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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祛痰解毒汤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疗效及对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的影响

施梁显

钦州市中医医院，广西 钦州 535099

【摘要】目的：分析六君祛痰解毒汤+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NSCLC)的疗效及其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 (VEGF)的影响。方法：将60例NSCLC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均来源于我院2018年5月~2020年6月期

间，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实验组、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实施单一化疗治疗，实验组实施六君祛痰

解毒汤+化疗治疗，分析2组临床疗效及VEGF的影响。结果：实验组、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96.67%、

66.67%，实验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治疗后实验组VEGF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结论：

NSCLC患者实施六君祛痰解毒汤+化疗治疗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提高临床疗效，减少血清VEGF含量，因此

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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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ujun Quphan Jied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Its Influence on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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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icacy of Liujun Quphan Jiedu Decoction+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and the influence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NSCLC we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erived from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2018-June 2020,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0 cases of control group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ingle chemotherapy treat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 
implement six gentleman expectoranting jiedu decoction plus chemotherapy treatment,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wo groups of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VEGF.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96.67% and 66.67%, respectively, and the effective rat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 of VEGF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NSCLC patients with Liujun Quphlegm Jiedu 
Decoction+chemotherap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duce serum VEGF 
content, so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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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肺癌发病率逐年呈上升趋势，属于临

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依据肿瘤细胞特征，可将

其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两大类，其中NSCLC占肺癌

发病率的80%以上，且具有较高的死亡率及转移率。

目前，临床以化疗为常用治疗手段，虽能够延长患

者生存期、抑制肺癌恶化，但其副毒作用较大，可

诱发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进而直接危及患者治疗

质量。而NSCLC属于实体瘤，其生长主要依据血管

生成，故控制肿瘤血管生成是治疗NSCLC的新型方

案。而血管内皮生长因素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属于血管生长因子之一。近年来，随

着我国中医技术不断运转，最新研究发现，六君祛

痰解毒汤 + 化疗治疗 NSCLC 可获得显著价值，能

够有效弥补单一化疗的局限性，减少血清VEGF含

量，进而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1]。鉴于此，本文选

取NSCLC患者实施六君祛痰解毒汤+化疗治疗进行

分析，详细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 60 例 NSCLC 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均

来源于我院 2018年 5月 ~2020年 6月期间，按随机

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实验组、对照组，各 30 例，2
组男女比例分别为 14 : 16、15 : 15；年龄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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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0 岁、36~69 岁，均值分别为 (53.45±1.35)
岁、(52.42±1.12) 岁两组基础信息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予以化疗药物治疗，选择吉西他滨

1000mg/m2，予以静脉滴注，第 1d、第 8d；并选择

顺铂 75/mg/m2，静脉滴注，第 2~4d，以三周为1个
疗程，共治疗 6周。实验组在上述基础上予以六君

祛痰解毒汤治疗，药方组成：土茯苓 30g、半枝莲

30g、半夏 15g、陈皮 15g、甘草 9g、白术 9g、党参

9g、茯苓9g，将其加水，并选择温水煎熬至400ml，
口服，每次 200ml，每日 2次，以 3周为 1个疗程，

共治疗6周。

1.3观察指标

(1) 治疗标准 [2]，完全缓解 (CR)：病灶完全消

失，并维持在 4周以上时间，且未出现新病灶。部

分缓解 (PR)：病灶消退 1/2以上，并维持 4周时间，

且未产生新病灶。疾病稳定 (SD)：病灶消退 1/2以
下或增大小于 1/4。疾病进展 (PD)：病灶增大大于

1/4，且产生新病灶。有效率 =(CR+PR+SD)/ 总例

数×100%。(2)观察 2组治疗前、治疗后 6周血清

VEGF指标变化，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3ml，以

3000r/min离心5min，取其上清液，选择酶联免疫吸

附双抗体夹心法对该指标实施检测。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1.0统计分析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以 (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

数资料以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实验组疗效为 96 .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6.67%(P<0.05)。见表1。

表1　两组疗效比较 (n, %)

组别 CR PR SD PD 总有效率 (%)

实验组 (n=30) 19 6 4 1 29(96.67)

对照组 (n=30) 12 5 3 10 20(66.67)

χ2 - - - - 9.017

P - - - - 0.003

2.2两组治疗前后VEGF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前VEGF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实验组VEGF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VEGF指标比较 (x±s，mg/L)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30 242.14±32.45 165.24±19.41

对照组 30 243.41±35.41 224.65±23.73

t - 0.145 10.614

P - 0.885 0.001

3讨论

中医理论学认为，肺癌发生发展与脾胃气虚、运

化失健存在密切联系，饮食生湿聚痰而非化生气血属

于肿瘤病机，且肿瘤中的“痰”具有随气升降、无处不

到、流动不定等特点，上述现象属于肿瘤转移基础 [3]。

目前，临床通常选择铂类药物化疗方案为

NSCLC首选治疗措施，该治疗虽能够优化患者预后

效果，延缓病情恶化程度，延长其生存率 [4-5]。但也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极易诱发多种不良反应，进

而对患者生活质量及生活健康构成直接威胁。而本

文通过六君祛痰解毒汤配合化疗药物进行治疗可获

得显著价值，该汤药具有益气健脾、祛湿化痰等作

用，其属于六君子改制而成，即在甘草、党参、土

茯苓、半枝莲、茯苓、白术的基础上增加半夏、陈

皮，能够有效增强上述药物的祛湿化痰、抑制肿瘤

生长的作用。而采用六君祛痰解毒汤实施治疗，可

有效优化肿瘤患者机体免疫功能，规避肿瘤迁延或

转移等现象，可获得满意治疗效率 [6]。而本文研究结

果显示，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充分

说明NSCLC患者实施六君祛痰解毒汤+化疗治疗效

果显著，可有效提高患者对化疗的耐受性，对机体具

有一定保护作用，有利于完善其生存质量。而VEGF
属于同源二聚体糖蛋白之一，属于单一基因编码，可

直接诱导血管内皮细胞分裂、迁移、增殖，且能够

强化微血管通透性。同时VEGF属于引导肿瘤血管形

成、发育的关键细胞因子，而肺癌患者血清VEGF浓
度与临床预后存在密切联系。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且

VEGF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充分说明NSCLC患者

实施六君祛痰解毒汤+化疗治疗效果显著，能够有效

提高临床疗效，减少血清VEGF含量。

综上所述，NSCLC患者实施六君祛痰解毒汤+
化疗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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