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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性卵巢癌调强放疗 5 例近期疗效观察

侯友翔，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科肿瘤放疗一病区，（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观察复发性卵巢癌调强放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2012年 4～9月我科收治的 5例复发性卵巢癌患

者，行全身化疗同时针对复发转移病灶行盆腹腔调强放疗，分析 5例患者临床资料及近期疗效。结果：随访 12个

月，随访率 100%；完全缓解 1例，部分缓解 3例，进展 1例。5例患者均有Ⅰ或Ⅱ级胃肠道不良反应，Ⅱ或Ⅲ级

骨髓抑制。及时有效的对症处理后不良反应均能缓解，患者均可耐受不良反应，完成放疗计划。结论：盆腹腔调

强放疗对复发性卵巢癌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急性不良反应可耐受。远期疗效和晚期不良反应需进一步随访。

[关键词]复发性卵巢癌；调强放疗；近期疗效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for 5 cases

of recurrent ovarian cancers
Hou You-xiang，GuLiNa·Kuerban

Radiation therapy for Gynecologic tumors,Tumor Hospital Affiliated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recent 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of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on recurrent

ovarian cancer. Methods：The 5 recurrent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is admitted in our department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in 2012. Patients received systemic chemotherapy an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at the same time.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date and recent curative effect on 5 cases. Results ： Followed up for 12 months, follow-up rate was

100%;Complete response was 1 case, partial response was 3 cases, 1 case progress. 5 cases were Ⅰ or Ⅱ level

gastrointestinal adverse reactions, Ⅱ or Ⅲ grade bone marrow suppression. Timely and effective symptomatic treatment

can alleviate adverse reactions, patients can tolerate and finish radiotherapy plan. Conclusion ： The abdominopelvic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for recurrent ovarian cancer has good recent curative effect, acute adverse reactions can

be tolerated. Late the long-term curative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s need further follow-up.

[ key words] Recurrent ovarian cancer;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The recent curative effect

卵巢癌是妇科恶性肿瘤中死亡率居首位的肿瘤。近年的发病率呈上升、年轻化趋势。卵巢癌的治疗效果不理

想，复发率高是其高死亡率的主要因素。其复发后存活时间一般少于 3 年[1]。卵巢癌术后经铂类及紫杉醇为主的

一线药物治疗后复发，治愈的可能性极小，尚无标准治疗方案，治疗的目的着眼于减轻症状，延长生存期，减少

治疗副作用，改善生活质量。放疗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调强放射治疗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因其定位准确，肿瘤局部剂量高，而周围正常组织保护好，已逐渐应用于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本文通过

观察分析我科应用调强放射治疗的 5例复发性卵巢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为该类患者，尤其是对卵巢癌化疗不敏感、

术后化疗后复发病灶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001-



2012年 4月～9月我科收治的复发性卵巢癌患者 5 例，年龄 48岁～62岁。原发肿瘤经术后病理类型：3例

为浆液性乳头状腺癌，1例低分化腺癌，1例为恶性中胚叶混合瘤。初次手术后 FIGO分期 4例为ⅢC 期，1例

ⅡC期。术后在我院或外院行一线化疗平均为 6疗程：紫杉醇+ 顺铂化疗 2例，草酸铂+环磷酰胺化疗 1例，紫杉

醇+ 卡铂化疗 1例，表柔比星+异环磷酰胺化疗 1例。化疗结束到肿瘤复发的间期均大于 6个月。复发病灶的部位：

1例位于后腹膜，3例位于盆腔，1例盆腔并阴道残端。

1.2 治疗方法

5例患者均采用 6MV-X线调强放疗。患者取仰卧位，双手交叉置于头顶，热塑膜固定后行增强 CT扫描，层

厚 0.5cm，扫描范围根据病灶部位决定，盆腔包块 CT扫描包括全盆腔（腰四椎体上缘至耻四骨联合下缘下 5cm）；

腹腔或后腹膜病灶的 CT扫描包括全腹（膈上 3cm至闭孔下缘）。放疗靶区勾画：GTV:为盆、腹腔复发病灶；CTV：

在 GTV基础上外扩 0.5cm，PTV：CTV均匀外扩 0.5cm，复发病灶位于盆腔或阴道断端者包括全盆腔区域。处方

剂量定义为 95%PTV所受剂量。剂量限制器官为：肝实质、双肾、脊髓、小肠、膀胱、直肠及双侧股骨头。放疗

剂量：后腹膜淋巴结 PTV给予 DT 76Gy/38次，1.8～2.0Gy/次，5次/ 周，同时给予紫杉醇+卡铂化疗；盆腔复发

病灶 PTV给予 DT 30～60Gy/15～30次，阴道断端复发病灶局部调强放疗至 DT 76Gy / 5次, 5 次/ 周。放疗同时

给予紫杉醇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所有患者治疗结束后复查 CT或彩超，评价疗效。

1.3 疗效评价标准

完全缓解：盆腹腔复发、转移病灶消失，腹水消失；部分缓解：盆腹腔复发、转移灶较治疗前缩小，腹水减

少，患者疼痛等症状缓解；进展：盆腹腔复发、转移灶较前增大，出现腹水或腹水增多。稳定：盆腹腔复发、转

移病灶无明显增大或缩小。完全缓解加部分缓解为有效。

2 结果

2.1 近期疗效

随访时间为 12个月，随访率为 100%。完全缓解 1 例，后腹膜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放疗后肿块完全消退。其余

患者中部分缓解 3例，进展 1 例。1年生存率为 100%，无进展生存率为 80%。

2.2 不良反应

5例患者均出现恶心、呕吐等Ⅰ或Ⅱ级胃肠道反应，并出现Ⅱ或Ⅲ级骨髓抑制。经止吐、升白细胞、白介素

11升血小板等对症处理后均能缓解，患者均未因粒细胞下降致败血症和血小板减低引起出血倾向。

3 讨论

分析上述 5 例患者放疗后的近期疗效，虽然病例数并不多，但是也提示复发性卵巢癌行调强放疗对控制及消

灭病灶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放疗可有效缓解肿瘤引起的疼痛、出血和压迫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改善生活

质量[2]。放疗近期并发症主要是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胃肠道反应多数Ⅰ或Ⅱ级）和骨髓抑制等造血系统

改变（Ⅱ 或 Ⅲ级粒细胞毒性或血小板毒性）。本组患者因放疗同时给予化疗，故均有骨髓抑制毒性反应，1例患

者出现严重骨髓抑制，给予积极治疗后恢复，后可继续完善放疗。晚期不良反应主要是发生肠梗阻，尤其多见于

全腹放疗后[3]，因此，也有专家认为卵巢癌不适合全腹放疗。调强适形放疗相比普通放疗方式而言，它不但可以

使靶区剂量分布更均匀，而且可以更好地保护重要器官。调强放疗计划靶区(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边缘可

以形成非常陡峭的剂量梯度，在增加肿瘤照射剂量的前提下可以做到减少正常组织受量，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

降低正常组织并发症的发生率。相比传统放疗治疗计划，IMRT能够显著减少小肠、直肠和膀胱的受照体积，降

低并发症的发生率。IMRT能够提高晚期妇科肿瘤局部治疗效果，尤其在联合化疗或盆腔及主动脉旁淋巴结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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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需增加放疗剂量时，能在增加肿瘤放疗剂量的同时将正常组织的受量减至最低，减少肠道、膀胱的并发症。

IMRT 的骨髓抑制副反应降低，这是骨髓尤其是髂嵴受照的明显减少所致。本组病例中，IMRT 能在周围正常组

织耐受剂量的情况下，提高肿瘤局部的剂量，复发肿瘤缩小甚至消退，近期副反应轻。

目前复发性卵巢癌主要的治疗方法仍是化疗( 铂敏感型仍采用铂类为基础的化疗，铂耐药型则多认为使用非

铂类药物) 和手术( 二次肿瘤细胞减灭术) 。妇科肿瘤的 IMRT 主要应用于宫颈癌和部分子宫内膜癌中，但卵巢

癌尤其是复发卵巢癌病灶的治疗仅见少数几篇报道。本组 5例患者均为晚期、复发的卵巢癌, 经 IMRT治疗后，

患者疼痛等症状基本消失，其中 1 例后腹膜淋巴结消退，近期疗效显著。在治疗过程中消化道和骨髓反应轻微, 膀

胱炎症副反应不明显，未出现肝、肾毒性反应，未因放疗副反应而中断治疗。表明该技术对妇科恶性肿瘤复发病

灶的治疗具有明显的剂量优势，局部控制和症状缓解率高，放射反应小。本组病例经调强放疗并联合化疗后疗效

满意，可见化疗联合调强放疗治疗卵巢癌有其重要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广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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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 658 例局晚宫颈癌锎 252 中子治疗回顾性分析报告

开丽曼·阿不都巴热，杨 杰，热伊拉·麦买提伊敏，阿依古丽·依不拉音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 目的： 探究锎 252中子腔内后装结合体外照射治疗新疆地区宫颈癌的疗效、生存率及毒副反应。方法：回

顾性分析 2004年 1月-2014年 12月我科收治的 658例宫颈癌患者，均有组织病理证实。其中 Ib期 22例，IIb期

279例，IIIa期 97例，IIIb190例，IVa期 70例，所有患者无远处转移，卡氏评分大于 80分，均为首次治疗，接

受锎 252中子腔内后装照射加体外照射根治性放疗/同步放化疗。腔内后装照射：A点剂量 40-42Gy ，8-10Gy/次，

每周一次，阴道消瘤 1-2次，每次 7Gy。体外照射采用用 6MV-15MV直线加速器，其中 466例采用常规放疗（2DRT

组），盆腔中心总剂量 28-30Gy，192例采用三维适形/适形调强放疗（3DCRT/IMRT组），95%处方剂量 46-50Gy，

外照射与腔内照射同步进行。结果：Ib-IVa期宫颈癌 1、3、5年生存率比较结果表明，分期越晚，生存率越低 P<

0.05。病理类型小细胞癌的 1、3、5年生存率最低;其次腺鳞癌、腺癌;鳞癌预后较好，P< 0.05，有统计学意义。2DRT

组与 3DCRT/IMRT组放化治疗的临床近期疗效结果相近，P= 0.999,无统计学差异。3年远期疗效两组对比，P > 0.05,

无统计学差异。2DRT与 3DCRT/IMRT两组间毒副反应结果显示，皮肤反应、膀胱反应、直肠反应、盆腔纤维化

P 值均< 0.05。3DCRT/IMRT组较 2DRT组对危及器官的损伤小。结论：2DRT、IMRT/3DCRT外照射结合锎 252中

子腔内放化疗治疗宫颈癌，疗效肯定、安全。IMRT/3DCRT放疗技术应用，对减少危及器官的损伤，保护正常组

织方面有其明显的优势。

[关键词] 宫颈癌；锎 252；中子；体外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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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jiang bureau of 658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late Cf-252 neutron
therap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port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f-252 after neutron chamber combined with external irradiation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Xinjiang region of cervical cancer, survival rate and adverse reaction. Methods：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in January 2004 - December 2014 of 658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admitted in our department, There are

histopathologic confirmation. Among them Ib period of 22 cases, IIb stage of 279 cases, IIIa stage of 97 cases, IIIb stage

of 190 cases, IVa period of 70 cases, All of the patients without distant metastases, Carr's score is more than 80 points,

Are the first treatment, After accepting Cf-252 neutron chamber with irradiation plus external exposure radical

radiotherapy/chemoradiation. After intracavitary irradiation: A dose of 40 to 42 Gy, 8-10 Gy/time, once A week, Vaginal

tumor elimination 1-2 times, each time 7 Gy. In vitro irradiation using 6 Mv - 15 Mv linear accelerator, Among them, 466

cases of the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group 2 DRT), Pelvic center total dose 28 to 30 Gy, 192 cases using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conformal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3DCRT/IMRT group), 95% prescription

dose 46-50 Gy, External exposure and intracavitary irradiation. Results：The Ib-IVa stage cervical cancer 1,3,5 year

survival rate comparis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ter stage, the lower survival rate P < 0.05. The pathological types of small

cell carcinoma 1, 3, 5-year survival rate was the lowest;Secondly gland scale cancer, gland cancer;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 prognosis is good, P < 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2 DRT and 3DCRT/IMRT group put a similar

treatment of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recent results, P = 0.999,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Long curative effect in 3 years

compared the two groups, P > 0.05,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2DRT and 3DCRT/IMRT adverse re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kin reaction, bladder, rectum and pelvic fibrosis P < 0.05. 3DCRT/IMRT is 2 DRT

group small to endanger organ injury. Conclusion：2DRT, 3DCRT/IMRT external irradiation combined Cf-252 neutrons

cavity radiation and chemotherapy to treat cerical cancer, 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3DCRT/IMRT radiotherapy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o reduce endanger organ damage, protect the normal tissues has its obvious advantages.

[ key words ] Cervical cancer；Californium 252；Neutrons；In vitro irradiation

宫颈癌放疗患者的家庭功能对癌因性疲乏的影响

鲁 华，董元玲，王喜华，叶 佳，热孜弯，桑 娟，杨 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目的：了解宫颈癌放疗患者的家庭功能现状，分析家庭功能对癌因性疲乏的影响。方法： 采用配额抽样法

对新疆乌鲁木齐市三所三级甲等医院放疗科 124例宫颈癌患者进行调查。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疾病相关因素调

查表、家庭功能量表、疲劳评定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轻、中、重度家庭功能障碍的患者分别占 41.9%、32.3%

和 68.6%;轻、中、重度癌因性疲乏的患者分别占 31.5%、11.3%和 58.1%；家庭功能各维度与癌因性疲乏各维度

Pearson相关分析呈正相关（P＜0.01）。重度家庭功能障碍的患者癌因性疲乏程度最重，轻、中和重度家庭功能

障碍的患者疲劳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宫颈癌放疗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功能障碍和

癌因性疲乏，且家庭功能与癌因性疲乏关系密切，医护人员要加强家庭功能知识的学习，了解宫颈癌患者家庭存

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指导患者家庭成员对患者的关爱和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减轻患者癌因性疲乏。

[关键词] 宫颈癌；家庭功能；癌因性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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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function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it impact on cancer-related fatigu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Lu Hua，Zheng Yan，Wang Xi-hua

[Abstract] Objective：To understand family functioning current situation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analysis of it impact on cancer-related fatigue .Methods we have used quota sampling. Method To survey 124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of radiotherapy department in 3 first-class ternary hospitals in Urumqi.Xinjiang.we have use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disease-related factors questionnaire ,Family Functioning Scale,Fatigue Assessment

Scale to research . Result：Light, medium and heavy family dysfunction patients accounted for 41.9%, 32.3% and 32.3%

respectively;Light, medium and heavy cancer-related fatigue patients accounted for 31.5%, 11.3% and 11.3%

respectively;Family function dimension of each dimension and cancer-related fatigu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P < 0.01).Severe degree of family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ancer-related fatigue heaviest, light,

medium and severe fatigue degree of family dysfunction patients comparativ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Conclusion：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patients have different degree of family dysfunctio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cancer-related fatigue is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Medical staff must strengthen the family function of knowledge

learning, Understanding cervical cancer family problems, Targeted guidance of family members of the patients care and

support to patients, to some extent, can prevent and reduce the patients with cancer-related fatigue.

[Key words] Cervical cancer；Family function；Cancer-related fatigue

HPV 分型检测分析及其在宫颈病变中的意义

马玉花，杨 杰，古力米拉木，张泽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目的：探讨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21种基因型分型检测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对我

院因阴道不适症状就诊的 518位女性进行 HPV基因分型检测，比较不同基因型与临床疾病的特点。结果：本组资

料中总的 HPV感染率为 32.0%（166/518），检测出 19种基因型，高危型最常见类型为 HPV16，58，52，低危型

最常见类型为 HPV-81CP（8304）、HPV6；随着宫颈病变程度的升高，其 HPV感染率呈趋势性增加；HPV感染有

年龄集中趋势，30-49岁组感染比例最高，占 51.2%，但各年龄段感染占该年龄段总就诊人数比例无明显差异；

HPV感染各民族间分布未见明显差异。结论：HPV亚型感染与宫颈病变的不同程度关系密切，为宫颈癌的筛查、

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HPV基因型；宫颈病变；宫颈癌

Signficance of Hpv Genotypes in Cervical Lesions
Ma Yu-hua, Yang Jie，Gulimilamu, Zhang Ze-gao,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imq 83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situation of human papilloma virus(HPV) 21 genotypes genotyping and its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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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Methods：518 samples with vaginal symptoms were detected for Hpv genotypes，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genotype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ease . Results：In 518 samples, with the positive rate of 32.0% (166/518)，

19 isoforms were checked out， HPV16, 58, 52 were the most prevalent in high-risk types.，and HPV-81CP（8304）、

HPV6 were seen mostly in low-risk types；With the rise of cervical lesions, which showed a trend increase in HPV

infection；the30-49years old group was the highest（51.2），But of all ages infections in this age group accounted for the

total number of visits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HPV infection among ethnic distribution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Infection of HPV genotypes are related closely with cervical different-grade lesions，

which may apply resonable evidence for screening，prevention and cure of cervical carcinoma.

[Key words] Human papilloma virus genotypes；Cervical lesions；Cervical Cancer

新疆地区妇科恶性肿瘤相关性抑郁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祁小丽，杨 杰，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 目的：调查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抑郁情况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为临床进行心理干预提供诊疗依据。方

法：2013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0月 31日我院住院治疗的妇科肿瘤患者，均经病理证实。采用自编一般状况表、

SDS抑郁量表、EORTC生命质量量表、应对方式量表筛选出 113例患者，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临床资料，分析 SDS

抑郁评分与生命质量、应对方式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妇科恶性肿瘤病人抑郁发生率为 57.9%，SDS抑郁

评分与年龄、民族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医疗费用来源及肿

瘤期别呈正相关，与肿瘤患者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生命质量评分与功能领域中的认知及社会功能呈负相关，与角色、情绪等功能呈正相关，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而与症状领域中的疲乏、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经济困难等因素呈正相关，与总体健康因子

呈显著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抑郁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

入、医疗费用来源及肿瘤期别相关，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及总体健康状况下降相关。

[关键词] 妇科恶性肿瘤；抑郁；相关性；SDS抑郁量表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Analysis cor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QI Xiao-Li, Yang Jie, GU LiNa·KuErBan

The two people’s Hospital of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

[Abstract] Objective：Investigation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and analyze its related

factors, to provide clinical basis for clinic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On January 1,2013 to October 31,2013

in our hospital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 tumor patients, were confirmed by pathology.Includes general status table, SDS

depression scale, EORTC life quality scale, coping style scale screening, 113 patients clinical data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SDS depression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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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s to cope. Results：The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was 57.9%, SDS

depression score and age, national has nothing to do,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al level, family income, source of medical costs and tumor stage don't positively correlate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ancer patients to take active coping styles,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And quality of life scale function in the field of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and social functions, and character, emo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With symptoms, anorexia, fatigue,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other factor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total health factor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Conclusion the gynecologic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al level, family income, source of medical costs and don't related to tumor stage, and negative

coping ways and the decline in overall health.

[Keywords] Gynecologic malignant tumors；Depression and correlation； SDS depression scale

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后下肢深部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分析

热依拉，张泽高，杨 杰，开丽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乌鲁木齐，830001）

[摘要] 目的：探讨宫颈癌放疗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的比率、发生时间、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2011

年在我院行体外照射加 252锎中子腔内根治性放疗的宫颈癌病例，共 516例，分析下肢深静脉的发生率，发生中位

时间，单因素分析同步放疗、临床分期、年龄、血清 D-二聚体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关系，以及治疗效果。结

果：共发生下肢静脉血栓 12例，发生率为 2.33%，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中位年龄为 55岁，放疗后至确诊发生严重

深部静脉生血栓的中位时间为 6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民族在有血栓和无血栓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是否行同步化疗差异显著(χ2=5.27，P=0.022)，临床分期在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88，P=0.46）。

结论： 宫颈癌放疗后可能出现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下肢深静脉血栓，血栓的发生与患者的年龄、民族和临床分期无

明显相关，但同步化疗可能增加血栓的发生。

[关键词] 子宫颈肿瘤/放射疗法；深部静脉血栓；并发症

The clinical analysis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lower limb after the radical

radiotherapy in cervical cancer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se the incidenc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ower limb after the radiotherapy of cervical

cancer. Methods：To evaluate the age, period of onset, incidence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rombolysis and venous stents

by 516 cases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lower limb after the radiotherapy of cervical cancer retrospectively. Results：The

medium age of severe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lower limb is 55 years old. The medium time is 6 month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radiotherapy . There are 13 cases occur severe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lower limb after the radiotherapy, is

about 2.5%. Among 13 cases, five is ⅡB, the others are ⅢB according FIGO staging. Lower limb swelling i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eight is left leg swelling,four is right leg swlling and one is both lower exteremities.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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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administered thrombolytic treatment, seven were complete regression of edema, five were partial remission,but

relapse after half a year. 1 patient who don’t treat with venous stents died of pulmonary embolism. Conclusions：Severe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lower limb is a deserving complication after the radiotherapy of cervical cancer, which is

increased with irradiation field and irradiation energy of pelvic cavity.Thrombolytic treatment is a good approach.

[Keywords] Cervical cancer/radiotherapy； Deep vein thrombosis(DVT)；Complications

26 例外阴癌术前适形调强放射治疗临床分析

钟 薇，王一娜，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二科，（乌鲁木齐 830011）

[关键词]外阴癌；适形调强放射治疗；不良反应；近期疗效

据统计，外阴癌占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4.6% [1]。目前我国外阴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一般分布

于阴蒂、阴唇、前庭等部位，发病机制相对来说比较复杂[2]。早期外阴癌的首选治疗是手术，而肿瘤期别在Ⅱ期

以上患者则进行手术辅以放化疗等综合治疗。对于局部病灶大，肿瘤浸润深，病变侵犯尿道口或肛门等邻近组织

的局部晚期外阴癌患者，如直接进行手术，因创伤大，术后切缘有癌残留，大多数伤口不易Ⅰ期愈合，愈合后外

阴严重变形等，对患者的性生活和心理影响较大，且晚期病人难以进行广泛切除术。同时老年患者容易发生各种

并发症及预后不良，故直接进行手术治疗不能得到很好的疗效。如果术前采用电子线及X线进行常规放疗，由于

外阴部对放射线耐受性差，当照射量超过30～40Gy后就可出现外阴皮肤明显的充血肿胀，糜烂渗出，剧痛等放射

反应，为此患者不能继续坚持放疗，从而达不到外阴癌根治剂量而影响最终疗效。近些年来，对局部晚期外阴癌

患者术前行适形调强放射治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由于其定位准确，能将射线精确聚焦于

病灶区，增加肿瘤的致死剂量，使病灶缩小、增加病灶边缘部位手术的彻底性 ,还有可能保留尿道和肛门，同时

周围正常组织（包括外阴皮肤）仅受到小剂量照射，减少了正常组织的损伤，减轻了外阴皮肤反应，从而改善肿

瘤的局部控制率，减轻急性和晚期并发症，并已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妇科肿瘤工作者的重视。我科采用适形调强放

射治疗技术对26例局部晚期外阴癌患者术前实施调强放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7年 4月-2014年 4月我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的局部晚期外阴癌患者 26例，既往未接受过治疗，其中高分

化鳞癌 3例，中分化鳞癌 14例，低分化鳞癌 9例。年龄 48～71岁，中位年龄 57岁。就诊时体征为外阴肿物的

18例（69.2%），溃疡 8例（30.8%），症状为外阴瘙痒 10例（38.5%），疼痛 14例（53.8%），无症状 2例（7.7%）。

按 2000年 FIGO临床诊断分期，II期 17例（65.4%），III期 9例（34.6%）；根据首次入院妇科检查和 CT检查结

果统计，肿瘤最小径 3cm，最大径 10cm，中位直径 5cm；腹股沟淋巴结一侧肿大 9例，双侧肿大 7例。

1.2 适形调强放射治疗过程

向患者及家属交代病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取平卧位，双手抱头，背部用盆腹腔体架，腹部用热塑记忆

网体模固定。通过 CT模拟机水平按顺序无间隔以 5mm的层厚扫描病变区域进行定位，将 CT图像传输到三维治

疗计划系统上。由影像医师和妇科主任医师协同根据 CT图像来确定肿瘤的 GTV→CTV→PTV，勾画靶区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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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由放疗中心物理师和妇科主任医师协同验证与实施调强放疗计划。每次 2 Gy，5次/周，2-3周完成，共计

DT20-30Gy。

1.3 手术方式

9例患者行根治性外阴切除+双侧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10例患者行改良根治性外阴切除术+单侧腹股沟淋巴

结清扫术，7例行单纯外阴切除术。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肿瘤消退评价按WHO对实体瘤近期疗效评价标准，一般放疗后两周评价近期疗效。（2）疼痛疗效评价

按WHO疼痛缓解标准。(3)近期并发症：骨髓抑制、消化道、泌尿道症状、放射性膀胱炎，放射性直肠炎，皮肤

反应。(4) 放疗后 2周对患者进行评价，并进一步行手术治疗。(5)术后生存情况: 1、2、3、5年生存情况。

1.5统计学方法

中位数 M=（X8+X9）/2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随访截止 2015年 5月 1日，随访率 100%（26/26）。随访时间 12个月～6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26个月。

2.2 适形调强放射治疗近期疗效及不良反应

肿瘤消退有效率(CR+PR)92.31 %；14例患者疼痛完全缓解，止痛效果好；出现轻微消化道症状 10例(56.25%)，

出现Ⅰ～Ⅱ°骨髓抑制 13例（50%），见表 1。

表 1 外阴癌术前适形调强放射治疗近期疗效及不良反应

Table 1 short-term curative effect and subsidiary reaction of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n vulvar carcinoma preoperative

Item Short-term curative effect and subsidiary reaction

Regression of tumor

preoperative
CR= 9（34.62%） PR= 15（57.69%） SD= 2（7.69%）

Remission of

Aching
CR=14/14（100%）

Degree of bone marrow

depression
Ⅰ～Ⅱ°=13（50%） Ⅲ～Ⅳ°=0（0）

Radiation injury radiocystitis=1（3.85%）
radiation proctitis=1

（3.85%）

radiation-induced skin

reactions =3（11.54%）

2.3 患者术后情况

（1）住院时间 34～40天，中位住院天数 36.5天。（2）术后病理检查结果示：切缘未见癌组织 24例（92.31%）。

（3）术后标本病理检查结果示：单侧腹股沟淋巴结转移 6/10（60%），双侧腹股沟淋巴结转移（6/9）(66.67%)。

（4）按 FIGO（2009年）分期标准行术后病理分期，结果示：I期 10例(38.46%)，II期 10例(38.46%)，III期 6

例(31.25%)。（5）术后并发症：切口愈合不良是最常见的并发症，本组患者共有 3例，发生率 11.5%。会阴切口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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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良 2例，腹股沟切口愈合不良 1例。切口愈合不良的主要因素为感染。(6) 生存情况：26例生存全部超过 1

年，其中 20例生存超过 2年，10例生存超过 3年，2例生存已超过 5年，5年生存率较低，考虑与本研究入组患

者多为中晚期病人，且半数患者随访尚不足 5年有关。

3 讨论

外阴癌早期以手术治疗为主，但临床上大多数病人就诊时，病期已达到中晚期，从而失去了直接手术的机会，

故多数病人需进行放射治疗[3]。常规二维放疗是临床已实行多年的标准放疗技术，由于常规放疗中外阴的正常组

织受量高，治疗期间及治疗后导致严重的放疗并发症，从而影响治疗效果。同时外阴皮肤放射耐受剂量低的限制，

肿瘤局部难以达到所需根治剂量。近期随着放疗技术的改进及适形调强放射治疗技术的成熟，为外阴癌的放疗提

供了新的治疗途径。IMRT是一种将放射技术，放射物理，医学影像和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的全新放疗技术。作

为精确放疗技术，能增加靶区剂量，降低周围正常组织放射剂量，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降低放疗不良反应[4-6]。

有研究人员对 37例病灶较大的外阴癌患者进行术前适形调强放射治疗，结果示局部控制率为 86%，并且避免了盆

腔脏器扩清术，术后病检结果示外阴活检中 42.5%未发现肿瘤。Beriiwal等[7]对 15例外阴癌患者进行治疗，结果

显示，IMRT跟 3DCRT相比，所有病人能耐受治疗，小肠，直肠，膀胱受照射剂量的体积缩小，未见明显严重并

发症，患者的 2年存活率达 100%。研究结果认为，IMRT比 3DCRT有更好的剂量分布，同时可减少小肠、直肠

及膀胱等正常器官的照射剂量，因此 IMRT适形性明显优于 3DCRT[8]。Jhingran 等[9]研究认为，利用 IMRT可降

低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受量，同时提高靶区的照射剂量，从而减轻皮肤以及正常组织的放疗反应，提高近期疗效，

因此 IMRT可视为治疗外阴癌的有效方法，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目前国内关于外阴癌术前调强放疗报道较少。2007年起我们对局部肿瘤大的中晚期外阴癌患者术前行 IMRT

治疗，再根据患者治疗后的情况选择相应的手术治疗方式，并进行定期观察及随访。我们认为其意义在于（1）开

始时外阴肿瘤体积大，手术切除范围大，手术不便切除干净，行适形调强放射治疗，易于勾画靶区，调强放疗总

DT20-30Gy后肿瘤明显缩小，再行手术治疗，手术切除范围减缩，可保留肛门及尿道等器官，减少盆腔脏器的切

除，同时提高手术切净率。（2）术前调强放疗比常规放疗，外阴局部不良反应小，肿瘤消退满意，术前待床时间

短，患者耐受性好。（3）患者能够接受相关费用。

对患者术后情况进行分析，术后病理结果示，患者术后临床分期比术前提前，腹股沟淋巴结转移率下降，手

术切净率上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对患者进行随访，最长随访时间为 5年，1年生存率 100%；全部入组患者

5年生存率尚需继续随访观察。

总之，对中晚期外阴癌患者术前施行 IMRT除了可获得缩小肿瘤，减轻患者症状，提高切净率，可保留尿道、

肛门等器官，减少盆腔脏器的切除，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外，还可缩短术前待床时间，减少放疗不良反应，从而获

得满意的近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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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汉族宫颈癌血清 VEGF-C、D 水平与淋巴结

转移及放疗后复发相关性研究

杨 杰，张泽高，阿依古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乌鲁木齐，830001）

[摘要]目的：探讨新疆维、汉宫颈癌血清 VEGF-C、D亚型水平与淋巴结转移及放疗后淋巴结复发的相关性。方法：

纳入 50例行根治性放化疗的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采集血液标本，行根治性放化疗，并进行 1年期随访，ELISA

法检测血清 VEGF-C、D亚型水平，分析治疗前 VEGF-C、D与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以及治疗后 VEGF-C、D与

淋巴结复发的相关性。结果：治疗前无淋巴结转移 35例，一级淋巴结转移 11例，二级淋巴结转移 4例，血清 VEGF-C

分别为 144.43±26.55pg/ml，287.85±96.39pg/ml，418.65±148.50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9.30, P=0.000），

血清 VEGF-D分别为 2363.56±562.46pg/ml，2289.3±538.29pg/ml，2295.29±277.49pg/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94,

P=0.91）。治疗后无淋巴结复发或转移 39例，淋巴结复发或转移 11例，两组患者在治疗前血清 VEGF-C分别为

172.45±139.18 pg/ml，305.79±192.34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57, P=0.013） ,在治疗后 VEGF-C 分别为

157.19±99.38pg/ml,327.91±187.42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65, P<0.001）,而 VEGF-D在治疗前后均无统计

学差异。结论：血清 VEGF-C水平与宫颈癌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测定其血清含量有助于宫颈癌治疗前阳性淋巴

结的辅助诊断，以及放疗后淋巴结复发的判定。而 VEGF-D水平与淋巴结转移无明确关系。

[关键词]宫颈癌；放射治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C；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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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VEGF-C、D level with lymph metastasis

before and afer radiotherapy in Xinjang Uygur and Han cervical cancer
Yang Jie, Zhang Ze-gao, Ayigul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Urimq，83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VEGF-C、D level with lymph metastasis before and afer

radiotherapy in Xinjang Uygur and Han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 A total of 50 cases of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ere recruited,and the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well conserved.All the patients were experienced

radical chemotherapy, and a one-year follow-up.Then the serum VEGF-C, D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heatment were

detected by ELISA assay.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VEGF-C、D level with lymph metastasis before and afer radiotherapy

were analyzed.Results：Before treatment, 35 cases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 11 cases with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 4 cases with non-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e serum VEGF-C were 144.43± 26.55pg/ml,287.85±96.39

pg/ml, 418.65±148.50pg/ml，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F=49.30, P=0.000).There were 39 cases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11 case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fter theatment,the serum VEGF-C were

172.45±139.18 pg/ml ， 305.79±192.34 pg/ml before theatment,and 157.19±99.38pg/ml,327.91±187.42 pg/ml after

theatm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er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VEGF-D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Conclusions ： Serum levels of

VEGF-C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measure serum VEGF-C levels will be beneficial

for the diagnosi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to cancer before treatment, as well as determining lymph node recurrence after

radiotherapy. The VEGF-D levels with no clear relationship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Keywords]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C；Lymph node metastasis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一种促进血管发生和血管和淋巴微管形成

的蛋白，其在肿瘤的形成、生长、侵袭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 VEGF主要有五种亚型：VEGF-A、VEGF-B、

VEGF-C、VEGF-D和 PIGF。通常所称的 VEGF即是指 VEGF-A，是表达量最高、研究最多的 VEGF。VEGF-C、

VEGF-D是两种参与淋巴微管形成密切相关的蛋白，目前研究认为过度表达与肿瘤早期微病灶淋巴转移有关。本

研究探讨血清 VEGF-C、VEGF-D水平与宫颈癌淋巴结转移以及放疗后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纳入 2013年 3月至 2014年 3月在我院行放射治疗和随访的维吾尔族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 25例，汉族 25例。

其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 29 例，中分化鳞状细胞癌 10例，高分化鳞状细胞癌 11 例。按国际妇科联盟（FIGO）2009

年修订的子宫颈鳞状细胞癌临床分期标准 Ib2期 14例，Ⅱa2-Ⅱb期 23例，Ⅲa-Ⅲb期 13例。年龄 30-70岁，中位

年龄 65岁，KPS评分大于 70分。疗前无淋巴结转移 35例，一级淋巴结转移，即宫旁、宫颈旁、髂内、髂外、骶

前、髂总、闭孔淋巴结转移 11例，二级淋巴结转移，即腹股沟深、浅、腹主动脉旁转移 4例。

1.2 基线资料的采集

所有纳入对象常规妇检，进行血常规、肝肾功能、肿瘤标记物 SSC检测，并行盆腔增强核磁、腹膜后增强

CT、浅表淋巴结 B超，按 FIGO标准分期，采集全血样本，离心后取血清-20℃低温保存。记录转阳性区域及数目。

其中阳性淋巴结诊断标准：核磁和 CT测量短径大于等于 1.0厘米，或 B超探测淋巴结皮髓质界限消失，可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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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信号。

1.3 治疗方法

所有入组患者均行根治性盆腔大野照射±腔内治疗及同步化疗，化疗采用顺铂周疗，40-50mg/m2,4-6周期。盆

腔大野照射采用适形调强技术，腔内放疗采用高剂量率锎-252后装机。盆腔外照射剂量为45-50Gy，后装剂量为10Gy/

次，共 4次。

1.4 随访

治疗后第 3、6、12个月随访，疗后 1年随访患者全部存活，局部复发或淋巴结转移患者 11例，其中局部复

发 3例，淋巴结转移 8例。除常规随访内容外，行盆腔 CT/MRI以及浅表淋巴结检查是否有淋巴结复发。采集血

液样品，用 ELISA法检测 VEGF-C、VEGF-D的含量。

1.5 实验方法

采用 ELISA法检测血清 VEGF-C、VEGF-D的含量，ELISA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

1.6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7处理，计数资料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疗前不同分期、不同民族患者血清 VEGF-C、VEGF-D 的比较 见表 1

表 1 疗前不同分期患者血清 VEGF-C、VEGF-D的比较 (单位：pg/ml)

民族 分期

汉族 维族 t P Ⅰb2期 Ⅱa2-Ⅱb期 Ⅲa-Ⅲb期 F P

n 25 25 14 23 13

VEGF-C 134.25±98.34 147.18±111.51 0.43 0.67 101.04±74.09 117.73±98.21 307.93±102.95 21.39 <0.001

VEGF-D 2151.12±341.32 2315.47±421.34 1.52 0.14 2109.41±483.16 2352.04±650.72 2202.38±490.25 0.84 0.44

随着临床分期的增加，患者血清 VEGF-C水平逐渐增高，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2.74，P<0.001）,

但血清 VEGF-D水平无显著差异（F=0.724，P=0.442）。 汉族、维族血清 VEGF-C/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疗前淋巴结转移与血清 VEGF-C、VEGF-D 的关系 见表 2

表 2不同淋巴结转移程度患者治疗前血清 VEGF-C/D的比较 (单位：pg/ml)

淋巴结转移区域 n VEGF-C VEGF-D

无淋巴结转移 35 144.43±26.55 2363.56±562.46

一级淋巴结转移 11 287.85±96.39 2289.3±538.29

宫旁、宫颈旁、髂内、髂外、骶前、髂总、闭孔

二级淋巴结转移 4 418.65±148.50 2295.29±277.49

腹股沟深、浅、腹主动脉旁

F 49.30 0.094

P 0.000 0.91

在治疗前无淋巴结转移患者，血清 VEGF-C 含量均值为 144.43±26.55，一级淋巴结转移患者为

287.85±96.39pg/m，二级淋巴结转移为 418.65±148.50pg/m，呈明显递增趋势，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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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血清 VEGF-D水平，在无淋巴结转移患者、一级、二级淋巴结转移患者三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F=0.09，P=0.91）

3.3 疗后淋巴结复发或转移与治疗前后 VEGF-C、VEGF-D 的关系 见表 3

表 3 放疗后淋巴结复发或转移治疗前、后 VEGF-C、VEGF-D对比 (单位：pg/ml)

放疗后淋巴结转移或复发 n 治疗前 VEGF-C 治疗前 VEGF-D 治疗后 VEGF-C 治疗后 VEGF-D

无局部复发或淋巴结转移 39 172.45±139.18 2127.25±897.56 157.19±99.38 2256.43±982.65

有局部复发或淋巴结转移 11 305.79±192.34 2367.81±1021.14 327.91±187.42 2476.12±1103.21

t 2.57 0.76 4.065 0.64

P 0.013 0.44 0.000 0.63

放疗后 1年随访有 11例患者出现局部复发或淋巴结转移，其疗前血清 VEGF-C水平为 305.79±192.34pg/m，

明显高于无复发和转移患者 172.45±139.18pg/m（t=2.57, P=0.013）;同样，疗后血清 VEGF-C水平在复发和淋巴结

转移患者组也明显高于无复发和转移组（P<0.001）。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57,0.78）。

在疗前疗后，血清 VEGF-D水平，在无局部复发或淋巴结转移组与有局部复发或淋巴结转移组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44,0.63）。

3 讨 论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居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第 2位,新疆

维吾尔族宫颈癌的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死亡率居全国首位，并且近年来新疆宫颈癌的发病患病率一直呈上

升趋势。尽管近年来宫颈癌的治疗方式和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局部复发和转移仍然是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一种促进血管发生和血管和淋巴微管形成

的蛋白，其在肿瘤的形成、生长、侵袭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类VEGF主要有四种亚型：VEGF-A、

VEGF-B、VEGF-C、VEGF-D和PIGF。

众多的研究表明，VEGF-C是一种促淋巴微管形成因子，我们知道，乳腺癌手术和放疗后的淋巴水肿是一种

极难处理的临床问题，目前并无有效的治疗方法，Schindewolffs L等通过大鼠实验，发现移植淋巴结碎片加上注

射 VEGF-C可明显增强淋巴微管的重连和恢复，认为 VEGF-C可能是治疗继发性淋巴水肿的重要方法。

VEGF-C与肿瘤密切的关系，Branca等[1]的研究显示，VEGF-C的表达量与宫颈鳞状上皮癌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王新玲[2]对新疆维吾尔族宫颈癌患者血清VEGF-C进行检测，VEGF-C在宫颈鳞癌和CIN患者中明显增高，并且与

临床分期、肿瘤的大小及淋巴结转移呈显著相关。本项研究的结果也显示血清VEGF-C的含量与宫颈癌的临床分期

密切相关。

然而，目前关注最多的研究是VEGF-C与肿瘤的淋巴结转移的关系，并且这些研究结论一致认为VEGF-Ｃ与肿

瘤淋巴结相关。Zhang Y[3],对66例非小细胞肺癌及部分肺良性肿瘤进行血清VEGF-C检测，并通过PET-CT，CT等

检测淋巴结转移，发现采用血清VEGF-C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达65.0%，特异性达72.2%，认为血清VEGF-C水

平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有无淋巴结转移的重要参考。Yang Z[4] 等的研究，VEGF-C和VEGF-D在食管癌组织中的表

达显著高于癌旁组织，有淋巴结转移的食管癌患者VEGF-C和VEGF-D的表达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患者，提示

VEGF-C和VEGF-D的高表达可能是食管癌淋巴结转移相关。DeMei M[5]等的研究, VEGF-C mRNA 与早期宫颈癌

根治性手术的术后淋巴结复发以及5年生存率明显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VEGF-C mRNA的高表达是淋巴结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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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独立预测因子。在本项研究中，对宫颈癌患者治疗前血清VEGF-C/D进行检测，发现VEGF-C与淋巴结转移级

别存在明显相关性，而VEGF-D并无这种相关性。并且，在治疗后1年随访有淋巴结转移和无淋巴结转移两组患者

之间比较，治疗前、治疗后VEGF-C均存在差异，有淋巴结转移组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而VEGF-D在两组之

间，治疗前后比较均无差异。

VEGF-C是如何导致淋巴结转移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Wang CA[6] 的研究结果显示VEGF-C在三阴乳腺癌

（claudin-low亚型）中高表达导致肿瘤进展，其机制不仅通过淋巴管微管的形成，而且还通过调节肿瘤初始细胞，

对活性氧的反应，认为Nrp2是VEGF-C的受体，调节Sod3的表达从而改变肿瘤细胞对氧化应激的反应。Su CM [7]

的研究表明，VEGF-C通过Scr介导的下调miR-326上调皮动蛋白（CTTN）的表达，从而增强食管癌细胞的转移和

侵袭能力。Omoto I[8]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119例食管鳞癌患者病理切片中VEGF-C,，VEGFR-3，以及淋巴微管密

度（MLVD），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并且VEGF-C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淋巴侵袭具有显著相关

（P<0.0001），联合表达VEGF-C 和 VEGFR-3预示着高的MLVD和较差的预后，VEGF-C/VEGFR-3轴可能是肿瘤

淋巴转移的机制。

无论机制如何，检测血清VEGF-C水平，对宫颈癌治疗前淋巴结转移的评估，以及放化疗后淋巴结复发的预测，

可能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血清VEGF-D水平与淋巴结转移并无明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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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rehensively compare the 3-dimensional (3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guided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BT) and conventional 2-dimensional (2D) point A-based

intracavitary BT planning for cervical cancer with regard to target coverage and doses to adjacent organs-at risk (OARs).

Methods：A total of 79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first treated with 2D point A-based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 and then with high-dose-rate (HDR) BT between October 2011 and April 2013 at the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The 2D and 3D treatment planning we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target coverage and doses to bladder, rectum and sigmoid colon. Results： In small tumors, 3D BT planning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higher doses to target but lower doses to OARs compared with 2D planning (P<0.05). In big and

eccentric tumors, doses to tumor target and OARs in 3D planning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2D planning

(P<0.05). However, for the eccentric small tumors, volume doses to OARs in 3D planning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2D planning (P<0.05). For bladder and ureter tissues invaded by tumors, the doses to target in 3D plann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2D planning (P<0.05). In 3D planning, the doses to adjacent rectum and bladd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but those to sigmoid colon were lower than in 2D planning (P<0.05). Conclusions ： 3D MRI

image-guided BT planning increases the dose coverage of target and reduces the HDR-BT- induced toxicity to OARs.

[Keywords]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Cervical cancer； Dosimetry；Organs at risk；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oint A

盆腔照射骨髓损伤的影像学认识与辐射剂量调整的研究

刘 孜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放疗科妇瘤专业，（西安）

1 研究背景

放射治疗是盆腔肿瘤如宫颈癌、宫内膜癌、直肠癌等的重要治疗手段，约 40-70%的患者在肿瘤治疗的不同时

期，因不同的治疗目的需要接受盆腔放射治疗。近十年来，放疗多角度精准照射技术的进步已使过去盆腔前后对

穿野治疗时严重的直肠膀胱副反应明显降低，但骨盆也因此接受了较过去更加明显的辐射剂量。

成年人体大约 50%的造血功能存在于骨盆的不规则扁骨中，这些具有造血功能的红骨髓对辐射损伤敏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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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功能下降导致的血液毒性反应是盆腔放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1, 2]。骨髓的再生修复能力与其接受的辐射剂量

和体积有密切关系[3, 4]， Rose等研究发现人体骨髓≥95%体积接受 10Gy射线照射出现 3度白细胞减少的比例要比

＜95%体积时明显升高[5]。骨髓的放射性损伤可能引起骨髓干细胞凋亡和间质损伤，使造血能力显著下降；且随放

射剂量的增高，可能出现骨髓的永久性损伤[6]。另外，目前国际规范的多种肿瘤的根治性治疗都包括同步放化疗，

药物的毒性反应更加剧了骨髓受到的伤害。在同步放化疗的患者中超过 60%的人会发生严重的急性血液毒性反应[7,

8]。减少骨髓的照射显然有益于降低血液学毒性的发生几率及严重程度，有利于放射治疗及/或同步放化疗计划的

完成。

放射性骨损伤的主要受损部位是骨组织和骨髓，骨髓损伤的本质为造血细胞损伤及脂肪化。动物实验显示照

射后早期，骨髓组织增生减低，造血细胞减少，在照射后 1周髓腔内脂质含量显著升高，2-4周逐步下降，4-8周

趋于平稳，8-18周呈显著升高趋势；髓腔内水含量于第 1周显著下降，第 2周明显升高，2-12周趋于平稳，稍有

下降，12-18周后呈逐步下降趋势。尽管骨髓的造血功能障碍表现出特征性的骨髓病理和影像学改变，但是这些分

子水平的早期变化尚不能引起明显的骨形态学异常，常规 CT和 X线平片很难发现其变化。而骨髓MRI成像主要

依赖于骨髓中水和脂肪的氢质子相对弛豫时间不同而产生的对比度，因此当骨髓内的脂肪和水成分发生改变的时

候，MRI即成为一种较为敏感的检测手段，并且能进行定量分析[9-11]。统计分析与此相对应的辐射剂量，对于放

射性骨损伤的监测、预测及随访可能产生重要意义[12,13 ]。

CT扫描定位是目前全球通用的标准放射治疗定位手段[14]，但是 CT对于骨髓的辨识因为成像原理不同而明显

差于MRI。MRI作为盆腔肿瘤最重要的检查手段，在显示软组织空间结构的关系上比 CT 有优势，能较好地显示

肿瘤与周围器官的相互关系[15]，因而，当代新型三维治疗计划系统大都具有将 CT 和MRI图像融合的功能。本课

题拟在既往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应用国外目前推荐的骨髓勾画标准，以融合的 CT、MRI图像，比较二者对

骨髓认识的不同和勾画体积的差别，并通过放射治疗中及结束后不同时间点，动态观察MRI骨髓损伤的变化，寻

找其影像学规律，探索调整盆腔骨髓受照射剂量，明晰骨髓损伤程度与造血功能恢复时间的关系，并且了解骨髓

功能损伤对近期、远期疗效的影响，为今后改进和完善盆腔肿瘤放射治疗技术，减轻骨髓放射损伤提供更加有效

的帮助。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研究目的：

（１）明确应用 CT、MRI对于勾画盆腔骨髓体积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大小；

（２）探索MRI检测盆腔骨髓受辐射剂量影响的变化规律；

（３）明晰盆腔骨髓造血能力因放射治疗损伤的程度和恢复的时间；

（４）了解骨髓放射损伤与盆腔肿瘤放疗后近期、远期疗效之间的关系；

（５）设计减少骨髓受照射体积并降低受照射剂量的盆腔肿瘤放射治疗计划，并进行相应的临床应用观察。

研究意义：

在既往长期从事放射物理和生物学研究并逐渐深入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影像学和临床观察角度了解盆腔放射

治疗与骨髓放射损伤及造血功能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盆腔肿瘤放射治疗前后准确判断和处理骨髓毒副反应提供更

有效的帮助；通过找寻在MRI表现的盆腔骨髓受辐射剂量影响的变化规律，设计降低骨髓放射损伤的放疗计划，

以更好地保护盆腔骨髓功能，提高盆腔肿瘤放疗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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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路线

4 入组标准

入组标准：确诊盆腔肿瘤，包括宫颈癌、宫内膜癌、前列腺癌、直肠癌等；血常规显示无贫血或粒细胞计数

异常；心电图、胸片及肝肾功能检测无明显异常，预计可顺利完成盆腔放疗，放疗技术为盆腔三维适形或调强放

射治疗，放疗剂量达 40-50Gy；依从性好，可按时复诊。

排除标准：既往行盆腔放疗，或放疗前已接受静脉化疗者；有近期盆部外伤史者；有静脉血栓者；存在其他

肿瘤或骨转移瘤者；有血液病史者。

5 预期结果和评价指标

（１）明确应用 CT、MRI对于勾画盆腔骨髓体积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大小；

（２）探索MRI盆腔骨髓受辐射剂量影响的变化规律；

（３）了解盆腔骨髓造血能力因放射治疗损伤的程度和恢复的时间；

（４）了解骨髓放射损伤与盆腔肿瘤放疗后近期、远期疗效之间的关系；

（５）设计减少骨髓受照射体积并降低受照射剂量的盆腔肿瘤放射治疗计划，并进行相应的临床应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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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行性分析

肿瘤放疗科是西北最早的专业肿瘤放射治疗单位，建科 60余年来，每年收治盆腔肿瘤放疗患者逾 500例，

拥有专业放疗医师 30名，物理师 6名；与影像学科有着长期积极、默契的合作关系，共同进行并完成过包括“妇

科肿瘤近距离治疗MRI与 CT定位关系的研究”等多个课题。两科室均拥有全套世界先进水平的诊断、治疗设备。

申请人现为肿瘤放疗科妇瘤专业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近距离治疗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陕西省医学会放射肿瘤治

疗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妇科肿瘤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30余年从事肿瘤放射及综合治疗临

床研究，近五年注册宫颈癌相关国际临床试验 2项，参与美国注册研究 1项，有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发表多篇

SCI收录论文，多项临床研究在国际、国内受到关注和肯定，并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等奖各一项。

本项目组成员由肿瘤放疗医师、物理师和影像科医师共同组成。保证本课题能够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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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神经侵犯与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田 男，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研究探讨宫颈癌周围神经侵犯（PNI）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9-2014年 413例（IB—IIB

期）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研究宫颈癌神经侵犯与其他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及其对宫颈癌预后的

意义。结果：宫颈癌神经侵犯的患者共有 33例，其与淋巴结转移阳性、肿块≥4cm、宫旁侵犯以及脉管癌栓均显

著相关（P＜0.05）。PNI阳性组的 5年无复发生存率 76.7%明显低于阴性组 84.6%，且差异显著（P=0.048）；PNI

阳性组与阴性组的 5年生存率分别为 70.6%和 79.9%，但无显著性差异（P=0.383）。Cox多因素分析显示，神经侵

犯不是影响宫颈癌术后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P＞0.05）。结论：宫颈癌神经侵犯降低患者 5年无复发生存率，

但其不能作为判断宫颈癌预后的独立指标。

[关键词]宫颈癌；神经侵犯；预后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rineural Invasion and

Pro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ineural invasion(PNI) and pro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413 cases (IB-IIB period)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radical

hysterectomy from 2009 to 2014.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ineural invasion and clinical pathological parameters,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pro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were investigated.Results: Patients with perineural invasion total of 33

cases. Perineural invasion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lymph node metastasis, tumor ≥4cm, parametrial invasion and

vascular invasion (P<0.05). 5-year-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ate of PNI-positive group76.7%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egative group84.6%,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48); The 5-year-survival-rate of PNI-positive group

and negative group were 70.6% and 79.9%,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383). Cox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perineural invasion was not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th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postoperative (P> 0.05).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perineural invasion reduce 5-year-recurrence-free survival, but it can

not serve 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of pro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Keywords] Cervical cancer；Perineural invasion；Prognosis

宫颈癌是全球 65岁以上的女性由于妇科肿瘤死亡的第二大原因[1] 。宫颈癌的预后与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

肿块大小等病理特征密切相关[2-4]，然而近些年的研究发现神经侵犯（PNI）与宫颈癌的预后也存在相关性[17]。神

经侵犯（PNI）首次在头颈恶性肿瘤中发现[5]，随后在胰腺癌、直肠癌、前列腺癌以及胆道癌等的研究中，均存在

PNI，并显示 PNI可做为一个重要预后不良的指标[6-8]。目前对于宫颈癌神经侵犯的研究较少，我们通过对宫颈癌

根治术后存在神经侵犯患者的病理及预后进行分析，探究宫颈癌神经侵犯在临床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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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9-2014年接受宫颈癌根治术治疗的 413例患者，依照国际妇产科联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分期，患者均为ⅠB-ⅡB期，年龄 23～77岁，平均

年龄为 50岁，组织学分型包括鳞癌、腺癌、鳞腺癌、腺鳞癌及小细胞癌。所有患者均有完整的临床资料，包括一

般情况、病理诊断、肿瘤分期、治疗方式和生存情况。患者复发是通过 CT、MRI、胸片以及 PET-CT等影像学检

查判定。

1.2 方法

对患者的预后进行随访：随访通过电话随访及门诊复查，术后第一年内每 3个月随访一次，以后每 6个月随

访一次。413例研究对象均具有完整的随访资料，随访时间为 1-66.5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21个月。将研究对象

的一般资料及病理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将年龄、组织分型、淋巴结转移、肿块大小、宫颈侵润深度、宫旁侵犯、

神经侵犯、脉管癌栓、切缘阳性等信息均纳入临床研究模型中。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用χ2检验或 Fisher确切概率法了解宫颈癌神经侵犯与其他临床病理

特征之间的关系。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行 log-rank检验，无复发生存时间（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定义为手术至首次复发的时间；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定义为手术至患者死亡或最后随

访的时间。采用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预后因素，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宫颈癌神经侵犯与其他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例(%) ]

一般资料 PNI阳性 PNI阴性 P值

年龄 49.18±9.272 50.07±9.739 0.809

组织分型 0.761

鳞癌 28 (84.8%) 334 (87.9%)

腺癌 3 (9.2%) 29 (7.6%)

磷腺癌 0 (0.0%) 2 (0.5%)

腺鳞癌 1 (3.0%) 12 (3.2%)

小细胞癌 1 (3.0%) 3 (0.8%)

淋巴结转移 0.010

阳性 11 (33.3%) 60 (15.8%)

阴性 22 (66.7%) 320 (84.2%)

肿块大小 0.039

≥4cm 9 (27.3%) 51 (13.4%)

＜4cm 24 (72.7%) 329 (86.6%)

宫颈侵润深度 0.266

≥2/3 24 (72.7%) 238 (62.6%)

＜2/3 9 (27.3%) 14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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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旁侵犯 0.007

阳性 7 (78.8%) 25 (6.6%)

阴性 26 (21.2%) 375 (93.4%)

脉管（LVSI） <0.001

阳性 21 (63.6%) 54 (14.2%)

阴性 12 (36.4%) 326 (85.5%)

切缘 0.332

阳性 2 (6.1%) 7 (1.8%)

阴性 31 (93.9%) 373 (98.2%)

分期 0.062

IB 5 (15.2%) 105 (27.6%)

IIA1 16 (48.5%) 122 (32.1%)

IIA2 8 (24.2%) 61 (16.1%)

IIB 4 (12.1%) 92 (24.2%)

分化程度 0.960

高分化 1 (3.0%) 13 (3.4%)

中分化 28 (84.8%) 315 (82.9%)

低分化 4 (12.2%) 52 ( 13.7%)

2 结果

2.1 宫颈癌神经侵犯 PNI 与其他病理特征的关系

413例宫颈癌患者中，神经侵犯患者总数为 33例，约占 8.0%。PNI阳性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49.18±9.27岁，PNI

阴性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0.07±9.74岁（P=0.809）。

与宫颈癌神经侵犯发生相关的病理学特征：淋巴结转移阳性（P=0.01）、肿块≥4cm(P=0.039)、宫旁侵犯(P=0.007)

均显著相关，其中脉管癌栓与 PNI的发生相关性最显著（P＜0.001）,PNI阳性患者中，脉管癌栓占 63.6%（21/33）,PNI

阴性患者中脉管癌栓仅占 14.2%（54/380）。而切缘阳性与 PNI的发生没有显著相关性（P=0.332）,此外 PNI的发

生与宫颈侵润深度≥2/3（P=0.266）、组织分型（P=0.761）、肿瘤分期（P=0.062）及分化程度（P=0.960）也无显著

相关性。结果显示 PNI与影响宫颈癌预后的高危因素密切相关。见表 1。

2.2 神经侵犯 PNI 对宫颈癌的生存影响

Kaplan—Meier 曲线显示 PNI阳性组 5年无复发生存率 76.7%明显低于阴性组 84.6%，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48）。PNI阳性组与阴性组的 5年生存率分别为 70.6%和 79.9%,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383）。见

图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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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NI与宫颈癌根治术患者预后的关系

表 2 PNI阳性与阴性组的 5年生存率及 5年无复发生存率情况

5年生存率 P 值 5年无复发生存率 P 值

PNI阳性 70.6% P=0.383 76.7% P=0.048

PNI阴性 79.9% 84.6%

2.3 预后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期别、术后辅助治疗、淋巴结阳性、宫颈侵润深度、切缘阳性、宫旁侵犯、脉管癌栓均影

响患者 RFS和 OS。COX多因素分析显示：期别、淋巴结转移阳性以及脉管癌栓均为影响患者 OS的独立预后因

素；术后辅助治疗、淋巴结转移阳性、宫旁侵润均为影响患者 RFS的独立预后因素。而宫颈癌神经侵犯在多因素

分析中则未显示其为影响患者 OS及其 RFS的独立预后因素。见表 3、表 4。

表 3宫颈癌患者预后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RFS OS

OR(95%CI) OR(95%CI) P

年龄 0.99(0.96~1.03) 0.824 1.01(0.97~1.05) 0.610

期别 1.40(1.05~1.88) 0.022 1.73(1.23~2.43) 0.002

术后辅助治疗 7.51(2.65~21.23) ＜0.001 3.90(1.49~10.20) 0.006

组织分型 1.28(0.90~1.82) 0.171 1.33(0.91~1.92) 0.137

分级 1.85(0.89~3.87) 0.103 0.71(0.29~1.72) 0.446

肿块大小 1.48(0.67~3.26) 0.332 2.02(0.89~4.58) 0.094

淋巴结阳性 5.53(2.87~10.64) ＜0.001 6.07(2.96~12.47) ＜0.001

宫颈侵润深度 2.52(1.05~6.06) 0.039 0.83(0.40~1.75) 0.627

切缘阳性 5.86(1.39~24.64) 0.016 6.75(1.59~28.62) 0.010

宫旁侵犯 4.55(2.07~10.01) ＜0.001 4.21(1.70~10.41) 0.002

PIN 2.26(0.99~5.16) 0.054 1.53(0.58~4.01) 0.386

脉管癌栓 3.48(1.82~6.73) ＜0.001 3.18(1.54~6.56)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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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宫颈癌患者预后的 COX多因素分析

因素
RFS OS

OR(95%CI) P OR(95%CI) P

年龄 1.01（0.97~1.05） 0.606 1.01（0.97~1.05） 0.621

期别 1.15（0.83~1.61） 0.396 1.61（1.05~2.45） 0.029

术后辅助治疗 3.84（1.17~12.60） 0.027 1.14（0.34~3.90） 0.829

组织分型 1.26（0.87~1.82） 0.229 1.19（0.81~1.76） 0.375

分级 1.60（0.72~3.54） 0.249 0.34（0.12~1.02） 0.054

肿块大小 0.91（0.37~2.23） 0.833 2.39（0.87~6.54） 0.090

淋巴结阳性 2.52（1.15~5.52） 0.022 3.97（1.56~10.09） 0.004

宫颈侵润深度 1.68（0.65~4.37） 0.288 0.61（0.27~1.40） 0.242

切缘阳性 1.62（0.34~7.71） 0.548 3.75（0.72~19.45） 0.116

宫旁侵犯 2.69（1.08~6.66） 0.033 1.80（0~.62~5.21） 0.281

PIN 0.78（0.28~2.16） 0.632 0.83（0.27~2.58） 0.745

脉管癌栓 1.84（0.86~3.92） 0.116 2.97（1.21~7.26） 0.017

3 讨论

Leibig C等研究者将 PNI定义为肿瘤细胞存在于神经的周围，并至少累及神经周径的三分之一，或肿瘤细胞

侵犯神经鞘膜层，包括神经外膜、神经鞘膜和神经内膜 [9-10]。目前一系列的研究认为 PNI是独立于淋巴、血液系

统转移的又一转移途径，同时研究证实：神经外膜中无淋巴管组织，因此肿瘤神经侵犯是独立于淋巴脉管间质侵

润（LVSI）的又一病理特征[11-12]。关于 PNI发生机制的研究认为：PNI发生的一个关键因素为轴突迁移，轴突的

生长需要一些神经营养素作用，包括神经生长因子（NGF）、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向神经素-3（NT-3）、

NT-4、NT-5等[13]。同时有研究认为集落刺激因子及趋化因子在 PNI的发生发展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造血集落刺

激因子（G-CSF and GM-CSF）存在于胰腺癌组织细胞中，并发现瘤内神经细胞可表达其受体（G-CSFR and

GM-CSFRa）[14]；胰腺癌组织细胞中的趋化因子受体（CX3CR1）表达量增加，趋化因子（CX3CL1）主要来源于

神经原、神经纤维及激活的内皮细胞,而 CX3CR1并不在正常胰腺上皮细胞中表达 [15]。但到目前为止对宫颈癌 PNl

发生分子机制的研究还尚未明确。

PNI已作为胃癌、胰腺癌、结直肠癌、胆管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重要的一个病理特征，且其已成为胰腺

癌和胃癌患者不良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目前对于 PNI是否可以作为判断宫颈癌预后的独立因素还存在一定的

分歧。Memarzadeh S[16]等在 2003年的研究中发现，PNI复发的风险比肿块≥4cm的患者高 2倍。同时 Horn LC等[17]

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PNI在宫颈癌的预后评价中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然而，2011年 Elsahwi KS

等[18]对 192例宫颈癌病人的病理分析中发现，PNI阳性与阴性组在 5年无复发生存率和 5年生存率的研究中无显

著差异性。此外 2013年 Hyun Chul Cho等[19]对 185例行根治性子宫切除及盆腔淋巴结清扫的患者进行临床病理研

究分析显示 PNI阳性组的 5年生存率及 5年无病进展生存率与阴性组均无差异性（P=0.346,P=0.292），且该研究

表明 PNI尚不能作为一个评估宫颈癌预后的独立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PNI阳性组与阴性组的 5年无复发生存

率存在显著差异（P=0.048），但 5年生存率在 PNI阳性与阴性组中无明显差异（P=0.371），且 PNI也同样不能作

为判断宫颈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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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有研究表明 PNl与肿块大小、肿瘤分期、宫旁侵润、基质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阳性等病理指标有显著

相关性，[16，18]且 PNI阳性患者较阴性患者淋巴结转移更多，肿块更大，基质侵润更深，同时更容易发生淋巴血管

间质侵润（LVSI）[19]。 本研究显示，神经侵犯的发生与淋巴结转移阳性、肿块≥4cm、宫旁侵犯以及脉管癌栓均

显著相关（P＜0.05）但与切缘阳性、宫颈侵润深度≥2/3、组织分型、肿瘤分期、分化程度无明显相关性（P＞0.05）。

提示 PNI与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密切相关，这进一步证实了 PNI可作为预测宫颈癌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

综上所述，PNI是独立于淋巴、血液系统转移的又一转移途径，其发生与多种肿瘤的预后相关，但与其相关

的发生机制尚未明确。宫颈癌 PNI的发生与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密切相关，且对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存在影响，相

关的深入研究极其重要，有望很大程度的改善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并能指导宫颈癌患者的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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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抑郁、焦虑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祁小丽，杨 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目的：探讨盆腔恶性肿瘤患者中抑郁、焦虑的发病特点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 Zung 抑郁自评量表（SDS）、

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患者一般临床特征调查表对 128例盆腔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数据采集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128例不同类型恶性肿瘤的患者中有抑郁障碍者 87例（67.97%），平均得分（62.61±6.97）分。有焦虑症者 38例

(29.69%)，平均得分（58.84±9.49）分。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性别与抑郁、焦虑发生率无关。经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

因素分析发现，抑郁、焦虑的发生率均与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医疗费用来源、临床分期、慢性癌痛呈显著相关

性（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与患者的 KPS评分、日常锻炼不相关。结论： 恶性肿瘤患者中抑郁和焦

虑情绪发生率较高。对于具有老龄、晚期肿瘤、伴有慢性癌痛等因素的患者，需要进行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干预，

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肿瘤治疗依从性。

[关键词]恶性肿瘤；抑郁；焦虑；相关因素

Pelvic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xiety,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onset of pelvic malignant tumor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xiety,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factors. Method：The Zung depression self rating scale (SDS), self-evaluation of anxiety scale (SAS) and the

general clinical features questionnaires to 128 patients with pelvic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for data acquisit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Of 128 cas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malignant tumor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in 87

cases (67.97%), the average score (62.61±6.97).Anxiety 38 cases (29.69%), with an average score (58.84±9.49).Pelvic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gender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By 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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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any factors, found that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atients' age, culture level, source of medical

costs, clinical stage, chronic pain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Compared with patients KPS score, daily exercise is not relevant. Conclusion：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is higher.With aging, patients with advanced tumors, accompanied by the factors

of chronic pain, nee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spects of the interven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tumor treatment adherence.

[Key words]Malignant tumor；Depression；Anxiety；Related factors

VEGF 基因启动子区 rs699947 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宫颈癌放疗近期疗效相关性

张泽高，杨 杰，普拉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 目的：探讨 VEGF基因启动子区-2578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rs699947）C/A变异与宫颈癌放疗近期疗效及

放疗毒副反应之间的关系。方法：52例经过病理证实的的Ⅰb2-Ⅲb期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接受标准外放疗加锎

252中字后装加顺铂同步治疗，治疗前采集全血标本，离心后血清采用 ELISA法检测 VEGF含量，血细胞提取基

因组 DNA，特异性引物 PCR扩增 VEGF基因启动子区片段，采用基因测序法检测 SNP-rs699947基因突变情况，

对入组病例进行 1年期随访，分析 rs699947基因型与血清 VEGF含量的相关性，以及与近期疗效、放疗副反应之

间的相关性。结果：在全部样本中，VEGF-rs699947 AA型 6例，CC型 20例，AC型 26例。AA型组、C/C型组、

AC型组血清 VEGF水平分别为(231.71±72.12)μg/L 、(372.45±129.14) μg/L、298.16±99.45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74，t=0.013), C/C型组患者血清 VEGF含量显著高于 AA型组（t=2.53,P=0.018）和 AC型组（t=2.21,P=0.033），

近期疗效比较，AA型组、CC型组、A/C型完全缓解率（CR率）分别为 66.67%（4/6）,40.0%（8/20）,76.92%（20/2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59,P=0.037）。总有效率无明显差异（χ2=2.6,P=0.27），放疗副反应（放射性直肠炎和放射

性膀胱炎）的发生率 CC型组为 20.0%(4/20) 明显低于 AC型组 50.0%(13/26, χ2=4.36,P=0.037）,与 AA型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592, t=1,0.146）。结论：位于 VEGF基因启动子区域-2578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rs699947）

C/A变异与血清 VEGF含量存在明显相关性，CC型明显高于 AC型和 AA型，对放疗近期疗效低于 AC型和 AA

型，但毒副反应发生率教 AC型较低。VEGF基因-2578位点突变可能通过影响 VEGF的表达从而影响宫颈癌对放

疗的敏感性和毒副作用。

[关键词] 宫颈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单核苷酸多态性；放疗疗效

Correlation of SNP-rs699947 in VEGF promoter region

with the short-term effect and toxicity of in cervical caner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Correlation of SNP-rs699947 in VEGF promoter region with the

short-term effect and toxicity of in cervical caner.Methods：52 cases of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cervical squamous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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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 staged Ⅰb2-Ⅲb were included, and all cases received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external radiation therapy

combined californium 252 Brachytherapy with cisplatin chemotherapy.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treatment,then serum VEGF levels was detected by ELISA,and genomic DNA were extracted from blood cell,

Specific primers PCR were used to amplify VEGF gene promoter region fragment,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of

rs699947 from VEGF were detected by gene sequencing.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one year.,the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f VEGF -rs699947 genotype with serum VEGF content lever, short-term efficacy, and toxicity

side were analyzed.Results：In all samples,there were 6 cases which the SNP of rs699947 were confirmed AA type, 26

were AC type,and 20 were CC type.The serum VEGF levels of group AA type ,CC type and AC type were (231.71 ±

72.12) μg / L, (372.45 ± 129.14) μg / L, 298.16 ± 99.45μg / L,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s significance (F=4.74, t = 0.013),

serum VEGF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CC-typ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A type group (t =2.53, P= 0.018)

and AC-type group (t=2.21, P=0.033 ). AS short-term effect, complete remission (CR rate) of AA type group, CC type

group, AC type were 66.67% (4/6), 40.0% (8/20), 76.92% (20/26),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6.59,

P=0.037),but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χ2=2.6, P=0.27). The incidence of toxcity

effects(radiation proctitis and radiation cystitis) of CC-type group was 20.0% (4/20)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AC-type group 50.0% (13/26, χ2=4.36, P=0.037),but not than that of AA-type group (χ2=6.592,t=1,0.146).Conclusions：

Serum VEGF level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 with VEGF promoter region located -2578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rs699947) C/A mutatio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CC type have higher serum VEGF levels, but poor short-term

effect and less toxicity than thoese of AC-type and AA-type when received chemoradiotherapy. VEGF gene SNP

（rs699947) mutation possibly influence radiotherapy sensitivity and toxicity through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thus.

[Keywords] Cervical cancer；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Radiotherapy

缓释氟尿嘧啶同期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临床研究

佐合拉古丽·木塔力甫，金 华，古丽米热·不然江，张云霞，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六科，（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目的：对比分析应用植入性缓释氟尿嘧啶同步放化疗与顺铂方案同步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疗效

与毒副作用。方法：选择2013.1-2014-07月在新疆肿瘤医院收治的初治宫颈癌患者共80例，临床分期为Ⅱb-Ⅲb期，

按治疗方法不同分实验（A）组40例（氟尿嘧啶瘤内植入区域化疗配合根治性放疗组），对照（B）组40例（顺铂

静脉周疗配合根治性放疗组）。对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及毒副反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实验组CR为22例，PR

为13例，NC和PD为5例。对照组CR为19例，PR为14例，NC和PD为7例。宫颈植入性化疗加同步放疗组和顺铂静

脉周疗加放疗组有效率分别为88%（35/40），83%（32/4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级以上的急性反应

中，实验组骨髓抑制6例，消化道反应3例;对照组骨髓抑制17例,消化道反应5例,两组间骨髓抑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植入性缓释氟尿嘧啶同步放化疗较顺铂周疗疗效相当，副反应较小。

[关键词] 缓释氟尿嘧啶，顺铂，宫颈癌，同步放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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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Fluorouracil Implants with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for Cervical Cancer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treatmant effects and side effects between local chemotherapy match radiotherapy

and cisplatin match radiotherapy for cervical cancer.Methods：Totally 80 patients with primary cervical in Xinjiang

Tumo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rom nov January 2013 to July 2014. They were divided in two groups: experimental （A）

group 40 patients (local chemotherapy match radiotherapy) , control （B）group(cisplatin match radiotherapy). The

short-term effe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ntrastive analysis. Resullts： The CR

in experimental（A）group were n=22, PR n=13, NC and PD n =5. The CR in control（B）group were

n=22, PR n=13, NC and PD=5. The local control rate(CR+PR)in two groups were 88%and83%,which was not

different in two groups. The side effects in two groups was different（P＜0.05）. Conclusion：The local control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different ,but the side effects of local chemotherapy match radiotherapy was less.

[Key words]Fluorouracil implants；Cisplatin；Cervical cancer；Concurrent Radiotherapy

宫颈癌是发展中国家妇女最常见的恶性肿瘤[1]，我国每年新发13.15万例，占全世界新发病例的28%，是我国

妇女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2-3]，国内外大量随机对照研究证明以铂类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明显增高了疗效，死亡

危险性下降30%～50%，同步放化疗已成为宫颈癌根治性放疗的标准模式[4-9]。但同步放化疗在明显提高疗效的同

时，副反应也明显增加[10]。研究发现[11-13]，肿瘤内局部植入缓释化疗药物区域化疗则有局部药物浓度高，持续时

间长，全身静脉血药浓度低等优点，本研究采用宫颈植入性区域化疗同时配合放疗与静脉顺铂化疗配合放疗比较

两组治疗效果，毒副反应，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3年1月至2014年7月新疆自治区肿瘤医院治疗的初治宫颈癌患者80例。患者符合以下条件（1）病理确

诊为宫颈鳞癌或腺癌，未做过手术、放疗、化疗并均为外生结节性或菜花型；（2）肉眼见或核磁显示宫颈肿物直

径2cm以上（3）经2名以上妇科医师检查，按FIGO分期标准进行分期，均为中晚期患者，且肿瘤未侵犯膀胱或直

肠粘膜，无远处转移者（4）所有患者均无严重内科合并症，无放疗禁忌症。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患者被分为两

组：实验（A）组和对照(B)组。（1）实验组：40例，年龄28-67岁，中位年龄48岁。根据2009 FIGO分期Ⅱa期5

例，Ⅱb期19例，Ⅲb期16例。其中鳞癌37例，鳞腺癌2例，腺癌1例。（2）对照组：40例，年龄34-65岁，中位年

龄50岁。Ⅱa期3例，Ⅱb期22例，Ⅲb期15例。鳞癌38例，腺癌2例。患者KPS均>70。比较2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肿瘤分期和病理类型之间的差异，组间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案

1.2.1 两组均采用三维调强放疗，临床靶区CTV 45-50Gy/25次，肿大淋巴结区GTV 60Gy/25次；对原发灶推量采用

CT引导的三维后装放疗，高危临床靶区HRCTV 90%体积剂量为处方剂量，7Gy/次，每周1次，共4次。化疗方案：

实验组采用放疗第1天、第14天、第28天行瘤内多点植入缓释氟脲嘧啶0.4-0.6克共3次完成。对照组采用每周一次

顺铂化疗，40mg/m2，与外照射配合，共4次。

1.2.2氟尿嘧啶缓释剂植入宫颈方法:患者取截石位，常规消毒外阴，用阴道窥阴器暴露宫颈，行阴道宫颈消毒，根

据肿块大小确定插植针数，植入药物，与肿瘤周边及中心分多点植入氟尿嘧啶颗粒后局部压迫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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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疗效评价

1.3.1 肿块变化情况检测与评估主要通过妇科检查，B超或CT检查判断病灶变化情况，根据WHO实体肿瘤病灶评

价标准判断疗效。（1）完全缓释（CR）：肿瘤完全消退，并持续4周以上；（2）部分缓解（PR）：肿瘤缩小程

度>50%，并维持4周以上；（3）无变化（NC）：肿块缩小但变化程度<50%，且无新病灶出现；（4）进展（PD）:

出现新病灶，或肿块直径增大程度超过50%。其中CR和PR视为有效。

1.3.2 毒性反应 根据WHO标准判断放化疗毒副反应及相关并发症。患者治疗后每周进行妇科检查，血常规，肝

肾功检查，记录患者不良反应。

1.3.3随访安排 放疗化疗结束后第1月随访一次，此后每3月随访一次。

1.4 统计学方法

两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精确概率法卡方检验，P小于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的比较

实验组 CR为 22例，PR为 13例，NC和 PD为 5例。对照组 CR为 19例，PR为 14例，NC和 PD为 7例.

宫颈植入性化疗加同步放疗组和顺铂静脉周疗加放疗组有效率分别为 88%（35/40），83%（32/40），两组比较差

异（χ2 值 0.833,P=0.546）无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近期副反应的比较

主要为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局部感染、膀胱反应、肝功能及放疗中断情况。实验组无白细胞降低者为 6

例，1级骨髓抑制者 16例，2级骨髓抑制 10例，3级骨髓抑制 6例，无 4级骨髓抑制。出现上消化反应者 6例，

其中 1级者 4例，2级为 2例。出现腹痛腹泻者 28例，其中 1级为 6例，2级为 19例，3级为 3例，其中有里急

后重者 2例，表现为腹泻 1日 3-4次，稀便，无脓血便。局部感染者 4例.肝功能异常者 1例，表现为轻度转氨酶

升高。放疗中断者 2例（因宫颈局部感染，病情未控未能完成后装治疗）。对照组无白细胞降低者为 2例，1级

骨髓抑制者 5例，2级骨髓抑制 16例，3级骨髓抑制 14例，4级骨髓抑制者 3例。出现上消化反应者 34例，其

中 1级为 6例，2级为 23例，3级为 5例；表现为恶心呕吐。出现腹痛腹泻者 9例，其中 1级为 7例，2级为 2

例，表现为腹泻一日 3～4次，稀便，无脓血便，无里急后重。局部感染者 0例.肝功能异常者 8例，表现为轻度～

中度转氨酶升高。放疗中断者 1例（因骨髓抑制）。26例患者行 3～4程顺铂周疗，因患者肝功能异常、骨髓抑

制及恶心呕吐反应拒绝继续化疗，实验组 3级以上的骨髓抑制较轻，差异（χ2值 9.417,P=0.005）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放射治疗是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国内外大量随机对照研究证明以铂类为基础的同期放化疗明显提高

了疗效，死亡率下降 30～50%。同期放化疗已成为宫颈癌根治性放疗的标准模式。NCCN指南推荐顺铂周疗或顺

铂+氟尿嘧啶方案静脉化疗。但无论采用何种化疗方案，静脉化疗同步放疗增加治疗的不良反应，使患者不能耐受

而延长治疗时间，尤其是老年患者，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14]。Toita等[15]对 25中心的 71例宫颈癌行顺铂周疗

的同期放化疗患者毒副反应分析发现，3级以上毒副反应中，白细胞下降占 31例（44%），贫血 10例（14%），

腹泻 4例（6%），食欲下降 3例（4%）。Nagai等[16]发现宫颈腺癌 5年生存率单纯放疗 7.1%，顺铂周疗 25.0%，

顺铂紫杉醇方案 74.1%，疗效提高了，副反应也明显增加。尤其是有严重合并症及老年患者无法承受静脉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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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U属拮抗嘧啶代谢功能药，其药效及治疗部位局部的 5-FU有效浓度与作用时间的沉积有关，毒副作用则

与外周血血药浓度有关[17]。肿瘤内局部植入缓释化疗药物区域化疗则有局部药物浓度高，持续时间长，全身静脉

血药浓度低等优点。局部给予浓度较高的细胞毒性化疗药物，即可对肿瘤细胞进行集中攻击，也能杀灭循环中的

肿瘤细胞。而植入用氟尿嘧啶缓释剂满足这一要求。具有明确的疗效及较好的安全性。研究表明，氟尿嘧啶缓释

植入剂在单点一次性植入剂量为 500mg，植药区直径范围为 30～50mm时，不会产生不可修复的组织损伤[18]。

本研究显示：宫颈植入性化疗加同步放疗组和顺铂静脉周疗加放疗组有效率分别为 88%（35/40），83%（32/40），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级以上的急性反应中，实验组骨髓抑制 6例，消化道反应 3例;对照组骨髓抑制 17

例,消化道反应 5例,两组间骨髓抑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植入性缓释氟尿嘧啶同步放化疗较顺铂周疗组副反应较

小。可能是因为药物不能通过胃肠道吸收，可避免肝脏首过效应，使患者避免了因同步治疗导致毒副反应的叠加，

降低了胃肠道及肝脏毒性的发生率，与陈亚君等研究结果相似[19]。植入性局部化疗有长效作用，蒲建文等研究发

现氟尿嘧啶缓释剂，释放度为 24小时释放 20%左右，120小时释放 40-60%，360小时释放 75%以上，释放时间维

持 15-20天。药物以植入点为中心在周围组织中逐步扩散，扩散半径达 4-6cm[20]，是肿瘤及周围组织中较长时间

维持较高的药物浓度从而促进肿瘤局部的消退[21-22]。

本研究显示，宫颈肿瘤内植入氟尿嘧啶缓释剂同步放化疗，取得了与顺铂周疗相当的治疗疗效，合并症较小。

今后的研究应选择更多的样本数量，延长随访时间，提高研究质量，减少偏倚风险，为 5-FU缓释植入剂治疗宫颈

癌的疗效提供更真实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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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亚型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发生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张云霞，那仁花，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二科，（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目的：探讨人乳头瘤病毒亚型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发生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选择在我院诊断为宫颈病

变的患者 150例，依据其不同的疾病进展情况予以治疗方法，治疗后每 3个月进行 HR－HPV 及细胞学检查，包

括 TCT、HPV 亚型、阴道镜下定位活检及病理诊断检查，观察不同宫颈病变的 HPV 亚型检出及转阴率情况，不

同治疗方法下 HPV 亚型转阴率以及不同年龄段转阴率比较。结果：所有患者中共检测出 HPV高危亚型 15种，

前五位依次 HPV16、58、52、53 、18，就不同的宫颈病变而言，慢性宫颈炎+ CINⅠ、CINⅡ-Ⅲ中以及宫颈癌中

检测前三位高危亚型均依次为 HPV16 、58、52，且随着宫颈病变恶性程度的增加， HPV16 占有率也从 18.56%，

增加为 33.33%，最后至 50.00%，而逐渐成为优势亚型，HPV53亦呈现这一趋势。与宫颈癌的转阴率比较，慢性

宫颈炎+ CINⅠ、CINⅡ-Ⅲ转阴率均降低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与 HPV16在宫颈癌的转阴率比较，

慢性宫颈炎+ CINⅠ、CINⅡ-Ⅲ转阴率均降低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 与 HPV53宫颈癌的转阴率比

较，慢性宫颈炎+ CINⅠ、CINⅡ-Ⅲ转阴率均增加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与药物治疗比较，宫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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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切除术、全子宫切除术以及宫颈癌根治术的转阴率均升高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在 4种治疗方式

都有的亚型中，HPV16在全子宫切除术的转阴率最高，其次为宫颈癌根治术。与老年段比较，青年段与中年段的

转阴率均升高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HPV16、53的转阴率与宫颈病变、年龄、治疗方式具

有相关性，HPV分型检测，尤其是针对 HPV 16的重复、再次感染的检测，不仅可为宫颈病变的筛查，进而预测

肿瘤进展提供依据，而且还可用于患者的预后评估。

[关键词] 宫颈病变；人乳头瘤病毒亚型；癌前；预后

宫颈癌属于常见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在女性恶性肿瘤的发病率统计中仅次于乳腺癌，在我国，每年约有 13万

新发病例，占全世界新发病例的 33%[1]，同时，由于因宫颈癌死亡的妇女约 2 ～3 万，成为导致妇女死亡的主要

原因，近年来，宫颈癌在我国的发生率呈现不断增加及渐趋年轻化的趋势[2]，故而，探索其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

筛查、诊断措施是现今妇科及肿瘤科相关医务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已有研究表明，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瘤变发生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持续感染密切相关，而 HPV 亚

型约有 100 种，而可导致感染女性生殖系统引起病变的约 40 余种，其中约有 50% 与女性肿瘤的发病关系密切

[3]。有鉴于此，本项目以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宫颈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 HPV 分型检测，

根据阳性结果进行分析并随访，探讨人乳头瘤病毒各亚型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发生及预后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自 2012年 1月至 2014年 6月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诊断为宫颈病变的患者 150例，其中慢性宫

颈炎和 CINⅠ ( 宫颈上皮内瘤变轻度异型) 60例，CINⅡ ( 宫颈上皮内瘤变中度异型) 以及 CINⅢ (宫颈上皮内瘤

变重度异型和原位癌)40 例，宫颈癌 50 例，均符合国际癌症协会修订的 《TBS 分类法》中的诊断标准，且以上

患者均无血缘关系，无多个性伴侣，无吸烟史及宫颈手术史，且宫颈癌患者为未行放化疗以及免疫治疗者。

本研究已通过新疆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在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将其纳入本项目之中。

1.2 一般资料

所有患者年龄：21~78岁，平均（53.9±1.3）岁，其中 30岁以下者（青年）12例，31~60岁者（中年）88例，

60岁以上者（老年）50例；症状以瘙痒、白带增多以及性交后出血为主。

1.3 研究方法

1.3.1标本采集方法

在进行治疗后的每 3个月进行 HR－HPV 及细胞学检查，检查时应避开月经期，同时采集前 24 h内未同房、

盆浴，3 d内未行阴道冲洗、上药，而后进行相应标本采集[4]，具体为：

液基细胞学 (TCT) 取样：采用 TCT 系统专用刷进入宫颈管口顺时转 5 圈，而后将其放入收集器，作标记后

送检。

HPV 亚型取样: 按照 TCT取样中的措施，将采样刷头置于宫颈口处顺时转 3 圈，停留 10s，而后取出置于专

用收集器，4℃保存。

阴道镜下定位活检及病理诊断检查指征：采用阴道镜（生产厂家：深圳金科威公司 ；型号：SLC-2000B）对

细胞学≥ASCUS、高危型 HPV 分型检测阳性患者、宫颈肉眼观察可疑异常或可见宫颈外观异常者表面涂醋酸和

碘液，在可疑病变区取样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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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治疗方法

根据确诊情况, 对不同宫颈病变患者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其中 52 例予以药物治疗(干扰素), 48 例予以宫颈

锥切术;28 例病检结果显示为宫颈原位癌及以上, 考虑年龄较大且无生育要求, 建议行全子宫切除术; 22 例子宫

颈癌域Ⅱb 期以上予以行广泛子宫切除及盆腔淋巴结切除术。

1.4 统计学方法与措施

本研究中的数据均采用 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与整理，计量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表示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宫颈病变的 HPV 亚型检出及转阴率情况

2.1.1亚型检出情况

由表 1可见，所有患者中共检测出 HPV高危亚型 15种，前五位依次 HPV16 (50例)，HPV58(29 例) ，HPV52

( 27例) ，HPV53 ( 16例) ， HPV18 (13例) ，就不同的宫颈病变而言，慢性宫颈炎+ CINⅠ、CINⅡ-Ⅲ中以及宫

颈癌中检测前三位高危亚型均依次为 HPV16 、58、52，且随着宫颈病变恶性程度的增加， HPV16 占有率也从

慢性宫颈炎+ CINⅠ中的 18.56%（18/97），增加为 CINⅡ-Ⅲ的 33.33%（20/60），最后至宫颈癌中的 50.00%（12/24），

而逐渐成为优势亚型，HPV53亦呈现这一趋势，提示， HPV16 、53型感染与不同宫颈病变具有相关性。

表 1不同宫颈病变的 HPV 亚型检出情况

HPV亚

型

慢性宫颈炎+ CINⅠ CINⅡ-Ⅲ 宫颈癌
合计

例数 转阴例数 例数 转阴例数 例数 转阴例数

16 18 7 20 12 12 9 50

18 8 3 3 1 2 2 13

31 2 1 3 1 1 1 6

33 4 2 2 0 1 1 7

35 0 0 1 1 0 0 1

39 7 3 3 1 0 0 10

45 1 0 0 0 0 0 1

51 2 1 2 1 0 0 4

52 16 8 9 5 2 1 27

53 12 6 3 1 1 0 16

56 4 2 1 0 1 0 6

58 16 7 10 6 3 2 29

59 2 0 1 1 1 1 4

66 2 1 1 0 0 0 3

68

合计

3

97

2

43

1

60

0

30

0

24

0

17

4

2.1.2转阴率情况

慢性宫颈炎+ CINⅠ的转阴率 44.33%（43/97），CINⅡ-Ⅲ的为 50.00%（30/60），宫颈癌的为 70.83%（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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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宫颈癌的转阴率比较，慢性宫颈炎+ CINⅠ、CINⅡ-Ⅲ转阴率均降低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

就“2.1.1”结果中提示的与不同宫颈病变关系密切的 HPV16、53型而言，HPV16在慢性宫颈炎+ CINⅠ的转阴

率 38.89%（7/18），CINⅡ-Ⅲ的为 60.00%（12/20），宫颈癌的为 75.00%（9/12），与宫颈癌的转阴率比较，慢性宫

颈炎+ CINⅠ、CINⅡ-Ⅲ转阴率均降低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HPV53在慢性宫颈炎+ CINⅠ、CINⅡ-Ⅲ

以及宫颈癌的转阴率依次为 50.00%（6/12），的为 33.33%（1/3），宫颈癌的为 0（0），与宫颈癌的转阴率比较，慢

性宫颈炎+ CINⅠ、CINⅡ-Ⅲ转阴率均增加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同治疗宫颈病变方法下 HPV 亚型转阴率

由表 2可见，药物治疗、宫颈锥形切除术、全子宫切除术以及宫颈癌根治术的转阴率依次为 39.47%、56.60%、

59.09%、56.67%，与药物治疗比较，宫颈锥形切除术、全子宫切除术以及宫颈癌根治术的转阴率均升高明显，差

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在 4种治疗方式都有的亚型中，HPV16在全子宫切除术的转阴率最高，其次为宫颈

癌根治术。

表 2不同治疗宫颈病变方法下 HPV 亚型转阴率

HPV亚

型

药物治疗 宫颈锥形切除术 全子宫切除术 宫颈癌根治术

例数 转阴例数 例数 转阴例数 例数 转阴例数 例数 转阴例数

16 15 5 15 9 8 6 12 8

18 6 2 3 2 1 1 3 1

31 2 1 3 1 1 1 0 0

33 4 2 1 1 1 0 1 0

35 1 1 0 0 0 0 0 0

39 3 0 3 1 3 2 1 1

45 1 0 0 0 0 0 0 0

51 2 1 2 1 0 0 0 0

52 13 6 9 5 2 1 3 2

53 10 5 3 1 1 0 2 1

56 3 1 1 0 1 0 1 1

58 12 5 10 6 3 2 4 2

59 1 0 1 1 1 0 1 1

66 1 0 1 1 0 0 1 0

68 2 1 1 1 0 0 1 0

2.3 不同年龄段转阴率比较

由表 3可见，与老年段比较，青年段与中年段的转阴率均升高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不同年龄段转阴率比较

年龄段 例数 转阴例数 转阴率（%）

青年 12 8 66.67

中年 88 54 61.36

老年 50 28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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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已有研究证实，宫颈癌的发展过程是由从 HR-HPV持续感染到宫颈上皮内瘤变（即 CINⅠ→Ⅱ→Ⅲ级），而

后至浸润癌早期，乃至最后进展为宫颈浸润癌，约需 7～12 年[1]，可见，宫颈癌虽是癌症，但应是一种可预防及

治愈的疾病，虽然现今宫颈癌的疫苗已投入使用，但并未有效降低其发生率，故而，提示我们早期进行筛查在宫

颈癌的防治中应占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在宫颈癌和癌前病变早期开展有效筛查，为及时进行干预和治疗提供依

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现今需要研究的重点所在。

HPV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有确定的因果关系已形成共识，其中就全世界而言，HPV亚型中的 16、18 型感染

率最高，而亚洲则以 58、52 型常见[5]，近年来，国内研究与此基本相契合，如廖氏[6]报道的常见感染 HPV 基因

亚型以 16、52、33、58 型，江氏[7]等则发现以 52、58、53、16 和 33为主，本项目中共检测出 HPV高危亚型

15种，前五位依次 HPV16 、58、52、53、18， 且 HPV16 、53型感染与不同宫颈病变具有相关性，此结果虽与

杨氏的 HPV16、33、31 与病变程度相关的报道不完全相符，但关于 16 亚型的研究一致，同时，以往研究证实，

HR-HPV产生病毒癌基因蛋白，其中 E6和 E7可通过作用于宿主细胞的抑癌基因 P53和 Rb，使其失活或者降解，

而且还可引发有丝分裂缺陷和基因不稳定[5]，国外学者报道了 HPV整合与宫颈病变的相关性[8]，本研究结果亦说

明随着宫颈病变恶性程度的增加，HPV16逐渐成为优势亚型，但其他亚型的研究仍待进一步验证，其可作为宫颈

癌预后的监测因素。

目前，临床对于宫颈病变的治疗多以其病变程度为依据，依次采取药物治疗、宫颈锥形切除术、全子宫切除

术以及宫颈癌根治术。就本研究结果而言，药物治疗、宫颈部分切除术、全子宫切除术以及宫颈癌根治术的转阴

率依次为 39.47%、56.60%、59.09%、56.67%，与药物治疗比较，均升高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从

而提示，各种治疗方式均可有效清除患者的宫颈 HR-HPV感染，但干扰素药物治疗相对较弱，这可能是由于药物

抗病毒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激活宫颈细胞本身抗病毒蛋白基因，而手术治疗则是在祛除宫颈病灶组织的同时

将大部分 HPV感染一并清除，其中全子宫切除术则是将原发病灶完全清除，而宫颈癌根治术的手术范围亦较大，

可较大限度上祛除了发生病变残留或者复发的原因[9]。但在研究中就 4种治疗方式都有的亚型中，HPV16在全子

宫切除术的转阴率最高，其次为宫颈癌根治术，理论上可能由于全部病灶及更大部分 HPV感染得到清除，故而残

留及复发的可能性小，进而其预后较好，但由于宫颈病变日渐年轻化的发病趋势，全子宫切除术较难在年轻患者

中进行实施与推广，因此，全子宫切除术的手术指征除针对高级别宫颈病变患者外，仅为无生育要求者实施[10]，

对这些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有部分患者检测的 HPV亚型与本项目最初开始研究中检测的 HPV感染非同一亚型，

少数者甚或转阴后再次感染，此类情况多发生于相对年患者，多由于患者性生活频繁、经常出入公共场所有关[1]。

本研究对于年龄与宫颈病变预后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与老年段比较，青年段与中年段的转阴率均升

高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由于老年患者的生理原因有关，其阴道雌激素水平下降，以致于自

愈性降低，这也与国外研究提出 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是 HPV感染的另一个高峰，甚或终生感染的结果相契合[11]。

综上，HPV分型检测，尤其是针对 HPV 16的重复、再次感染的检测，无论是对于宫颈病变的筛查，还是患

者的预后，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为评估患者的复发可能，进而预测肿瘤进展均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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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放疗后诱发肉瘤 3 例临床分析

高 洁，钟 薇，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科肿瘤放疗科一病区，（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目的:探讨放射治疗 (放疗)诱发的肉瘤的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对 3例因放疗而诱发的肉瘤患者的临床

及病理资料作回顾性分析。结果：3例均经病理学检查证实，予手术切除或放疗，并联合化疗。随访 5 ~ 18个月，

1例死于肿瘤转移，2例死于肿瘤复发。结论：放疗诱发的肉瘤的诊断需依靠病史及病理检查，治疗以手术、放疗

为主，可联合化疗。

[关键词] 宫颈癌；放射治疗；肉瘤

随着放射治疗宫颈癌的重要性及疗效的提高和患者生存期的延长，由放射线诱发的恶性肿瘤的发生亦不少

见，因此，放射治疗后诱发恶性肿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将本科室自 2001年至今收治的 3例宫颈癌放疗后

诱发恶性肿瘤的病例结合文献复习报道如下。

1 资料

例 1患者女，2001年 3月因“阴道不规则流血”就诊我院，病理检查为宫颈中分化鳞状细胞，给予盆腔体外放疗结

合腔内后装放疗，A点剂量共计 70 Gy。放疗后宫颈肿瘤病灶完全消失，随访 8年余未见明显异常。2009年底发

现右侧臀部肿块，再次就诊我院，行 CT检查示：右侧臀部混合性肿物，中心大量液性坏死，考虑肉瘤。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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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术后病理示：间质肉瘤。术后进一步行化疗、放疗，局部有包裹性积液，最终患者放弃治疗，一年后出现

肺转移，总生存期 18个月。

例 2患者女，20年前因宫颈癌接受根治性放射治疗，2002年因腹痛就诊，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发现子宫肌层凸向

宫腔巨大肿块，大小约 12×15cm，病理活检示：（子宫）癌肉瘤。行放疗辅助化疗，放化疗后肿瘤消退不满意，带

瘤生存 16个月。

例 3患者女，22年前在内地某医院因宫颈癌行单纯根治性放射治疗，2010年因下腹及腰骶部疼痛就诊我院，入院

完善相关检查，病理示：（子宫、宫颈）癌肉瘤。CT提示膀胱转移，膀胱镜提示膀胱后壁多个结节状凸起，但病

理未见癌组织。行姑息性肿瘤区域调强放疗，放疗至 DT18Gy，患者出现肿瘤性膀胱阴道瘘，放弃治疗，后生存 5

个月。

2 讨论

由于宫颈癌的放疗效果好，患者存活时间长，故放射治疗后诱发癌瘤的机率相对较高。辐射致癌是放射损伤

的远后效应之一，其中放疗区域内肉瘤是放射性瘤形成的代表。患不同类型的首发癌患者接受放疗后可发生第二

肿瘤、 第三肿瘤，瘤谱较广泛，几乎涵盖了人体各脏器和系统[1]。放疗后肉瘤可起自健康的骨组织或软组织，也

可来源于原发良性肿瘤的肉瘤变[2]。其诊断要点为：(1) 有明确的放疗史，放疗诱发的肉瘤必须是发生在第一个肿

瘤的放射治疗野内。(2)诱发的软组织肉瘤的病理必须与第一个肿瘤的病理形态学完全不相同(排除放疗后复发或转

移的可能)。(3)第一个肿瘤经放射治疗痊愈后，必须要有较长的相隔时间，在数年或数十年以后再出现诱发的肉瘤，

多在 4~20年，但也有少至1~4年的报道。放射性瘤形成的实际风险不确定，可能出现在个体一生中的任一时刻，

患者年龄越大其发病时间越短。以上3条诊断标准缺一不可[3,4]。

放疗诱发的肉瘤是中高度恶性肿瘤，生存期平均为 27.5个月，对放疗和化疗不敏感，血行转移较早，很少能

治愈，预后很差。除与软组织肉瘤治疗后容易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生物学行为、肿瘤的大小、分化程度、手术

切除方式等因素有关外，还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第一个肿瘤治疗中免疫抑制剂的使用。 (2)放疗后基因组不

稳定性, 原癌基因激活和抑癌基因失活。(3)放疗后淋巴管闭塞、 血管受累以及纤维化屏蔽了肿瘤细胞，使之脱离

了免疫监视。(4)延误诊断。[1,5,6]放射治疗继发恶性肿瘤的潜伏期较长。治疗的关键是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虽然

软组织肉瘤对放、化疗相对不敏感, 但大量的资料已证实，术前术后放、化疗，特别是手术不能完整切除的中晚

期患者、G2- G3级患者，放、 化疗能有效提高生存率，降低复发率和远处转移率[ 6,7,8]。

综上所述，放射线可以治疗恶性肿瘤，也可诱发恶性肿瘤，但这较肿瘤患者从放射治疗的获益来说是次要的[9]。

随着放射治疗设备的提高，精确设计，精确定位，精确治疗的“三精”治疗的普及，放射治疗诱发的恶性肿瘤亦会

有所下降。为了减少放疗后诱发肿瘤，我们应严格掌握放疗的适应证，减少不必要的照射，对放疗设备严加防护，

在放疗中选择最佳时间—剂量因子，避免局部产生严重放射反应，最大限度的保护正常组织，对已行放疗的患者，

要坚持随访和定期复查，对长期生存者应警惕诱发恶性肿瘤的可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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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B 期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与术后+术后辅助放疗成本效益的比较分析

王 娟，柴延兰，汪 涛，施 璠，王纪全，苏 进，

杨蕴一，周 希，马海林，何 斌， 刘 孜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西安 710061）

[摘要]目的：近年研究发现 FIGO IIB宫颈癌患者经手术+术后辅助放疗与根治性放疗两种治疗方法在 PFS及 OS

方面无明显差异。故本研究对上述两种治疗方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两者的临床价值。方法：

通过采用已发表的上述两种方法治疗 IIB宫颈癌患者的五年总生存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数据建立决策树模型分析两

者的成本效益。成本数据源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量调整生命年指标作为直接效果。应用增量成本效

益比指标比较两治疗组的成本及预期寿命，结果用每调整生命年成本表示。结果：手术+术后辅助放疗组的平均成

本为 10872美元，而根治性放疗组仅为 5702美元。手术组比根治性放疗组的增量成本效益比为-76453美元/调整

生命年。结论：根治性放疗治疗 IIB宫颈癌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方法，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值得推广。

[关键词] 成本效益；宫颈癌；FIGO IIB期；手术；放疗

[Abstract]Objectives: Recent literatures reported radical hysterectomy followed by adjuvant radiotherapy has

comparable progression-free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compared to radical radiotherapy for FIGO stage IIB

cervical cancer. Now we evaluate the cost effectiveness (CE) of these two treatment regime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s: A decision tree model was constructed comparing CE between treatment arms using the published

study’s five-year OS and treatment-related toxicity rates. Cost data was obtained from the hospital system of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Effectiveness was measured as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QALY).

Treatment arms were compared with regard to costs and life expectancy using 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 (ICER)

and results were presented using costs per QALY. Results: Mean cost was $10872 for radical hysterectomy followed by

adjuvant radiotherapy versus $5702 for radical radiotherapy.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ICER) for

surgery-based treatment compared to RT-based treatment was -$76453 per QALY. Conclusions: Radical radiotherapy

may be a cost-effective method for FIGO stage IIB cervical cancer and would be favored in settings where resources ar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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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宫颈癌是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妇科肿瘤，其发病高峰为 40岁[1]。其治疗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疾病的分期。

目前对于 IIB期宫颈癌的治疗仍存在一些争议[2-4]。NCCN指南推荐 IIB期宫颈癌采用以顺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

方案。然而，其他指南如德国 AGO指南则推荐根治性手术+术后辅助放疗。多个研究报道 IIB期宫颈癌经手术+

术后辅助放疗与根治性放疗的 PFS及 OS无明显差别[2-4]。同样，我们前期研究亦发现 IIB期宫颈癌患者根治性放

疗可以取得与手术+术后辅助放疗相似的生存率，而并发症发生率较低[5]。目前的研究仅仅针对 PFS、OS或毒副

反应等，对于治疗成本问题涉及甚少。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如何高效利用健康医疗资源问题备受关注。然而，对于宫颈癌这种常见肿瘤的成本效益问

题研究仍较少。至今关于 IIB期宫颈癌的治疗方案选择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经济效益分析可为临床治疗方

案的选择提供一定的依据。因此，我们对 IIB期宫颈癌患者采用手术+术后辅助放疗及根治性放疗两种治疗方法进

行相对成本效益分析。

2 方法

2.1 模型设计

采用 TreeAge Pro 软件(TreeAge Software Inc., Williamstown, MA) (Fig. 1)建立 IIB期宫颈癌患者两种治疗方法

成本效益比较的决策树模型。治疗分组按照 Chai等研究方案。手术组包括 148例，治疗方案为根治性手术+术后

辅助外照射治疗，放疗方案：1.8-2.0Gy/次，5次/周，共 25次，总剂量 45-50Gy。其中 69例患者具有 1个或 1个

以上危险因素，行 4周期 TP方案化疗。根治性放疗组包括 290例，放疗方案为盆腔外照射：1.8-2.0Gy/次，5次/

周，共 25-28次，总剂量 50-50.4Gy；结束后行腔内后装治疗，4-5次，总剂量 24-25Gy。该组患者在盆腔外照射

期间均接受同步 1周期 PF方案增敏化疗。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体见表 1。所有患者治疗结束进行随

访，其中第一年内每三个月进行 1次，两到五年内，每半年随访 1次，之后为每年一次。

2.2 模型参数

生存率：该研究经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的总生

存率数据采用 Chai等的研究结果[5]。手术组与放疗组的五年生存率分别为 84.7%、86.8%，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毒副反应：主要毒副反应包括 3-4级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急性胃肠道反应、慢性放射性肠道损伤及慢性

放射性膀胱炎、下肢水肿等。各种毒副反应发生率同样采用 Chai等的研究结果[5]。两组的 3-4级急性毒副反应总

发生率相近，分别为手术组 52.01%、放疗组 49.98%，P>0.05。而手术组的急性胃肠道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放疗组，

分别为 10.1%、4.48%，P=0.036。两组的慢性放射性肠道损伤及放射性膀胱炎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 值分别为 0.144

与 0.378。手术组中严重的下肢水肿发生率明显高于放疗组，发生率分别为 6.76%、2.07%，P=0.017。

成本：所有成本估算数据源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系统，其中包括住院费用和专项费用（根治性

子宫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手术、外照射、腔内后装治疗、化疗药物及毒副反应的治疗等费用）。按照 2012年平

均汇率 6.3元/美元换算为美元，具体见表 2。 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平均费用为 3500美元；根治性子宫切除+盆腔淋

巴结清扫手术平均费用为 2742美元；腔内后装治疗 688美元、PF化疗 1021美元、TP方案化疗 2182美元。毒副

反应的平均治疗费用依据临床经验。具体如下：贫血 523美元、中性粒细胞减少 1109美元、急性胃肠道反应 408

美元、慢性放射性肠道损伤 718美元、慢性放射性膀胱炎 628美元、下肢水肿 31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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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分析：周期时间设定为 6个月。分析的时间范围为 5年。采用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评价有效

性。成本按照每年折扣 3%。两治疗组的成本与预期寿命比较采用成本效益增益比（ICER），其结果用成本/质量

调整生命年表示。ICER是表示获得一个单位效益所需要费用的数值。

3 结果

手术组的平均费用为 10872美元，而放疗组的费用是 5702美元。C/E分析结果见表 3。放疗组中每位患者费

用减少 5169美元，同时成本效益增益比为 0.07质量调整生命年。与手术组比较，放疗组的 ICER为-76453美元/

质量调整生命年。结果提示与手术组比较，根治性放疗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治疗方法。

4 讨论

IIB期宫颈癌患者应用手术+术后辅助放疗与根治性放疗可取得基本一致的生存率[2-4]。因此，临床中对于该类

型患者治疗方法的选择有一定的困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肿瘤控制率、治疗毒副反应、生活质量、地域分布

等。其中支持根治性放疗的学者认为多数患者手术后需要术后辅助放疗，因此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增加；而赞同根

治性手术的学者则指出手术能够保留卵巢及阴道的功能，并且能够避免发生后装治疗的相关并发症[6-7]。然而，有

关两者的预期成本效益分析尚未见报道。

目前，医疗成本及费用不断提高，而对于成本效益问题亦备受关注。全球范围内，宫颈癌是发展中国家的第

二大常见肿瘤死亡原因[8]。其治疗成本受到发病率不断增加而社会经济状况低下的影响。宫颈癌治疗的负担严重

影响贫困地区的人口，因此，临床需要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否则患者将无法承担。

我们前期已发表了关于 IIB期宫颈癌患者经手术+术后辅助放疗与根治性放疗治疗效果的比较研究[5]。研究结

果提示根治性放疗组的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低，同时生存率与手术组相似。本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两种治疗

方法的预期成本效益问题。我们采用决策树模型分析比较两种治疗方法的成本效益。研究结果得出根治性放疗方

法更经济有效，成本减少 5169美元，增量效益为 0.07QALYs，ICER为 176453美元/QALY。换言之，与手术组

比较，根治性放疗组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治疗方法。

治疗相关并发症与治疗成本效益同样重要。与单一接受根治性放疗相比，手术+术后辅助放疗并发症的发生率

高[9-10]。IIB期宫颈癌患者手术后常常合并多个病理危险因素，如盆腔淋巴结转移、宫旁侵犯或手术切缘阳性等。

对于这类患者，必须行术后辅助化疗（4周期 TP方案）。手术组治疗周期长，其中包括术后 2-4周休息期、5周

外照射，合并高危因素患者需行至少 3个月 TP方案化疗。以上因素不仅影响患者治疗效果，同时亦导致较高的

化疗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且增加治疗费用、减少收入、增加劳力投入等。另外，手术组中的慢性下肢水肿发生

率明显增加。这与手术过程中淋巴结切除、淋巴系统破坏有关。下肢水肿严重的患者因双下肢粗细程度明显不同，

导致难以购买适合的鞋子、裤子，这将会使患者精神受到困扰，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选择根治性放

疗取代手术治疗，尤其对于可能出现严重的晚期并发症患者[11-12]，将会提供更多的益处。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因此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模型中直接费用未包括收入损失、交通费用、

劳动力损失等。另外，宫颈癌治疗的一些新方案如调强放疗、新辅助化疗等未纳入研究。

总之，随着医疗费用地不断提高，寻找一种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 IIB期宫颈癌患者至关重要。在本研究

中，我们推荐根治性放疗可能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更加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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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atient demographics

Treatment arm S Treatment arm R

Median age, y (range) 48 (25–70) 51 (24–88)

Histopathology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Non-Squamous cellcarcinoma

136 (92.0%)

12 (8.0%)

272 (93.8%)

18 (6.2%)

Maximum tumor diameter (mm)

> 40

≤ 40

26 (17.57%)

122 (82.43%)

89 (30.69%)

201 (69.31%)

one or more risk factors 69（46.62%） --

Table 2 Model costs (Year 2012, US, $) and outcomes.

Clinical parameter Treatment arm S Treatment arm R

5-year overall survival 84.7% 86.8%

Treatment cost (per patient)

Surgery

EBRT

ICRT

PF regimen

TP regimen

2742

3500

0

0

2182

0

3500

688

1021

0

Treatment cost for toxicity (per patient)

Grade 3-4 anemia

Grade 3-4 neutropenia

Grade 3-4 GI toxicity

Grade 3-4 GU toxicity

Grade 3-4 lower limb lymphedema

523

1109

718

628

313

523

1109

718

628

313

Table 3 Results of the cost-effectiveness model

Arm/strategy Cost 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

s

(QALYs)

Incremental

effectiveness

(QALYs)

Incrementa

l C/E

Surgery-based treatment $10872 $5173 4.37 -0.07 -$76453

RT-based treatment $5702 -- 4.44 -- --

Note. QALY,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C/E, cost-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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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Decision analys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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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引导徒手插植自适应后装与传统 A 点后装治疗宫颈癌的剂量比较

叶伟军，王燕红，曹新平，陈 锴，刘红英，欧阳翼，詹时兆

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广州 510060）

[摘要] 目的：探讨CT引导徒手插植后装（computed tomography guided free-hand interstitial implant brachytherapy, 即

影像引导自适应后装 iamge-guided adaptive brachytherapy,IGABT)与传统 A点后装(conventional point A plan, CP)治

疗宫颈癌的剂量学差异，明确 CT引导徒手插植在宫颈癌放疗中的价值。方法：选取 2013年 5月至 2014年 1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行根治性放疗宫颈癌患者 26例，各行 4次 CT引导宫腔置管加徒手插植后装。放置施源器

后进行 CT扫描，获得施源器调整前后的两套 CT图像，分别行 CP和 IGABT计划设计。在 CT图像上定义高危临

床靶区（HRCTV）， A点及危及器官（OARs, including bladder, rectum and sigmoid）。计划设计时，CP的处方剂

量参考点是 A点，而 IGABT则是 HRCTV。计划评估满意后，从剂量-体积直方图(DVH) 获得靶区剂量、危及器

官受量、剂量分布均匀性与适形性等参数，并进行 CP与 IGABT间的差异分析。结果：根据 CP中覆盖指数（CI）

对计划分两组, 组 A中 CI≥90%，包含 20个 CP及相对应的 IGABT计划，组 B中 CI<90%,则包含 84个 CP及相

对应的 IGABT计划。平均 HRCTV体积及每次后装治疗前MRI提示肿瘤最大径的平均值 A组（46.7 cm3，3.1 cm）

小于 B组(62.1 cm3 and 4.4 cm)，(P<0.001)。与 CP相比，IGABT显著提高所有计划及 B组计划中的 D90值（P<0.001)，

并显著降低所有计划及各分组计划中的膀胱剂量（P<0.001)，减少 A组计划中乙状结肠剂量，却增加所有计划及

B组计划中直肠剂量。统计学分析显示：在所有计划及 B组计划中 CP的 CI显著劣于 IGABT，而在所有计划及各

分组计划中，IGABT显著提高适形指数（COIN）及剂量均匀指数(DHI)。结论：CT引导徒手插植后装在提高靶

区覆盖、适形性和剂量分布均匀性方面显著优于 CP，并且该优势仍适用于肿瘤直径较大的患者。

[关键词] 宫颈癌；腔内后装放疗； 插植后装放疗； 影像引导的自适应近距离放疗

CT 引导徒手插植自适应后装结合调强放疗治疗外阴恶性肿瘤临床观察

叶伟军 1，李小文 2，张云霞 2，黄荣 3，曾晓红 3，曹新平 1，刘红英 1，欧阳翼 1

1. 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广州 510060）

2.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瘤放疗科，（乌鲁木齐 830000）

3.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胸腹放疗科，（佛山 528000）

[摘要] 目的：对不能或拒绝手术治疗的外阴恶性肿瘤采用CT引导徒手插植自适应后装结合调强放疗进行根治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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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观察临床疗效及合并症。方法：选取2011年1月至2015年03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行根治性放疗的外阴恶性肿瘤24例，其中原发外阴恶性肿瘤13例（外阴鳞癌10例，外

阴黑色素瘤2例，外阴横纹肌肉瘤1例，除4例外阴鳞癌因侵犯尿道或肛管拒绝手术外，余均为术后复发患者），宫

颈癌术后外阴转移9例（7例合并术后外照射，为射野外转移），6例合并阴道下段转移，宫内膜腺癌术后外阴转移2

例。年龄15～78岁，中位52岁。外照射采用7野调强放疗5例，容积调强放疗19例，剂量45Gy。外照射结束后行7Gy×4

次，每周1次CT引导阴道置管加会阴徒手插植自适应后装放疗，根据靶区部位置入2针～17针(中位6针)，针深度

2cm～6cm,在CT模拟机引导下实时调整。高危CTV总量不低于80Gy。后装前肌注安定10mg，曲马多100mg，不作

麻醉，均顺利完成后装操作。有16例合并序贯化疗，2～10疗程，由内科或妇科定。结果：中位随诊时间18月（3

月～38月），放疗后1～3月行妇检、肿瘤标志物检查、盆腔MRI检查综合评估，肿瘤完全消失8例，部分缓解11例，

稳定5例，有效率79.17%。急性合并症主要为：外阴及两腹股沟皮肤反应，2级21例，3级3例。排尿痛20例，肛门

痛痒19例，未发生大出血、感染、损伤尿道、膀胱、直肠、盆底神经等。远期合并症：阴道直肠瘘2例，均为术后

外照射后复发病例；外阴溃疡5例，均发生在外照射前肿物溃疡病例。结论：对不能或拒绝手术治疗的外阴恶性肿

瘤采用CT引导徒手插植自适应后装结合调强放疗进行根治性治疗，疗效确切，副作用可耐受，值得推广。

[关键词] 外阴恶性肿瘤；影像引导自适应后装放疗；徒手插植后装放疗；调强放疗

三维后装不同勾画方法和优化方法对剂量变化研究

叶伟军，梁明冠，陈 锴，曹新平，詹时兆，刘红英，欧阳翼

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广州 510060）

[摘要]目的：危及器官（膀胱、直肠、乙状结肠）全腔勾画和腔壁勾画(2mm、4mm、6mm)中用常规图形优化

（conventional graphic optimization，GP）和模拟退火逆向计划（Inverse Planning Simulated Annealing, IPSA ）优化

时，比较宫颈癌影像引导自适应后装计划中肿瘤剂量及危及器官受量。方法：选取2013年5月至2014年1月中山大

学肿瘤防治中心叶伟军主诊教授岗行根治性放疗宫颈癌患者20例，外照射采用容积调强放疗或三维适形放疗，中

位剂量45Gy。外照射结束后行7Gy4次CT引导宫腔置管加徒手插植自适应后装放疗，对作治疗计划的80套CT图像

进行研究。对每套CT的危及器官（膀胱、直肠、乙状结肠）分别行全腔勾画与腔壁三种宽度勾画(2mm、4mm、

6mm)，以单次优化时HRCTV D90不低于7Gy、膀胱D2cc不超过6.1Gy、直肠及乙状结肠D2cc不超过4.6Gy为处方标

准，分别用图形优化与IPSA优化，记录优化时间、HRCTV 剂量参数（D90、D98、V100、V150、V200）、膀胱、

直肠、乙状结肠的剂量参数(D2cc、D1cc、D0.1cc)，IPSA软件优化结果直接记录，不作后续处理。比较优化所用

时间及优化结果。结果：IPSA平均优化时间20s，图形优化平均优化时间263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CTV D90

用IPSA优化为879.74±57.56cGy(2mm），881.00±65.33cGy(4mm）,图形优化时则为843.72±65.33cGy(2mm），

849.85±65.54cGy(4mm），HRCTV D98用IPSA优化为750.95±65.39cGy(2mm），746.38±56.24cGy(4mm）,图形优化时

则为701.38±62.25cGy (2mm），715.39±65.72cGy(4mm），两种方法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当腔壁厚度

6mm、或全腔勾画时，两种优化法算出的HRCTV D90、D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膀胱D2cc在4种勾画中IPSA优化

法均高于图形优化法，分别有2例（10%）（2mm）、3例（15%）（4mm、6mm、全腔）超过处方限量610mm，图形

-045-



优化法无1例超量，两种优化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直肠、乙状结肠D2cc在4种勾画中两种优化法间均无明显差

异。结论：与常规图形优化法比较，IPSA优化法具有优化快速，方便一致，HRCTV剂量高，直肠及乙状结肠受量

未增加，但增加了膀胱受量，必须对少数膀胱超量计划用图形优化法后续微调解决。

[关键词]宫颈癌；影像引导自适应后装放疗，图形优化；模拟退火逆向计划优化；剂量学

双子宫子宫颈癌 2 例报道

何剑莉，李海亮，海 平，杨治花，刘长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放疗科，（银川 750040）

[摘要]目的：探讨双子宫子宫颈癌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方法：对 2010年 4月至 2013年 7月我院收治的ⅢA、

ⅢB期双子宫子宫颈癌 2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2例患者均行以顺铂为主的同步放化疗，1例行术前放疗

40Gy/2Gy/20次之后，行“子宫广泛切除+双附件切除+淋巴结清扫术”，术后追加阴道残端腔内后装。另 1例完成

全程外照射+腔内后装治疗。结果：随访率 100%（2/2），分别生存 21月和 60月。结论：双子宫子宫颈癌，子宫

结构复杂目前尚无标准放射治疗模式，需在规范化治疗的基础上采用个体化治疗。

[关键词] 双子宫子宫颈癌；诊断；治疗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迅速发展，核磁共振及超声诊断水平的提高，双子宫子宫颈癌逐渐增多，我院自

2010年 4月-2013年 7月共收治双子宫子宫颈癌患者 2例，现报道如下：

病例 1，女性，46岁，住院号：B042926，以接触性阴道出血半年入院，该患者初潮 13岁，月经周期 30天，

经期 3-5天，月经量中等，孕 4产 1，流产 3，手术绝经。妇科检查：外阴发育正常，已婚已产型，阴道通畅，可

见粉红色水样白带，阴道左侧壁自阴道口达宫颈病灶区可见一蚓状纵向不完全性斜隔，光滑，质中，宫颈阴道部

结构失常，外生型肿物，大小约 5×5cm，向下侵犯阴道前壁达下 1/3，三合诊：子宫平位，宫颈病灶约 5×5×5cm，

大小左侧主韧变硬，未达盆壁。B超检查：双子宫，左侧肾缺如。盆腔MRI示双子宫；血生化：肝肾功能无异常，

胸片：无异常，CEA、CA125无增高。宫颈活组织检查：宫颈低分化鳞癌，诊断：宫颈低分化鳞癌Ⅲa期。入院

后给予 TP方案同步化疗（多西他赛 120 mg d1,顺铂 30mg d2-4）,化疗 2周期，10MV-X线不规则 4野盒式照射 A

点 40GY/2GY/20次,休息 4周后手术，广泛子宫切除+双附件切除+盆腔淋巴清扫术，大体标本剖开后显示双宫腔，

病理：宫颈组织慢性炎，宫颈病灶 CINI级，切缘未见癌组织，达 PCR，切除淋巴结 25枚，均反应性增生，术后

因盆腔MRI提示阴道残端增厚，妇科检查：阴道残端左侧粘膜充血，粗糙，追加阴道残端后装治疗 5 GY/次×4次，

并辅助 TP方案化疗 2周期。每 3月复查，阴道蚓状纵向不完全性斜隔，光滑，质中，TCT未见恶性细胞，盆检

CT，MRI未见肿瘤复发及转移依据。到最后一次随访生存 60月。

病例 2，患者 56岁，门诊治疗病人，以绝经后阴道出血 2月，门诊收治，该患者 50岁绝经，孕 3，产 1，流

产 2.妇科检查：阴道已婚已产型，阴道通畅，右侧蚓状纵向不完全性斜隔，宫颈病灶外生型，大小约 4×4×5cm大

小，右侧宫旁受侵，达盆壁，子宫平位。B超提示右肾缺，宫颈活检：宫颈腺癌，诊断双子宫单宫颈子宫颈腺癌

Ⅲb期。盆腔MRI、CT提示双子宫,定位 CT淋巴结未见肿大，右肾缺如，外照射采用 10MV-X线 4野盒式，同时

给予顺铂 60mg，1次/W，门诊化疗，消化道反应 IVo ，中断化疗，A点 36GY/20次/4W，计划手术治疗，因右侧

宫旁厚仍不能手术，继续外照射改用前后两行中间挡铅，保护部分直肠膀胱，右侧盆壁加量至 56GY/30次，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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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壁加量至 50GY/27次.后装治疗计划：两侧 A点 6 GY/次×5次+5GY/次，右 F点 6 GY/次×5次+5GY/次，左 F点

6 GY/次×2次。治疗后 4月随访时宫颈阴道部萎缩，粘膜光滑，三合诊：宫颈右侧触及直径 1.5cm,质地偏硬，建

议手术切除患者不接受，继续随访中。

讨论

1 双子宫的形成 双子宫子宫畸形又称子宫发育异常，是一种先天性疾患。根据 Gruenwald的理论，在胚胎发育

过程中，苗勒氏管和中肾管均起源于泌尿生殖嵴，而苗勒氏管的发育又依赖于中肾管的发育，因此中肾管的发育

异常往往伴随着同侧苗勒氏管的发育异常，从而形成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的综合征，苗勒氏管发育异常非常少见，

占正常女性的 2-4%[1]。

2 双子宫子宫颈癌的发病情况 双子宫子宫颈癌临床极为少见，目前作者能统计到的不过几例[2-7]，先天性子宫

异常与先天性肾畸形有关，然而并不增加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死亡率[4]，本组 2例患者均伴有先天性肾脏缺

如。HPV病毒感染是宫颈癌的基本病因，其它相关因素有多孕、多产、多个性伴侣等。HPV病毒有多种亚型，高

危型 HPV16、18型等，占全球所以宫颈癌的 70%，其他亚型为 HPV31、32、35、45、52和 58，占全球所有宫颈

癌的 20%[8]。中国妇女感染 HPV病毒除 HPV16、18型外还有其他亚型，接种 HPV疫苗在欧洲已经应用于 12-18

岁的未婚女孩，预防 HPV感染旨在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中国国内由于 HPV病毒亚型的特殊性，HPV病毒疫苗

及抗体正在研发中。

3 临床诊断 宫颈癌早期多数无任何症状，大多数诊断时已属局部晚期，近年来宫颈癌筛查已普及，使早期宫颈

癌得以早诊断，早治疗。宫颈活体组织检查仍然是宫颈癌诊断的金标准。Ⅰ-ⅡA期双子宫子宫颈癌，根治性手术

是最佳的治疗手段，然而本组 2例患者诊断时均为局部晚期，无手术指证。治疗前先天性畸形的发现极为重要，

有效的检查手段为超声波、核磁共振成像，腹腔镜及输卵管造影，有助于子宫畸形的诊断，盆腔 CT检查在宫颈

病灶与子宫颈之间界限不清，盆腔磁共振检查具有一定优势。推荐临床治疗前盆腔磁共振检查，不但对宫颈癌病

灶范围的确定，淋巴结的转移情况特别是准确分期，还能意外的发现子宫畸形，仔细的妇科检查是最直观的，治

疗期间查体评价疗效最简便易行。

4 治疗

4.1 手术治疗 Ⅰ-ⅡA宫颈癌可选用手术治疗，腹腔镜下的微创手术具有与传统的开腹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相同的

疗效和复发在没有降低生存率的情况下，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手术并发症。Ⅰ-ⅡA双宫角子宫颈癌也应

遵循子宫颈癌的 NCCN指南，正如国外作者Metin Kaba报道的Ⅰ期双子宫子宫颈癌通过手术治疗取得了满意疗效

[2]。对局部晚期宫颈癌术前新辅助化疗，或同步放化疗后手术也是目前新的治疗手段。本组病例 1ⅢA期术前同

步 TP方案放化疗，放疗后辅助化疗及后装治疗，效果肯定。

4.2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适用于任何期别的宫颈癌，双子宫子宫颈癌由于子宫畸形，给后装治疗带来了一定难度，

目前对于双子宫子宫颈癌的腔内后装治疗尚无标准的治疗计划，个体化后装治疗尤显重要，作者 HW LOO[7]应用

外照射 45GY/1.8GY/25次的四野盒式照射，再加非常规腔内后装，18GY/次，17.8GY/次，共 2次，患者随诊 8个

月时出现严重直肠膀胱反应。另有Morio Sawada [9]报道双子宫宫颈癌放疗后 10月复发，且伴有阴道闭锁致双宫腔

积液，经皮引流积液，患者腹痛改善。本组病例 2外照射选用四野盒式照射后，个体化腔内后装治疗,A点外照射

36Gy/1.8GY/20次，左 B点 50GY/27次，右 B点 56GY/30次，腔内后装两侧 A点 6GY/次×5次+5GY/次，右侧 F

点 6GY/次×5次+5GY/次，左侧 F点 6GY/次×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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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影像诊断的发展，放射技术的进步，3D-CRT、IGRT、IMRI、VMAT技术的临床应用，宫颈癌特别是

双子宫子宫颈癌有了许多可选择的方法，然而腔内后装技术在双子宫子宫颈癌治疗的治疗方面还没有可行的标准

计划，三维后装个体化治疗尤为重要。手术、放疗、化疗的综合应用也是一个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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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断层放疗宫颈癌 MVCT 图像引导下摆位精确度分析

高绪峰，蔡绍磊，蒋 聪，冯 玺，王 辉，梁 黎，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分析螺旋断层放疗宫颈癌 MVCT 图像引导下分次间、分次内的摆位误差。方法：选择我科 15 例宫颈

癌患者，年龄 38-65 岁，平均年龄 49 岁。完成 CT 定位、靶区勾画、计划制作。治疗时射线源在旋转出束的同时，

治疗床以恒定速度向前进床，由于身体重力影响，会导致床面的下沉，所以在每一例患者首次治疗时，必须修正

床面下沉导致的误差，并在固定膜上重新标记定位标记中心。对 20 例患者除首次治疗外,之后每次摆位完成后、

摆位误差纠正后、治疗后各行 MVCT 扫描，将获取的图像与计划 CT 扫描图像进行自动配准和剂量靶区手动调节，

配准界面会生成左右 X（Lateral）、头脚 Y（Longitudinal）、前后 Z（Vertical）三个方向线性误差和绕 Y轴旋

转误差。记录下 X、Y、Z 三个线性误差。结果：15 例宫颈癌患者共获取 552 组 MVCT 图像。摆位完成后、摆位误

差纠正后、治疗后各 184 组,摆位误差纠正后 X、Y、Z三个方向误差较摆位完成后小(P=0.000、0.000、0.000),

治疗后Y方向误差较摆位误差纠正后大(P=0.004),X、Z方向无显著差异,分次内误差较小,PTV在各方向误差以3.4、

4.5、3.2mm 为宜。结论：在 MVCT 图像引导下,宫颈癌患者每次治疗前采用 MVCT 图像引导可以有效减小分次间摆

位误差提高放疗精确度，从而保证肿瘤部位的有效剂量，减小周围正常组织及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由于分次内

-048-



误差的影响,放疗医师在勾画靶区时应注意。

[关键词] 宫颈癌；Tomotherapy；MVCT；摆位误差；IGRT

妇科恶性肿瘤相关抑郁障碍程度与T细胞亚群关系分析

王一娜，古丽娜·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科放疗一病区，（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探索研究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抑郁障碍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并检测不同抑郁障碍程度妇科肿瘤患者外

周血T细胞亚群的变化规律, 研究其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的改变, 并探讨对妇科肿瘤患者进行常规抑郁量表测定，及

时进行心理干预，并适时、合理免疫治疗的临床意义。方法: 从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在新疆肿瘤医院

接受治疗的360例妇科肿瘤患者中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收集临床资料，使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抑郁状况

进行评估，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flow cytometry, FCM) 分析检测不同抑郁障碍程度宫颈癌患者外周血T细胞亚群

的变化规律。 结果: 妇科恶性肿瘤相关抑郁障碍抑郁发生率为 65.8%(195/296)，轻度抑郁发生率为23.9%

（71/296），中度抑郁发生率为19%（59/296），重度抑郁发生率为21.9%（65/296）。伴有轻度抑郁障碍的妇科恶性

肿瘤患者与对照组相比，患者CD3+低于正常对照组，但是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4+和CD4+／CD8+细胞

低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8+细胞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中重度抑郁

患者CD3+、CD4+和CD4+／CD8+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并随着抑郁的加重逐渐降低，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

CD8+细胞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新疆地区妇科恶性肿瘤抑郁障碍发生率高，妇科

肿瘤患者随着抑郁程度加重，机体的免疫力相应降低，抑郁状态与机体免疫状态密切相关，及时准确地甄别出患

者的心理问题，对合并妇科恶性肿瘤抑郁障碍的患者适时实施心理干预及辅助免疫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妇科恶性肿瘤相关抑郁障；T 细胞亚群；免疫功能

抑郁障碍是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国内外发病率呈逐年增长趋势，慢性抑郁障碍或抑郁焦虑混合障碍常促进

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1-2]，根据长期临床观察发现恶性肿瘤尤其是妇科恶性的患者多伴有抑郁障碍的存在，肿瘤患

者免疫功能低下, 对其进行放化疗将进一步抑制机体的免疫系统[3]。因此, 合理的免疫调节将是对肿瘤患者重要的

辅助治疗手段。本研究旨在探索研究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抑郁障碍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并检测不同抑郁障碍程度

妇科肿瘤患者外周血T细胞亚群的变化规律, 研究其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的改变, 并探讨对妇科肿瘤患者进行常规抑

郁量表测定，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并适时、合理免疫治疗的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方法

从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在新疆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360例妇科肿瘤患者中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收集

临床资料，使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抑郁状况进行评估，入组肿瘤患者的抑郁情况采用自评方法。调查

程序为首先由患者本人知情同意，随后由受过专门培训的医师填写一般临床资料调查表、KPS评分、NRS疼痛分

级，并对患者详细说明SDS填写的有关事项，要求患者根据近一周左右的情况一次性完成答题。有问题或对条目

不清楚者，调查者当面做出解释，调查者不得对患者做出暗示，由患者自己独立做出选择。标准分>50 可以认为

有抑郁症状；标准分50～60分为轻度抑郁；标准分6～070 分为中度抑郁；标准分 ≥70 分为重度抑郁，施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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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5～10分钟。统计分析妇科恶性肿瘤相关性抑郁的发病程度（轻度抑郁、中度抑郁和重度抑郁），及不同程

度抑郁的发生率。

1.2标本采集

患者在开始治疗前，采静脉血2ml，EDTA抗凝备用；

1.3主要试剂与仪器

小鼠抗人IgG1-PE、鼠IgG1-FITC、CD3-FITC、CD4-PE、CD8-PE、CD25-PE、CD28-FITC、McAb 及Lysing Solution

均为法国Immunotech 公司产品。流式细胞仪系美国Beckman Coulter 公司生产的EPICS ALTRA 型产品。自动血

细胞计数仪为德国BAYER 公司ADVIA 120 产品。

1.4 流式细胞仪测定方法

取100 μL 外周血加入流式管底部, 加相应抗体20 μL, 充分混匀, 室温( 22±3)℃避光孵育15 min加入100 μL

Lysing Solution, 旋涡振荡器充分混匀, 室温避光孵育10 min。加入1 mL 去离子水, 室温放置约10 min, 待红细胞

完全溶解后, 300×g 离心10 min, 弃去上清液, 加入0.5 mL pH7.4 的PBS, 旋涡振荡器充分混匀, 上机测定。应用荧

光直接标记法及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膜表面CD3、CD4、CD8、CD25。取不同荧光标记的

单克隆抗体各20 μL, 分别加入100 μL肝素抗凝的外周血, 室温下孵育15min, 然后加入红细胞裂解液, PBS 液洗涤

2 次,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BeckmanCoulter 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计数淋巴细胞绝对值。 Cellquest 软件分析数据,

记录阳性细胞百分率。

1.5 统计学分析方法

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组外周血T 细胞亚群检测结果以均数或百分数与95%可信区间

( x±1.96δ) 表示，显著性差异用t 检验及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取α=0.05，P>0.05表示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否则表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抑郁流行病学状况分析

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360份，回收348份，回收率为96.6％，其中有效问卷296份，有效回收率为82.2％。在296

例有效资料中，其中有195例SDS抑郁评分﹥50分，抑郁发生率为 65.8%(195/296)，其中71例SDS抑郁评分介于50～

60分之间，轻度抑郁发生率为23.9%（71/296），59例SDS抑郁评分介于60～70分之间，中度抑郁发生率为19%

（59/296），65例SDS抑郁评分大于70分，重度抑郁发生率为21.9%（65/296）。

2.2 不同抑郁程度妇科恶性肿瘤患者T细胞亚群比较

伴有轻度抑郁障碍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与对照组相比，患者CD3+低于正常对照组，但是没有统计学意义( P

＞0.05)；CD4+和CD4+／CD8+细胞低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8+细胞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中重度抑郁患者CD3+、CD4+和CD4+／CD8+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并随着抑郁的加重

逐渐降低，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8+细胞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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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抑郁程度妇科恶性肿瘤患者T细胞亚群比较

Group n CD4+T cell(%) CD8+T cell(%) CD4+/CD8+ CD3+T cell(%)

轻度抑郁 71 36.42±4.72 29.86±5.56 1.32±0.21 68.89±5.52

中度抑郁 59 35.42±4.72 30.85±6.02 1.22±0.31 66.95±5.21

重度抑郁 65 33.30±4.11 30.77±6.41 0.93±0.19 65.93±6.71

正常对照 101 37.13±2.97 29.57±5.85 1.51±0.22 69.03±4.12

3 讨论

妇科恶性肿瘤治疗方式主要为手术、化疗、放疗的综合治疗，治疗涉及人类最敏感的生殖系统，导致妇科恶

性肿瘤病人比其他类型肿瘤病人更易出现如焦虑、抑郁、恐怖等不良精神状态[4]，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发现，

恶性肿瘤的发生及发展与机体的免疫状态密切相关[5-6]，而我们在长期的临床工作及研究中发现，妇科恶性肿瘤患

者常伴有抑郁障碍，免疫功能下降，因而检测不同抑郁障碍程度妇科肿瘤患者外周血T细胞亚群的变化规律, 研究

其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的改变, 并探讨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进行常规抑郁量表测定，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并适时、

合理免疫治疗是具有一定临床意义的。本次调查显示新疆地区妇科恶性肿瘤抑郁障碍发生率高（65.8%），其中重

度抑郁发生率高达21.9%，因此，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应及时、准确地甄别出患者的心理问题，对合并妇科恶性肿

瘤抑郁障碍的患者适时实施心理干预。

CD3+为全T细胞标志，其数目一般为CD4+和CD8+细胞数之和。CD4+ 细胞为辅助性T 细胞, CD8+ 细胞为抑

制性T 细胞, CD4+/CD8+ 比值可反映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的状态[7]。以往的研究资料表明，恶性肿瘤患者免疫功能

失调与肿瘤患者外周血调节T 细胞比例增加有关[8],本研究证实伴有轻度抑郁障碍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与对照组相

比，患者CD3+低于正常对照组，但是没有统计学意义；CD4+和CD4+／CD8+细胞低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中重度抑郁患者CD3+、CD4+和CD4+／CD8+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并随着抑郁的加重逐渐降低。CD8+细胞

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本次研究显示妇科肿瘤患者随着抑郁程度加重，机体的免疫力相应

降低，抑郁状态与机体免疫状态密切相关，与以往相关报道一致。[9-10]

目前，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放疗、化疗等传统治疗已形成规范，多学科讨论协作模式也日趋成熟，但目前妇

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健康尚未受到大多数临床医护人员的足够重视，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妇科恶性肿瘤患者

的心理状态及免疫功能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三者密切相关，但基于新疆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医疗资源

相对匮乏，临床科室常规配备专业心理咨询辅导医师，对每个患者都进行心理评估干预及免疫治疗的可能性较低，

因此，找到最便捷、经济的方案，选取最适合妇科肿瘤患者的综合治疗方案是必要的，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我们

发现，对于妇科肿瘤患者，入院后在病史采集中评价患者有无抑郁障碍的高危因素，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患者进行

抑郁量表测定及专业心理干预，对于中重度抑郁患者辅助免疫治疗，这样在节省医疗资源及减少经济负担的情况

下实现了对妇科肿瘤患者的个体化治疗，且有助于一线医生和护士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提高其应对能力，还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提高疗效，对改善其预后有着重要意义。若进一步扩大研究的

规模，增加样本含量及地域范围，对大规模实验数据的分析或可成为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及免疫治疗循证

医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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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管理护理在改善维吾尔族宫颈癌放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应用效果观察

徐 敏，早热古丽，梁 圆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瘤放疗科,（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探讨个案管理护理实践对改善维吾尔族宫颈癌放疗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 方法：按所在病区将 100

例维吾尔族宫颈癌放疗后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50例，试验组接受为期 6个月的个案管理护理实践，对照组

接受常规护理和随访。 分别在放疗前、中、后进行生活质量各指标的测量，并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多因素方

差分析，对各测量指标在半年中的变化及趋势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试验组患者生活质量总体优于对照组，除

婚姻关系维度效果不显著外，两组在各维度 3个时间点测量值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个案

管理护理实践能够提高维吾尔族宫颈癌放疗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

[关键词] 维吾尔族；宫颈癌； 个案管理；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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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yiye: To explore whether individual case administration nursing practice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ygur cervical carcinoma patients who are radical radiotherapy. Methods: 100 cases of Uygur cervical carcinoma were

enroll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5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50 cases)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6 months

individual case administration nursing practice were adopt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while the routine nursing and

follow-up were adopted . The measurement indices of quality of life wer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radiotherapy , and

the duplicate measurement and multi-factor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were used. The change and tendency of these

measurement indices during 6 month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measurement indices apart

from the marriage relation dimension is obvious statistically(P<0.05). Conclstion: Individual case administration nursing

practice can improv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of Uygur cervical carcinoma patients and rais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satisfaction.

[Keywords] Uygur tribe；Cervical carcinoma；Individual case administration； Quality of life

宫颈癌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的女性恶性肿瘤中占据首位，新疆为宫颈癌

高发区，在新疆宫颈癌高发区和田的策勒县进行普查，当地维吾尔族妇女宫颈癌的患病率为 526／10万，是北京

市妇女宫颈癌患病率的 210多倍，其调整死亡率在全国少数民族中占第 1位[1]。发病年龄较汉族及其它民族年轻、

鳞癌构成比较多，严重影响维族妇女的健康[2]。随着近年来妇科检查的普及，中晚期宫颈癌的比例略有下降，但

在整体癌症患者中其临床发病率仍在逐渐上升，且有年轻化的趋势，临床工作者需加大重视力度[3-4]。临床上对该

病多采用放射治疗，因该肿瘤对放射线较为敏感，实施腔内配合体外照射临床疗效已经得到肯定[5]。宫颈癌放疗

患者放疗后，需要独自承受较大的来自身体疾病本身、治疗、心理、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压力，而维吾尔族宫颈

癌患者还有宗教，生活习惯，信仰的不同，因此，如何满足维吾尔族宫颈癌放疗患者对信息支持和心理支持的长

期需求，实现无缝的、个体化的、患者积极参与的专科护理成为新的研究问题。 个案管理是一个充分合作、共同

参与的过程，通过充分地沟通交流，促进个体对医疗护理服务的选择，以满足个体的健康需求，从而合理选择可

用资源，提高服务质量[6]。个案管理者全程参与患者诊断、入院、治疗、出院、返回社会的全过程，发挥实践者、

教育者、顾问、协调者等角色，通过沟通、协调、教育及提供资源，使患者在复杂的治疗中得到连续性及整体性

的护理服务[7]。为了更好地了解个案管理在维吾尔族宫颈癌放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2013年 10月～2014年 4月，

对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并出院的 100例维吾尔族宫颈癌腔内后装治疗患者进行了从医院到家庭的

个案管理护理实践，并评估其对提高维吾尔族宫颈癌患者放疗后生活质量的效果。

1 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所有经宫颈活检病理证实的Ⅰ～Ⅳ期维吾尔族宫颈癌放疗患者，无严重心、肝、肾合并症，白细

胞数 3.0×109/L以上，愿意回答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 FACT-G V4.0)生活

质量问卷调查，签署知情同意协议。

2 研究方法

根据入选标准选取患者，解释研究目的、研究期限、研究内容、对患者放疗后康复的意义，取得其知情同意

并签字；在患者放疗前、放疗中、放疗后、放疗后一个月请其自行填写癌症康复评价简表（CARES-SF）[8]。

2.1 干预方法

2.1.1 个案管理护士的培训从科室选出 4名 5年以上宫颈癌放疗工作经验的责任护士，专科以上护理教育学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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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沟通、协调及表达能力的维吾尔族护士，通过对患者沟通、随访的规范与方法、宫颈癌常见心理问题等知

识培训及考核后参与课题研究。

2.1.2 干预方法 两组均接受规范的宫颈癌放疗常规护理。

试验组：宫颈癌放疗个案管理护理实践分为六个主要阶段。①入院当日：病房访视，评估患者的一般信息、

疾病信息、支持情况与情绪状态；介绍自己，提供联系方式；与患者及家属共同讨论如何面对病情及诊断；与医

生沟通患者的诊断与治疗。 ②放疗前 1日：病房访视，评估患者的情绪状态；根据医生的建议，患者需求，制定

个体化健康教育方案。告知病人及其家属腔内放疗的重要性、腔内放疗方案及治疗前准备。③第 1次至第 3次治

疗：向患者及其家属反复讲解治疗流程、需要其配合的环节，指导正确的配合方法。治疗结束时，告知可能会出

现的不良反应，教会其自我护理，并根据患者及其家属对健康教育内容的掌握情况，随时进行巩固和补充教育，

以强化记忆。④第 4次治疗：对已经出现的不适症状加以评估并处理，询问患者治疗期间遵医嘱的情况，加强与

家属的沟通，及时了解患者对健康教育内容的掌握情况。治疗期间，随机提问讲解过的内容，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补充教育，以提高健康教育效果。⑤疗程结束：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离院后的注意事项，讲明定期复查和自我护理

的重要性。鼓励病人及其家属不论在院还是出院都要积极参加每月 1次的病友俱乐部活动，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

况，将病人及其家属编入合适的同伴教育小组，加强对同伴教育小组组长的培训,指导、观察、督促同伴教育小组

进行小组学习、交流、讨论。电话随访，追踪治疗完成情况，指导不良反应的应对方法 ，必要时进行门诊访视。

⑥放疗后三个月：电话随访，追踪患者的心理康复情况，与患者及配偶讨论如何恢复性生活， 逐渐回归工作和社

会。干预过程中个案管理护士在工作时间保持手机畅通，接受患者的电话咨询，随时解答患者的疑问并进行记录。

对照组：对照组住院期间 ，由其责任护士按照宫颈癌放疗护理常规进行护理、教育与康复指导。 患者出院

后，常规随访为其提供康复指导与支持。

2.2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为患者的生活质量，使用 CARES-SF测量。 该量表由 Schag等[8]于 1991年编制，用于评价癌

症患者健康相关性生活质量， 已在国外作为生活质量研究工具被广泛应用。 2003年，胡雁等［9］将其翻译为中文

版并初步应用。 该量表包括生理、心理、社会、与医务人员的关系、婚姻关系、 性功能 5个维度共 34个条目，

各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 评定癌症患者在过去 1个月内遭遇问题的严重程度，从“无”“轻度 ”“中度 ”“较严

重 ”“严重 ”顺次给予 0、1、2、3、4分 。各条目得分相加计算总分，总分越高，提示患者的问题越严重，其健

康相关生活质量越差。该量表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6～0.93，重测信度为 0.81。

2.3 统计学分析

将原始资料输入 SPSS 15.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两人核对。首先观察资料的分布情况，然后对资料

进行均数、标准差等描述性分析，并进行正态性检验、方差齐性检验，采用 t 检验 、Mann-Whitney U检验 、 χ2

检验和多元方差分析，比较两组之间各项指标的差异，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各指标的纵向变化趋势。

3 结果

3.1 两组干预前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总分比较（表 1、2）

两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总分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干预方法与干预时间之间

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P＜0.001），两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总分呈不同的变化趋势。 根据多元方差分析进行简单

效应分析，两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总分的基线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放疗前、放疗中、放疗后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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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试验组在该 3个时间点的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3.2 两组干预前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比较（表 1、2）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比较各维度得分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干预后疗前、放疗中、放疗后 1个

月试验组在生理维度、心理维度、与医务人员关系维度的得分均好于对照组。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均随干预时间

推移而变化；除婚姻维度外， 各维度均表现出干预方法与干预时间存在交互作用，两组得分呈不同变化趋势，从

均数的变化可知 ，试验组得分趋势显著低于对照组。 这提示试验组患者生活质量好于对照组，尤其在生理、心

理社会及与医务人员关系维度方面。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分，χ±s）

项目 组别
例

数
干预前

干预后

放疗前 放疗中 放疗后

总分 实验组 50 50.61±8.70 40.58±9.70 36.50±8.60 30.20±10.40

对照组 50 51.78±7.30 49.73±8.90 48.21±10.40 46.58±4.70

F值 0.206 38.7571） 52.8031） 43.9531）

生理维度 实验组 50 20.68±5.60 15.52±4.50 12.93±3.19 7.76±3.89

对照组 50 21.52±6.10 18.30±3.90 17.42±4.70 10.55±2.60

F值 0.587 9.0822） 26.9871） 7.8833）

心理社会维度 实验组 50 18.90±2.25 14.52±4.10 8.27±3.89 6.85±2.03

对照组 50 17.63±3.60 16.83±4.49 14.96±5.18 9.82±4.66

F值 0.125 7.6542） 22.6841） 7.9852）

与医务人员关

系维度

实验组 50 5.31±2.32 3.60±1.52 3.42±1.35 2.89±1.40

对照组 50 5.24±2.68 6.82±2.08 6.59±2.38 5.96±2.35

F值 0.666 33.3121） 46.3541） 42.6751）

性生活维度 实验组 50 5.38±3.12 5.61±2.52 5.98±2.52 6.98±2.55

对照组 50 5.28±2.33 6.74±2.33 7.20±2.66 8.66±3.25

F值 0.078 4.7893） 4.3563） 7.2562）

婚姻维度 实验组 50 4.99±3.10 5.60±2.80 5.48±2.96 5.38±2.65

对照组 50 5.16±2.26 5.29±2.55 5.65±2.50 5.19±2.95

F值 0.150 0.263 0.650 0.305

备注：1）P<0.001；2）P<0.01；3）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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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干预前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的重复测量分析（F值）

项目 时间效应 分组效应 时间×分组效应

总分 173.1561） 43.7631） 16.2691）

生理维度 158.1731） 16.3341） 1.965

心理社会维度 102.7681） 10.5372） 6.0122）

与医务人员关系维度 5.4632） 36.8321） 17.1441）

性生活维度 42.1771） 3.6553） 5.5122）

婚姻维度 4.5022） 0.035 1.352

备注：1）P<0.001；2）P<0.01；3）P<0.05

4 讨论

4.1 个案管理护理实践的实施条件在维吾尔族宫颈癌放疗患者中试用了个案管理护理干预，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

效果

宫颈癌患者放疗后预后较好、生存期长、治疗时间约 45天，康复过程长，这些特点决定了个体化的个案管理

能够适应其康复需求。

4.1.1 护士培养 在本研究中 ，研究者从病房中选拔出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护士团队，并经过系统培养和考核，才

开始实施个案管理。

4.1.2 人力资源 本研究的 4名个案管理护士在干预过程中，合理排班，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患者的跟踪与随

访，因此，合理排班和分配护士人力资源是实施个案管理的基础。

4.1.3 经费保障 个案管理中的电话随访 ，医院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也是很好的契机、电话及经费上的支持，才能长

期维持。

4.2 个案管理护理实践的实施效果

维吾尔族患者由于疾病本身放疗及其不良反应所导致的生理不适，以及心理适应问题等，成为降低其健康相

关生活质量及整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而个案管理通过直接护理、健康教育、信息支持与心理支持，直接解决

患者的不适，并从多个维度为患者提供连续的指导和帮助，促进其自我调适的过程。通过电话与访视，同伴小组

教育的形式为维吾尔族宫颈癌患者提供教育、信息与支持，能够改善宫颈癌患者的生活质量。 此外，试验组患者

与个案管理护士建立了密切的沟通关系，遇到疑问可以随时咨询讨论，这种交流加强了患者对护士的信任，使护

患关系更加和谐；患者从可信任的护士处得到了可靠的专业信息，使得她们能够充分做好治疗准备，治疗决策能

力增强，与医生的沟通更加顺畅。 Yamamoto等［9］的研究也证实，个案管理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作出治疗决策，

促进医患良性沟通。

4.3 个案管理护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4.3.1 个案管理护士的能力 尽管在研究开始之前 ，研究者对参与研究的护士进行了集中培训和考核，但在个案管

理实践过程中，护士面对患者的咨询和问题，患者仍然存在不理解，不自信 、不确定和沟通不良，依从性差。针

-056-



对这种情况，课题组组织护士每周进行指导、总结。

4.3.2 个案管理实践内容的规范 信息支持和心理支持是个案管理的两大重点。 由于护士的知识结构不尽相同 ，

输出给患者的信息也可能存在差异，而患者的性格 、表达能力和愿望不同，暴露出的情绪和心理问题程度也不同 ，

因此，如何保证信息支持的准确性和心理支持的有效性是个案管理有效实施的关键。 课题组通过观察，将患者在

每个阶段最常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每个问题列出 3～5条参考建议，汇总形成宫颈癌个案管理教育指导手册和心

理评估表信息，供个案管理护士在实践中使用。

4.4 个案管理护理实践的展望

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持续的护士培训能够提高护士的工作能力， 形成系统的肿瘤专科护士的培养规范，又能适

应临床护理对护理人才的需求。规范肿瘤专科护士的工作角色与内容。

5 结论

个案管理护理实践能够提高维吾尔族宫颈癌放疗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尤其

在生理、心理社会、与医务人员关系方面，个案管理护理实践拓展了肿瘤护理的持续性与延伸性，在病人诊断、

入院、治疗、出院、家庭护理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实践者、教育者、协调者等重要角色，使病人在复杂的治疗中

得到连续性及整体性的护理服务。保证了患者在诊断、治疗和康复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相应的专业支持和帮助，

是维吾尔族宫颈癌患者有效的护理模式。

[ 参考文献 ]

[1] 姜淑清,土送爱,周俊兰,等．新疆策勒县妇女病现状调查与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6,21(4):524-526．

[2] 拉莱·苏祖克,彭玉华,周康,等.新疆不同民族宫颈癌发病趋势分析[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6,29(7):569-571．

[3] Tracey EA, Zorbas HM,Hacker NF,Bishop JF.Reasons for improved survival from ovarian cancer in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between 1980 and 2003: implications for cancer contro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 gynecological

cancer,2009,19(14):591-599.

[4] Brinton LA , Herrero R, Brenes M.Considerations for conducting epidemiologic case-control studies of cance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Bulletin of the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1991,25(1):1-15.

[5] 施华芳,姜冬九,李乐之,等.病人依从性的研究进展[J].中华护理杂志,2003,38(2):134-136．

[6] Americann Nurses Credentialing Center(ANCC).Nursing Case Manage-ment Catalog[M].Washington

DC:ANCC.1998:3-7.

[7] 陈玉枝，邹怡真．台北荣民总医院肿瘤个案管理经验分享［Ｊ］．中国医院管理，2010,10,10(3):21-22

[8] Schag CA,Ganz p,Heinrich RL.Cancer rehabilitation evaluation sys-tem-short form (CARES-SF). A cancer specific

rehabilit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 [J] .Cancer,1991,68(6):1406-1413.

[9] 胡 雁，Ken Sellick.消化道恶性肿瘤病人确诊初期生命质量纵向研究[J].护理学杂志,2003.10(8):734-737.

30 例宫颈癌患者在放疗周期中不同时期的 IGRT 摆位误差分析

李 达，李林涛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分析 30例宫颈癌患者不同放射治疗时期 IGRT图像配准结果摆位误差的最大次数方法：搜集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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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14年 6月在我院治疗的 30例术后采用盆腔体模宫颈癌 IGRT患者第 1,5,10,15,20次治疗前摆位的千伏

级 CBCT图像做配准分析，选用单纯灰度平移误差配准方式，分别得出与靶中心左右，前后，上下方向摆位误差

数据。结果：左右，前后，上下方向的靶区中心平移误差分别为（0.19±0.79）,(0.43±1 .85），（0.3±1.13），在 30例

患者中，第 1次摆位误差出现最大为 2例，第 5次为 4例，第 10次 10例，第 15次 9例，第 20次 2例，第 25次

3例，分别占比 6%，13%，33%，30%，6%，10%。结论：30例宫颈癌患者 CBCT引导 IGRT在第 10次，第 15

次出现的摆位误差比较大。

[关键词] CBCT；IGRT；摆位误差

宫颈癌不同体位外照射危及器官的剂量学比较

袁 芳，徐 丽，刘陈晨，李文哲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放疗科，（兰州 830000）

[摘要]目的：比较宫颈癌外照射时，患者在不同体位下（仰卧位和俯卧位），正常器官直肠、小肠及膀胱的受照剂

量，选择宫颈癌放疗的最佳体位。方法：选择 2014年 1月至 2014年 10月收住我院拒绝后装治疗，同意接受根治

性外照射治疗的 18例宫颈癌患者，分别制作仰卧位及俯卧位体模。通过增强 CT定位，按照宫颈癌靶区勾画标准，

所有靶区勾画由同一位医生完成，采用三维治疗计划系统制定调强放疗计划，所有处方剂量达到 95%，根据剂量

体积直方图（DVH）比较两种体位下小肠、膀胱及直肠等正常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最大：MAX；最小：MIN；

平均：MEAN）的差异。结果：仰卧位与俯卧位相比，小肠MAX（P =0.038）、MEAN（P =0.000）、V10（P =0.

005）、V20（P =0.005），直肠MAX（P =0.038）、MEAN（P =0.017）、V10（P =0.014）、V20（P =0.027）、V50（P

=0.001），膀胱MIN（P =0.001）、MEAN（P =0.011）、V10（P =0.008）、V20（P =0.000）、V50（P =0.000），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小肠MIN（P =0.110）和 V50（P =0.077），直肠MIN（P =0.433），膀胱MAX（P

=0.119），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宫劲癌外照射中俯卧位较仰卧位能降低小肠、直肠及膀胱的

受照剂量，能更好的保护正常器官，减少毒副反应发生。

[关键词] 宫颈癌；外照射；危及器官；剂量学

[Abstract] Objective：Compare the cervical external exposure, patients under different positions (supine and pron

e position), normal organs such as the rectum, small bowel and bladder radiation dose, choose the best position

of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Methods：Choose from January 2014 to October 2014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refused brachytherapy, agreed to accept radical external beam radiotherapy of 18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were

produced supine and prone position mold, respectively. By enhanced CT simulation positioning, according to the

cervical cancer target outline standards, all target delineation done by the same person, three-dimensional treatm

ent planning system developed IMRT plan, all the prescription dose of 95%, according to the dose volume histo

gram (DVH) comparing two position the endanger normal organs such as the small bowel, bladder and rectu

m illuminated dose difference. Results：Compared supine and prone position, small intestine MAX (P=0.038), th

e MEAN (P=0.000), the V10 (P=0.005), V20 (P=0.005), rectum MAX (P=0.038), the MEAN (P=0.017), the V10
(P=0.014), V20 (P=0.027), V50 (P=0.001), bladder MIN (P=0.001), the MEAN (P=0.011), the V10 (P=0.008), V20
(P=0.000), V50 (P=0.000),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mall intestine MIN (P=0.110)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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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0 (P=0.077), the rectum MIN (P=0.433), bladder MAX (P=0.119),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Prone position can reduce the small intestine, rectum and bladder illuminated dose, can

better protect normal organs.

[Key words] Cervical cancer；External irradiation；Threatening organ；Dosimetry

近年来，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宫颈癌仍然位居全球女性恶性肿瘤第三位[1]，一

些研究证实年轻女性宫颈癌的发病率正在逐渐上升[2]。 根治性手术和放疗是宫颈癌最常见的治疗方法，IA期手术

切除，IB～IIA期目前没有统一的治疗标准，中晚期以同步放化疗为主。对于中晚期患者，放疗是最主要的治疗

手段，随着精确放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宫颈癌外照射目前常用调强放疗技术，能够更好的保护正常器官。我们采

用三维治疗计划系统分别制定两种体位下的放疗计划，然后根据剂量体积直方图（Dose volume histograms，DV

H）比较两种体位下小肠、膀胱及直肠受照剂量的差异。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例资料

2014年 1月至 2014年 10月在我院放疗科治疗的宫颈癌患者 10例，中位年龄 58(42-81)岁，所有患者均拒绝

后装治疗，同意接受根治性外照射。根据国际妇产科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

cs,FIGO）分期标准进行分期，其中 IIB期 6例，ⅢA期 9例，ⅢB期 3例。所有患者病理诊断均为鳞状细胞癌。

1.2 体模制作及定位

体模制作：所有患者分别取仰卧位和俯卧位，采用热塑模固定 15分钟制作仰卧位及俯卧位体模。CT扫描定

位：采用 Siemens64排 CT机增强扫描，扫描范围：以 5mm层厚从肝顶至耻骨联合下 3cm。嘱所有患者扫描前适

度憋尿，分别在两种体位下扫描定位，两次扫描之间间隔的时间不超过 5分钟，定位扫描采集时间、体位顺序一

致。每位患者做模和定位的医师、技师、物理师相同。

1.3 靶区勾画

大体肿瘤体积（Gross tumor volume，GTV）包括宫颈及宫颈肿物宫体及阴道受侵部。临床靶区（Clinical ta

rget volume，CTV）包括 GTV+盆腔淋巴引流区，上界：腹主动脉分叉处；下界：闭孔下缘；左右界：包括左右

髂总、髂内、髂外血管周围的淋巴结。计划靶区（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CTV外放 5mm，临近小肠、

膀胱及直肠的靶区边界适当回缩。并勾画小肠、膀胱、直肠、股骨头、皮肤等危及到的正常器官，所有患者靶区

勾画均由同一个人完成。

1.4 计划设计

所有患者均采用 7野调强放疗计划，射野角度在 360°范围内均匀分布，采用三维治疗计划系统使所有患者的

处方剂量达到 95%。危及器官剂量在正常耐受范围以内。所有计划由同一个物理师完成。

1.5 剂量限制

1.5.1 靶区处方剂量

GTV：212cGY/次，总剂量：7000cGy；PTV：5000cGy。所有计划评价标准为：95%的 GTV体积达到 7000cGY

的处方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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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靶区剂量分布

Target Dose(Gy) Volume above limit(%)

GTV 70 5

PTV 50 5

1.5.2 正常器官剂量限制

正常器官的剂量要求

表 2 危及器官剂量分布

Critical structure Dose(Gy) Volume above limit(%)

intestines 50 50

rectum 45 50

bladder 50 50

1.6 计划评估

根据剂量体积直方图（Dose volume histograms，DVH）和等剂量分布曲线图对计划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PTV剂量，正常危及器官如脊髓、小肠、膀胱、直肠及股骨头的受照剂量，比较两种体位下小肠、直肠及膀胱等

正常危及器官受照剂量的差异。

1.7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9.0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小肠、直肠、膀胱所受剂量进行配对 t检验，P＜0.05认为二者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比较仰卧位（A）及俯卧位（B）两种体位下，小肠、直肠、膀胱所受的最大剂量（Maximum dose ，MAX）、

最小剂量（Minimum dose ，MIN）、平均剂量（Mean dose，MEAN）以及受照剂量为 10Gy、20Gy、50Gy时它

们的照射体积 V10、V20、V50之间的差异。

2.1 不同体位下小肠所受剂量比较

仰卧位与俯卧位相比，MAX（P =0.038）、MEAN（P =0.000）、V10（P =0.005）、V20（P =0.005），两组之

间 P 值均小于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IN（P =0.110）和 V50（P =0.077）两组之间 P 值大于 0.05，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3。
表 3 不同体位下小肠所受剂量体积比较

MAX(cGy) MIN(cGy) MEAN(cGy) V10(%) V20(%) V50(%)

A 7373.900±114.440 367.600±46.361 3060.600±128.047 96.513±0.505 70.583±4.501 9.963±1.666

B 7095.800±187.391 317.600±81.800 2742.300±172.125 94.026±2.016 65.105±5.413 8.590±1.778

t 3.512 1.775 7.747 3.645 3.652 1.999

P 0.007 0.110 0.000 0.005 0.005 0.077

注：MAX:最大照射剂量；MIN：最小照射剂量；MEAN：平均照射剂量；V10：10Gy小肠的受照体积；V20：20

Gy小肠的受照体积；V50：50Gy小肠的受照体积

2.2 不同体位下直肠所受剂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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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卧位与俯卧位相比，MAX（P=0.038）、MEAN（P =0.017）、V10（P =0.014）、V20（P =0.027）、V50（P=

0.001），两组之间 P 值均小于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IN（P =0.433），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详

见表 4。

表 4 不同体位下直肠所受剂量体积比较

MAX(cGy) MIN(cGy) MEAN(cGy) V10(%) V20(%) V50(%)

A 7097.000±104.658 1770.900±379.892 3623.100±231.998 100.000±0.000 97.632±1.173 9.801±1.940

B 6906.000±218.880 1570.100±633.536 3340.100±207.900 97.959±2.130 95.020±3.128 5.826±1.940

t 2.434 0.82 2.935 3.029 2.636 4.606

P 0.038 0.433 0.017 0.014 0.027 0.001

注：MAX:最大照射剂量；MIN：最小照射剂量；MEAN：平均照射剂量；V10：10Gy直肠的受照体积；V20：20

Gy直肠的受照体积；V50：50Gy直肠的受照体积

2.3 不同体位下膀胱所受剂量比较

仰卧位与俯卧位相比，MIN（P =0.001）、MEAN（P =0.011）、V10（P =0.008）、V20（P =0.000）、V50（P

=0.000），两组之间 P 值均小于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AX（P =0.119），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 5。

表 5 不同体位下膀胱所受剂量体积比较

MAX(cGy) MIN(cGy) MEAN(cGy) V10(%) V20(%) V50(%)

A 7216.600±114.768 1534.200±116.385 3576.200±172.151 99.949±0.086 98.614±0.533 11.604±0.783

B 7118.500±169.824 837.000±379.367 3287.800±217.394 98.771±1.078 87.667±6.304 9.562±0.934

t 1.725 5.259 3.181 3.430 5.774 5.968

P .119 .001 .011 .008 .000 .000

注：MAX:最大照射剂量；MIN：最小照射剂量；MEAN：平均照射剂量；V10：10Gy膀胱的受照体积；V20：20

Gy膀胱的受照体积；V50：50Gy膀胱的受照体积

3 讨论

放疗是中晚期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在宫颈癌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宫颈癌放疗的金标准包括外照

射+近距离照射[3]。外照射照射范围大，照射范围内的组织和器官均有损伤，近距离照射体积小，对正常组织及器

官辐射损伤很小。尽管外照射技术及设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外照射不能获得与近距离照射相似的剂量分布，

不能使靶区获得较高的剂量，因此目前还不建议用外照射取代近距离放疗。但有些患者就诊时已没有近距离放疗

的指征或患者由于自身原因拒绝近距离放疗，还有些患者由于生殖道畸形不能行近距离放疗，只能选择外照射。

外照射技术有三维适形放疗技术（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3D-CRT）和调强放疗技术(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IMRT较3D-CRT能提高靶区适形度，使靶区内剂量分布更均匀，增加肿瘤的

局部控制率，减少周围正常器官的受照剂量。Su等[4]的研究表明IMRT可以使靶区达到高度适形的剂量分布，且靶

区边缘剂量梯度大，因此能在提高靶区剂量的同时更好的保护危及器官。Yang等的[5]研究表明IMRT与3D-CRT相

比，患者出现急慢性毒性反应的发生率降低，直肠和小肠的平均百分照射体积显著减低。IMRT已成为宫颈癌外照

射最常用的放疗技术。对于不能行近距离照射的患者，Kanji等[6]的研究表明外照射联合小野加量照射（concomita

nt boost，CCB）的3年局部控制率优于常规分割外照射，因此认为外照射联合CCB对于不能行近距离放疗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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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可行且有前途的放疗方式。

宫颈癌放射治疗过程中危及的正常器官主要有脊髓、小肠、直肠、膀胱及股骨头。Dale等[7]关于模拟宫颈癌

外照射+近距离照射正常组织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结果显示，直肠并发症的发生率为19.7% ，95%CI(13.5%, 25. 9%)，

后期直肠后遗症的发生率为13%；膀胱61. 9% ，95%CI (46.8%, 76.9%) 。Lorraine等[8]的研究结果显示全盆处方

剂量为45Gy时，7野IMRT小肠的照射剂量V50为15.05±6.76%，直肠V50为6.37±5.19%，膀胱V50为31.66±8.26%，

三者受照射剂量均明显优于4野3D-CRT 。Stanic S等[9]等关于小肠照射耐受性的研究结果显示盆腔和腹主动脉旁

淋巴结剂平均受照剂量为50 ± 5 Gy，中位随访时间5年，晚期小肠毒性反应包括小肠梗阻的发生率为9% ± 7%，

估计小肠T10/5（标准治疗条件下，治疗后5年内小于或等于10%的病例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剂量）的最大剂量点为5

5Gy。因此计划设计时小肠的最大剂量点应尽量控制在55Gy或者更低。Akila等[10]等关于膀胱照射剂量-体积效应的

研究表明膀胱耐受剂量的上限目前还不清楚，宫颈癌外照射全盆剂量一般在40-50Gy，很少会导致膀胱出现严重的

长期后遗症，但联合近距离照射后会使膀胱的照射剂量增加。

小肠、膀胱及直肠的位置会随着体位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小肠，俯卧位和仰卧位小肠的位置变化较大，本

次研究中主要探讨体位对这些正常器官的影响，仰卧位与俯卧位正常器官受照剂量相比，小肠、直肠、膀胱的平

均受照剂量（P =0.000、P =0.017、P =0.011），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大受照剂量，小肠和直肠P =0.

038、P =0.038，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膀胱P =0.119＞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不同体位下膀胱最大

受照剂量差异没有意义，膀胱相对于小肠和直肠，位置相对较固定，且每个患者膀胱充盈程度不同，膀胱体积差

异较大，可能会对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最小受照剂量，小肠和直肠P =0.110、P =0.433, P＞0.05，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膀胱P =0.001＜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受照剂量很小时，小肠和直肠的受照体积很小，体位的不同

不会对肠道照射体积产生太大的影响。两种体位剂量体积相比，照射剂量为10Gy时，小肠、直肠、膀胱的受照体

积（P =0.005、P =0.014、P =0.014），P值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照射剂量为20Gy时，三者的受照体积

（P =0.005、P=0.027、P =0.027），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照射剂量为50Gy时，直肠、膀胱的受照体积（P

=0.001、P=0.001），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小肠受照体积P =0.077＞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当照射

剂量达到50Gy时，小肠受照射体积大，大部分肠道都在照射范围内，体位将不会减少小肠的受照体积。总体来说，

俯卧位比仰卧位小肠、直肠、膀胱的受照剂量降低。

4 小结

放射治疗在宫颈癌的治疗中有重要地位，放疗过程中实现靶区高剂量分布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周围正常组织受

照剂量是治疗的最终目的，本研究结果表明患者体位影响小肠、直肠及膀胱的照射剂量，俯卧位能更好的保护这

些器官，降低放疗副反应。而对于单纯外照射是否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还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来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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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期宫颈残端癌综合治疗的疗效分析

阿依努尔·色义提，高 洁，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科肿瘤放射治疗一病区，（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观察并探讨早中期宫颈残端癌综合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随机选取 2005 年 6 月～2010 年 12 月本

院收治的宫颈残端癌患者 34例作为本次研究的观察对象，将其分为观察组 22 例，对照组 12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

同步放化疗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进行手术综合治疗，主要进行手术和放疗以化疗进行辅助。分别比较两组患者

在治疗结束后 3 年以治疗结束后 5 年时的生存情况以及两组患者术后的并发症现象。结果：治疗结束后 3年和 5

年的生存率观察组都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两组数据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情况

明显比观察组严重。结论：对于早中期宫颈残端癌进行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够有效提

高患者生存率。

[关键词]手术治疗；宫颈残端癌；放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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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curative effect of early stage cervical

stump cancer treatment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arly and mid cervical stump

cancer treatment.Methods: 34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tump cancer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n June.2005 to Dec.2010 in our hospital.The 34 cases studie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of

22 patients and a control group of 12 patients.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peration combined treatment, mainly work on operation and

radiotherapy ,adjuvant to chemotherapy.To compared the survival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end of treatment 3 years and

5 years.To compared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phenomenon of the two groups.Results: The survival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in the 3 years and 5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reatment,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f the two sets of data(P<0.05).The complica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severe than the observation group.Conclusion: There was better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which treated

with operation for early stage cervical stump cancer,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Keyword] Operation treatment；Cervical stump cancer；Chem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在妇科的恶性肿瘤中，宫颈残端癌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它的癌变部位是行子宫次全切除术后残留下

来的宫颈部分[1]。根据行子宫次全切术后到诊断出宫颈残端癌的时间长短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切除术完成

两年以后，诊断出宫颈残端的癌变，称之为真性残端癌；另一种是在切除术后两年以内，诊断出宫颈残端发生癌

变的，称之为隐形残端癌，或可称之为并存残端癌[2]。现本研究组以 34 例宫颈残端癌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观察并探讨了早中期宫颈残端癌综合治疗的临床疗效，并整理结果作总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05 年 6 月～2010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宫颈残端癌患者 34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观察对象，患者的年

龄在 28～65 岁，平均（48.62±5.37）岁，接受子宫全切除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为（41.42±2.25）岁，二者相距

近 8 年。以国际妇产联盟的宫颈癌临床分期法为依据，将 34例患者分为观察组 22 例，对照组 12 例。两组患者在

年龄、临床分期、病理类型和病情程度等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且患者均是自愿参与本次

调查研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同步放化疗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进行手术综合治疗，主要进行手术和放疗以化疗进行辅助。

观察组患者进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和广泛宫颈残端切除两种手术结合治疗，22 例患者中有 3 例患者在术后因高危

因素进行了同步放化疗。对照组患者均采用铱 192 高剂量腔内放疗和三维适形根治性放疗两种放疗方法进行结合

治疗，同步化疗采用每平方米 30～40mgDDP，腔内 A点的剂量为 16～20Gy，体外总量 DT 为 45～50Gy[3]，每周进行

一次，共进行 6 次。

1.3 观察指标

分别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结束后 3 年以治疗结束后 5 年时的生存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的并发症现象。

1.4 统计学处理

以上两组患者在采用了不同的临床治疗方案后，其所得数据出现了一定的差异，行统计学软件包 SPSS17.0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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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计数资料行百分率（%）表示，并行χ2检验。当统计指标 P<0.05，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在治疗结束后 3 年及治疗结束后 5 年时的生存情况比较

在治疗结束后 3 年至 5 年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治疗结束后 3 年观察组患者生存率为 90.9%，明显高于对照

组患者生存率 75.0%；治疗结束后 5年观察组患者生存率为 72.7%，仍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生存率 41.7%。且两组

数据间均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一。

表 1 两组患者在治疗结束后 3年及治疗结束后 5年时的生存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疗结束后 3年生存情况 治疗结束后 5年生存情况

观察组 22 20（90.9） 16（72.7）

对照组 12 9（75.0） 5（41.7）

统计值 8.9377 19.6270

P <0.05 <0.05

2.2 两组患者在术后并发症现象比较

观察组 22 例患者在术后发生感染的有 2例，发生膀胱损伤的有 1例，并没有严重的并发症发生；在术后进行

补充放化疗的患者有 3例，并没有明显的放疗产生的毒副反应。对照组 12 例患者中在放疗后有 2 例患者发生放射

性膀胱炎，有 4例患者发生了严重放射性直肠炎，有 1 例患者发生直肠阴道瘘。对照组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情况明

显比观察组严重。

3讨论

近年来，随着 HPV 检查、阴道镜检查和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的快速发展，宫颈癌早期检出率明显有所提高
[4]
。

对于宫颈残端癌的预防，因筋膜内全子宫切除术保留了宫骶韧带和子宫主韧带，并且配合盆底肌肉保持了结构的

支撑，进而较为明显的减轻了因手术引起的肛门及下腹部的不适感[5]，减少了性生活受影响、阴道缩短和阴道断

端膨出等不良的副作用，同时对后宫颈恶性病变有预防作用，对预防或减少宫颈癌的发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6]。因此，若患者处于子宫良性病变时期，在手术条件十分成熟的情况下，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筋膜内子宫全切

除术[7]。宫颈残端癌的治疗原则是早期尽量以手术治疗为主，晚期才以放化疗为主。据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进行

手术综合治疗的观察组患者在 3 年、5 年的生存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并发症并不严重。可见，对于早中期宫颈

残端癌进行手术治疗的疗效明显优于放化疗。

综上所述，临床上对于早中期宫颈残端癌的治疗应根据患者实际机体情况尽量选择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其疗效较为显著，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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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旋转调强放疗与适形调强放疗同步化疗的对比研究

邹冬玲， 周 琦

重庆市肿瘤医院妇科肿瘤科，（重庆）

[摘要]目的：通过观察比较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olumetric modulated are therapy，VMAT）与固定野调强放疗

（Intensitv—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在宫颈鳞癌根治性放疗中的应用，评价两种放射治疗方法的副反

应及短期疗效。方法：2014年1月～2O14年8月在我科住院的83例宫颈鳞癌患者行根治性放疗同步化疗（每周顺铂

25-30mg/m
2
，紫杉醇60mg/m

2
），42例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41例行固定野调强放疗，放疗剂量45～50.4 Gy，后装

腔内放疗（一管两球）30Gy。两组患者的病理类型、FIGO分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所有患者治疗

结束即时完全缓解率VMAT与IMRT分别为48.8%和35.7%(P<0．05)，半年的的局控率VMAT与IMRT分别为100％和95.1％

(P<0．05)，急性消化系统不良反应，VMAT与IMRT发生率分别为42.9％和58.5％(P<0．05)，泌尿道系统不良反应

及血液系统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方面，VMAT与IMRT相当。结论：VMAT与IMRT相比，局部控制率及急性不良反应发生

率均占优势。

[关键词] 宫颈癌；调强适形放疗；容积旋转调强放疗；不良反应

宫颈癌是妇女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居妇科恶性肿瘤首位。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治疗方式以放疗为主，

同步化疗能提高无瘤生存期，降低远处转移率，但Ⅲ、Ⅳ级急性不良反应明显提高。放疗常规采用体外全盆腔照

射和三维适形放疗(three dimensionalconformal radiotherapy，3DCRT)，但是正常组织如小肠、脊髓、膀胱、

直肠等受照剂量较多，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和骨髓的急慢性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影响了疗效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适形调强放疗（IMRT)可提高靶区的照射剂量及适形度，减少周围正常组织受照射剂量。而容积旋转调强（VMAT）

作为一种新技术已应用于临床，有研究显示，VMAT较IMRT在靶区适形度及靶区分布均匀性上更占优势，其在妇科

肿瘤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多。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本院2014年1月～2O14年8月收治的83例早期中晚期宫颈鳞癌根治性放疗患者（KPS≥80)，41例行容

积旋转调强放疗，42例行固定野调强放疗。VMAT组年龄3 1～65岁，中位年龄45岁，病理类型：均为鳞癌，高分化

2例，中分化31例，低分化8例，肿瘤直径>4 cm 1l例；采用FIGO分期：I 期3例，Ⅱ期26例，Ⅲ期l2例；IMRT组年

龄35～68岁，中位年龄48岁；均为鳞癌，高分化4例，中分化30例，低分化8例，肿瘤直径>4 cm 13例; FIGO分期：

I 期2例，Ⅱ期23例，Ⅲ期l7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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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病理资料

Tab．1 CI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VMAT IMRT P

Number 42 41

Age 31-65 35-68

Median 45 48 0.36

Tumor stage 0.74

Ⅰ 3 2

Ⅱ 26 23

Ⅲ 12 17

Ⅳ 0 0 0.26

Pathologicaldifferentiation(Squamouscell)

High 2 4

Moderately 31 30

Poorly 8 8

Tumor size≥4cm 11 13 0.48

1.2 CT模拟定位

让患者保持膀胱自然充盈状态，扫描前使用热塑体膜固定盆腔，采用Philips Briliance
TM
16排大口径CT模拟

机定位，CT扫描前口服泛影葡胺20ml，扫描同时静脉注射碘克沙醇100 mL进行影像对比增强，CT扫描从第3腰椎上

缘至坐骨结节下5cm，扫描层厚和间隔均为5mm，扫描图像经过局域网传输至放疗计划设计系统，通过勾画靶区，

在Varian IX放射治疗机上实施治疗。

1．3 靶体积及危及器官的界定

制定调强治疗计划前，需要逐层在CT层面勾画靶体积，根据ICRU62号报告，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临床靶体积

(clinical target volume，CTV)包括阴道上1／2（无阴道受侵）或阴道上2/3（阴道中上段受侵）或全阴道+双腹

股沟淋巴引流区（阴道侵及下1/3）、宫旁/阴道旁软组织和盆腔淋巴引流区域(包括髂总、髂外、髂内、闭孔及骶

前淋巴结区，范围为上界达第4～5腰椎间、下界达闭孔下缘或以下水平，将CTV在三维方向上均匀外放0．5cm获得

计划靶体积(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同时勾画危及器官（organ at risk），OAR包括小肠、直肠、膀胱、

双侧股骨头、骨盆、脊髓等危及器官，其中小肠包括造影剂显示的肠管及其周围肠系膜组织，直肠上界为直肠乙

状结肠交界处，下界为肛门。

1．4 患者治疗计划

根治性放疗联合化疗。同步化疗采用顺铂每周25-30 mg／m2+紫杉醇60mg/m2，共5～6周；后装腔内放疗（一

管两球）30GY/5F，IMRT计划采用9野均分治疗，9野包括0。、40。、80。、120。、160。、200。、240。、280。、320。。

VMAT计划由2个全弧(逆时针机架角度179。～181。和顺时针机架角度181。～179。)组成。采用6 MV-X线照射，处方剂

量95％PTV 45～50.4Gy，每次1．8 Gy，分25～28次完成，靶区内最大值和最小值不超过处方剂量±10％。放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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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小肠V40 <50％，膀胱V40 <50％，V50 <20％，直肠V40 <50％，V50 <20％，骨盆V30 <50％，股骨头V50<5％。

每次1．8Cy，每天1次，每周5次，总剂量45～50.4 Gy。

1．5 不良反应

按照美国放射治疗肿瘤协作组(radiationtherapy oncology group，RTOG)对急慢性放射反应评分标准，评价

患者治疗过程中、治疗结束时及随访的胃肠道、泌尿系统、骨髓和皮肤急慢性放射反应。

1．6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SPSS 16．0软件，采用Kaplan—Meier法，用检验结果，对各种参数做配对f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疗效

所有患者完成了放疗，83例患者总共随访6～12个月，治疗结束即时完全缓解率VMAT与IMRT分别为48.8%和

35.7%(P<0．05)，半年的的局控率VMAT与IMRT分别为100％和95.1％(P<0．05)；其中VMAT组随访6～10个月，中位

8.5个月，无复发、转移；IMRT组随访6～12个月，中位时问8.9个月，无复发、转移，无死亡患者。本研究结果显

示，VMAT照射剂量与IMRT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良反应

VMAT组和IMRT组的1～2级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42.9％和58.5％(P<0．005)，VMAT组和IMRT组的1

泌尿系统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4.9％和7.1％（P=0．08)，血液系统2～3级不良反应，VMAT组与IMRT组发生率

分别为95.1%和90.5% （P=0．26）（表2)。

表2 三维适形放疗和调强适形放疗的急性不良反应

Tab.2 Acute toxicities in VMAT and IM RT patients

Acute grade
GI GU Hematologic

VMAT IMRT VMAT IMRT VMAT IMRT

0 21 15 39 39 1 0

1 18 23 2 3 1 4

2 2 2 0 0 21 22

3 0 0 0 0 18 16

3 讨论

宫颈癌是以放疗为主要治疗方式的疾病。放疗技术不断更新，容积旋转调强技术的提出将很好地解决了放疗

相关问题。利用动态旋转的加速器配合多叶准直器连续运动发出可变束流，在短时间内进行单弧或多弧弧形照射，

产生更为适形的靶区剂量。达到剂量均匀分布。从而完成治疗的调强技术。根据相关文献报道，单弧的容积旋转

调强技术很难在不规则靶区达到满意的剂量分布。由此提出双弧技术以解决“复杂”靶区的剂量分布问题。由于

近代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VARIAN Eclipse 10.0计划系统可以设计并优化出较好的靶区适形及均匀剂量分布的

多弧容积旋转调强计划，并通过调节180～240°旋转机架和连续变化射线束剂量实现高度适形的靶区剂量。该技

术的射线束以拉弧照射，调节不同方向的剂量率和机架旋转的速度，从而降低了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减轻了副

反应，全部患者均顺利完成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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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宫颈癌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比固定野调强放疗的副反应轻，肿瘤消退好，患者均能按计划完成放

疗，保证了高的生存率和局部控制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由于随访时间和病例数有限，没有长期生存期和慢

性不良反应的对比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病例的长期观察。

34 例 HIV 感染合并宫颈癌与癌前病变的近期疗效评价

范倩倩, 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探讨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合并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治疗的近期疗效。方法：以在本院诊治的 34 例 HIV

抗体阳性合并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为观察组，采用等距抽样方法，选择同期在本院诊治的 34 例 HIV 抗体阴性宫

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为对照组。对其相关 HPV 感染情况、治疗期间的疗效、不良反应及并发症进行病例调查且对

比统计分析。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期间的近期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比较 HPV 高危型、多

重 HPV 感染、治疗期间的放射性直肠炎及膀胱炎、HPV 感染治疗后 3 个月复查阳性者人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对 HIV 抗体阳性合并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的近期疗效有良好的效果，但 HIV 抗体阳性合并 HPV

感染患者由于免疫功能低下，HPV 的转阴周期较 HIV 阴性的长。医务工作者应关注由于细胞免疫功能低易患并发

症及不良反应，采取及时预防及处理并发症的措施。

[关键词]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宫颈癌；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The evaluation of 34 cases of treatment effects of patients infected AIDS

virus (HIV) and cervical cancer or precancerous lesions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cent curative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infected AIDS virus (HIV) and

cervical cancer or precancerous lesions Methods：Take 34 cases of patients diagnosised and treated with HIV and

cervical cancer or precancerous lesions at our hospital as observation group.Using equidistant sampling selection metho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our hospital,take 34 cases of patients diagnosised with HIV but uninfected with cervic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as control group.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HPV infections,the curative treatment effect, adverse

reaction and complications. Result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spect of the recent curative effect(P > 0.05).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aspects of multiple HPV infection,radiation proctopathy, cystitis and HPV infection after

treatment for 3 months(P <0.05). Conclusions：The recent curativ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patients is positive. But HIV

positive as a result of the merger of HPV infection in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HPV in HIV-negative than the

negative cycle length.The docter should pay more to patients’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reactions due to low immune and

complica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time.

[Key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Cervical cancer；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lesions

我国从 1985 年发现首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经历传入

期、扩散期之后，自 1994 年起进入快速增长期
[1]
。然而宫颈癌（cervical cancer）是一种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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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同时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指征性疾病之一，在我国一直居于首位并呈年轻化趋势[2-3]。在 90%以上

的宫颈癌患者组织中可以检测到 HPV DNA，持续高危型 HPV 感染是宫颈病变的重要危险因素[4-5]。HIV 阳性妇女比

HIV 阴性妇女的生殖道 HPV 感染率明显升高同时机体清除 HPV 能力大大降低
[6-8]

，所以 HPV 持续感染时间明显延长，

宫颈上皮内瘤变的发病率也在不断升高，最终导致宫颈癌的发病率提高
[9-11]

。HPV 主要过性传播与 HIV 有共同的传

播途径，相同的发病基础使 HIV/AIDS 合并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病程、治疗及近期预后的影响因素更多。

1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在本院诊治的 34 例 HIV/AIDS(HIV 抗体阳性)合并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为观察组（排除住院放弃治疗患

者），并随机抽取同期在本院诊治的 34例 HIV 抗体阴性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此之前均未

行宫颈癌治疗，并排除妊娠和其他癌症。

1.2 方法

查阅并分析观察组与对照组的 HPV 感染情。研究对象均进行了宫颈活组织病理检查，根据我院病理诊断/会

诊结果确诊为宫颈癌/癌前病。宫颈癌的临床分期采用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的临床分期标准[12]，分为早、中、

晚期患者，后两者没有手术机会。对于未能行手术治疗的患者采取以放疗为主辅助化疗等抗肿瘤综合治疗。

观察组中对 8例 CINⅢ患者行手术治疗，26 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行单纯放疗，具体为体外照射加三维腔内后

装治疗。先行标准体外大野照射，在模拟机下定位，照射野上界位于第 4 或 5腰椎水平之间，下界为耻骨联合上

缘下4到 5cm，左右两界为股骨头中线外侧旁开0.5cm。用 6MV-X前后轮照，200cGy/1f，每周 5次，DT达 3000cGy/15f

后，加后装治疗，采用 192Ir 源高剂量治疗机，A 点剂量 600cGy/1f，每周一次后装，后装当天不做体外放疗，待

标准体外大野剂量 DT 达 30Gy 后于盆腔中间前后挡铅，继续行盆腔四野照射 DT 加至 20Gy/10f 同时配合三维腔内

后装治疗 6-7 次，A 点剂量 3600-4200cGy，对于晚期病例或宫颈局部治疗效果欠佳患者可适当增加后装次数。对

照组中 8例 CINⅢ患者行手术治疗，26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因经济原因无法行化疗也只是行放疗，方案同上。对

治疗期间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近期疗效、治疗期间两组的不良反应及并发症比较。

1.3 近期疗效的判定

根据妇科检查，结合 CT 或 MRI 检查等，参照 WHO 疗效评价标准[13]分为：完全缓解(CR)，即肿瘤完全消失；部

分缓解(PR)，即肿瘤缩小>50％；稳定(NC)，即肿瘤缩小<50％；恶化(PD)，即肿瘤增大>25％，有新病灶出现。有

效率为 CR+PR 率。

1.4 实验室检查

1.4.1 HIV 抗体检测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检测试剂盒对患者血清进行检测，初筛 HIV（+）者，送新疆疾病控制中心行蛋

白印迹（western blot，WB）确诊实验，阳性者即为 HIV 感染者。

1.4.2 HPV 的检测

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 Digene 生物技术公司提供的检测试剂盒内含 HC2 高危型 HPV DNA 的方法来检测 HPV 病毒

感染。该检测方法是有美国的 Digene 公司推出的第二代杂交捕获产品（HC2），此法使用平板法此平板含有 96 个

孔，该方法已有美国 FDA 认证，是一种非放射性相对快速而且能同时检测到 IARC 最新公布已被世界公认的 68、

59、58、56、16、18、31、33、35、39、45、51、52 这 13 种高危型 HPV、53、66、cp8304 这 3 种中危型的 H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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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4、43、42、6、11 这 5 种低危型的 HPV。这种检测方法敏感性高达 88～100 %，尤其是 HPV 阴性预测值可高

达 99 %。整个实验步骤参考文献[14]，由一位实验员独立完成。一份样本检出 2种或 2种以上 HPV 亚型，称为多重

HPV 感染。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版软件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描述性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观察组年龄最小者 26岁，最大者 66岁，平均 43 岁，以维吾尔族患者为主，观察组与对照组年龄分布、民族分

布大致相同。观察组 34 例 HIV 患者 33 例经性途径传播，1例经血液传播 32 例为；其中 HIV 感染者 32 例，AIDS2

例。两组患者的病理类型、临床分期详见表 1。

表 1 两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的病理类型、临床分期

组别 病理类型 临床分期

观察组

鳞癌 腺癌 腺鳞癌 CINⅢ Ⅱa2 期 Ⅱb期 Ⅲb期 Ⅳ期

23 2 1 8 2 13 10 1

对照组 22 2 2 8 0 13 11 2

合计 45 4 3 16 2 26 21 3

2.2 两组 HPV 阳性、高危型及多重感染结果比较

观察组 HPV 高危型及多重 HPV 感染者均高于对照组，见表 2。

表 2 两组 HPV 阳性、高危型及多重感染结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HPV 高危型 HPV 多重感染 HPV 阳性

观察组 34 31(91.18) 12(35.29) 32(94.12)

对照组 34 22(64.71) 3(8.82) 31(91.18)

χ
2

5.457 6.928 0.216

P 0.023 0.009 0.712

2.3 CINⅢ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近期疗效比较

观察组 8 例与对照组的 8 例 CINⅢ患者行手术后一年内行 HPV 和 TCT 检查无近期复发者。两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2.4 治疗期间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近期疗效、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的比较

观察组宫颈肿瘤局部消退明显者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放射性直肠炎及膀胱炎、宫腔积液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胃肠道反应及骨髓抑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071-



表 3 两组近期疗效、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的比较[n(%)]

组别 例

数

近 期 疗 效

(CR+PR)

放射性直

肠炎

放射性膀

胱炎

宫 腔 积

液

骨髓抑制 胃 肠 道 反

应

观察组 26 22(84.62) 17(65.3） 19(73.0) 5(19.2) 24(92.31) 22(84.62)

对照组 26 25(96.15) 8(30.77) 11(42.3) 0(0.00) 15(57.69) 12(46.15)

χ
2

1.991 6.240 5.042 5.532 8.308 8.497

P 0.185 0.012 0.023 0.016 0.004 0.003

2.5. HPV 感染者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观察组较对照组 HPV 感染治疗后 3 个月复查阳性者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 HPV 感

染治疗后 6 个月复查阳性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4。

表 4 两组 HPV 感染治疗后 3、6个月复查阳性者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HPV 感染治疗后

3 个月复查阳性者 6个月复查阳性者

观察组 32 26(81.25) 3(9.38)

对照组 31 5(16.13) 1(3.23)

χ2 9.620 0.883

P 0.005 0.375

3 讨 论

HIV 感染者由于免疫细胞，尤其是在免疫调节中起主要作用的 T4 亚群的不断减少，使 T4 细胞和 T 抑制细胞

比值降低，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严重抑制，引起机会性感染和肿瘤发生[15-16]。同时 HIV 感染细胞分泌的某些细胞因

子可以导致 HIV 活化，将 HIV 的遗传信息整合到宿主细胞 DNA 中时，导致宿主细胞的恶性转化[17]。根据美国国家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定义，侵袭性宫颈癌被确定为 HIV 相关性肿瘤之一[18]。近年来在抗逆转录病毒

（anti-retrovirus，AR）的治疗下，艾滋病患者的存活率大大提高，恶性肿瘤已成为艾滋病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

[19]
。

由于 HIV/AIDS 和子宫颈癌有共同的传播途径，目前我国随着女性 HIV 感染者的不断增多，所以 HIV/AIDS(HIV

抗体阳性)合并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也在不断增多。本文研究对象以维吾尔族患者为主，以农民为主。发现在这

部分患者的多重HPV感染也高于HIV抗体阴性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高危型HPV导致的宫颈癌中，大部分HPV DNA

整合到宿主细胞的 DNA 中，这可能是 HIV 合并 HPV 感染导致侵袭性宫颈癌高发的原因之一
[20-21]

，也与 HIV/AIDS 患

者合并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的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同时 HIV/AIDS 患者合并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在治疗后

HPV 感染转阴的周期也比 HIV 抗体阴性者的长。本研究中 HIV 感染合并 CINⅢ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与 HIV 阴性 CIN

Ⅲ患者的治疗效果无差异。因此，更应多关注 HIV/AIDS 患者宫颈癌与癌前病的预防及治疗。由于宫颈癌有较长的

癌前病变阶段，有报道指出使用 TCT 检查可大大提高宫颈尤其是宫颈管的异常细胞检出率，为了提高宫颈上皮内

瘤样病变诊断的准确性，应遵循宫颈病变三阶梯诊断程序是非常必要的[22]。尤其是 HIV 感染的女性更应做好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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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诊断治疗以阻断宫颈癌的发生。

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行以放疗为主的抗肿瘤综合治疗，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期间的近期疗效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说明 HIV/AIDS 和并宫颈癌患者的近期治疗效果是乐观的，但在治疗期间由于患者的免疫力较 HIV 阴性

患者的低，所以不良反应及并发症较多，但积极的对症处理同时增加高免疫力制剂的应用，可以改善患者的情况。

总之我院为肿瘤专科医院，我们应重视肿瘤患者合并 HIV 感染状况，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延长这部分患者的生命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接诊时常发现 HIV 感染者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

患者不如实告诉医生自己既往的生活史、病史等，这样常常会增加职业暴露和院内感染的概率
[23]
。所以对于宫颈

癌伴 HIV 感染者，在治疗过程中必须阻断艾滋病病毒的交叉感染，降低传播给他人的危险性，同时医院更应加强

艾滋病的防控措施，防止院内感染的发生，预防和控制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发生，提高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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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X-2 与 VEGF 在维吾尔族卵巢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那仁花,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回顾性探讨环氧化酶 2 (COX-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

分析表达结果与组织分级、临床分期、组织学类型的关系及其二者在卵巢癌组织中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免疫组

化方法检测82例维吾尔族上皮性卵巢癌和40例维吾尔族良性卵巢肿瘤及20例维吾尔族正常卵巢组织中COX-2与

VEGF。结果：COX-2. VEGF 在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表达阳性比例分别为(62/82)和(66/82)，明显高于在良性卵巢

肿瘤组织中的表达阳性比例(12/40)和(16/40) (P<0.05)显著高于正常卵巢组织的表达阳性比例(1/20)和(2/20)

(P(0.05)。COX -2 与 VEGF 与卵巢癌的临床分期、病理分级有关（P<0.05），COX-2 与 VEGF 高表达在上皮性卵巢癌

组织中呈正相关（Y =0.555，P<0.01）。结论：COX-2 和 VEGF 在正常卵巢组织中阳性表达极低，良性上皮卵巢肿

瘤中呈低表达，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高表达，说明 COX-2 和 VEGF 在卵集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一定作用。COX-2

和 VEGF 在卵巢癌中高表达且与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密切相关，因此 COX-2 和 VEGF 可能成为卵巢癌预后预测的指

标，对卵巢癌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卵巢癌；COX-2；VEGF；免疫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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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OX-2 and VEGF inUigur

women ovarian carcinoma
Narenhua,Gulina kuerban

[Abstract]Objective: Retrospectively to research the expression of cyclooxygenase-2 (COX-2)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in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tissue,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X-2 and VEGF,the

relationship and relevance of these protein of expression and histopathological grade,clinical stage, histological

classiffication. Methods: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COX-2 and VFGF

in82cases Uigur women of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40 cases Uigur women of benign ovarian tumors and 20 normal

ovarian tissueo and the expression of both the pat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ease .Results:Pcrccntagcs of COX-2 and VEGF expression in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tissues were (62/82) and (66/

82) , which werc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e benign ovarian tumor expression masculine proportion (12/ 40) and (16/40)

(P < 0. 05) , which were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e expression masculine proportion which the normal ovarian tissues

(1/ 20) and (2/20) (P < 0.05),The positive of COX-2 and VEGF were correlated with histopathological grade and clinical

stage ( P < 0. 05) ,and the ovarian cancer organizes COX-2 the expression and the VEGF expression present correlation,

( Y-0.555, P < 0. 01)。Conclusion: COX - 2 the high expression with VEGF at the epidermis ovarian cancer, and the lower

expression of the epithelial ovarian benign, hardly marked expression in normal ovarian cell;both of themin ovarian

carcinom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 genesis and malignant progress, The positive of COX- 2 and VEGF were

correlated with histopathological grade and clinical stage , Therefore,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COX-2 and VEGF

could be used as predictor of prognosis in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they can also provides a rational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Keywords] Ovarian carcinoma；COX-2；VEGF；Inununohistochemisty

近年来，环氧化酶-2（COX-2）在多种肿瘤中过度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和肿瘤血管的生成关系密切。而在卵巢

组织中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 COX-2 和血管内皮因子（VEGF）在上皮性卵巢组织中的表

达探讨与卵巢临床病理学参数的关系，预测它们在卵巢癌发生、发展中的生物学作用，及指导临床提供理论依据。

1资料与方法啊

1.1 临床资料

收集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月妇科手术卵巢恶性肿瘤 498 例，均有标本存档蜡

块，经病理诊断证实的维吾尔族原发性上皮卵巢癌组织标本 82 例进行研究。其中卵巢浆液性囊腺癌 36 例，卵巢

粘液性囊腺癌 28 例，子宫内膜样腺癌 18 例。FIGO 分期 I期 22 例，II 期 12 例，III 期 38 例，IV 期 10 例。高

分化 10 例，中分化 48 例，低分化 24 例。并选择同期维吾尔族卵巢良性组织标本作为对照组，患者年龄 34-67 岁。

1.2 方法

COX-2 仅细胞核蓝染者为阴性，细胞浆或细胞膜染成棕黄色货棕褐色为阳性，在高倍镜下选择 5个视野，计

算切片中阳性细胞所占百分比。VEGF 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浆染成棕黄色或浅黄色，胞膜染成棕黄色或棕褐色为阳

性。

由两名中级以上职称的病理专业医生采用双盲法观察，出现分歧由高级职称医师评阅。

2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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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OX-2 在卵巢组织中表达

COX-2 蛋白主要位于胞浆内，核膜与核内染成棕黄或棕褐色为阳性细胞在 82例上皮性卵巢癌中 COX-2 阳性染

色者为 62 例，其中弱阳性(+)30 例，中等阳性(++)26 例，强阳性（+++）6 例，在 40 例良性上皮卵巢肿瘤中，其

中弱阳性（+）6例，中等阳性(++)5 例，强阳性（+++）1 例。而在正常卵巢组织中偶有阳性表达，经非参数等级

资料 Kmska1—wallis H 秩和检验，COX-2 在上皮性卵巢癌与良性上皮卵巢肿瘤、与正常卵巢组织的阳性表达有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说明 COX-2 的阳性表达程度可能与卵巢上皮性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表 1 COX—2 在不同卵巢组织中的表达（例）

组别 例数
COX-2

2x P 值
- + ++ +++

卵巢上皮癌 82 20 30 26 6

39.052* 0.000卵巢良性肿瘤 40 28 6 5 1

正常卵巢组织 20 19 1 0 0

注：*为多个独立样本的 Kruskal-Wallis H 秩和检验；两组间两两比较采用非参 Mann_Whitney u 秧和检验，以α

= 0.017 为检验水准。（卵巢上皮癌 vs．卵巢良性肿瘤：z=-4.354，P=0.000;卵巢良性肿瘤 vs.正常卵巢组织：

z=-2.246，P=0.025；卵巢上皮癌 vs．正常卵巢组织：z=-5.288P=0.000）

2.2 COX-2 在上皮性卵巢癌不同临床分期中的表达

COX-2 在上皮性卵巢癌不同组织学类型中的阳性表达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说明 COX-2 的阳性表达与卵巢

上皮性癌的不同临床分期有关。

表 2 COX-2 在上皮性卵巢癌不同临床分期中表达（例）

临床分期 例数
COX-2

2x P 值
- + ++ +++

卵巢癌 I期 22 12 4 6 0

10.823* 0.013
卵巢癌 II 期 12 4 2 6 0

卵巢癌 III 期 38 4 24 8 2

卵巢癌Ⅳ期 10 0 0 6 4

注：*为多个独立样本的 Kruskal-Wallis H 秩和检验；两组间两两比较采用非参数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以

α=0.0083 为检验水准。

（I期 vsⅡ期：z=-0.927，P =0.354； I 期 vsⅢ期：z=-1.594，P =0.111;

I 期 vsⅣ期：z=-2.756，P =0.006; Ⅱ期 vsⅢ期：z=-0.070，P =0.944;

Ⅱ期 vsⅣ期：z=-2.102，P =0.036; Ⅲ期 vsⅣ期：z=- 2.893，P =0.004)

2.3 VEGF 在上皮性卵巢癌、良性上皮卵巢肿瘤和正常卵巢组织中的表达

VEGF 主要存在于细胞浆、胞膜中，染成棕黄色或棕褐色为阳性。82 例上皮性卵巢癌中 VEGF 阳性染色者为 66

例，其中弱阳性(+)22 例，中等阳性(++)30 例，强阳性（+++）14 例，在 40 例良性上皮卵巢肿瘤中，其中弱阳性

(+)8 例，中等阳性(++)5 例，强阳性(+++)3 例。而在正常卵巢组织中偶有阳性表达，经非参数等级资料

Kruskal-Wallis H 秩和检验，VEGF 在上皮性卵巢癌与良性上皮卵巢肿瘤、与正常卵巢组织的阳性表达，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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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见表 3)，说明 VEGF 的阳性表达程度可能与卵巢上皮性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表 3 VEGF 在不同卵巢组织中的表达（例）

组别 例数
VEGF

2x P 值
- + ++ +++

卵巢上皮癌 82 16 20 32 14

40.110* 0.000卵巢良性肿瘤 40 24 8 5 3

正常卵巢组织 20 18 2 0 0

注：*为多个独立样本的 Kruskal-Wallis H 秩和检验：两组间两两比较采用非参数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以

α=0.017 为检验水准。

(卵巢上皮癌 vs．卵巢良性肿瘤：z=-4.288, P=0.000；卵巢良性肿瘤 vs．正常卵巢组织：z=-2.486 P=0.013;

卵巢上皮癌 vs．正常卵巢组织：z= -5.485 P=0.000)

VEGF 在上皮性卵巢癌不同组织学类型中的阳性表达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4），说明 VEGF 的阳性表达与卵巢上

皮性癌的不同临床分期有关。

表 4 VEGF 在卵巢癌不同临床分期中表达（例）

临床分期 例数
VEGF

2x P 值
- + ++ +++

卵巢癌 I期 22 12 4 4 2

11.977* 0.007
卵巢癌 II 期 12 4 4 4 0

卵巢癌 III 期 38 0 8 20 10

卵巢癌Ⅳ期 10 0 4 4 2

注：*为多个独立样本的 Kruskal-Wallis H 秩和检验；两组问两两比较采用非参数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以

α=0.0083 为检验水准。

（I期 vsⅡ期：z=-0.538，P =0.591； I 期 vsⅢ期：z=-2.973，P =0.003；

I 期 vsⅣ期：z=-1.774，P =0.076； Ⅱ期 vsⅢ期：z=-2.390，P =0.017；

Ⅱ期 vsⅣ期：z=-1.344，P =0.179； Ⅲ期 vsⅣ期：z=-0.696，P =0.487）

2.4 比较 COX-2 与 VEGF 在上皮性卵巢癌不同临床分期中阳性表达之间的相关性

在 22 例 I 期卵巢癌中，COX-2 的 10 例阳性表达中 VEGF 蛋白均为阳性表达，在 12 例 COX-2 阴性表达中 VEGF

无阳性表达，两者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为(γ =0.992，P<0.05)，有统计学意义，呈正相关；在 12 例 II 期卵巢

癌中，COX-2 的 8 例阳性表达中 VEGF 蛋白的阳性表达例数为 6例，在 4例 COX-2 阴性表达中有 2例 VEGF 的阳性

表达，两者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为(γ =0.000，P>0.05)，无统计学意义；在 38 例Ⅲ期卵巢癌中，COX-2 的 34

例阳性表达中 VEGF 蛋白均为阳性表达，在 4例 COX-2 阴性表达中有 4例 VEGF 的阳性表达，两者相关性检验，相

关系数为(γ =0.532，P<0.05)，有统计掌意义，呈正相关；在 10 例Ⅳ期卵巢癌中，COX-2 与 VEGF 蛋白均为阳性

表达，两者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为(γ =0.761，P>0.05)，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不同临床分期 COX-与 VEGF 的相

关性不同。（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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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上皮性卵巢癌不病理分级中 COX-2 和 VEGF,表达的相关性（例）

临床分期
COX-2 表

达

VEGF 表达
Rs P 值

- + ++ +++

卵巢癌 I 期

- 12 0 0 0

0.992* 0.000+ 0 4 0 0

++ 0 0 4 2

卵巢癌 II 期

- 2 0 2 —

0.000 1.000+ 0 2 0 —

++ 2 2 2 —

卵巢癌 III 期

- — 2 2 0

0.532* 0.022
+ — 6 14 4

++ — 0 4 4

+++ — 0 0 2

卵巢癌Ⅳ期
++ — 4 2 0

0.761 0.135
+++ — 0 2 2

2.5 比较 COX-2 的阳性表达与 VEGF 阳性表达之间的关系

62 例 COX-2 的阳性表达中 VEGF 蛋白的阳性表达例数为 60 例，在 20 例 COX-2 阴性表达中有 6 例 VEGF 的阳性

表达，两者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为(Y=0.555)，有统计学意义，呈正相关。（见表 6）

表 6 上皮性卵巢癌中 COX-2 和 VEGF 表达的相关性（例）

COX-2 表达
VEGF 表达

Rs P 值
- + ++ +++

- 14 2 4 0

0.555* 0.000
+ 0 12 14 4

++ 2 6 12 6

+++ 0 0 2 4

Y =0.555, P<0.05

3 讨 论

近年来发现在上皮癌组织中（如胃癌，直结肠癌，肺癌，食管癌）中普遍存在 COX-2 过表达现象[1-3]。本研究

结果显示，COX-2 蛋白在正常卵巢组织阳性表达 1例，在卵巢良性上皮性肿瘤中阳性表达较低，而在卵巢癌组织

中阳性表达明显增高。这与 Magnowska M 等
[4]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也说明 COX-2 的升高可能与卵巢上皮性癌的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Orre M
[5]
等发现在卵巢的高密度血管区，VEGF 的表达比交界性浆液性囊腺瘤显著增量，提示 VEGF 在卵巢血管

的形成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本研究显示，VEGF 在正常卵巢组织中阳性表达 2例，在卵巢良性肿瘤中低表达，在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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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癌组织中高水平表达，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VEGF 的阳性表达程度可能与卵巢上皮性癌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关

系，与 Orre 的观点一致，和 VEGF 的作用机制相一致。Shen 等发现在卵巢肿瘤各期中均有 VEGF 的表达，但表达

的程度有显著的差异。Brustmann 也有类似报道，同时还认为其阳性表达率还与肿瘤细胞有丝分裂活性呈正相关，

可将 VRGF 作为一个反应卵巢肿瘤恶性程度的生物学指标。沈树娜，张琳
[6]
研究表明，VEGF 在卵巢癌不同病理分期

的表达有统计学意义。在本研究中，VEGF 在卵巢癌不同临床分期中的表达有差异性，与上述文献报道相一致。

研究发现在多种恶性肿瘤中，COX-2 的高表达常同时伴有 VEGF 的高表达，二者的表达有相关性。有资料证实，

COX-2 来源的前列腺素 E2可能在肿瘤新生血管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作用于前列腺素受体 EP2 或 EP4，

从而显著增加细胞内环磷酰苷水平，诱导 VEGF 生成 COX-2 可通过调节前列腺素及其受体上调 VEGF 的表达
[7-9]

。在

本研究中，二者的表达呈正相关。表明 COX-2 与 VEGF 在肿瘤的血管生成中起共同促进作用，与文献报道结果一致。

在本研究中，不同临床分期中二者表达的相关性不同，I期、III 期卵巢癌中，COX-2 与 VEGF 相关系数有统计学

意义，呈正相关。而在 II 期、IV 期卵巢癌中 COX-2 与 VEGF 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但是随着期别的升高，两者均

阳性表达的例数升高，期原因不能排除不同临床分期中纳入的病例病理级别例数多少的影响。目前已有 COX-2 选

择性抑制剂和抗 VEGF 单克隆抗体进入卵巢癌防治的临床试验。其不仅为卵巢癌预后预测开辟了新的方向，也为卵

巢癌的化学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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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强放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与常规放疗后程二维腔内后装

治疗原发性阴道癌的临床疗效评价

古丽娜·库尔班，郭玉萍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对比调强放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与常规放疗后程二维腔内后装治疗原发性阴道癌患者的疗效与不良

反应的差异。方法：将 2003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53例原发性阴道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治疗

方法分为单纯外照射组 10例、调强放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组 20 例、常规放疗后程二维腔内后装组 23 例。结果：

单纯外照射组、调强放疗组、常规放疗组的客观有效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2 年局部复发率、2年远处转移率、2 年生存率、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0%、100%、40%、10%、

60%、20%；90%、95%、5%、15 %、90%、0%；73.9%、95.7%、13.0%、8.7%、91.3%、52.2%。三组 ORR（P=0. 403）、

DCR（P=0.780）、2 年远处转移率（P=0.521）均无明显差异。调强放疗组（P=0.031）和常规放疗组（P=0.046）2

年局部复发率明显低于单纯外照射组，而 2 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单纯外照射组（P=0.045；P=0.02）。常规放疗组 5

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单纯外照射组（P=0.032）。调强放疗组的放射性膀胱炎（P=0.002）、阴道炎（P=0.005）反应比

常规放疗组更轻。结论：外照射后程腔内后装治疗能降低患者的 2年局部复发率，提高 2年生存率。但调强放疗

后程三维腔内后装治疗比常规放疗后程二维腔内后装治疗放射相关的 3/4 级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耐受性更好，

值得推广。

[关键词] 阴道癌；调强放疗；后程；三维；后装

Clinical evaluation of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plus late

course three-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and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plus late course two-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vaginal cancer
[Abstrcats]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plus late course three-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ICBT) with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plus late

course two-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vaginal cancer. Methods: Between 2003

and 2013, a total of 53 patients with primary vaginal cancer at our hospital were reviewed. Ten patients received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 (EBRT) simply and twenty patients received (IMRT) plus late course three-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and twenty-three patients received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plus late course

two-dimensional ICBT. Results: The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 disease control rate (DCR), 2-year local recurrence

rate(LCR), 2-year distant metastasis rate, 2-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OS) and 5-year OS were respectively 80%、100%、

40%、10%、 60%、20%；90%、95%、5%、15 %、90%、0%；73.9%、95.7%、13.0%、8.7%、91.3%、52.2% in EBRT

group, IMRT group and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group. The ORR（P=0. 403）、DCR（P=0.780）、2-year distant

metastasis rate（P=0.521）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ree group. 2-year local recurrence rates in I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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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1）group and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group （P=0.046）were lowered than that of EBRT group’s, but 2-year

survival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BRT group’s (P=0.045；P=0.02). 5-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 in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BRT group’s (P=0.032）.The toxicities including

cystitis and vaginitis were lowered than that of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group’s. Conclusions: EBRT plus late course

ICBT can lower 2-year local recurrence rate and improve 2-year OS. Patients with grade 3/4 toxicity in IMRT plus late

course three-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were less than that of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plus late course

two-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group’s, so IMRT plus late course three-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deserves to be recommended.

[Keywords] Vaginal cancer；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Late course； three-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原发性阴道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恶性肿瘤，在所有妇科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不足 2%
[1]
。阴道癌的组织学类型以

鳞状细胞癌为主，其次是腺癌
[2]
。由于阴道癌发病率低，目前尚缺乏大型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当前，阴道癌的治

疗以根治性放疗或者联合近距离照射为主，只有少数分期为早期，且病变位于阴道上段的患者，可以行手术切除

治疗[3]。随着调强技术的发展，阴道癌的主要放疗手段也逐渐趋于以图像引导的调强放疗联合后程三维腔内后装

治疗为主。调强放疗较常规放疗，不仅可以提高肿瘤局部的照射剂量，而且能降低放射相关的不良反应。此外，

后程三维腔内后装治疗的加入，使原发性阴道癌的局部控制和远期生存均获益。

为探索调强放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治疗与常规放疗后程二维腔内后装治疗原发性阴道癌疗效与不良反应的差

别，本文对我院自 2003 年以来的 53 例原发性阴道癌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53例原发性阴道癌患者，平均年龄 56 岁（29～78 岁）。肿块＜4cm 的 20 例，肿块≥4cm 的 33 例，

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25 例。依照 FIGO 分期：I 期 8 例，II 期 26 例，III 期 14 例，IV 期 5 例。鳞癌患者 45 例，

腺癌患者 8 例。

1.2 治疗方法

单纯外照射组 10 例，其中 3 例采用 6MV 或 15MV X 线直线加速器前后对穿野轮流照射，另外 7 例采用调强外

照射。调强放疗组共有 20 例患者接受调强放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照射。调强放疗计划由 CT 模拟机（Philips 16

排螺旋大孔径放疗专用模拟机）完成，放疗前排空直肠及膀胱，以减轻放疗不良反应。外照射的临床靶体积

（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包括整个阴道、阴道旁组织以及盆腔淋巴结，包括髂内、髂外、髂总和闭孔淋

巴结。根据以往研究结论[4]，如果肿瘤侵犯阴道下 1/3，CTV 还包括双侧腹股沟淋巴结。计划靶体积（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在 CTV 的基础上，阴道外扩 1cm，淋巴结外扩 7mm。膀胱平均 D2cc 为 56Gy，直肠平均 D2cc 为 51Gy。

常规放疗组共有 23 例患者接受 6MV 或 15MV X 线直线加速器前后对穿野轮流照射或四野箱式放疗后程二维腔内后

装照射。两组近距离照射均采用
192
Ir 高剂量率腔内放疗，常规放疗组采用的是二维腔内后装照射，而调强放疗组

采用的是 CT 引导的三维腔内后装照射。所有患者均采用单通道施源器。单纯外照射组、调强放疗组、常规放疗组

分别有 8 例（80%）、17 例（85%）、13 例（56.5%）患者接受同步放化疗。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以双侧 P＜0.05 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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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至少随访 2 年，平均随访时间为 41.7 个月（范围 4.2～78.3 个月）。

2.1 治疗方法与近期疗效

单纯外照射组、调强放疗组、常规放疗组的 ORR（P=0. 403）、DCR（P=0.780）均无统计学差异。见表 1。单

纯外照射组 2 年局部复发率明显高于调强放疗组（P=0.031）和常规放疗组（P=0.046）。见表 2。

表 1 单纯放疗组、调强放疗组和常规放疗组有效率的对比

分组 例数 CR PR SD ORR P DCR P

单纯放疗组 10 1 7 2 80%

0.403

100%

0.780调强放疗组 20 5 13 1 90% 95%

常规放疗组 23 2 15 5 73.9% 95.7%

合计 53 8 35 8 81.1% 96.2%

表 2 单纯放疗组、调强放疗组和常规放疗组 2 年局部复发率及 2 年远处转移率的对比

分组 局部复发率 P 远处转移率 P

单纯放疗组 40%（4/10）

0.039

10%（1/10）

0.521调强放疗组 5% （1/20） 15%（3/20）

常规放疗组 13%（3/23） 8.7%（2/23）

合计 15%（8/53） 11.3%(6/53)

2.2 治疗方法与生存率

单纯外照射组的 2年生存率明显低于调强放疗组（P=0.045）和常规放疗组（P=0.02），而调强放疗组与常规放

疗组 2 年生存率无明显差别（P=0.570）。单纯外照射组的 5 年生存率明显低于常规放疗组（P=0.032）。见表 3。

表 3单纯放疗组、调强放疗组和常规放疗组生存率的对比

分组 2年生存率 P 5 年生存率 P

单纯放疗组 60% （6/10）

0.040

20%（2/10）

0.032调强放疗组 90% （18/20） 0 %（0/20）

常规放疗组 91.3%（21/23） 52.2%（12/23）

合计 84.9%（45/53） 26.4%（14/53）

2.3 治疗方法与不良反应

在不良反应方面，调强放疗组较单纯外照射组和常规放疗组有明显优势。三组进行两两对比，调强放疗组的放

射性膀胱炎（P=0.002）、阴道炎（P=0.005）反应比常规放疗组更轻，调强放疗组放射性膀胱炎（P=0.002）比单

纯外照射组轻，其余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别。单纯外照射组较常规放疗组在放射性膀胱炎（P=0.622）、直肠炎

（P=0.447）、阴道炎（P=0.149）、骨髓抑制（P=0.104）方面均无明显差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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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单纯放疗组、调强放疗组及常规放疗组 3/4 级不良反应的对比

分组 例数 放射性阴道炎 放射性直肠炎 放射性膀胱炎 骨髓抑制

单纯外照射组 10 1（10%） 1（10%） 1（10%） 0

调强放疗组 20 1（5%） 1（5%） 1（5%） 2（10%）

常规放疗组 23 5（21.7%） 1（4.3%） 3（13%） 3（13%）

3 讨 论

对于原发性阴道癌的治疗，目前尚缺乏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因此尚无标准治疗方案。当前的治疗方法主要包

括体外照射、组织间插植近距离照射、腔内近距离照射、化疗以及手术治疗。

既往研究显示[5]，对于 T2-3 的阴道癌患者，体外照射联合近距离照射能够提高局部控制率。Tetsuo Nonaka

等人[6]针对侵袭性的阴道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也证实了根治性放疗联合高剂量率腔内放疗有较好的疗效及可接受

的毒性。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结论相一致，外照射后程腔内后装较单纯外照射有明显优势，不仅可以提高肿瘤靶区

剂量，提高肿瘤控制率，降低复发率，而且还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在本研究中，单纯外照射组、调强放疗组和

常规放疗组平均放疗剂量分别为 60Gy、81Gy 和 76Gy。无论是调强放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治疗还是常规放疗后程

二维腔内后装治疗，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放疗剂量，且降低了 2 年局部复发率，提高了 2 年生存率。单纯外照

射组 2 年局部复发率高于调强放疗组（P=0.031）和常规放疗组（P=0.046），2 年生存率明显低于调强放疗组

（P=0.045）和常规放疗组（P=0.02）。且单纯外照射组的 5 年生存率亦低于常规放疗组（P=0.032）。由于调强放

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技术开展较晚，患者随访时间不足 5 年，因此未进行进一步的两两比较。

近年来，随着精确放疗技术的发展，以调强放疗为代表的放疗技术已逐渐取代原有的前后野对穿轮流照射或

四野箱式垂直照射技术
[7]
。且随着三维后装治疗在阴道癌患者当中的应用，使阴道癌的治疗方法逐渐趋于新的模

式。调强放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技术在我院阴道癌患者中已得到广泛应用，且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通过本研

究，亦证实了这种治疗模式较常规放疗后程二维腔内后装技术，不仅能增加肿瘤局部放疗剂量，且能提高局部控

制率，降低局部复发，减轻放疗相关的副反应。本研究调强放疗组的 2 年局部复发率（5%）要显著低于单纯外照

射组（40%，P=0.031），与常规放疗组相比，有降低趋势（13%，P=0.610），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

样本量较少有关。而调强放疗组的 2年生存率（90%）与常规放疗组（91.3%）无明显差异（P=0.570）。在不良反

应方面，由于调强技术的开展，使得保护器官的受量能尽可能的减低，因此放射性膀胱炎、直肠炎、阴道炎的反

应也会随之降低。本研究调强放疗组的放射性膀胱炎（P=0.002）、阴道炎（P=0.005）反应比常规放疗组更轻。

既往资料显示，原发性阴道癌的 FIGO 分期是判断预后的重要因素[8]，I～IV 期阴道癌患者 2 年生存率分别为

96.2%、92.3%、66.6%和 25.0%。而在本研究中，调强放疗组与常规放疗组 I、II、III、IV 期患者的 2 年生存率

也呈递减趋势。在原发性阴道癌中，以鳞状细胞癌居多，然而不同的病理类型，其预后也不同
[9-10]

。本研究共纳入

8 例腺癌患者，在调强放疗组中，只有 1 例 III 期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即出现进展，而其余腺癌患者对放疗均

较敏感，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目前化疗在阴道癌治疗当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完全肯定[11-14]。但我们认为，化疗作为全身治疗，能更好的控制

肿瘤的远处转移。因此对于体力状态评分较好、能耐受化疗、且分期较晚的患者，建议放化疗同时进行。

总体而言，调强放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与常规放疗后程二维腔内后装疗效相当，调强放疗组的靶区更精确，

剂量更均匀，因此重要危及器官的受量也较低，总体不良反应轻，尤其是 III、IV 级放射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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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常规放疗组。调强放疗后程三维腔内后装治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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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术后外放疗后是否配合近距离补量治疗探讨

余 娴，杨镇洲，王 阁, 王幸斋，胡 南，马俊刚, 王正波，李显敏，倪容晖，刘岩海,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肿瘤中心,（重庆 400042）

[摘要]目的：通过对宫颈癌术后放疗方式探讨，明确术后放疗是否需常规配合近距离放疗。方法：收集 2007 年至

2012 年我院早期宫颈癌术后接受放射治疗患者共 257 人，术前 FIGO 分期为 IB 期至 IIA 期，术后病理证实鳞癌 226

人，腺癌 28 人，小细胞癌 2 人，肉瘤样癌 1人。均存在以下高危因素一种或多种；深肌层侵犯、脉管癌栓、肿瘤>4cm，

年龄小于 35 岁，盆腔淋巴结有癌转移，阴道残端阳性，腹主动脉淋巴结阳性。排除非鳞癌患者，腹主动脉淋巴结

转移患者，阴道残端阳性患者及给予中子射线近距离补量患者 104 人，共 153 名患者纳入本研究。所有 153 名患

者均接受盆腔大野 4野适形放疗，放疗剂量 45-50.4Gy/25-28f。对于有盆腔淋巴结转移患者给予单药奈达铂 5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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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方案同步放化疗 4-5 周，放疗结束后 PF 辅助化疗 1-3 周期。生存数据用卡普兰-梅尔曲线和寿命表法描述，

副反应根据 RTOG 公布的 CTCAE 进行评估。结果：153 例患者入组，中位随访时间 32个月(10-85)。中位 OS 为 46

个月，中位 PFS 为 32 个月(95% CI: 4.2-19.8)。1 年和 3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91.3%和 78.6%，3 年总生存率

86%，复发转移患者中，盆腔淋巴结转移 15 例，颈部及腹股沟淋巴结转移 4例，肺转移 5 例，骨转移 3 例，肝转

移 1 例，腹壁种植转移 2 例，阴道残端复发 1例，残端复发率 0.065%。结论：对于宫颈癌术后具有高危因素患者，

如阴道残端病理阴性的不需行近距离补量放疗，只需行盆腔大野外放疗即可。

[关键词] 宫颈癌术后；外放疗；近距离补量治疗

后装组织间插植治疗宫颈肉瘤一例

俞星明，张雅婷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放射治疗中心，（昆明 650118 ）

[摘要] 子宫颈肉瘤是一种少见的悪性程度较高的女性生殖道肿瘤，与宫体肉瘤相比仅为其 1／10—1／15。加之

该肿瘤用传统的放化疗治疗与其它类型的肿瘤相比，治疗效果不甚理想，本文采用了化疗加大剂量的组织间插植

治疗加腔内治疗配合体外照射，取得了较好的近期疗效。

[关键词] 宫颈肉瘤；插植治疗

宫颈肉瘤的特点：宫颈肉瘤为外生型、息肉样、菜花状或节结状；肿瘤直径最小 0.5 ㎝，最大达 10 ㎝×8 ㎝

表面呈暗紫色或灰白色，易出血、质脆，可伴组织坏死、感染伴有臭味。宫颈肉瘤因发病率低，无特异性临床表

现不少患者是在晚期时才被发现。宫颈增大伴阴道出血，阴道分泌物增多是该病的主要表现。宫颈肉瘤发生于宫

颈肌肉及间质组织恶性程度较高，为中胚叶肿瘤，可来自肌层宫颈管内膜间质、结缔组织上皮或血管，也可为上

述多种成份的混合肿瘤。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女性 46 岁，阴道流血 1 年余加重 4月入院，妇检、外阴无异常、阴道畅、壁光滑、上段可见一肿物占据，

穹隆部未触及，宫颈菜花状，直径 7 ㎝、质硬、有臭味，左宫旁达盆，右宫旁﹢﹢。MRI 显示、宫颈增大而不规

则，软组织肿块形成，累及宫体部份及阴道 2／3，宫旁浸润。病理切片示宫颈肉瘤，临床分期Ⅲb 期无手术指征。

1.2 治疗方法及步骤

顺铂、吡柔吡星，二程化疗后查血象正常，行体外盆腔大野 30Gy／3w 后改盆腔四野 20Gy／2w，在改盆腔四野

的同时加做后装组织间插植及腔内后装治疗。视肿瘤体积该患者我们采用了 5 根针插植，针间距 10 ㎜，每次给予

肿瘤剂量 10Gy，每周一次治疗六次共 60Gy。具体的插针操作步骤是、插植前排空二便，患者取截石位，常规消毒

铺巾，窥阴器固定瘤体后衣针距插针，（宫颈插针无需麻醉）插针时应注意充分暴露瘤体，首针应从中心开始，先

左后右、先上后下依次插针，插针前确定好进针深度（肿瘤表面至宫颈口的距离），针间距、平行进针，避免损伤

膀胱、直肠；插针完后于阴道内填塞无菌纱布以达到止血和固定的作用。治疗计划采用巴黎计量学系统，每次根

据肿瘤大小适实调整，做到体积照射的合理化。治疗结束依次拨针，若有出血可用纱布压迫止血或是填塞纱条。

2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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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结束 1 月后复查，妇检、宫颈形态可见，宫颈肿瘤退缩至 2㎝。3月后复查，妇检、宫颈形态可见，未见

明显肿瘤，MRI 检查示宫颈肿块累及宫体下段病灶较前进一步缩小。6个月后复查，妇检、宫颈萎缩、光滑、形态

可见，MRI 检查示宫颈肿块累及宫体下段较前更进一步缩小。宫颈细胞学检查；见少许炎性细胞、鳞状上皮细胞，

未发现癌细胞。目前该患者还在随访中（18个月）。

3 讨 论

宫颈肉瘤少见，文献报道大都以手术治疗为主，其它治疗效果不太理想。对Ⅲ期宫颈肉瘤白萍等报道 12 例，

放射治疗＋化疗 7 例获长期无瘤生存 7 例（7～11 年），4例行单纯放射治疗分别于 9、11、24、37 个月死亡。由

此可见对晚期宫颈肉瘤失去手术机会者，采用放射治疗加化疗可起到控制肿瘤延长生命的姑息作用。该患者来我

院治疗时已是晚期，按宫颈癌分期已是Ⅲb 期已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我们采用化疗＋放疗＋组织间插植治疗＋

腔内照射取得了较好的近期疗效。若按传统的放疗方法体外加腔内治疗，宫颈“A”点的最大剂量也只能给到 70Gy

左右，对于肉瘤来说是无法达到根治剂量的，采用组织间插植治疗的优点在于受照的肿瘤组织得到了高剂量的照

射。由于剂量下降梯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故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和器官受量较低，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最大

限度的保护了周围正常组织，大大提高了肿瘤治疗剂量，完全符合肿瘤放射治疗剂量学原则。该患者在插植治疗

过程中和治疗结束后均未出现过放射性直肠炎及放射性膀胱炎。

淋巴结阳性率在 IB~IIA 期宫颈癌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古丽娜·库尔班，郭玉萍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研究淋巴结阳性比率（lymph node ratio，LNR）对 IB～IIA 期宫颈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及

总生存期（OS）的影响。方法：将 2007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02 例经根治性子宫切除±双侧卵巢切

除+盆腔淋巴结清扫±腹主动脉淋巴结清扫术的淋巴结转移阳性的 IB～IIA 期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采用单因素、多因素分析 LNR、分期、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辅助治疗对 PFS 及 OS

的影响。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LNR、分期对 PFS、OS 有显著影响。多因素分析显示，LNR＞10%的患者 PFS 更差

（HR=0.151，P=0.047，95% CI：0.023-0.974）；而 LNR＞10%较 LNR≤10%的患者的 OS 未见明显差异。结论：LNR

可以作为判断 IB～IIA 期宫颈癌患者 PFS 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 宫颈癌；淋巴结比率；生存；预后

早期宫颈癌经过根治性手术切除或同步放化疗后，预后都较好。但对于存在以下高危因素的早期宫颈癌患者

来说，复发率明显升高，包括：淋巴结远处转移、肿瘤＞4cm、深肌层浸润、淋巴血管间隙浸润、切缘阳性以及宫

旁浸润。既往研究显示，淋巴结转移可作为宫颈癌无进展生存期 PFS 及总生存期 OS 的独立预后因子[1]。在近期的

研究中也发现淋巴结转移的数目、转移部位、淋巴结大小对早期宫颈癌的预后有一定的影响[2-3]。尽管这些关于淋

巴结转移的变量已充分证实了淋巴结转移在宫颈癌预后当中的预测价值，但目前在临床中尚未将淋巴结转移状态

纳入国际妇产科联盟 FIGO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分期系统。因此，为

了更准确的了解和探索淋巴结转移对 IB～IIA 期宫颈癌患者生存及预后的意义，本研究对 2007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IB～IIA 期经根治性手术切除的宫颈癌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采用“淋巴结阳性比率”作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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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变量，研究其对 IB～IIA 期患者 PFS、OS 的影响。

1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新疆肿瘤医院 2007 年至 2012 年经根治性子宫切除±双侧卵巢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腹主动脉淋

巴结清扫术的淋巴结转移阳性的 IB～IIA 期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为初治患者、均经过病理学/细胞

学证实为宫颈癌、FIGO 分期 IB～IIA、切缘阴性。对于术后病理提示淋巴结清扫总数＜10 枚、淋巴结为阴性的患

者予以剔除。详细记录淋巴结阳性比率、患者年龄、分期、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辅助治疗方法。

淋巴结阳性比率=淋巴结阳性数/活检总数（按新疆肿瘤医院病理科术后病理报告为依据）。随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及总生存期（随访方式包括：电话随访、复查病人病历记录等）。

1.2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采用 Kaplan-Meier 法描述生存过程，采用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淋巴结阳

性比率、分期、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辅助治疗对 PFS 及 OS 的影响。以双侧 P＜0.05 为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102 例经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后病理提示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临床资料如表 1。中位年龄 48岁

（31～70 岁），中位随访时间为 51.3 个月（26.5～94.0 个月）。IB1 期患者 53 例，IB2 期患者 15 例，IIA1 期患

者 23 例，IIA2 期患者 11 例。鳞癌患者 89 例，腺癌患者 8 例，腺鳞癌患者 5 例。14 例患者组织学分级为 G1，19

例患者组织学分级为 G2，64 例患者组织学分级为 G3 例，5例患者为未分化。平均清扫淋巴结总数为 27个（10～

47 个），中位阳性淋巴结为 2个（1～10 个）。

表 1 临床特征

临床特征 N（%）

平均年龄(岁) 49（31-70）

分期

IB1 53（52%）

IB2 15（14.7%）

IIA1 23（22.5%）

IIA2 11（10.8%）

病理类型

鳞癌 89（87.3%）

腺癌 8 （7.8%）

腺鳞癌 5（4.9%）

组织学分级

G1 14（13.7%）

G2 1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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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64（62.7%）

未分化 5 （4.9%）

肿瘤大小

≤4cm 76（74.5%）

＞4cm 26（25.5%）

辅助治疗

放化疗 45（44.1%）

单纯放疗 53（52.0%）

单纯化疗 7（6.9%）

2.2 PFS、OS 的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分期、LNR＞10%是影响 PFS 及 OS 的重要因素。而多因素分析显示，只有 LNR 是 PFS 的独立

预后因素，LNR＞10%较 LNR≤10%的患者的 PFS 更差（HR=0.151，P=0.047，95% CI：0.023-0.974），但 LNR＞10%

较 LNR≤10%的患者的 OS 未见明显差异。PFS 及 OS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2。LNR 不同亚组的生存对比见图

1。

表 2 PFS 及 OS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对比

变量
PFS P 值 OS P 值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分期 0.001 0.122 0.003 0.677

病理类型 0.879 0.781 0.682 0.498

肿瘤大小 0.498 0.285 0.412 0.589

组织学分级 0.295 0.317 0.616 0.978

LNR≤5%

LNR＞5% 0.036 0.608 0.005 0.873

LNR≤10%

LNR＞10% 0.003 0.047 0.002 0.387

LNR≤15%

LNR＞15% 0.270 0.100 0.226 0.560

LNR≤20%

LNR＞20% 0.067 0.150 0.762 1.00

放疗 0.769 0.325 0.082 0.892

化疗 0.662 0.877 0.084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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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Kaplan-Meier 法 PFS、OS 生存曲线图

3 讨 论

现有的宫颈癌分期最为常用的是 FIGO 分期系统。FIGO 分期系统是完全基于临床的分期系统，尽管在临床中

广泛使用并在指导治疗中有重要意义，但 FIGO 分期系统仍然存在一些缺陷。目前淋巴结转移状态已被证实对宫颈

癌的复发及长期预后有重要预测价值，但该分期系统尚未将淋巴结转移状态纳入分期标准当中。当前关于淋巴结

转移状态对预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淋巴结数目、转移部位及淋巴结大小方面。而淋巴结阳性比率已用来判

断很多恶性肿瘤的预后，但用于宫颈癌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一项对 111 例 IB 或 IIA 期的宫颈鳞癌患者进行的研究显示，只有淋巴管侵犯而无血管侵犯只能影响 PFS，OS

不受影响。而淋巴管和血管同时受侵可作为影响 OS 的独立预后因子[4]。来自我国的一项对 124 例 IB1~IIA 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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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顾性研究，同样发现淋巴结转移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髂淋巴结转移对这部分早期宫颈癌患者的 5年生存率

及盆腔外远处转移发生率有显著影响[5]。国内一项针对 156 例宫颈癌患者术后复发及预后相关因素的分析显示[6]，

临床分期、病理类型、有无脉管瘤栓、有无盆腔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宫颈癌术后复发的临床病理因素。临床分期、

有无脉管瘤栓、有无盆腔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宫颈癌术后 5 年生存率的独立因素。在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发现，

FIGO 分期是影响患者 PFS 和 OS 的重要因素，而未观察到肿瘤大小、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术后辅助放疗、辅

助化疗对 PFS、OS 有显著影响。而进一步的多因素分析发现，分期及上述因素均不是 PFS 及 OS 的独立危险因素。

这可能与样本量不足有重要关系。

不同部位的淋巴结转移对患者预后的影响也不相同，来自国内的两项临床回顾性资料
[7-8]

证实了盆腔淋巴结转

移是判断患者预后的重要因子。另外一项研究通过随访 960 例接受了根治性切除的宫颈癌患者[9]，发现髂淋巴结

转移的患者较盆腔其他部位转移的患者预后更差。

上述诸多研究均是围绕淋巴结部位、大小、数目进行的，而淋巴结转移受手术技术以及病理检测水平的限制，

因此可能不够客观，而选择淋巴结阳性比率作为研究指标，可避免上述不足。近期国外的一项研究采用淋巴结阳

性率作为判断预后的因子，结果显示 IA1～IIB 期宫颈癌淋巴结阳性比率>6.6%的患者 PFS 更差 (HR=2.97, 95% CI

1.26-7.02, P=0.01)，而淋巴结阳性比率>7.6%的患者，OS 也更短 (HR=3.96, 95% CI 1.31-11.98, P=0.01)[10]。

而另外一项来自国内的研究
[11]

，共纳入 120 例早期宫颈癌患者，也同样证实了 LNR 是早期宫颈癌术后病人的独立

预后因子。但在这项研究中有 75%的患者已接受过新辅助治疗。而本研究多因素分析显示，LNR 是 PFS 的独立预后

因素，LNR＞10%的患者较 LNR≤10%的患者的 PFS 更差（P=0.047，95% CI：0.023-0.974），但对 OS 没有影响。目

前关于 LNR 对早期宫颈癌患者预后的影响的研究甚少，因此，尚未明确提出临界值的选择。本研究将 LNR 按照 5%

递增的组间距进行了分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仅有 LNR 按照≤10%与＞10%进行分组，PFS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因此将 LNR 为 10%作为临界点更为合适。这与上述国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对于 IA1、IA2 期的患者，盆腔淋巴结转移率极低，有研究显示 FIGO 分期为 IA1、IA2、IB1、IB2、IIA、IIB

期宫颈癌患者的盆腔淋巴结阳性转移率分别为 0%、0%、9%、18.3%、19%、13.3%，IB 期后的淋巴结转移率明显上

升（P＜0.05）[12]。且另有研究显示，IIB 期、肿瘤病灶＞4cm 者淋巴结转移率高[13]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

仅对 IBIIA 期患者进行了分析。

综上所述，LNR≤10%的患者 PFS 显著优于 LNR＞10%的患者，LNR 可以作为判断 IB～IIA 期宫颈癌患者 PFS 的

一项独立危险因素。鉴于淋巴结转移受手术技术以及病理检测水平的限制，因此选择 LNR 更客观，且能为个体化

治疗、术后是否需进一步补充放化疗提供分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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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P 型 60Co 源剂量学参数的蒙特卡洛模拟

王先良, 袁 珂, 黎 杰, 肖明勇, 李晓兰, 王 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GZP 型 60Co 源高剂量率后装机在临床中已有应用，本研究模拟计算 GZP 型 60Co 源的剂量学参数。方

法：使用 EGSnrc 蒙特卡洛软件模拟计算已知的 BEBIG
60
Co 源（Co0.A86）剂量学参数，与其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本方法的可行性。对 GZP 型高剂量率后装机
60
Co 源进行建模，用同样方法模拟计算 GZP 型

60
Co 源剂量学参数。结

果：对 BEBIG
60
Co 源，本研究结果与标准数据吻合很好，单位活度空气比释动能强度 Sk/A 相差 0.2%，剂量率常数

Λ相差 0.8%，径向剂量函数 gL(r)和各向异性函数 F(r,θ)曲线吻合。对 GZP 型
60
Co 源，本研究 Sk/A 和Λ的结果与

其他
60
Co 源数据一致，gL(r)、F(r,θ)和水模中单位空气比释动能强度的剂量率参照 AAPM 推荐列出。结论：本研

究结果可用于 GZP 型
60
Co 源的计划系统中，也可以作为 GZP 型

60
Co 源的质量控制。

调强补偿高剂量率后装技术在宫颈癌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王先良,袁 珂,尹 刚,万 斌,王 培, 郞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放射治疗是治疗宫颈癌的主要手段，它包括体外放射治疗和后装放射治疗，本文研究图像引导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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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率后装与调强相结合改善外照射结束后靶区体积较大的宫颈癌患者体内剂量分布的可行性。材料与方法：选

取 12 例ⅡA-ⅣA 期宫颈癌患者，在全盆腔照射 45Gy～46Gy 完成后，进行一次 MRI 扫描，根据肿瘤消退情况，确

定 5 次图像引导的后装治疗。每次治疗安置塑料 Fletcher 施源器后进行 CT 扫描，医生在患者图像上勾画出肿瘤

靶区 GTV，高危靶区 HRCTV，中危靶区 IRCTV 及小肠，直肠，膀胱等器官，靶区处方剂量 HRCTV 6Gy/次，IRCTV 5Gy/

次，要求患者 5 次后装直肠和小肠的 D2cc总剂量小于 30Gy(EQD2)，膀胱的 D2cc总剂量小于 35Gy(EQD2)，对所有计

划进行优化，使 90%靶区体积达到处方剂量要求，并将正常器官控制在限定范围内。结果：所有患者 GTV、HRCTV、

IRCTV 的 D90平均为 6.71±0.14Gy 、6.02±0.04Gy 和 5.08±0.06Gy，满足剂量要求，单个患者 5次后装膀胱、直

肠、小肠的 D2cc总剂量分别为 31.30±1.26Gy，25.02±1.25Gy，26.24±2.51Gy，其中最大值为 34.60Gy、27.77Gy、

30.69Gy，在目标范围内。结论：图像引导的高剂量率后装与调强放射治疗相结合技术能够改善外照射结束后靶区

体积较大的宫颈癌患者体内剂量分布，并且该方法保留了后装剂量分布的优点，靶区边缘达到剂量要求时，靶区

中心有较高的剂量，通过 IGRT 技术补偿后装剂量不能覆盖的区域不但可以大大提高靶区的适形度，还能有效避开

靶区周围重要正常组织。

[关键词] 高剂量率后装；调强放射治疗；宫颈癌

宫颈癌后装放疗时膀胱直肠小肠受照剂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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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宫颈癌腔内放疗时不同体积膀胱和直肠与危及器官受照剂量的关系。方法： 随机选取IIa-IIIb

期宫颈癌患者共47例，给予腔内近距离后装治疗，处方剂量予A点600 cGy，用DVH图评价标准计划下膀胱、直肠和

小肠体积大小对相应受照剂量的影响，统计D1cc、D2cc、D30、D50剂量，统计方法采用方差分析SNK法和t检验。结果：

与膀胱体积<80 cc组相比，80～120 cc组和>120 cc组的膀胱D30、D50受照剂量增高（t=5.074、5.088，P<0.05），

小肠D1cc和D2c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直肠体积>60 cc 组相比，≤60 cc组的直肠D1cc 受照剂量减小

（t=-2.045，P<0.05）。结论：宫颈癌近距离放疗时，保持膀胱的适当充盈，直肠体积的减少，可使直肠、膀胱和

小肠的受照射剂量均相对降低，从而减少放疗的不良反应。

[关键词] 近距离放疗；直肠；膀胱；小肠

The discussion about exposure dose of bladder rectum small intestine

with brachytherapy for cervical cancer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rectal volume, bladder volume and dose of organs

at risk(OARs) in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for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Totally 47,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treated with HDR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and dose for point A was 600cGy. The effects of the rectal bla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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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on the exposure dosage of bladder rectal small intestine under the standard plan were evaluated with DVH.

Record brachytherapy dose D1cc、D2cc、D30、D50 for OARs, then analyze if ther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ter-application displacement of the position of the brachytherapy dose D1cc、D2cc、D30、D50of the bladder and rectum. The

ANOVA test and post-hoc analysis by S-N-K method and T test were used for testing statistical importance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groups which had been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groups which had been analyzed wer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if P < 0.05.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with <80cc of bladder volume,D30、D50 value of

bladder in groups with 80-120cc and >120cc of bladder volume was higher(t=5.074,5.088,P<0.05),though the difference

of D1cc、D2cc value of small intestine in groups with 80-120cc,>120cc of bladder volum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D1cc of rectum in groups with≤60cc of rectum volume was decreasing than the group with >60cc of rectum

volume(t=-2.045,P<0.05).Conclusions： Keeping an appropriate full bladder and reducing rectal volume in cervical

cancer that were treated with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 can make the exposure dose of bladder rectum small intestine

relatively small, and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radiotherapy.

[Keywords] Brachytherapy；Rectum；Bladder；Small intestine

近距离放疗患者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王先良，袁 珂，李晓兰，王 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研发一套符合医院实际情况的近距离放疗患者信息管理系统，提高近距离放疗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

务质量。方法：近距离放疗患者信息管理系统操作界面参考Windows风格，以菜单或按键的方式实现各功能，采用

模块化结构设计，以Visual C++为系统开发平台，以Microsoft Office Access为数据库，运用目前比较流行的ADO

（ActiveX Data Object）数据访问技术。结果：该系统已实现患者登记、查找修改、分次治疗信息记录、统计等

功能，系统操作简单，运行稳定。结论：近距离放疗患者信息管理系统的研发是科室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系统的应用可以推动近距离放射治疗过程的数字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 近距离放射治疗；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

施源器对高剂量率 192Ir 源近距离放射治疗剂量的影响

王先良，康盛伟，黎 杰，王 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金属或塑料的施源器在近距离放射治疗中有广泛的应用，然而目前施源器对剂量造成的影响没有考

虑到剂量计算中，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不同施源器对高剂量率 192Ir 源近距离放射治疗剂量分布的影响。方法：选取

两种常用的柱形施源器（Nucletron #101.001，#084.350），两种施源器的内管分别为塑料和不锈钢，串球都为塑

料，串球半径有 1.0cm、1.25cm、1.5cm、1.75cm 四种，利用 EGSnrc 程序模拟体模中有施源器时的剂量分布，对

比计划系统计算出的结果，分析材料、厚度和源驻留点个数不同的情况下施源器对剂量分布的影响。结果：由两

种施源器产生的剂量偏差与施源器半径之间无明显关系，有施源器存在时患者实际受照量比计划量小，施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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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1 产生的剂量偏差不超过 1%，施源器#084.350 产生的剂量偏差接近 3%，改变驻留点个数剂量偏差保持不

变。结论：对于现阶段近距离放射治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塑料材质的施源器，长远来看，为提高近

距离放射治疗的精确性，应对现有剂量计算算法进行改进，考虑含有不锈钢等金属的施源器对剂量分布的影响。

[关键词] 施源器；近距离放射治疗；剂量

局部中晚期宫颈癌放射治疗前后 MRI 检查的临床应用价值

任锦霞，赵 林，杨文翠，罗 莉

甘肃省肿瘤医院 放疗科，（兰州 730050）

[摘要]目的： 探讨局部中晚期宫颈癌放射治疗前后的 MRI 表现,评价 MRI 在宫颈癌放疗前后的临床应用价值。方

法： 对 122 例局部中晚期宫颈癌分别进行放射治疗前后 MRI 检查,对肿瘤大小、信号，宫旁受侵、盆腔淋巴结等

进行对比。结果：122 例患者中,肿瘤明显缩小或消失 106 例,轻度缩小 16 例,肿瘤总体信号降低 109 例,信号不均

匀 13例,淋巴结缩小或消失 28 例。宫颈癌放射治疗前后与宫旁组织具有良好的自然对比,观察内容均清晰显示。

结论： MRI 检查对宫颈癌放射治疗疗效及预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宫颈肿瘤；放射肿瘤学；磁共振成像

Local middle-late cervical cancer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The clinical value of MRI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RI appearances of local middle and late cervical cancer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an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RI in cervical cancer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Methods：

122 cases of 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were treated by MRI scan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and the tumor size,

signal, the invasion of the uterine adjacent, pelvic lymph nodes, etc.Results ： Among the 122 patients, tumor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or disappeared in 106 cases, mild reduction in 16 cases, tumor overall signal decreased in 109 cases,

signal uneven in 13 cases, lymph nodes or disappeared in 28 cases. The cervical cancer before and after radiation therapy

with a good natural contrast,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ontents were clear.Conclusion ：The MRI examination ha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prognosis evaluation.

[Keywords] Cervical neoplasms；Radiation oncology；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宫颈癌是女性中仅次于乳腺癌的第二个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居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的首位[1]。早期宫颈

癌常常无明显不适感，往往在体检、普查时发现，而局部中晚期宫颈癌常常表现为阴道不规则流血、流液，阴道

接触性出血或绝经后阴道流血。早期宫颈癌行手术治疗就可获得满意的疗效，对于局部中晚期的宫颈癌患者而言，

放射治疗是最佳治疗选择。本文回顾分析 122 例诊断明确的宫颈癌患者的磁共振影像( MRI) 学表现，探讨 MRI 在

宫颈癌放射治疗前后的临床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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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自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1 月间我科收治的有完整临床资料的宫颈癌患者 122 例作为观察对象。所有宫

颈癌患者均经病理检查后临床诊断明确，临床分期为Ⅱb 期和Ⅲ期，病理类型：鳞状细胞癌 117 例，腺癌 5例，

放疗前行盆腔核磁检查，作为初诊资料。根治性放疗后 1月至 21 个月的不同时间点作了 3～6次不等的 MR 检查，

放疗前、后 MR 片由放射科 2位有经验的影像医师在了解病史的情况下阅片。搜集整理完整的放疗前后 MRI 图像，

临床资料，进行肿瘤及盆腔软组织器官在放疗前后的大小、信号改变等观察、分析。

1.2 检查方法

带金属节育环的患者检查前尽可能取出节育环，去除体外金属异物，膀胱适度充盈。使用 SIEMENS MAGNETOM

Avanto 1.5T 超导磁共振扫描仪，体线圈，行盆腔 MRI 扫描。MRI 平扫采用轴位、矢状位及冠状位扫描。FOV: 26 ～

37；层厚/间距=5 mm /1 mm。T1WI 采用自旋回波(SE)序列，T2WI 采用快速自旋回波(FSE)序列，同时应用动态增

强扫描,增强前后行弥散加权(DWI)序列扫描。静脉注射钆喷特酸葡胺后立即行 DWI 轴位、矢状位及冠状位成像。

1.3 治疗方法

采用体外照射与腔内照射相结合的标准治疗模式，体外照射选用三维适形放疗或调强放疗技术，全盆腔外照

DT=4600-5000cGy/23f-25f，盆腔阳性淋巴结推量至 DT=5800-6600cGy，腔内照射选用铱-192 型后装治疗机近距离

照射，DT=2400-3600cGy/4f-6f。

1.4 观察指标

肿瘤大小变化，T2W1 信号变化，T1WI 增强扫描肿瘤强化表现，宫旁浸润及淋巴结转移变化等情况。

2 结 果

2.1 放射治疗前 MRI 表现

本组 122 例宫颈癌患者，肿瘤大小为 2 ～8 cm 不等，平均为 5.3 cm。肿瘤表现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肿块。肿

瘤组织于 T1W1 成像中，实性部分呈与宫颈组织相等信号，坏死组织呈低信号；于 T2W1 扫描时呈混杂稍高信号，

坏死组织为高信号。宫旁浸润表现为低信号外膜的不连续及软组织影突破外膜，并宫旁静脉丛的模糊、迂曲及增

多或宫旁脂肪间隙内肿瘤信号影。122 例患者中，79 例患者均不同程度侵及宫体及阴道，16 例患者向一侧宫旁侵

犯，5例患者向两侧宫旁侵犯，侵及盆壁或提肛肌 4例，表现为肌肉形态不规则，T2W1 信号增高。侵犯直肠或膀

胱 3 例，闭孔、一侧或双侧髂血管周围淋巴结转移 23 例。所有宫颈癌病例均未见明显的宫颈管扩张, 15 例因肿

块堵塞宫颈管内口而导致宫腔不同程度的扩张、积液。1例患者可见双侧髋臼骨质破坏。

2.2 放射治疗后 MRI 表现

2.2.1 肿瘤大小 全程放疗结束后 1 ～3个月，16 例肿瘤不同程度缩小， 106 例肿瘤完全消失。

2.2.2 肿瘤信号 全程放疗结束后 1 ～3个月，109 例肿瘤信号消失，13 例局部 T1WI、T2WI、SPIR 序列成低信

号，增强扫描轻微强化或不强化。

2.2.3 放疗后盆腔软组织的异常改变

2.2.3.1 脏器改变 43 例直肠壁增厚(5 mm ～15 mm)，T1WI 呈等信号，T2W 呈高信号或低信号。30 例膀胱壁增厚

(5 mm1 ～3 mm)，均 T1WI 呈等信号，T2WI 高信号或低信号； 2 例子宫增大， T2WI 可呈高信号，16 例见宫腔积

液。

2.2.3.2 脏器周围间隙 18 例宫旁可见条索影， T1WI 呈等、低信号,T2WI 呈低、等、高信号； 20 例直肠周围筋

膜增厚， 11 例直肠周围脂肪间隙见条索影， T1WI 呈等信号， T2WI 呈低、等、高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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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肌肉 23 例肌肉见 T2W 与 DWI 序列影像出现高信号。以臀部肌肉多见(5 例),还可见于梨状肌(4 例)、闭

孔内肌(3例)。

2.2.3.4 皮下脂肪 16 例盆部皮下脂肪层 T1WI 见条索状等、低信号,T2WI 呈低信号或高信号。

3 讨论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是一种无创伤性检查方法，较其他影像方法有无法比拟的软

组织分辨率，有利于肿瘤组织侵犯范围的显示。多方位及多序列成像能清晰显示子宫颈、子宫及盆腔其他脏器、

盆腔内间隙及盆壁的解剖层次。已有大量文献资料报道
[2-6]

，MRI 在宫颈癌的放疗疗效的评估方面明显优于临床诊

断、超声及 C T 检查，具有很高的精确性、敏感性和特异性。

宫颈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与临床分期、浸润深度、宫体受侵、淋巴管、血管受侵等诸多因素相关。因为 MRI

能够准确、详实的给临床医师提供肿瘤的大小、位置、盆腔淋巴结转移、宫旁侵犯范围、直肠、膀胱等脏器侵犯

情况等信息，所以 MRI 的检查对放射治疗计划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肿瘤组织的较高信号，与正常宫颈组织低信号及宫旁脂肪组织高信号具有良好的对比，T2W1 成为宫颈癌

诊断中主要的扫描序列，这一点与国外文献报道相符[7，8]。

3.1 关于肿瘤放疗后改变

从对本组 122 例患者放疗前后的 MR 检查的观察分析可见，MR 可直观显示放疗前后肿瘤大小的变化情况。放

疗后肿瘤出现复杂的信号改变：肿瘤组织信号可完全消失，对未消失的肿瘤，信号可与放疗前相似，部分肿瘤在

T1W 增强图像上出现无强化区,DWI 序列上见明显高信号出现。对治愈患者，全程治疗完成时，T2W 与 DWI 成像可

为低信号或高信号，后者在 2～3个月后复查 MRI，可变为低信号。治愈患者肿瘤区域在 T1W 增强图像上表现为稍

强化区或无强化区。

3.2 关于放疗后盆腔其他组织器官的 MR 表现

肿瘤放疗所致的正常组织损伤常发生在照射野内，在 MRI 上，出现组织、器官形态、大小与信号改变[9-11]。本

组病例是与自身放疗前的 MRI 所见对比，可见：直肠 MRI 异常表现的发生率(35.2%，43/122)明显高于膀胱(24.6%，

30/122)，两者均表现为腔壁增厚，T1WI 呈等、低信号，T2W、SPIR 序列成像早期为高信号。Blomlie 等[10，11]的研

究认为，这种改变是放射线对微循环的损伤引起水肿、炎性组织反应所致。本组观察还可见绝大多数患者在全程

放疗结束后 6个月，直肠、膀胱的异常 MR 表现可消失，在放疗后 6 个月以上临床上出现放射性直肠炎(38 例)与

放射性膀胱炎(15 例)的患者，均为早期直肠与膀胱有异常 MRI 表现者。可见 MR 成像对放疗晚期并发症可起到预

测作用。

子宫在放疗后的异常 MRI 表现发生率不高，相关的文献报道较少
[9]
。本组病例观察，子宫在放疗后可出现：

子宫增大、T2WI 信号增高、子宫积液。在全程放疗结束后 6个月，上述改变均可消失，是否由放疗所致，有待进

一步观察。

直肠筋膜、直肠周围脂肪间隙、宫旁、盆壁肌肉与皮下脂肪间隙在放疗中、放疗后早期主要是充血、水肿改

变为主，后期又出现纤维化[10，11]。因此，异常 MRI 表现大多数持续存在。对后期直肠筋膜增厚、直肠周围脂肪间

隙及宫旁间隙纤维化严重者,需与复发肿瘤鉴别，前者 T2W 与 DWI 序列成像均为低信号[12]。

文献报告，外照射结束时及全程放射治疗后 2 ～3 个月是 MRI 预测与评价宫颈癌放射治疗后疗效的重要时

间段，外照射末肿瘤体积的缩小程度及 T1 增强肿瘤内有无强化区是预测治疗效果的重要观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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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2WI 中,放疗后肿瘤组织小部分变性的肿瘤可为正常的信号强度,各种程度的变性、坏死肿瘤组织为高信号,

而纤维化、出血、肉芽及透明变呈低信号,因而 T2WI 信号变化不仅可反映残存的肿瘤组织,亦可反映放疗反应。

MRI 可以在放疗中随时复查肿瘤体积有无缩小、盆腔淋巴结有无消失,是监测宫颈癌对放疗反应的理想检查方

法,从而帮助、指导临床调整及制定合理的治疗计划。

总之，MRI 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能力，受呼吸运动影响较小，诊断及分期客观准确，尤其在宫颈癌放射治

疗后，在区分肿瘤的残存、炎症和纤维化方面具有超声和 CT 不能比拟的优越性,是目前最好的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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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规范化治疗及科研方向调查表

单位名称

调查项目 选项 选项 选项 选项

每月

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例数
17

每月科室

宫颈癌例数/总收治例数
92/110

全盆照射剂量 46-50Gy 个体化

是否中央档铅 是

档铅开始时机 全盆 30Gy

是否宫旁加量 根据宫旁浸润情况而定

外照射技术 IMRT 3D-CRT 2D-RT

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

移照射剂量
60Gy 60-70Gy

加速器型号 Syengy-IGRT

CT 模拟机型号 Primus ASTEION4

治疗计划系统型号 Oncentra V4.1sp2

后转治疗模式 2D（占 59.78 %） 3D（占 40.22 %）
CT 定位

后装治疗机型号 Nucletron

MicroSelectron-HDR

后装治疗人数/日 7

后装新计划人数/日 3

是否开展同期化疗 是

是否开展辅助化疗 是

本科拥有独立病房 是

随访情况 定期来科复查 电话/信件随访 失访率：30.5

随访记录及存档 有 3 年生存率：90.56

有无参加临床研究的经历 有

目前在研课题 有

是否愿意参加协作研究 是

备注：IMRT: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调强放射治疗

3D-CRT: 3 dimentional radiotherapy , 三维适形放疗

2D： 2 dimentional 二维技术

3D： 3 dimentional 三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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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会议的建议：

1. 大会主题：

2. 主要议题：

建议： 讨论：制定西部放疗协会宫颈癌治疗规范

讨论：成立西部放疗协会宫颈癌临床和科研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落实

讨论： 三维近距离治疗物理计划设计和评估

3. 本中心在研课题目及进展情况：暂没有宫颈癌立项课题

4. 未来临床科研方向（多中心、前瞻性）：

宫颈癌放疗中药冲洗液制备

宫颈癌辅助插植三维放疗临床观察

宫颈癌同步放化疗

放射源强度和疗效关系

5. 您想在大会交流、发言的题目：宫颈癌辅助插植三维放射治疗临床观察

节律基因 clock 在宫颈癌择时放疗中的临床研究

李 岚，李文辉

云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昆明 650118）

[摘要]目的：研究宫颈癌组织中节律基因 hClock 蛋白表达强度与宫颈癌不同时辰放疗肿瘤放疗敏感性的关系，从

而选择宫颈癌最佳放疗时间点，以提高放疗效果，同时降低放疗的毒副作用。方法：选择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3 月我科收治宫颈癌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两组，时辰早放疗组：30 例，9：00-11：00 放疗，时辰晚放疗组：30

例，21：00-23：00 放疗。放疗采用外照射及近距离照射结合，外照射：盆腔中平面剂量 DT50Gy/25 次/6 周，后

装治疗：DT36-42Gy/6－7 次， 6Gy/次。分别于放疗开始前一天和放疗结束后一天上午 9：00－11：00，晚上 21：

00－23：00 四次宫颈局部取材，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节律基因 hClock 蛋白表达强度。近期疗效以部分缓解率

（PR）和完全缓解率（CR）表示，标准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疗效判定标准，远期疗效由 5 年生存率比较。结

果：①治疗前晚放疗组患者宫颈癌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 hClock 蛋白表达强度早晚值分别为 4.82 ±9.58 及 4.25

± 3.91，早放疗组患者宫颈癌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 hClock 蛋白表达强度早晚值分别为 3.83± 5.42 及 2.79 ±

2.14，早晚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晚放疗组患者宫颈癌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 clock 蛋白表达强

度早晚值分别为 4.64± 2.11 及 5.61± 2.28，早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4）；早放疗组患者宫颈癌肿瘤

组织中节律基因 clock 蛋白表达强度早晚值分别为 5.38±8.19 及 6.42± 12.21，早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③治疗结束时，两组宫颈癌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PR+CR）均为 100%，时辰晚放疗组肿瘤的完全缓解率

（83.3%）数值较时辰早放疗组（76.7%）稍高，但完全缓解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519)。治疗的毒副反应晚放

疗组Ⅱ、Ⅲ度骨髓抑制发生率分别为 46.7％、33.3％，较时辰早放疗组 33.3％、3.3％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时辰晚放疗组消化道反应Ⅰ、Ⅱ度发生率分别为 83.3％、13.4％，较时辰早放疗组 76.7%、3.3％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结论：①治疗前宫颈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 hClock 蛋白表达强度无昼夜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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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晚放疗组存在昼夜差异，提示晚放疗组放疗后宫颈组织中节律基因 hClock 蛋白表达强度存在昼夜节律。②

对局部中晚期不可手术宫颈癌患者，时辰晚放疗与时辰早放疗相比，近期疗效无明显提高，时辰晚放疗组毒副反

应的发生率增加，但可耐受。

[关键词] 宫颈癌；时辰放疗；昼夜节律；节律基因 hClock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且绝大多数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又以我国为主要发病

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病率约为6.8/10万，新发病例约占全球的1/3。尽管手术技巧、放疗设备

和技术不断改进，40年来子宫颈癌的治疗效果并无根本提高，总5年生存率在50%左右徘徊，特别是中晚

期无手术指征的宫颈癌患者，总五年生存率无明显提高。分析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局部复发及盆腔淋

巴结转移[2]。放射治疗作为一种局部治疗的手段，如何在有限的剂量下，如何使射线更加有效的杀灭肿

瘤，而对正常组织的损伤最小，即在放疗达到良好疗效的同时机体的毒副反应最低 ，一直是肿瘤放射

领域内研究的重要课题。现代时间治疗的诞生和兴起，为肿瘤的放射治疗带来新的契机。本研究旨在研

究时辰放疗近日节律基因hClock的表达与正常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关系，以确定两者是否存在相关性，并

初步探讨其变化特点及机制，以期为肿瘤的择时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与指导，并为保护正常细胞免受

射线损伤提供新的方向。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初诊宫颈癌患者 60 例，符合以下条件: ①全部病例均为经病

理确诊证实为癌的（包括鳞癌、腺癌和混合癌）。临床分期为Ⅱb至Ⅳa 期宫颈癌患者（采用宫颈癌的国际妇产科

联盟（FIGO）临床分期标准），②未接受过盆腔放射治疗及最近 4 周内未接受全身化疗者；③年龄﹥18 岁，﹤65

岁； ④KPS ≥50，⑤预计生存期在 3 个月以上; ⑥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正常， 治疗前颈胸部 CT、腹部 B

超 ECT 检查确认无远处转移。能够依从研究和随访程序，签署参加此临床试验的知情同意书。采用随机分为晚放

疗组和早放疗组。治疗方法为单纯放疗和同步放化疗。两组病理类型、分期、ECOG 评分及治疗方法等资料无统计

学差异。

1.2方法

1.2.1.治疗方法：晚放疗组和早放疗组治疗方案相同，放疗采用外照射及近距离照射结合，外照射：为二维盆腔

野照射（包括盆腔大野和盆腔四野），放疗靶区包括全子宫、部分阴道，宫旁及宫颈旁组织、骶前淋巴结、髂内外

及部分髂总淋巴结引流区，射野上界一般为髂后上棘水平（包全双侧髂总淋巴结），下界在耻骨联合下缘（盆底），

若有阴道受侵，则下界至少在病变下2cm，左右侧界：真骨盆最大径外1.5-2cm。当盆腔中平面剂量达30Gy时，改

为中央挡铅的六边形不规则野，于全盆照射野中央加宽3cm挡铅，以便保护膀胱和直肠，剂量20Gy。近距离治疗为

后装腔内照射，在盆腔大野放疗剂量至DT20Gy/10次时开始，6Gy/次，每周一次，DT共36-42Gy/6-7次，后装治疗

当日停外照射，后装治疗以A点为剂量参考点。后装治疗：DT36-42Gy/6－7次， 6Gy/次。

不同之处在于放疗时间：时辰放疗时间定在21：00-23：00， 早放疗组时间定在9：00～11：00。

1.2.2.取材时间：放疗前及放疗结束后第一天（最后一次后装后一天）分别早9：00-11：00时、晚21：00-23：00

时四次宫颈局部取材，

1.2.3.实验方法：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宫颈组织中节律基因hCIock蛋白表达强度的昼夜情况及治疗前、后表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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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差异。

1.3 疗效和毒性反应评价

疗效采用WHO的实体肿瘤疗效评价标准, 分为完全缓解(CR), 部分缓解(PR), 稳定(SD), 进展(PD), 有效为CR

+PR。副作用按WHO 急性标准分为0、1、2、3、4 级。

1.4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 7．0软件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治疗前晚放疗组

患者宫颈癌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 hClock 蛋白表达强度早(9：00-11：00)晚(21:00-23:00)值分别为 4.82 ±

9.58 及 4.25± 3.91，早放疗组患者宫颈癌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 hClock 蛋白表达强度早(9：00-11：00)晚

(21:00-23:00)值分别为 3.83± 5.42 及 2.79 ±2.14，早晚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晚放疗组

患者宫颈癌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 clock 蛋白表达强度早(9：00-11：00)晚(21:00-23:00)值分别为 4.64± 2.11 及

5.61± 2.28，早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4）；早放疗组患者宫颈癌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 clock 蛋白表达强

度早(9：00-11：00)晚(21:00-23:00)值分别为 5.38±8.19 及 6.42± 12.21，早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放疗前宫颈癌组织中 hClock 蛋白强度

组别 早（9:00-11:00）取材 晚（21:00-23:00）取材 P值

晚放疗组 4.82 ±9.58 4.25± 3.91 0.8011

早放疗组 3.83± 5.42 2.79 ±2.14 0.2592

表 2 放疗后宫颈癌组织中 hClock 蛋白强度

组别 早（9:00-11:00）取材 晚（21:00-23:00）取材 P 值

晚放疗组 4.64± 2.11 5.61± 2.28 0.0074

早放疗组 5.38± 8.19 6.42± 12.21 0.2465

2.2 近期疗效

治疗结束时，宫颈局部肿瘤时辰早放疗组完全缓解 23 例，部分缓解 7 例；时辰晚放疗组完全缓解 25例，部分

缓解 5 例，两组患者无一例出现进展。完全缓解率（CR）：时辰早、晚放疗组分别为 76.7%、83.3%；部分缓解率

（PR）：时辰早、晚放疗组分别为 23.3%、16.7%； 总有效率（PR+CR）两组均为 100%，无一例患者出现宫颈局部

肿瘤进展，但时辰晚放疗组肿瘤的完全缓解率 83.3％较时辰早放疗组 76.7％稍高，进一步分析显示两组完全缓解

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519）。详见表 3。

表 3 近期缓解率（单位：例）

疗效 病例 早放疗 晚放疗 χ2 P 值

CR 30 23 (76.7%) 25 (83.3%) 0.417 0.519

PR 30 7(23.3%) 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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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毒副反应

毒副反应：本实验中患者主要的毒副反应为骨髓抑制（主要表现为白细胞降低）、放射性肠道反应 (分为 0度、

Ⅰ度、Ⅱ度、Ⅲ度、Ⅳ度)，时辰早、晚放疗组骨髓抑制及肠道反应发生率差异有极显著性，P 值分别为 0.001 及

0.021。详见表 4/5。

表 4 不同时辰放疗组骨髓抑制发生 （例）

内容 病例 0度 Ⅰ Ⅱ Ⅲ P

早放疗组 30 2（6.7%） 17（56.7%） 10（33.3%） 1（3.3%）
0.001

晚放疗组 30 3（10%） 3（10%） 14（46.7%） 10（33.3%）

时辰早、晚放疗组骨髓抑制发生率经秩和检验 P=0.001，小于 0.05，说明早、晚放疗组骨髓抑制发生率差异有

极显著性，早放疗组骨髓抑制及肠道反应发生率低于晚放疗组。进一步分析时辰早、晚放疗组三级及以上骨髓抑制

发生率分别为 3%（1 例）及 33%（10 例），经卡方检验，早、晚放疗组的 3度骨髓抑制发生率差异有极显著性（P

＝0.000），晚放疗组的 3 度骨髓抑制率（36.7%）高于早放疗组（5.5%）

表 5 不同时辰放疗组胃肠道反应发生（例）

内容 病例 0度 Ⅰ Ⅱ Ⅲ P

早放疗组 30 6（20%） 23（76.7%） 1（3.3%） 0
0.021

晚放疗组 30 1（3.3） 25（83.3%） 4（13.4） 0

时辰早、晚放疗组均未发生Ⅲ度及以上严重的胃肠道反应，Ⅰ、Ⅱ度胃肠道反应时辰早放疗组分别为 76.7%及

3.3%，时辰晚放疗组分别为 83.3%及 13.4%，等级资料，经秩和检验 P=0.021，说明时辰早、晚放疗组放射性胃肠道

反应发生率差异有显著性，肠道反应发生率时辰早放疗组低于时辰晚放疗组。

3 讨 论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其近年来发病率虽不断降低但发病人群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大部分患

者就诊时已属局部晚期，失去手术机会，只能采取化疗及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

放射治疗是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手段，约 70％的宫颈癌患者治疗措施中包括放射治疗，放疗适用于各期别宫颈

癌的治疗，特别对于中晚期无手术指征的患者，治疗首选放疗。作为一种局部治疗的手段，其改善局部控制率及

提高总生存率的疗效是肯定的。如果对宫颈癌患者能够提高局部放疗剂量以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则能提高患

者的总生存率。时辰治疗学在肿瘤中的运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时辰治疗学是指根据机体自身各组织、器官及细胞的生物节律，选择不同的治疗时机，以减少不良反应，增加

治疗最大耐受量，提高疗效及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一种治疗方法。最为典型的临床应用是肿瘤的时间治疗学，根

据肿瘤细胞的代谢周期与正常组织不同这一特点，在肿瘤细胞代谢旺盛，正常组织处于相对静止时给予抗癌药或

放疗，能使肿瘤细胞大量被杀死，而正常组织损伤小，这样使肿瘤患者的抗肿瘤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生物节律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生物体内在分子、细胞、器官、系统乃至行为各种不同水平的生命活

动均按一定的时间顺序发生节律性变化。近 24 小时为周期的近日节律（或昼夜节律）及更长时间为周期的超日节

律。目前在肿瘤学中研究最广泛并有一定影响的是昼夜节律。昼夜节律产生的分子基础是 Period、 Clock、

Timeless、 cycle、 doubletime、 cryptochrome 等生物节律基因在转录和转录后形成的自激振荡环路 ,并参与

机体的众多生理、 生化活动 ,包括细胞生长分化等。节律性是生物体的基本特性，此特性是生物体适应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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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内环境， 维持生命体动态平衡的重要生理功能，而且肿瘤细胞的分裂也受近日节律的影响和调控,异常的肿

瘤细胞的近日节律往往与正常细胞的节律不同。

所以，时辰节律学说对肿瘤的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机体自身生物节律，选择适当治疗时机， 从面

提高疗效，减少毒副作用， 并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将这一理论引入肿瘤治疗中即为肿瘤时辰治疗学。

目前已发现 10 种近日钟基因:hCIock、hBmalK hHcryK hHcry2、hPerl、hPer2、hPer3、hDecl、hDec2 和 hTim3,

其中 hBmall 基因与 hCIock 基因是一对分子伴侣,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异二聚体,共同介导并调控其他钟基因的

转录过程,由此看出 hCIock 基因在生物钟基因家族中起着核心作用,地位尤为重要。目前研究发现 hClock 在某些

癌症中出现异常调节现象。所以我们推测，hClock 蛋白的表达水平度对射线的有效性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

选择了 hClock 蛋白转录翻译的 24 小时变化来作为指示生物体近日节律变化的指针。

4 结果分析

节律基因hClock蛋白

治疗前晚放疗组宫颈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hClock蛋白表达强度早（9:00-11:00）取材4.82 ±9.58，晚

（21:00-23:00）取材4.25± 3.91昼夜无统计学差异（P＞0.05），早放疗组早（9:00-11:00）取材3.83±5.42，

晚（21:00-23:00）取材2.79 ±2.14昼夜也无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后晚放疗组宫颈肿瘤组织中节律基因hClock蛋白表达强度早（9:00-11:00）取材4.64±2.11，晚

（21:00-23:00）取材5.61±2.28昼夜有统计学差异（P＜0.05），早放疗组早（9:00-11:00）取材5.38±8.19，

晚（21:00-23:00）取材6.42±12.21昼夜也无统计学差异（P＞0.05）。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hClock蛋白，在本次研究中都没有出现明显的节律性，考虑由于个体体质和性别的差异，也

成为制约时辰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可能与病例数较少有关，今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通过扩大实验样本

量,增加新的实验手段,深入探讨节律hClock在宫颈癌中的作用。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宫颈癌时辰早放疗组和时辰晚放疗组治疗的有效率（PR+CR）均为100% ，时辰晚放疗组完

全缓解率83.3%，稍高于时辰早放疗组的76.7%，分析显示两组完全缓解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519），说明对

局部中晚期不可手术宫颈癌患者，时辰晚放疗与时辰早放疗相比，治疗的近期疗效无明显提高。本次实验结果与

现有的时辰放疗结果有差异，考虑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1）入组的患者较少，对统计学结果产生影响；（2）

在治疗刚结束就进行疗效评价，部分病例还有肿瘤退缩可能，从而影响疗效评价。故本研究应进一步对患者进行

长期追踪随访，评价远期疗效，进行分析比价，得出进一步结论。

本研究中，时辰早、晚放疗组间骨髓抑制及肠道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有极显著性，P分别为 0.001 和 0.021，早

放疗组骨髓抑制及肠道反应发生率低于晚放疗组。进一步分析早晚放疗组Ⅲ度以上的毒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1 例

（3%）及 10 例（33%），Ⅲ度毒副反应主要是骨髓抑制，白细胞降低，早、晚放疗组的 3 度骨髓抑制发生率差异

有极显著性（P＝0.000），晚放疗组的 3度骨髓抑制率（36.7%）高于早放疗组（5.5%）。结果表明时辰晚放疗组毒

副反应的发生率增加，时辰晚放疗与时辰早放疗相比，近期疗效无明显提高，时辰晚放疗毒副反应的发生率增加，

但可耐受。与报道结果相似，根据不同组织器官的昼夜节律选择时辰放疗的时间，有望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

降低正常组织的放射副反应，但仍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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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加量调强放疗在盆腔淋巴结转移宫颈癌放疗中的观察

蒋美萍，李康明，李 岚

云南省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昆明 650118）

[摘要]目的： 观察同步加量调强放疗在宫颈癌合并盆腔淋巴结转移患者中的疗效及毒副反应。方法：对盆腔淋巴

结转移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行同步放化疗治疗，放疗包括盆腔外照射加后装腔内照射，后装治疗 A 点 DT

30Gy/5f；盆腔外照射采用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靶区包括 GTVnd（阳性淋巴结）及 CTV（包括子宫、宫颈、部

分阴道及其旁组织，和盆腔淋巴结引流区）。两靶区的总剂量及分割剂量分别为 PGTVnd：62.4Gy/26f，2.4 Gy/f；

PTV：46.8Gy/26f，1.8Gy/f。结果： 随访时间为 24 ～ 37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29.5 个月，随访率 95%。PR、

CR 分别达 95%(19/20)和 90%(18/20) ，盆腔转移淋巴结完全有效率为 90% ( 18 /20) 。治疗近期疗效评价：CR 90%

(18/20)，PR 5% (1/20)，SD 5% (1/20)。Ⅲ度骨髓抑制发生率 20% (4/20)，放射性直肠炎发生率 20% (4/20)。

结论：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在宫颈癌并盆腔淋巴结转移患者中的疗效好，毒副反应可耐受。

[关键词] 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宫颈癌

IMRT with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and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Cervical Carcinoma
[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IMRT with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and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in advanced cervical carcinoma with pelvic lymph node metastases. Methods and Materials： Between

March 2012 and May 2013, 2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ervical carcinoma with pelvic lymph node

metastases receive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with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with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of cisplatin . The doses for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with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were 62.4Gy, 46.8 Gy in

36 to 38 daily fractions of 2.4 and 1.8 Gy to the planning target volumes for gross disease, pelvic node , respectively.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completed chemoradiotherapy as prescribed. The CR,PR,SD of patients were 90%, 5%，5%,

respectively. Grade 3 myelosuppression occurred in 4 patients (20%). Conclusions：Our results show that intensity-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with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with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for cervical

carcinoma seemed to be optimistic, Acute toxicities were tolerable and acceptable.

[Keywords] Simultaneous modulated accelerated radiotherapy； Advanced cervical carcinoma

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SMART)技术是在同一个照射野内对肿瘤靶区和临床靶区同时进行不同分割剂量的照

射方法，GTV 无需缩野追加剂量就能达到根治量，而 CTV 仅受到微小病灶或亚临床病灶所需的照射剂量。在宫颈

癌的治疗中，常规放疗照射野内小肠受照剂量等于甚至高于靶区剂量，使得外照射盆腔大野剂量通常在 50Gy 左右，

该剂量对于存在盆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无法达到根治目的，成为治疗失败的原因。SMART 能够在不降低盆腔大野

剂量的前提下，给予转移淋巴结较高剂量，提高疗效。

我院于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5 月对 20 例存在盆腔淋巴结转移的宫颈癌患者行淋巴结局部同步加量放疗，取

得较好疗效，现将治疗结果分析如下。

1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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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临床资料

初次行根治性放疗子宫颈癌患者 20 例；年龄 28～70 岁, 中位年龄 49 岁。均为鳞癌，其中中低分化鳞癌 16

例, 乳头状鳞癌 4 例。按照 FIGO( 2009 年) 分期标准：ⅡA 期 1例,ⅡB期 12 例，ⅢB 期 7 例。，所有患者均经病

理学检查明确诊断，盆腔淋巴结转移经增强 CT 或 MRI 诊断，诊断标准：①淋巴结直径大于 1.0cm；②有环形强化

或液化坏死；③多个淋巴结肿大并融合。

1. 2 治疗方法

除ⅡA期 1例患者行单纯放疗，余 19例患者均行同步放化疗，同步化疗采用单药顺铂 40-50mg/w，外照射

期间进行，共 5-6 周。放疗采用体外照射加后装腔内照射。后装治疗采用核通后装机治疗， Ir192治疗，选择 A点

为剂量参考点，处方剂量 600cGy/次，共 5次。外照射采用调强适形放疗技术，患者仰卧位，热塑体模固定，增

强 CT 扫描上、中、下腹及盆腔，层厚 5mm。靶区勾画原则：GTVnd 为影像学检查提示的转移淋巴结，PGTVnd 为 GTVnd

外扩 5mm；CTV 包括：子宫、宫颈、部分阴道及其旁组织，双侧闭孔、髂内、部分髂外、髂总及骶前淋巴结引流区，

PTV 为 CTV 外扩 6mm。处方剂量：95％PTV 46.8Gy/26f，1.8Gy/f；95%PGTVnd 62.4Gy/26f，2.4 Gy/f。危及器官

限量：小肠 V30＜40%，直肠 V48＜40%，膀胱 V50＜50%，双侧股骨头 V50＜5%，骨髓 V30＜40%。

1.3 观察和随访

治疗期间每周记录不良反应，观察临床症状、妇科检查及血像和生化检查结果。治疗结束后前两年每 3个月

复查，以后每 6个月复诊，行妇科检查，同时行 CT、MRI 或 PET-CT 检查，检测血 SCC 水平，评价盆腔转移淋巴

结以及宫颈原发灶退缩情况。近期疗效以治疗结束后 3 个月肿瘤退缩情况来评价。

2 结果

2.1 随访

所有患者均完成治疗并从治疗结束即开始随访，其中一例患者第一次随诊后失访，余患者均接受定期随访，患

者完成外照射的时间为 36—51 天，平均为 41 天，随访时间 24-37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29.5 个月。

2.2 评价

所有患者均完成治疗，治疗结束后 3个月复查，经妇检及 CT、B 超等检查，结果显示 18 例患者盆腔淋巴结完

全消退 CR 90% (18/20)；1 例盆腔淋巴结消退 25-50%，PR 5% (1/20)；1 例患者淋巴结较治疗前增大，小于 50%，

SD 5% (1/20)。

随访中 1例患者治疗后 3个月复查发现盆腔淋巴结进展，患者放弃治疗并失访。1例随访 4月后出现多发颅内

转移，给予全脑放疗后存活 6 个月后死亡；1例随访 13 个月后病情稳定，死于车祸； 1例随访 14 个月后出现双

肺多发转移后死亡。余 16 例患者随访至 2015 年 5 月均无瘤存活。2年总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率均为 84.2%。

2.3 毒副反应

放化疗期间的近期不良反应，主要是骨髓抑制和胃肠道反应：Ⅲ度骨髓抑制发生率 20% (4/20)，经暂停放疗

及对症支持治疗后均好转并按计划完成治疗，无Ⅳ度骨髓抑制发生。Ⅱ度肠道反应的发生率为 50%（10/20），经

补液、对症治疗后均好转并继续按计划治疗，无Ⅲ、Ⅳ度急性肠道反应发生。膀胱反应及皮肤损伤均为轻度，未

给特殊处理，治疗结束后好转。

晚期不良反应主要是放射性直肠炎，随访期间有 4例（20%）患者发生反复大便带血，肠镜检查提示：直肠壁

放射性改变，水肿、糜烂。放射性直肠炎经灌肠及对症支持治疗病情好转，无患者发生肠瘘及肠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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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以局部扩散及淋巴结转移为主。盆腔淋巴结转移是宫颈癌不良预后因素之一，

其发生与临床分期有关, 期别越晚转移率越高。Disaia 等综合多篇报道
[1,2]

，Ⅰ、Ⅱ、Ⅲ期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

率分别为 15. 4%、28. 6% 和 47%，多数报道 I期在 15%～20%，II 期在 25%～40%。目前临床上对于中晚期（ⅡB-

ⅣA 期）宫颈癌患者，其治疗首选放疗，总 5 年生存率在 50%左右
[3]
。分析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局部复发及盆腔

淋巴结转移
[4]
。由于中晚期（ⅡB-ⅣA 期）患者盆腔淋巴结转移率高。Logsdon 等

［5］
建议盆腔转移淋巴结照射剂

量为 60～62 Gy。常规放疗照射野内小肠受照射剂量与处方剂量相同甚至高于处方剂量，盆腔野照射剂量多在 50Gy

左右，转移淋巴结无法接受更高剂量照射
[5]
。对于存在盆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50Gy 的剂量不足于控制转移淋巴

结，日后成为肿瘤复发的原因。如何提高转移淋巴结局部剂量，以提高其控制率，是我们临床医师需要思考的问

题。

调强适形放疗是目前放射治疗发展的主流方向，能够在给予肿瘤更高剂量的同时尽量减少周围正常组织受照

射的剂量，从而提高肿瘤放疗疗效，减轻放疗毒副反应。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SMART)技术是在同一个照射野内

对肿瘤靶区(GTV)和临床靶区(CTV)同时进行不同分割剂量的照射方法，GTV 无需缩野追加剂量就能达到根治量，

而 CTV 仅受到微小病灶或亚临床病灶所需的照射剂量。SMART 技术的特点是在 IMRT 计划设计中同时行肿瘤区同步

推量(SIB)，即原发灶区给予高剂量照射(2.12～2.40 Gy/次)，同时亚临床灶或其周围扩大区给予较低剂量的照射

(1.70～1.8 Gy/次)。其优点是整个治疗过程只进行一次计划，与传统的多阶段计划相比，缩短了治疗及再次计划、

校位时间，方便了患者并且节省了治疗费用。从放射生物学上来说，SMART 技术是一种加速分割方案，可能减少

肿瘤克隆源细胞的加速再增殖，并显示出更好的肿瘤控制率
[7]
。目前该技术在头颈部及前列腺肿瘤中应用较多

[8-11]
，

结果显示可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近期及远期毒副反应可以耐受。但该放疗技术在妇科肿瘤中的应用报道少见。

我科通过对宫颈癌放疗的原发肿瘤和盆腔淋巴结引流区及转移淋巴结给予不同的分割剂量照射及总照射剂

量，在未延长治疗时间的情况下，给予转移性淋巴结更高的剂量。近期疗效评价显示：CR90% (18/20)，PR5% (1/20)，

SD5% (1/20)，总有效率 95%。急性反应：Ⅲ度骨髓抑制发生率 20% (4/20)，Ⅱ度肠道反应的发生率为 50%（10/20）；

晚期反应：2级放射性直肠炎发生率 20% (4/20)。李慧林[12]等对盆腔淋巴结转移宫颈癌患者行根治性治疗，常规

放疗：全盆腔照射 DT30～40Gy 后中间铅挡加量 DT10～20Gy，使 B 点 DT 达 50Gy 后盆腔转移的淋巴结局部小野补

量照射，每次 DT2Gy，总 DT8～10Gy，大野 DT:30Gy，后中间挡铅给予高剂量后装治疗。其中 CR：83.33%；有效率：

100%；重度胃肠道反应：8.3%。与该报道完全缓解率 83.33%相比，本研究中患者完全缓解率达 90%，高于该报道，

考虑本组患者采用调强放疗，淋巴结等效生物学剂量达 64.52Gy，高于该报道 58-60Gy 的剂量。国内高岩 2013 年

报道
[13]

对 294例局部晚期宫颈癌采用常规放疗（盆腔大野DT 30Gy，后中间挡铅给予20Gy及后装治疗A点DT 42Gy）

及同步化疗，重度骨髓抑制、重度胃肠道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5.5%及 18.2%。与本研究结果相比，重度骨髓抑制

发生率相似，急性胃肠道反应明显增加，考虑调强放疗可减少正常小肠受照射的剂量及体积，从而减少放疗的胃

肠道反应。陈真云
[ 14 ]

等对子宫颈癌术后腹膜后淋巴结转移患者行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未行同步化疗。PTV 为

参考剂量，处方剂量为 95%PTV 50Gy/25 次，2.0Gy/次，同时给予淋巴结 95%GTV 60Gy/25 次，2.4Gy/次的临床观

察，CR：68.75%；PR：25%；总有效率：93.75%，无重度骨髓抑制及胃肠道反应发生。与之相比，我院观察的总有

效率 95%，较该报道高，且重度骨髓抑制及胃肠道反应发生率亦高，考虑我院患者行同步化疗，化疗的增敏作用

有提高盆腔淋巴结缓解总有效率的趋势，但同步化疗亦引起较多的重度骨髓抑制及消化道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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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提示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对于存在盆腔淋巴结转移的局部中晚期宫颈癌患者，可以取得很好的

近期疗效、2年总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率，且治疗的毒副反应可以耐受。对于长期疗效及晚期毒副反应，尚还需

要进一步随访研究和循证医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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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上皮性癌脑转移合并全脊髓转移、椎体转移分析

唐仕敏，鞠云鹤，李文辉，秦继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

云南省肿瘤放射治疗研究中心，（昆明 650118）

[摘要] 卵巢上皮性癌发生中枢神经系统转移较少见，查阅更新至 2013 年 6 月的 Sinomed、CHKD、万方、Pubmed

等中外文库，截止目前国内外未见卵巢上皮性癌脑转移合并全脊髓转移、骨转移的文献报道。首诊时患者 59岁，

2007 年 5 月因下腹疼痛、发现盆腔包块，CT 示：双侧卵巢占位（考虑卵巢癌），CA125:1392ku/L（正常值 0～35Ku/L），

行“次全子宫、双附件、大网膜、阑尾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诊断：卵巢低分化子宫内膜样癌Ⅲb 期，

行“TP”方案化疗 6疗程/6 个月，术后定期复查 CA125正常；2009 年 2 月出现头晕、头痛、呕吐胃内容物伴短暂意

识丧失，CT 示小脑转移，CA125正常，行脑转移瘤手术切除、术后“顺铂 25mg.d1-3+尼莫司丁 100mg.d1”化疗一疗程；

2010 年 8 月因恶心、呕吐、左下肢持续性烧灼样疼痛，MRI 示：全脊髓多处转移、胸椎转移，CA125正常，行全脊

髓姑息性放疗 DT30.6Gy/1.8Gy/17F 及对症、支持治疗，发生Ⅲ°骨髓抑制，放疗结束时患者左下肢疼痛明显减轻。

随访至 2011 年 3 月 17 日，患者死亡。从患者确诊脑转移至死亡，病程持续 24个月；确诊全脊髓转移、胸椎转移

至死亡病程近 7个月。卵巢上皮性癌脑转移合并全脊髓转移、骨转移，转移的发现主要依据临床症状、体征及影

像学检查，转移途径可能有经动脉、淋巴系统、蛛网膜下腔播散、邻近病灶的直接侵犯、腹膜后椎静脉系统逆流

进入脊髓腔转移至脑组织和癌细胞经 Virchow-Robin 外周血管入脑组织。患者全中枢神经系统转移预后较差，手

术、放疗、化疗及对症处理等综合治疗，能减轻症状、延长患者生存期。对卵巢上皮性癌晚期患者，应加强随访，

尤其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像学监测，肿瘤标志物 CA125对全中枢神经系统转移中的预测作用有限，这可能与 CA125

分子在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小有关。

[关键词] 卵巢上皮性癌；脑转移；全脊髓转移；椎体转移；诊断；治疗

2009 年 2月 CT 示小脑转移 2010 年 8 月 MRI 示：全脊髓多处转移、胸椎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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