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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亦会导致脾胃、肾等多脏器出现虚损，进而造成胃癌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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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活血消积方联合介入疗法治疗中晚期
原发性肝癌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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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益气活血消积方剂联合介入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临床疗效。方法：60 例中晚期原发性肝癌，分为 2 组，
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介入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益气活血消积方。观察 3 月。结果：总有效率研究组 83.33%，
对照组 63.33%，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2 组治疗后，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9）、甲胎球蛋白 （AFP）、谷
丙转氨酶 （ALT）、谷草转氨酶 （AST）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肝功能损害率研究组 6.67%，对照组 16.67%，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研究组 16.67%，对照组 33.33%，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结论：益气活血消积方剂联合介入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临床疗效佳，可有效改善患者肝功能损害，降低不良反应发生
率，促进病情的预后及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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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fficacy and Safety of Yiqi Huoxue Xiaoji Recipe Combined with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 Treating Middle-stage or Advanced Primary Hepatocarcinoma
WANG Tingxiang，LOU Guoqiang，SHI Junping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 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Yiqi Huoxue Xiaoji Recipe com bined w ith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
treating patients w ith m iddle- s tage or advanced prim ary hepatocarcinom a.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 ith m iddle- s tage or
advanced prim ary hepatocarcinom a w ere even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s ear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interventional treatm ent，and the res earch group w as treated w ith Yiqi Huoxue Xiaoji Recipe on the bas is of the treatm ent for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 as 83.33% in the res earch group，and w as 63.3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ing s ignificant (P ＜0.05). Before treatm ent， the differences of levels of m atrix m etalloproteinas es (MMPs )
alpha- fetoprotein (AFP)， am inotrans feras e (ALT)， and as partate am inotrans feras e (AST) w as ins ignificant betw een the tw o
groups (P＞0.05). After treatm ent，the differences of levels of the obs ervation indexes betw een the tw o groups w ere s ignificant
(P< 0.05). The liver function dam age rate w as 6.67% and advers e reaction incidence w as 16.67% in the res earch group ，and w as
16.67% and 33.33% res pectively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all being s 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Yiqi Huoxue
Xiaoji Recipe com bined w ith interventional therapy for m iddle- s tage or advanced prim ary hepatocarcinom a delivers better
efficacy by effectively relieving the dam age of hepatic function，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advers e reaction，and im proving the
prognos is and outcom e of dis eas e.
Keywords：Middle- s tage and advanced prim ary hepatocarcinom a；Yiqi Huoxue Xiaoji Recipe ；Clinical effect；Safety

原发性肝癌是恶性程度高、进展速度快、预后效果差、侵

癌患者、肝癌主灶切除后仍伴肝内转移患者。②排除介入治疗

袭性强的一种恶性肿瘤类疾病。几乎临床上所有的原发性肝癌

禁忌症患者。

疾病患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肝硬化基础，病情在被确诊时大多

2

数已经属于中、晚期阶段，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预后情况较

2.1

差。原发性肝癌疾病的非手术疗法方面的研究目前虽然已有一

30~ 50 m g、5- 氟尿嘧啶 500~ 1000 m g。药物的使用剂量根

定的进展，但手术切除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1]。但部分患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采用明胶海绵、碘油等栓塞剂。患者

者不能行手术治疗，因此采用介入治疗，可有效延长患者的生

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经股动脉穿刺后行肝动脉造影，以明确

存期限；但其具有药物毒副作用且丧失整体疗效。中医药辨证

血液供应情况以及病灶位置，将 5- 氟尿嘧啶和顺铂与葡萄糖

论治的整体观念，并结合个体化治疗，对中晚期肝癌患者具有

混合后缓慢注入，然后经动脉依次注入化疗药物及碘油的混合

治疗方法
对照组

给予介入治疗。顺铂 50~ 100 m g、表阿霉素

显著疗效 。笔者采用益气活血消积方联合介入治疗中晚期原

液，最后栓塞该动脉(明胶海绵)，阻塞病灶的血供。术后行常

发性肝癌，取得较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规止血，加用西药行常规对症支持等治疗。连续服用 1 月为 1

[2]

1
1.1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疗程。3 疗程后复查。
观察病例为 2013 年 9 月—2014 年 9 月本院

2.2

研究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采用益气活血消积方治疗，

住院收治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共 60 例，根据治疗方式分

组成：党参、白术各 20 g，白花蛇舌草、薏苡仁各 30 g，半

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

夏、蜂房、赤芍、当归各 10 g，青皮 7 g，甘草 5 g。随症加

龄 32~ 78 岁，平均(58.3±5.2)岁。研究组男 16 例，女 14 例；

减进行治疗：伴肝硬化者加鳖甲 15 g，土鳖虫 10 g；发热者

年龄 30~ 80 岁，平均(58.6±5.8)岁。肝癌疾病患病时间 3~ 12

加黄芩 15 g，柴胡 10 g；转氨酶升高者加败酱草、土茯苓、

月，平均患病时间(5.3±1.2)月。2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茵陈各 30 g；腹痛者加木香、乌药各 10 g，延胡索 20 g；腹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标准

参照文献[3]。①患者具有介入治疗适应症：

转移性肝癌患者、肝癌术后复发不宜再行手术患者、中晚期肝

胀便秘者加大腹皮、枳壳各 10 g。每天 1 剂，经医院制剂室
煎煮取汁 400 m L，分早晚 2 次服用，每次 200 m L。连续服
用 1 月为 1 疗程。3 疗程后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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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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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细胞时复发的主要因素：①术中阳性淋巴管切断时溢出的癌

观察记录 2 组患者血清中的基质金属蛋白酶

细胞；②晚期肿瘤浸润正常组织；③癌变组织中组织液及血液

- 9(MMP- 9)、甲胎球蛋白(AFP)、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

流出进入机体内导致[5]。从微观角度看来，肝叶的切除无法完

氨酶(AST)等指标、临床疗效以及不良反应情况并进行分析[4]。

全清除全部肿瘤细胞。现今临床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主要治

3．1

统计学方法

3.2

采用 SPSS14.0 软件分析处理，计量资料

以(x±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表示，采用 χ 检验。
2

4

疗效评定与治疗结果
疗效评定

4．1

疗方式仍然为介入栓塞化疗，抗肿瘤药物进入机体后，能够以
分子水平为基础替代正常的代谢物，渗入到生物大分子物质
中，对 RNA、DNA 的合成产生干扰，进而发挥细胞毒性作

完全缓解(CR)：所有靶病灶消失；部分缓解

用杀灭肿瘤细胞 [6]。但是大量的化疗药物使用时不仅对肿瘤

(PR)：靶病灶最长径之和与基线状态比较，至少减少 30% ；

细胞有杀伤作用，其对正常肝细胞亦具有杀伤作用，引发细

病变稳定 (SD)：介于部分缓解和疾病进展 之间；病变进展

胞毒性，损伤肝脏细胞，导致其变性、坏死以及胆汁淤积等

(PD)：靶病灶最长径之和与治疗开始之后所纪录到的最小的靶

病变的发生，对化疗效果产生不良影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

病灶。

及生存率。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4.2

见表 1。总有效率研究组 83.33% ，

对照组 63.33%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1
组

别 n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PR
SD
PD

CR

研究组 30 1 4(46.67) 1 1(36.67) 2(6.67)
对照组 30

3(1 0.00)

83.33

9(30.00) 1 0(33.33) 5(1 6.67) 6(20.00)

63.33

χ2 值

-

-

-

-

P值

-

-

-

-

2 组 ALT、AST、MMP-9、AFP 比较

4.3

例(%)
总有效率(%)

10.09
0.001 5

见表 2。2 组治疗

在介入治疗中联合中药治疗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癌具有积极
意义[7]。中医学认为，肝癌的发病机制主要为本虚标实，因为
机体气血不足，元气亏虚，引起血瘀气滞，痰凝毒聚引起肿瘤
的发生，临床治疗主要遵循以人为本，培本扶正的原则，采用
培本和攻消的治疗措施。对中期原发性肝癌患者采用扶正治
疗；晚期肝癌患者采用扶正补虚治疗，并兼施抗癌解毒治疗，
充分发挥中医的治疗优势 [8]。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总有效率
83.33% 高于对照组 63.33% ，总不良反应率 16.67% 低于对照
组 33.33% ，肝功能损害率 6.67% 低于对照组 16.67% ，2 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治疗后 2 组

前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ALT、AST、

ALT、AST、MMP- 9、AFP 等指标水平均有所恢复，但研究

MMP- 9、AFP 研究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说明益气活血消积方联合介

(P＜0.01)。

入治疗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效果显著，且不良反应率

表2
组

别

2 组 ALT、AST、MMP-9、AFP 比较(x±s)

ALT(U/L)

AST(U/L)

MMP- 9(g/L)

AFP(μmol/L)

研究组 50.9±1 2.6

35.6±8.7

71.6±7.3

489.5±56.3

对照组 58.2±1 3.8

45.3±9.3

84.3±5.5

610.4±67.3

t值

2.1 3

4.1 7

7.61

7.54

P值

0.0366

0.0001

0.0000

0.0000

4.4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肝功能损害率比较

见表 3。肝功

低，对肝功能的损伤小。消积方由党参、白术、白花蛇舌草、
薏仁、半夏、蜂房、赤芍、当归、青皮、甘草等组成。方剂中
主要药物为白术和党参，具有补气健脾的功效，针对脾气两虚
的患者而设；辅以半夏、赤芍、当归、青皮等可化瘀散结、
养肝消积，辅助主药进行扶正祛邪治疗；蛇舌草具有清热解
毒的功效；薏苡仁具有利水渗湿的功效；蜂房可攻毒消积。
诸药联用可补正气，清毒邪，活血化瘀，消积散结，因此对
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

能损害率研究组 6.67% ，对照组 16.67% ，2 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研究组 16.67%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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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对肿瘤化疗患者生活质量临床观察
钟斯婷
鹤山市中医院，广东 鹤山 529700

［摘要］ 目的：观察香砂六君子汤合旋覆代赭汤联合甲地孕酮改善肿瘤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方法：64 例接受化疗的晚
期肿瘤患者，随机分成 2 组，对照组口服甲地孕酮片；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香砂六君子汤合旋覆代赭汤治疗。2 个周期
化疗后观察 2 组患者胃肠道反应、食欲、体重、卡氏评分 （KPS） 评分方面情况。结果：经 2 个周期化疗后，治疗组在胃肠道反
应、食欲、体重、KPS 评分方面均有明显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胃肠道反应率治疗组 0 级、ⅢⅣ级低于对照组，2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香砂六君子汤合旋覆代赭汤联合甲地孕酮可明显降低晚期
肿瘤患者化疗后胃肠道反应、提高食欲，改善患者化疗期间及化疗后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恶性肿瘤；化疗；香砂六君子汤合旋覆代赭汤；甲地孕酮；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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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严

本院肿瘤内科收治的肿瘤患者，共 64 例，男 39 例，女 25

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晚期肿瘤患者常伴有进行性的食欲

例；年龄 48~ 82 岁，平均 63 岁；其中肺癌 24 例，大肠癌 20

减退、体重下降、营养不良和全身状况进行性恶化等表现。化

例，食管癌 9 例，乳腺癌 8 例，非霍奇金淋巴瘤 3 例。随机

疗是其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几乎所有化疗药物都会引起不同程

分为对照组 32 例，治疗组 32 例。治疗组男 21 例，女 11 例；

度的胃肠道反应，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对治疗的耐受。因此降

年龄 48~ 82 岁，平均(61.23±2.4)岁；卡氏评分(KPS)≥60 分，

低化疗的毒副反应、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医

平均 67 分。对照组男 18 例，女 14 例；年龄 50~ 80 岁，平

药及中西医结合在肿瘤化疗的减毒增效方面作用显著。笔者采

均(63.23±2.1)岁；KPS 评分≥60 分，平均 65 分。2 组在年

用香砂六君子汤合旋覆代赭汤联合甲地孕酮治疗化疗后恶性肿

龄、性别、KPS 评分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瘤患者，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具有可比性。

1
1．1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1．2
观察病例来自 2010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

纳入标准

①均经组织病理或细胞学确诊；②所有病患

入组时未接受激素类药物治疗；③未接受肠道外高营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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