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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低危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患者
化学治疗的药学监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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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参与低危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患者药物治疗实践，探讨临床药师参与肿瘤化学治疗（化
疗）方案的制定和开展药学监护的方法。方法 2015 年 1 月起临床药师参与妇科化疗病房 1 例低危妊娠滋养细胞
肿瘤患者从首次化疗到疾病临床治愈的整个过程，制定化疗方案、监护临床疗效与不良反应，疗效不佳时及时更
换化疗方案，积极应对患者化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结果 医生采纳临床药师的建议。经过规范化的治疗，患者
病情达到临床痊愈。结论 临床药师深入临床开展药学监护，可协助医师保障患者用药更加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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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volved in the treatment of formulate the
chemotherapy for cancer and pharmaceutical care,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drug treatment in patient with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 Methods

Clinical pharmacists participated in the treatment of one patient with low-risk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 in gynecological chemotherapy ward, from the first chemotherapy in January 2015 to
the clinical cure. The countermeasures included designating chemotherapy regimen, monitoring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changing the chemotherapy redimen in time when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poor, and coping with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Physicians adopted the suggestions from clinical pharmacists and the patient was clinically cured after
standardized treatment. Conclusion Pharmaceutical care by clinical pharmacists can assist clinician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drug use.
【Key words】 Clinical pharmacist;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 Pharmaceutical care; Work practice

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一些近期或远期毒副反应，不同的化疗药物治疗不

neoplasia，GTN）是由胚胎外层滋养细胞发生恶变

同肿瘤的缓解率不同，毒副反应的发生情况也有差

而形成的肿瘤。GTN 对化学治疗（化疗）药物十分

异。为肿瘤患者选择最佳化疗方案、将患者化疗的

敏感，治愈率可达 90% 以上，低危组可达 100%，高

毒副作用降至最低的同时保障患者用药疗效是肿

[1]

危组也有 80% 以上 。化疗药物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瘤专科临床药师工作的重点。本文以 1 例低危
GTN 患者的化疗为例，浅析肿瘤专科临床药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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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药学监护的实践体会。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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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女，27 岁，体质量 45.5 kg。2014 年 10 月
15 日行人工流产清宫术，10 月 15 日查血人绒毛膜
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
为 130 537.31 mU/mL。2014 年 10 月 21 日第 2 次清
宫，2014 年 12 月 30 日查血 HCG 为 71.22 mU/mL，
2015 年 1 月 19 日查血 HCG 为 70.40 mU/mL，考虑
GTN。患者病变局限于子宫，解剖学分期为Ⅰ期，
为低危组患者。
1.2 方法
以妇科化疗病房该例低危 GTN 患者为研究对
象，从患者首次门诊化疗到疾病进展住院化疗再到
临床治愈的整个过程，临床药师参与其中，制定化
疗方案、监护临床疗效与不良反应，更换化疗方
案。临床药师通过 PubMed 检索平台检索了 2000
年—2015 年关于低危 GTN 化疗的相关文献，在证
据充足的情况下对患者整个用药过程进行监护，为
患者提供药学服务。

2 结果
2.1 患者初始化疗方案的制定
临床药师为患者推荐首次化疗方案为更生霉
素 10～12 μg/（kg·d）静脉滴注、第 1～5 天用药、每
2 周为 1 个疗程的方案。但由于该患者非医院所在
地本地人，且存在该院床位极其紧张等客观因素，
无法保障每次按时入院治疗。临床药师与主治医
师商量后最终制定化疗方案为甲氨蝶呤 0.4 mg/
（kg·d）连续 5 d 肌肉注射、每 2 周为 1 个疗程，该方
案患者可在门诊肌肉注射，每天肌肉注射完可自行
回家不用住院，且在当地医院完成化疗也较方便。
2.2 疗效监护与方案调整
该患者体质量 45.5 kg，2015 年 1 月 21 日—2 月
25 日共使用甲氨蝶呤单药方案化疗 3 次，具体为甲
氨蝶呤 18 mg，连续 5 d 肌肉注射，每 2 周为 1 个疗
程。第 1、2、3 次化疗前查血 HCG 分别为 70.4、
37.6、30.3 mU/mL，末次化疗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一般认为经 2～3 个疗程化疗后血清 HCG 水
[2]
平未呈对数下降或下降少于 50% 可考虑 GTN 耐药 。
该患者 2015 年 3 月 11 日查血 HCG 为 23.9 mU/mL，
应换化疗方案。2015 年 3 月 11 日，患者因低危
GTN 要求第 4 次化疗入院，本次入院对患者疗效
进行评估，CT 结果显示患者病变仍局限于子宫，
为Ⅰ期，患者前次妊娠结局为流产，治疗前血 H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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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30 537.31 mU/mL，先前甲氨蝶呤单药化疗失
败，国际妇产科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预后评分为
7 分，仍为低危组患者。临床药师推荐更生霉素单
药化疗。
2015 年 3 月 11 日，患者第 1 次使用更生霉素
单药化疗方案，具体为：更生霉素 500 μg 静脉滴
注，第 1～5 天用药，每 2 周为 1 个疗程，本次化疗
前 HCG 为 23.9 mU/mL；2015 年 3 月 27 日第 2 次
更生霉素单药化疗，化疗前 HCG 为 15.01 mU/mL；
2015 年 4 月 12 日第 3 次更生霉素单药化疗，化疗
前 HCG<2 mU/mL。临床药师建议该患者再化疗
2 个疗程可结束治疗。

2.3 化疗不良反应的药学监护计划
该患者首次使用甲氨蝶呤方案化疗在门诊进
行，临床药师重点关注了甲氨蝶呤较常导致的胃肠
道反应、肝毒性及骨髓抑制情况，患者自述除口腔
溃疡外未出现其他严重不良反应。临床药师建议
患者每天康复新液漱口 4 次，口腔溃疡明显好转。
行更生霉素单药方案患者需入院治疗，较常见不良
反应为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以及肝功能损害等，
针对这些不良反应临床药师制定监护计划为：
① 监测患者血象，骨髓抑制外周血象表现以白细
胞降低为主，白细胞持久低值，发生严重感染的危
险性越高。白细胞或中性粒细胞减少时可给予重
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它能降低中性粒细胞减少的
严重程度，降低感染风险。上次化疗后出现了骨髓
抑制则推荐下次化疗结束后 24～48 h 预防性使用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② 化疗期间预防性使用
止吐及保护胃黏膜的药物，关注患者胃肠道反应，
恶心呕吐是化疗过程中最常出现的不良反应，急性
剧烈的呕吐可能导致患者脱水、营养缺乏及电解质
紊乱。甲氨蝶呤和更生霉素还易导致口腔及胃肠
道黏膜反应，临床药师嘱咐患者保持口腔清洁，必
要时局部给予康复新液、西瓜霜、溃疡散等。③ 监
测患者肝功能。肝功能损害一般发生于化疗后第
7～14 天，多表现为谷丙转氨酶一过性升高。谷丙
转氨酶>2～3 倍正常高限或碱性磷酸酶>1.25 倍正
常高限或总胆红>1.5 倍正常高限时应复查，必要时
考虑停化疗保肝，化疗期间可预防性给予多烯磷脂
酰胆碱保肝。
患者每次入院更生霉素化疗期间，预防性使用
奥美拉唑 40 mg、1 次/d、静脉滴注护胃，雷莫司琼
0.3 mg+地塞米松 5 mg、1 次/d、静脉滴注止吐，多
烯磷脂酰胆碱 465 mg、1 次/d、静脉滴注护肝。第

华西医学 2018 年 4 月第 33 卷第 4 期

• 429 •

1 次更生霉素化疗的第 2 天患者出现轻微恶性呕吐
反应，未采取进一步措施，后自行缓解；第 1 次更

10 mg/（kg·d）、2 周为 1 个疗程］与 MTX-FA 方案
［第 1、3、5、7 天肌肉注射甲氨蝶呤 1 mg/（kg·d）+第

生霉素化疗结束后出现口腔溃疡，康复新液 4 次/d
漱口患者表示能够耐受；在预防性用药情况下患

2、4、6、8 肌肉注射叶酸 0.1 mg/（kg·d）、2 周为 1 个
疗程］，得出结论为 Act-D 组与 MTX-FA 组的缓解

者整个化疗过程较为顺利，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率分别为 100% 和 73.6%，Act-D 组的黏膜炎和脱发
不良反应更为常见，MTX-FA 组肝酶水平升高更常

3 讨论
GTN 的临床症状多表现为正常月经后突然出
现的停经、无其他明显诱因的阴道不规则出血、子
宫复旧不全或不均匀性增大、腹痛、假孕反应以及
[3]
一些生殖道以外症状 ，另外还有无任何症状者。
测量血 β-HCG 可以监测潜在的葡萄胎恶化，连续
测量可以诊断 GTN，通过血 β-HCG 检验反映疗效
有利于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通过 β-HCG 随访
[4-5]
可以监控及诊断 GTN 疾病的复发 。
GTN 除上皮样滋养细胞肿瘤外对化疗都十分
敏感，首次化疗选择最合理的方案能显著提高治愈
率，且避免患者多余的治疗。通过文献回顾，临床
药师得出如下结论：低危 GTN 患者首选单药方案
化疗，一般可选药物有甲氨蝶呤、更生霉素、氟尿
嘧啶等，同一药物可变化不同给药方案。单从缓解
率来看，更生霉素和甲氨蝶呤单药治疗低危 GTN
[6]
目前报道的最高缓解率为分别为 100% 和 73.6% ，
氟尿嘧啶使用相对复杂，因此更生霉素和甲氨蝶呤
是治疗低危 GTN 的主要选择，以更生霉素治愈率
更高。更生霉素给药方案较多，综合考虑更生霉素
的疗效与不良反应，以更生霉素 10～12 μg/（kg·d）
静脉滴注、第 1～5 天用药、每 2 周为 1 个疗程方案
最优。然而 GTN 患者大多较年轻，化疗周期较
长，甲氨蝶呤 0.4 mg/（kg·d）肌肉注射、连续 5 d、每
2 周为 1 个疗程的方案可在门诊完成，且治愈率较
高，较多患者可选择此方案。对于高危 GTN，文献
显示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线联合化疗治疗高危
[7]

GTN 的方案为 EMA-CO 方案 ，而对于持续性和复
发性对甲氨蝶呤耐药的高危 GTN 应采用顺铂、依
托铂苷加或不加博来霉素或异环磷酰胺方案治疗
[8]
较好 。
PubMed 检索平台检索 2000 年—2015 年关于低
危 GTN 化疗的相关文献，3 篇文献比较了每周 1 次
2

肌肉注射甲氨蝶呤 30 mg/m 方案与每 2 周 1 次肌
2
肉注射更生霉素 1.25 mg/ m 方案，得出结论为：
双周更生霉素方案治疗低危 GTN 的缓解率较甲氨
[9-11]
蝶呤每周方案完全缓解率更高 ；一项关于低危
GTN 的有效性和并发症的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
Act-D（放线菌素 D）方案［连续 5 d 静脉注射 Act-D

见。ACT-D 治疗 1 期低危 GTN 比 MTX-FA 更有
[9]
效 ；一项来自 Cochrane Database 的系统评价共纳
入 5 个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517 例患者），所有的
研究都比较了甲氨蝶呤和更生霉素，3 个研究比较
了每周肌肉注射甲氨蝶呤和每 2 周静脉注射更生
霉素（393 例），1 个研究比较了甲氨蝶呤 5 d 肌肉
注射和更生霉素 2 周静脉注射（75 例），1 个研究比
较了甲氨蝶呤-甲酰四氢叶酸 8 d 肌肉注射和更生
霉素 5 d 静脉注射（49 例），得出结论：更生霉素更
有可能实现 GTN 的一次性治愈，与甲氨蝶呤相比
更易治愈。更生霉素冲击疗法不比甲氨蝶呤有显
[12]
著的不良反应 ；此外，其他文献也比较了口服甲
氨蝶呤、甲氨蝶呤 5 d 肌肉注射、静脉滴注甲氨蝶
呤、放线菌素冲击治疗方案，都得出了放线菌素
D 是目前治疗低危 GTN 的一线方案中较合适的选
[13]
择 。
[14]

Mcneish 等 研究低危 GTN 患者在甲氨蝶呤
单药化疗失败后的补救方案，得出结论为：患者耐
药时血 HCG<100 mU/mL 时使用更生霉素单药方
案补救的完全缓解率为 86%，建议耐药时血
HCG>100 mU/mL 时选择联合方案如 EMA-CO 方
案补救。因此，该患者甲氨蝶呤治疗失败时血
HCG 为 23.9 mU/mL，临床药师仍然推荐更生霉素
单药化疗。
据 FIGO，低危 GTN 停药指征为 HCG 正常后
至少巩固 1 个疗程，对于 HCG 下降缓慢者通常巩
固 2～3 个疗程，因此临床药师建议该患者再化疗
2 个疗程可结束治疗。
化疗不良反应不容忽视，通常肿瘤患者的化疗
我们需要考虑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神经毒性、
肝毒性以及某些化疗药物特有一些严重毒性反应
如博来霉素的肺毒性、顺铂的肾毒性、多柔比星的
心脏毒性等。
监测血常规以了解患者骨髓抑制情况，文献报
道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适合剂量为：Ⅰ度
骨髓抑制 75 μg/d，Ⅱ度 75～150 μg/d，Ⅲ度
[15]

150～225 μg/d，Ⅳ度 225～300 μg/d 。地榆升白
片、利可君、小檗胺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升高白细
9

胞。待白细胞计数>3.0×10 /L，粒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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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1.5×10 /L，血小板计数>100×10 /L 时再行下一疗程

trial. Int J Gynecol Cancer, 2009, 19(5): 985-988.

化疗。
化疗药物的胃肠道毒性较大，根据美国国立综

7 Deng LY, Zhang J, Wu TX, et al.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for

合癌症网络 2015 止吐指南，更生霉素为中致吐化
疗药物，致吐率为 30%～90%，可预防性使用 5-羟

8 Lurain JR, Nejad B. Secondary chemotherapy for high-risk

primary treatment of high-risk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tumour.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3(1): CD005196.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 Gynecol Oncol, 2005, 97(2):
618-623.

色胺 3 受体拮抗剂+糖皮质激素止吐，因此化疗期
间可给予雷莫司琼+地塞米松止吐。

9 Yarandi F, Eftekhar Z, Shojaei H, et al. Pulse methotrexate versus

综上所述，临床药师由于临床知识的缺乏，需
要向临床医师学习很多临床专科知识，而临床药师

10 Osborne RJ, Filiaci V, Schink JC, et al. Phase Ⅲ trial of weekly

可在专科以外的药物知识上给予临床医师很大的
补充，做临床医护人员合理用药的参谋。建立医药

pulse actinomycin D in the treatment of low-risk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 Int J Gynaecol Obstet, 2008, 103(1): 33-37.
methotrexate or pulsed dactinomycin for low-risk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 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study. J Clin
Oncol, 2011, 29(7): 825-831.

共同参与为患者服务的模式，可更有效地保障临床
用药安全、有效、经济、合理。

11 Gilani MM, Yarandi F, Eftekhar Z, et al. Comparison of 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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