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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化疗联合热疗治疗大肠癌肝转移的疗效和不良反应遥 方法院收集 苑愿 例大肠癌肝转移患者资料袁化疗联合

热疗患者 猿愿 例为治疗组袁按照 晕悦悦晕 指南给予奥沙利铂联合氟尿嘧啶渊云韵蕴云韵载冤或伊立替康联合氟尿嘧啶渊云韵蕴云陨砸陨冤或单药
卡培他滨的化疗方案袁同时给予肝脏转移病灶局部热疗遥 单纯化疗患者 源园 例为对照组袁化疗方案与治疗组相同遥 回顾性分析比
较两组的疗效尧生活质量与毒性反应遥 结果院淤治疗组有效率渊悦砸垣孕砸冤为 猿怨援源豫袁对照组有效率渊悦砸垣孕砸冤为 猿苑援缘豫袁两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于与对照组相比袁化疗联合热疗组患者体力状况评分明显改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盂所有入组患者的血液学
毒性皆以玉级骨髓抑制为主袁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非血液学毒性为脱发尧发热尧消化道反应渊恶心呕吐尧腹泻冤尧
肝功能异常渊胆红素冤尧肾功能异常渊肌酐尧尿素氮冤袁两组不良反应均以恶心呕吐及肝功能异常为主袁两组间各项毒性指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化疗联合热疗对照单纯化疗治疗大肠癌肝转移患者疗效无明显差异袁但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袁并
不增加患者不良反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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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是胃肠道常见的恶性肿瘤袁 近 猿园 年来
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在我国明显升高袁肝脏是大肠癌
常见的转移部位袁大肠癌诊断时已有 愿豫耀圆缘豫的病
例转移至肝内咱员暂袁多在侵犯小静脉后沿门静脉转移
至肝内咱圆暂遥 大肠癌易发生肝脏转移袁未治疗的肝转移
患者预后较差袁中位生存期只有 员圆耀员缘 个月袁缘 年生
存率低于 缘豫咱猿暂遥 对于不能行肝脏切除术的患者袁综
合治疗是最佳选择遥 近年来袁除了生物治疗和靶向
治疗袁热疗亦发展成为综合治疗的一种手段遥 热疗
是通过提高人体组织温度来治疗肿瘤的一种方法袁
热疗技术根据加热热源的不同分为微波热疗尧射频
治疗和超声治疗咱源暂袁研究表明袁热疗不仅本身具有抗
肿瘤作用袁同时能提高化疗的临床疗效咱缘暂遥 本研究旨
在对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园 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肿瘤科收治的 苑愿 例大肠癌肝转移患者行化疗
联合热疗对照单纯化疗的疗效进行回顾性分析遥
员 资料与方法
员援员 资料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园 月本院肿瘤科收治的
苑愿 例大肠癌肝转移患者遥 纳入标准院原发灶有明确
的病理诊断袁转移灶经影像学检查证实遥 排除标准院
年龄跃苑缘 岁曰体内有金属物质植入曰严重肝肾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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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曰心功能不全曰严重感染表现曰出血倾向袁体温调节
障碍或知觉障碍遥苑愿 例患者中袁猿愿 例接受化疗联合热
疗渊治疗组冤袁另 源园 例接受了单纯化疗渊对照组冤遥 两组
患者的一般人口学及临床资料见表 员袁两组患者的性
别尧年龄尧孕杂 评分尧化疗方案尧既往治疗方案及病理分
型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化疗方案
治疗组 猿愿 例患者中袁 按照美国国立综合癌症
网络 渊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悦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悦葬灶糟藻则 晕藻贼憎燥则噪袁晕悦鄄
悦晕冤指南给予奥沙利铂联合氟尿嘧啶或伊立替康联
合氟尿嘧啶或口服卡培他滨的化疗方案袁同时给予病
灶局部热疗遥具体化疗方案院奥沙利铂 愿缘 皂早 辕 皂圆 静脉
输注 圆 澡袁 第 员 天联合氟尿嘧啶 源园园 皂早 辕 皂圆 静脉推
注袁然后 员 圆园园 皂早 辕 渊皂圆窑凿冤 伊 圆 凿 持续静脉滴注渊总
量 圆 源园园 皂早 辕 皂圆袁 滴注 源远 凿冤曰 伊立替康 员愿园 皂早 辕 皂圆
静脉输注 猿园耀怨园 皂蚤灶袁 第 员 天联合尿嘧啶 源园园 皂早 辕 皂圆
静脉推注袁 然后 员 圆园园 皂早 辕 渊皂圆窑凿冤 伊 圆 凿 持续静脉滴
注渊总量 圆 源园园 皂早 辕 皂圆袁滴注 源远 澡冤曰卡培他滨 员 圆缘园
皂早 辕 皂圆 每日 圆 次口服袁 第 员耀员源 天袁 每 猿 周重复袁共
圆源 周遥
在本研究中袁 治疗组中 圆猿 例接受了奥沙利铂
联合氟尿嘧啶的方案袁怨 例接受了伊立替康联合氟

第 猿缘 卷第 员 期
20员缘 年 员 月

陈燕平等院化疗联合热疗治疗大肠癌肝转移疗效观察

表 1 治疗组及对照组大肠癌肝转移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临床病理特征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岁）
＜65
≥65
PS 评分（分）
0~1
2~3
化疗方案
奥沙利铂 + 氟尿嘧啶
伊立替康 + 氟尿嘧啶
卡培他滨
既往治疗情况
未治疗
奥沙利铂 + 氟尿嘧啶
伊立替康 + 氟尿嘧啶
卡培他滨
病理分型
直肠癌
结肠癌

治疗组
（n=38）

对照组
(n=40)

P值
0.825

18
20

20
20
0.361

19
19

25
15
1.000

14
24

14
26

23
09
06

22
12
06

0.819

0.842
11
15
05
07

13
18
04
05

18
20

17
23

但未达到 孕阅袁并持续 源 周以上遥

员援圆援源 生活质量评价
按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 渊耘葬泽贼藻则灶 悦燥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韵灶糟燥造燥早赠 郧则燥怎责袁耘悦韵郧冤 制定的体力状况评分渊孕藻则鄄

枣燥则皂葬灶糟藻 杂贼葬贼怎泽袁孕杂冤 标准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
活质量进行评分遥
员援圆援缘 不良反应的评价
定期血常规及肝肾功能等遥 按 宰匀韵 抗癌药物

不良反应标准袁将不良反应分为 园鄄郁度遥 以治疗过
程中出现的最严重不良反应进行分度遥 本研究主要
将不良反应分为血液学毒性和非血液学毒性遥
员援猿

尿嘧啶的方案袁远 例接受了口服卡培他滨的方案遥 对
照组的化疗方案与治疗组相同遥 对照组中 圆圆 例接
受了奥沙利铂联合氟尿嘧啶的方案袁员圆 例接受了伊
立替康联合氟尿嘧啶的方案袁远 例接受了口服卡培
他滨的方案遥
员援圆援圆 热疗方式
采用非介入式 匀郧鄄圆园园园 体外高频热疗机 渊珠海
市和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冤曰患者仰卧位于治疗床袁于
腹部肝脏水平上尧下各放置一块圆形电极板渊距离皮肤
缘 糟皂冤袁启动电脑系统袁选择输出电压为 员愿园鄄圆园园 灾尧输
出功率 远园豫耀苑园豫袁工作频率为 员猿援缘远 皂匀扎袁温度显示
为 源员援缘耀源圆援缘益袁每次治疗时间为 远园 皂蚤灶遥 治疗组的
热疗于化疗第 员 天开始袁 每周 圆 次袁员园 次热疗为 员
个周期遥
员援圆援猿 疗效评价
根据国际实体瘤 砸耘悦陨杂栽 疗效评价标准袁 将疗
效分为院完全缓解渊糟燥皂责造藻贼藻 则藻皂蚤泽泽蚤燥灶袁悦砸冤院所有目
标病灶消失袁并持续 源 周以上曰部分缓解渊责葬则贼蚤葬造 则藻鄄
皂蚤泽泽蚤燥灶袁孕砸冤院 基线病灶最大径之和至少减少 猿园豫袁
并持续 源 周以上曰 病变进展 渊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增藻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
孕阅冤院 基线病灶最大径之和至少增加 圆园豫或出现新
病灶袁并持续 源 周以上曰病变稳定渊泽贼葬遭造藻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
杂阅冤院基线病灶最大径之和有减少但未达 孕砸 或增加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遥 两组之间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袁灶 约 源园 采用 云蚤泽澡藻则 确
切概率法检验曰 两组不良反应的比较采用秩和检
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0.820

窑怨苑窑

结 果

圆援员

疗效的评价
对两组患者行疗效评价遥 两组患者治疗后肝转
移病灶 悦砸 有 园 例袁实验组中 孕砸 有 员缘 例袁杂阅 有 员远
例袁孕阅 有 苑 例袁 故在治疗组中袁 治疗有效率 渊悦砸垣
孕砸冤为 猿怨援源豫遥 对照组中 孕砸 有 员缘 例袁杂阅 有 员源 例袁
孕阅 有 员员 例袁故在对照组中袁治疗有效率渊悦砸垣孕砸冤
为 猿苑援缘豫袁比较两组治疗有效率袁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渊孕 越 园援源圆源冤遥
圆援圆 两组不良反应的比较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主要从血液学毒性及非
血液学毒性两方面进行比较遥 本研究发现血液学毒
性袁即骨髓抑制较常见袁两组均以玉度骨髓抑制常
见渊表 圆冤袁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非血液学毒性又分为发热尧脱发尧消化道反应
渊恶心呕吐尧腹泻冤尧肾功能损害渊尿素氮尧肌酐冤及肝
功能损害渊胆红素冤遥 在本研究中袁两组患者均未发
现脱发及肾功能损害患者袁其余指标两组之间无统
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圆援猿 生活质量的比较
治疗组中治疗后 孕杂 评分下降的患者有 员缘 例
渊猿怨援缘豫冤袁对照组中有 苑 例渊员苑援缘豫冤遥 比较两组生活
质量改善率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越 园援园源源冤遥
猿

讨 论

文献表明袁愿豫耀圆缘豫的大肠癌患者在首次确诊
时已存在肝转移病灶袁约 圆园豫左右的患者原发肿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