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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非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及其对EGFR表达的影响
刘小娟，张妙严，李玉菊，赵艾君，郑贸根

(开滦马家沟医院呼吸内科，河北 唐山 063021)

【摘要】 目的 探讨吉非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观察治疗后患者血清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的表达。方法 选取我院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收治的84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按患者入院先后顺

序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42例，其中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化疗，观察组患者给予吉非替尼治疗。结果 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有效率为 45.24%，控制率为 83.33%，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26.19%和 59.52%；观察组患者血

清中 EGFR 平均 (11.33±4.12) ng/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9.28±4.68) ng/L，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吉非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效果良好，可有效下调血清中EGFR的表达，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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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Gefitinib and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observed EGFR expression after treatment. Methods Eighty-four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from July 2010 to July

2011, with 4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ere taken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given gefitinib.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45.24% and the control rate was

83.3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26.19% and 59.52%); the serum EGFR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33±4.12) ng/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9.28±4.68) ng/L (P<0.05). Conclusion Gefi-

tinib has the good curative effect o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can lower serum EGFR expressio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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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目前临床上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

肿瘤，且有逐年升高的趋势，也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

因之一[1]。目前临床采用的治疗方案是以铂类药物

为基础的联合化疗，临床疗效仅有30%~40%，中位生

存期 8~9个月，一年存活率为 30%~40%[2]，因此临床

迫切需要开发新的药物以改善患者的预后。吉非替

尼(Gefitinib)是第一个选择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

酸激酶抑制剂，通过竞争性结合，以抑制细胞的异常

增值，达到抗肿瘤的目的[3]。本研究选取近年来我院

收治的 84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分别采取

常规化疗与吉非替尼治疗，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0年7月至2011年

7月收治的84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其中男性44例，女

性40例，年龄41~78岁，平均(60.35±4.64)岁，吸烟者38

例，不吸烟者46例。所有患者均经病理组织学或细胞

学检查进行确诊并符合WHO分类要求，包括腺癌46

例，鳞癌31例，大细胞癌7例。按患者入院先后顺序分

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42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

龄、病程、是否吸烟及病情分类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化疗治

疗，观察组患者给予吉非替尼治疗，具体为：治疗前1

个月停用所有全身性抗癌药物，于每日清晨空腹口

服，250 mg/次，1次/d，患者出现以下情况者由医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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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例，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42

42

性别

男

23

21

女

19

21

年龄（岁）

60.56±4.82

60.11±4.17

癌症分类

腺癌

23

23

鳞癌

15

16

大细胞癌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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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终止用药，即：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患者出现肿

瘤进展或不可耐受的药物毒性；患者拒绝用药或要求

退出。患者服药前及服药过程中进行血常规、尿常

规、肝肾功能、心电图及胸部CT检查，每 3~6个月复

查脑部CT和全身骨ECT。

1.3 临床诊断 依据WHO实体瘤评价标准评

价患者近期疗效 [4]：包括完全缓解 (CR)，部分缓解

(PR)，病情稳定（SD）及疾病进展 (PD)，有效 (RR)=

CR+ PR，控制率=(CR+ PR+SD)/总例数×100%。不良

反应情况依据WHO中抗癌药物不良反应分级标准

进行评定[5]。

1.4 血清中 EGFR 检测方法 治疗 3 个月后抽

取患者静脉血（清晨空腹）5 ml，血液标本置于-20℃

中保存，需在1周内检测完毕，EGFR检测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1.5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所得结果用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各组指标进行 t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

后有效率为45.24%，控制率为83.33%，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26.19%和 59.52%，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血清中 EGFR 表达比较 由检

测 结 果 可 知 ，对 照 组 患 者 血 清 中 EGFR 平 均

(19.28±4.68) ng/L，观察组平均(11.33±4.12) ng/L，明

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8.07，P<0.05)。

3 讨 论

肺癌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较

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非小细胞癌占肺癌的80%以

上，且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期，因此常规治疗

后患者生存率较低[5]。吉非替尼是一种高特异性的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进入肿瘤细

胞内，竞争性的结合 EGFR-TK 催化区上 Mg-ATP 位

点，以抑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磷酸化作用，阻断肿

瘤细胞的生长、增值和转移中的信号转导通路，降低

肿瘤细胞的粘附能力，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而发挥抗

肿瘤作用，以达到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存期，目前主要

用于晚期非小细胞癌的二、三线治疗[6-7]。

本研究选取 84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分别采取

常规化疗与吉非替尼治疗，结果吉非替尼治疗非小细

胞癌的临床有效率及控制率均高于常规化疗，采取酶

联免疫法检测血清中EGFR，则吉非替尼组EGFR明

显少于常规化疗，由此可见，吉非替尼可有效下调患

者血清中EGFR的表达。吉非替尼治疗的主要不良

反应为皮疹和腹泻，另外部分患者出现皮肤干燥、口

角炎、指甲裂纹、角膜干裂、牙龈出血或口腔溃疡等症

状，且随治疗时间的延长症状会逐渐减轻或消失，与

文献报道相一致[8]。

综上所述，吉非替尼治疗非小细胞癌疗效显著，

可有效降低患者血清 EGFR 表达，从而阻断肿瘤细

胞的生长及增值，达到抗肿瘤的目的，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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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42

42

CR

1

3

PR

10

16

SD

14

16

PD

17

7

有效率（%）

26.19

45.24

控制率（%）

59.52

83.33

注：总有效率比较，χ2=9.08，P＜0.05；控制率比较，χ2=10.3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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