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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用于治疗受试者的非小细胞肺

癌的治疗性方法和组合物，该方法包括向所述受

试者施用有效量的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或粉末，

以及可选的抗癌剂。该草药混合物包含来自以下

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组分：黄芪属、升麻茎、麦

门冬根、苍术茎、红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皮、

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葛根、

红枣和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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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治疗受试者的非小细胞肺癌的组合物，该组合物包含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

和抗癌剂，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由黄芪根12.50％、升麻茎12.50％、麦门冬根8.33％、苍术

茎8.33％、红参6.25％、白术茎6.25％、神曲4.17％、青皮4.17％、陈皮4.17％、甘草根

4.17％、五味子4.17％、当归根4.17％、黄柏皮4.17％、泽泻茎4.17％、葛根4.16％、红枣

4.16％和姜根4.16％组成，其中所述组合物减小非小细胞肺癌的肿瘤大小或肿瘤体积，其

中所述抗癌剂为顺铂、多西他赛、吉非替尼或其组合，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为水提

取物或乙醇提取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和所述抗癌剂被同时施

用于所述受试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抗癌剂为顺铂或吉非替尼。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组合物改善基于顺铂的化疗的功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组合物增加IL‑1β表达的产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组合物增加TNF‑α表达的产生。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组合物抑制血管发生或ABCG2。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组合物减少磷光体‑EGFR介导的信号传导或防

止脂解，或克服吉非替尼抗性。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为提取物的粉末。

10.治疗有效量的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以及可选的抗癌剂在制造用于治疗受试者的非

小细胞肺癌的药物中的用途，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由黄芪根12.50％、升麻茎12.50％、麦门

冬根8.33％、苍术茎8.33％、红参6.25％、白术茎6.25％、神曲4.17％、青皮4.17％、陈皮

4.17％、甘草根4.17％、五味子4.17％、当归根4.17％、黄柏皮4.17％、泽泻茎4.17％、葛根

4.16％、红枣4.16％和姜根4.16％组成，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减小非小细胞肺癌的肿瘤大

小或肿瘤体积，其中所述抗癌剂为顺铂、多西他赛、吉非替尼或其组合，其中所述草药混合

物的提取物为水提取物或乙醇提取物。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途，其中所述非小细胞肺癌为腺癌。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途，其中所述非小细胞肺癌为大细胞癌。

13.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途，其中所述用途降低非小细胞肺癌的肿瘤生长速率。

14.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途，其中同时向所述受试者施用所述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

和所述抗癌剂。

15.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途，其中所述抗癌剂为顺铂或吉非替尼。

16.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途，其中单独、同时或顺序地施用所述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

和所述抗癌剂。

17.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途，其中口服、肠胃外、静脉内或通过注射施用所述草药混

合物的提取物和所述抗癌剂。

18.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途，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为提取物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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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方法和组合物

[0001] 发明背景

[0002] 肺癌是一种由肺组织中不受控制的细胞生长造成的疾病。这种生长可导致转移，

即侵入邻近组织和向肺部之外浸润。绝大多数原发性肺癌是来源于上皮细胞的癌。肺癌是

男性和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最常见原因，截至2004年，全球每年有130万人死于肺癌。肺癌

的常见治疗包括姑息治疗、手术、化疗、放射疗法(放疗)和靶向疗法。

[0003] 肺癌的主要类型为小细胞肺癌(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小细胞肺癌

(SCLC)是一种快速生长的肺癌类型。它比非小细胞肺癌扩散得快得多。小细胞肺癌有三种

不同类型：小细胞癌(燕麦细胞癌)、混合性小细胞/大细胞癌和组合的小细胞癌。大多数小

细胞肺癌是燕麦细胞类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最常见的肺癌类型。NSCLC有三种形式：

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还存在几种较少发生的其他类型，并且所有类型都可以发生

在罕见组织学变体中并作为混合细胞类型组合发生。腺癌常见于肺的外部区域。鳞状细胞

癌常见于气管(支气管)附近的肺中央。大细胞癌可发生在肺的任何部分。它们往往比其他

两种类型生长和扩散得更快。有时，通常在不能作出更具体的诊断的情况下，词语“非小细

胞肺癌”(“未特别指定”，或NOS)是通用的。当病理学家在细胞学或活检样本中检查到少量

恶性细胞或组织时，这种情况最为常见。

[0004] 作为一个类别，与小细胞癌相比，NSCLC对化疗相对不敏感。尽管在手术前(新辅助

化疗)和手术后(辅助化疗)越来越多地使用化疗，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主要通过以治愈为目

的的手术切除来对它们进行治疗。

发明内容

[0005] 本文提供的一个方面是用于治疗受试者的非小细胞肺癌的组合物，该组合物包含

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或粉末，和抗癌剂，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包含来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

一个种的组分：黄芪属(Astragalus)、升麻茎(Cimicifuga  Foetida  Rhizoma)、麦门冬根

(Ophiopogon  Radix)、苍术茎(Atractylodes  Lancea  Rhizoma)、红参(Panax  Ginseng‑

Red)、白术茎(Atractylodes  Rhizoma‑White)、神曲(Massa  Medicata  Fermentata)、青皮

(Citrus  Reticulata‑Viride)、陈皮(Citrus  Reticulata)、甘草根(Glycyrrhiza  Radix)、

五味子(Schisandra  Fructus)、当归根(Angelica  Sinensis  Radix)、黄柏皮

(Phellodendron  Cortex)、泽泻茎(Alisma  Rhizoma)、葛根(Pueraria  Radix)、枣果

(Ziziphus  Fructus)和姜根(Zingiber  Officinale  Radix)。

[0006] 本文提供的另一方面是用于治疗受试者的非小细胞肺癌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向受

试者施用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或粉末和可选的抗癌剂，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包含来自以下

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组分：黄芪属、升麻茎、麦门冬根、苍术茎、红参、白术茎、神曲、青皮、

陈皮、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葛根、枣果和姜根。

[0007] 援引并入

[0008] 本说明书中所提到的所有出版物、专利和专利申请均通过引用并入本文，其程度

等同于特别地且单独地指出每个单独的出版物、专利或专利申请通过引用而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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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本发明的新颖特征在所附权利要求书中具体阐述。通过参考以下对利用了本发明

原理的说明性实施方案进行阐述的详细描述以及附图，将获得对本发明的特征和优点的更

好的理解，在附图中：

[0010] 图1A‑C示出了组合物3与顺铂或吉非替尼的联合疗法的细胞系毒性研究的说明性

结果。(1A)48小时时CL141肺癌细胞中的顺铂和组合物3的联合治疗。72小时时(1B)CL141和

(1C)CL97肺癌细胞中的吉非替尼和组合物3的联合治疗。(t‑检验，相同顺铂或吉非替尼剂

量下与不同组合物3剂量相比较，*：p值<0.05；**：p值<0.01；***：p值<0.001。不同治疗与载

体对照相比较，#：p值<0.05；##：p值<0.01；###：p值<0.001。)

[0011] 图2示出了对肺癌A549细胞进行的AM‑煎剂‑H2O(即，黄芪的水提取物)与顺铂的细

胞系毒性研究的说明性结果。A10：AM‑煎剂‑H2O(10mg/L)，C20：顺铂(20μM)，(t‑检验，不同

治疗与载体对照相比较，*：p值<0.05；**：p值<0.01；***：p值<0.001。)

[0012] 图3A‑B示出了组合物3、组合物4、组合物5、AM‑煎剂‑H2O和AM‑煎剂‑DMSO的癌症干

细胞存活研究的说明性结果。(3A)利用组合物4、组合物5、AM‑煎剂‑H2O和AM‑煎剂‑DMSO的

CL141侧群细胞；(3B)利用组合物3的肺癌细胞系CL97、CL141和H441的侧群。

[0013] 图4A‑D示出了非小细胞肺癌A549集落形成被组合物3抑制的说明性研究结果。

(4A)利用组合物3(200μg/ml)的五个不同品牌(品牌A‑品牌E)的集落形成结果。(4B)利用

BZ‑EtOH(200μg/ml)的五个不同品牌(品牌A‑品牌E)的集落形成结果。(4C)利用200μg/ml或

400μg/ml浓度的组合物3的特定品牌的集落形成结果。(4D)利用组合物3的来自同一品牌的

五个不同批次(批次A至批次E)的集落形成结果。

[0014] 图5A‑D示出了通过组合物3进行的癌症干样细胞存活研究的说明性研究结果。

(5A)亲代CL97和CL141细胞以及CL97和CL141球形细胞的非贴壁依赖性培养物的细胞形态。

(5B)CL97和CL141亲代细胞以及球形细胞中的干性标志物表达的Western印迹结果。(5C，

5D)利用不同浓度的组合物3处理48小时的CL97和CL141次级球形细胞的结果(对照细胞用

DMSO处理并用作100％)。(t‑检验，*：p值<0.05；**：p值<0.01；***：p值<0.001)。

[0015] 图6A‑C示出了采用组合物3或5的干性标志物和Wnt靶标表达的说明性研究结果。

(6A)组合物3对CL97和CL141球形细胞的影响。(6B)组合物3对A549‑ON的影响。(6C)组合物3

和5对CL141球形细胞的影响。

[0016] 图7A‑B示出了通过Western印迹法利用组合物2和3进行的ABCG2转运活性抑制研

究的说明性结果。在不存在或存在组合物3(200μg/ml)(7A)和组合物2(200μg/ml)(7B)的情

况下，测量药物敏感的亲代HEK293细胞或ABCG2转染的HEK293细胞(被称为R482‑HEK293)中

荧光脱镁叶绿酸‑A(PhA)的积累。

[0017] 图8A‑D示出了组合物4和AM‑煎剂‑DMSO关于以下方面的说明性免疫应答结果：

(8A)在人THP‑1巨噬细胞中IL‑1β表达的产生，(8B)在用LPS共同处理后IL‑1β的产生，(8C)

在人THP‑1巨噬细胞中TNF‑α表达的产生，以及(8D)LPS刺激的TNF‑α表达的产生。

[0018] 图9A‑C示出了在HUVEC细胞中进行的组合物3的管形成测定的说明性结果。

[0019] 图10A‑C示出了在H441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对组合物1、2和3的临床前抗肿瘤评价

的说明性结果。

[0020] 图11示出了利用组合物1和3进行的CL97异种移植肿瘤研究的说明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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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12A‑G示出了组合物1对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研究。(12A)无进展存活率，(12B)

总存活率，(12C)在肺腺癌中的总存活率，(12D)在肺非腺癌中的总存活率，(12E)在肺腺癌

EGFR野生型中的总存活率，(12F)在具有EGFR突变的肺腺癌中的总存活率，以及(12G)在一

线治疗后的存活率(在RECIST‑PD后的存活率)。

[0022] 图13示出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和对照受试者中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的表达的代

表性流式细胞术分析结果。测量了髓样抑制细胞(CD11b+/CD14‑)的群体。

[0023] 图14示出了NSCLC患者和对照受试者中髓样抑制细胞表达的代表性研究结果。测

量了CD11b+/CD14‑单个核细胞的数目。

[0024] 图15示出了NSCLC患者和对照受试者中单核细胞M1和M2亚型比例改变的代表性研

究结果。测量了单核细胞M1/M2比例的范围。

[0025] 图16示出了NSCLC患者和对照受试者中细胞毒性T细胞群体的代表性研究结果。测

量了CD3+/CD8+单个核细胞的数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除小细胞肺癌(SCLC)以外的任何类型的上皮性肺癌。最

常见的NSCLC类型是鳞状细胞癌、大细胞癌和腺癌，但还存在其他几种较少发生的类型，并

且所有类型都可以发生在罕见组织学变体中并作为混合细胞类型组合发生。有时，通常在

不能作出更具体的诊断的情况下，词语“非小细胞肺癌”(“未特别指定”，或NOS)是通用的。

当病理学家在细胞学或活检样本中检查到少量恶性细胞或组织时，这种情况最为常见。根

据疾病的阶段和其他因素，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主要治疗选择可以包括：手术、射

频消融、放射疗法、化疗、靶向疗法。

[0027] 根据目前的实践，在一些实施方案中，NSCLC的治疗被用于治疗除小细胞肺癌

(SCLC)以外的任何类型的上皮性肺癌。在一些实施方案中，NSCLC的治疗被用于治疗鳞状细

胞癌，或大细胞癌，或腺癌，或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的较少发生且在罕见组织学变体中并作

为混合细胞类型组合的任何类型。

[0028] 由于NSCLC对化疗相对不敏感，常常根据癌症的阶段、个体的整体健康状况、年龄、

对化疗的反应以及其他因素(如治疗的可能副作用)采用多种治疗。

[0029] 近年来，中医(TCM)，尤其是其治疗癌症的潜力受到关注。应用TCM的原则以中医理

论的实践为基础。

[0030] 例如，根据中医理论，一般认为疾病是在阴、阳、气、血(血液)、脏腑(内脏)、经络等

中的功能或相互作用和/或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存在不和谐(或不平衡)。疗法

是基于可以确定哪种“不和谐模式”。据了解，存在与疾病模型及其治疗相关的六淫。六淫

(有时也称为“致病因素”或“六种有害影响”)是用于描述显示某些典型症状的不和谐模式

的寓言性术语。

[0031] 六淫及其特征性临床体征如下：1.风：症状迅速发作，症状位置游移，瘙痒，鼻塞，

“浮脉”，震颤，麻痹，抽搐；2.寒：冷觉，畏寒，温暖时症状缓解，水样/清便，剧烈疼痛，腹痛，

肌肉挛缩/张力过高，舌苔白(粘稠)，“沉脉”/“伏脉”或“弦脉”或缓脉；3.火/热：畏热，高热，

口渴，尿浓，面红，舌质红，舌苔黄，速脉；4.湿：沉重感，饱胀感，脾功能不全症状，舌苔油腻，

“滑脉”；5.燥：干咳，口干，咽干，唇干，流鼻血，皮肤干燥，大便干燥；以及6.暑：热或湿热混

说　明　书 3/28 页

5

CN 108289922 B

5



合症状。基于六淫，医生可以开具中草药组合物来治疗被诊断有六淫中之一种或多种的疾

病。因此，一般而言，中药可能涉及用于治疗疾病的多种草药。

[0032] 因此，在一些情况下，中药包含多种组分，通常是各自以非常少量存在的原始天然

存在物质的提取物。从西医观点来看，相比于以较大量给予任一组分，这种多组分药物的优

点在于具有较低的副作用。利用多种组成成分的方法可能近似于近10年被广泛研究的节律

化疗。

[0033] 例如，中医将黄芪用于愈合和糖尿病。

[0034] 黄芪(同Astragale，AstragaleàFeuilles  de  Réglisse，Astragale  Queue‑de‑

Renard，Astragale  Réglissier，Astragali，Astragalo，膜荚黄芪(Astragalus 

Membranaceus)，Astragalus  mongholicus，Astragli  Membranceus)，也被称为huáng  qí，b

ěi  qí或huáng  huāhuáng  qí，是一种豆科的开花植物。它是中药中使用的50种基本草药之

一。依据中医理论，黄芪被认为是可改善肺、肾上腺和肠胃道的功能、增加代谢和排汗、促进

愈合并减少疲劳的补药。

[0035] 此外，报道称草药膜荚黄芪(也被称为AM)(Fisch)通过抑制细胞因子从II型T辅助

细胞产生而增强对肺癌的免疫识别(Pellegrini ,Berghella等人，1996 ,Wei ,Sun等人，

2003)，并刺激巨噬细胞和天然杀伤细胞活性，从而进一步加强宿主免疫功能(Mills ,

Kincaid等人，2000)

[0036] 但是，基于本文公开的数据，草药黄芪可能对治疗肺癌特别是NSCLC疗效不佳。根

据本发明的实践，基于本文公开的预料不到的实验数据，提供了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

包含某些草药混合物的组合物。

[003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提供的草药混合物包含来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组

分：黄芪属、升麻茎、麦门冬根、苍术茎、人参、苍术茎、神曲、青皮、陈皮、甘草根、五味子、当

归根、黄柏皮、泽泻茎、葛根、红枣和姜根。这种特定组合在中医中也被称为清暑益气汤。

[0038] 已知许多用于提取清暑益气汤的程序。例如，传统上中国人使用这些草药成分的

混合物的热水提取物。或者，可使用醇提取物或甚至有机溶剂(如DMSO)提取物来提供本文

所述的草药混合物。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容易地应用其他合适的已知方法来提取包含在清暑

益气汤中的原始材料。

[003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文提供了用于通过向受试者(例如，人)施用组合物(即，草

药混合物)而治疗NSCLC的方法，该组合物包含来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组分：黄芪

属、升麻、麦门冬、苍术茎、人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皮、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

泽泻茎、葛根、枣和姜根。该组合物为正在治疗NSCLC或其相关症状的受试者提供治疗益处

(参见实施例1‑15)。

[004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文提供了用于通过向受试者(例如，人)施用组合物(即，草

药混合物)而治疗NSCLC的方法，该组合物包含选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至少10项组

分：黄芪属、升麻、麦门冬、苍术茎、人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皮、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

黄柏皮、泽泻茎和葛根。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该组合物包含选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

至少11、12、13、14或15项组分：黄芪属、升麻、麦门冬、苍术茎、人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

皮、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和葛根。

[004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文提供了用于治疗NSCLC的组合物，该组合物包含选自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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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至少10项组分：黄芪属、升麻、麦门冬、苍术茎、人参、白术茎、神曲、

青皮、陈皮、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和葛根。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该组合物

包含选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至少11、12、13、14或15项组分：黄芪属、升麻、麦门冬、

苍术茎、人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皮、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和葛根。

[0042] 黄芪属(例如，黄芪根，黄芪根部)是具有约3,000种草本和小灌木种的大属，属于

豆科(Fabaceae)和豆亚科(Faboideae)。常用名包括紫云英(大多数种)，疯草(北美的一些

种)和羊角(A.gummifer，A.tragacanthus)。一些灰白花紫云英的外观相似，但紫云英更像

藤蔓。

[0043] 升麻属(bugbane或cohosh)是具有12‑18种开花植物的属，属于毛茛科，原产于北

半球的温带地区。升麻属，特别是升麻或升麻茎，味辛且甘，性微寒，作用于肺、脾和胃道。在

一些实施方案中，升麻属的种选自升麻(如升麻茎)、L.var .intermedia  Regel(Rhizoma 

Cimicif ugae)、单穗升麻(Cimicif uga  simplex)、大三叶升麻(Cimicif uga 

heracleifolia)、Kom、新安升麻(Cimicifuga  dahurica)(Turcz.)Maxim和黑升麻(美类叶

(Cimicifuga  racemosa(L.)Nutt.))

[0044] 麦冬(Ophiopogon  japonicas)或ophiopogon  tuber  Japonic或Dwarf  Lilyturf 

Tuber(Mondo草、喷泉植物、猴子草、麦门冬(中文名))；是原产于中国、越南、印度和日本的

麦门冬属的种。在中药中，麦冬块茎(麦门冬根)也称为麦门冬，是用于阴虚的主要草药。根

据中药药物学，该草药味甘，微苦且微寒，入心、肺及胃经，滋养胃、脾、心和肺，清热，降燥。

[0045] 苍术茎和白术茎。苍术是生长于中国中部的苍术属的种。苍术茎是一味中药，据信

其主要作用于消化系统。苍术茎或Atractylodis  Rhizoma(苍术)也称为黑苍术茎，是一味

中药。它是苍术、北苍术(Atractylodes  chinensis(DC.)Koidz)或某些当地的种(包括关苍

术(Atractylodes  japonica  Koidz))的干燥茎块。该药物与白术(来自白术(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的白苍术或大头苍术)有所区别，白术通常是种植的，而苍术往往倾向于从

野外收集。

[0046] 人参(ren‑shen)是11种具有肉质根的生长缓慢的多年生植物中的任一种，属于五

加科(Araliaceae)的人参属。其根最常以整体或切片的干燥形式使用。有时也使用人参叶，

虽然不那么特别珍贵。民间医学认为口服使用西洋参和亚洲人参(P.ginseng)根有多种益

处，包括起到催情剂、兴奋剂、II型糖尿病治疗或男性性功能障碍治疗的作用。红参(hong‑

sam(中文名))已被剥皮、通过在100℃(212°F)的标准沸腾温度下蒸煮加热，然后干燥或晒

干。它常浸泡在草药酿造中，这导致根变得非常易碎。

[0047] 神曲(Medicata  Fermentita  Fujianensis  Massa或Massa  Fermentata  or 

medicated  Leaven)由杏仁和艾蒿制成。将该混合物盖住，发酵一周，切成小块，然后晒干。

它可以直接使用或在烘干后使用。

[0048] 青皮(Citrus  Reticulata‑Viride或Citri  Reticulatae  Viride  Pericarpium)

(绿色橘皮)是陈皮及其栽培品种的幼果或未成熟果实的干果皮。

[0049] 甘草根(甘草根茎)也被称为甘草的根和甘草，由甘草中的洋甘草(Glycyrrhiza 

glabra  L.)及其品种的干燥根和根茎组成。

[0050] 五味子(Schisandra  chinensis或Schisandrae  Chinensis)是原产于中国北部和

俄罗斯远东的森林的落叶木本藤本植物。该植物相对喜欢阴凉潮湿，排水良好的土壤。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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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五味子果)具有全部五种基本味道：咸味、甜味、酸味、辛辣味(辣味)和苦味，因此在中

国被称为五味子。它的果实被用于中药，被认为是50种基本草药之一。它们通常以干燥的形

式使用，并被煮制成茶。

[0051] 俗称当归或“雌参”的当归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伞形科草药。当归生长在中国、日本

和韩国的凉爽高海波山脉上。该植物的黄棕色根(即，当归根)在秋季收获，是千百年来所熟

知的中药。

[0052] 黄柏是五十种传统中草药的基本草药之一。其也被称为黄柏皮，是两种黄柏树之

一的树皮：黄柏或黄皮树(Phellodendron  chinense)。传统上在第五个节气期(4月4‑20日)

收集树皮。它被晒干并切成片。树皮可以直接使用或用盐炒制。已经研究出了多种水和乙醇

提取的方法以及诸如“半仿生提取”的方法来提高产量。

[0053] 泽泻茎(Alismatis  rhizome或Alismatis  Rhizoma)是泽泻科的多年生沼泽植物

泽泻(Alisma  orientale(Sam.)Juzepcz)的茎。它生长在浅水中的沟渠、潮湿地面和浅水池

边缘。

[0054] 葛根是多年生藤野葛(Pueraria  Lobata(野生)Ohwi)或甘葛藤(Pueraria 

thomsonii  Benth)的根，属于豆科。

[0055] 俗称为枣、红枣、中国枣、韩国枣或印度枣的枣(Fructus  Zizyphi  Jujubae或

Jujubae  Fructus)是沙棘科(鼠李科)中枣的一种，主要用作结果实的遮荫树。果实枣在TCM

中特别有用。

[0056] 姜(或姜根或Zingiberis  officinale  Rosc)是姜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姜的新鲜

根茎。

[0057] 一些实施方案提供了用于治疗受试者的非小细胞肺癌的组合物，该组合物包含草

药混合物的提取物或粉末，和抗癌剂，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包含来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

个种的组分：黄芪属、升麻茎、麦门冬根、苍术茎、红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皮、甘草根、五

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葛根、红枣和姜根。

[0058]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该方法进一步包括施用抗癌剂。该联合疗法对治疗NSCLC特别

有用。

[0059] 根据本发明的实践，包含来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组分的草药混合物对治

疗肺癌(特别是NSCLC)是有用的：黄芪属、升麻、麦门冬、苍术、红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

皮、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葛根、红枣和姜根。特别地，意外地发现，本发

明草药混合物与抗癌剂的组合对治疗NSCLC特别有效。

[006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提供了用于治疗受试者的非小细胞肺癌的组合物，该组合物

包含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或粉末，和抗癌剂，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包含来自以下各项属的

至少一个种的组分：黄芪属、升麻、麦门冬根、苍术茎、红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皮、甘草

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葛根、枣果和姜。

[0061]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用于治疗NSCLC的组合物包含选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

的至少10项组分：黄芪属、升麻、麦门冬、苍术茎、人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皮、甘草根、五

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和葛根，以及抗癌剂。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该组合物包含选自

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至少11、12、13、14或15项组分：黄芪属、升麻、麦门冬、苍术茎、

人参、白术茎、神曲、青皮、陈皮、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和葛根，以及抗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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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006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抗癌剂的实例可见于Canc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ncology  by  V .T .Devita和S.Hellman(编者) ,第六版(2001年2月15日) ,Lippincott 

Williams&Wilkins  Publishers。这样的抗癌剂包括但不限于雌激素受体调节剂、雄激素受

体调节剂、类视黄醇受体调节剂、细胞毒剂/细胞生长抑制剂、抗增殖剂、异戊二烯蛋白质转

移酶抑制剂、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氮芥、亚硝基脲、血管发生抑制剂、细胞

增殖和存活信号传导途径的抑制剂、细胞凋亡诱导剂、干扰细胞周期检查点的药剂、干扰受

体酪氨酸激酶(RTK)的药剂、整联蛋白阻断剂、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过氧化物酶体增殖

物活化受体(PPAR)激动剂、固有多药抗药性(MDR)的抑制剂、镇吐剂、用于治疗贫血的药剂、

用于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药剂、免疫增强药物、双膦酸盐、芳香酶抑制剂、诱导赘生细

胞末端分化的药剂、γ‑分泌酶抑制剂、癌症疫苗和它们的任意组合。

[0063] “雌激素受体调节剂”是指干扰或抑制雌激素与受体结合的化合物，无论其机制如

何。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他莫昔芬、雷洛昔芬、艾多昔芬、LY353381、

LY1170814、托瑞米芬、氟维司群、4‑[7‑(2,2‑二甲基‑1‑氧代丙氧基‑4‑甲基‑2‑[4‑[2‑(1‑

六氢吡啶基)乙氧基]苯基]‑2H‑1‑苯并吡喃‑3‑基]‑苯基‑2，2‑二甲基丙酸酯、4,4’‑二羟基

二苯甲酮‑2,4‑二硝基苯基‑腙和SH646。

[006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雌激素受体调节剂为他莫昔芬和雷洛昔芬。

[0065] “雄激素受体调节剂”是指干扰或抑制雄激素与受体结合的化合物，无论其机制如

何。雄激素受体调节剂的实例包括非那雄胺及其他5α‑还原酶抑制剂、尼鲁米特、氟他胺、比

卡鲁胺、利罗唑和醋酸阿比特龙。

[0066] “类视黄醇受体调节剂”是指干扰或抑制类视黄醇与受体结合的化合物，无论其机

制如何。这样的类视黄醇受体调节剂的实例包括贝沙罗汀、维a酸、13‑顺式‑视黄酸、9‑顺

式‑视黄酸、α‑二氟甲基鸟氨酸、ILX23‑7553、反式‑N‑(4’‑羟基苯基)视黄酰胺和N‑4‑羧基

苯基视黄酰胺。

[0067] “细胞毒剂/细胞生长抑制剂”是指主要通过直接干扰细胞功能或抑制或干扰细胞

有丝分裂而导致细胞死亡或抑制细胞增殖的化合物，包括烷化剂、肿瘤坏死因子、嵌入剂、

缺氧活化化合物、微管抑制剂/微管稳定剂、有丝分裂驱动蛋白抑制剂、组蛋白脱乙酰酶抑

制剂、有丝分裂进展相关激酶抑制剂、抗代谢物；生物反应调节剂；激素/抗激素治疗剂、造

血生长因子、单克隆抗体靶向治疗剂、拓扑异构酶抑制剂、蛋白酶体抑制剂和泛素连接酶抑

制剂。

[0068] 细胞毒剂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替拉扎明、赛特宁、恶病质素、异环磷酰胺、他索纳

明、氯尼达明、卡铂、六甲蜜胺、泼尼氮芥、二溴卫茅醇、雷莫司汀、福莫司汀、奈达铂、奥沙利

铂、替莫唑胺、庚铂、雌氮芥、英丙舒凡对甲苯磺酸盐、曲磷胺、尼莫司汀、二溴螺氯铵、嘌嘧

替派、洛铂、沙铂、泊非霉素(profiromycin)、顺铂、伊洛福芬、好克癌(dexifosfamide)、顺

式‑胺二氯(2‑甲基‑吡啶)铂、苄基鸟嘌呤、葡膦酰胺、GPX100、(反式,反式,反式)‑双‑μ‑(己

烷‑1 ,6‑二胺)‑μ‑[二胺‑铂(II)]双[二胺‑(氯)铂(II)]‑四氯化物、二氮丙啶基精胺

(diaziridinylspermine)、三氧化二砷、1‑(11‑十二烷基氨基‑10‑羟基十一烷基)‑3,7‑二

甲基黄嘌呤、佐柔比星、伊达比星、柔红霉素、比生群、米托蒽醌、吡柔比星、吡萘非特、戊柔

比星、氨柔比星、抗瘤酮(antineoplaston)、3’‑脱氨基‑3’‑吗啉代‑13‑脱氧‑10‑羟基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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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安那霉素、加柔比星、依利奈法德、MEN10755以及4‑脱甲氧基‑3‑脱氨基‑3‑氮丙啶基‑

4‑甲基磺酰基‑柔红霉素(参见WO00/50032)。

[0069] 微管抑制剂的实例包括紫杉醇、硫酸长春地辛、3’,4’‑二脱氢‑4’‑脱氧‑8’‑去长

春花碱、多西他赛、根霉素、多拉司他汀、米伏布林羟乙基磺酸盐、奥里斯他汀、西马多丁、

RPR109881、BMS184476、长春氟宁、念珠藻素、2,3,4,5,6‑五氟‑N‑(3‑氟‑4‑甲氧基苯基)苯

磺酰胺、脱水长春碱、N,N‑二甲基‑L‑缬氨酰基‑L‑缬氨酰基‑N‑甲基‑L‑缬氨酰基‑L‑脯氨酰

基‑L‑脯氨酸叔丁基酰胺、TDX258和BMS188797。

[0070] 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的一些实例为托泊替坎、hycaptamine、伊立替康、芦比替康、6‑

乙氧基丙酰基‑3’,4’‑0‑外‑苯亚甲基‑教酒菌素、9‑甲氧基‑N,N‑二甲基‑5‑硝基吡唑并[3,

4,5‑kl]吖啶‑2‑(6H)丙胺、1‑氨基‑9‑乙基‑5‑氟‑2,3‑二氢‑9‑羟基‑4‑甲基‑1H,12H‑苯并

[de]吡喃并[3’,4’:b,7]‑吲哚嗪[l,2b]喹啉‑10,13(9H,15H)二酮、勒托替康、7‑[2‑(N‑异

丙基氨基)‑乙基]‑(20S)喜树碱、BNP1350、BNPI1100、BN80915、BN80942、依托泊苷磷酸盐、

替尼泊苷、索布佐生、2’‑二甲基氨基‑2’‑脱氧‑依托泊苷、GL331、N‑[2‑(二甲基氨基)乙

基]‑9‑羟基‑5,6‑二甲基‑6H‑吡啶并[4,3‑b]咔唑‑1‑甲酰胺、阿苏吖啶、(5a,5aB,8aa,9b)‑

9‑[2‑[N‑[2‑(二甲基氨基)乙基]‑N‑甲基氨基]乙基]‑5‑[4‑羟基‑3,5‑二甲氧基苯基]‑5,

5a ,6,8,8a ,9‑六氢呋喃并(3’,’:6,7)秋水仙碱(2,3‑d)‑1,3‑二氧杂环戊二烯‑6‑酮、2,3‑

(亚甲基二氧基)‑5‑甲基‑7‑羟基‑8‑甲氧基苯并[c]‑菲啶鎓(phenanthridinium)、6,9‑双

[(2‑氨基乙基)‑氨基]苯并[g]异喹啉‑5,10‑二酮、5‑(3‑氨基丙基氨基)‑7,10‑二羟基‑2‑

(2‑羟基乙基氨基甲基)‑6H‑吡唑并[4,5,1‑de]吖啶‑6‑酮、N‑[1‑[2(二乙基氨基)乙基氨

基]‑7‑甲氧基‑9‑氧代‑9H‑噻吨(thioxanthen)‑4‑基甲基]甲酰胺、N‑(2‑(二甲基氨基)乙

基)吖啶‑4‑甲酰胺、6‑[[2‑(二甲基氨基)乙基]氨基]‑3‑羟基‑7H‑茚并[2‑,1‑c]喹啉‑7‑酮

以及地美司钠。

[0071] “抗增殖剂”包括反义RNA或DNA寡核苷酸如G3139、ODN698、RVASKRAS、GEM231和

INX3001，以及抗代谢物如依诺他滨、卡莫氟、喃氟啶、喷司他丁、去氧氟尿苷、三甲曲沙、氟

达拉滨、卡培他滨、加洛他滨、阿糖胞苷十八烷基磷酸盐酯(cytarabine  ocfosfate)、氢化

福斯替滨钠(fosteabine  sodium  hydrate)、雷替曲塞、帕替曲塞(paltitrexid)、乙嘧替

氧、噻唑呋林、地西他滨、诺拉曲塞、培美曲塞、奈拉滨、2’‑脱氧‑2’‑亚甲基胞苷、2’‑氟亚甲

基‑2’‑脱氧胞苷、N‑[5‑(2,3‑二氢‑苯并呋喃基)磺酰基]‑N’‑(3,4‑二氯苯基)脲、N6‑[4‑脱

氧‑4‑[N2‑[2(E) ,4(E)‑十四二烯酰基]甘胺酰基氨基]‑L‑甘油酰基‑B‑L‑甘露‑庚酰哌喃糖

基]腺嘌呤、艾普立定(aplidine)、海鞘素、曲沙他滨、4‑[2‑氨基‑4‑氧基‑4,6,7 ,8‑四氢‑

3H‑吡啶并[5,4‑b][l,4]噻嗪‑6‑基‑(S)‑乙基]‑2,5‑噻吩基‑L‑谷氨酸、氨基蝶呤、5‑氟尿

嘧啶、阿拉诺新、1’‑乙酰基‑8‑氨基甲酰氧基甲基)‑4‑甲酰基‑6‑甲氧基‑14‑氧杂‑1,1’‑二

氮杂四环(7.4.1.0.0)‑十四‑2,4,6‑三烯‑9‑基乙酸酯、苦马豆素、洛美曲索、右雷佐生、甲

硫氨酸酶、2’‑氰基‑2’‑脱氧‑N4‑棕榈酰‑1‑B‑D‑阿糖呋喃胞嘧啶以及3‑氨基吡啶‑2‑甲醛

氨苯硫脲。“抗增殖剂”还包括除了在“血管发生抑制剂”下列出的那些之外的针对生长因子

的单克隆抗体，如曲妥珠单抗，以及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经由重组病毒介导的基因转移来递

送的肿瘤抑制基因，如p53。

[0072] “异戊二烯蛋白质转移酶抑制剂”是指抑制异戊二烯蛋白质转移酶的任一种或任

意组合的化合物，该异戊二烯蛋白质转移酶包括法呢基蛋白质转移酶(FPT酶)、香叶基香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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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蛋白质转移酶I型(GGPT酶‑I)和香叶基香叶基蛋白质转移酶II型(GGPT酶‑II，也称为Rab 

GGPT酶)。异戊二烯蛋白质转移酶抑制化合物的实例包括(±)‑6‑[氨基(4‑氯苯基)(1‑甲

基‑1H‑咪唑‑5‑基)甲基]‑4‑(3‑氯苯基)‑1‑甲基‑2(1H)‑喹啉酮、(‑)‑6‑[氨基(4‑氯苯基‑

1)(1‑甲基‑1H‑咪唑‑5‑基)甲基]‑4‑(3‑氯苯基)‑1‑甲基‑2(1H)‑喹啉酮、(+)‑6‑[氨基(4‑

氯苯基)(1‑甲基‑1H‑咪唑‑5‑基)甲基]‑4‑(3‑氯苯基)‑1‑甲基‑2(1H)‑喹啉酮、5(S)‑正丁

基‑1‑(2,3‑二甲基‑苯基)‑4‑[1‑(4‑氰基苄基)‑5‑咪唑基甲基]‑2‑哌嗪酮、(5)‑1‑(3‑氯苯

基)‑4‑[1‑(4‑氰基苄基)‑5‑咪唑基甲基]‑542‑(乙磺酰基)‑甲基)‑2‑哌嗪酮、5(S)‑正丁

基‑1‑(2‑甲基苯基)‑4‑[1‑(4‑氰基苄基)‑5‑咪唑基甲基]‑2‑哌嗪酮、1‑(3‑氯苯基)‑4‑[1‑

(4‑氰基苄基)‑2‑甲基‑5‑咪唑基甲基]‑2‑哌嗪酮、1‑(2,2‑二苯基乙基)‑3‑[N‑(1‑(4‑氰基

苄基)‑1H‑咪唑‑5‑基‑乙基)氨基甲酰基]‑哌啶、4‑{5‑[4‑羟基甲基‑4‑(4‑氯吡啶‑2‑基甲

基)‑哌啶‑1‑基甲基]‑2‑甲基咪唑‑1‑基甲基}苯腈、4‑{5‑[4‑羟基甲基‑4‑(3‑氯苄基)‑哌

啶‑1‑基甲基]‑2‑甲基咪唑‑1‑基甲基}苯腈、4‑{3‑[4‑(2‑氧‑2H‑嘧啶‑1‑基)苄基]‑3H‑咪

唑‑4‑基甲基}苯腈、4‑{3‑[4‑(5‑氯‑2‑氧‑2H‑[1,2]联吡啶‑5’‑基甲基]‑3H‑咪唑‑4‑基甲

基}苯腈、4‑{3‑[4‑(2‑氧‑2H‑[1 ,2]联吡啶‑5’‑基甲基]‑3H‑咪唑‑4‑基甲基}苯腈、4‑[3‑

(2‑氧‑1‑苯基‑1 ,2‑二氢吡啶‑4‑基甲基)‑3H‑咪唑‑4‑基甲基]苯腈、18,19‑二氢‑19‑氧‑

5H,17H‑6,10:12,16‑二甲桥‑1H‑咪唑并[4,3‑c][1,11,4]二氧杂‑氮杂环十九烷‑9‑甲腈、

(±)‑19,20‑二氢‑19‑氧‑5H‑18,21‑乙桥‑12,14‑乙烯桥‑6,10‑甲桥‑22H‑苯并[d]咪唑并

[4,3‑k][1,6,9,12]‑氧杂三氮杂‑环十八烷‑9‑甲腈、19,20‑二氢‑19‑氧‑5H,17H‑18,21‑乙

桥‑6,10:12,16‑二甲桥‑22H‑咪唑并[3,4‑h][1,8,11,14]氧杂三氮杂环‑二十烷‑9‑甲腈，

以及(±)‑19,20‑二氢‑3‑甲基‑19‑氧‑5H‑18,21‑乙桥‑12,14‑乙烯桥‑6,10‑甲桥‑22H‑苯

并[d]咪唑并[4,3‑k][1,6,9,12]氧杂‑三氮杂环十八烷‑9‑甲腈。

[0073] “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是指3‑羟基‑3‑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

酶的抑制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具有针对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的抑制活性的化合

物容易通过使用已知测定来鉴别。术语“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和“羟甲基戊

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的抑制剂”在本文中使用时具有相同含义。

[007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用的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的实例包括但不

限于洛伐他汀( )、辛伐他汀( )、普伐他汀( )、

氟伐他汀( )、阿托伐他汀( )和西立伐他汀(也称为rivastatin和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本方法中使用的这些及其他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

A还原酶抑制剂的结构式在M.Yalpani ,“Cholesterol  Lowering  Drugs”,Chemistry&

Industry ,pp.85‑89(1996年2月5日)的第87页和美国专利号4,782,084和4,885,314中描

述。如本文所用的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包括所有药学上可接受的内酯和开

环酸形式(即，其中内酯环打开形成游离酸)，以及具有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活

性的化合物的盐和酯形式，因此意在涵盖这样的盐、酯、开环酸和内酯形式的使用。

[007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存在开环酸形式的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中，

盐和酯形式由开环酸形成，并且所有这样的形式都被包括在如本文所用的术语“羟甲基戊

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的含义内。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

制剂选自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为

辛伐他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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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本文中，关于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的术语“药学上可接受的盐”应

意指所用化合物的无毒盐，特别是由诸如钠、钾、铝、钙、锂、镁、锌和四甲基铵等阳离子形成

的那些盐，以及由诸如氨、乙二胺、N‑甲基葡糖胺、赖氨酸、精氨酸、鸟氨酸、胆碱、N,N′‑二苄

基乙二胺、氯普鲁卡因、二乙醇胺、普鲁卡因、N‑苄基苯乙胺、1‑对氯苄基‑2‑吡咯烷‑1'‑基‑

甲基苯并咪唑、二乙胺、哌嗪和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等胺形成的那些盐，它们通常通过使游

离酸与合适的有机或无机碱反应来制备。在其他实施方案中，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

抑制剂的盐形式的其他实例包括但不限于乙酸盐、苯磺酸盐、苯甲酸盐、碳酸氢盐、硫酸氢

盐、酒石酸氢盐、硼酸盐、溴化物、羟基钙盐、樟脑磺酸盐、碳酸盐、氯化物、克拉维酸盐、柠檬

酸盐、二盐酸盐、氢氧化物、乙二磺酸盐、依托酸盐、乙磺酸盐、富马酸盐、葡庚糖酸盐、葡糖

酸盐、谷氨酸盐、乙醇酰基对氨基苯基砷酸盐、己基间苯二酚盐、哈胺(hydrabamine)、氢溴

酸盐、盐酸盐、羟基萘甲酸盐、碘化物、异硫代盐(isothionate)、乳酸盐、乳糖酸盐、月桂酸

盐、苹果酸盐、马来酸盐、扁桃酸盐、甲磺酸盐、甲基硫酸盐、黏酸盐(mucate)、萘磺酸盐、硝

酸盐、油酸盐、草酸盐、羟萘盐(pamaote)、棕榈酸盐、泛酸盐、磷酸盐/二磷酸盐、聚半乳糖醛

酸盐、水杨酸盐、硬脂酸盐、次乙酸盐、琥珀酸盐、鞣酸盐、酒石酸盐、8‑氯茶碱盐

(teoclate)、对甲苯磺酸盐、三乙基碘化物(triethiodide)和戊酸盐。

[0077] 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将所述羟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化合物的酯衍生

物用作前药，其在被吸收至温血动物的血流中时，以释放药物形式并允许药物提供改善的

治疗功效的方式裂解。

[0078] HIV蛋白酶抑制剂的实例包括氨普那韦、阿巴卡韦、CGP‑73547、CGP‑61755、DMP‑

450、茚地那韦、奈非那韦、替拉那韦、利托那韦、沙奎那韦、ABT‑378、AG  1776和BMS‑232 ,

632。逆转录酶抑制剂的实例包括地拉韦啶、依非韦伦、GS‑840、HB  Y097、拉米夫定、奈韦拉

平、AZT、3TC、ddC和ddI。据报道，HIV蛋白酶抑制剂如茚地那韦或沙奎那韦具有有效的抗血

管生成活性并促进卡波西肉瘤的消退。

[0079] “血管生成抑制剂”是指抑制新血管形成的化合物，无论其机制如何。血管生成抑

制剂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酪氨酸激酶受体Flt‑1(VEGFR1)和Flk‑1/

KDR(VEGFR20)的抑制剂、表皮衍生的、成纤维细胞衍生的或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的抑制

剂、MMP(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整联蛋白阻断剂、干扰素‑α、白介素‑12、戊聚糖多硫酸

酯、环氧合酶抑制剂，包括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如阿司匹林和布洛芬，以及选择性环氧

合酶‑2抑制剂，如塞来昔布、伐地考昔和罗非昔布、羧胺三唑、考布他汀A‑4、角鲨胺、6‑O‑氯

乙酰基‑羰基)‑烟曲霉醇、沙利度胺、血管抑制素、肌钙蛋白‑1、血管紧张素II拮抗剂和VEGF

抗体。

[0080] 血管生成抑制剂的其他实例包括但不限于内皮他丁、ukrain、豹蛙酶、IM862、5‑甲

氧基‑4‑[2‑甲基‑3‑(3‑甲基‑2‑丁烯基)环氧乙基]‑1‑氧杂螺[2,5]辛‑6‑基(氯乙酰基)氨

基甲酸酯、乙酰基地那林、5‑氨基‑1‑[[3,5‑二氯‑4‑(4‑氯苯甲酰基)苯基]‑甲基]‑1H‑1,2,

3‑三唑‑4‑甲酰胺、CM101、角鲨胺、考布他汀、RP14610、NX31838、硫化磷酸甘露五糖、7,7‑

(羰基‑双[亚氨基‑N‑甲基‑4 ,2‑吡咯羰基‑亚氨基[N‑甲基‑4 ,2‑吡咯]‑羰基亚氨基]‑双‑

(1,3‑萘二磺酸)以及3‑[(2,4‑二甲基吡咯‑5‑基)亚甲基]‑2‑吲哚酮(SU5416)。

[0081] “细胞增殖和存活信号传导途径的抑制剂”是指抑制细胞表面受体和那些表面受

体下游的信号转导级联的药剂。这样的药剂包括EGFR抑制剂(例如，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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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2抑制剂(例如，曲妥珠单抗)、IGFR抑制剂、CD20抑制剂(利妥昔单抗)、细胞因子受体抑

制剂、MET抑制剂、PDK或PI3K抑制剂(例如，LY294002)、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包括但不限于

如(WO  03/086404、WO  03/086403、WO  03/086394、WO  03/086279、WO  02/083675、WO  02/

083139、WO  02/083140和WO  02/083138)中所述的Akt抑制剂))、Raf激酶抑制剂(例如，BAY‑

43‑9006)、MEK抑制剂(例如，CI‑1040和PD‑098059)和mTOR抑制剂(例如，Wyeth  CCl‑779和

Ariad  AP23573)。这样的药剂包括小分子抑制剂化合物和抗体拮抗剂。

[0082] “细胞凋亡诱导剂”包括但不限于TNF受体家族成员(包括TRAIL受体)的激活剂。

[0083] “干扰细胞周期检查点的药剂”是指抑制转导细胞周期检查点信号传导的蛋白激

酶从而使癌细胞对DNA损伤剂敏感的化合物。这样的药剂包括ATR、ATM、Chk1和Chk2激酶的

抑制剂以及cdk和cdc激酶抑制剂，并且特别的实例为7‑羟基星形孢菌素、夫拉平度

(flavopiridol)、CYC202(Cyclacel)和BMS‑387032。

[0084] “干扰受体酪氨酸激酶(RTK)的药剂”是指抑制RTK而因此抑制与肿瘤发生和肿瘤

进展相关的机制的化合物。这样的药剂包括但不限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c‑Kit、Eph、

PDGF、Flt3和c‑Met的抑制剂。其他药剂包括RTK的抑制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实例包括

但不限于N‑(三氟甲基苯基)‑5‑甲基异噁唑‑4‑甲酰胺、3‑[(2,4‑二甲基吡咯‑5‑基)甲基茚

基)吲哚‑2‑酮、17‑(烯丙基氨基)‑17‑脱甲氧基格尔德霉素、4‑(3‑氯‑4‑氟苯基氨基)‑7‑甲

氧基‑6‑[3‑(4‑吗啉基)丙氧基]‑喹唑啉、N‑(3‑乙炔基苯基)‑6,7‑二(2‑甲氧基乙氧基)‑4‑

喹唑啉胺、BIBX1382、2,3,9,10,11,12‑六氢‑10‑(羟甲基)‑10‑羟基‑9‑甲基‑9,12‑环氧基‑

1H‑二吲哚酮[1,2,3‑fg:3′,2′,1′‑kl]吡咯并[3,4‑i][1,6]苯并二唑‑1‑酮、SH268、染料木

黄酮、ST1571、CEP2563、4‑(3‑氯苯基氨基)‑5,6‑二甲基‑7‑H‑吡咯并[2,3‑d]嘧啶甲磺酰

酸、4‑(3‑溴‑4‑羟基苯基)氨基‑6,7‑二甲氧基喹唑啉、4‑(4′‑羟基苯基)氨基‑6,7‑二甲氧

基喹唑啉、SU6668、SU11248、STI571A、N‑4‑氯苯基‑4‑(4‑吡啶基甲基)‑1‑酞嗪胺和

EMD121974。

[0085] 如上所用的，“整联蛋白阻断剂”是指选择性地拮抗、抑制或阻碍生理学配体与αvβ3

整联蛋白结合的化合物，选择性地拮抗、抑制或阻碍生理学配体与αvβ5整联蛋白结合的化合

物，选择性地拮抗、抑制或阻碍生理学配体与αvβ3整联蛋白和αvβ5整联蛋白二者结合的化合

物，以及拮抗、抑制或阻碍在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上表达的特定整联蛋白的活性的化合物。该

术语还指针对αvβ6；αvβ8、α2β1、α5β1、α6β1和α6β4整联蛋白的拮抗剂。该术语还指针对αvβ3、αv

β5、αvβ6、αvβ8、α1β1、α2β1、α5β1、α6β1和α6β4整联蛋白的任意组合的拮抗剂。

[0086]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指抑制酪氨酸激酶的药物。它们也被称为酪氨酸磷

酸化抑制剂(tyrphostin)，“酪氨酸磷酸化抑制剂”的简称，是首次描述的抑制表皮生长因

子受体(EGFR)催化活性的化合物。因此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还指所有的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

剂或EGFR抑制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通过使用已知的测定容易鉴定对酪氨酸激酶具有抑

制活性的化合物。

[008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用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阿法替尼、厄

洛替尼、奥希替尼(AZD9291)、AZD3759、吉非替尼、卡纽替尼、拉帕替尼、西妥昔单抗、马妥珠

单抗、扎芦木单抗和帕木单抗，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酪氨酸激酶抑

制剂包括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奥希替尼(AZD9291)、AZD3759或吉非替尼。

[0088] 适用于本发明的组合物和方法的抗癌剂的示例性类别包括但不限于：1)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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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微管抑制剂(例如，长春新碱、长春碱和长春地辛等)、微管稳定剂(例如，紫杉醇[Taxol]

和多西他赛、泰索帝等)和染色质功能抑制剂，包括拓扑异构酶抑制剂，如表鬼臼毒素(例

如，依托泊苷[VP‑16]和替尼泊苷[VM‑26]等)和靶向拓扑异构酶I的药剂(例如，喜树碱和

Isirinotecan[CPT‑11]等)，等等；2)共价DNA结合剂(烷化剂)，如氮芥(例如，二氯甲基二乙

胺、苯丁酸氮芥、环磷酰胺、异环磷酰胺和白消安[Myleran]等)、亚硝基脲(例如，卡莫司汀、

洛莫司汀和司莫司汀等)和其他烷化剂(例如，达卡巴嗪、羟甲基三聚氰胺、噻替派和丝裂霉

素等)；3)非共价DNA结合剂(抗肿瘤抗生素)，如核酸抑制剂(例如，更生霉素[放线菌素D]

等)、蒽环类药物(例如，柔红霉素[道诺霉素和正定霉素]、多柔比星[阿霉素]和伊达比星

[伊达霉素]等)、蒽醌类药物(例如，蒽环类抗生素类似物，如[米托蒽醌]等)、博来霉素

(Blenoxane)等，以及普利霉素(光辉霉素)，等等；4)抗代谢物，如叶酸拮抗剂(例如，甲氨蝶

呤、Folex和Mexate等)、嘌呤抗代谢物(例如，6‑巯基嘌呤[6‑MP，Purinethol]、6‑硫鸟嘌呤

[6‑TG]、硫唑嘌呤、阿昔洛韦、更昔洛韦、氯脱氧腺苷、2‑氯脱氧腺苷[CdA]和2’‑脱氧助间型

霉素[喷司他丁]等)、嘧啶拮抗剂(例如，氟嘧啶[例如，5‑氟尿嘧啶(Adrucil)、5‑氟脱氧尿

嘧啶核苷(FdUrd)(氟尿苷)]等)以及胞嘧啶阿拉伯糖苷(例如Cytosar[ara‑C]和氟达拉滨

等)，等等；5)具有抗癌作用的酶，如L‑天冬酰胺酶；6)抑制癌生长的激素，包括糖皮质激素，

如抗雌激素(例如，他莫昔芬等)、非甾体类抗雄激素(例如，氟他胺等)和芳香化酶抑制剂

(例如，阿那曲唑[Arimidex]等)；7)铂化合物(例如，顺铂和卡铂等)；8)与抗癌药物、毒素

和/或放射性核素等缀合的单克隆抗体；9)生物反应调节剂(例如，干扰素[例如，IFN‑α等]

和白细胞介素[例如，IL‑2等]等)；10)过继性免疫疗法；11)造血生长因子；12)诱导肿瘤细

胞分化的药剂(例如，全反式视黄酸等)；13)基因治疗技术；14)反义治疗技术；15)肿瘤疫

苗；16)针对肿瘤转移的疗法(例如，Batimistat等)；以及17)血管生成抑制剂。

[008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抗癌剂为生物碱、烷化剂、抗肿瘤抗生素、抗代谢物、具有

抗癌作用的酶、抑制癌生长的激素、铂化合物、与抗癌药物缀合的单克隆抗体、生物反应调

节剂(例如，干扰素[例如，IFN‑α等]和白细胞介素)、诱导肿瘤细胞分化的药剂或血管生成

抑制剂。

[009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抗癌剂选自雌激素受体调节剂、雄激素受体调节剂、类视

黄醇受体调节剂、细胞毒剂/细胞生长抑制剂、抗增殖剂、异戊二烯蛋白质转移酶抑制剂、羟

甲基戊二酰基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氮芥、亚硝基脲、血管发生抑制剂、细胞增殖和存活信号

传导途径的抑制剂、细胞凋亡诱导剂、干扰细胞周期检查点的药剂、干扰受体酪氨酸激酶

(RTK)的药剂、整联蛋白阻断剂、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

(PPAR)激动剂、固有多药抗药性(MDR)的抑制剂、镇吐剂、用于治疗贫血的药剂、用于治疗中

性粒细胞减少症的药剂、免疫增强药物、双膦酸盐、芳香酶抑制剂、诱导赘生细胞末端分化

的药剂、γ‑分泌酶抑制剂和癌症疫苗。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抗癌剂选自吉西他滨、伊达

比星/阿糖胞苷、磷酸依托泊苷、格列卫、替莫唑胺、硼替佐米、来曲唑、西妥昔单抗、贝伐珠

单抗、nab‑紫杉醇、多西他赛、厄洛替尼、培美曲塞、培美曲塞/卡铂、紫杉醇/卡铂、来曲唑/

环磷酰胺、替西罗莫司、贝伐珠单抗/替西罗莫司、伊匹木单抗、RAD001、帕唑帕尼、FOLFIRI、

BKM120、GSK1120212、PF‑05212384/伊立替康、AZD2171、PF‑04691502、环磷酰胺、顺铂、阿糖

胞苷/道诺霉素、替西罗莫司、厄洛替尼/替西罗莫司、卡培他滨、他莫昔芬、硼替佐米、曲妥

珠单抗、多西他赛/卡培他滨、曲妥珠单抗/替吡法尼、替吡法尼/吉西他滨、拓扑替康或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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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抗癌剂为顺铂。

[009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干扰受体酪氨酸激酶(RTK)的药剂(即，EGFR抑制剂)选自

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奥希替尼(AZD9291)、AZD3759、吉非替尼。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该EGFR

抑制剂为吉非替尼。

[009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抗癌剂为细胞毒剂。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该细胞毒剂选自

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奥希替尼(AZD9291)、AZD3759、吉非替尼、替拉扎明、赛特宁、恶病质

素、异环磷酰胺、他索纳明、氯尼达明、卡铂、六甲蜜胺、泼尼氮芥、二溴卫茅醇、雷莫司汀、福

莫司汀、奈达铂、奥沙利铂、替莫唑胺、庚铂、雌氮芥、英丙舒凡对甲苯磺酸盐、曲磷胺、尼莫

司汀、二溴螺氯铵、嘌嘧替派、洛铂、沙铂、泊非霉素、顺铂、伊洛福芬、右异环磷酰胺

(dexifosfamide)、顺式‑胺二氯(2‑甲基‑吡啶)铂、苄基鸟嘌呤、葡膦酰胺、GPX100、(反式,

反式,反式)‑双‑μ‑(己烷‑1,6‑二胺)‑μ‑[二胺‑铂(II)]双[二胺‑(氯)铂(II)]‑四氯化物、

二氮丙啶基精胺(diarizidinylspermine)、三氧化二砷、1‑(11‑十二烷基氨基‑10‑羟基十

一烷基)‑3,7‑二甲基黄嘌呤、佐柔比星、伊达比星、柔红霉素、比生群、米托蒽醌、吡柔比星、

吡萘非特、戊柔比星、氨柔比星、抗瘤酮(antineoplaston)、3'‑脱氨基‑3'‑吗啉代‑13‑脱

氧‑10‑羟基洋红霉素、安那霉素、加柔比星、依利奈法德、MEN10755和4‑脱甲氧基‑3‑脱氨

基‑3‑氮丙啶基‑4‑甲基磺酰基‑柔红霉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抗癌剂为顺铂或吉非替

尼。

[0093] 对草药混合物组合物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以实现其治疗肺癌尤其是NSCLC的潜力。

根据本发明的实践，本发明组合物在有或没有抗癌剂的情况下提供有用的临床益处。

[009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组合物改善了基于顺铂的化疗的功效。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本文描述的本发明组合物增加了IL‑1β表达的产生。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所述的

组合物增加了TNF‑α表达的产生。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所述的组合物抑制血管发生或

ABCG2。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该组合物减少磷光体‑EGFR介导的信号传导或防止脂解，或克服

吉非替尼耐药性。

[0095] 一些实施方案提供了用于治疗受试者的非小细胞肺癌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向所述

受试者施用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或粉末，以及可选的抗癌剂，其中所述草药混合物包含来

自以下各项属的至少一个种的组分：黄芪属、升麻茎、麦门冬根、苍术茎、红参、白术茎、神

曲、青皮、陈皮、甘草根、五味子、当归根、黄柏皮、泽泻茎、葛根、红枣和姜根。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非小细胞肺癌为腺癌或大细胞癌。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降低非小细胞肺癌的

肿瘤生长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减小非小细胞肺癌的肿瘤大小或肿瘤体积。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可选的抗癌剂选自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奥希替尼(AZD9291)、AZD3759、吉

非替尼、吉西他滨、伊达比星/阿糖胞苷、磷酸依托泊苷、格列卫、替莫唑胺、硼替佐米、来曲

唑、西妥昔单抗、贝伐珠单抗、nab‑紫杉醇、多西他赛、厄洛替尼、培美曲塞、培美曲塞/卡铂、

紫杉醇/卡铂、来曲唑/环磷酰胺、替西罗莫司、贝伐珠单抗/替西罗莫司、伊匹木单抗、

RAD001、帕唑帕尼、FOLFIRI、BKM120、GSK1120212、PF‑05212384/伊立替康、AZD2171、PF‑

04691502、环磷酰胺、顺铂、阿糖胞苷/道诺霉素、替西罗莫司、厄洛替尼/替西罗莫司、卡培

他滨、他莫昔芬、硼替佐米、曲妥珠单抗、多西他赛/卡培他滨、曲妥珠单抗/替吡法尼、替吡

法尼/吉西他滨、拓扑替康或其组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抗癌剂为顺铂或吉非替尼。

[009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单独、同时或顺序地施用所述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或粉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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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可选的抗癌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口服施用、肠胃外静脉内施用或通过注射施用所述

草药混合物的提取物或粉末和所述可选的抗癌剂。

[0097] 某些药学和医学术语

[0098]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申请(包括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以下术语具有以

下给出的定义。必须指出，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如在本说明书和所附的权利要求

书中使用的，单数形式“一个”、“一种”和“该”包括复数的指示对象。除非另有说明，否则采

用质谱法、NMR、HPLC、蛋白质化学、生物化学、重组DNA技术和药理学的常规方法。在本申请

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或”或“和”的使用意指“和/或”。此外，术语“包括”以及其他形式如

“包含”、“含有”和“包括”的使用并非限制性的。本文所用的章节标题仅仅是为了组织编排

目的，而不应理解为限制所描述的主题。

[0099] 如本文使用的，术语“载体”是指促进化合物被引入细胞或组织中的相对无毒的化

学化合物或试剂。

[0100] 如本文使用的，术语“共同施用”或类似用语意在包括对一名患者施用多种选定的

治疗剂，并且旨在包括通过相同或不同的给药途径或者在相同或不同的时间施用多种药剂

的治疗方案。

[0101] 术语“稀释剂”是指用于在递送前稀释目的化合物的化学化合物。稀释剂也可用于

稳定化合物，因为它们可提供更稳定的环境。本领域中利用溶解于缓冲的溶液(其也可以提

供pH控制或维持)中的盐作为稀释剂，包括但不限于磷酸盐缓冲盐水溶液。

[0102] 如本文使用的，术语“有效量”或“治疗有效量”是指足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所治疗

的疾病或状况的一种或多种症状的药剂或化合物的给药量。结果可以是疾病的指征、症状

或病因的减轻和/或缓解，或者是生物系统的任何其他期望的变化。例如，用于治疗性应用

的“有效量”是包含本文公开的化合物的组合物的量，该量是导致疾病症状的临床上显著的

减轻所需要的。在任何单独情况下，适当的“有效”量可以使用诸如剂量递增研究等技术来

确定。

[0103] 如本文使用的，术语“增强”意指所需效果在效力或持续时间上的提高或延长。因

此，关于增强治疗剂的效果，术语“增强”是指在效力或持续时间上提高或延长其他治疗剂

对系统的效果的能力。如本文使用的，“增强有效量”是指足以增强另一种治疗剂在所需系

统中的效果的量。

[0104] 本文公开的化合物的“代谢物”是在化合物代谢时形成的该化合物的衍生物。术语

“活性代谢物”是指在化合物代谢时形成的该化合物的生物活性衍生物。如本文使用的，术

语“代谢”是指特定物质被生物体改变的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水解反应和酶催化的反应)的

总和。因此，酶可以对化合物产生特定的结构改变。例如，细胞色素P450催化多种氧化和还

原反应，而尿苷二磷酸葡糖醛酸基转移酶催化活化的葡糖醛酸分子向芳香醇、脂肪醇、羧

酸、胺和游离巯基的转移。任选地通过对宿主施用化合物并分析来自该宿主的组织样品，或

者通过使化合物与肝细胞一起在体外温育并分析所得到的化合物，来鉴别本文公开的化合

物的代谢物。

[0105] 如本文使用的术语“组合”意指通过混合或组合超过一种活性成分而得到的产物，

并且包括活性成分的固定和非固定组合。术语“固定组合”意指将活性成分例如草药混合物

(例如，发明组合物1或本文所述的类似组合物)和联合药剂以单一实体或剂量的形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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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于患者。术语“非固定组合”意指将活性成分例如草药混合物(例如，发明组合物1或本

文所述的类似组合物)和联合药剂作为单独的实体同时、并行地或顺序地施用于患者，而没

有具体的间隔时间限制，其中这样的施用在患者体内提供这两种化合物的有效水平。后者

也应用于鸡尾酒疗法，例如三种或更多种活性成分的施用。

[0106] 术语“受试者”或“患者”包括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哺乳纲的任

何成员：人，非人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以及其他猿和猴物种；农场动物，如牛、马、绵羊、山

羊、猪；家畜，如兔、狗和猫；实验动物，包括啮齿动物，如大鼠、小鼠和豚鼠，等等。在一个实

施方案中，该哺乳动物是人。

[0107] 如本文使用的，术语“治疗”或“处理”包括预防性地和/或治疗性地缓解、消除或改

善疾病或状况的至少一种症状，预防另外的症状，抑制疾病或状况，例如阻止疾病或状况的

发展、缓解疾病或状况、使疾病或状况消退、缓解由疾病或状况引起的病状，或者终止疾病

或状况的症状。

[0108] 给药途径和剂量

[0109] 合适的给药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口服、静脉内、直肠、气雾剂、肠胃外、经眼、经肺、经

粘膜、透皮、经阴道、经耳、经鼻和局部给药。另外，仅举例来说，肠胃外递送包括肌肉内、皮

下、静脉内、髓内注射以及鞘内、直接心室内、腹膜内、淋巴内和鼻内注射。

[0110]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抗癌剂通常在贮库型制剂(depot  preparation)或持续释放

制剂中，以局部而不是全身方式给药，例如，通过将化合物直接注射到器官中来给药。在特

定实施方案中，通过植入(例如皮下或肌肉内)或通过肌肉内注射来施用长效制剂。此外，在

其他实施方案中，在靶向药物递送系统中，例如，在用器官特异性抗体包被的脂质体中递送

药物。在这样的实施方案中，脂质体靶向至器官并且被器官选择性吸收。在另外的实施方案

中，如本文所述的化合物以快速释放制剂形式、以延长释放制剂形式或以立即释放制剂形

式提供。在另外的实施方案中，局部施用本文所述的化合物。

[011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肠胃外或静脉内施用抗癌剂。在其他实施方案中，通过注射施

用抗癌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口服施用抗癌剂。

[0112] 在患者的状况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根据医生的判断，化合物的施用可以长期进行，

即持续一段延长的时间，包括在患者的整个生命期内，以便改善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或限制

患者疾病或状况的症状。在患者的状态确实改善的情况下，根据医生的判断，化合物的施用

可以连续给予，或者暂时中止某段时间(即“休药期”)。

[0113] 前述范围仅是建议性的，因为关于个体治疗方案的变量数目很大，并且距离这些

推荐值的相当大的偏离也并非不常见的。此类剂量可以根据许多变量而改变，这些变量不

限于所使用的化合物的活性、所治疗的疾病或状况、给药方式、受试个体的需求、所治疗的

疾病或状况的严重程度，以及从业医生的判断。

[0114] 此类治疗方案的毒性和治疗效果可以通过标准药学程序在细胞培养物或实验动

物中确定，包括但不限于用于确定LD50(群体的50％致死剂量)和ED50(群体的50％治疗有效

剂量)。毒性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剂量比是治疗指数，并且它可以表示成LD50与ED50之间的比

值。显示出高治疗指数的化合物是优选的。从细胞培养试验和动物研究中获得的数据可以

用于制定在人体中使用的剂量范围。此类化合物的剂量优选地处于包括ED50且具有最小毒

性的循环浓度的范围内。剂量可以在该范围内变化，这取决于所使用的剂型和所使用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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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途径。

[0115] 联合治疗的总体考虑

[0116] 通常，本文所述的组合物和(在基于本文所述的作用模式采用联合治疗的实施方

案中)其他药剂无需在同一药物组合物中进行施用，并且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由于物理及化

学特性不同，它们通过不同的途径给药。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根据确立的方案进行初始给

药，而后由熟练的临床医生基于所观察到的效果改变剂量、给药方式及给药时间。

[011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当药物在治疗组合中使用时，治疗有效剂量发生变化。联合治

疗进一步包括在不同的时间开始和结束的定期治疗，以便帮助对患者的临床处理。对于本

文所述的联合治疗，共同施用的化合物的剂量根据所使用的联合药物的类型，所使用的具

体药物，所治疗的疾病、病症或状况等而变化。

[0118] 应当理解，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根据多种因素改变用于治疗、预防或改善寻求缓解

的状况的剂量方案。这些因素包括受试者所患的病症，以及受试者的年龄、体重、性别、饮食

及医疗状况。因此，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实际使用的剂量方案变化很大，且因此偏离本文所

述的剂量方案。

[0119] 应当理解，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根据多种因素改变用于治疗、预防或改善寻求缓解

的状况的剂量方案。这些因素包括受试者所患的病症，以及受试者的年龄、体重、性别、饮食

及医疗状况。因此，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实际使用的剂量方案变化很大，且因此偏离本文所

述的剂量方案。

[0120] 实施例

[0121] 实施例1.草药物质和草药混合物提取物的制备

[0122] 在本研究中使用的组合物1的煎剂被制备为来自以下成分的水提取物的冻干粉

末：黄芪根12.50％、升麻茎12.50％、麦门冬根8.33％、苍术茎8.33％、红参6.25％、白术茎

6.25％、神曲4.17％、青皮4.17％、陈皮4.17％、甘草根4.17％、五味子4.17％、当归根

4.17％、黄柏皮4.17％、泽泻茎4.17％、葛根4.16％、红枣4.16％和姜根4.16％。组合物1已

被用作清暑、补气、养阴和生津的中药。

[0123] 将膜荚黄芪和清暑益气汤的煎剂溶解于水(分别称为AM‑煎剂‑H2O和组合物1)或

二甲基亚砜(分别称为AM‑煎剂‑DMSO和组合物4)中。它们通过涡旋1分钟并静置5分钟(3个

循环)、立即离心10分钟(4000rpm，2次)，并通过0.45μm过滤器(Millipore)过滤以获得上清

液而制备。在一些情况下，粉末状浓缩草药提取物清暑益气汤和清暑益气汤煎剂用乙醇(分

别称为组合物3和组合物5)或水(称为组合物2)提取。对于水性提取和乙醇提取，将每克成

分溶解于10mL水或95％乙醇(持续一小时)，随后通过旋转蒸发器温和去除溶剂。将所有组

合物等分并储存在‑20℃下，作为用于实验的储备溶液。

[0124] 为了与单独的黄芪相比增强对肺癌的免疫识别，制备了下列组合物。

[0125] 表1.不同发明组合物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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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0127] 实施例2.细胞系和细胞培养物制备

[0128] 所有肺癌细胞系都维持在37℃、5％CO2下补充有10％胎牛血清(FBS，Invitrogen)

和2mM  L‑谷氨酰胺(Invitrogen)、1％青霉素/链霉素/两性霉素B溶液、1％NEAA(非必需氨

基酸)的RPMI中。

[0129] 实施例3：组合物2、组合物3与AM‑煎剂‑DMSO相比的癌细胞存活率研究

[0130] 细胞活力测定

[0131] 在本研究中，将各种细胞系，如肺腺癌癌细胞A549、CL141和CL97(携带EGFR‑

G719A‑T790M突变)、H441、H23、HCC827、PC‑9、H1650、H1975，肺鳞状细胞癌细胞CL152、H226、

H1299，和大细胞肺癌细胞H460用一系列25、50、100、200、400μg/ml的AM‑煎剂‑DMSO、组合物

2和组合物3处理10天。集落被定义为由至少50个细胞组成。将集落用甲醇和乙酸(3:1)的混

合物固定并用0.5％结晶紫染色。对于所有细胞系，组合物3的IC50值都低于组合物2。因此，

组合物3可能有效地抑制集落形成(表2，左侧)。而且，为研究组合物2和组合物3的细胞毒

性，将各种细胞用组合物2和组合物3处理24、48和72小时，随后进行磺酰罗丹明B比色(SRB)

测定。数据显示，组合物3在72小时内使A549的细胞活力(IC50值为约294±43μg/ml)降低约

50％(表2，右侧)。总之，组合物2和组合物3都降低了不同肺癌细胞的集落形成能力。组合物

3在SRB测定中具有低细胞毒性，但在较低浓度下具有显著的抑制集落形成的能力。体外数

据表明，组合物3可能是比组合物2更优的抗肺癌细胞剂。

[0132] 表2：组合物2、组合物3和AM‑煎剂‑DMSO在不同肺癌细胞系中的细胞毒性和克隆形

成结果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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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3]

[0134]

[0135] 实施例4.发明组合物与顺铂或吉非替尼的联合疗法研究

[0136] 对顺铂或吉非替尼(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与组合物3的联合治疗在肺癌细胞中的细

胞毒性进行了研究。将细胞接种在96孔板中持续1天。在细胞接种后24小时添加测试药物并

温育48或72小时。使用磺酰罗丹明B测定(SRB测定)估计活细胞数。用10％三氯乙酸(TCA)将

细胞固定1小时。然后去除TCA并用磺酰罗丹明B(SRB)染色1小时。用1％乙酸冲洗平板后，向

每个孔添加20mM  Tris碱溶液以溶解与蛋白质结合的染料，随后在酶标仪中在540nm下进行

颜色强度测量。DMSO或相应的载体处理的细胞被认为是对照并赋予100％的值。

[0137] 顺铂或吉非替尼与组合物3的联合治疗的细胞存活率显示，与单独的顺铂或吉非

替尼相比，药物组合提高了顺铂或吉非替尼的细胞毒性。经统计学分析，高浓度的吉非替尼

和/或组合物3对肺癌细胞显示出细胞毒性(标记有磅符号)。并且与单独一种药物相比，药

物组合对肺癌细胞的细胞毒性显著提高(标记有星号)。有趣的是，当AM溶解于H2O时，AM‑煎

剂‑H2O与顺铂具有协同作用(图2)。

[0138] 接下来，利用AM‑煎剂‑H2O、AM‑煎剂‑DMSO、组合物3、4和5进行采用侧群法经由相

应细胞系A549、CL141和H441的流式细胞术对CSC的分离。在AM‑煎剂‑H2O、AM‑煎剂‑DMSO、组

合物4和组合物5处理48小时之后，对CL141的侧群细胞(图3A)进行门控。AM‑煎剂‑H2O、AM‑

煎剂‑DMSO、组合物4和组合物5显著减少了癌症干样侧群。如图3B所示，组合物3可以减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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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CL97、CL141和H441在内的肺癌细胞系的侧群。

[0139] 实施例5：采用组合物3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集落形成抑制研究。

[0140] 以每孔800个细胞将细胞接种在6孔板中，持续14天。在细胞接种后24小时添加测

试药物。培养基和药物每4天更换一次。处理后，用PBS洗涤细胞，并用固定溶液(甲醇：乙酸

＝3：1)固定集落，并用甲醇中的0.5％结晶紫进行染色。在小心地去除结晶紫并用自来水冲

洗后，对集落进行手动计数。每个实验独立进行至少三次，并且细胞毒性以平均值±SD给

出。

[0141] 使用集落形成测定来测试五种不同品牌(品牌A‑品牌E)的组合物3(200μg/ml)(图

4A)和BZ‑EtOH(200μg/ml)(图4B)对A549细胞中集落形成的抑制能力，BZ‑EtOH是作为阴性

对照的另一种中草药(补宗益气汤)，与组合物1有9种成分相似，作为阴性对照。BZ有8种成

分与组合物1相同(黄芪、升麻茎、红参、白术茎、柑桔、甘草根、当归、枣果和姜根)且有一种

成分不同(北柴胡(Bupleurum  chinense))。

[0142] 此外，将A549细胞用不同剂量的组合物3(来自本研究中使用的特定品牌)(图4C)

和来自同一品牌的另外五批(批次A‑批次E)组合物3(200μg/ml)进行处理，随后进行集落形

成测定(图4D)。用溶剂(DMSO)处理对照细胞，并将其集落用作100％。一个集落被定义为由

至少50个细胞组成。(t检验，*：p值<0.05；**：p值<0.01；***：p值<0.001)。

[0143] 该数据显示，除了BZ之外，所有不同品牌(即，批次)的组合物1都具有一定程度的

抗集落形成能力。

[0144] 实施例6：采用组合物3的癌症干样细胞存活率研究。

[0145] 以每个培养皿5×105个细胞将细胞接种在6cm培养皿中，持续1天。接种细胞后24

小时加入测试药物并温育48小时。用胰蛋白酶‑EDTA(Invitrogen)将细胞的单细胞悬浮液

从培养皿上剥离，并以1×106个细胞/mL悬浮于补充有3％胎牛血清和10mM  Hepes的Hank平

衡盐溶液(HBSS)中。然后将这些细胞与单独的20μg/mLHoechst  33342(Sigma  Chemical,

St.Louis,MO)或者在50μmol/L维拉帕米(Sigma)(一种维拉帕米敏感的ABC转运蛋白的抑制

剂)的存在下于37℃温育90分钟。温育90分钟后，立即将细胞在300g和4℃下离心5分钟，并

重悬于冰冷的HBSS中。将细胞保持在冰上以抑制Hoechst染料的流出，并添加1μg/mL碘化丙

锭(BD)以区分死细胞。最后，通过40μm细胞过滤器(BD)过滤这些细胞以获得单悬浮细胞。在

双激光FACS  Vantage  SE(BD)上进行细胞双波长分析和纯化。Hoechst  33342在355nm紫外

线下激发，并在采用450/20带通(BP)滤光片时发射蓝色荧光，而在采用675nm长通边缘滤光

片(EFLP)时发射红色荧光。使用610nm短通双色镜(DMSP)来分开发射波长。从分析中排除PI

阳性(死亡)细胞。

[0146] 为了培养癌症干样细胞并将其特征与亲代癌细胞进行比较，产生显示出肺癌干细

胞标志物CD133和CD44上调的CL141和CL97肿瘤球形细胞，用于评价组合物3的功效(参见图

5A‑B)。癌症干样细胞毒性试验显示，组合物3对癌症干样细胞具有显著的细胞毒性，但对亲

代细胞则没有(参见图5C‑D)。

[0147] 图5A显示了亲代CL97和CL141细胞以及CL97和CL141球形细胞的非贴壁依赖性培

养物的细胞形态结果。图5B中显示了使用Western印迹法检查CL97和CL141亲代细胞以及球

形细胞中干性标志物表达的结果。CL97和CL141次级球形细胞用不同浓度的组合物3处理48

小时，并如图5C和5D所示对存活细胞进行计数(对照细胞用DMSO处理并用作100％)(t‑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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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p值<0.05；**：p值<0.01；***：p值<0.001)。组合物3显著地降低了干样球形细胞的活

力，但在肺癌细胞中则不然。

[0148] 实施例7：采用组合物3的干性标志物和Wnt靶向表达的研究

[0149] EZH2(zeste同系物2的增强子)是已知调节细胞周期、DNA修复和细胞分化的关键

基因。另外报道了EZH2与几种类型的癌症干细胞相关。采用组合物3进行干性标志物和Wnt

靶向表达的研究。

[0150] 将CL97和CL141球形细胞接种在25T烧瓶中。将亲代细胞CL97和CL141接种在培养

皿中。在不予处理48小时后，对收获的细胞进行Western印迹分析。样品在10％Tris‑甘氨酸

凝胶上运行并进行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并且电转移至PVDF膜(Millipore)。第一抗体

来自细胞信号传导，抗兔辣根过氧化物酶(HRP)偶联的第二抗体来自GeneTex。通过发光成

像系统(Luminescence  Imaging  System,LAS‑4000TM，Fuji  Photo  Film  Co.,Ltd)捕获，用

增强化学发光(ECLTM)法进行蛋白质检测。

[0151] 在图6A‑C中显示了研究结果。如图6A所示，在用组合物3处理后，EZH2分别在CL97

和CL141球形细胞中下调。根据图6B的结果，组合物3可以显著减少549‑ON中的干性标志物

Oct4，549‑ON是Oct4和Nanog过表达的稳定克隆。根据图6C，组合物3在CL141球形细胞中以

剂量依赖性方式显著减少肺癌细胞干性标志物(如CD133、Oct4和Sox2)和Wnt靶标(β‑连环

蛋白和p‑GSK3β)。

[0152] 实施例8：使用组合物2和3的ABCG2转运活性抑制研究

[0153] 检查了组合物3和组合物2对ATP结合匣亚家族G成员2——ABCG2(也称为乳腺癌抗

性蛋白，BCRP)的活性，ABCG2是与多药抗药性表型相关的质膜药物外排泵并且作为标识出

肺癌中的CSC的侧群标志物。发现组合物3可适度抑制ABCG2在R482‑HEK293细胞(用野生型

人ABCG2蛋白质稳定转染的HEK293细胞)中的转运活性，而组合物2则不能。Ko143为ABCG2的

基准抑制剂，在此用作阳性对照(图7A/B)。

[0154] 在不存在或存在组合物3(200μg/ml)(7A)和组合物2(200μg/ml)(7B)或3μM已知

ABCG2抑制剂Ko143的情况下，测量药物敏感的亲代HEK293细胞或ABCG2转染的HEK293细胞

(被称为R482‑HEK293)中荧光脱镁叶绿酸‑A(PhA)的累积，随后立即通过流式细胞术进行分

析。

[0155] 实施例9：THP‑1巨噬细胞中IL‑1β表达的ELISA研究

[0156] 用佛波醇肉豆蔻酸乙酸酯(PMA)诱导THP‑1单核细胞分化。简言之，用药物预处理

细胞1小时。处理后收获细胞培养基。在上清液样品中，通过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

试剂盒(eBioscience88‑7010‑88和eBioscience  88‑7346‑88)确定总人IL‑1β和TNFα水平。

将样品(50μl)加至分别用指定的细胞因子单克隆抗体预包被的96孔板中，并在室温下温育

2小时。用PBST洗涤后，加入第二抗体，并将板在室温下温育1小时。洗涤后，加入100μl抗生

物素蛋白‑HRP溶液并在室温下温育30分钟。洗涤后，加入100μl/孔的底物溶液并在室温下

于暗处温育。加入H3PO4终止反应，并在450nm下测量光密度(OD)值。

[0157] 如图8A‑D所示，组合物4单独处理增加了人THP‑1巨噬细胞中IL‑1β表达的产生

(8A)。组合物4可以在用LPS处理后刺激IL‑1β(8B)。组合物4单独处理增加了人THP‑1巨噬细

胞中TNF‑α表达的产生(8C)。组合物4(特别是在较高浓度下)抑制了LPS刺激的TNF‑α表达

(8D)，这表明组合物4可刺激免疫系统(免疫应答)。组合物4(特别是在较高浓度下)显著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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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LPS刺激的TNF‑α表达，表明组合物4可以表现出抗炎作用。有趣的是，单独的组合物4和

AM‑煎剂‑DMSO均增加了人THP‑1巨噬细胞中的TNF‑α表达。令人惊讶的是，组合物4比AM‑煎

剂‑DMSO更有效。这些结果表明，AM‑煎剂‑DMSO和组合物4(等)均能刺激免疫系统(免疫应

答)(图8A‑D)。AM‑煎剂‑DMSO和示例性发明组合物(组合物4，特别是在较高浓度下)显著抑

制了LPS刺激的TNF‑α表达，表明发明组合物(如组合物4)和AM‑煎剂‑DMSO均表现出抗炎作

用。综上所述，这些数据表明组合物4和AM‑煎剂‑DMSO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并作为免疫调节剂

或免疫治疗药物起作用。

[0158] 实施例10：采用组合物2和3在3T3‑L1脂肪细胞中的脂解和脂肪细胞分化研究

[0159] 将分化的3T3‑L1脂肪细胞在无血清培养基中温育6小时，并且在处理24小时后测

量培养基中的甘油浓度。在表x中确定了组合物2和3对脂肪细胞分化和脂肪细胞脂肪酸结

合蛋白(AP2)表达过程中甘油三酯累积变化的影响。

[0160] 表3.组合物2和3对3T3‑L1脂肪细胞中的脂解和脂肪细胞分化的影响

[0161]

[0162] 备注：AP2表达>1或甘油三酯含量>1：这些药物具有增强脂肪细胞分化的潜力。AP2

表达>1或甘油三酯含量>1：这些药物具有增强脂肪细胞分化的潜力。

[0163] 使用3T3‑L1前脂肪细胞来检查药物对前脂肪细胞增殖和脂肪细胞分化的潜在影

响。细胞信号分子激活导致甘油三酯(TG)水解为游离脂肪酸(FFA)和甘油。脂肪组织褐变的

作用将刺激脂肪细胞中的脂解，从而导致恶病质。此外，许多临床癌症患者体重减轻并伴有

脂肪萎缩，这被称为癌症恶病质综合征。测定培养基中的甘油释放量作为脂解指标。根据我

们的结果，发现组合物2和组合物3可以增强脂肪细胞的分化并抑制脂肪细胞分解变质。这

显示出有希望改善癌症恶病质和延长患者存活期。

[0164] 实施例11：HUVEC细胞中组合物3的管形成试验

[0165] 肿瘤微环境由免疫细胞、细胞因子、血管和肿瘤细胞组成。肿瘤微环境中的复杂相

互作用维持致肿瘤性。

[0166] 使用管形成试验来测试组合物3(400和600μg/ml)在HUVEC细胞中的抑制效果。索

拉非尼治疗用作阳性对照。图9A‑C显示了代表性的图像。图9A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组合物3

引起血管生成的剂量依赖性抑制。通过计算每个孔的五角形环或六角形环的环数，并且使

用溶剂对照(DMSO)作为100％进行定量后，600μg/ml的组合物3对管形成具有显著的抑制。

所有样品进行三次重复测定。对96孔板的每个孔以10倍放大倍数拍摄4张图像。通过计算每

个孔的五角形环或六角形环的环数，并使用溶剂对照(DMSO)作为100％，来对数据进行定

量。

[0167] 在阵列分析和初步数据中显示组合物3可能在免疫调节中起重要作用。除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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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物3的免疫调节剂作用外，还研究了组合物3是否可能影响血管生成。为了研究组合物3

的抗血管生成能力，首先测试组合物3对HUVEC细胞管形成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HUVEC细

胞将在基底膜基底中排列成五角形或六角形以形成管。用索拉非尼10μM(作为阳性对照)和

组合物3处理后，完整的五角形或六角形管的数目显著减少。

[0168] 实施例12：在H441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对组合物1、2和3的临床前抗肿瘤评价

[0169] 使用H441异种移植小鼠模型来比较性地评价组合物1‑3的抗肿瘤效果。

[0170] 将人肺癌细胞系NCI‑H441(购自ATCC，1百万个细胞/注射)皮下注射至NOD/SCID小

鼠(雌性，4‑6周龄)的右胁，并使肿瘤生长1‑2周。注射后1周，将荷瘤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DMSO载体)和中草药治疗组(组合物1，200mg/kg，5天/周；组合物2，200mg/kg，5天/周；组合

物3，200mg/kg，5天/周，经口给药)。在9周的时间内，每周使用卡尺测量两组中的肿瘤发生。

将肿瘤大小的变化表示为变化倍数并随时间作图(参见图10A)。

[0171] 将人肺癌细胞系NCI‑H441(购自ATCC，100万个细胞/注射)皮下注射至NOD/SCID小

鼠(雌性，4‑6周龄)的右胁，并使肿瘤生长1‑2周。注射后1周，将荷瘤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DMSO载体)和中草药治疗组(组合物1，3g/kg，5天/周；经口给药；顺铂，1mg/kg，2次/周，静

脉内注射)。在8周的时间内，每周使用卡尺测量两组中的肿瘤发生。如图10B所示，将肿瘤大

小的变化表示为变化倍数并随时间作图。

[0172] 肿瘤发生在接受组合物3(200mg/kg；经口管饲)的小鼠中得到最显著的抑制

(10A)。在药物组合实验中，测量组合物1介导的对肿瘤大小的抑制效果，并根据变化倍数进

行判断；该抑制效果按降序排列如下：对照、顺铂、组合物1联合顺铂(A‑E是指不同品牌的组

合物1，图10B)。如图10C所示，在CL97(吉非替尼抗性细胞系)异种移植模型上检查药物组合

(组合物1、2、3+吉非替尼)。

[0173] 实施例13：CL97异种移植肿瘤的动物研究

[0174] 将人肺癌细胞系CL97(获自Pan‑Chyr  Yang博士的实验室，100万个细胞/注射)皮

下注射至NOD/SCID小鼠(雌性，4‑6周龄)的右胁，并使肿瘤生长1‑2周。注射后1周，将荷瘤小

鼠随机分为对照组(DMSO载体)和中草药治疗组(组合物1，1g/kg，5天/周；组合物2，600mg/

kg，5天/周；组合物3，150mg/kg，5天/周，经口服药；吉非替尼，100mg/kg，2次/周，经口给

药)。在10周的时间内，每周使用卡尺测量两组中的肿瘤发生。将肿瘤大小的变化表示为变

化倍数并随时间作图。

[0175] (图10C)在CL97(吉非替尼抗性细胞系)异种移植模型上检查药物组合(组合物1、

2、3+吉非替尼)。肿瘤生长抑制效果按降序排列如下：对照、吉非替尼、组合物2、组合物2联

合吉非替尼、组合物1、组合物、组合物1联合吉非替尼、组合物3联合吉非替尼。将动物(NOD/

SCID小鼠)分为8组(参见表4)，即对照、吉非替尼(100mg/kg)、组合物1(1g/kg)、组合物1+吉

非替尼、组合物2(600mg/kg)、组合物2+吉非替尼、组合物3(150mg/kg)和组合物3+吉非替

尼。

[0176] 如表4和图11所示，在组合物1、组合物1+吉非替尼、组合物2+吉非替尼、组合物3和

组合物3+吉非替尼中，P‑EGFR/EGFR之比均降低。定量标准：高于对照(1.3倍变化)为上调，

而低于对照(0.7倍变化)为下调(n＝5，将每只小鼠标记为‑1、‑2、‑3、‑4和‑5)。

[0177] 表4.采用组合物1、2或3联合或不联合吉非替尼(组合物1：C1；组合物2：C2；组合物

3：C3)的联合治疗的动物研究结果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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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8]

[0179] 标准：上调变化倍数>1.3，下调变化倍数<0.7

[0180] 实施例14：组合物1对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研究

[0181] 研究者旨在研究组合物1在逆转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免疫变化中的作用，该

患者接受顺铂+多西他赛(或用于腺癌的培美曲塞)的一线二联化疗以及厄洛替尼

(Erlotinib)的二线靶向治疗。研究者探索组合物1在调节和逆转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

免疫抑制中的可能机制。

[0182] 本研究招募93名患者，包括62名患者的研究组和31名患者的对照组。我们计划了

这样一项研究：每个实验对象有0.5个对照，应计间隔为900个时间单位，并且在730个时间

单位的应计间隔后有附加的随访。先前数据表明，对照组治疗的存活时间中值为360个时间

单位。如果对照和实验治疗的真实存活时间中值分别为360和730个时间单位，则本研究将

需要62个实验对象和31个对照对象才能够以0.800的概率(判断力)拒绝实验和对照存活曲

线相等的零假设。与该零假设的这种检验相关的I型错误概率为0.05。

[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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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4]

[0185] 研究类型：干预性

[0186] 研究设计：分配：随机化

[0187] 终点分类：安全性/功效研究

[0188] 干预模式：平行指定

[0189] 遮蔽：单盲(结果评估者)

[0190] 主要目的：治疗

[0191] 主要结果测量指标：总存活期[时间范围：3年][指定为安全性问题：是]

[0192] 次要结果测量指标

[0193] ·无进展区间的其他结果测量值

[0194] ·生活质量

[0195] ·安全性特征

[0196] 纳入标准：

[0197] 1.病理学诊断为IIIB期、IV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

[0198] 2.年龄≧18岁

[0199] 3.书面知情同意

[0200] 4.ECOG：0‑1

[0201] 排除标准：

[0202] 1 .具有炎症、感染或免疫异常如TB、AIDS、活动性肺炎、DM、SLE、类风湿病的受试

者。

[0203] 2.患有系统性器官疾病如CHF、ESRD、肝炎、肝硬化的受试者。

[0204] 3.患有除NSCLC外的恶性肿瘤的受试者。

[0205] 4.接受抗炎或免疫抑制药物如类固醇(口服，化疗前用药除外，或吸入)、NASID的

受试者。

[0206] 5.不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说　明　书 24/28 页

26

CN 108289922 B

26



[0207]

[0208]

[0209] 根据该方案，招募59名患有晚期或转移期NSCLC的患者以供分析(表5)，其中38名

平均年龄为59.28岁(范围从37至77岁)的患者已经接受联合组合物1的基于铂的二联化疗；

21名平均年龄为59.35岁(范围从43至74岁)的患者仅进行化疗。其中4名患者(6.8％)为

IIIB期，55名患者(93.2％)为IV期。在研究分配时没有显示出分布差异(表5)。

[0210] 表5.患者选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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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

[0212]

[0213] 临床试验结果

[0214] 图12A‑G示出了无进展存活率(12A)、总存活率(12B)、肺腺癌总存活率(12C)、非腺

癌的肺癌总存活率(12D)、野生型肺腺癌总存活率(12E)、具有EGFR突变的肺腺癌总存活率

(12F)和一线治疗后存活率(RECIST‑PD后存活率，12G)的临床试验结果。

[0215] 在至少两个周期的一线化疗后，不良事件发生率没有差异。对于接受组合物1的患

者而言，基于铂的一线化疗的PFS(无进展存活期)中值为180天，而对照组为150天(95％CI：

0.6568～1.776，p＝0.0224)(图12A)。对于组合物1和对照组而言，OS中值分别为641天和

284天(95％CI：1.699～2.816，p＝0.006)(图12B)。对于组合物1和对照组而言，肺腺癌的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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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分别为844天和161天(p＝0.004)(图12C)。对于组合物1和对照组而言，非腺癌肺癌的

OS中值分别为209.5天和221天(p＝0.5417)(图12D)。对于组合物1和对照组而言，野生型肺

腺癌的OS中值分别为198天和117天(p＝0.0137)(图12E)。对于组合物1和对照组而言，EGFR

突变型肺腺癌的OS中值分别为971天和374天(p＝0.0063)(图12F)。对于组合物1和对照组

而言，在一线治疗后(实体瘤进展疾病的反应评价标准)的OS中值分别为370天和131天(p＝

0.0142)(图12G)。

[0216] 因此，清楚地证明，示例性发明组合物如组合物1改善了基于顺铂的化疗在NSCLC

中的功效，尤其是在具有EGFR突变的肺腺癌中。组合物1联合化疗与对照组之间具有统计学

显著性。

[0217] 实施例15：流式细胞术分析

[0218] 以每个培养皿5×105个细胞将细胞接种在6cm培养皿中，持续1天。接种细胞后24

小时加入测试药物并温育24或48小时。将细胞在4℃冷100％乙醇中固定过夜，并将细胞沉

淀物在含有20μg/mL碘化丙锭、0.2mg/mL核糖核酸酶和0.1％Triton  X‑100的溶液中于室温

下温育15分钟。将细胞保持在冰上，直至通过流式细胞术进行分析。

[0219] 基于流式细胞术显示的数据，与对照受试者相比，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髓样抑制

细胞(CD11b+/CD14‑)群体增加。参见图13。

[0220] 可以使用流式细胞术来鉴定单核细胞M1样和M2样亚型。基于流式细胞术，通过流

式细胞术分析将CD14+.iNOShigh细胞定义为M1单核细胞，并将CD14+/iNOSlow细胞定义为M2

单核细胞。

[0221] 如图14所示，与对照受试者相比，未经治疗(treatment‑ )的NSCLC患者的

CD11b+/CD14‑单个核细胞的数目显著增加。此外，在对化疗/靶向治疗有反应或已经接受手

术并且在研究中没有肿瘤复发迹象的患者亚组中，细胞群体显著降低。备注：根据RECIST

(实体瘤的反应评价标准)，Rx 代表首次治疗的NSCLC患者，对照：对照受试者，Post 

OP(‑)：早期可手术且在研究中无术后复发迹象的NSCLC患者，Post  OP(+)：最初早期可手术

但在研究中有术后复发的NSCLC患者(在预备研究中没有招募患者，并且也没有数据可供初

步分析)，SD：病情稳定，PR：部分反应，CR：完全反应，PD：疾病进展。

[0222] 如图15所示，与对照受试者的M1/M2窄范围相比，首次治疗的NSCLC患者的单核细

胞M1/M2比值范围增加。在对化疗/靶向治疗有反应或已经接受手术并且在研究中没有肿瘤

复发迹象的患者亚组中，M1/M2比值显著增加。备注：根据RECIST(实体瘤的反应评价标准)，

Rx 代表首次治疗的NSCLC患者，对照：对照受试者，Post  OP(‑)：早期可手术且在研究

中无术后复发迹象的NSCLC患者，Post  OP(+)：最初早期可手术但在研究中有术后复发的

NSCLC患者(在预备研究中没有招募患者，并且也没有数据可供初步分析)，SD：病情稳定，

PR：部分反应，CR：完全反应，PD：疾病进展。

[0223] 如图16所示，与对照受试者相比，首次治疗的NSCLC患者的CD3+/CD8+单个核细胞

的数目显著降低。此外，在对化疗/靶向治疗有反应或已经接受手术并且在研究中没有肿瘤

复发迹象的患者亚组中，细胞群体显著增加。备注：根据RECIST(实体瘤的反应评价标准)，

Rx 代表首次治疗的NSCLC患者，对照：对照受试者，Post  OP(‑)：早期可手术且在研究

中无术后复发迹象的NSCLC患者，Post  OP(+)：最初早期可手术但在研究中有术后复发的

NSCLC患者(在预备研究中没有招募患者，并且也没有数据可供初步分析)，SD：病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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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部分反应，CR：完全反应，PD：疾病进展。

[0224] 尽管本文中已经示出并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但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

而易见的是，这些实施方案仅以示例的方式提供。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情况

下现将想到多种变化、改变和替代。应当理解，本文中所述的本发明实施方案的各种替代方

案可用于实施本发明。目的在于以下述权利要求限定本发明的范围，并由此涵盖这些权利

要求范围内的方法和结构及其等同物。

说　明　书 28/28 页

30

CN 108289922 B

30



图1A

图1B

说　明　书　附　图 1/24 页

31

CN 108289922 B

31



图1C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4 页

32

CN 108289922 B

32



图3A

说　明　书　附　图 3/24 页

33

CN 108289922 B

33



图3B

说　明　书　附　图 4/24 页

34

CN 108289922 B

34



图4A

说　明　书　附　图 5/24 页

35

CN 108289922 B

35



图4B

说　明　书　附　图 6/24 页

36

CN 108289922 B

36



图4C

说　明　书　附　图 7/24 页

37

CN 108289922 B

37



图4D

说　明　书　附　图 8/24 页

38

CN 108289922 B

38



图5A

图5B

说　明　书　附　图 9/24 页

39

CN 108289922 B

39



图5C

图5D

说　明　书　附　图 10/24 页

40

CN 108289922 B

40



图6C

说　明　书　附　图 11/24 页

41

CN 108289922 B

41



图7A

图7B

说　明　书　附　图 12/24 页

42

CN 108289922 B

42



图8A

图8B

图8C

说　明　书　附　图 13/24 页

43

CN 108289922 B

43



图8D

图9A

图9B

说　明　书　附　图 14/24 页

44

CN 108289922 B

44



图9C

图10A

说　明　书　附　图 15/24 页

45

CN 108289922 B

45



图10B

图10C

说　明　书　附　图 16/24 页

46

CN 108289922 B

46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17/24 页

47

CN 108289922 B

47



图12A

图12B

说　明　书　附　图 18/24 页

48

CN 108289922 B

48



图12C

图12D

说　明　书　附　图 19/24 页

49

CN 108289922 B

49



图12E

图12F

说　明　书　附　图 20/24 页

50

CN 108289922 B

50



图12G

图13

说　明　书　附　图 21/24 页

51

CN 108289922 B

51



图14

说　明　书　附　图 22/24 页

52

CN 108289922 B

52



图15

说　明　书　附　图 23/24 页

53

CN 108289922 B

53



图16

说　明　书　附　图 24/24 页

54

CN 108289922 B

5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ES00015
	DES00016
	DES00017
	DES00018
	DES00019
	DES00020
	DES00021
	DES00022
	DES00023
	DES00024
	DES00025
	DES00026
	DES00027
	DES00028
	DES00029
	DES00030

	DRA
	DRA00031
	DRA00032
	DRA00033
	DRA00034
	DRA00035
	DRA00036
	DRA00037
	DRA00038
	DRA00039
	DRA00040
	DRA00041
	DRA00042
	DRA00043
	DRA00044
	DRA00045
	DRA00046
	DRA00047
	DRA00048
	DRA00049
	DRA00050
	DRA00051
	DRA00052
	DRA00053
	DRA0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