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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抗瘤丸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恶性神经胶质瘤术后患者的疗效。方法

将

符合入选标准的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1 月行恶性神经胶质瘤（Ⅲ～Ⅳ级）手术切除患者 100 例，按治
疗方法分为治疗组 48 例、对照组 52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手术加放化疗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
服抗瘤丸。随访 1～2 年，记录患者生存率、无进展生存期、中位生存期，采用 Karnofsky 功能状态评分

（KPS）、生活质量评分（QOL）评价患者生存及生活质量，观察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组 1 年、
2 年生存率［97.92%（47/48）、68.75%（33/48）］高于对照组［80.77%（42/52）、42.31%（22/52）］
（χ2 值分别

5.847、7.051，P 值分别为 0.016、0.008）；治疗组无进展生存期［（23.94±13.12）个月比（15.82±8.65）个月，
t=3.63］高于对照组（P<0.01）；采用寿命表法进行生存分析，得到治疗组中位生存期为 21.13 个月，对照

组中位生存期为 12.00 个月，2 组中位生存期、累计生存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
组 KPS、QOL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生
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抗瘤丸辅助治疗可提高恶性神经胶质瘤术后患者生存率，延长无进展生存期、

中位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疗效，且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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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mpound Kangliu Pill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glioma after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glioma (grade Ⅲ-Ⅳ),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underwent surgery from January 2017 to
November 2019,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of 48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of 52,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surgery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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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therapy,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Kangliu Pill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to 2 years, and the survival rat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and median survival were recorded. The Karnofsky functional status score (KP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QOL)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 survival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1-year survival rates
[97.92% (47/48) vs. 80.77% (42/52); χ2=5.847, P=0.016] and 2-year survival rates [89.47% (33/48)
vs. 42.31% (22/52); χ2=7.051, P=0.008]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23.94±13.12) months vs.
(15.82±8.65) months; t=3.63, P<0.01]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survival analysis using the life table method yielded a median
survival of 21.13 month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12.00 month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edian survival and cumulative survival rates between two
groups (P=0.001). The KPS and QOL scor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erious adverse events occurred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Adjuvant therapy with Kangliu Pill can improve survival rate, prolong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edian survival,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glioma afte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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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y; Surviv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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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质瘤是一种原发性脑部肿瘤，起源于大脑的
支持细胞，通常称为神经胶质细胞瘤［1］。在人类中
枢神经系统发生的恶性肿瘤中，近 80％是不可治

诊 断 标 准［7］，且 Karnofsky 功 能 状 态 评 分（KPS）≥
60 分。

本研究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伦理委员会

愈的恶性神经胶质瘤 ，发病率约为 5/10 万，包括

批准（〔2017〕089），且患者或其家属对治疗方案知

（WHO Ⅲ 级）、混 合 性 间 变 性 少 星 形 胶 质 细 胞 瘤

排除其他类型颅内肿瘤患者；近 3 个月服用过

［2］

胶 质 母 细 胞 瘤（WHO Ⅳ 级）、间 变 性 星 形 细 胞 瘤

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WHO Ⅲ级）和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WHO Ⅲ

其他抗肿瘤作用的中成药或中药注射液；伴心、肝、

级） 。中药在我国一直被用作肿瘤的替代或补充

肾等重要脏器存在非肿瘤性严重疾病和功能障碍、

治疗，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癌症取得了一定进

活动性脑血管病变、不受控制的感染和代谢性疾病

展，不仅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可减小肿瘤体积，

者；妊娠或哺乳期患者。根据是否愿意接受抗瘤丸

［3］

延长生存期［4］。中药复方抗瘤丸为我院院内制剂，
是根据多年临床治疗经验，形成以由白花蛇舌草、

治疗及患者术后病理诊断，分为治疗组 48 例、对照

期进行了回顾性研究［5］，结果表明抗瘤丸可延长恶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可比性，见表 1。

半枝莲、沉香等 18 味中药组成的复方。课题组前
性胶质瘤患者的生存时间，具有肯定疗效。本研究

采用前瞻性临床研究方法，旨在观察抗瘤丸结合西
医常规疗法治疗恶性胶质瘤患者术后疗效。
1

1.1

组 52 例，2 组患者性别、年龄、慢病因素比较，差异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疗法治疗，约于术后 15 d

开始接受放射治疗，即采用 CT 模拟定位，三维适形
表1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1 月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经手术切除，术后病理诊断为Ⅲ～Ⅳ级恶
性胶质瘤患者 100 例，年龄为 18～80 岁，均符合湿
［6］

热蕴毒证诊断标准 及中国中枢神经系统胶质瘤

2 组恶性胶质瘤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男/女）

治疗组

48（28/20）

对照组
t/χ2 值
P值

52（27/25）
0.41

0.520

年龄
（岁，xˉ ± s）
50.77±12.77
50.48±13.53
0.11

0.913

慢病因素［例（%）］
高血压
9（18.75）

糖尿病
3（6.25）

9（17.31）

7（13.46）

0.851

0.230

0.0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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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3D-CRT），同时行替莫唑胺（TMZ）同期

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生存分析采用寿命

200 mg/（m ·d），1 次/d，共治疗5 d，停药 23 d，
以28 d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化疗：放疗同步阶段 75 mg/（m2·d）；辅助阶段 150～

表 法 ，KPS 和 QOL 评 分 采 用 重 复 测 量 方 差 分 析 。

2

为 1 个治疗周期，根据患者耐受情况给药 4～6 个周

期。有高血压、糖尿病者进行常规降压降糖治疗。

2

结果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院内制剂抗瘤丸（批准

2.1

苓、制何首乌、琥珀、沉香、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白

照组为 80.77%（42/52），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文号：京药制字 Z20063103；药物组成：三七、土茯

英、枯矾、紫贝齿、枇杷叶、川贝母、百部、紫菀、桔

梗 、炒 麦 芽 、炒 山 楂 、炒 神 曲），7.5 g/袋，1 袋 / 次 ，
3 次 /d ，3 个月为 1 个疗程，服至不可耐受，或疾病

治疗组随访 1 年生存率为 97.92%（47/48），对

义（χ2=5.85，P=0.016）；治疗组 2 年生存率为 68.75%

（33/48），对照组为 42.31%（22/52），2 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7.05，P=0.008）；治疗组无进展生存
期为（23.94±13.12）个月、对照组为（15.82±8.65）个

进展，或任何原因死亡。
1.3

2 组随访期间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期比较

月，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3，P<0.01）。

观察指标

全部患者 3 个月随访 1 次，共随访 2 年，记录患

2.2

者生存率、无进展生存期、中位生存期。无进展生

存期指诊断日至第 1 次发生疾病进展或任何原因

2 组生存分析与生存曲线

治 疗 组 中 位 生 存 期 为 21.13 个 月 ，对 照 组 为

12.00 个月，2 组中位生存期、累计生存率比较差异

死亡的时间；中位生存期指 50% 的个体其存活期大

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图 1。

于该时间。采用 KPS 评分［8］评价患者生存质量，分

值范围为 0～100 分，其中 100 分表示正常、无症状

及体征；90 分：可正常活动，有轻微症状或体征；

80 分 ：勉 强 进 行 正 常 活 动 ，有 一 些 症 状 或 体 征 ；
70 分 ：生 活 可 自 理 ，但 不 能 维 持 正 常 生 活 工 作 ；
60 分 ：生 活 能 大 部 分 自 理 ，偶 尔 需 要 他 人 帮 助 ；
50 分：常需他人照料；40 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特
别照顾和帮助；30 分：生活严重不能自理；20 分：病
重，需要住院和积极的支持治疗；10 分表：重危，临
近死亡；0 分：死亡。采用生活质量评分（QOL）［9］评
价患者生活质量，包括食欲、精神、睡眠、疲乏、疼

图1

痛、家庭理解与配合、同事的理解与配合、自身对癌

2.3

症的认识、对治疗的态度、日常生活、治疗的毒副作
用、面部表情 12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法进行综合
评估。满分为 60 分，其中良好为 51～60 分、较好为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行正

2.5

xˉ ± s 表示，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计数资料

例数

治疗组

48

对照组
注

52

第1次

84.12±13.05
77.73±11.93

第2次

随访 8 次，治疗组 QOL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但组
2 组安全性评价

治疗过程中，2 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2 组恶性胶质瘤患者 8 次随访的 KPS 评分比较（分，xˉ ± s）

85.29±14.40
79.09±11.51

KPS：Karnofsky 功能状态评分

2 组随访期间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80，
P=0.448），
见表3。

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组别

随访 8 次，治疗组 KPS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但

见表 2。

为<20 分。观察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表2

2 组随访期间 Karnofsky 功能状态评分比较

组 间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F=0.54，P=0.630），

41～50 分、一般为 31～40 分、差为 21～30 分、极差
1.4

2 组恶性胶质瘤患者生存曲线分析

第3次

85.00±16.00
77.27±13.52

第4次

84.71±17.79
76.82±15.85

第5次

82.94±19.47
75.91±16.52

第6次

81.18±22.53
73.64±19.16

第7次

80.29±22.76
69.55±25.35

第8次

77.35±25.62
69.55±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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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48

对照组
注

3

52

第1次

52.59±6.33
52.18±4.17

QOL：生活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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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恶性胶质瘤患者 8 次随访的 QOL 评分比较（分，xˉ ± s）

第2次

55.09±4.07
52.68±4.46

第3次

55.65±4.09
52.73±5.00

第4次

55.59±4.05
52.50±5.02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抗瘤丸结合西医常规疗

法治疗的患者 1 年及 2 年生存率、无进展生存期、中

位生存期、累计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提示抗瘤丸
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临
床疗效。恶性胶质瘤的治疗越来越重视术后患者
的生存质量，本研究采用 KPS 和 QOL 评分评价 2 组
患 者 的 临 床 功 能 状 态 ，结 果 显 示 ，治 疗 组 KPS 与
QOL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

一定程度上可改善患者的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
所有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提
示抗瘤丸安全性较好。与其他研究比较，本研究主
要分析了抗瘤丸对Ⅲ～Ⅳ级恶性神经胶质瘤的疗
效，未纳入低级别胶质瘤患者，通过生存率、无进展

第5次

54.53±5.66
51.55±6.73

第6次

52.94±9.58
49.77±9.72

第7次

52.41±10.20
48.36±12.77

第8次

50.91±12.89
48.59±12.97

研究表明，白花蛇舌草、半枝莲、三七、川贝母均具
有抗肿瘤作用［16-19］，何首乌、土茯苓则具有免疫调
节作用［20-21］，临床常被用作抗肿瘤药物。课题组前
期研究通过建立 BALB/c 裸鼠移植瘤模型，探讨其

作用机制，抗瘤丸可能通过降低 MVD，抑制 VEGF
表达，调节细胞凋亡相关蛋白（Bax、Bcl-2）表达而

发挥抗肿瘤作用［22-23］。课题组报道 1 例被诊断为胶

质母细胞瘤的患者，因手术位置压迫功能区而未能
完全切除，在后期治疗中无法耐受放化疗的毒副作
用，坚持服用抗瘤丸 3 个月后，复查发现肿瘤体积

明显减小，患者生存时间延长，提示中医药可能为
胶质母细胞瘤提供替代治疗［24］。
本院以神经病学为主要特色，而胶质瘤是神经

生 存 期 、中 位 生 存 期 评 价 临 床 疗 效 ，以 及 KPS 和

外科常见疾病，在诊疗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我院的治

2 个方面入手，未纳入免疫功能指标的比较。

广使用，对于病例的收集及其临床研究有一定的局

QOL 评分评价生活质量，从临床疗效和功能状态
神经胶质瘤是形成神经上皮组织的异质性肿

瘤，其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的大多数恶性肿瘤［10-11］。
手术切除是所有病理级别的首选治疗方法，由于弥
漫性脑浸润［12］，手术完全切除是不现实的，而且手
术本身也有造成损害的风险，是否进行放化疗及时
间需根据患者年龄、状态、组织病理学诊断、分子标
志物和以前的治疗方法来确定，患者多存在神经认
知和神经心理功能受损，预后较差［13］。胶质瘤中医

疗特色。抗瘤丸作为院内制剂，只在我院进行了推
限性；本研究的分组方式是根据患者及其家属意
见，是否愿意接受抗瘤丸治疗而分组，导致临床基

本特点及预后因素分布不均衡，使 2 组结果存在偏

差；在随访过程中发现，因胶质瘤的治疗及其预后
情况，在心理上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极大的负
担，部分患者在后期因为病情恶化放弃治疗，配合
度较低，导致存在失访偏倚，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尽
量收集更多样本，并密切随访入组患者，外地患者

辨证为“脑瘤”，多认为与风、痰、热、毒、虚、瘀、浊等

可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同时应鼓励患者坚持用

有关［14］，根据其临床表现属中医“头痛”
“ 眩晕”
“呕

药，并给予患者一些安慰。

吐”
“ 厥逆”等范畴，周仲瑛教授治疗原发性颅内肿

综上，经过 2 年随访，认为胶质瘤除单纯的西

瘤以祛风化痰、解毒通络、益肾滋阴、化痰散结、活

医治疗外（包括手术及放化疗），应尽早结合中医药

血化瘀、清热解毒为主［15］。

治疗，具有较明显优势，且抗瘤丸较汤剂便于长期

抗瘤丸为本院治疗神经胶质瘤的院内制剂，用

服用，联合西医常规疗法可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改

于湿热蕴毒证，症见头痛、眩晕、视物不清，或兼呕

善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好。

吐，舌紫黯或有瘀点，脉沉或细，适用于脑胶质瘤或

利益冲突

脑垂体瘤等见上述证候者的辅助治疗。方中土茯

方的资助或服务，无个人或企业的经济利益

苓清热利湿、解毒散结；三七活血化瘀、消肿散结；
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增加土茯苓清热解毒、化瘀消

除基金项目支持外，本文全体作者未接受过其他第三

作者贡献声明

崔晶晶：酝酿和设计试验、实施研究、采集数据、分

析/解释数据、起草文章；庄伟：酝酿和设计试验、实施研究、获取经
费；冯英楠：酝酿和设计试验、实施研究、采集数据；孙格：实施研

肿的作用；琥珀增加三七活血散瘀的作用，诸药合

究、
采集数据；林庆堂：指导、支持性贡献；吴晓光：
统计分析；
林晓兰：

用共奏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化痰散结之功。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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