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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沙替尼联合PEG-ASP化疗方案治疗Ph阳性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疗效及对血清TK1及uPA水平的影响

冯传杰1,拓 慧2

(陕西省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1.急诊科;2.疼痛科,延安 716000)

摘要 目的:探讨达沙替尼联合培门冬酶(PEG-ASP)化疗方案治疗Ph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ALL)的疗效及其对血

清胸苷激酶1(TK1)及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uPA)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12年6月至2013年12月陕西省延安大学

附属医院收治的46例初诊Ph+ ALL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23例。对照组给予PEG-ASP化疗方

案治疗,观察组在PEG-ASP化疗方案基础上加用达沙替尼治疗。分别于化疗前、后检测血清TK1和uPA浓度,比较两组临

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及3年无事件生存(EFS)率。结果:观察组总缓解(OR)率为86.9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43.48%(P
<0.01)。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化疗后血清TK1和uPA水平均较治疗前显

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3年EFS率为69.57%,显著高于对照组34.78%(P<0.05)。结论:达
沙替尼联合PEG-ASP化疗方案治疗Ph+ALL的疗效显著,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TK1和uPA水平,延长EFS,且不增加毒副

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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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dasatinibcombinedwithPEG-ASPchemotherapyontheserumlevelsofTK1anduPA
inpatientswithPhiladelphiachromosome-positiveacutelymphoblasticleukemia
FengChuanjie1,TuoHui2.(1.DepartmentofEmergency;2.DepartmentofPainMedicine,TheAffiliated
HospitalofYan’anUniversity,Yan’an71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sofdasatinibcombinedwithPEG-ASPchemotherapyonthe
serumlevelsofthymidinekinase1(TK1)andurokinasetypeplasminogenactivator(uPA)inpatientswith
Philadelphiachromosome-positiveacutelymphoblasticleukemia(Ph+ALL).Methods:Atotalof46patients
withPh+ALLtreatedinourhospitalfromJune2012toDecember2013wereselected,andrandomlyas-
signedtoreceiveeitherPEG-ASPchemotherapy(n=23,controlgroup)ordasatinibcombinedwithPEG-
ASPchemotherapy(n=23,observationgroup).TheTK1anduPAlevelsinserumweredetected.Theclini-
calefficacy,thein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and3-yeareventfreesurvival(EFS)ratewerecompared.Re-
sults:Aftertreatment,theoverallresponserateintheobservationgroupwas86.96%,whichwassignifi-
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43.48%)(P<0.01).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
thein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betweenthetwogroups(P>0.05).TheserumTK1anduPAlevelsafter
treatmentwerenotablydecreased,andthedecreasewasmoresignificantintheobservationgroup(P<
0.01).The3-yearEFSrateintheobservationgroupwas69.57%,which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
inthecontrolgroup(34.78%)(P<0.05).Conclusion:DasatinibcombinedwithPEG-ASPchemotherapy
waseffectiveforPh+ALL.ItcouldreducetheTK1anduPAlevelsinserumandprolongEFS,anddidnot
increasetheadversereactions.
Keywords dasatinib;Philadelphiachromosome-positiveacutelymphoblasticleukemia;TK1;uPA

  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iladel-
phiachromosome-positiveacutelymphoblasticleu-

kemia,Ph+ALL)是一类严重的淋巴系统肿瘤,在成

人急性白血病中发病率约占25%~30%。Ph+ALL
常规化疗效果差,极易复发,预后极差[1]。培门冬酶

(PEG-ASP)是临床治疗Ph+ ALL的常用化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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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2]。靶向制剂—络氨酸激酶抑制剂的问世与应用

极大改善了Ph+ ALL的临床治疗效果。达沙替尼

是第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与第一代制剂相比,其
抗酪氨酸活性更强,治疗效果更佳[3]。研究表明,血
清胸苷激酶(thymidinekinase,TK)水平与细胞增

殖密切相关,肿瘤患者血清TK1水平显著升高,可
通过检测血清TK1水平来评价ALL化疗效果[4]。
尿激酶 型 纤 溶 酶 原 激 活 物(urokinasetypeplas-
minogenactivator,uPA)的异常高表达与肿瘤细胞

的侵袭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血清uPA水平能够预测

肿瘤患者的预后[5]。为评价达沙替尼联合化疗方案

治疗Ph+ALL的效果,笔者对本院46例Ph+ALL
患者展开了对照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6月至2013年12月在陕西省延

安大学附属医院初次诊断为Ph+ ALL患者46例为

研究对象,临床诊断参照《中国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诊断与治疗指南(2016年版)》[6]的相关诊断标

准:骨髓原粒细胞>20%;具备完整形态学、免疫学、
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临床检查资料。分别通过

R显带技术和RT-PCR检测技术确定染色体核型和

BCR-ABL融合基因,细胞遗传学或分子生物学至少

有一项为阳性可诊断为Ph+ ALL。排除严重心肝

肾肺功能不全者、合并精神障碍者、妊娠及哺乳期妇

女、有药物过敏史及脑梗死、脑出血病史的患者。按

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3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已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

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n

男 女

年龄/岁,
x±s

血红蛋白/
(g/L),x±s

血小板计数/
(×10-9/L),x±s

白细胞计数/
(×10-9/L),x±s

对照组 23 13 10 36.8±4.5 93.6±4.8 51.9±3.8 33.4±1.2
观察组 23 11 12 35.6±5.3 93.4±4.6 51.6±3.9 33.7±1.3
t/χ2 0.348 0.828 0.144 0.264 0.813
P 0.555 0.412 0.886 0.793 0.421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本组患者诱导方案采用VDLD方

案(环磷酰胺+长春瑞滨+吡柔比星+PEG-ASP):
第1、第3天注射环磷酰胺600mg/m2;第1、第8、第
15、第22天注射长春瑞滨30mg/m2;第1至第3天

注射吡柔比星30mg/m2;第1、第15天注射PEG-
ASP2500IU/m2,最大剂量3750IU/次;第1至第

22天注射地塞米松6mg/m2,之后减停。强化巩固

采用 MPA方案(第1天注射甲氨蝶呤3~5g,并予

亚叶酸钙解救,第3天注射 PEG-ASP2500IU/

m2)。维持治疗方案采用甲氨蝶呤+6巯基嘌呤口

服及间断化疗。

1.2.2 观察组 本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方案基础

上,于诱导治疗第15天联合应用达沙替尼(60mg/

m2·d-1),强化巩固治疗期间连续应用达沙替尼。
出现以下指征时停用达沙替尼:合并严重感染;出现

不能耐受的严重不良反应;中性粒细胞减少伴发热。
治疗2个疗程后观察近期疗效。

1.3 观察指标

1.3.1 临床疗效 根据《血液病诊断和疗效标

准》[7]:完全缓解(CR):骨髓检查原粒细胞(Ⅰ型+

Ⅱ型)≤5%,血常规:血红蛋白≥100g/L(男)或≥
90g/L(女)、中性粒细胞≥1.5×109/L,血小板≥
100×109/L,外周血无白血病细胞,临床症状消失;
部分缓解(PR):原粒细胞(Ⅰ型+Ⅱ型)>5%但≤
20%,或 血 常 规 中 有 一 项 未 达 CR 标 准;未 缓 解

(NR):骨髓检查、血常规及临床症状均未达以上标

准。复发:骨髓原粒细胞>5%且≤20%,经过抗白

血病治疗1个疗程仍未达骨髓CR者,或骨髓原粒

细胞>20%,或出现骨髓白血病细胞浸润。总缓解

(OR)率=(CR+PR)例数/总例数×100%。

1.3.2 毒性评价 1级为轻度毒性:无症状或仅有

轻微症状,无需治疗;2级为中度毒性:日常活动受

限,需轻微治疗;3级为严重毒性:有致残可能但暂

无生命危险,需住院治疗;4级为严重危及生命,需
紧急治疗;5级为不良事件导致的死亡。

1.3.3 血清TK1和uPA水平 分别于化疗前及

2个 疗 程 后,采 集 患 者 空 腹 外 周 静 脉 血 4 mL,

3500r/min离 心 10 min,取 上 层 血 清,保 存 于

-80℃冰箱待测。血清TK1采用酶免疫点印迹化

学发光法(ECLA)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正常参考值<2.00pmol),试剂盒购自深圳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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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康 公 司。血 清 uPA 采 用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法

(ELISA)检测,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试剂盒购

自武汉博士德生物有限公司。

1.3.4 随访情况 随访时间截止至2017年12月。
无事件生存(EFS):从入组开始到出现复发或死亡

的时间。比较两组EFS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内治

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t 检验;采用 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统计患者

EFS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观察组CR11例,PR9例,NR2例,复发1例,

OR率为86.96%(20/23),对照组的CR、PR、NR及

复发分别为2例、8例、9例和4例,OR率为43.48%
(10/23)。观 察 组 OR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χ2=
9.58,P=0.002)。
2.2 两组毒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3~4级毒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3 两组血清TK1、uPA浓度比较

  两组化疗后血清TK1和uPA水平均较治疗前

显著降低(P<0.01),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1),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3~4级毒副反应比较[n(%)]

3~4级毒性 对照组(n=23) 观察组(n=23)
血液学毒性

 白细胞 21(91.30) 20(86.95)
 血红蛋白 22(95.65) 21(91.30)
 血小板 22(95.65) 22(95.65)
 中性粒细胞 23(100.00) 22(95.65)
 出血(临床) 11(47.82) 12(52.17)
消化系统

 恶心 3(13.04) 5(21.74)
 呕吐 3(13.04) 4(17.39)
 腹泻 2(8.70) 1(4.35)
 口腔黏膜炎 1(4.35) 2(8.70)
 高胆红素血症 2(8.70) 2(8.70)
 转氨酶 0(0.00) 1(4.35)

2.4 生存分析

  所有患者均完成随访,无失访病例。巩固治疗

2个疗程后,观察组20例OR患者均进行造血干细

胞移植,移植后口服达沙替尼维持治疗;随访期间,

23例患者中8例复发或死亡,15例生存,3年EFS
率为69.57%。对照组10例OR患者进行造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随访期间,23例患者中18例复发或死

亡,5例生存,3年EFS率为34.78% 。观察组EFS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图1。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TK1和uPA水平比较(x±s)

组别 n
TK-1/(pmol/L) uPA/(n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23 4.26±1.15 2.69±0.31* 895.76±62.59 487.77±65.54*

观察组 23 4.19±1.34 1.85±0.42* 901.54±54.36 354.68±34.03*

t 0.190 7.717 0.334 8.643
P 0.850 0.000 0.740 0.00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图1 Ph+ ALL患者的EFS生存曲线图

3 讨 论

  左旋门冬酰胺酶(L-ASP)联合化疗可有效改善

ALL的缓解率和远期生存率。但天然来源的 L-
ASP存在过敏性变态反应、不良反应严重、耐受性差

等局限性,限制了其临床应用。PEG-ASP是经聚乙

二醇修饰的门冬酰胺酶,具有过敏性低、半衰期长、
毒副反应小的特点[8]。临床应用发现,应用PEG-
ASP治疗,患者骨髓中原幼淋巴细胞清除更快,CR
率明显优于L-ASP,在 ALL化疗方案中可替代L-
AS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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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染色体是由22号染色体(22q11)部位易位

到9号染色体(9q34.11)上形成,能 够 形 成 多 种

BCR-ABL融合基因[10]。Ph染色体阳性是 ALL中

恶性程度高/复发程度高及预后程度极差的一类。
常规化疗方案治疗Ph+ ALL治愈率较低[11]。酪氨

酸酶抑制剂的开发与应用使得Ph+ALL的治疗效

果得到很大改善[12]。达沙替尼是第二代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具有强效的BCR-ABL激酶抑制活性,与所

有构型的BCR-ABL酶均可结合。本研究中,达沙

替尼联合PEG-ASP化疗后,观察组患者的OR率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无明显差

异(P>0.05),提示达沙替尼治疗Ph+ALL近期疗

效好,且不增加不良反应,耐受性良好,与祝彪等[13]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TK是DNA合成的关键酶之一,能够催化三磷

酸腺苷(ATP)形成胸腺嘧啶脱氧核苷酸,与细胞增

殖密切相关。TK1是TK的两种同工酶之一。在细

胞质中,TK1浓度在G1-S-G2期逐渐升高并维持在

高浓度,M 期逐渐降解。大量S/G2期肿瘤细胞的

死亡导致高浓度TK1释放,血清TK1升高[14]。正

常人体检测不到或只能检测到极低浓度的TK1。本

研究中,化疗前患者血清TK1水平异常升高,两组

患者化疗后血清TK1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观
察组TK1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推测达

沙替尼能够有效抑制患者骨髓造血干细胞的过度增

殖,使白血病细胞大量减少,血清 TK1浓度降低。
TK1水平的降低也证实了达沙替尼对Ph+ ALL具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有研究表明,uPA的异常高表达与肿瘤的发生、
发展、浸润、侵袭等密切相关[15]。uPA 表达水平越

高,肿瘤侵袭能力越强,导致患者预后越差,生存期

越短。在本研究中,达沙替尼联合化疗组治疗后血

清uPA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3年EFS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达沙替尼联合

PEG-ASP化疗能够降低血清uPA水平,改善患者

预后,延长生存期。

  综上所述,达沙替尼联合PEG-ASP治疗Ph+

ALL临床效果较好,能够显著降低血清 TK1和

uPA水平,且不增加毒副反应,有效延长患者生存

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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