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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胶质瘤光动力治疗及光敏剂引导手术的研究与临床应用进展
李学刚，冯华，李飞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重庆 400038)

[摘要] 脑胶质瘤具有浸润性生长的特性和多原位复发的特点，最大程度安全切除肿瘤，并辅以有效的局部治疗
可能会改善患者的预后。血卟啉衍生物(hematoporphyrin derivative，HpD)、5-氨基酮戊酸(5-aminolevulinic acid，5-ALA)
等光敏剂进入体内后，能特异地聚集在脑胶质瘤组织中。此时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肿瘤组织，一方面激发出可探测
的荧光从而定位肿瘤组织所在的位置，用于荧光引导的胶质瘤切除手术(fluorescence-guided surgery，FGS)；另一方面
可产生光化学反应，生成单线态氧，导致肿瘤细胞损伤，用于光动力学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治疗脑胶质
瘤，而对正常组织基本无损伤。早期研究提示单次PDT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延长脑胶质瘤患者的生存期，但自从替
莫唑胺应用于脑胶质瘤的治疗以来，应用日渐减少。随后，更多地将5-ALA用于荧光引导手术以提高胶质瘤的切除程
度，近年得到认可并逐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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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gnosis of glioma remains poor because of the infiltrative nature and the high local relapse
rate. The current goals for patients with gliomas is maximal safe resection and adjuvant therapy.
Tumor-specific photosensitizer, such as hematoporphyrin derivative (HpD) 5-aminolevulinic
acid (5-ALA), can be selective up-taken and accumulated in tumor tissue. Light with appropriate
wavelength can penetrate tumor tissue and excite the photosensitizer. The excited photosensitizer
within glioma cells permits fluorescence visualization of tumor tissue during surgery and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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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d in treatment of glioma as fluorescence-guided surgery (FG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oxicity of singlet oxygen generated by the excited photosensitizer has been used as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in selective destruction of the tumor. Some reports demonstrated the usefulness
of adding PDT as an intraoperative adjuvant therapy, but the complexity associated with its
implement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MZ prevented PDT from becoming a routine therapy.
However, FGS using 5-ALA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brain tumors has surfaced globally and may
become a useful tool in increasing the extent of resection in gliomas.
KEY WORDS

glioma; photodynamic therapy; photosensitizer; fluorescence-guided surgery; 5-aminolevulinic
acid; hematoporphyrin derivative

脑胶质瘤是神经外科中最富有挑战性的肿瘤之
一，约占颅内肿瘤的40%。除了尚处于研究阶段的分
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电场治疗外，胶质瘤的治
疗仍以手术、放射治疗(以下简称放疗)、化学治疗
(以下简称化疗)为主 [1-2]。虽然近年来治疗胶质瘤的
手术技术、放射设备、化疗方案等进展迅速，但治
疗效果仍不理想，患者的生存期并未得到大幅的提
高。脑胶质瘤具有浸润性生长的特性和多为原位复
发的特点，提示最大程度安全切除肿瘤，并辅以有
效的局部治疗可改善患者的预后[3]。
光动力学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是20
世纪70年代开展起来的一种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法。其
基本原理是机体在接受光敏剂后一定时间，光敏剂
可较多地存留在肿瘤组织中，此时用相应波长的光
照射肿瘤部位，活化光敏剂。光敏剂激发光化学反
应可损伤多种细胞靶点，破坏肿瘤组织和细胞，达
到治疗目的 [4-5]。PDT已经用于治疗多种恶性肿瘤，
包括肺部肿瘤、乳腺肿瘤、皮肤肿瘤以及膀胱和食
道肿瘤，对控制局部生长的肿瘤有一定疗效。PDT对
脑胶质瘤的治疗具有较其他治疗方法优越的地方，
能破坏肿瘤组织，但在破坏肿瘤的光剂量允许范围

线态衰变为基态。一方面，激活的光敏剂可直接与
细胞底物反应，释放出放射性离子损伤细胞；另一
方面也可以与组织中的氧反应，产生高活性单线态
氧分子( 1O 2)。这种氧分子具有极强的氧化性，可以
对细胞产生损伤。PDT的生物学效应包括：1)通过直
接损伤导致肿瘤细胞坏死或通过诱导凋亡等机制杀
死肿瘤细胞；2)损伤肿瘤血管，导致肿瘤血流瘀滞、
塌陷、挛缩、闭塞等，肿瘤缺血缺氧，从而间接杀
死肿瘤细胞；3)促进靶细胞释放细胞因子、炎症介质及
免疫抗原，诱导炎性和免疫反应，损伤肿瘤细胞[4, 8-9]。

内对正常组织基本无毒性，且对肿瘤的浸润边缘有
治疗作用。国外由Perria等[6]首次将PDT用于临床脑肿
瘤治疗，我国由朱树干等[7]教授率先将PDT用于脑胶
质瘤治疗。近年来，应用光敏剂激发后产生的荧光
来引导术中肿瘤的切除，提高肿瘤的切除程度，在
临床上应用也得到快速发展。

要包括：血卟啉衍生物(hematoporphyrin derivative，
HpD)、5-氨基酮戊酸(5-aminolevulinic acid，5-ALA)、
硼化卟啉(boronated protoporphyrin，BOPP)、他拉
泊芬(talaporfin)、替莫泊芬(temoporfin)等(表1)。目
前，5-ALA主要用于通过其产生的荧光引导术中肿瘤
切除。
1.2.1 HpD
HpD是最早用于肿瘤治疗的光敏剂。1993年在
加拿大首次获准用于治疗浅表乳头状膀胱癌，1994年
荷兰获准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以及影响吞咽功能
的食管肿瘤，其商品名为Photofrin。我国生产的HpD
商品名为喜泊汾，已批准用于临床。静脉注射HpD
水溶液后，在波长630 nm处有一个吸收峰；在肿瘤和

1 PDT的作用机制与临床操作
1.1 光敏反应及作用机制
PDT通过光敏反应实现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效
应。光敏剂吸收合适波长的激活光线后，从基态转
变为激活的单线态，再以荧光形式释放能量，从单

1.2 光敏剂
脑胶质瘤PDT使用的理想光敏剂应具有以下条
件：1)能选择性地被脑胶质瘤细胞摄取并积聚，不或
少进入正常细胞；2)所需激发光在肿瘤组织中穿透性
较强，且在具有最大组织穿透性的波长的光波作用
下有高峰活性；3)在光作用下能选择性地损伤肿瘤，
而对相邻正常脑组织的损伤小；4)化学成分单一、
对机体无明确不良反应、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肿瘤
组织；5)治疗后能从机体迅速排泄而无延迟的光敏
作用[10-11]。目前用于脑胶质瘤研究与治疗的光敏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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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织中的浓度比最大值出现在给药后24~72 h，
给药至光照的时间间隔长，排泄缓慢，易发生光

毒性反应，用药前需进行皮试，用药后需避光4周
以上[12-13]。

表 1 用于脑胶质瘤研究与治疗的主要光敏剂
Table 1 Summary of the photosensitizers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glioma
激发光波长/nm

给药-光照间隔/h

清除时间

主要不良反应

商品名

HpD
5-ALA

光敏剂

630
405/635

48~150
4~8

4~6周
2d

数周内皮肤光过敏
数天内皮肤光过敏，

Photofrin®(加拿大)，喜泊汾(中国)
Levulan®(美国)，Gliolan®(德国)

BOPP

630

24

4~6周

影响肝功能，贫血
数周内皮肤光过敏

Talaporfin

664

24

15 d

2周内皮肤光过敏

Laserphyrin®(日本)

Temoporfin

652

48~110

15 d

2周内皮肤光过敏，出血

Foscan®(欧洲)

1.2.2 5-ALA

1.2.5 替莫泊芬

5-ALA是目前用于脑胶质瘤PDT和荧光引导手术
最常用的药物。2000年在美国正式获准上市。5-ALA
是细胞合成血红蛋白的前体，本身不具备光敏剂特
性，但其代谢产物原卟啉IX(protoporphyrin IX，PpIX)
在被405 nm的可见光辐射后会激发出波长为635 nm的
可见红光，可有效区分肿瘤组织与正常脑组织。因
为血脑屏障的存在，口服给药的5-ALA一般不会进入
正常脑组织，但可以通过胶质瘤组织破坏的血脑屏
障，通过代谢为PpIX在胶质瘤细胞中聚积。肿瘤荧光
于口服给药后2~6 h后达到峰值，12 h后消失。5-ALA
本身不具有光毒性，而是通过合成PpIX起作用，其皮
肤过敏率要比传统的卟啉衍生物低，用药后避光的
时间较短[14]。
1.2.3 BOPP
BOPP具有卟啉成分，吸收光谱和HpD相似，
可作为PDT的光敏剂，同时还含有约30%的硼(boron)
而有可能成为硼中子俘获治疗(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BNCT)的敏感剂。BOPP在肿瘤与脑细胞中
的吸收比高达400 : 1，比HpD的10 : 1~50 : 1要高得多，
敏化数天后，这种高选择性比例仍能维持，同时在
肿瘤周围水肿的脑组织中单独存在的癌巢中也发现
了BOPP，这种水肿脑组织的癌巢中肿瘤细胞可能就
是复发的根源，也是临床局部治疗的目标[15]。
1.2.4 他拉泊芬
他拉泊芬属于叶绿素降解产物衍生物，2004年
在日本上市，商品名为Laserphyrin。他拉泊芬具亲水
性和亲脂性，在肿瘤和正常组织中的分布比良好，
最大吸收峰波长为664 nm，给药后2~4 h在肿瘤内的
聚集量达峰值，过敏反应弱，水溶性好，可从尿中
排出[16]。

替莫泊芬是四(间苯酚)二氢卟吩，2001年在欧
洲上市，商品名为Foscan，主要用于治疗食管癌、头
颈部肿瘤、早期表浅部胃癌及其他消化道肿瘤等。
最大吸收峰波长为652 nm，半衰期约为30 h，在肿瘤
和正常组织中的分布比为10:1~15:1，毒性低，对皮肤
的光敏反应较小，在15 d内清除[17]。
1.3 胶质瘤对光敏剂的选择性摄取
瘤周不完整的血脑屏障/血肿瘤屏障在光敏剂的
摄取中起主要作用。光敏剂能选择性被脑肿瘤细胞
摄入而不进入正常脑组织的主要原因是正常脑组织
具有完整的血脑屏障。级别越高的胶质瘤对血脑屏
障及正常脑实质的破坏越大。胶质瘤的级别与光敏
剂在肿瘤中的水平直接相关。胶质母细胞瘤中HpD的
水平最高(肿瘤与脑组织比为30:1)，间变性星形细胞
瘤中(12:1)和星形细胞瘤(8:1)较少。血浆蛋白在光敏
剂的转运及细胞的摄取中起重要作用。HpD能与白蛋
白和脂蛋白(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结合，肿瘤细胞比
正常细胞表达更多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介异肿瘤
摄取更多光敏剂。细胞内低聚肽转运体(oligopeptide
transporter，PEPT1/PEPT2)则可将外源的ALA转运入
目标细胞的胞质中。另外，肿瘤细胞外的pH值多低
于正常细胞，细胞外的酸性环境使血卟啉被动扩散
入细胞内，也可能是光敏剂选择性进入肿瘤细胞的
原因[4, 12]。
1.4 光源与光剂量
1.4.1 红光
HpD等光敏剂的理想光源波长是630 nm的红
光，该波段光的治疗深度约9 mm。Popovic等[12]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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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HpD-PDT对肿瘤的选择性破坏可达1.0 cm，
用CT及MRI辅助评估，PDT的有效治疗深度可达
1.8 cm。PDT中红光对脑组织的热效应，需用冲洗与
体温相当的盐水来避免。
1.4.2 激光
临床上常用的激光源有金蒸汽脉冲激光、氩离
子泵浦染料激光、He-Ne连续激光等。目前较为理想
的是倍频Nd-YAG-KTP(钇铝–石榴石–磷酸氧钛钾)激
光器，能激发可调控的染料激光。
1.4.3 光剂量
各PDT研究中光剂量的应用不尽不同，一般来
说为150~200 J，光照时间20~60 min，激光能量输出
300~2 000 mW。
1.5 临床操作
PDT治疗各部位的肿瘤已受到广泛的研究。这
种新的肿瘤治疗方法的应用大多集中在浅表性肿瘤
如皮肤，或能用内镜看到的空腔脏器如胃肠道、膀
胱、支气管。颅腔是一个严格密闭的腔，胶质瘤多
为球形实体，这给脑胶质瘤的治疗及治疗后的评价
带来了困难。由于弥散光纤的发展，激光能被导入
瘤体内，使恶性脑肿瘤等深部病变的瘤内PDT成为可
能。已有不少机构应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脑肿瘤的PDT治
疗。手术切除肿瘤后瘤腔内光照射仍为主要方法[5-8, 17]。
按照常规开颅手术，尽可能多地切除肿瘤，止
血满意后，肿瘤残腔内不留下任何止血物质，以避
免妨碍光线传输至组织的可能。完成肿瘤切除手术
后测量将被照射的表面积，校准位于光弥散纤维顶
部的激光输出功率。光线通过纤维直接照射在肿瘤
残腔。该纤维被附着在一固定的牵开器臂上。整个
光照射过程持续12~94(平均50) min。如果切除肿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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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一个空腔，则可使用稀释至0.5%的脂肪乳剂作
为光散射剂，光线能更好地散射至肿瘤残腔各个部
位。Muller等[12]还用可膨胀的球囊光导纤维插入肿瘤
使光分布均匀。

2 PDT治疗胶质瘤的进展
PDT多用于临床治疗高度恶性或复发的胶质
瘤(表2)，少数为转移瘤和低度恶性的胶质瘤 [18] 。
自1980年Perria等 [7] 开始应用PDT治疗恶性脑胶质
瘤，Stylli等 [19]应用5 mg/kg的HpD治疗145例恶性胶
质瘤，术后常规放疗，结果新发胶质母细胞瘤中
位生存期为14.9个月，复发胶质母细胞瘤中位生存
期为13.5个月，总体2年生存率为28%，3年生存率
为23%。2006年，加拿大Muller等 [12] 开展了一项随
机对照临床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
其中43例进行PDT治疗加术后放疗，对照组34例
未 行 P DT 治 疗 ， 结 果 新 发 胶 质 母 细 胞 瘤 P DT治 疗
加术后放疗的平均生存期为11个月，对照组为8个
月。Stepp等 [14]应用5-ALA进行术中肿瘤定位加200 J
的PDT治疗，6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为41%，对照组为21%。Kostron等 [20]
应用替莫泊芬为光敏剂行PDT 治疗复发胶质母细
胞瘤平均生存期为9个月，对照组为3.5个月。2010
年，Eljamel等 [21]应用Photofrin治疗27例胶质母细胞
瘤患者，激发光波长为630 nm，光剂量为500 J，
在接受术后放疗后，PDT治疗组平均生存期为52.8
周，对照组为24.2周。Muragaki等 [16]应用他拉泊芬为
光敏剂治疗22例胶质母细胞患者，其中13例新发胶质
母细胞瘤患者的PFS为12个月，1年生存率为100%，
中位生存期为24.8个月。

表 2 PDT 治疗恶性胶质瘤临床效果
Table 2 Clinical outcomes of malignant glioma after PDT
作者
Perria等[6]
Stylli等[19]
Muller等[12]
Kostron等[20]
Eljamel等[21]
Akimoto等[5]
Muragaki等[16]

发表
年份
1980
2005
2006
2006
2010
2012
2013

总数
8
145
96
52
27
14
22

病例数
GBM
2
78
43
26
13
10
13

GBM：胶质母细胞瘤；AA：间变性星形细胞瘤

AA
4
67
24
13
4

光敏剂(剂量)

光剂量

HpD(5 mg/kg)
HpD(5 mg/kg)
HpD(2 mg/kg)
Temoporfin(0.15 mg/kg)
HpD(2 mg/kg)
Talaporfin(40 mg/m2)
Talaporfin(40 mg/m2)

720~2 400 J
70~240 J/cm2
20 J/cm2
100 J/cm2
27 J/cm2
27 J/cm2

生存时间/月
总体
新发
6.9
14.3
10
9
13.2
26
27.9
24.8

364

中南大学学报 ( 医学版 ), 2018, 43(4) http://www.csumed.org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便成功研制了HpD，并在
临床应用于PDT治疗颅内肿瘤，但由于纯度差、成份
不稳定、无适宜的光源，在前期临床试验中患者不
良反应较大，出现大面积的脑水肿及颅内压升高，
导致PDT治疗颅内肿瘤的研究进展缓慢。近年，我国
生产的HpD注射液(喜泊汾，重庆华鼎现代生物制药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被批准用于临床肿瘤治疗。我们
的临床前期研究[9]发现：HpD-PDT对体外培养的大鼠
C6胶质瘤细胞有明确杀伤效应，能够引起C6胶质瘤
细胞出现细胞自噬、凋亡及坏死，[Ca2+]i可能是PDT
诱导C6胶质瘤细胞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制备VX2
肿瘤兔脑内种植模型、C6胶质瘤大鼠脑内种植模型
以及不同免疫背景的小鼠脑肿瘤动物模型，对HpDPDT进行安全性和治疗效果的研究 [22-23] ，发现采用
ALA，HpD及ALA+HpD的PDT治疗可明显延长脑内种
植C6胶质瘤荷瘤大鼠和脑内种植VX2肿瘤的实验兔的
生存期，虽然PDT治疗可引起暂时性脑组织水肿及颅
内压增高，但仍处于较安全的范围内，荷瘤动物脑
内微环境(如谷氨酸)及机体的免疫机制均会影响PDT
治疗脑胶质瘤的效果。以兔脑内种植VX2肿瘤为模
型，将荷瘤动物分为不治疗组、普通光源显微手术
组、单次PDT组、ALA荧光导航显微手术组及ALA荧
光导航显微手术后辅以PDT组，观察比较各组荷瘤动
物平均生存期。结果发现，单次PDT治疗可延长荷瘤
动物生存期，荧光导航显微手术较普通光源显微手
术治疗效果好，荧光导航显微手术+PDT能更有效地
治疗VX2肿瘤，提示在临床应用荧光导航显微手术切
除恶性脑肿瘤，瘤床进行PDT治疗可以在不给患者增
加新负担和不良反应可接受的情况下，最大可能地
减少肿瘤细胞的残留，尤其对为保存神经功能而残
留了较多肿瘤细胞的功能区肿瘤可能更有意义 [24]。
应用国产HpD单次PDT治疗恶性脑肿瘤，光敏剂为
5.0 mg/kg，避光24 h后入手术室，PDT治疗仪输出功

超过了MRI检查中增强的区域，因为MRI增强剂
仅能通过破坏的血脑屏障到达肿瘤部位，而PpIX
则可显示侵袭到正常脑组织中的胶质瘤细胞。
Roessler等 [27] 认为5-AL A荧光上可以克服神经导航
所至的脑漂移，能更实时地显示肿瘤所在位置。
Ferraro等 [28] 总结了1990至2014年来应用5-ALA引导
肿瘤手术的1 163例患者资料，发现5-AL A在术中
区分高级别胶质瘤(WHO III级+IV级)与脑组织的
敏感性达85%(363/426)，特异性达82%(104/127)，
但在低级别胶质瘤(WHO I级+II级)中，敏感性仅
为16%(13/83)。

率为500 mW、总能量240 J/cm2、波长628 nm，有一定
的治疗作用，可延长肿瘤复发时间，脑水肿及颅内
压可以控制，安全性较好[25]。

用5-ALA。因此，总体而言，5-ALA荧光引导胶质瘤
手术有助于提高恶性胶质瘤的切除程度。

3 5-ALA荧光引导胶质瘤手术
自从替莫唑胺应用于脑胶质瘤的治疗以来，单
次PDT治疗的应用日渐减少，人们更多地将5-ALA应
用于荧光引导的胶质瘤切除手术(fluorescence-guided
surgery，FGS)[14, 26]。
3.1 增强术中对肿瘤的辨识度
5 -A L A 在 术 中 产 生 的 肿 瘤 荧 光 可 协 助 术 者 在
切除肿瘤时确定边界。5-AL A荧光所标记的区域

3.2 提高恶性胶质瘤的切除程度
最大程度安全切除肿瘤是胶质瘤手术的主要目
标，但往往难以达到，这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肿
瘤所在位置、是否临近功能区和纤维束、肿瘤的大
小、是否应用术中定位和监测等。如果不用荧光导
航或术中MRI，恶性胶质瘤的全切率仅约为35%。
5-ALA通过增加术中对高级别胶质瘤的辨识度，从而
更多地完成完整切除(表3)。Stummer等 [29]最先开始
应用5-ALA引导胶质瘤切除手术，52例患者中影像学
上的全切率达63%；他们后来开展一组多中心的临
床研究 [30] ，发现不用荧光引导手术全切率为36%，
而应用荧光引导手术后可达65%；近来应用5-ALA引
导胶质瘤切除手术的临床报告中，功能区和总体全
切率分别上升至73%和89%。Foster等 [31]的Meta分析
发现5-ALA引导胶质瘤大部切除(gross total resection，
GTR)为75.4%(418/565)。Diez Valle等[32]报道36例患者
的GTR为83%，且所有患者的肿瘤切除程度均超过
98%。在一组33例患者的病例报告中，所有胶质瘤患
者(WHO II/III/IV级)术中应用MRI可使切除率提高
20.5%，但对于高级别胶质瘤患者(WHO III/IV级)，
5-ALA联合术中MRI的手术切除程度并不优于单独使

3.3 改善患者的预后
胶质瘤的切除程度与患者的生存期密切相关。
Ferraro等[28]发现：5-ALA荧光引导胶质瘤手术切除率
更高，复发再次手术减少，且未全切者PFS明显差于
全切者(P=0.0036)。Stummer等[29]应用5-ALA引导胶质
瘤切除手术的52例患者中1例出现永久性偏瘫，3例
出现一过性神经功能障碍，其余患者神经功能改善
或未出现恶化。III期临床的RCT研究结果显示：接
收5-ALA引导胶质瘤切除手术的患者6个月的PFS为
41.0%，而对照组为21.1%，并且5-ALA组未出现严重
的并发症；就卡氏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cale，

脑胶质瘤光动力治疗及光敏剂引导手术的研究与临床应用进展 李学刚，等

KPS)而言，两组在术后6周时均为90分，6个月后KPS
评分下降30%的5-ALA引导胶质瘤手术患者为26%，白
光手术组为29%。结果提示5-ALA引导胶质瘤切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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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并不会导致患者出现额
外的并发症。

表 3 应用 5-ALA 术中荧光引导胶质瘤手术的切除率
Table 3 Extent of resection after 5-ALA fluorescence-guided surgery in gliomas
作者

发表年份

病例数

肿瘤部位

肿瘤类型

肿瘤全切率

Schucht等[33]

2014

67

功能区

新发和复发GBM

73%

2013

31

功能区

新发和复发HGG

74%

2012

53

未分区

新发和复发GBM

89%

Della Puppa等

[34]

Schucht等[35]
Diez Valle等

[32]

2011

36

未分区

新发和复发GBM

83%

Stummer等[30]

2006

5-ALA：139；对照：131

未分区

新发HGG

5-ALA组：65%；对照组：36%

Stummer等[29]

2000

52

未分区

新发和复发GBM

63%

GBM：胶质母细胞瘤；HGG：高级别胶质瘤 (WHO III/IV 级 )

4 PDT与其他治疗方法的联合
许多患者在接受PDT治疗前已进行过化疗，或
在接受PDT治疗的同时和/或之后进行化疗，故有必
要对PDT与化疗联合应用治疗肿瘤进行深入研究，
但这方面的报道尚很少。有人研究 [36]了PDT联合嘧
啶亚硝脲(ACNU)或甲氨蝶呤(MTX)等抗肿瘤的药物
治疗脑胶质瘤的效果。结果表明PDT联合应用ACNU
对于抑制脑胶质瘤DNA、RNA、蛋白质的合成较单
独应用PDT要明显。而PDT联合应用MTX的研究[37]表
明：治疗的48 h内单独应用MTX的杀肿瘤作用较强，
在48 h后联合应用MTX时的杀肿瘤作用要明显强于单
独应用PDT。人们还发现替莫唑胺、阿霉素、长春新
碱、丝裂霉素C、氨甲喋呤等与PDT联用能产生协同
作用。PDT联合化疗药物治疗脑胶质瘤的效果较好的
机制尚未完全清楚，可能与化疗药物促进光敏剂在
肿瘤内聚积有关；也可能是因为PDT能引起肿瘤血脑
屏障进一步损害，使更多的化疗药物及免疫治疗药
物透过。研究[38]发现PDT联合去铁敏可增强PDT对胶
质瘤干细胞的治疗作用。多数学者认为PDT与放疗有
协同作用，放疗可能抑制PDT所致分子损伤的修复，
PDT也可能增加了肿瘤细胞对放疗的敏感性。另外，
还有PDT与热疗、免疫治疗、BNCT等联合应用的
研究[8, 39]。

5 脑胶质瘤PDT的并发症及处理
虽然PDT在脑肿瘤治疗中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
方法，并且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其并发症是轻微的。
但在实验及临床应用中都证实PDT有细胞损害及血管

损伤作用。其主要发并发症包括：脑水肿、正常脑
组织损害及皮肤光毒性。PDT过程中正常脑组织产生
脑水肿、脑组织缺氧、脑血管损伤，大面积脑水肿
及颅内压增高均有报道。在进行PDT前应充分切除
肿瘤组织，必要时行去骨瓣减压，术后行颅内压监
测，PDT治疗后的颅内压是可以控制的。PDT对脑胶
质瘤治疗的另一个并发症在于其对治疗区域所有结
构的非特异性损害，导致相应神经功能的恶化。PDT
可损害肿瘤的微血管系统，并通过血栓及出血性梗
死损害正常组织。位于或邻近脑功能部位的恶性肿
瘤PDT治疗的安全性及减少损伤取决于光敏剂对肿
瘤细胞的特异选择性。另外，光敏剂在皮肤中的潴
留，造成皮肤的光敏反应也不容忽视，严重者可致
剥脱性皮炎。但是，只要严格避光，应用激素、抗
过敏药物及加快光淬灭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E，这种
反应是可以避免的。

6 问题与展望
虽然近20年来应用PDT治疗脑肿瘤已有了一定
量的病例和临床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仍未
大规模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如：临床研究
中病例选择不统一，治疗中采用的光敏剂种类、剂
量、用药方法和途径、光源类型、照光条件(功率、
密度、能量、照光剂量及照光间隔时间)不一，疗效
判断标准不一致等，使资料可比性差，难以得出极
具说服力的结论[8, 10-12, 39]。5-ALA应用于胶质瘤治疗上
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个领域仍面临着很多
挑战。比如，实质恶性肿瘤的特异显像仍是不充分
的；由于正常脑组织与恶性胶质瘤细胞的强度对比

中南大学学报 ( 医学版 ), 2018, 43(4) http://www.csumed.org

366

不够明显，在浸润部位的切除范围的判断仍存在疑
问等[5]。
在我国，脑胶质瘤PDT治疗及光敏剂引导手术
的发展仍受限于光敏剂的研发和临床研究的滞后。
尽管早在十几年前我国就批准了重庆华鼎现代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HpD(喜泊汾)的临床应用，但在
脑胶质瘤PDT治疗方面仍缺乏临床研究的支撑。上海
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5-ALA(艾拉)
和血卟啉单甲醚(海姆泊芬)也批准用于临床，但主要
用于皮肤疾病的治疗，其适用范围在脑胶质瘤PDT治
疗和光敏剂引导手术中的拓展亦需要荧光手术显微
镜的普及与大量临床研究的支撑。
尽管面临多种困难，但理论上PDT在恶性脑肿
瘤治疗中的研究仍具有良好的前景。通过优化PDT治
疗方案，改良现有的光敏剂或开发新的和更特异的
光敏剂，进一步的研究阐明光敏剂的摄取机制和治
疗原理，PDT治疗及光敏剂引导手术仍不失为脑胶质
瘤治疗的一种有潜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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