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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根治术联合SOX化疗方案
对进展期胃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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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胃癌根治术联合 SOX 化疗方案对进展期胃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至 2018 年 12 月 100 例启东市人民医院收治的进展期胃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纳入的患
者分为 SOX 组（n=50）和 DCF 组（n=50），均接受胃癌根治术。DCF 组患者采用多西他赛 + 顺铂 +5- 氟尿
嘧啶（DCF 方案辅助化疗），SOX 组予以奥沙利铂 + 替吉奥（SOX 方案辅助化疗）。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围
手术期指标、
毒副反应程度、
3 年无进展生存率以及总生存率。 结果 两组一般资料、
各项围手术期指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05）；化疗后，两组卡氏功能状态（KPS）评分均较化疗前升高（P < 0.05）；化疗后，SOX 组
KPS 评分明显高于 DCF 组（P < 0.05）。两组毒副反应程度比较，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贫血、腹泻、外周
神经毒性、肝肾功能损害以及口腔黏膜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SOX 组恶心呕吐程度低于 DCF
组（P < 0.05）。两组患者 3 年无进展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SOX 组 3 年总生存率为 70.00%，
明显高于 DCF 组的 5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进展期胃癌患者行根治术后联合采用
SOX 化疗方案更有利于患者预后，可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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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adical gastrectomy combined with SOX chemotherapy
regimen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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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adical gastrectomy combined with S-1 and oxaliplatin (SOX)
chemotherapy regimen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GC).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AGC admitted to Qidong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the includ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OX group (n=50) and DCF group (n=50)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ll of whom received radical gastrectomy. The patients in the DCF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ocetaxel + cisplatin + 5-fluorouracil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the DCF regimen),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SOX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xaliplatin + sigeo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the SOX regimen).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perioperative indicators, degree of toxicity, 3-yea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rate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various perioperative indicators (P > 0.05). The 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 (KPS) scores in both groups increased after chemotherapy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chemotherapy (P < 0.05). The KPS scores in the SOX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DCF group
after chemotherapy (P < 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degree of toxicities such as leukopenia, thrombocytopenia, anemia, diarrhea, peripheral neurotoxicity,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impairment, and oral mucositis (P > 0.05), and the degree of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SOX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DCF group (P <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3-yea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rate (P > 0.05), while the 3-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 in
the SOX group (70.0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DCF group (50.00%),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use of SOX chemotherapy regimen following
radical gastrectomy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and effectively increas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with AGC.
[Key words] Radical gastrectomy; 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SOX regimen;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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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恶性肿瘤中较为常见的一种，2012 年全
球胃癌发病率有 6.8% ，该疾病预后较差，早期根
[1]

字 H20100150，规格：20 mg），根据患者身体表面积
定量，早晚餐服用，第 1 ～ 14 天。

治术是治疗的首选方法，但早期诊断率较低，大多

两组均常规服用格拉司琼（扬子江制药有限

数患者被发现时已是进展期，淋巴结转移率高，多

公司，国药准字 H20020718，规格：3 mg）防止呕

西他赛、顺铂、5- 氟尿嘧啶（DCF 方案辅助化疗）辅

吐；采 用 质 子 泵 抑 制 剂 如 奥 美 拉 唑 等 抑 制 胃 酸，

助 d2 胃切除术是目前常用的胃癌进展期治疗方案，

保护胃部；关注糖皮质激素过敏的问题。提醒患

具有一定的效果，却仍不尽如人意

者及时且定期到医院进行血常规以及各生化指标

[2-5]

。新辅助化

疗可作用于微小灶，抑制病灶发展，甚至可以消除微

的复查。

小病灶、
缩小原位肿瘤病灶，
其应用价值已被肯定 。

1.3

[6]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其中奥沙利铂、替吉奥（SOX 方案辅助化疗）是一种

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围手术期情况、卡

常用于辅助治疗局部进展期胃癌的化疗方案 。因

氏功能状态（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KPS）评

此本研究将 100 例进展期胃癌患者进行分组比较，

分、
毒副反应及 3 年无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①患者

探讨分析胃癌根治术联合 SOX 化疗方案对进展期

一般资料：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胃癌患者预后的影响，为其后续的治疗和疾病预后

BMI）、肿瘤直径大小、肿瘤部位、TNM 分期、分化程

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度。②记录患者围手术期情况：包括手术耗时、术

1

资料与方法

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排

一般资料

便时间以及住院时间等。③ KPS 评分标准 [12]：内

选 取 2016 年 1 月 至 2018 年 12 月 启 东 市 人

容包括体力状况和功能状况评分，分数 0 ～ 100 分，

[7]

1.1

民医院收治的 100 例进展期胃癌患者作为本研究

分数越高表明功能状态及体力状态越好。④毒副

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纳入的患者分为 SOX 组

反应程度评估标准 [13]：根据世卫组织相关规定将毒

（n=50）和 DCF 组（n=50），均接受胃癌根治术。纳

副反应分为Ⅰ～Ⅳ级，毒副反应包括血小板减少、

入标准：①各项检查及诊断标准均符合《临床肿瘤

白细胞减少、外周神经毒性、恶心呕吐、肝肾功能

内科手册》 ；②患者年龄 37 ～ 73 岁；③均于化

损害、贫血、腹泻以及口腔黏膜炎。⑤随访：通过

疗前进行根治术；④符合美国癌症联合会对胃癌

电话随访的方式，对患者进行随访，共随访 3 年，记

Ⅱ～Ⅲ期的具体分期标准 ；⑤评分符合美国东部

录比较两组患者 3 年无进展生存率与总生存率，无

肿瘤协作组织标准

进展生存率为从治疗起直至肿瘤进展的生存率，

[8]

[9]

[10]

，最终评分范围为 0 ～ 2 分的

患者；⑥根治术后接受辅助化疗时间≥ 6 个周期；

总生存率为从治疗开始到末次随访计算得到的生

⑦患者、家属对本研究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存率。

除标准：①存在既往化疗史者；②患有严重的心血

1.4

管疾病者，
心肾肺等器官存在严重功能损伤者；③合
并术后梗阻等并发症者。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 s）表 示，行 t 检 验；计

言》[11] 和启东市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要求。

数资料用 [n（%）] 表示，行 χ 2 检验；P < 0.05 表示

1.2

方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CF 组：根治术后予以患者 DCF 方案辅助化

2

疗。静脉滴注多西他赛注射液（江苏恒瑞药业有限

2.1

公司，国药准字 H20000337，规格：20 mg）75 mg/m ，
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40813，
规格：30 mg）20 mg/m ，
2

结果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1 h 完成滴注，1 d；静脉滴注顺铂（江苏豪森制药有

统计学方法

（P > 0.05）。见表 1。
2.2

第 1 ～ 5 天；静脉滴注 5- 氟尿嘧啶（天津金耀药

两组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两组手术耗时、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

业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H12020959，规 格：0.5 g）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比较，

500 mg/m ，第 1 ～ 5 天。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2

SOX 组：根治术后予以患者 SOX 方案辅助化
疗。静脉滴注奥沙利铂（江苏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3

两组化疗前后KPS评分比较
化疗后，两组 KPS 评分均显著升高（P < 0.05），

国 药 准 字 H20000337，规 格：50 mg）130 mg/m ，第

且 SOX 组 KPS 评 分 明 显 高 于 DCF 组（P < 0.05）。

1 天；口服替吉奥胶囊（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

见表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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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资料

低于 DCF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白细胞

SOX 组
（n=50）

DCF 组
（n=50）

χ2/t 值 P 值

31/19

29/21

0.167 0.683

性别（男 / 女）
年龄（岁，x ± s）

59.83±7.41 57.59±6.86 1.569 0.120

BMI（kg/m ，x ± s）

23.43±4.46 23.06±3.58 0.460 0.648

肿瘤直径（cm，x ± s）

3.42±0.68

2

3.67±0.83

肿瘤部位 [n（%）]
胃窦

23（46.00） 21（42.00）

胃底

16（32.00） 19（38.00）

胃体

11（22.00） 10（20.00）

TNM 分期 [n（%）]

减少、血小板减少和贫血等其余各项毒副反应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2.5

两组 3 年无进展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1.648 0.103

义（P > 0.05）；SOX 组 3 年总生存率为 70.00%，
明显高于

0.396 0.820

DCF 组的 50.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5。
表5

1.059 0.787

Ⅱb

18（36.00） 19（38.00）

Ⅲa

15（30.00） 16（32.00）

Ⅲb

14（28.00） 14（28.00）

其他

3（6.00）

1（2.00）

分化程度 [n（%）]

两组3年无进展生存率与3年总生存率比较

两组3年无进展生存率与3年总生存率比较[n（%）]

组别

n

3 年无进展生存

3 年总生存

SOX 组

50

22（44.00）

35（70.00）

DCF 组

50

17（34.00）

25（50.00）

χ2 值

1.051

4.167

P值

0.305

0.041

0.238 0.888

3

讨论

高分化

10（20.00） 12（24.00）

中分化

26（52.00） 25（50.00）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胃癌的

低分化

14（28.00） 13（26.00）

发病率越来越高，而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虽然胃

注

BMI：体重指数
表3

癌早期的诊断率已有所提高，然而由于人们的不重
视，仍有大部分胃癌被发现时已进入进展期，治疗难

两组化疗前后KPS评分比较（分，x ± s）

度加大。胃癌进展期患者在实行根治术后接受辅助

组别

n

化疗前

化疗后

t值

P值

SOX 组

50

72.73±3.49

78.58±4.33

7.438

0.000

DCF 组

50

73.16±2.83

76.27±3.69

4.729

0.000

t值

0.677

2.871

50% 的患者在接受根治术后，病情仍然存在明显的

P值

0.500

0.005

复发与转移，因此寻找安全、有效的化疗方案，以延

化疗，能够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极大地改善疾病预
后 [14]。目前胃癌患者 5 年内存活率能达到 30%，约

长患者生存时间，
对胃癌患者的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2.4

两组化疗毒副反应程度比较

DCF 方案是采取顺铂、氟尿嘧啶类药物进行辅

两组毒副作用程度比较，SOX 组恶心呕吐程度
表2

助化疗，其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两组围手术期指标比较（x ± s）

组别

n

SOX 组

50

143.96±23.46

122.41±26.87

19.06±2.69

3.46±1.10

4.52±0.97

12.37±4.88

DCF 组

50

146.33±22.58

124.50±17.83

18.12±3.00

3.19±0.98

4.87±1.12

13.65±4.79

t值

0.515

0.458

1.650

1.296

1.795

1.324

P值

0.608

0.648

0.102

0.198

0.076

0.189

手术耗时（min） 术中出血量（ml） 淋巴结清扫数目（枚）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d） 排便时间（d）

表4

住院时间（d）

两组化疗毒副反应程度比较[n（%）]

SOX 组（n=50）

DCF 组（n=50）

χ2 值

P值

27（54.00）

0.160

0.689

20（40.00）

30（60.00）

0.694

0.405

18（36.00）

29（58.00）

21（42.00）

0.378

0.539

9（18.00）

32（64.00）

18（36.00）

4.110

0.043

45（90.00）

5（10.00）

40（80.00）

10（20.00）

1.961

0.161

36（72.00）

14（28.00）

30（60.00）

20（40.00）

1.604

0.205

肝肾功能损害

35（70.00）

15（30.00）

31（62.00）

19（38.00）

0.713

0.398

口腔黏膜炎

33（66.00）

17（34.00）

34（68.00）

16（32.00）

0.045

0.832

毒副反应

0 ～Ⅰ级

Ⅱ～Ⅳ级

0 ～Ⅰ级

Ⅱ～Ⅳ级

白细胞减少

25（50.00）

25（50.00）

23（46.00）

血小板减少

16（32.00）

34（68.00）

贫血

32（64.00）

恶心呕吐

41（82.00）

腹泻
外周神经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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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部分患者效果不明显，且具有明显的毒副作
用

[5] S h i b a t a K ， K a w a m u r a H ， I c h i k a w a N ， e t a l .

。SOX 辅助化疗方案即为奥沙利铂、替吉奥辅

Laparoscopic total gastrectomy for advanced gastric

助化疗。奥沙利铂是铂类第三代的抗肿瘤药物，有

cancer in a patient with situs inversus totalis[J].Asian J

研究表 明，其效果比第一代的铂类抗肿瘤药如顺铂

Endosc Surg，2018，11（1）：39-42.

[15]

更佳，同时具备有效性和安全性。而替吉奥胶囊则

[6] 马东 .SOX 新辅助化疗方案联合胃癌根治术治疗进展

属于第三代的氟尿嘧啶衍生物，是一种口服的抗肿

期胃癌的临床评价 [J]. 医学理论与实践，2020，33

瘤药物。患者口服替吉奥胶囊后，替吉奥胶囊在肝

（18）：3032-3034.

脏内能转化为 5- 氟尿嘧啶，以此发挥抗肿瘤作用，
同时具有低毒性的特点

[16]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

[7] 陈清锋，王先法，严志龙，等 .SOX 与 FOLFOX6 化
疗方案在局部进展期胃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比较 [J].

组一般资料、各项围手术期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20，45（9）：1285-1289.

义（P > 0.05）
。化疗后，SOX 组 KPS 评分明显高于

[8] 孙燕，石远凯 . 临床肿瘤内科手册 [M]. 北京：人民

DCF 组；SOX 组恶心呕吐程度低于 DCF 组；SOX 组

卫生出版社，2015：384.

3 年总生存率为 70.00%，明显高于 DCF 组的 50.00%

[9] Zivanovic O，Leitao MM，Iasonos A，et al.Stage-

（P < 0.05）
。由此可见，
根治术联合 SOX 方案辅助化

specific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uterine leiomyosarcoma: a

疗与 DCF 方案比较，
可有效改善患者身体状况，
提高

comparison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3 年总生存率，
有一定降低毒副反应的效果。SOX 方

obstetrics and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staging

案使用替吉奥胶囊，其中含有奥体拉西甲，该物质能

systems[J].J Clin Oncol，2009，27（12）：2066-2072.

选择性抑制人体肠道黏膜内的乳清酸核糖转移酶，

[10]		B a m i a s A ， T z a n n i s K ， B e u s e l i n c k B ， e t a l .

对 5- 氟尿嘧啶消化道内的酸化作用进行阻断，降低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prognostic model in

5- 氟尿嘧啶水平，
从而缓解因化疗引起的肠道不适，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 treated with

因此 SOX 辅助化疗方案胃肠道毒副反应如恶心呕吐

sunitinib: a European collaboration[J].Br J Cancer，

等程度较低。SOX 辅助化疗方案延长患者的生存时

2013，109（2）：332-341.

间，可能由于替吉奥胶囊中含有的激酶嘧啶对二氧

[11]		Deklaracja Helsińska Swiatowego Stowarzyszenia

嘧啶的脱氢酶活性的抑制作用，减缓 5- 氟尿嘧啶的

Lekarzy (WMA).Etyczne zasady prowadzenia badań

降解速度，使患者血液可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较高水

medycznych z udziałem ludzi[J].Pol Merkur Lekarski，

平的 5- 氟尿嘧啶，延长抗肿瘤时长，提示 SOX 方案

2014，36（215）：298-301.

可延长患者生存时长、
提高生存率。

[12]		韩燕红，吴红艳，成方，等 . 肺癌患者治疗相关性

综上所述，进展期胃癌患者行根治术后联合
采用 SOX 方案及 DCF 方案效果相似，但联合采用
SOX 方案辅助化疗更有利于患者预后，可有效提高
患者生存率，降低胃肠道毒副反应。

症状与生活质量及功能状况的关系研究 [J]. 护理学
杂志，2021，36（20）：36-39.
[13]		丁德权，曹齐生，陈媛媛，等 . 胃癌根治术联合 SOX
方案辅助化疗治疗进展期胃癌的疗效与安全性 [J]. 中
国普通外科杂志，2021，30（10）：124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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