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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地西他滨联合CAG化疗方案治疗复发性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p53蛋白水平

的影响。方法:选取2013年2月至2015年6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收治的36例AML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观察组(地西他滨联合CAG化疗)和对照组(单纯CAG化疗),每组18例。比较两组临床疗效、血清p53蛋白水平、不良

反应发生率、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3.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1.1%(P<0.05)。观察组

血清p53蛋白水平和无进展生存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总生存期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地西他滨联合CAG可提高复发难治性AML临床治疗缓解率,并通过下调p53蛋白水平,延长无进

展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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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ofdecitabinecombinedwithchemotherapyforrecurrentrefractoryacutemyeloidleuke-
miaandtheeffectonthep53proteinlevel
ZhouLitao,TaoShandong,ShiWenting,DengYuan,WangChunling,DingBanghe.(DepartmentofHema-
tology,Huai’anFirstPeople’sHospitalAffiliatedtoNanjingMedicalUniversity,Huai’an2233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clinicalefficacyofdecitabinecombinedwithCAGregimeninthe
treatmentofrecurrentrefractoryacutemyeloidleukemia(AML)andtheeffectonp53proteinlevel.Meth-
ods:36patientswithAMLtreatedinourhospitalfromFebruary2013toJune2015wereselected,andran-
domlyassignedtoeitheranobservationgroupreceivingdecitabinecombinedwithCAGchemotherapyora
controlgroupreceivingCAGchemotherapyonly,with18casesineachgroup.Theclinicalefficacy,serum
p53level,in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andprogression-freesurvival(PFS)andoverallsurvival(OS)were
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s:Theresponserateintheobservationgroupwas83.3%,which
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61.1%)(P<0.05).Theserump53levelwasde-
creasedaftertreatment,whilethePFSwasincreasedintheobservationgroup,comparedwiththecontrol
group(P<0.05),butnosignificantdifferencewasnotedinthein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andOSbe-
tweenthetwogroups(P>0.05).Conclusion:DecitretinecombinedwithCAGcouldelevatetheclinicalre-
missionrateofAMLandprolongthePFSbyreducingthelevelofp53protein.
Keywords decitabine;acutemyeloidleukemia;p53;chemotherapy;survivaltime

  急 性 髓 系 白 血 病(acutemyeloidleukemia,

AML)是一种以骨髓和外周血中原始及幼稚性髓系

细胞异常增生为特点的恶性肿瘤[1]。近年来,随着

临床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AML早期缓解率升高,
患者总 生 存 期 得 以 延 长,但 是 对 于 复 发 难 治 性

AML,其疗效仍不尽如人意。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yelodysplasticsyndrome,MDS)极易向AML转

化。临床治疗发现,地西他滨联合CAG方案(阿糖

胞苷+阿柔比星+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能改善

MDS临床症状,并降低 MDS向 AML进展的发生

率[2]。由于 MDS中抑癌基因多处于高甲基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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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西他滨可特异性抑制甲基化转移酶,从而有利

于抑癌基因的功能恢复[3-4]。AML中抑癌基因普遍

与MDS存在相同的甲基化状态。因此,本研究旨在

探讨地西他滨联合CAG化疗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性

AML患者的疗效,并通过对患者血清中的p53蛋白

水平进行检测分析,以进一步明确其治疗作用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2月至2015年6月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淮安第一医院收治的36例难治复发性 AML
患者,其中男25例,女11例,均符合复发性、难治性

AML的诊断标准[5]:患者治疗完全缓解(CR)后,外
周血又出现白血病细胞或骨髓原始细胞比例≥0.05
(排除如巩固化疗后骨髓重建等原因),或髓外见白

细胞浸润;经标准化疗2个疗程后未达到CR;首次

CR后6个月内复发,且经原方案化疗无效;持续存

在骨髓外白血病。排除合并其他血液性疾病或肿瘤

患者、合并肝肾等脏器功能障碍者及对药物不耐受

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18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
表1。本研究已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所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指标 观察组(n=18) 对照组(n=18) t/χ2/u P
性别(男/女),n 12/6 13/5 0.131 0.718
年龄/岁,x±s 42.1±13.5 41.6±13.2 0.112 0.911
AML形态学分型,n
 M1 2 3
 M2 5 4
 M5 9 10 0.294 0.768
 M6 2 1
难治性AML,n 14 13
复发性AML,n 4 5 0.148 0.700
染色体核型,n
 良好 1 2
 正常 11 12 0.840 0.401
 不良 6 4
骨髓原始细胞比例/%,x±s 42.5±11.8 42.6±11.7 0.026 0.456

ECOG评分/分,x±s 1.5±0.6 1.6±0.7 0.460 0.648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CAG方案治疗:阿柔比星20mg/
d,第3~6天,静脉滴注;阿糖胞苷10mg/m2,第3
~9天,每12h1次,皮下注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300μg/d,第0~9天,皮下注射。停药指征:白细

胞≥20×109/L。观察组在CAG方案治疗基础上

加用地西他滨:25mg/d,第1~5天,静脉滴注。依

据患者具体情况及耐受程度,对化疗药物剂量进行

适当调整。治疗期间,对所有患者进行常规生化指

标监测,若出现感染等症状,及时给予抗生素,并依

据病原学诊断给予相应药物。当患者血红蛋白<60
g/L或血小板<10×109时输注红细胞悬液或血小

板悬液。

1.3 观察指标

1.3.1 疗效评价 根据患者化疗9d后指标改善

情况分为CR,部分缓解(PR),未缓解(NR)[6]。(1)

CR:中性粒细胞≥1.5×109/L,血小板≥100×109/
L,骨髓原始细胞比例≤0.05;(2)PR:中性粒细胞及

血小板计数符合 CR 标准,骨髓原始细胞比例为

0.05~0.20或减少50%以上;(3)NR:治疗后未获

CR和PR。治疗总有效率=(CR+PR)例数/总例

数×100%。
1.3.2 血清p53蛋白水平的检测 分别于治疗前

及化疗9d后,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3mL,室温放

置30min,3000r/min离心10min,取上层血清,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血清中p53
蛋白水 平。严 格 按 照 试 剂 盒 说 明 书 进 行 操 作,
ELISA试剂盒购自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3 不良反应及生存情况 化疗期间,常规监测

患者心、肝功能,记录骨髓抑制、感染等不良反应发

生情况。通过电话随访或定期复查方式对患者进行

随访,随访截止时间至2017年6月,所有患者的随

·829·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8July;35(7)



访时间为24~5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3.7个月,
失访率为0%。记录患者生存情况,绘制无进展生

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生存曲线图。PFS是

指随机分组开始至第一次发生疾病进展的时间。

OS是指随机分组开始至死亡或末次随访时间或失

访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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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或秩和检验;采用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化疗9d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3.3%,显
著高于对照组的61.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
2.474,P=0.013),见表2。

2.2 两组患者血清p53蛋白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p53蛋白水平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

p53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CR PR NR
治疗

有效率

观察组 18 11(61.1) 4(22.2) 3(16.7) 15(83.3)*

对照组 18 3(16.7) 8(44.4) 7(38.9) 11(61.1)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血清p53蛋白水平比较(ng/L,x±s)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18 219.5±33.4 136.3±24.3 8.546 0.000

对照组 18 213.5±32.5 188.7±25.6 2.543 0.066

t 0.546 6.298

P 0.588 0.000

2.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主要为

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数减少;9例患者出现轻度胃

肠道反应,未经处理均缓解;4例患者出现胆红素升

高,给予保肝治疗后,症状均缓解;心功能不全1例,
均经对症治疗后缓解;G+ 菌感染1例,给予抗生素

治疗后好转,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Ⅲ~Ⅳ级
骨髓抑制

Ⅲ~Ⅳ级胃
肠道反应

Ⅰ~Ⅱ级肝
功能异常

Ⅰ~Ⅱ心
功能不全 感染

观察组 18 16(88.9) 5(27.8) 2(11.1) 0(0) 0(0)

对照组 18 17(94.4) 4(22.2) 2(11.1) 1(5.6) 1(5.6)

χ2 0.364 0.148 - 1.029 1.029

P 0.547 0.700 - 0.311 0.311

2.4 生存分析

  截止至随访结束,对照组死亡7例,观察组死亡

5例。对照组中位 OS为32个月,观察组中位 OS
为34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中位PFS为11个月,观察组中位PFS为16个月,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图1。

表5 两组患者PFS及OS比较

组别 n
PFS/个月 OS/个月

中位数 95%CI 中位数 95%CI
对照组 18 11 6.5~22.7 32 10.5~43.5
观察组 18 16 7.4~25.2 34 13.2~46.2
χ2 4.245 1.224
P 0.042 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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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组PFS及OS图

3 讨 论

  表观遗传学理论认为,以DNA为基础的表观

遗传学修饰,可以通过基因转录、翻译、DNA损伤修

复及DNA复制等行为调控各种生物的生命过程,
而多见于肿瘤细胞的DNA异常甲基化,则是引起

上述调控行为失控的重要原因[7]。异常甲基化,即
低甲基化或高甲基化,前者是指DNA位点中本该

甲基化而未甲基化,后者则指DNA位点中不该甲

基化而甲基化[8]。研究发现,AML患者普遍存在着

抑癌基因某些区域CpG岛高甲基化改变[1]。因此,
作为DNA甲基化酶特异性抑制剂,地西他滨在临

床上的应用逐渐增多。Issa等[9]对87例 MDS患者

和62例AML患者采用低剂量地西他滨治疗,结果

显示,34%患者病情达到完全缓解,55%患者病情得

到部分缓解,治疗总有效率达89%。可见,地西他

滨对于存在DNA高甲基化的疾病确有一定疗效。

  本研究探讨地西他滨联合CAG对于复发难治

性AML的治疗效果,结果表明,联合用药有助于提

高临床治疗效果。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通过促进更

多的白血病细胞进入S期,从而增加阿糖胞苷和阿

柔比星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10]。肿瘤相关基因高

甲基化又常常会导致抗肿瘤药物中关键信号分子沉

默,从而降低药物抗肿瘤疗效[11]。CAG能增强地

西他滨的去甲基化作用,而地西他滨能提高细胞对

抗肿瘤药物的敏感性,因此,两者合用可起到协同增

效的作用。

  p53基因是目前人类研究较为透彻的肿瘤相关

基因。研究证实,野生型p53具有调节细胞周期、促
进细胞凋亡、维持基因组稳定、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等

作用,而p53基因一旦出现功能区突变,其空间构象

即发生改变,从而失去对细胞增殖、凋亡以及DNA
修复调控等的作用[12]。同时,根据p53基因是否突

变,其编码的蛋白也可分为突变型p53蛋白及野生

型p53蛋白,而血清中突变型p53蛋白结构稳定,半
衰期长,可在细胞内大量聚积,最终以癌细胞自溶等

方式释放入血液循环系统。因此,血清高p53蛋白

提示患者体内存在大量的高甲基化p53基因。但

DNA高甲基化是一个可逆过程,地西他滨有助于改

变p53基因的高甲基化状态,从而使其转化为p53
抑癌基因,发挥其原有的生物学功能。本研究对两

组患者血清p53蛋白水平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观察

组治疗后p53蛋白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及对照组

(P<0.05),而对照组治疗前、后的p53蛋白水平无

明显差异。此外,通过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 OS
比较的结果可知,地西他滨并未降低治疗的安全性,
也未延长患者 OS。而对两组患者PFS的比较发

现,联合用药可以明显延长患者PFS。猜测可能由

于地西他滨的去甲基化作用,提高 AML患者中抗

癌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降低化疗复发的概率。

  综上所述,地西他滨联合CAG化疗可提高复发

难治性AML的临床治疗效果,并通过改变p53基

因高甲基化状态,降低复发率,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

价值。但本次研究的病例数较少,随访时间较短,因
此仍有待扩大样本、延长随访周期以进一步研究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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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氨蝶呤、米非司酮联合化癥消胚汤序贯治疗未破裂型
输卵管妊娠的疗效及对患者生殖功能的影响

王 芳,张 璐△,王 青,扈玉婷

(陕西省宝鸡市中医医院产科,宝鸡 721000)

摘要 目的:探讨甲氨蝶呤(MTX)、米非司酮联合化癥消胚汤序贯治疗未破裂型输卵管妊娠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生育功能的

影响。方法:将符合保守治疗标准的122例未破裂型输卵管妊娠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61例。观察组采用

MTX、米非司酮与化癥消胚汤序贯治疗,对照组采用 MTX联合米非司酮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症状改善时间、不良反应

发生率及输卵管通畅度,随访2年,统计再发异位妊娠(EP)、继发性不孕及宫内妊娠情况。结果:观察组的治愈率为95.08%,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3.61%(P<0.05);观察组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转阴时间、盆腔包块消失时间均较对照组显

著缩短(均P<0.05);观察组患侧输卵管通畅率为91.38%,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3.55%(P<0.05);观察组的总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16.39%,显著低于对照组的36.07%(P<0.05);随访期间,观察组的再发 EP、继发性不孕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宫内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且宫内妊娠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MTX、米非司酮与化癥消

胚汤序贯治疗未破裂型输卵管妊娠的疗效显著,能够促进症状消退、减轻副反应并改善输卵管功能,可获得良好的远期生殖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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