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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局部注射紫杉醇-纳米碳后淋巴趋向性
及药物浓度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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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化疗药物通过紫杉醇淋巴化疗（LCP）或单药局部注射化疗（PTX），药物在淋巴结和血

液中的分布情况；研究纳米碳示踪显影对于淋巴结清扫的意义。方法

80 例食管癌患者（男 65 例、女 15 例）分

为 LCP 组和 PTX 组。观察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对比淋巴结清扫总数，胸腹腔淋巴结清扫数目，血药浓度及淋巴结
浓度。结果

LCP 组与 PTX 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未增加。LCP 组各组淋巴结的浓度均高于对照组。淋巴结清

扫数目比较：LCP 组收集到淋巴结共 771 枚，平均（19.27±7.77）枚；PTX 组共收集到淋巴结 658 枚，平均
（16.45±7.12）枚，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纳米碳载体吸附紫杉醇可以有效的提高化疗药物在局部
注射中淋巴结中的药物浓度。纳米碳对于提高食管癌淋巴结清扫可能没有意义。
【关键词】 食管癌；淋巴化疗；紫杉醇；药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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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stribution of drug concentration in lymph nodes and blood between

lymphatic chemotherapy and single drug chemotherapy. To study if nano carbon can enhance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Methods

In the second part, from June 2015 to February 2016, 80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65 males

and 15 females) were divided into lymphatic chemotherapy with paclitaxel group (LCP) and paclitaxel alone group (PTX).
LCP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ano carbon-paclitaxel in the group;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aclitaxel alone in the
group. We observe the incidence rate of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after operation in the two groups,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in two groups and the rate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and lymph node
concent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ostoperative

morbidity did not increased, and the both did not have no adverse drug reactions such as bone marrow suppression,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 and so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chemotherapy drug in lymph nod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between LCP and control group: all of the lymph node LCP
group collected was 771, and the average number was 19.27±7.77; the control group collected 658 lymph nodes, and the
average number was 16.45±7.12;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s dissection. Conclusion

Nano carbon carrier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rug concentration in lymph

nodes in the local injection of chemotherapy drugs. The use of carbon nano tracer in the operation to improve
themediastinal number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may not hav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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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世界上七大恶性肿瘤之一，食管癌切

infection by pacitaxel，PTX）。患者基线数据（性

除术是主要的的治疗方法 。食管癌术后的预后仍

别、年龄、身高、体重、术前合并症、病理诊断、手

让人失望，术后 5 年内约有 34%～79% 患者出现复

术时间、麻醉时间、术后病理分期）亦进行收集。

发转移

1.2 试验干预方法

[1]

[2-4]

。淋巴结转移被认为是影响术后远期生

存率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术后复发最主要的原

所有纳入病例均接受全身麻醉下经左胸后外

因之一[5-7]。对于转移淋巴结的治疗，外科医生通过

侧单切口食管癌根治术。淋巴化疗组在开胸初步

彻底清扫淋巴结来治疗淋巴转移 [8]，但过度的淋巴

探查后在肿瘤下缘 2 cm 内进针黏膜下，分 4 点注

结清扫可能增加术后并发症[9]。术后化疗可以增加

射纳米炭-紫杉醇混悬液/紫杉醇注射液。对照组同

预后生存时间，但仍然有大量的患者死于复发转

法于肿瘤周围推注 0.1% 紫杉醇注射液 1 ml（含紫

移。

杉醇 6 mg）。所有患者均行淋巴结清扫术，术中、

在体外实验中，发现自由状态的抗癌药物随浓

术后按淋巴结分站收集标本，同时收集药物注射后

度的增加对于肿瘤细胞杀伤作用增强。淋巴化疗

30 min 后的血液。混悬液配制方法：纳米炭-紫杉

和局部注射化疗都能提高局部淋巴结药物浓度，提
高对微转移灶的清除。纳米碳是淋巴化疗最常用
的载体，易于进入淋巴系统，有着较好的淋巴结示
踪作用、载药作用、药物缓释作用、淋巴系统靶向
作用，并且其稳定性好、不进入血液、毒副作用小
等优点[10-13]。紫杉醇（PA）是一种天然抗癌新药，通
过破坏微管和微管蛋白二聚体的动态平衡，抑制肿
瘤细胞的分裂和增殖。紫杉醇淋巴化疗在胃肠肿
瘤及乳腺肿瘤应用安全，并在淋巴结中有分布，同
时可使淋巴结内的肿瘤细胞发生凋亡[14-17]。本研究
通过比较在食管癌术中淋巴化疗和局部药物注射
化疗两种途径给药进行前瞻性对照比较，探索淋巴
化疗及单药局部注射化疗中，化疗药物在淋巴结及
血液浓度分布的情况进行研究，为食管癌淋巴化疗
积累临床经验及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和病例收集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非随机单盲对照研究设计，
患者按入院先后顺序入组，对结局指标测定者实施
单盲。纳入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于华西医院
胸外科同一医疗组接受食管癌术中淋巴化疗的病
例及同期接受单药局部化疗的食管癌手术病例。
所有患者均为术前胃镜及活检病理确诊为食管
癌。排除标准：① 术前曾行放化疗患者；② 对纳
米活性炭（卡纳琳）不耐受患者（如过敏等）；③ 拒
绝参加本临床试验者；④ 曾发生食管淋巴回流系
统破坏者，如曾做过食管手术、肺结核，或曾发生
过严重纵隔感染等；⑤ 肿瘤巨大，侵犯腹腔脏器
或探查患者（即术中发现肿瘤侵犯关键器官，无法
切除而结束手术者）。所有纳入试验病例分为 2
组：紫杉醇淋巴化疗（lymphatic chemotherapy by
pacitaxel，LCP）组、紫杉醇单药局部化疗组（local

醇混悬液：1 ml（50 mg）纳米炭混悬液（50 mg/支）
＋1 ml（6 mg）紫杉醇注射液（30 mg/支）；上述混
悬液使用前在 37℃、120 r/min 水浴［水浴恒温振荡
器（摇床）SHA-C］中往复振荡 60 min，使纳米炭达
到平衡吸附状态。淋巴化疗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
均常规给予禁食、抗炎、静脉/肠内营养、补液及对
症等治疗。术中注射方法如图 1。

1.3 观察指标
患者的基本资料：年龄、性别、肿瘤部位、肿
瘤类型、组织学分型等一般资料；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以及实验室指标等；淋巴结清扫数目的统计；
淋巴结中、血液中的药物浓度。

1.4 统计学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 x¹ § s ）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均数+四分
位数间距表示，用绝对数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连
续型变量之间的差异采用方差分析检验，偏分布者
之间的差异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或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比较分类变量间的差异采用卡方检
验。样本含量计算采用 PASS 11.0.7（NCSS, LLC,
Kaysville， Utah） 软 件 完 成 。 统 计 分 析 由 SPSS

图1

术中注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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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LCP 组与对照组的基线情况比较（X±s）

表 3 淋巴结清扫数目对比

LCP 组（n=40） PTX 组（n=40） x2 值/F 值 P 值

指标
性别

2.051

淋巴结数目
组别

F值

男

35

30

淋巴结清扫总数

女

5

10

腹腔淋巴结清扫数目

60.63±8.78

62.13±7.89

年龄（岁）
ASA 分级

0.646

0.424

1.303

0.728

1级

4

7

2级

18

14

3级

9

9

4级

3

2

术前合并症

28

24

0.879

0.348

手术时间

193.66±36.84

194.76±47.91

0.407

0.667

1.333

0.513

病理诊断
鳞癌

38

38

腺癌

2

1

其他

0

1

术后病理分期
Ⅰ期

胸腔淋巴结数目

19.27±7.77

16.45±7.12

2.871 0.094

7.87±4.60

6.05±3.86

3.700 0.058

11.40±6.71

10.40±5.48

0.533 0.467

表 4 与药物浓度可能相关的资料对比（n）
LCP 组
（n=40）

资料

PTX 组
（n=40）

肿瘤位置

χ2 值/
F值

P值

0.621

0.600

中

29

32

下

11

8

肿瘤直径（cm）

3.52±1.72

3.91±1.93

0.908

0.344

用药结束与标本

117.30±41.07

106.88±40.62

1.302

0.257

采集时间间隔
表 5 各组淋巴结的浓度差异
1.899

7

P值

LCP 组（n=40） PTX 组（n=40）

0.152

0.387

淋巴结药物浓度（μg/g 或者 μg/ml）b
组别

10

LCP 组（n=40）

PTX 组（n=40）

P值c

Ⅱ期

13

16

血药

0.000（0.000，0.000）

0.00（0.00，0.121）

Ⅲ期

20

14

4组

0.518（0.283，0.937）

0.095（0.019，0.204）

<0.001

8组

2.431（1.419，3.723）

0.971（0.650，1.487）

<0.001

17 组

2.103（1.673，3.105）

0.239（0.175，0.429）

<0.001

a

表 2 LCP 组与对照组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情况比较（例）
x2 值

P值

0

0.000

1.000

0

0

0.000

1.000

肺部感染

6

10

1.250

0.348

乳糜胸

1

0

1.333

0.513

脓胸

1

0

1.899

0.387

并发症

LCP 组（n=40）

术后死亡

0

吻合口瘘

PTX 组（n=40）

18.0（ IBM, Chicago, Illinois） 软 件 完 成 。 双 侧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样本含量的计算
通过预试验的方法，测定淋巴结清扫数目及药
物浓度，并设检验效能 1-β=0.8，显著性水准
α=0.05，N（LNP）：N（LNF）=1，计算得若以 1∶1
的样本比例所需要的样本量。测得若要对比 8 组
淋巴结药物浓度需试验 组和对照组各 23 例样本。
若要对比 17 组淋巴结药物浓度需试验 组和对照组
各 28 例。如要对比淋巴结清扫数目需试验 组和对
照组各 33 例样本量。综合上述两组样本含量计算

0.866

a：血药药物浓度为 ug/ml；b：药物浓度分布经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呈偏态分布

结果，为了达到预设的检验效能和显著性水准，浓
度及淋巴结清扫数目比较至少，各组至少需要 33
例样本，共 66 例样本。为了减少样本丢失导致的
误差及其他原因，我们共纳入 80 例患者，各组 40
例。

2.2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LCP 组和对照组研究病例基线数据的比较，可
见 2 组病例在性别，年龄，术前合并症，术后病理
诊断，术后病理分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3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结果
两组围手术期死亡率、吻合口瘘发生率、肺部
感染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4 LCP 组与 PTX 组淋巴结清扫个数比较
LCP 组收集到淋巴结共计 771 枚，平均清扫
（19.27±7.77）枚；对照组共收集到淋巴结 658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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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术中可见部分淋巴结有明显染色

平均清扫（16.45±7.12）枚，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纳米炭作为淋巴示踪剂广泛用于胃癌、结直肠

（P>0.05）。对于胸腹腔淋巴结清扫个数分析，差异

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等的淋巴结清扫中，大量研

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见图 1。

究都证实纳米炭可以提高淋巴结清扫数目及提高

2.5 对于影响药物浓度的资料进行统计

阳性淋巴结检出率[18-22]。我们在术中发现腹腔淋巴

标本采取时间，肿瘤直径等，差异均无统计学

结黑染明显，有时可见数条黑染的淋巴管。部分肿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4。

大明显的淋巴黑染后，剖开可见淋巴结内大量示踪

2.6 LCP 组、对照组血液、淋巴结等组织的药物浓

剂沉积。据我们统计发现 LCP 组中，收集到淋巴

度比较

结共计 771 枚，平均清扫（19.27±7.77）枚；对照组

LCP 组与 PTX 组血液及淋巴组织的紫杉醇浓

共收集到淋巴结 658 枚，平均清扫（16.45±7.12）枚，

度比较，LCP 组于对照组血液中的紫杉醇浓度差异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胸腹腔淋巴结

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淋巴结浓度有明显差

分析，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我们发现胃

异；见表 5。

左淋巴结转移率高达 37.5%，文献回顾发现中下段

2.7 LCP 组及 PTX 组化疗后的不良反应

食管癌腹腔淋巴结转移是最常见的转移方式之一，

LCP 组及 PTX 组术前，对患者的血、尿常规、

因此我们推测能够尽可能清扫腹腔淋巴也是有意

肝功、肾功、心电图等指标进行了检测，各项指标

义。目前，可能由于病例数不足所致，需要进一步

均在正常范围内才能纳入试验 ，而且术中用药时

扩大样本来研究证实示踪剂是否能提高腹腔淋巴

禁止直接注入血管。淋巴化疗组术后均未发生骨

结清扫数目。与肺吸入微粒有关，胸腔大部分淋巴

髓抑制、黏膜损害、恶心、呕吐、过敏、胃肠道反应

结常为黑色。术中可见纳米炭可对部分未黑染的

等不良反应。术后第 3 d 及 6 d 复查血常规，红细

淋巴结示踪，但我们还未能发现清扫数目有差异，

胞、白细胞、血小板均大于正常值下限，肝功、肾功

可能由于淋巴结清扫部位固定，大部分淋巴结黑

等指标检测正常，偶有患者胆红素、AST、ALT 轻微

染，示踪剂对于胸腔淋巴结清扫作用不明显。

升高，多由手术引起。

3 讨论

目前，静脉化疗仍是术后治疗肿瘤转移的主要
的辅助治疗方法。术后单一或者多种药物联合化
疗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但也有研究指出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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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对于术后患者生存率提高不明显[23]，并可能因
化疗毒副反应使患者无法耐受而放弃治疗。由于
药物不仅在癌组织分布，同时也在正常组织分布，
全身分布降低了在癌组织的浓度。药物杀伤作用
降低同时，杀伤正常组织。怎样提高化疗药物在局
部淋巴结的浓度，并降低血药浓度是研究的热点。
用载体吸附化疗药物后在局部注射是目前较好的
提高局部药物浓度方法之一。淋巴化疗广泛应用
于肿瘤治疗之中。在 Guo 等 [24] 在大鼠体内注射纳
米炭携带吉西他滨和吉西他滨水剂，发现纳米炭带
吉西他滨组药物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在胰腺癌
切除术中，局部注射纳米炭吉西他滨混悬剂或吉西
他滨进行比较，发现纳米炭吉西他滨组的药物浓度
是对照组的 7-10 倍。Yang 等 [ 2 5 ] 在乳腺癌切除术
中，比较局部注射表阿霉素及表阿霉素纳米炭混悬
液，发现纳米炭载体组明显高于对照。在 Wang 等
[26]

的研究中发现，术中化疗可以提高 T3 期患者的

生存率。大量的临床试验都证实了纳米炭吸附化
疗药物可以提高局部淋巴结中药物浓度，并可以辅
助术中淋巴结的清扫。
本试验中，我们进一步探讨纳米炭的示踪作用
以及纳米炭对于药物在局部浓度的提升作用，以及
我们的注射方法在局部淋巴结分布的差异性。本
试验中，我们术前通过胸腹部 CT 及胃镜结果后，
将两个术前分期类似的患者通过配对随机法将患
者分为淋巴化疗及对照组，所有患者均采取左胸食

的浓度变化差异性较大，而有纳米炭载体的局部给
药可以有效的延长药物的高浓度时间[33]。食管癌的
淋巴化疗研究仍处于初步研究阶段，许多研究仅仅
是研究了内镜下淋巴化疗对于晚期患者的疗效，未
对术中淋巴化疗进行探讨，以及对化疗药物种类，
剂量及对于淋巴结系统中的浓度以及分布进行研
究 [34-36]。我们选择使用纳米炭吸附紫杉醇后，靶向
输送到淋巴结中，比没有纳米炭载体的药物浓度明
显较高。由于静脉化疗由于其血药浓度高，有潜在
导致骨髓抑制等风险，同时食管癌患者术后营养、
免疫等状态是对于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相
当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未设置静脉化疗作为对
照组。无法探知静脉化疗在淋巴结浓度，无法做这
一比较。对于淋巴化疗，我们仅仅是作为一种术中
辅助治疗的初步探讨，对其靶向的区域及载体的吸
附能力进行研究。对于有效性，可能需要进一步随
访及探讨其有效剂量。
综上所述，淋巴化疗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治疗方
式，在血液中药物浓度极低，没有增加围手术期的
并发症。纳米炭载体吸附紫杉醇可以有效的提高
紫杉醇在局部淋巴结中的浓度。同时我们发现术
中使用纳米炭可以较好的示踪腹腔淋巴结，但我们
的研究中还未能发现可以辅助提高胸腹腔淋巴结
清扫数目，纳米炭示踪剂对于胸腹腔腔淋巴结清扫
数目的意义不是很明显。我们认为淋巴化疗可以
作为一种术中辅助治疗。

管癌切除术。通过统计患者的性别、年龄、分期等
基本临床资料，没有发现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组的
基线基本相同, 具有可比性。同时对于影响药物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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