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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交流·

慢病管理是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新模式
李鹏鹏，周芙玲*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血液内科（武汉 430071）

【摘要】多发性骨髓瘤是发病率第二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特征是浆细
胞的恶性克隆扩增。随着新药和新疗法的不断问世，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治疗方
式发生改变，生存期也越来越长，慢病管理模式将成为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新
模式。本文将就慢病管理的概念、慢病管理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必要性、应用
情况、价值和获益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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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ultiple myeloma, the second most common hematologic
malignanc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lonal expansion of plasma cells. Due to advances of
new drugs and new therapies,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has changed,
and survival has become longer and longer. Therefore,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model will become a new model for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myeloma. In this review,
we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of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the necessity, application,
value, and benefit of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in multiple myeloma.
【Keywords】Multiple myeloma;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Chronic
disease; Targeted therapy
19 世纪 40 年代的一系列观察提供了有
关多发性骨髓瘤病理生理的初步见解，到现
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人类从未停止与多
发性骨髓瘤之间的斗争。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类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虽
然至今仍未完全破解其发病机制，也未能
找到根治的办法，但新型药物的出现使得
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治疗方式也变得简
单，慢病管理模式将成为多发性骨髓瘤治
疗的新模式。

1 慢病管理在多发性骨髓瘤中实施的必
要性
慢病管理是慢病专业医生和护理人员对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进行定期、
全面的监测，目的是延缓疾病进程、延长
患者生存时间、降低医疗费用 [1]。国外慢病
管理模式主要有慢病照护模式（Chronic care
mode, CCM）、慢病自我管理模式（Chronic
disease self-management, CDSM）、 延 续 性
护 理 模 式（Transitional care mode, TC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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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CDM 系统模式等 [2]。我国首次应用慢
病管理模式的实例是上世纪 50 年代时期上
海市肿瘤防治网的建成和河南省林州市食管
癌高发区的建立 [3]。当时我国慢性病的防控
重点还是疾病本身，随着慢性病发病率的上
升和国家对慢性病关注力度的不断加大，我
国慢性病管理防控策略重点已经不仅仅是疾
病本身，而更多地向疾病危险因素转变，并
且防控策略由单一导向的防控策略转变为多
部门参与的全面立体的防控策略。目前我国
主要的慢病管理模式有慢病信息监测系统模
式、CDSM、社区慢病健康管理模式和社区
慢病临床路径管理模式 [2]。
随着血液病治疗方案的迅速进展，血液
肿瘤病人预后明显改善，生存期明显延长。
多发性骨髓瘤是世界上发病率第二的恶性血
液系统疾病 [4]，一项研究显示，在 2018 年
全球范围内，新增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占所有
新增癌症病例的 0.9%，新增死亡人数占所
有癌症死亡病例的 1.1%[5]。多发性骨髓瘤是
一种恶性血液系统肿瘤，以往的治疗方法预
后不良，但是得益于靶向药物的出现，其预
后得到很大改善。多发性骨髓瘤目前无法根
治，需要终生治疗，但其住院治疗费用贵 [6]。
近年来，口服靶向药物及日间化疗的开展
让此类患者经济负担减轻，因此，将多发
性骨髓瘤纳入慢性病，实行慢病管理模式
势在必行。

2 慢病管理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应用
2.1 治疗前的管理
有症状（活动性）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
标准为 : 满足第 1 点、第 2 点及第 3 点中任
意一项 [7]。
1. 骨髓单克隆浆细胞比例≥ 10% 和（或）
组织活检证明有浆细胞瘤
2. 血清和（或）尿出现单克隆 M 蛋白
3. 骨髓瘤引起的相关表现
（1）靶器官损害表现（CRAB）
*[C] 校正血清钙 >2.75 mmol/L
*[R] 肾功能损害（肌酐清除率 <40 ml/
min 或肌酐 >177 μmol/L）
*[A] 贫血（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下限 20 g/
L 或 <100 g/L）
http://www.jnewmed.com

*[B] 溶骨性破坏，通过影像学检查（X
线片、CT 或 PET-CT）显示一处或多处溶骨
性病变
（2）无靶器官损害表现，但出现以下
1 项或多项指标异常（SLiM）
*[S] 骨髓单克隆浆细胞比例≥ 60%
*[Li] 受 累 / 非 受 累 血 清 游 离 轻 链 比
≥ 100
*[M] MRI 检 查 出 现 >1 处 5 mm 以 上 局
灶性骨质破坏
无症状骨髓瘤（冒烟型骨髓瘤）诊断标
准：满足第 3 点和第 1 点 / 第 2 点
1. 血清单克隆 M 蛋白≥ 30 g/L 或 24 h
尿轻链≥ 0.5 g
2. 骨髓单克隆浆细胞比例 10%~60%
3. 无相关器官及组织损害（无 SLiM、
CRAB 等终末器官损伤表现）
早期诊断多发性骨髓瘤十分重要。有研
[8]
究 显示，在出现并发症前通过血清蛋白
电泳检测 M 蛋白含量超标，筛选出的患者
比已出现症状的患者有更少的并发症出现、
ISS（Intemational Staying System）分期更早、
生存期更长。由于部分人群对体检的忽视，
中国多发性骨髓瘤多为晚期才被确诊，从而
导致预后情况不佳。M 蛋白的筛查作为一种
廉价、方便的筛查手段，可能为中国多发性
骨髓瘤防治带来福音。除了尽早诊断多发性
骨髓瘤外，尽早对其治疗也是延长患者生
存期的重要举措。在一项针对冒烟型骨髓
瘤的分析中 [9]，作者发现早期治疗冒烟型骨
髓瘤相比延迟治疗更能降低患者病情进展
率和死亡率。而对活动性骨髓瘤，更早对
其治疗，更提前的预后分期，患者对治疗
更好的反应都意味着更好的预后及更长的
生存时间 [10-11]。
2.2 临床治疗管理
在 上 世 纪 60 年 代， 美 法 仑 和 强 的
松联合用药是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基
石 [12]， 到 了 80 年 代， 高 剂 量 化 疗（Higdose Chemotherapy, HDC） 和 自 体 造 血 干 细
胞 移 植（Autologous hematop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SCT）成为治疗方式的又一
大突破，在近 20 年里，由于对疾病病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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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疾病发展过程理解的不断深入，更多的
新型药物被发现，特别是近年来口服药物的
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住院治疗方式，使在家
进行维持治疗成为可能。口服给药相比于注
射治疗或者住院治疗更容易被患者接受。伊
沙佐米是第一个口服用药的二代蛋白酶体抑
制剂，不仅具有口服便捷性、纳入医保、价
格便宜的优点，而且与第一代蛋白酶体抑制
剂硼替佐米相比，在疗效基本相同的基础上
产生的副作用更小。有研究 [13-14] 表明，伊
沙佐米 + 来那度胺 + 地塞米松比来那度胺 +
地塞米松治疗复发 / 难治多发性骨髓瘤疗效
更好，并且伊沙佐米治疗初发多发性骨髓瘤
疗效也得到证实 [15]。
除了口服药物治疗外，多学科协作诊疗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 也 在
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MDT 指针对某一临床疾病，采用多学科讨
论的方法，制定更加合理的规范化、个体化、
连续化的治疗方案 [16]。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
并发症较多，单靠血液科难以解决，比如当
患者合并有病理性骨折时，就需要骨科医生
作相关处理，当患者合并有肾功能不全时，
需要肾内科医生处理。MDT 不仅能实现个
体精准化治疗，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患者
疗效满意度，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也能推动
医疗资源合理化配置。
针对初发、复发、原发耐药的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治疗方案亦有所不同。初发骨髓
瘤患者：（1）诱导治疗：适用于移植患者
的诱导方案为硼替佐米 / 地塞米松（VD）、
来那度胺 / 地塞米松（Rd）、来那度胺 / 硼
替佐米 / 地塞米松（RVd）、硼替佐米 / 阿
霉素 / 地塞米松（PAD）、硼替佐米 / 环磷
酰胺 / 地塞米松（VCD）、硼替佐米 / 沙利
度胺 / 地塞米松（VTD）、沙利度胺 / 阿霉
素 / 地塞米松（TAD）、沙利度胺 / 地塞米
松（TD）、沙利度胺 / 环磷酰胺 / 地塞米松
（TCD）、长春新碱 / 阿霉素 / 地塞米松（VAD）。
不适合移植患者的诱导方案，除上述外，还
包括马法兰 / 醋酸泼尼松 / 硼替佐米（VMP）、
马法兰 / 醋酸泼尼松 / 沙利度胺（MPT）、
马法兰 / 醋酸泼尼松 / 来那度胺（MPR）、
马法兰 / 醋酸泼尼松（MP）。（2）AS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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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大多数适合移植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首
选的治疗方案，预先采集并体外保存自身造
血干细胞，经过预处理后回输，其实质为自
体造血干细胞支持下的超大剂量化疗，以最
大限度消灭恶性血细胞 。（3）巩固治疗：
对于 ASCT 后未获得完全缓解以上疗效者，
可采用原来的诱导方案巩固 2~4 个疗程。
（4）
维持治疗：可选用来那度胺、硼替佐米或沙
利度胺单独用药或联合糖皮质激素。（5）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年轻、高危患者可
采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治疗：复发患者
异质性较大，需进行全面检查，以确认患者
是生化复发还是临床复发或者活动性复发。
仅有生化复发患者不需立即治疗，当其单克
隆球蛋白增速加快才应开始治疗。临床复发
患者应尽快开始治疗，6 个月以内复发患者
应采用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6~12 个月复
发患者也首选其他作用机制药物，但也可继
续使用原方案，12 个月以上复发患者可采
用原方案再诱导治疗，也可采用其他作用机
制药物。
原发耐药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治疗：换用
未使用过的新方案，若能获得部分缓解及以
上疗效，条件合适者应尽快进行 ASCT。符
合临床试验者推荐进入临床试验。
2.3 治疗后的管理
ASCT 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对于适合进行 ASCT 患者，进行移
植手术后应进行维持治疗，进行维持治疗患
者预后明显好于未进行维持治疗患者 [17]，并
且应进行综合性的护理干预，包括心理护理、
并发症的预防护理及支持对症处理，以获得
更高的缓解率、更低的并发症出现概率 [18]。
维持治疗方案包括低剂量沙利度胺、来那度
胺及硼替佐米 , 可单药或两药联合使用。对
于不适宜进行 ASCT 的患者，可采用传统化
疗和含蛋白酶体抑制剂的靶向治疗以及免疫
调节治疗。研究 [19] 表明，联合使用蛋白酶
体抑制剂和沙利度胺比传统化疗加沙利度胺
完全缓解率更高、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
更长。对于移植后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应积
极预防处理。ASCT 最常见的并发症有感染、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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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呕吐、纳差、腹泻、口腔溃疡、骨髓移
植等，主要是预处理时大剂量化疗药物引起。
其中骨髓移植、严重感染、急性肝肾功能损
伤等可能导致患者死亡，移植过程中要注意
对症治疗。移植后患者常出现免疫功能下降，
内分泌紊乱、间质性肺炎、骨质疏松、移植
后继发性肿瘤等晚期并发症，应定期随访，
并接受免疫支持治疗和巩固维持治疗 [20]。
目前我国慢病防控管理重点是发展慢性
病防控公共政策为主的防控体系，强调疾病
防控要落实到社区，注重疾病预防，把公共
卫生事业作为工作的重心，构建出一个政府
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 [3]。具体而言，
在宏观层面要做到：政府制定良好的政策，
加强部门合作，加大资源投入，加强人才培
养和创新激励。我国陆续颁布了一些规划，
包括《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
2025 年 )》等，提出国家卫建委统筹，财政局、
人力资源保障局等多部门参与，共同为慢性
病管理工作保驾护航。在微观方面要做到多
发性骨髓瘤化疗或移植后维持治疗，进入慢
病管理模式。患者及其家属、广大医务工作
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三者之间紧密联合，共
同努力，保障多发性骨髓瘤慢病管理的顺利
进行。首先，患者及家属要积极发挥主观能
动性，加强对疾病的学习，听从医生的建议，
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定期体检，按时服药。
其次，医务人员要更加注重对患者的健康教
育，采用多种途径定期开展关于多发性骨髓
瘤预防和自我管理的专业讲座，提高患者及
广大人民群众对多发性骨髓瘤知识的了解程
度。最后，社区工作人员要建立个人健康档
案，了解患者需求，定期组织协调专家进行
讲座和义诊服务。

也越来越完善，国家医保目录纳入了越来越
多的抗肿瘤药物， 在 2018 年 10 月，17 种
抗肿瘤药物被国家医疗保障局纳入医保目
录 [22]，口服蛋白酶体抑制剂也包括在其中，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
经济负担，并提高他们的治疗依从性。

3 慢病管理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社会价值

4.1 群众对多发性骨髓瘤认识不足
群众普遍对多发性骨髓瘤防治策略认识
不足，常常是出现严重的临床表现才来就诊，
对其预防观念不强；在就诊后，尽管制定了
严格的治疗方案，但由于生活习惯、经济因
素等原因，患者依从性较差，影响治疗效果。

3.1 患者的获益
我国医疗资源紧张，人民经济水平还比
较低，人民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高，这都对
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治造成困难。有研究表明，
对患者进行严密随访可以显著提高疾病缓解
率 [21]，这体现了慢病管理模式在多发性骨髓
瘤治疗中的优势。除此以外，随着国家对医
疗健康领域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医保政策
http://www.jnewmed.com

3.2 社会的获益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青壮年
健康人口所占比例逐渐下降，这将延缓我
国经济的发展，给社会造成负担。因此，
更好地保留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劳动力，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是对社会和国家贡献
价值的体现，慢病管理模式正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良好途径。有文献表明除了在住院
期间进行日常护理外，出院后进行微信远
程指导继续护理，可以提高多发性骨髓瘤
患者 CD3+、CD4+ 水平，降低 CD8+ 水平，
使患者免疫功能得到稳定 [23]。
3.3 医务工作者的获益
实行慢病管理模式可以将医务工作者与
患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患者可以在看
病、拿药、咨询等方面享受更大的便利，医
务工作者也可以更高效地完成诊治工作。除
此以外，医务工作者还可以得到真实、连续
的临床数据，帮助开展临床科学研究、强化
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实行慢病管理模式
可以改善患者预后，使医务工作者“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的初心得到回归。

4 慢病管理在多发性骨髓瘤中应用的不足
尽管慢病管理在多发性骨髓瘤中起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基于我国多发性骨髓
瘤诊疗现状，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慢病管理还
存在着很多不足。

4.2 基层医疗机构职能缺失
由于我国人均医疗资源较少，医疗资源倾
斜于大型医疗机构，使得作为慢病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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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者和执行者的基层医疗机构职能缺失，
基层医疗机构缺乏专业的慢病管理医生 [24]，
有待改进和完善。

会 , 中国医师协会多发性骨髓瘤专业委员会 . 中国多

5 结语

Chinese Society of hematology, Chinese Myeloma

综上所述，慢病管理模式是通过给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提供全面、主动、持续的管理
措施，达到延缓疾病发展进程、延长患者生
存时间、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
降低医疗费用的一种科学管理。慢病管理模
式将成为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新模式，在多
发性骨髓瘤诊治的全过程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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