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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蒽环类耐药晚期乳腺癌患者采用盖诺联合顺铂化疗治疗，观察和分析其临

床疗效。方法：选取本院2006年6月-2009年6月期间收治的144例晚期乳腺癌患者进行研究。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组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用多西他赛联合顺铂治疗；治疗

组采用盖诺联合顺铂治疗。比较两组患者5年生存率、生活质量、近期疗效、不良反应。结
果：治疗组5年生存率分别38.89%(28/72)与对照组27.78%(20/72)比较，P<0.05。治疗组生活
质量评分和不良反应率及近期疗效与对照组比较，P<0.05。结论：相比多西他赛来说，临
床采用盖诺联合顺铂治疗蒽环类耐药晚期乳腺癌患者，提高治疗效果。同时治疗期间所发

生不良反应少，提高患者耐受性，促进治疗顺利进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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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nthracycline-resistant advanced breast cancer chemotherapy treatment 
vinorelbine plus cisplatin,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clinical efficacy.Methods Select the 
hospital in June 2006 and June 2009 were treated 144 patients with advanced breast cancer 
research. According to a random number table to be group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docetaxel plus cisplatin treatment; treatment group 
with vinorelbine plus cisplatin therapy. 5-year survival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short-term efficacy, adverse reactions.Results 5-year survival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38.89% (28/72)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27.78% (20/72) comparison, P <0.05. Quality 
of lif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scores and adverse reaction rates and short-term efficacy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 <0.05.Conclusion Compared to docetaxel, the clinical use of vinorelbine 
and cisplatin in the treatment of anthracycline-resistant advanc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hile fewer adverse reactions that occurred during treatment, improve 
patient tolerance, and promote the smooth conduct of treat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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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模式也出现极大改变，人们已逐渐认识到

医学不仅是保存生命和改善器官功能，而更需注重生活品质［1］。临床上，晚期乳腺癌是

一种常见性恶性肿瘤疾病，且这种疾病逐年上升，且发病年龄逐渐变小［2］。我们国家目

前主要采用改良根治术治疗，但因癌细胞扩散和转移等，使得手术无法达到有效治疗效果，

且手术切除后，患者极易出现复发等情况，进而威胁到患者生命。因此临床一般采用蒽环

类药物化疗治疗，但治疗过程中，部分患者出现耐药情况，进而影响后续治疗。然盖诺是

治疗乳腺癌有效药物，且其与顺铂联用具有协同效果，且与其他化疗药物不会产生交叉耐



药性。本次研究中，为探讨和分析其治疗临床疗效，特对收治蒽环类耐药晚期乳腺癌患者

采用盖诺联合顺铂治疗，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06年6月～2009年6月期间收治的144例晚期乳腺癌患者进行研
究。经CT等影像学检查和组织病理检查确诊为晚期乳腺癌，且采用蒽环类辅助治疗或复发
转移后采用蒽环类药物治疗失败或无效。经X线和B超等检查存在可测量病灶。均为女性患
者，患者存在内脏肺或/和肝、骨、软组织等淋巴结转移，无手术指征或拒绝采用手术治疗。
KPS评分均在60~90分间且预计生存期在3个月以上［3］。患者自愿接受治疗且签署知情同意

书。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组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为72例。对照组：年龄40~70岁，
平均为(50.0±1.0)岁。治疗组：年龄41~67岁，平均为(51.2±1.0)岁。较两组患者年龄等资料，
P>0.05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多西他赛联合顺铂治疗；第1d分别采用顺铂75 mg.m-2和泰索帝75 
mg.m-2静脉滴注治疗。同时采用止吐和利尿等辅助治疗。21d为1周期，治疗2周期。

　　治疗组：采用盖诺联合顺铂治疗。距离末次治疗结束4周以上可开始治疗。1~3d采用顺
铂30mg.m-2静脉滴注，3周为1周期。第1、8d采用盖诺25mg.m-2静脉滴注，3周为1周期。盖
诺需静脉快速滴入，并采用生理盐水+氟美松冲管，以避免发生静脉炎。此外，化疗时采
用恩丹西酮止吐，待患者病情控制后改用其他方案治疗。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5年生存率、生活质量、近期疗效、不良反应。 

1.4　评价方法　生活质量评价：参照美观Hopecity医学研究中心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评定
量表［4］。此量表主要包括4个因子：心理因子和躯体因子及社会支持因子、精神因子，共
46个项目［5］。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参照WHO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6］。完全缓解(CR)：治疗后，目
标病灶均已消失且维持4周以上。部分缓解(PR)：治疗后，病灶最大径之和较治疗前缩小
≥30.0%且维持4周以上。进展(PD)：治疗后，病灶最大径之和较治疗前缩小≥20.0%或出现
新病灶。稳定(SD)：治疗后，病灶最大径之和较治疗前有缩小，但并未达到PR或增加且未
达PD。有效率=(CR+PR)/总例数×100.0%。

不良反应：按照WHO抗癌药物毒性判断［7］。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统计与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 ±s)表示，采用t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表示，采用卡方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　治疗组5年生存率为38.89%(28/72)与对照组27.78%(20/72)比较(x2=4.98，
P<0.05)。

2.2　近期疗效　治疗组：CR44例、PR20例、PD4例、SD4例；对照组：CR34例、PR24例、
PD8例、SD6例；治疗组治疗有效率为88.89%（64/72）明显高于对照组80.56%（58/72）
（X2=4.26，P<0.05）。如表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情况比较(例)



组别 CR PR PD SD 有效率(%)

治疗组(72例) 44 20 4 4 88.89

对照组(72例) 34 24 8 6 80.56

x2 4.26

P <0.05

2.3　生活质量　治疗组生活质量评分与对照组比较(P<0.05)。如表2。

表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情况( x ±s,分)

项目 治疗组(72例) 对照组(72例) t P

躯体 66±22 53±17 3.754 <0.05

心理 121±37 97±35 2.968 <0.05

社会 61±22 43±17 4.375 <0.05

精神 48±17 32±14 5.147 <0.05

2.4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治疗组：白细胞下降6例、血小板下降8例、贫血4例、恶心、
呕吐2例、脱发8例、肝功能异常2例、骨髓抑制2例、肌肉关节痛4例，不良反应率为44.44%。
对照组：白细胞下降6例、血小板下降8例、贫血2例、恶心、呕吐6例、脱发12例、肝功能
异常6例、骨髓抑制8例、肌肉关节痛6例、过敏反应4例，不良反应率为80.56%。治疗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x2=24.17，P<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类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等变化，乳腺癌发病人数在逐渐增

加。随着临床医学影像学技术快速发展，采用高质量钼靶筛查可及早诊断早期乳腺癌，且

这种疾病发病人数逐年增加。Halsted最初发现的50例患者，大约有67%的患者为局部晚期
乳癌，且60%以下存在淋巴结转移［8］。然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普查中，大约有85%乳腺癌
人群为I、II期乳癌，腋淋巴结阳性率约为40%，并且还存在部分未触及肿块原位癌。西欧
和美国乳腺癌患者采用保乳术治疗率大约为50%；亚洲和新加坡则为70%~80%；日本大约
为40%［9］。然而在治疗方式中，化疗具有十分重要作用。以往均采用CAF方案治疗，由于
其具有较好治疗效果且耐受性较好，因此临床应用较为广泛，但部分患者因出现蒽环类耐

药情况，进而导致进一步治疗失败或无效。本次研究中，其治疗有效率为80.56%与相关文
献报道45%~82%相近［10］。治疗前需告诉患者和家属治疗方案，同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来

选择合适化疗等治疗方案，患者需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以保证治疗顺利进行。

　　由于临床多西他赛及紫杉醇等药物价格较贵，患者难以接受。而盖诺是一种细胞周期

特异性药物，其可与微管蛋白结合，进而阻止微管合成［11］。同时还可诱导微管解聚，有

效抑制纺锤的形成而使细胞于分裂中期停止，进而阻止癌细胞进一步繁殖［12］。目前临床



尚未发现耐盖诺细胞株，同时其与治疗乳腺癌其他化疗药物无交叉耐药情况，并且与顺铂

具有协同效果。经本次研究发现，治疗组治疗有效率为88.89%(32/36)明显高于对照组
80.56%(29/36)；由此而说明采用盖诺联合顺铂化疗治疗蒽环类耐药晚期乳腺癌患者具有更
好的临床近期疗效。治疗组5年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P<0.05)；说明采用盖诺联合顺铂化疗
治疗蒽环类耐药晚期乳腺癌患者可抑制肿瘤细胞扩散，减少局部复发和淋巴结复发，进而

提高临床疗效，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期。治疗组生活质量评分与对照组比较，经研究发现，

患者躯体和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采用盖诺联合顺铂化疗治疗

可改善患者心理等状况，进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患者康复。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

均发生较高不良反应，但治疗期间无死亡病例且治疗组所发生不良反应率低于对照组，说

明治疗组盖诺联合顺铂化疗治疗更具安全性。

　　综上所述，临床采用紫盖诺联合顺铂化疗治疗蒽环类耐药晚期乳腺癌患者，其可

有效减少患者病灶复发及淋巴结复发等，进而提高临床近期疗效。此外，通过控制患者病

情来改善患者社会和心理等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加速患者康复或控制病情恶化，延

长患者生命周期。同时其临床治疗期间所发生不良反应少，患者易于接受，进而可提高患

者临床治疗顺从性，最终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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