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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性卵巢癌治疗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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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卵巢癌是妇科恶性肿瘤中常见的疾病，多数患者经手术和标准化疗后复发，复发性卵巢癌（recurrent
ovarian cancer，ROC）患者预后差，我国目前尚无完全治愈 ROC 的治疗方案，患者最终多表现铂耐药或难治
性复发，导致其病死率较高。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分子靶向治疗在 ROC 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关
于治疗 ROC 靶向药物的研究已有了新的突破性进展，可为 ROC 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本文就 ROC 治疗
的研究新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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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妇科恶性肿瘤中病死率最高的疾病，
多数患者经手术联合卡铂和紫杉醇标准治疗后出
现复发 [1]。复发性卵巢癌（recurrent ovarian cancer，
ROC）的预后非常差，治疗时应优先考虑患者的生
活质量。目前临床一大难题是 ROC 对传统治疗的
不敏感性，随着医学的发展，分子靶向药物的研究
新进展为复发性卵巢癌带来新的希望。本文就复
发性卵巢癌治疗的研究新进展进行综述。
1 ROC的定义
ROC 是指经手术联合卡铂和紫杉醇标准治疗
后，临床上再次出现肿瘤复发的证据。经标准治疗
后６个月之内出现复发证据者为铂耐药型复发性
卵巢癌患者，复发时间＞６个月者为铂敏感型复发
性卵巢癌患者 [2-3]。
2 ROC的治疗
2.1 化疗
化疗是 ROC 的主要治疗手段 [4]。可按以下原
则选择方案：①一线化疗不含铂类者，选择铂类为
主的联合化疗；②一线化疗为铂类者，化疗结束至
肿瘤复发时间（无铂间隔）＞ 6 个月者，可再选择以
铂类为主的联合化疗；无铂间隔＜ 6 个月或一线化
疗未达完全缓解者，应选用二线药物，如阿帕替尼、
脂质体阿霉素、PARP 酶抑制剂、依托泊苷等。铂基
化疗耐药的发展仍然是肿瘤治疗中不可逾越的障
碍，是导致肿瘤复发的原因之一。铂基化疗耐药患
者，首选非铂类单药，可选择贝伐单抗、脂质体阿霉
素、阿帕替尼和卢卡帕尼等。
2.2 手术治疗
由于卵巢位置较隐匿，早期卵巢癌缺乏特异性
临床表现，70% 以上卵巢癌患者确诊时已属于癌症
晚期。国内外关于卵巢癌的诊治规范和指南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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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腹肿瘤细胞减灭术作为晚期卵巢癌手术治疗的
首选和推荐方法。对于 ROC 进行手术治疗的意义
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二次或多次肿瘤细胞减灭术
多为经验性治疗 [5]。Harter P 等 [6] 的 DESKTOP Ⅲ
研究结果认为，对于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相比化
疗，二次减瘤手术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14 个月 vs 19.6 个月）。
随机Ⅲ期研究（GOG-0213）结果认为，铂敏感复发
性晚期卵巢癌行二次减瘤手术组患者的 OS 不及化
疗组患者 [7]。矛盾的结果值得分析，目前较为一致
的观点认为，二次减瘤术的实施有条件，包括满意
的 PDS、铂类化疗敏感型、单一复发病灶或多发病
灶估计可切净者，手术可以达到 R0，满足上述条件
才可使复发患者获益。
2.3 分子靶向药物治疗
靶向药物可作为化疗增敏剂与化疗联合用于
复发后的初始治疗，也可作为化疗后的维持治疗。
客观的选择靶向药物治疗 ROC，可明显改善患者症
状及延长患者的 PFS。
2.3.1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 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抑制剂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阻断肿瘤细
胞营养供应，抑制肿瘤生长。由于血管生成在实体
肿瘤生长和转移中的致病作用，抗血管生成药物的
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1）阿帕替尼（apatinib）。阿帕替尼是一种具
有高效活性的口服抗血管生成和抗卵巢癌药物。
J. Ding 等 [8] 研究表明，阿帕替尼对卵巢癌细胞增殖
和活力无明显影响，但对卵巢癌细胞迁移有抑制作
用。阿帕替尼通过抑制 JAK/STAT3，PI3K/AKT 和
Notch 信号通路来抑制卵巢癌细胞的上皮 - 间质转
化，从而有效抑制体内肿瘤的生长。一项Ⅱ期单臂
前瞻性研究 [9] 显示，阿帕替尼联合口服依托泊苷治

我和宝贝

·妇儿健康·

2020年11月第10卷第11期

疗铂耐药或铂难治性卵巢癌，选择 35 例患者，初始
剂量为阿帕替尼 500 mg 口服，1 次 /d，连续用药，依
托泊苷 50 mg 口服，1 次 /d，治疗周期 21 天，剂量可
随病情适当调整。研究说明阿帕替尼联合口服依
托泊苷治疗铂耐药或铂耐药卵巢癌具有良好的疗
效和可控制的毒副作用，值得在Ⅲ期临床试验中进
一步研究。阿帕替尼需要进一步的Ⅲ期临床研究，
有望成为新一代良药。
（2）贝伐单抗。2011 年 12 月 23 日，
欧洲药物 管
理 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和 2018 年
6 月 13 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分别批准该药物与卡铂和紫杉醇联
合用于治疗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
癌Ⅲ期或Ⅳ期的一线治疗。K. Chikazawa 等 [10] 的
试验研究表明，在化疗中添加贝伐单抗可显著提高
铂耐药性复发卵巢癌的 PFS。
2.3.2 PARP 酶抑制剂 PARP 抑制剂是首个获得临床
批准的旨在利用合成致命性的药物。奥拉帕尼已
被证实可用于 ROC 的维持治疗药物。基于 SOLO
的Ⅲ期临床试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和欧洲药品
管理局已经批准 PARP 抑制剂奥拉帕尼作为维持
治疗，以防止铂类药物敏感的卵巢癌复发 [11]。卢卡
帕尼已被证明在上皮性卵巢癌的二线治疗中具有
临床活性。随着 BRCA1 和 BRCA2（BRCA）突变，
基因组杂合度（LOH）的丢失也可能代表同源重组
缺陷。在 ARIEL2 中，评估了肿瘤基因组 LOH 预测
口服卢卡帕尼反应的能力。在用卢卡帕尼治疗的
BRCA 突变型或 BRCA 野生型和 LOH 高铂敏感性
卵巢癌患者中，PFS 长于 BRCA 野生型 LOH 低癌
患者。
2.3.3 PD-1/PD-L1 抑制剂 近年来，PD-1/PD-L1 轴
阻断治疗实体肿瘤的试验取得了成功，免疫治疗已
进入癌症治疗的中心阶段。PD-1/PD-L1 是 T 细胞
上的一种检查点分子，在限制正常宿主的适应性免
疫反应、预防自身免疫和自身炎症反应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癌症患者中，PD-1 在肿瘤微环境中的 T
细胞上表达非常高，其主要配体 PD-L1 在肿瘤细胞
和肿瘤内抗原呈递细胞上表达多样。虽然 PD-L1
在肿瘤上的表达常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预后因素，
但它与 PD-1/PD-L1 阻断抗体治疗的阳性结果明显
相关，并已被用于癌症治疗。
3 结语与展望
分子靶向治疗的出现为 ROC 患者带来了福音，
尤其是铂耐型 ROC 患者。阿帕替尼、贝伐单抗和奥
拉帕尼等靶向药物不仅可与化疗联用，也可作为维
持治疗，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目前，能改善 ROC

患者生存的药物仍以抗血管生成药物及 PARP 抑
制剂为主，此外，应加强对患者基因突变的检测、肿
瘤耐药性的研究及分子信号通路变异的筛查以便
于充分评估、合理选择靶向药物、提高疗效，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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