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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IK细胞免疫疗法在卵巢上皮癌治疗中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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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DC-CIK细胞免疫疗法在卵巢上皮癌治疗中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4年1月辽宁

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收治的100例卵巢上皮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例,对
照组给予单纯化疗,观察组给予化疗联合DC-CIK细胞免疫疗法,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免疫功能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

况。结果:两组治疗后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客观缓解率(ORR)为54.0%,疾病控制率(DCR)为

80.0%,均明显低于观察组的78.0%、94.0%,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后的CD3+、CD3+

CD4+、CD3+CD8+、NK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患者骨髓抑制(Ⅲ~Ⅳ
度)、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DC-CIK细胞免疫疗法应用

于卵巢上皮癌的治疗上安全可行,能有效改善卵巢上皮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提升患者的免疫功能,并降低骨髓抑制、肝功能损

害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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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上皮癌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由
于早期无典型临床症状,一旦患者感觉不适而就诊,肿瘤多

已发展至晚期。目前临床上针对卵巢上皮癌的标准治疗方

案仍是 实 施 肿 瘤 细 胞 减 灭 术(primarydebulkingsurgery,

PDS)后,辅以铂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化疗[1]。由于卵巢上皮

癌属于化疗敏感肿瘤,化疗有效率较高,但极易产生肿瘤耐

药,因此,尽管卵巢上皮癌的诊断和治疗技术不断发展,但其

病死率仍高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位,5年生存率也未得到明

显改善[2]。近年来,DC-CIK细胞免疫疗法受到临床上的广

泛关注,已有资料表明,DC-CIK细胞免疫疗法可以增强卵巢

上皮癌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与化疗联

合应用后,可以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3]。因此,为了进一

步探讨DC-CIK细胞免疫疗法在卵巢上皮癌治疗中的临床疗

效,本研究选择本院收治的100例卵巢上皮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进行比较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4年1月辽宁

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收治的100例卵巢上皮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患者均为首次就诊,均经超声、CT、肿瘤标志物、病理切片

确诊[4]。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50例;对照组年龄20~72岁,平均(45.6±11.3)岁;病理

类型:浆液性腺癌31例,黏液性腺癌12例,子宫内膜样癌

3例,透明细胞癌2例,纤维上皮性癌2例;病理分化程度:高
分化25例,中分化20例,低分化5例;临床FIGO分期:Ⅱ期

6例,Ⅲ期33例,Ⅳ期11例;观察组50例,年龄21~71岁,

平均(45.9±12.7)岁;浆液性腺癌27例,黏液腺癌13例,子
宫内膜样癌4例,透明细胞癌5例,纤维上皮性癌1例;病理

分化程度:高分化21例,中分化21例,低分化8例;临床FI-
GO分期:Ⅱ期7例,Ⅲ期30例,Ⅳ期13例;两组患者的年

龄、病理类型、FIGO分期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排除非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入院前接受过

化疗患者,有严重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疾病者,因合并内科

疾病未能接受肿瘤细胞减灭术及术后未能完成4周期化疗

的患者。且入选患者均在自愿知情同意的原则下参与本次

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两组患者入院后完善各项术前检查,排除手术禁

忌证后,实行肿瘤细胞减灭术(全子宫、双附件、大网膜以及

阑尾切除,盆腔淋巴结、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腹膜多点活

检),术后肉眼不可见肿瘤或最大残余肿瘤结节的直径<
1cm。对照组50例患者,肿瘤细胞减灭术后,给予紫杉醇联

合卡铂的常规化疗,紫杉醇治疗前12h、6h分别给予患者口

服地塞米松20mg;于给药前0.5h,给予患者静脉注射地塞

米松5mg,西米替丁300mg;肌内注射苯海拉明25mg。紫

杉醇(商 品 名,泰 素,意 大 利 BristolMyersSquibbSRL)

150mg/m2,卡铂注射液(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给药量按肌酐

清除率曲线下面积(AUC)=5计算,静脉滴注。21d为1个

周期。观察组50例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 DC-
CIK细胞免疫疗法。采集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mononuclearcell,PBMC),取仰卧位,无菌操作下,采用

血液成分分离机,采集单个核细胞100mL,采集过程中密切

·068·
广 西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 2016Oct
;33(5)



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培养DC-CIK 细胞7~10d后,

分10次回输给患者,21d为1个周期。两组患者均于治疗3
个周期后,评价近期疗效、免疫功能及不良反应的差异。

1.3 评价指标:(1)近期疗效评价:采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

准(responseevaluationcriteriainsolidtumors,RECIST)进行

统一评价[5]。完全缓解(CR):肿瘤病灶全部消失,无新病灶

出现,血 清 糖 类 抗 原125(CA125)≤35U/mL;部 分 缓 解

(PR):肿瘤病灶最大直径之和减少≥30%,维持4周,血清

CA125>35U/mL但低于最初的50%以上;疾病稳定(SD):

肿瘤病灶最大直径之和缩小未达PR,或增大未达疾病进展

(PD),血清CA125未见明显升高;PD:肿瘤病灶最大直径之

和至少增加20%,或出现新的病灶,血清CA125显著增加。

以 CR+PR+SD 计 算 疾 病 控 制 率(diseasecontrolrate,

DCR),以CR+PR计算客观缓解率(objectiveresponserate,

ORR)。(2)免疫功能评价: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

包括总T细胞(CD3+)、辅助性T淋巴细胞(CD3+CD4+)、杀
伤性T 细 胞(CD3+CD8+ )、自 然 杀 伤(NK)细 胞(CD3+

CD56+)于治疗前、后进行检测评估[6]。(3)不良反应评价:

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制定的毒性评价标准《急性

和亚急性毒性反应的表现和 分 度 标 准》评 价 化 疗 毒 性 反

应[7]。主要毒副反应:血液毒性、消化道反应、肝肾毒性、心
脏毒性、神经毒性。

1.4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行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等级秩和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 ORR为54.0%,DCR
为80.0%,均明显低于观察组的78.0%、94.0%,两组比较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T细胞亚群的变化情况: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CD3+、CD3+CD4+、CD3+CD8+、NK指标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治疗后观察组的

CD3+、CD3+CD4+、CD3+CD8+、NK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观察组患者骨髓抑

制(Ⅲ~Ⅳ度)、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两组消化道反

应、周围神经毒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

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CR PR SD PD ORR DCR

对照组 50 11(22.0) 16(32.0) 13(26.0) 10(20.0) 27(54.0) 40(80.0)

观察组 50 15(30.0) 24(48.0) 8(16.0) 3(6.0) 39(78.0) 47(94.0)

Z/χ2 8.31 6.42 4.33

P <0.05 <0.05 <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T细胞亚群变化情况(췍x±s,%)

组别 时间 CD3+ CD3+CD4+ CD3+CD8+ NK

对照组(n=50) 治疗前 66.28±14.67 38.29±10.31 25.01±8.33 10.45±4.02

治疗后 51.06±11.71 33.17±10.42 19.37±7.95 9.48±3.11

观察组(n=50) 治疗前 67.53±12.44 38.33±10.48 25.91±9.35 10.29±4.28

治疗后 70.47±14.25* 42.57±11.03* 28.55±8.73* 13.81±4.16*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骨髓抑制
(Ⅲ ~Ⅳ度) 消化道反应 肝功能损害

(转氨酶升高2倍)
周围神
经毒性

对照组 50 16(32.0) 15(30.0) 14(28.0) 9(18.0)

观察组 50 6(12.0) 10(20.0) 5(10.0) 6(12.0)

χ2 5.83 1.33 5.26 0.71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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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卵巢癌是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约70%的

患者发病时已处于晚期。经过临床工作者数十年的不懈努

力,得益于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广泛开展和以铂类药物为基础

的新化疗方案的出现,卵巢癌的病死率有所下降,但5年生

存率仍徘徊在20%~40%,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8]。卵巢癌

是对于细胞毒性化疗药物较为敏感的肿瘤,但制约卵巢癌生

存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是化疗耐药,直接导致卵巢癌极易复发

和转移[9]。

  近年来,生物免疫治疗受到广泛关注,不仅被Science杂

志评为2013年十大科技之首,还被认为是继手术、放疗、化

疗后的第4大恶性肿瘤治疗方法[10]。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是目前所知体内功能最为强大的抗原递呈细胞,能

够摄取、加工、处理抗原,并在多种环境下,将抗原信息递呈

给T淋巴细胞,并促使细胞毒T淋巴细胞发生相应反应,与

其他抗原递呈细胞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在成熟状态下,刺激

T细胞活化和增殖,因此,DC被认为是机体免疫应答的启动

者[11]。杀伤细胞(cytokine-inducedkillercells,CIK)即细胞因

子诱导的免疫活性细胞,被激活后出现较好的增殖和杀伤活

性,具有体外增殖能力强,杀瘤活性高,对多重耐药肿瘤细胞

均较敏感的特点[12]。DC-CIK细胞是DC细胞与CIK细胞共

同培养获得的效应细胞,不仅具有DC细胞的抗原递呈作用,

还具有CIK细胞的抗肿瘤作用。桑圣刚等[10]通过探讨DC-

CIK细胞联合化疗对卵巢癌患者外周血CK19-mRNA表达

的影响,认为DC-CIK细胞可有效清除卵巢癌患者的微残留

灶,使外周血CK19-mRNA的表达下降,从而发挥化疗增效

的作用[13]。

  本文采用自体DC-CIK细胞回输联合手术、化疗治疗卵

巢上皮癌,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经DC-CIK细胞免疫疗法联

合手术、化疗,ORR为78.0%,DCR为94.0%,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80.0%、54.0%,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CD3+、CD3+CD4+、CD3+

CD8+、NK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骨

髓抑制(Ⅲ~Ⅳ度)、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总之,DC-CIK细胞免疫疗法应用于卵巢上皮癌的治疗

安全可行,能有效改善卵巢上皮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提升患

者的免疫功能,降低骨髓抑制、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提高肿

瘤治疗的耐受性及依从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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