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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肿瘤保器官放疗·

放化疗联合治疗头颈部肿瘤
在保护眼球中的研究进展
宋新貌，王胜资 *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放疗科，上海 200031）

摘要 ：肿瘤精准治疗时代下，随着头颈部肿瘤患者生存率的提高和生存时间的延长，对器官及其功能保留
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眼球及视力的保护是头颈部恶性肿瘤治疗过程中具有迫切性和挑战性的课题。本文分别针对
眼眶肿瘤和鼻腔鼻窦肿瘤患者治疗过程中放化疗在保护眼球方面的临床进展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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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头颈部肿瘤学科发展迅猛，头颈部

放疗有近距离放疗和外照射放疗。化疗有静脉化疗、

肿瘤综合治疗的理念越来越被重视，多学科综合治

眼球周围化疗、眼动脉化疗和玻璃体注射化疗等。根

疗在各肿瘤中心广泛开展，治疗水平也显著提高，

据肿瘤的发病部位临床最常见的肿瘤有眼睑肿瘤、结

使得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大幅提高。随着生存

膜肿瘤、视网膜肿瘤、脉络膜肿瘤、眼及附属器淋巴

率提高和生存时间的延长，对于器官及其功能保

瘤和泪囊恶性肿瘤等。下面分别针对临床最常见的

留的要求也随之增加。随着精确治疗时代的来临，

几种肿瘤讨论放化疗在保留眼球和视力中的价值。

根治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肿瘤周围的正常

1.1

组织的可行性也逐渐提高。目前在头颈部恶性肿

眼睑基底细胞癌
眼睑基底细胞癌是眼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瘤（特别是口咽癌和下咽癌等肿瘤）的治疗过程中，

约占眼睑肿瘤的 90%。对于范围比较局限的肿瘤，

同步放化疗明显提高发音及构音器官的保留率和

可以选择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冷冻治疗、光动力

完整性，改善患者肿瘤治疗后的生活质量。头颈部

治疗、化疗、放疗或者手术切除。对于面部结节

另一个重要器官眼球及视力的保护是在头颈部恶

型等基底细胞癌也无需刻意追求阴性切缘，小切

性肿瘤治疗过程中更具有迫切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缘（2~3 mm）术后辅助放疗亦能获得理想效果，

本文分别讨论在眼眶肿瘤和非眼眶肿瘤患者治疗

外观更为满意 [1]。尽管眼睑基底细胞癌进展缓慢，

中放化疗联合治疗在保护眼球方面的临床进展。

但具有侵袭性，有延伸到周围眼附件的可能，如果

1

眼部肿瘤
相对于全身肿瘤，眼部肿瘤发病率较低，但严

肿瘤侵犯眼眶，如进行保留眼球及眼附属结构则更
需要术后辅助放化疗。由于眼睑手术中对面容美
观的要求，组织切除有限，对于肿瘤侵犯范围广泛，

重威胁生命和视力，因而，眼眶肿瘤的治疗具有很

侵犯深度较深，手术创伤面较大且对容貌保留需求

多挑战。目前主要治疗模式包括手术治疗、放疗、

极高的患者亦可选择单纯放疗，但单纯放疗的患

化疗和激光治疗等，更常见的是多种治疗方式的联

者中约 25% 会发生局部复发 [2]。临床上宜根据实

合应用。手术主要分为摘除眼球和局部肿瘤切除术。

际情况如肿瘤的位置、体积和病理分型等因素选
择合适的单纯或综合的治疗方法。顺铂单药或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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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肿瘤完全退缩，且镜下无残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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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母细胞瘤

患儿生命的风险。对于单眼 D 期视网膜母细胞瘤

视 网 膜 母 细 胞 瘤（retinoblastoma，Rb） 是 儿

可考虑眼动脉介入化学治疗后有适应证的儿童可

童最常见的原发性眼内恶性肿瘤，在世界范围内的

以保眼治疗，对于双眼视网膜母细胞瘤均应予以

发病率为 1/15 000~1/20 000，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挽

全身化疗，晚期需要结合局部化学治疗 [8]。

救生命、保留眼球和保存视力。视网膜母细胞瘤之

1.3

葡萄膜黑色素瘤

前一直都是手术治疗，直到后来发现视网膜母细胞

葡萄膜黑色素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性眼内

瘤对放疗非常敏感，首次允许对该疾病进行保眼

恶性肿瘤。葡萄膜黑色素瘤可起源于虹膜黑色素

球治疗。在接下来的 90 多年中，放疗被作为一线

细胞（3%~5%）、睫状体黑色素细胞（5%~8%）或

治疗 , 放疗改变了对 Rb 的认识和治疗，从为了生

脉络膜黑色素细胞（约 85%）。放疗是常见的保留

存而摘除眼睛到保存眼睛，再到追求视力的保持。

眼球治疗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疗手段，包括使用

局部补充治疗如冷冻疗法、疝光凝和近距离治疗等

碘-125、 钌-106、 钯-103、 铱-192 和 钴-60 的 贴

也逐渐得到应用。1996 年开始，化疗在视网膜母

附的近距离放疗和质子以及立体定向等远距离放

细胞瘤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逐步取代放疗，

疗 [9]。近距离放疗 5 d 内可达到最高剂量 70 Gy 的

包括全身化疗、动脉内和玻璃体内注射化疗药物，

放疗剂量，98% 的肿瘤得到控制，高达 95% 的保

但放疗依然被当作复发性且无法进行局部肿瘤切

眼球率，且常保留视力。质子束治疗眼部黑素瘤

除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主要治疗方法。

为肿瘤控制、眼部保护和视觉保存带来极好的机

2008 年经过眼动脉灌注化疗（intra-ophthalmic

会 [10]，可以使 95%~98% 的肿瘤得到控制 [11]。尽

artery chemotherapy，IAC）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以

管近距离放疗和质子束放疗使肿瘤的广泛播散和

来，IAC 联合局部治疗成为治疗患儿视网膜母细胞

不可切除的虹膜肿瘤患者获益，92% 的患者达到

[5]

报

黑色素瘤的控制，能保留眼球，然而视力下降也

道以 IAC 为主要治疗方法时，D 期也有 94% 的眼

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不良反应 [9]。保留眼球的放疗

球挽救，91% 的玻璃体种植消退。与单纯 IAC 比较，

当然也有一定的适应证，合作性眼部黑素研究组

长春新碱、依托泊苷和卡铂方案化疗联合 IAC 能

（Collaborative Ocular Melanoma Study，COMS）进行的

瘤且具有保眼球价值的重要手段。Shields 等

更有效地缩小肿瘤体积，且下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随机多中心临床研究显示，对于基底直径 <16 mm，

与金属基质蛋白酶 9 的表达。静脉化疗目前应用最

顶端 2.5~10 mm 的中等大小的肿瘤更倾向选择近

为广泛，主要是长春新碱、依托泊苷和卡铂三药物

距离放疗而不是肿瘤摘除术 [12]，对于肿瘤广泛侵

联合，一般 6 个周期，在 A、B 和 C 期中单纯静脉

犯眼眶的患者，眼眶肿瘤扩大切除仍然是首选治疗。

[6]

化疗的有效率达到 100%、93% 和 90% 。对于 D

放疗后采用激光光凝等辅助治疗在临床治疗

期的肿瘤需要放疗的参与，放疗联合手术保眼球的
概率在 22%~70% 不等。眶周化疗向眶周注视拓扑

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患者中既保留眼球，也取得显著
的疗效，所应用的射线主要为 γ 射线和 β 射线，当

替康或卡铂，30 min 药物浓度达到高峰，药效持

然也可能带来比如干眼和角膜炎、青光眼、白内障、

续数小时之久，是静脉化疗的 6~10 倍。用于治疗

巩膜坏死、继发性视网膜脱落、射线行视网膜病变、

D 和 E 期的肿瘤因为期望肿瘤局部更高的药物浓

射线性黄斑、射线性神经变性、复试和斜视等问题。

度可以采用静脉化疗联合眶周化疗。Manjandavida
[7]

约 50% 的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将发生远处转

报道这种联合化疗辅以外照射放疗的保眼

移，多发生于肝脏，而且全身化疗对总生存率没

率 可 达 到 75%~95%。 玻 璃 体 内 化 疗（intravitreal

有明显改善。需要新的系统疗法来提高患者的生

chemotherapy，IVitC）在玻璃体内获得较高的药物

存率，伊匹单抗、纳武单抗和派姆单抗显示出一

浓度，有效地导致玻璃体种植退行性变，而无相

定的疗效 [13]。目前，有研究正在针对多靶点的联

关的全身不良反应。美法仑（melphalan）是最常

合治疗，前期的临床试验通过天然多肽 FR900359

见的玻璃体内注射化疗药物，使用美法仑后，玻

直接阻断突变 G𝛼 蛋白活性及其下游信号通路提供

璃 体 种 植 消 退 率 为 85%~100%，80%~100% 的 眼

新的治疗机会 [14]。

球可以保留下来 [6]。

1.4

等

视网膜母细胞瘤通常应该给予保眼球治疗，
保眼治疗需要理性判断，不可盲目保眼而冒损失

泪腺上皮性肿瘤
泪腺上皮性肿瘤中 45% 为恶性肿瘤，其中腺

样囊性癌最常见 , 约占 60%，传统的治疗模式为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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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囊恶性肿瘤

除术不能预防复发和远处转移。近年来，在泪腺

泪囊恶性肿瘤较为罕见，目前有报道的病例

癌的治疗中，保眼球手术、辅助放疗和化学治疗

<1 000 例，且病理类型多样。由于紧临眼球，泪

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保留眼球的手术和辅助

囊肿瘤的危害性较大。Song 等 [26] 回顾性分析 90

放疗在眼眶局限性泪腺癌患者中显示良好的局部

例泪囊恶性肿瘤的数据，其中鳞癌最为多见，约

[15-16]

认为在 T1

占 76.7%，5 年 的 总 生 存 和 无 进 展 生 存 率 分 别 为

或 T2 期 的 泪 腺 样 囊 性 癌 中， 辅 助 放 疗 的 保 眼 手

85.7% 和 77.9%。目前在治疗上以肿瘤根治性切除

控制和长期生存结果

。Hung 等

[17]

术可以达到相对最优的疾病控制。Yang 等

[18]

报

并辅以术后放化疗为主要模式 , 对于晚期的肿瘤，

道对 24 例泪腺腺样囊性癌进行保留眼球的肿瘤切

还需要切除泪道引流区、临近的眶壁和鼻侧壁，甚

除，术后辅以辅助治疗，5 年的局部复发、转移和

至眼球。对于患低分化和未分化泪囊癌，诱导化

死亡率都很高，分别为 62.5%、45.8% 和 33.3%，

疗后放疗（或联合手术）有利眼球保留 ；在选择

尤其是 T3a 分期更晚的肿瘤保留眼球的治疗风险

性病例中，放疗联合化疗可以达到根治效果，同

更高。尽管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在泪腺腺样囊性

时保留眼球及其功能。泪囊癌的 2 年和 5 年的总生

癌的治疗上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如果以保留眼球

存率分别为 94.1% 和 84.7%。针对泪囊鳞癌应根据

为目标，证明化疗对生存有利还需要根据肿瘤大

不同分期，适当调整治疗策略，强调放疗联合化

小和组织学分级进行严格分层的随机试验和随访

疗在晚期泪囊癌，尤其是在保留眼球的治疗上突

研究 [19]。

显出重要价值。

1.5

1.7

眼眶淋巴瘤

眼良性病变

眼眶淋巴瘤包括结外边缘区域黏膜相关淋巴

眼的良性病变包括甲状腺相关性眼病、脉络

组织性（extranodal marginal zone lymphoma of mu-

膜血管瘤、视神经鞘脑膜瘤和眼眶炎性假瘤等病

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淋巴瘤、弥

变，虽然为良性疾病，但顽固性病例往往对传统的

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滤泡淋巴瘤和套细胞淋巴瘤。

治疗方法不敏感，对于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及眼眶

MALT 淋巴瘤最为常见，淋巴瘤对放化疗敏

炎性假瘤，长期激素治疗全身不良反应明显 ；对

感，治疗都是以保留眼球和保存视力为主要目标。

于脉络膜血管瘤和视神经鞘脑膜瘤，疾病进展甚

一项国际多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分析 689 例结外

至有眼球和视力损伤甚至摘除眼球的可能。低剂

边 缘 区 B 细 胞 淋 巴 瘤，5 年、10 年 和 20 年 疾 病

量的放疗不但治疗效果理想，控制疾病，保留眼球，

相关生存率分别为 96%、91% 和 90%，尤其对于

早期治疗甚至可以保留和（或）恢复眼球的正常

Ann Arbor Ⅰ~Ⅱ期的病例外照射技术能取得良好的

形态，保留甚至提高视力。

[20]

。MALT 淋巴瘤的放疗剂量一般为

眼眶放疗因其非特异性的抗感染作用、减少

20~45 Gy，甚至有超低剂量 4~8 Gy 的报道 [21] ；一

氨基葡聚糖的产生以及浸润眼眶组织的淋巴细胞

项回顾性研究分析单中心 182 例眼眶 MALT 淋巴

的高放射敏感性而被用于眼病的治疗。放疗的剂量

瘤病例数据发现，放疗剂量 >30.6 Gy 的患者，有

一般为 15~40 Gy, 分割剂量为 1.8~2 Gy/ 次，多数

生存和局控

更高的完全退缩率和无进展生存率

[22]

。

患者在放疗后数周到半年内起效。眼眶放疗通常

Ⅲ ~ Ⅳ期 MALT 淋巴瘤和弥漫大 B 细胞淋巴

应与糖皮质激素治疗结合使用，糖皮质激素的反

瘤建议放疗联合经典的 CHOP 化疗方案（环磷酰

应显示眼眶放疗的免疫调节治疗潜力。放疗用于

胺 + 多柔比星或表柔比星 + 长春新碱 + 泼尼松）

治疗血管性疾病的机制是射线能抑制血管内皮细

。弥漫大 B

胞增生。李骥等 [27] 回顾性分析 24 例难治性脉络

细胞淋巴瘤中位放疗剂量为 30.6 Gy（4~60 Gy）,

膜血管瘤的放疗数据，证实放疗的有效性且所有病

都是在视神经和眼球组织的可耐受范围之内，同时

例未出现与放疗相关的角膜、晶状体、视网膜病变

配合 CHOP 或 R-CHOP 化疗方案，5 年和 10 年总

或视神经病变等并发症 , 因此也建议尽早接受放疗

生存率分别为 38% 和 28%，5 年和 10 年疾病特异

有助于患眼的视力恢复。Agarwal 等 [28] 成功利用

生存率分别为 54% 和 41%[24]。但另一项回顾性研

Cyber Knife 治疗脉络膜血管瘤，虽然病例数极少，

究显示，患者 5 年总生存率仅为 20%，Ⅰ期的 5 年

但是也能为患者提供一个选择的机会。国内学者

生存率为 28%，高于Ⅱ~Ⅳ期的患者（仅为 9%）[25]。

采用 Hyper-SGSI 型立体定向体部伽玛射线放疗系

和（ 或 ） 利 妥 昔 单 抗（rituximab）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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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进行分次立体定向放疗治疗视神经鞘脑膜瘤，1

67.8 Gy，单纯放化疗的放疗平均剂量高达 68.8 Gy，

例单次剂量 3~5 Gy 靶区累积剂量为 36~40 Gy，全

并由此推测本组患者具有较高的生存率可能与放

组患者视力控制率为 77%，其中 1 年视力控制率

疗剂量提高有关。来自同一中心的 93 例累及眼眶

为 95%，2 年视力控制率为 75%[29]。

的鼻腔鼻窦鳞癌的研究，Ⅰ、Ⅱ和Ⅲ级眶侵犯患者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5.2%、53.3% 和 33.8%，行眶

2

鼻腔鼻窦肿瘤侵犯眼眶

2.1

放疗的应用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3.0% 和 57.1%，差异无统计

上颌窦和筛窦肿瘤中有高达 80% 的眼眶侵犯

学意义（P>0.05），值得一提的是 92.3% 侵犯眼眶

概率，而且眼眶侵犯提示预后不良，伴发眼眶侵

的患者都保留眼球 [36]。Li 等 [37] 回顾性分析单中

犯患者的治疗后 5 年总生存率为 20%~30%[30]。目

心 14 年期间嗅神经母细胞肿瘤累及眼眶的数据提

前针对鼻腔肿瘤眼眶侵犯分为 4 级 ：Ⅰ级，肿瘤侵

示，通过根治性放疗或者放疗联合手术所有患者

犯并破坏眶周骨质 ；Ⅱ级，肿瘤侵犯眶骨膜 ；Ⅲ级，

都能保留眼球，5 年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分别

突破眶骨膜侵犯眶内软组织 ；Ⅳ级，肿瘤侵犯眶

为 69.0% 和 57.7%。在联合放化疗和手术，保眼球

尖。肿瘤的预后与眼眶侵犯分级有密切的联系，Ⅰ

治疗并没有降低总生存率和局部控制率，即使肿

级的 5 年总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分别为 84.0% 和

瘤侵犯眼外肌肉和眼球，保眼球治疗仍然有价值。

保留手术联合术后放化疗与眶剜除术辅助放化疗

术后针对肿瘤床和高危临床靶区的放疗剂量为

69.1%，而Ⅳ级 5 年总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分别下
降为 14.6% 和 0.0%

[30]

64~70 Gy, 低危临床靶区的放疗剂量为 50~60 Gy。

。

在控制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器官功能是

对于鳞癌患者，颈淋巴结阴性者需要针对颈淋巴

治疗的一个目标。目前对于肿瘤侵犯眼眶是否需

结Ⅰ~ Ⅲ区进行预防照射，预防剂量为 50~54 Gy ；

要保留眼球治疗的临床指征存在争议，毕竟 90%

颈淋巴结阳性者则颈淋巴结Ⅰ~ Ⅴ区都需要预防照

的上颌窦癌患者死亡原因为局部治疗失败
[32]

[31]

。

射 ；66% 的眼眶受累的患者可以保留眼球，而且

研究 T4 期肿瘤剜除眶内容物的根治

对于行眼眶剜除术和眼眶保留的两组患者的局部

性手术，1 年的总生存率为 93.4%，5 年的总生存

控制率分别为 70% 和 74%，因此建议应该有更多

率为 54.1%，因此认为剜除眶内容物的手术能够保

的病例进行保眼球治疗的尝试。

Hoffman 等

对于鼻腔鼻窦恶性肿瘤伴眼眶内累及者，放

障更好的长期生存。若肿瘤整块切除则生存率好，
眼眶及内容物保存率低，保留眼眶内容物的综合治
[33]

疗医师和物理师在放疗计划制定和质控过程中，对

。在过去的 20 年里，随着

于眼球和视神经功能保留的意识也非常重要。随

内镜技术的发展，内镜辅助手术，增加肿瘤切除

着放疗的进行，若肿瘤体积退缩，放疗计划的即

的范围和深度，尤其对于蝶窦、视神经管和眶尖

时调整非常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医师需要决策放

的部位的肿瘤能在内镜辅助下完成。放疗技术的

疗计划调整的时机和程度。对于肿瘤膨隆压迫而

发展，耳鼻喉科、放疗科和化疗医师一直在努力

侵入眼眶的患者，肿瘤在接受一定剂量后可能会

探索各种综合治疗序贯模式，既保留眼球和视力，

有明显的体积缩小，甚至肿瘤退出眼眶，这样的

又保护患者容貌，进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逐渐成

患者再程或者多程的计划更有价值。

为焦点。对于Ⅰ级和Ⅱ级的眼眶侵犯的肿瘤应该

2.2

疗并不会降低生存率

尝试保留眼球的治疗。但是也不能因为盲目进行

化疗的价值
随着通过化疗降低鼻腔鼻窦肿瘤负荷的治疗策

器官功能保护而以严重损失患者的生存作为代价，

略来保留器官功能的尝试，之后便有越来越多的研

需结合外科医师和放疗医师能力综合决策。对于

究讨论综合治疗在保留眼球治疗中的应用。陈南翔

肿瘤广泛侵犯眶周肌肉，眼球和眶尖甚至颅内侵

等 [38] 报道通过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治疗 T4b

犯且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如视力下降和眼球活动

期鼻腔鼻窦鳞癌，3 年的总生存率和局部肿瘤控制

受限等则是眶清除术的适应证
[35]

[34]

。

率分别为 59.2% 和 80.2%，其中 77.8% 的患者眼球

回顾性分析 40 例累及眼眶的鼻腔

保留。以多西他赛 + 氟尿嘧啶 + 顺铂为主的诱导化

鼻窦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手术联合放疗保存

疗方案能够降低晚期鼻腔鼻窦的 T 分期，为晚期鼻

眼球的综合治疗模式 5 年总生存率可达到 62.5%。

腔鼻窦恶性肿瘤提供保留眼球的机会 [39]。一项对

术前放疗和术后放疗的平均剂量分别为 65.4 Gy 和

MEDLINE、PubMed、Cochrane library 和 EMBASE 等

燕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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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 1 758 项研究的 meta 分析发现，以铂类为

神经科多学科讨论的意见，做到真正个体化治疗，

主的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降低眼眶剜除术的可

给患者最大的治疗福利。

能性

[40]

。然而，有研究表明，诱导化疗与单纯放疗

或术后放化疗比较，不能提高眼眶保存率 [41]。
化疗在鼻腔鼻窦治疗恶性肿瘤治疗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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