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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可替尼治疗骨髓纤维化的研究进展
迟 佳，王京华
[ 摘 要 ] 骨髓纤维化(myelofibrosis,MF)又称骨髓增殖性肿瘤相关骨髓纤维化,是一组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克隆
性疾病,临床上具有脾脏肿大、血细胞计数异常、体质性症状、可向急性白血病转化等特点。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研究最多的是 JAK-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Janus kinase-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JAK-STAT)
信号通路异常活化及炎症细胞因子异常释放。JAK 抑制剂芦可替尼作为首个被批准应用于 MF 的靶向治疗药物,
近十年积累了广泛的临床经验,可显著改善症状、缩小脾脏及延长生存期。以芦可替尼为基础的联合治疗可提高
疗效,有望成为治疗 MF 的新策略。本文就 JAK 抑制剂芦可替尼治疗 MF 的研究进展作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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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ruxolitinib in treatment of myelofibrosis
CHI Jia，WANG Jinghua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the hematology department，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China）
[ Abstract ] Myelofibrosis (MF), which is also known as 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associated myelofibrosis is
a group of clonal diseases that originated from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characterized by splenomegaly, abnormal blood
cell counts, constitutional symptoms, and risk of acute leukemia. Its pathogenesis is still unclear and there are many
studies about the abnormal activation of Janus Kinase-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JAK-STAT)
signal pathway and abnormal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Ruxolitinib, a Janus Kinase(JAK) inhibitor, is the first
target drug approved for therapy of MF. It could reduce spleen, improve symptoms and prolong survival time. The com‐
bination therapy based on ruxolitinib could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which was expected as a new strategy for MF.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ombination of ruxolitinib in the treatment of MF.
[ Key words ] Myelofibrosis; Ruxolitinib; JAK inhibitor; JAK-STAT pathway; Combination therapy

骨髓纤维化(myelofibrosis,MF)由三种费城染色

由于年龄限制、移植后合并症和缺乏合适供体等多

体阴性的骨髓增殖性肿瘤(myeloproliferative neo‐

种原因,仅有少数患者有机会选择移植。在有效的

plasms, MPNs)直接或转化后组成，包括原发性骨髓

治疗方法出现之前，大多数 MF 患者只能接受缓解

纤维化(primary myelofibrosis, PMF)、真性红细胞增

症状的姑息性治疗[5]。

多症后骨髓纤维化(post polycythemia vera myelofi‐

在过去十余年里,通过对 MF 发病的分子遗传

brosis, post-PV MF)和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后骨髓

基础不断研究,开启了诊疗的分子时代，新型靶向

纤维化(post 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 myelofibrosis,

药物如 Janus 激酶(Janus kinase,JAK)抑制剂由此应

post-ET MF)，三者具有相近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方

运而生。芦可替尼作为第一个被批准应用的 JAK

[1]

法 。MF 临床表现复杂,主要为进行性骨髓纤维

抑制剂，具有改善临床症状、缩小脾脏和延长生存

化、血细胞计数异常、脾脏肿大、体质性症状和恶病

期等显著的疗效[6]。近年来开展了许多以芦可替尼

质等,若疾病恶化还可进展为急性白血病[2]。大多

为基础联合治疗的研究，本文现对 JAK 抑制剂芦可

数患者疾病负担重、生活质量低、生存期短，且对羟

替尼治疗 MF 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基脲、干扰素-α 等传统治疗药物反应不佳，常见的
死亡原因是血细胞减少引起的感染、出血或合并心
[3]

血管事件以及转化为急性白血病等 。目前唯一可
[4]

能治愈 MF 的方法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但

1 MF 发病机制
MF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MPNs 患者中存在
Janus 激酶-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Janus ki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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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JAK-

SRSF2、ASXL1 和 U2AF1-Q157 突变可作为 MF 低生

STAT)信 号 通 路 普 遍 激 活 ，因 此 大 部 分 观 点 认 为

存率的独立风险预测指标[14]。

MF 发病机制与 JAK-STAT 信号通路异常活化及炎
症细胞因子释放等密切相关 [7]。JAK-STAT 信号通
路 由 Janus 激 酶 家 族 (Janus kinase, JAKs) 的 4 种 细

2 芦可替尼作用机制
对分子遗传机制的研究为 JAK 抑制剂的开发

胞 内 非 受 体 酪 氨 酸 激 酶 调 控 ，包 括 JAK1、JAK2、

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JAK 抑制剂将 MF 治疗推

JAK3 和 Tyrosine 激 酶 2(tyrosine kinase, TYK2)。

向了一个崭新的靶向治疗水平。

JAKs 均具有 7 个同源结构域(JH1-JH7)，其中 JAK2

芦可替尼是第一代 JAK 抑制剂,具有选择性的

可与造血细胞因子(如促红细胞生成素、血小板生

JAK1 和 JAK2 抑制作用，结构类似三磷酸腺苷(ad‐

成素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受体的细胞质部

enosine triphosphate,ATP)，可在 JAK1/2 结构域与催

分结合。正常的 JAK-STAT 信号通路参与细胞增

化位点上的 ATP 竞争性结合，从而抑制 JAK 的活

殖和基因分化的表达调控，并在造血、免疫调节及

性，阻止 JAK-STAT 信号通路的下传，减轻其激活和

稳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 JAK2 基因的 14

由此引发的炎症状态。芦可替尼可使 JAK1 介导的

号染色体外显子上发生 JAK2 V617F 突变后，形成

炎症细胞因子水平下调，也可减轻 JAK2 介导的促

了具有组成活性的假激酶结构域，使 JAK-STAT 信

红细胞生成及免疫细胞活化，对野生型及突变型的

号通路和其他下游通路持续异常的激活，致使炎

JAK 2 均有很好的抑制作用[15]。

[8]

症细胞因子水平升高、血细胞过度增殖、纤维组织

近年来国际上相继开展的一系列试验研究,比

取代正常造血组织等一系列反应,最终造成骨髓

如两项由多个国家组织的大型 3 期随机双盲的
COMFORT-I 和 COMFORT-II 试验结果显示,无论是

[9]

衰竭和骨髓外造血 。
除 JAK2 V617F 外，MF 通常还伴随其他两种典

与安慰剂组还是与最佳治疗组对照，接受芦可替尼

型的驱动突变如血小板生成素受体(thrombopoietin

治疗的 MF 患者均得到了症状改善、脾脏缩小等显

receptor, MPL)基因突变和钙网蛋白基因第 9 外显

著疗效，在部分试验中展示了其可延长总生存期的

子突变(calreticulin, CALR)，这 3 种驱动突变是相互

疗效[16-17]。在一项全球范围内 3 期单臂开放标签的

排斥的[10]。PMF 与 post-PV/ET MF 的分子遗传机制

JUMP 研究中也肯定了芦可替尼以上疗效，并阐明

有所不同，几乎所有的 post-PV MF 患者均有 JAK2

了其在改善症状和缩小脾脏等方面具有持久性和

V617F 突变，因为 PV 几乎完全是由 JAK2 驱动。约

安全性[18]。

50%~60% 的 PMF 和 post - ET MF 患 者 有 JAK2
V617F 突变，20%~30% 有 CALR 突变，5%~10% 有

3 芦可替尼治疗 MF 的疗效

MPL 突变。CALR 突变存在两型，其中 CALR 1 型

3.1 改善症状 MF 常见的体质性症状有疲劳、腹

可能与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ssential thrombocy‐

痛、体重减轻、瘙痒和骨痛等，可能是由脾脏肿大和

themia ,ET）向 MF 的 转 化 有 关 ，在 PMF 和 post-ET

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升高的综合作用引起的，严重时

MF 患者中发生均能提示具有良好的预后。MPL 突

可影响生活质量、功能状态和日常活动。这些症状

变可能与 MF 患者诊断时血红蛋白水平较低和输血

被作为重要的治疗指征和评估预后的积分指标，目

[11]

依赖风险的增加有关 。有少数报道 MF 患者中也
可同时存在两种突变，CALR 基因突变是疾病发展

前大多数传统治疗方法均无法有效缓解[19]。
芦可替尼可明显改善中高危组 MF 患者的症

过程中的早期事件，也可以同时继发 MPL 突变 。

状，Harinder Gill 等[20]对 MF 患者进行的一项为期 36

约有 10% 的 MF 患者缺乏以上任一种典型驱

个月的前瞻性研究,芦可替尼组患者所有临床症状

动突变，称为三阴性骨髓增殖性肿瘤(triple negative

的改善均优于常规药物治疗组，且在治疗 3 个月

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 TN-MPNs)，具有生存期

后，大多数芦可替尼组患者生活质量可得到持久的

[12]

更短、向急性白血病转化风险更大的特点 。TN-

改善(P<0.001)。芦可替尼还能迅速改善患者的临

MPNs 患者中可检测出其他非驱动突变，主要影响

床症状，Renato Tavares 等[21] 发表对 JUMP 研究数据

编码表观遗传修饰子或剪接体成分的基因，完善这

的分析中发现最早在治疗开始后第 4 周就出现了

些 基 因 的 检 测 ，对 治 疗 和 预 后 等 均 有 意 义 。 如

有意义的症状改变，并且有 64.5% 的 MF 患者体质

LNK、TET2、TP53、IDH1/2 和 EZH2 突变可能与疾病

性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芦可替尼也可作为具有

进 展 、急 性 白 血 病 转 化 等 预 后 不 良 情 况 相 关 ，

脾脏肿大和明显症状的低危组 MF 患者的治疗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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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虽然在前瞻性临床试验中甚少评估芦可替尼治

的不良预后因素之一。在首次应用芦可替尼治疗

疗低危组 MF 的疗效，但一项对 108 名患者进行的

后,前几周可出现血红蛋白水平迅速下降，在 8~12

回顾性研究中发现,低危组患者中度或重度疲劳的

周达到最低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高，第 24 周，

比例从诊断时的 90% 下降到研究结束时的 37%，与

血红蛋白水平逐渐恢复到接近基线值。首次治疗

[22]

在中高危组观察到的结果类似 。

三个月内需进行密切随访,最长间隔两周，直到血

3.2 缩小脾脏 脾脏肿大是 MF 患者最常见的临

红蛋白水平保持不变。血小板减少是调整芦可替

床表现之一，会造成其早饱、腹痛，尤其是对高危

尼剂量的最常见原因，血小板水平在开始芦可替尼

及晚期的患者，由于脾功能亢进等原因可导致其

治疗后迅速下降，但随后可保持稳定。芦可替尼所

对红细胞等血液制品的无效输注，严重影响患者

致贫血或血小板减少通常可以通过密切监测血细

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既往治疗 MF 脾脏肿大的传

胞计数及调整药物剂量来控制,极少数会导致治疗

统方法有羟基脲、脾区照射、脾切除术等，有效率

中断。还有其他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包括感染、腹

[23]

低，不良反应大 。

泻、头晕和头痛等，最常见的感染为带状疱疹病毒

而芦可替尼可迅速、显著且持久地缩小脾脏,

感染(8%)、支气管炎(6.1%)、尿路感染(6%)。此外，

解决了 MF 患者长期以来的困扰。COMFORT-Ⅰ研

芦可替尼可能会增加第二肿瘤的风险，包括非黑色

究结果表明，96.8% 的芦可替尼组患者脾脏都在治

素瘤皮肤癌和淋巴瘤[26]。

疗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缩小，且有 41.9% 的患者
在 观 察 第 24 周 时 脾 脏 体 积 较 基 线 时 缩 小 超 过

5 芦可替尼联合治疗 MF 的新策略

35%，而安慰剂组仅有 0.7% 的患者。COMFORT-II

在 MF 中,JAK-STAT 信号通路是最常发生失调

研究中对比了芦可替尼治疗组与最佳治疗组，观察

的信号通路之一，而芦可替尼是目前治疗 MF 有效

可得知芦可替尼组患者脾脏体积减小超过 35% 的

的主要靶向药物，并有利于中高危组 MF 的生存，

中位时间为 12 周，明显优于最佳治疗组。在 3 年的

因此 JAK 抑制剂芦可替尼被认为是一种基础治疗

随访报告中，患者脾脏体积也能持续地缩小，且无

策略。最近的研究正在积极探讨靶向其他信号通

论是否有 JAK2 突变，芦可替尼都能取得缩小脾脏

路或蛋白的药物与 JAK 抑制剂芦可替尼联合治疗

的疗效

[16-17]

。芦可替尼缩小脾脏疗效的确切作用机

MF 的可能，以取得更好的治疗策略[27]。

制尚不清楚，可能与其减少炎症细胞因子、改善营

5.1 联合聚乙二醇化干扰素 干扰素-α(interferon-

养代谢指标和减轻部分患者的骨髓纤维化有关。

alpha, INF-α)过去一直单独应用于治疗 MPNs,具有

3.3 延长生存期 MF 患者的生存期和预后风险评

抗增殖和免疫调节作用。因 INF-α 能够诱导 MPNs

分类别有关，与 PV、ET 相比较为短暂，芦可替尼应

的分子缓解,提示具有疾病修饰的潜力。但患者经

用于临床之后，接受治疗的患者总生存率有所提

常因不能耐受 INF-α 的流感样不良反应而中断治

高。英国的 ROBUST 试验纳入了包括中危-1 组患

疗，聚乙二醇化 IFN-α 的这一不良反应相对较轻，

者在内的 48 例 MF 患者，观察发现应用芦可替尼可

患者耐受性和依从性高。聚乙二醇化 IFN-α 与芦

降低 33% 患者的死亡风险 。Passamonti F 等 的

可替尼的联合治疗 MF 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芦

一项比较研究中，对比评估了 COMFORT-II 试验中

可替尼不仅可抑制 JAK1/JAK2，有效地降低炎症细

接受芦可替尼治疗的 100 例 MF 患者和参与动态国

胞因子水平和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生，还可减轻

际预后积分系统研究中接受常规治疗的 350 名 MF

IFN-α 带来的不良反应，两者联合应用可达到更好

患者,观察到应用芦可替尼治疗可降低 40%~50%

的疗效和疾病修饰作用[28]。在一项芦可替尼和小

的患者死亡风险。但是综合目前试验结果分析都

剂量聚乙二醇化 INF-α 联合治疗 18 例 MF 和 32 例

没有得到芦可替尼可减少分子负荷的确切证据，推

PV 患者的 II 期试验中可观察到,部分 MF 患者有不

测芦可替尼提高 MF 生存率，可能是和脾脏缩小、

同程度的骨髓纤维化、JAK2 V617F 基因负荷或症

症状负担减轻、工作状态改善以及部分患者恶病质

状的减轻，有 41% 的 MF 患者获得了分子应答，44%

逆转有关。

的 MF 患者病情得到缓解,其中有 28% 可达到完全

[24]

[25]

缓解，同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29]。目前正在进行的
4 芦可替尼治疗 MF 的不良反应
芦可替尼最常见的血液学不良反应是贫血和
血小板减少，贫血是 MF 诊断标准之一，也是已知

一项 RUXOPeg 研究显示,联合治疗 6 个月后，JAK2
V617F 等位基因负荷仍可持续性降低[30]。
5.2 联 合 末 端 外 结 构 域 蛋 抑 制 剂 CPI-0610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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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是一种新型溴代结构域和末端外结构域蛋白

缓解。与此同时，芦可替尼联合其他药物治疗 MF

抑制剂，在 MPNs 的临床前模型中，可减少炎症细

的研究不断增多，为了提供更好的临床指导，还应

胞因子的产生和骨髓纤维化。CPI-0610 作为单药

与芦可替尼单药治疗进行更深入的比较观察。就

应用仅显示出有限的活性，但与芦可替联合应用时

目前来看，在过去乃至未来的十年里，我们都将处

[31]

活性更高 。在一项Ⅰ/Ⅱ期试验中，此联合治疗方

于对新治疗策略的探索中，且重点应更多地放在基

案可有效地诱导成纤维细胞凋亡，可在一定程度上

于芦可替尼的联合治疗和新型靶向药物的研发等

抑制 MF 向急性白血病转化的进程。输血依赖的患

方面。

者对联合治疗方案也有较高的脾脏、症状、贫血等
方面的应答率，一项试验早期结果显示，在 15 例可
评价脾脏体积的 MF 患者中有 10 名(66.7%)在第 24
周时缩小超过 35%，14 例可评价总症状评分的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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