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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对晚期 NSCLS
患者的疗效及对其 NLR、HIF-1α 及 VEGF 等
指标的影响评估
林
[ 摘要 ] 目的

川，李维玲，张

静，游

昕

探讨支气管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

NSCLC）患者的疗效及对其 NLR、HIF-1α 及 VEGF 等指标的影响。方法

选取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华西医院

收治的 85 例 NSCLC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式的差异将其分为两组。其中研究组患者 40 例，采用支气

管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治疗，对照组患者 45 例，采用常规化疗药物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等差
异。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肿瘤直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后研究组肿瘤直径小于对照组

（P<0.05）；治疗后 3 个月，研究组的客观缓解率（72.5%）高于对照组（42.2%）
（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IF1α、VEGF、NLR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后研究组 HIF-1α、VEGF、NLR 均比对照组改善明显（P<
0.05）；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15%）低于对照组（35.6%）
（P<0.05）；治疗后一年，研究组的生存率高
于对照组（P<0.05）。结论

支气管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对晚期 NSCLS 患者的疗效更为显著，同时可降低

肿瘤相关指标水平及化疗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最终改善其预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 关键词 ] 支气管动脉介入栓塞；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疗效；预后
[ 中图分类号 ] R734.2

[ 文献标志码 ] A

doi: 10.3969 / j. issn. 2095-3097.2021.06.009

[ 文章编号 ] 2095-3097（2021）06-0382-04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bronchial artery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and
sequential perfusion chemotherapy on prognosis、
、NLR、
、HIF-1 and VEGF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SCLC
LIN Chuan1,LI Weiling2, ZHANG Jing2,YOU Xin3
(1.Department of Oncology,Yibin First People's Hospital,Yibin Sichuan 644000,China; 2.Department of Oncology,Yibi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Yibin Sichuan 644000,China; 3.Department of Oncology,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
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ronchial artery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and sequential per‐
fusion chemotherapy on prognosis、NLR、HIF-1 and VEGF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SCLC. Methods

85 cases of

NSCLC patients in Yibin City First People's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Among them, 40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bron‐
chial artery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sequential perfusion chemotherapy, while 4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drug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umor siz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but three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tu‐
mor siz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ob‐
jective remission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treat‐
me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related test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but after treatment, the related
test index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those of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One
year after treatment,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Bronchial artery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sequent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has better thera‐

peutic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SCLC, and can reduce the level of tumor related indicators and the incidence of
chemotherapy-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ultimately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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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我国较为常见的一种呼吸系统恶性肿

的及其他原因死亡的患者。

瘤，其多发于支气管黏膜上皮，且多见于男性，同时

1.3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在第一周期先行支气

随着生活环境污染程度的不断增加及吸烟等不良

管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5-6]，即用 Seldinger 法行经皮

生活习惯的养成，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1]。其中，

股动脉穿刺，插管至支气管动脉，并用对比剂碘克

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沙醇造影，注意辨认脊髓前动脉，明确肿瘤供血动

约占肺癌总人数的 80%，且就诊时多数 NSCLC 患

脉及细小分支。3F 支气管动脉微导管超选择到肿

者已处中晚期，因此常失去手术治疗的先机，而对

瘤靶血管。造影明确后，将顺铂(75 mg/m2) 灌入靶

于此类患者，临床常给予化学药物治疗，但因多数
中晚期 NSCLC 患者为老年人，故常难以耐受化疗，

血管，再把 400 μm 栓塞微球混和少量对比剂在透
视下通过微导管注入，当肿块完全染色同时对比剂

若单纯行化疗效果并不理想，且复发率高[2]。随着

反流时停止注入。随后，行紫杉醇(135 mg/m2)静

医学的不断进步，介入治疗逐渐被应用于中晚期肺

滴，3 个月后复查评价肿瘤变化情况。对照组：所

癌患者中，其中气管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对肺癌患
者的疗效较佳，其使用的栓塞微球作为常规的栓塞
剂，已在肝癌的治疗中被广泛应用，在近几年被用
于肺癌的治疗中逐渐成为了热点[3-4]。因此本研究
通过分析支气管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对晚
期 NSCLS 患者的疗效及对其 NLR、HIF-1α 及 VEGF
等指标的影响，旨在为此类患者治疗方案的优化选
择进一步提供临床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9 月-2020 年 6 月宜宾
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华西医院肿瘤科收治的 85 例
NSCLC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式的差异
将其分为两组。其中研究组患者 40 例，采用支气
管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治疗，男 30 例，女 10
例 ；年 龄 为 53~71（65.2 ± 8.0）岁 ；体 质 量 指 数 为
19.5~24.2（22.8±4.3）kg/m2；临床分期：IIIb 33 例、
IVa 期 7 例；病理类型：鳞癌 21 例、腺癌 18 例、其他 1
例。对照组患者 45 例，采用常规化疗药物治疗，男
33 例，女 12 例；年龄 56~75（65.9±8.2）岁；体质量指

有患者均给予紫杉醇(135mg/m2) 及顺铂(75mg/m2)
方案行全身化疗，21 d 为一周期，持续 4~6 个周期，
3 个月后复查评价肿瘤变化情况。

1.4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肿瘤直
径；②根据 RECIST 标准[7]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3 个月

后的疗效差异；③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相关检验

指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缺 氧 诱 导 因 子 (Hypoxia - Inducible
Factor 1-Alpha,HIF-1α)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

值（NLR）]差异；④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差
异；⑤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一年生存率差异。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s )表
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

和率表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 3 个月后的肿瘤直径及疗效差异 治疗
前，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肿瘤直径分别为（4.3+0.9）
cm 和（4.5+0.8）cm，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数为（20.6~24.9）
（23.5±4.6）kg/m2；临床分期：IIIb

1.085，P>0.05），治疗后 3 个月，研究组的肿瘤直径

35 例、IVa 期 10 例；病理类型：鳞癌 23 例、腺癌 20

为（3.6+0.5）cm，小于对照组的肿瘤直径（3.9+0.6）

例、其他 2 例。

cm（t=2.486，P<0.05）。治疗后 3 个月，研究组的客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经病理穿刺诊

断为 NSCLS 且分期为Ⅲb-Ⅳ；②预计生存期大于 3
个月；③基因检测为阴性不能行靶向治疗；④PS 评

分为 0~2 分；⑤具备介入手术适应症；⑥签署治疗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伴有肺外转移或肺内多
发转移且无法测量大小者；②有严重器官功能障碍
及基础疾病，如循环衰竭等；③凝血功能障碍或长
期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④失访的、介入治疗失败

观 缓 解 率（72.5%）高 于 对 照 组 患 者（42.2%），表
1。 2.2 治疗前后相关检验指标差异 治疗前两组
患者的相关检验指标比较无差异（P>0.05），而治疗
后研究组 HIF-1α、VEGF、NLR 指标均比对照组改
善明显（P<0.05），表 2。
2.3 治疗后并发症的差异 治 疗 后 ，研 究 组 患 者
的 并 发 症 发 生 率（15%）低 于 对 照 组（35.6%）
（P<0.05），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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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治疗 3 个月后的疗效差异比较[n(%)]
组别

n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研究组

40

13(32.5)

16(40.0)

对照组

45

6(13.3)

13(28.9)

χ

稳定

进展

客观缓解率

8(20.0)

3(7.5)

29(72.5)

18(40.0)

8(17.8)

19(42.2)

2

7.898

P

0.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相关检验指标差异比较
HIF-1α（pg/mL）

VEGF (pg/mL)

NLR

治疗前

53.5±4.4

511.0+42.4

4.5+0.8

治疗后

63.0+7.2

治疗前

53.3+3.8

508.6+39.3

4.7+1.0

治疗后

55.9+5.8*#

372.5+19.4*#

3.4+0.5*#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306.1+22.6

*

*

2.2+0.3*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研究组比较，#P<0.05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的差异比较[n(%)]
组别

n

异位栓塞

骨髓抑制

恶心呕吐

皮肤红肿

研究组

40

0

1(2.5)

4(10.0)

1(2.5)

对照组

45

0

7(15.6)

9(20.0)

0

总并发症发生率
6(15.0)
16(35.6)

χ2

4.664

P

0.031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后一年生存率的差异比较

组别

n

研究组

40

对照组
χ

2

45

1 年生存率[n(%)]
27（67.5）
20（44.4）
4.554
0.033

P

图 1 两组患者 1 年生存率生存曲线

3 讨论
肺癌是我国常见呼吸道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全
球病死率较高的癌症之一，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环
境污染的日益加重，罹患肺癌的人数快速增加，其
中 NSCLC 是最为多见的肺癌类型，其发病较为隐
匿，早期诊断常常受限，因此多数肺癌患者一经诊
治往往已处中晚期，若不及时治疗，势必危及生命
健康[8]。而目前针对此病，临床上常以化疗为主，但
患者常出现耐药现象，从而影响患者的预后[9]。而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肿瘤血管内介入治疗已
成为一种新的治疗方式被用于肺癌的治疗中，其主
要是由于通过 CTA 发现肺癌供血动脉为支气管动
脉，而在肺癌内部及周围均无供血动脉[10]。另外研
究发现经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治疗较全身化
疗可显著提高肺癌患者的疗效，但相关报道仍较
少[11]。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支气管动脉介入栓塞
序 贯 灌 注 化 疗 对 晚 期 NSCLS 患 者 的 疗 效 及 对 其
NLR、HIF-1α 及 VEGF 等指标的影响，以期为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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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治疗方案的优化选择进一步提供临床参考。
本研究中，
研究组 40 例患者均成功完成支气管
动脉介入栓塞，成功率为 100%，与 Han 等[12] 98.8%
的技术成功率相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研
究组肿瘤直径小于对照组，且研究组的客观缓解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此结果表明支气管
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对晚期 NSCLS 患者的
疗效更为显著。研究发现，药物洗脱珠支气管动脉
化疗栓塞治疗 NSCLC 患者术后 2、4、6 个月的疾病
控制率分别为 83.3%、50.0% 和 66.7%[13]，与本研究
组治疗 3 个月后客观缓解率 72.5% 相近，疗效较好。
分析原因可能为：①微球作为一种永久性的栓塞
剂，具有一定的可压缩弹性，当其通过微导管进入
肿瘤的供血动脉使会恢复原有的圆形形状，栓塞效
果非常好且可起到持久栓塞的功效；②顺铂经靶血
管直接注入肿瘤内，从而可强力杀灭肿瘤，同时部
分进入血液循环的顺铂还可抑制体内的小病灶，并
可逐渐缩小肿瘤组织，从而为此类患者创造手术机
会[14-15]。VEGF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血管生成因子，在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体内呈现高表达，并可促进肺癌
血管生成。HIF-1α 在恶性肿瘤患者体内呈高表达
状态，提示肿瘤恶性程度较高，进展、转移活跃。
NLR 作为一种炎性指标可准确反映多种肿瘤的预
后，被证实与恶性肿瘤有明显的相关性[16-18]。因此，
本研究通过检测治疗前后 NLR、HIF-1α 及 VEGF 等
指标的变化，分析不同治疗方法对 NSCLC 患者的治
疗效果，发现治疗后研究组相关检验指标均比对照
组改善明显（P<0.05），此从血清学角度进一步表明
支气管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对晚期 NSCLS
患者的疗效较佳。研究发现，接受支气管动脉栓塞
术 的 NSCLC 患 者 术 后 没 有 严 重 的 手 术 相 关 并 发
症[19-20]。同样，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治疗后的并
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0.05），考虑可能与介入
治疗过程中将顺铂直接注入靶血管，从而使患者的
不良反应明显减轻相关[21]。最后，我们发现治疗后
一年，研究组的生存率较对照组高（P<0.05），进一
步体现出支气管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对晚
期 NSCLS 患者的优势所在。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总体样本
量较少，可能无法全面指导临床工作，需要进一步
完善；二是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可能出现异位栓
塞等严重并发症，需要专业的介入治疗医师操作，
难度系数较大，临床应用对操作医师的要求较高。
综上所述，支气管动脉介入栓塞序贯灌注化疗
对晚期 NSCLS 患者的疗效更为显著，同时可降低
肿瘤相关指标水平及化疗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最终

改善预后，值得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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