淋巴管瘤和转移瘤相鉴别，免疫组织染色对明确诊断颇有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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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及病例报告·

两组疗效比较，参麦组有效率大于对照组，虽

无统计学意义，但参麦组化疗中出现的恶心、呕吐

和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的程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且有显著性差异3!D "&"’;。说明参麦液对消化功能

障碍和骨髓造血系统均有一定预防和保护作用。两

组体力状况改善，参麦组患者 EF6FGHIJ 评分提高者

明显大于对照组，说明该药具有以增强机体自稳调

节功能为特点的多方面功效。

总之，运用参麦注射液扶正中药大补元气，气

阴双补，配合化疗以期减毒增效，调整机体免疫功

能，增强机体抗癌能力，提高机体对化疗的耐受性，

使晚期癌症患者有望改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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