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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benefit of immunization maintenance treatment with lentinan on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with high risk recurrence. Methods: 65 cases of patients of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with high risk recurrence from 2011 to 2012 were chosen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Lentinan maintenance treatment group which were treated with one to six
cycles chemotherapy, not with lentinan maintenance treatment group which were treated with
four to six cycles chemotherapy. Lentinan dripped 2 mg once a week was lasted at least six months.
Median time to disease progression (TTP)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were analyzed by Kaplan-Meier
method. Results: The lentinan group prolong OS and TTP. Conclusion: Immunization maintenance
treatment with lentinan is recommended for gastric cancer with high risk 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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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高危复发胃癌术后予香菇多糖维持治疗的临床获益。方法：收集2011~2012年高危复发胃癌术后
病人，术后化疗1~6次后，予香菇多糖2 mg/周免疫维持治疗(>6月) 39例，未行香菇多糖免疫维持治疗
26例，比较其对中位疾病进展时间及总生存期的影响。结果：予香菇多糖维持治疗病人的总生存期及无
病生存期较未行香菇多糖维持治疗的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高危复发胃癌术后病人推荐予香菇
多糖维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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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据国家癌症中心报道，2015 年我国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均位列恶性肿瘤的
第 2 位[1]。胃癌根治术后，因消化道结构功能改变，患者大都出现营养吸收利用困难，加上手术后创伤，
营养大量消耗，患者免疫功能明显减弱。很多患者不能耐受多次化疗，即使完成化疗，肿瘤很快复发。
我科于 2011 年开始推荐予香菇多糖免疫维持治疗，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2. 临床资料
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1 年~2012 年本科收治的胃癌 65 例，有高危复发机率(符合以下 1~2 条：分期

Ⅱb 及以上，大肿块，低分化和或粘液腺癌，神经血管侵犯)，均经病理学和/或细胞学及影像学证实，根
据 UICO (1997 年)TNM 临床分期标准评定，既往无其他肿瘤病史。预计生存期 > 6 个月。年龄 42~74 岁，
平均年龄 61.6 岁，男 50 例，女 15 例。根据自愿原则，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 39 例和对照组 26 例。
2) 方法 实验组予常规化疗 1~6 次后，长期予香菇多糖 2 mg/周，维持治疗，至少 6 个月。对照组术
后予积极化疗 4~6 次，未行香菇多糖维持治疗，两年内三个月复查随访一次，3~4 年内半年复查随访一
次，5 年及以上一年复查随访一次，随访 5 年。
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中位进展时间及总的生存期时间。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版软件进行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1) 香菇多糖维持治疗组，其平均无病生存时间为 19.42 月，平均总生存期时间 31.94 月，较对照组
平均无病生存时间为 12.59 月，平均总生存期时间 18.86 月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两组总生存时间的生存曲线，如图 1，香菇多糖维持组及对照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24 月，17
月，P 值 = 0.004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OI: 10.12677/wjcr.2018.82010

66

世界肿瘤研究

陈苏娟，李瑞中

实验组

生存率(%)

对照组

时间(月)

Figure 1. The OS curve of two group
图 1. 两组总生存时间曲线图

3) 两组中位进展时间的生存曲线，如下图，香菇多糖组及对照组中位进展时间分别为 15 月，11 月，
P 值 = 0.034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图 2)。

4. 讨论
临床上外科医生主要收治的是进展期胃癌，而大多数患者在就诊时已经 处于肿瘤Ⅲ、Ⅳ期，因此即
使外科治疗也沒办法发大幅度提高生存质量[2] [3]。胃癌术后，巨大肿块，低分化，粘液腺癌，浆膜有浸
润、淋巴结阳性枚数、TNM 分期均为胃癌根治术后复发的高危因素。许多病人术后 1 年左右，即发生复
发，进而死亡[4] [5]。如本研究对照组病人，中位进展时间为 11 月，中位生存时间为 17 月。胃癌术后营
养状况及免疫功能均发生明显的下降，不能耐受长期积极化疗。我科予香菇多糖作为胃癌术后，化疗 1~6
次后，长期维持治疗，取得中位进展时间(15 月)及中位总生存时间(24 月)的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香菇多糖(Lentinan, LTN)是从香菇中分离纯化出来的一种多聚葡糖，平均分子量约为 500 kd，具有很
强的抗肿瘤活性，并且能明显恢复和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1985 年作为抗肿瘤药物在日本批准上市，我
国也相继将其应用于临床．香菇多糖主要是作为一种生物反应调节剂与常规化疗联用以达到辅助治疗的
作用。我国报道香菇多糖在化疗中有增强免疫、提高疗效、减轻毒性反应和改善生活质量的作用[6] [7]。
本次研究中我们选用香菇多糖做为免疫维持治疗，对高危胃癌术后的无病生存期及总生存期的影响。
香菇多糖通过刺激免疫活性细胞的成熟、分化和增生，机体的淋巴细胞大量增加，从而提高机体的
免疫功能；还可激活补体系统，促使宿主尽快恢复因肿瘤及感染而引起的体内平衡失调状态。从而减少
感染等并发症导致的死亡。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出，香菇多糖注射液具有明显改善延长高危复发胃癌术后
的无病生存期及总的生存期。
随着社会发展，提高和改善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治疗胃癌的主要必然因素，现在临床试验正进
行 PD-1 及 PDL-1 在晚期胃癌上的治疗，就是尽可能减少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前提下的治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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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TTP curve of two group
图 2. 两组中位进展时间曲线

菇中医认为其具有益气健脾，扶正固本的疗效，亦可以调和阴阳。为 T 淋巴细胞的特异免疫佐剂。既可
以使对抗原刺激的免疫反应增强，又可以使受抑制的辅助 T 淋巴细胞的功能得以恢复控制癌细胞的生长。
香菇多糖作为免疫调节剂，增强机体免疫力，从而对肿瘤的生长起到抑制作用。本研究证实香菇多糖对
高危复发胃癌的无病生存及长期生存有很好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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