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Med J, Jul. 2016, Vol. 27, No. 13 海南医学2016年7月第27卷第13期

肌缺血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促进患者恢复。
综上所述，急性冠脉综合征缺血性 J波者室性心

动过速、心室颤动的发生率较高，介入手术期间采用
替罗非班能够有效降低近期及远期术后患者的死亡
率及相关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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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西他滨联合减量MA/DA
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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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地西他滨联合减量MA/DA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2012年8月至2015年6月本院收治的18例复发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予以地西他滨联合减量

MA [地西他滨 20 mg/(m2· d)，d1~5；米托蒽醌 8~12 mg/m2，d6~8；阿糖胞苷 100 mg/m2，d6~8]/DA 方案[地西他滨

20 mg/(m2· d)，d1~5；柔红霉素 40~45 mg/m2，d6~8；阿糖胞苷 100 mg/m2，d6~8]，观察患者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 18例患者中完全缓解(CR) 6例(33.3%), 部分缓解(PR) 5例(27.8%)，总有效率(ORR)为61.1%；8例染色体异常

患者治疗后1例获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3例部分细胞遗传学缓解，总有效率为50.0%。不良反应主要为骨髓抑制

及继发感染，经过输血和抗感染等支持治疗均可以耐受。随访至2015年6月，患者中位生存为8个月。结论 地西

他滨联合减量MA/DA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在血液学及细胞遗传学上可以获得较好疗效，且毒副

作用较轻，耐受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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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decitabine combined with low-dose MA/DA regime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or relap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LIANG Yan, TANG Yuan-yan, XIONG Tao, DENG Ming-feng, ZHANG
Li-ming, HUANG Zhi-ping.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Jingzhou Central Hospital, Jingzhou 434020, Hube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ecitabine combined with the reduced

quantity of cytarabine (Ara-C) and mitoxantrone (MIT) regime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or re-

lap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Methods Eighteen cases with refractory or relap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2 to June 2015 were treated with decitabine combined with reduced quantity of MA

regimen (decitabine 20 mg/(m2· d), d1~5; MIT 8~12 mg/m2, d6~8; Ara-c100 mg/m2, d6~8)/DA regimen (decitabine

20 mg/(m2· d), d1~5; DNR 40~45 mg/m2, d6~8; Ara-c100 mg/m2, d6~8), and the clinical outcome and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Results Among 18 patients, 6 (33.3%) patients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 (CR), and 5 (27.8%) were

partial remission (PR), with overall remission rate (ORR) of 61.1%; After treatment, of 8 patients with chromosomal ab-

normalities, 1 patient achieved complete cytogenetic remission, 3 patients were partial cytogenetic remission, and the over-

all response rate was 50.0%. Adverse events mainly include myelosuppression and secondary infection, which could be

well tolerated with the help of blood transfusions and anti-infection supportive treatment. Following up to June 2015,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8 months. Conclusion Decitabine combined with the reduced quantity of MA/DA regi-

men is effective and well tolerated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or relap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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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

是成人最常见的急性白血病类型，近年来 AML 缓解

率及生存期有所改善，但仍有20%~40%的患者不能完

全缓解(CR)，且 50%~70%首次 CR 患者最终复发，复

发难治性AML仍是困扰临床医师难题。传统大剂量

化疗如 FLAG、大剂量 Ara-c 等方案再诱导缓解率为

25%~57%，但治疗相关死亡率高达 32%，尤其不适合

老年、多次化疗后造血储备差、心肺等脏器功能不全

患者 [1]。因此，临床需要探索低毒、安全、有效的治疗

方法。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地西他滨(Decitabine，

DAC)，能够逆转DNA去甲基化过程，诱导肿瘤细胞分

化或凋亡。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NCCN)一线推荐用

于中、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治疗，疗效肯定。随

着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DNA甲基化参与

了AML的发病机制，地西他滨延伸用于AML治疗，能

否提高AML尤其复发难治AML的缓解率及生存期成

为目前研究热点之一。为此，笔者采用地西他滨联合

减量MA/DA的方案(以下简称地西他滨联合方案)治

疗复发难治性AML的患者共 18例，现将其临床疗效

及安全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复发难治性AML诊断标准参照

WHO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分类(2008)标准[2]。研究对

象入选标准：(1)复发AML患者：CR后外周血重新出

现白血病细胞或骨髓原始细胞>0.05 (其他原因除外，

如巩固化疗后骨髓重建)或髓外出现白血病细胞浸

润。(2)难治性AML患者：①标准方案诱导化疗2个疗

程未获 CR；②第 1 次 CR 后 6 个月内复发；③第 1 次

CR后 6个月后复发，经原方案诱导化疗失败者；④ 2

次或 2次以上复发者；⑤髓外白血病持续存在。选取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6 月本院收治且符合以上入选

标准的复发难治性AML患者共18例，男性8例，女性

10例；年龄(36~56) 岁，中位年龄45岁，包括M2 10例，

M4 3例，M5 3例，M6 2例。

1.2 治疗方法 予以地西他滨 5 d 方案联合减

量MA/DA方案诱导，具体方案为DAC 20 mg/(m2· d)，

静脉滴注持续 l h 以上，d1~5，联合 MA：米托蒽醌

(Mitoxantron，MIT) 8~12 mg/m2，d 6~8，阿 糖 胞 苷

(Cytosine Arabinoside，Ara-C) 100 mg/m2，d 6~8；或

DA：柔红霉素 (Daunorubicin，DNR) 40~45 mg/m2，

d6~8；阿糖胞 Ara-C 100 mg/m2，d 6~8。缓解后应用

原方案再巩固一个疗程，后续巩固治疗根据体质及

耐受情况应用 DAC 联合其他减量化疗 2~3 个疗程

直至再次复发。

1.3 疗效评估 参照文献[3]进行疗效评估，总有

效率为CR率及部分缓解(PR)率之和。

1.4 不良反应 按WHO通用的化疗药物不良反

应分度标准判定不良反应[4]。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血液学疗效 18例复发难治AML经一个疗

程地西他滨联合减量化疗后CR 6例(33.3%)，PR 5例

(27.8%)，未缓解(NR) 7 例(38.9%)，血液学总有效率

(ORR)为61.1%，其中地西他滨联合减量MA、DA方案

总有效率分别为62.5%(5/8)、60.0%(6/10)，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18例患者的一般情况资料，见表1。

2.2 细胞遗传学疗效 治疗前共有 8例患者发

现染色体异常，异常率为44.4%，其中数目异常和复杂

异常各2例，其余4例为染色体结构异常，涉及的染色

体异常有+8，-7，11q-，t(7；17)，del(7)，del(8)。地西他

滨联合方案治疗后，1例染色体恢复正常核型，1例于

治疗后 16个月由复杂异常转变为结构异常，2例转变

为正常核型/正常核型嵌合型，其余病例染色体检查无

变化，细胞遗传学总有效率为50.0%。

2.3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主要为中性粒细胞缺

乏、血小板减少及肺部感染。所有患者均发生Ⅲ~Ⅳ

血液学毒性，主要为中性粒细胞缺乏和血小板下

降。中性粒细胞缺乏(<0.5×109/L) 中位持续时间为

14 d (10~21 d)，血小板<20×109/L 中位持续时间 11 d

(5~22 d)。7 例患者在骨髓抑制期发生感染，感染部

位主要是肺部(6例)及口腔(1例)，1例发生败血症。7

例发生轻微的恶心、呕吐胃肠道反应。5例患者出现

轻度肝功能异常，未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及化疗相关

死亡。

表1 18例复发难治性AML临床特征及疗效

病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年龄(岁)

42

54

51

45

36

37

56

42

39

41

39

38

53

49

50

48

51

39

WHO分型

AML-M2

AML-M4

AML-M2

AML-M5

AML-M6

AML-M4

AML-M2

AML-M6

AML-M2

AML-M2

AML-M2

AML-M5

AML-M2

AML-M2

AML-M6

AML-M4

AML-M2

AML-M2

染色体核型

46，XY[20]

复杂核型

47，XY，+8[12]

46，XX[20]

45，XY，-7[10]

46，XY[20]

46，XY，11q-[8]

复杂核型

46，XX[20]

46，XX[20]

46，XY[20]

46，XX[20]

46，XX，t(7；17)[4]

46，XX,del(7)[10]

46，XX[20]

46，XX[20]

46，XX,del(8)[10]

46，XX[20]

疗效

CR

NR

PR

PR

NR

PR

CR

PR

CR

CR

NR

NR

NR

PR

CR

NR

CR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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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存期 本研究的临床随访截止时间至

2015年6月31日，18例患者中10例生存，8例死亡，中

位生存期为8个月。

3 讨 论

复发难治性 AML 的治疗是白血病治疗中的难

点，造血干细胞移植虽可提高疗效，但因供者来源和

经济条件限制难以广泛开展。传统的化疗有效率低，

化疗过程中骨髓抑制期长，化疗相关毒副作用大，生

存期短 [5]。表观遗传学参与 AML 发病及复发机制，

DNA 异常甲基化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转化为

AML最主要机制之一，去甲基化治疗可能是AML治

疗的新靶点；而DAC成功应用于中高危MDS的临床

经验，让不少研究者将目光投向AML治疗。DAC是

一种特异的 DNA 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能够逆转

DNA 的甲基化过程，激活抑癌基因促进肿瘤细胞分

化，从而起到抗肿瘤作用，近年来用于治疗多种血液

系统恶性肿瘤 [6-7]。Scandura 等 [8]研究 30 例中高危

AML 患者标准诱导(DA3+7 方案)前予地西他滨 20

mg/(m2· d)去甲基化预激治疗，1个疗程后 17例达CR

(57%)，10例达PR (33%)，其中 8例经第 2个疗程后达

CR，总 CR 率达 83%。Liu 等 [9]对 20 例复发性/难治

性 AML 患者给予地西他滨[15 mg/(m2· d)，dl~5]联合

AA (5+5)方案化疗，11 例患者获得完全缓解(55%)。

更令人鼓舞的是，Schroeder 等 [10]应用去甲基化药物

联合DLI输注治疗AM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

发患者，CR 率为 23%，ORR 高达 30%，5 例患者持续

CR中位时间为777 d；提示去甲基化药物阿扎胞苷及

DAC等在血液恶性肿瘤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后复发挽

救及 MRD 残留治疗具有广阔应用前景。本研究中

患者中位生存期 8 个月，优于传统化疗，与国内报道

一致[11]。

本研究的主要不良反应为Ⅲ~Ⅳ度粒细胞减少、

肺部感染，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我们发现，Ⅲ~Ⅳ

度粒细胞减少发生率为 100%，DAC联合化疗后患者

骨髓抑制时间出现较晚，粒细胞缺乏持续时间长，平

均恢复时间 18 d，其最低点在化疗后 12 d，感染概率

大，应及时入住层流病房或层流罩，有真菌感染史等

高危感染患者予以二级预防。本组研究中，6例患者

肺部感染，1 例口腔感染，1 例败血症，经过积极抗感

染、G-CSF、支持治疗后，患者感染均得到控制。非血

液学不良反应轻微，患者均可以耐受，无一例治疗相

关性死亡。

细胞遗传异常导致信号转导通路改变而丧失细

胞正常新陈代谢的调控机制作为AML发生和发展的

重要机制已基本成为共识。Kantarjian等[4]对485例合

并不良或中等遗传学预后因素的初诊老年AML患者

分组给予支持治疗、小剂量阿糖胞苷或地西他滨治

疗，结果发现地西他滨组患者可获得更高的缓解率

(17.8%)。本组患者治疗前染色体异常率为 44.4%，治

疗后细胞遗传学总有效率为 50.0%，其中完全细胞遗

传学缓解 1 例 (12.5% )，部分细胞遗传学缓解 3 例

(37.5%)，但未发现其与血液学疗效明显相关，可能与

样本量小及病例选择有关。

在本研究中，虽然地西他滨联合减量 MA/DA 的

方案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 AML 血液学及细胞遗传

学上可以获得较高缓解率，化疗不良反应轻，耐受性

良好；但由于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统计学上可能存

在较大偏移，尚需要扩大病例进一步临床试验以评

估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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