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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非替尼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５７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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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吉非替尼单药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和

毒副作用。方法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玎月期间，５７例６５岁以上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单药口服吉非替
尼２５０ｍｇ １次／ｄ。应用方差分析、ｔ检验、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男３１例，女２６例；年龄６５～８６岁，中

位年龄７１岁；Ⅲ期ｌｏ例，Ⅳ期４７例。近期疗效：完全缓解（ＣＲ）１例（１．８％），部分缓解（ＰＲ）１４例（２５．５％），有效率
（ＣＲ＋ＰＲ）２７．３％；疾病稳定（ＳＤ）２４例（４３．６％），疾病控制率（ＣＲ＋ＰＲ＋ＳＤ）７０．９％；疾病进展１６例（２９．１％）；症状
改善率６３．６％，症状改善中位时间为８ｄ（３～１７ｄ），症状改善持续中位时间为５．８个月；中位疾病进展时间５．３个月
（２７ｄ至２４个月），中位生存期７．８个月（１８ｄ至３４个月），１年生存率３３％。主要不良反应为皮疹４２．１％、腹泻
３１．６％，大部分腹泻患者为轻度，经对症处理后可缓解，仅１例患者因腹泻停药。皮肤瘙痒４例（７．３％），皮肤干燥４
例（７．３％），口腔疼痛伴溃疡１例（１．８％），还有１例（１．８％）患者因出现双足皮肤于燥、脱皮和趾甲皲裂而影响行走。
结论吉非替尼单药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肯定，毒副作用相对较小，患者耐受性好。
【关键词】癌，非小细胞肺；吉非替尼；靶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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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非替尼是分子靶向治疗中选择性作用于表皮

床研究显示，对复发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有一

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的口服抑制剂。国内外临

定疗效，且患者耐受性较好。老年肺癌患者是一个
特殊的群体，对这类作用机制独特的靶向药物其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７１北京市，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３０７医院全军肿瘤
中心肺癌内科
作者简介：刘晓晴，女，１９６２年６月生，山西河曲人，主任医师．科主
任。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ｘｑ＠ｍｅ＆ｎａｉｌ．ｃｏｒｎ．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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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和耐受性是否有同样结果值得期待。本文总结了
３０７医院全军肿瘤中心肺癌内科从２００３年９月至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收治的５７例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接受吉非替尼治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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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４疗效及毒副作用评价疗效和副作用的评价

１资料与方法

分别采用ＷＨ０肿瘤病灶疗效评价标准和ＮＣＩ
（１）经组织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为

ＣＴＣ（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ｏ）标准。治疗前和服药中每月进

Ⅲ或Ⅳ期非小细胞肺癌；（２）年龄≥６５岁；（３）放疗

行疗效评价和安全性评估。症状改善根据患者的自

和（或）化疗失败和（或）初诊患者拒绝接受放化疗

我评价。

者；（４）至少有一个可测量病灶；（５）血常规及生化检

１．５

查基本正常；（６）无重要脏器功能衰竭；（７）患者签署

用方差分析、ｔ检验、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进行统计分析。

１－１入组标准

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统计软件，应

知情同意书。
１．２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１月期

２结果

间，３０７医院全军肿瘤中心肺癌内科住院和门诊５７

２．１

例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资料见表１）接

个月未进行疗效评价，其余均可评价疗效（表２）。１

受吉非替尼治疗，其中接受化疗的２９例患者平均化

例完全缓解（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Ｒ）患者为女性，

疗２．２个周期，中位２个周期。吉非替尼作为一线

６７岁，右肺腺癌，双肺转移。因心脏疾患拒绝化疗，

治疗患者９例。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日开始服用吉非替尼，２５０ｍｇ，１次／

１．３治疗方法

吉非替尼（阿斯利康制药公司）

２５０ｍｇ口服，１次／ｄ，当出现疾病进展或毒副作用不
能耐受时中止用药。

项目

例数（％）

性别
２６（４５．６）

男

３１（５４．４）

鳞癌

胸部ＣＴ，显示右肺原发占位明显缩小，双肺多发肺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ＰＲ）。继续用药，３个月后肺部占位和双肺
转移灶完全消失，疗效评价ＣＲ。后每２个月进行复

小结节，疗效评价疾病进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Ｄ）。停用吉非替尼，改用其它治疗。患者用吉非

病理类型

支气管肺泡癌

ｄ，服用过程中无任何不良反应。用药１个月后复查

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旬胸部ＣＴ显示双肺出现多发

女

腺癌

５７例患者中２例因服药不足１

转移灶减少、缩小，疗效评价部分缓解（ｐａｒｔｉａｌ

５７例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

表１

疗效及生存

３ ７ ６ Ｊ哇

）

中，１例女性腺癌伴双肺转移的患者，服用吉非替尼

３ ５ ．３
．

１ ２ ２１

）

腺鳞癌

３ ５

大细胞癌

２ （ （ （ ３ ５ ９）１）

．

替尼近２年期间，生活质量良好。在１４例ＰＲ患者

，３

２５０ｍｇ，１次／ｄ，７ｄ后憋气明显减轻，复查胸部ＣＴ
显示双肺转移灶缩小，部分病灶消失。继续吉非替

．

尼治疗至１个月，疗效评价ＰＲ。全组患者症状改善

年龄
≥６５～＜７０

１８（３１．６）

率６３．６％。中位症状改善时间为８ｄ（３～１７ｄ）。中

≥７０

３９（６８．４）

位症状改善持续时间为５，８个月（１～２３个月），中

ＴＮＭ分期

位疾病进展时间５．３个月（２７ｄ至２４个月），中位生

Ⅲ期

１０（１７．５）

Ⅳ期

４７（８２．５）

存期７．８个月（１８ｄ至３４个月），１年生存率３３％
（图１）。

ＫＰＳ

≥８０

２５（４３．９）

≤７０

３２（５６．１）

吸烟状态

表２

５５例可评价疗效患者的近期疗效

疗效

例数（％）

ＣＲ

１（１．８）

吸烟

２２（３８．６）

ＰＲ

１４（２５．５）

未吸烟

３５（６１．４）

ＣＲ＋ＰＲ

１５（２７．３）

ＳＤ

２４（４３．６）

病灶累计脏器数目
≤１

１９（３３．３）

ＣＲ＋ＰＲ＋ＳＤ

３９（７０．９）

≥２

３８（６６．７）

ＰＤ

１６（２９．１）

既往治疗

注：ＳＤ：病情稳定

肺部手术

１３（２２．８）

放射治疗

１５（２６．３）

化学治疗

２９（５０．９）

２．２毒副作用

用药后最常见的毒副作用为Ｉ、Ⅱ

度的皮疹２４例（４２．１％）、腹泻１８例（３１．６％），大部
分患者经对症处理后均可缓解；仅１例患者因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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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肿瘤分子靶向药物的不断进入临
床，给肿瘤治疗注入了新的生机。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吉非替尼是第一个治疗晚期非
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物，它能有效阻滞细胞增殖信
号的传导，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分裂和增殖。前期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吉非替尼单药治疗晚期ｔＥｔ／，细
胞肺癌客观缓解率为１２％～１８％，疾病控制率为
４２％～５４％，症状缓解率达４０％以上；对东方人种、
女性、腺癌和不吸烟的患者效果更好。由于其与传
全组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曲线

圈１

统的细胞毒药物作用靶点不同，故不良反应轻，患者

腹泻停药。皮肤瘙痒４例（７．３％），皮肤干燥４例

耐受性好。主要副作用为皮肤相关毒性、腹泻、恶心

（７．３％），口腔疼痛伴溃疡１例（１．８％），１例患者因

等，３～４级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仅为８％［１￣４］，上述特

出现双足皮肤干燥、脱皮和趾甲皲裂而影响行走。

点对老年晚期肺癌的治疗无疑是一个优势选择。
本组结果显示，老年肺癌治疗有效率为２７．３ ｏＡ，

另有少数病例出现轻度恶心、食欲下降等症状，经对
症处理好转。未出现骨髓抑制及肝肾功能损害等。

疾病控制率７０．９ ０Ａ。症状改善率６３．６％，中位症状

２．３近期疗效相关因素分析表３显示，ＫＰＳ评分

改善时间为８ｄ，结果与日本和国内其他作者报道的

不同对近期疗效无影响（Ｐ一０．７３９）。与吸烟患者

结果相近，也达到了９０年代以后老年肺癌姑息化疗

相比较，未吸烟患者有效率虽达到３１．４％，比吸烟

有效率为１２％～４１％的水平Ｅ５～ｓ］。且吉非替尼药

患者２０％高出１１个百分位点，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物副作用少，而且很轻微，患者耐受性好，绝大部分

义（Ｐ一０．３６０）。而在老年女性、腺癌中的疗效比男

患者不需住院。说明老年肺癌患者这个特殊群体确

性、非腺癌患者中均好。

实可以从靶向治疗中获益。由于本组≥６５岁患者

表３

５５例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近期疗效分层分析

中一半以上曾接受过放化疗，且３２例（５６．１％）患者
的ＫＰＳ≤７０分，与３０７医院全军肿瘤中心肺癌内科
既往吉非替尼治疗的患者相比，近期疗效和生存并
未显示出更多优势［９］。但对于内科疾病多、无条件
接受手术、放化疗的患者，或经过反复治疗、已无药
物可供选择的难治老年患者来说，吉非替尼确实给
他们带来了机会和希望。尤其对于女性、腺癌、未吸
烟的患者则更可优先选择。与传统的治疗相比，吉
非替尼是否在长期生存方面更优，能否替代其它治
疗作为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与最好
的支持辅助治疗的比较结果，还需更多的随机临床
研究验证。随着更多的靶向治疗药物进入临床，必
定会给老年肺癌患者更多机会，适合老年肺癌的个

３结论

体化、规范化治疗时代也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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