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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在“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淋巴瘤患者中观察 polatuzumab vedotin 的作

用和安全性的研究 

研究的完整标题是：“一项比较 POLATUZUMAB VEDOTIN 联合利妥昔单

抗和 CHP (R-CHP)与 CHOP (R-CHOP) 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评估在未经治疗的

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中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III 期、多中心、随机、双盲、

安慰剂对照试验”。 

 

本文是对一项临床试验（在该

文件中称为“研究”）的结果进行的

概述-为以下人员编写： 

● 公众 

● 研究参与者。 

本概述以编写时已知的信息为

依据。 

这项研究始于 2017 年 11 月，

本概述纳入了 2021 年 6 月收集和分

析的完整结果。在撰写本概述时，

研究仍在进行中——本概述介绍了

部分研究的完整结果。研究将于

2026 年 6 月结束。 

无法仅通过一项研究全面了解

一种药物的获益与风险。需要由许

多人开展大量的研究才能做到这一

点。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不同于针

对相同药物的其他研究。 

● 这意味着您不应仅根据本

概述做出决定——在做任

何治疗决定前，请务必咨

询您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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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该研究有哪些研发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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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 DLBCL = 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

瘤 

● R-CHOP = 利妥昔单抗联合环磷

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和泼

尼松 

● Pola-R-CHP=polatuzumab vedotin 

联合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

柔比星和泼尼松 

向研究参与者致谢 

研究参与者帮助研究人员回答了与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简称“DLBCL”）

和研究药物“polatuzumab vedotin”有关的重要问题。 

  

临床试验结果概述 

 

概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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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该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称为“DLBCL”）是一种血癌类型。 

B 细胞（也称为淋巴细胞）是一种有助于对抗感染的白细胞。当 B 细胞异

常生长时，就会出现 DLBCL。它之所以被称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是因

为在显微镜下检查时，异常细胞会相互分散（或“弥漫”）而不是聚集在一起，

并且这些细胞在体积上会大于健康细胞。 

当您患有淋巴瘤时，异常淋巴细胞会在豆粒大小的腺体（称为淋巴结）或

其他身体器官中积聚，形成肿块。 

DLBCL 目前采用一组癌细胞杀伤药物（称为“R-CHOP”）进行治疗。该组

合包含的药物如下： 

● R – 利妥昔单抗 （一种被称为“单克隆抗体”的癌症药物。单克隆抗体是

一类人造蛋白质，它们粘附在癌细胞上一种被称为“抗原”的蛋白质上，

帮助免疫系统识别癌症） 

● C – 环磷酰胺（一种化疗药物） 

● H – 多柔比星（一种化疗药物） 

● O – 长春新碱（一种化疗药物） 

● P – 泼尼松（一种类固醇）或其他等效类固醇。 

每 10 例 DLBCL 患者中，约有 6 例可通过 R- CHOP 治疗治愈（5 年缓解）

（Sehn LH & Salles G. N Engl J Med 2021;384:842–58）。但是，一些患者的

DLBCL 可能会在 R-CHOP 治疗后继续恶化——这意味着药物未发挥作用。在

该研究的关键信息 

 
● 该研究的目的是了解 polatuzumab vedotin（研究药物）对初治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简称为“DLBCL”）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 在该研究中，患者接受 polatuzumab vedotin 联合利妥昔单抗和化疗（简称

为“Pola-R-CHP”），或现有药物联合利妥昔单抗和化疗（简称为“R-

CHOP”）——随机决定每例患者接受的联合治疗。 

● 该研究纳入了来自 22 个国家的 879 例患者。 

● 主要发现是，2 年后，接受 Pola-R-CHP 的患者有 77%未出现 DLBCL 恶

化（生长或扩散），接受 R-CHOP 的患者中该比例为 70%。 

● 接受 Pola-R-CHP 的患者中有 34%出现严重副作用（或超过一种副作

用），而接受 R-CHOP 的患者中这一比例约为 31%。 

● 在撰写本概述时，研究仍在进行中。研究将于 2026 年 6 月结束。 

1.该研究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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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OP 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医生会向患者给予另一种被称为“干细胞移植”的

类型。这种治疗涉及杀死不健康的血细胞，并用取自血液或骨髓的健康血细胞

进行替代。这些健康的干细胞被注入人体血流后，将进入骨髓，随后开始形成

新健康血细胞的过程。 

但是，并非所有的患者的健康程度都足以接受干细胞移植，或者该移植可

能无法阻止癌症恶化。研究人员很期待能够开发出有助于改善初治 DLBCL 患

者结局的新药。 

Polatuzumab vedotin 是一种“抗体-药物结合物”，由识别癌细胞的“单克隆抗

体”以及杀死发现的癌细胞并阻止癌细胞增殖的“化疗”组成。 

这项研究旨在了解利妥昔单抗、化疗（环磷酰胺和多柔比星）和类固醇

（泼尼松）联合 Polatuzumab vedotin（这种药物组合被称为“Pola-R-CHP”）对

DLBCL 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该研究将 Polatuzumab vedotin 作为 R-CHOP 方案中长春新碱的替代品进行

评估。研究参与者将接受 R-CHOP 或 Pola-R-CHP。 

研究药物是什么？ 

该研究着眼于两种药物组合： 

● R-CHOP–标准治疗方案，由利妥昔单抗与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

新碱和泼尼松联合组成 

● Pola-R-CHP–polatuzumab vedotin–研究药物以及利妥昔单抗联合环磷

酰胺、多柔比星和泼尼松。 

“R-CHOP”是一种用于 DLBCL 患者的现有药物组合，选用的优先级一般高

于其他治疗方案： 

● 利妥昔单抗是一种被称为单克隆抗体的抗癌药物 

● 环磷酰胺、多柔比星和长春新碱是化疗抗癌药物 

● 泼尼松是一种缓解炎症或肿胀的类固醇。 

“Polatuzumab vedotin”是该研究的研究药物： 

● Polatuzumab vedotin 是一种被称为抗体-药物结合物的抗癌药物。 

这种药物的单克隆抗体部分附着在癌血细胞（B 细胞）表面的靶点上。

一旦附着，该药物就会将化疗药物释放到 B 细胞中，进而杀死这些细

胞 

● 该研究将 Polatuzumab vedotin 作为 R-CHOP 方案中长春新碱的替代品进

行评估。 

研究人员希望了解什么？ 

● 研究人员开展该研究的目的是比较 polatuzumab vedotin 联合利妥昔单抗

和化疗（Pola-R-CHP）与 R-CHOP（治疗标准）的疗效（见第 4 节“研

究结果如何？”）。 

● 他们还希望通过观察以下指标了解药物组合的安全性：研究期间接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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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组合的患者中出现副作用的患者人数以及副作用的严重程度（见第

5 节“有哪些副作用？”）。 

研究人员希望解答的问题是： 

1. 接受 Pola-R-CHP 和接受 R-CHOP 后，分别有多少患者未出现 DLBCL

恶化（生长或扩散）？ 

2. 各药物组合在研究患者中的安全性如何？ 

该研究属于哪种类型？ 

这是一项“III 期”研究。这意味着先前已在一项 II 期研究的较少 DLBCL 患

者中对 Pola-R-CHP 进行检验。 

在该研究中，数量更多的 DLBCL 患者接受了 Pola-R-CHP 或 R-CHOP

（DLBCL 的标准治疗）——目的是了解 polatuzumab vedotin 的副作用，以及其

在预防 DLBCL 恶化（生长或扩散）方面的效果。 

● 该研究是一项随机化研究。这意味着，研究中患者接受何种药物组合由

计算机程序随机决定。随机选择向患者给予的药物是为了尽可能使两组

患者的类型（例如年龄和种族）相似。各组除检验的药物不同以外，所

有其他护理方面均无差异。 

● 这是一项双盲研究。这意味着参与研究的患者和研究医生都对患者接受

的研究药物不知情。 

● 这是一项活性和安慰剂药物对照研究。这意味着将已知有效的药物与研

究药物进行比较。未给予的药物也有一种安慰剂（即，Pola-R-CHP 组

中与长春新碱匹配的安慰剂，R-CHOP 组中与 polatuzumab vedotin 匹配

的安慰剂）。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研究的双盲状态，并避免研究患者获

知自己正在接受何种药物。 

研究时间和地点？ 

该研究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该概述纳入了截至 2021 年 6 月的完整结果。

在撰写本概述时，进一步安全性信息的收集正在进行。研究将于 2026 年 6 月结

束。 

该研究正在亚洲、澳大拉西亚、欧洲、中东、北美和南美 22 个国家的 243

个研究中心进行。 

开展该研究的国家和地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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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  波兰 

 奥地利  韩国 

 比利时  俄罗斯 

 巴西  西班牙 

 加拿大  瑞士 

 中国  台湾 

 捷克  土耳其 

 法国  乌克兰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美国 

 日本  

 新西兰 

 

总共有 879 名 DLBCL 患者参加该研究。患者的更详细信息如下。 

 

 

473/879 名研究参与

者为男性 

参与者的年龄范围：19-80 岁 

406/879 名研究参与

者为女性 

2.谁是研究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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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入选标准： 

● ≥18 岁且≤80 岁 

● CD20 阳性 DLBCL——CD20 是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 B 细胞

表面上的标记物或信号 

● DLBCL 初治 

● 至少能够完全自理，但可能无法开展任何工作活动（“起床走动”占所有

清醒时间的一半以上）。 

研究排除标准： 

● 有惰性（极缓慢生长）淋巴瘤史 

● 对 R-CHOP 组合中的任何药物有严重变态反应或过敏反应史 

● 癌症已经扩散到大脑或脊髓 

● 处于哺乳期或妊娠期或计划妊娠。 

 

研究过程中，患者被随机选择接受两种治疗方案的其中一种。治疗方案由

计算机随机选择，每 3 周给药一次（“治疗周期”）。治疗方案描述如下。 

Pola-R-CHP，包含： 

● Polatuzumab vedotin（研究药物） 

● 利妥昔单抗 

● 环磷酰胺 

● 多柔比星 

● 泼尼松（或其他等效类固醇）。 

R-CHOP（现有联合药物） ，包含： 

● 利妥昔单抗 

● 环磷酰胺 

● 多柔比星 

● 长春新碱 

● 泼尼松（或其他等效类固醇）。 

静脉注射 polatuzumab vedotin、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和长春

新碱。泼尼松（或其他等效类固醇）以片剂形式给药。 

患者在经过给予所有药物的 6 个治疗周期后经理仅给予利妥昔单抗的 2 个

治疗周期（不论他们在前 6 个周期中接受何种药物组合）。 

这项研究仍在进行中。研究中的所有患者都已经完成治疗，但是其中一些

患者正在接受检查，以确定他们的癌症是否仍可检出。研究结束时，研究的患

者需返回他们的研究中心接受针对总体健康状况的检查。 

3.研究的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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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以下内容，了解目前为止已开展的研究活动，以及后续步骤。 

 

 

在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就希望解答的问题达成了共识。问题的描述如下。 

问题 1：与接受 R-CHOP 的患者相比，有多少患者在 Pola-R-CHP 治疗后未出现

DLBCL 恶化（生长或扩散）？ 

研究人员对 2 年后 DLBCL 未出现恶化（生长或扩展）（即无进展生存）

的患者人数进行了观察。 

在平均将近 2.5 年的随访期后，与接受 R-CHOP 的患者相比，接受 Pola-R-

CHP 的患者出现 DLBCL 恶化（生长或扩散）至复发或死亡的风险降低了 27%。 

2 年后，在接受 Pola-R-CHP 的患者和接受 R-CHOP 的患者中，分别有 77%

（339/440 例）和 70%（307/439 例）未出现 DLBCL 恶化（生长或扩散）。 

 

本节仅显示该研究的主要结果。您可以在本概述末尾的网站上找到关于所

有其他结果的信息（参见第 8 节）。 

 

*另有一例患者未接受 polatuzumab vedotin 给药，但接受了利妥昔单抗和泼尼松给药，因

此被纳入 R-CHOP 组的安全性评估 

2019 年 6 月 

末例患者开始治疗 

2017 年 11 月 

首例患者开始治疗 

医生将在最后

一例患者开始

治疗后长达 60

个月内持续检

查患者的健康

情况 

439 例 DLBCL 患者分配至 R-CHOP 组 

（2 例患者未接受治疗） 

440 例 DLBCL 患者分配至 Pola-R-CHP

组 

（4 例患者未接受治疗） 选择参与研

究的患者 

随访 治疗 筛选 

307/439 例患者（70%） 

339/440 例患者（77%） 

2 年后有多少患者未出现 DLBCL 恶化（生长或扩散）？ 

4.研究结果如何？ 

 

5.有哪些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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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该药物组合对研究患者的安全性如何？ 

 

严重副作用 

如果副作用危及生命、需要住院治疗或引起持久性问题，则认为该副作用

为“严重”副作用。 

研究期间，大约每 10 人中有 3 人（32%）至少出现一例严重副作用。接受

Pola-R-CHP 的患者有 34%出现了严重副作用，而接受 R-CHOP 的患者的该比例

约为 31%。 

研究中有一些患者死于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可能与或不与研究药物有关。

其中很多是感染（肺炎和败血症）： 

● Pola-R-CHP 组 13/435 例患者（3%） 

● R-CHOP 组 10/438 例患者（2%）。 

研究期间，一些患者因副作用停药： 

● Pola-R-CHP 组中 27/435 例患者（6%）停药 

● R-CHOP 组中 29/438 例患者（7%）停药。 

最常见副作用 

研究期间，几乎所有患者均出现了副作用——98%的 Pola-R-CHP 患者，98%

的 R-CHOP 患者。 

最常见的副作用如下表所示——它们是两个治疗组中最常见的 10 种副作用。

有一些患者出现了多例副作用——这意味着他们已被纳入到该表的多行中。 

该表纳入了所有接受任何研究药物给药的患者（安全性可评估人群）。该

人数略少于研究开始时接受治疗随机分配的患者总人数（6 例随机接受治疗随

机分配的患者实际上未接受研究治疗，另有被分配至 Pola-R-CHP 组的一例患者

仅接受了利妥昔单抗和泼尼松给药，因此被纳入 R-CHOP 评估组）。 

该研究中报告的最常见副作用 接受 Pola-R-CHP 的患者 

（共 435 人） 

接受 R-CHOP 的患者 

（共 438 人） 

周围神经病变 

（所有级别） 

（一种引起疼痛和无力的神经
损伤） 

53% 

(230/435) 

54% 

(236/438) 

恶心 42% 

(181/435) 

37% 

(161/438)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一种被称为中性粒细胞的白
细胞水平下降） 

31% 

(134/435) 

33% 

(143/438) 

腹泻 31% 

(134/435) 

20% 

(88/438) 

贫血 29% 

(125/435) 

26% 

(114/438) 

便秘 29% 

(125/435) 

29% 

(12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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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乏 26% 

(112/435) 

27% 

(116/438) 

脱发 

（头发脱落） 

24% 

(106/435) 

24% 

(105/438) 

食欲下降 16% 

(71/435) 

14% 

(62/438) 

发热 

（体温过高：发烧） 

16% 

(68/435) 

13% 

(55/438) 

其他副作用 

您可以在本概述末尾列出的网站上找到有关其他副作用的信息（未在以上

各节中给出）-请参阅第 8 节。 

 

本文提供的信息来自对 879 例 DLBCL 患者开展的单一研究。这些结果可

帮助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 DLBCL 和 polatuzumab vedotin 联合利妥昔单抗和化疗

（Pola-R-CHP）。 

到目前为止，该研究已表明，Pola-R-CHP 组用药开始后存活至少 2 年且无

DLBCL 恶化（生长或扩展）的患者人数多于 R-CHOP（现有药物）组。 

Pola-R-CHP 组患者未出现有别于 R-CHOP 组患者的副作用。 

无法仅通过一项研究全面了解一种药物的获益与风险。需要由许多人开展

大量的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不同于针对相同药物的其他

研究。 

● 这意味着您不应仅根据本概述做出决定——在做任何治疗决定前，请

务必咨询您的医生。 

 

针对 Polatuzumab vedotin 联合利妥昔单抗和化疗（Pola-R-CHP）的多项研

究仍在进行中，且计划开展进一步研究。 

 

您可在以下网站上找到有关该研究的更多信息： 

●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274492 

● https://www.clinicaltrialsregister.eu/ctr-search/search?query=2017-002023-

21 

●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cancer/non-hodgkins-lymphoma/a-

study- comparing-the-efficacy-and-safety-of-polatuzumab-vedotin.html 

如您希望了解更多该研究的结果，相关科学论文的完整标题是：

“Polatuzumab-vedotin 在初治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中的作用”。这篇科学论文

的作者是：Hervé Tilly、Franck Morschhauser、Laurie H. Sehn, Jonathan W. 

Friedberg, Marek Trněný和其他人。该论文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发表在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可在此处找到：DOI:10.1056/NEJMoa2115304。 

6.该研究有哪些研发助益？ 

 

7.是否计划开展其他研究？ 

8.如何获取更多信息？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274492
https://www.clinicaltrialsregister.eu/ctr-search/search?query=2017-002023-21
https://www.clinicaltrialsregister.eu/ctr-search/search?query=2017-002023-21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cancer/non-hodgkins-lymphoma/a-study-comparing-the-efficacy-and-safety-of-polatuzumab-vedotin.html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cancer/non-hodgkins-lymphoma/a-study-comparing-the-efficacy-and-safety-of-polatuzumab-vedotin.html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cancer/non-hodgkins-lymphoma/a-study-comparing-the-efficacy-and-safety-of-polatuzumab-vedot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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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关于本研究的疑问，我应与谁联系？ 

如在阅读本概述后有任何其他问题： 

● 访 问 ForPatients 平 台 并 填 写 联 系 表  –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cancer/non-hodgkins-lymphoma/a-

study- comparing-the-efficacy-and-safety-of-polatuzumab-vedotin.html 

● 联系您当地 Roche 办事处的代表。 

如您是研究的参与者且有关于结果的任何疑问： 

● 请咨询医院或诊所的研究医生或工作人员。 

如有关于您治疗的疑问： 

● 请咨询您的主治医师。 

研究的组织者和经费提供者是？ 

该研究的组织者和经费提供者是总部位于瑞士的 F. Hoffmann-La Roche Ltd；

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的 Genentech, Inc.。该研究是与 LYSA（淋巴瘤研究协会）和

LYSARC（淋巴瘤学术研究协会）合作进行的。 

研究的完整标题和其他识别信息 

该研究的完整标题是：“一项比较 POLATUZUMAB VEDOTIN 联合利妥昔

单抗和 CHP (R-CHP)与 CHOP (R-CHOP) 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评估在未经治疗

的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中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III 期、多中心、随机、双

盲、安慰剂对照试验”。 

研究名称为 POLARIX。 

● 研究方案号：GO39942. 

● 该研究的 ClinicalTrials.gov 识别号：NCT03274492. 

● 该研究的 EudraCT 编号：2017-002023-21。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cancer/non-hodgkins-lymphoma/a-study-comparing-the-efficacy-and-safety-of-polatuzumab-vedotin.html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cancer/non-hodgkins-lymphoma/a-study-comparing-the-efficacy-and-safety-of-polatuzumab-vedotin.html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cancer/non-hodgkins-lymphoma/a-study-comparing-the-efficacy-and-safety-of-polatuzumab-vedoti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