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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PLD）致晚期乳腺癌患者速发型超敏反应与血

浆抗聚乙二醇（PEG）抗体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非干预性临床研究，研究对象选自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收治的晚期乳腺癌女性患者，
治疗方案为 PLD 单药治疗（盐酸多柔比星脂质

体注射液 50 mg/m2 入 5% 葡萄糖注射液 250 ml 静脉滴注 90 min，给药前不进行地塞米松或其他药物预

处理）。给药前所有患者行血浆抗 PEG 抗体水平检查，以抗体水平>2 ng/L 为阳性；对给药开始后
30 min 内发生超敏反应者寻找时机尽快采血行血清 IgE 和 C3、C4 水平检查。根据是否发生速发型超

敏反应将患者分为超敏反应组和无超敏反应组，比较 2 组患者临床特征和血浆抗 PEG 抗体携带情况；
根据抗 PEG 抗体携带情况将患者分为抗 PEG 抗体阳性组和阴性组，比较 2 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超敏
反应发生率。

结果

纳入研究的患者共 12 例，年龄 37~68 岁，中位年龄 50 岁；10 例既往使用过非

PEG 化蒽环类药物，经等效剂量换算后，累积剂量相当于多柔比星 329（185，418）mg/m2。用药开始后
2~18 min 共 7 例患者发生超敏反应，超敏反应组与无超敏反应组患者年龄、身高、体重、体表面积、既

往蒽环类药物应用情况、累积剂量等临床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抗 PEG 抗体阳性率

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4/7 比 2/5，P=1.000）。12 例患者中抗 PEG 抗体阳性和阴性者各 6 例，2 组患者
上述临床特征和超敏反应发生率（3/6 比 4/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超敏反应组有 4 例患

者行血清 IgE 和 C3、C4 水平检查，2 例抗 PEG 抗体阳性者血清 IgE 水平升高（分别为 404、545 µg/L），
其中 1 例血清 C4 水平也升高（486 mg/L），而 2 例抗 PEG 抗体阴性者血清 IgE 和 C3、C4 水平均正常。
结论

未发现 PLD 诱导速发型超敏反应与抗 PEG 抗体相关，可能与研究样本量小有关，不排除抗

PEG 抗体可能参与诱发 IgE 介导的速发型超敏反应，
在部分患者中还可能由补体介导。
【关键词】 乳腺肿瘤； 多柔比星； 脂质体； 超敏反应，
速发型； 聚乙二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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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mmediate hypersensitivity induced by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PLD) and the plasma anti‑polyethylene glycol (anti-PEG) antibody in ad‑
vanc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The study was designed as a prospective and noninterventional
study. The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advanc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who received monotherapy with PLD (an IV infusion of PLD 50 mg/m2 in 5%
glucose solution 250 ml for 90 minutes without pretreatment with dexamethasone or other drugs). Anti‑PEG
antibody before administration were detected for all the patients and antibody level >2 ng/L was 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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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ositive. Blood in patients who had hypersensitivity within 30 minutes after the start of infusion was
collected (finding the opportunity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gE, C3, and C4 levels in serum were detected.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re was an immediat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yper‑
sensitivity group and non‑hypersensitivity group 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lasma anti‑PEG anti‑
body carrying status in patients between the 2 groups were compared; according to anti‑PEG antibody
carrying statu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ti‑PEG antibody positive group and negative group 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cidence of hypersensitivity in patients between the 2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 total of 12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ged from 37 to 68 years with a
median age of 50 (37‑68) years. Ten patients had previously used non‑pegylated anthracyclines and the median
cumulative dose was 329 (185, 418) mg/m2 after a doxorubicin equivalent dose conversion. Seven patients
developed hypersensitivity within 2‑18 minutes after the start of infusion. Between the hypersensitivity group
and the non‑hypersensitivity group,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height, weight, body
surface area, previous application of anthracyclines, and the cumulative doses in patients were not signifi‑
cant (all P>0.05); the difference in positive rate of anti‑PEG antibodies in patients was also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4/7 vs. 2/5, P=1.000). Among the 12 patients, 6 were positive for anti‑PEG antibody and 6 were
negative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mentione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r the incidence of hypersensi‑
tivity (3/6 vs. 4/6) in patients between the 2 groups (all P>0.05)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hypersensitivity
group, IgE, C3, and C4 levels in serum were detected in 4 patients. Two patients with positive anti‑PEG
antibody had increased IgE levels (404 and 545 µg/L, respectively), 1 of which had also increased C4
level (486 mg/L); the other 2 patients with negative anti‑PEG antibody had normal IgE, C3, and C4 levels.
Conclusions It has not been found that PLD‑induced immediate hypersensitivity is related to the anti‑
PEG antibody,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small sample size of the study. It cannot be ruled out that anti‑PEG
antibody may be involved in the induction of the IgE‑mediated immediate hypersensitivity, which may also
be mediated by complement in some patients.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 Doxorubicin; Liposomes; Hypersensitivity, immediate;
Pegy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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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

的抗 PEG 抗体导致了速发型超敏反应的发生［6］，但

高达 226 万，超过了肺癌的 220 万例，乳腺癌取代肺

与抗 PEG 抗体的相关性，我们以晚期乳腺癌患者为

2020 年全球最新癌症数据显示，乳腺癌新增人数

癌成为全球第一大癌 。多柔比星属于蒽环类抗
［1］

肿瘤抗生素，主要通过破坏肿瘤细胞的 DNA 结构
发挥抗肿瘤作用，临床广泛用于治疗乳腺癌 。多
［2］

柔比星与心肌的亲和力明显高于其他组织，严重的
心脏毒性使其临床应用受到极大限制 。但迄今
［3］

多柔比星仍是临床上最常用的晚期乳腺癌治疗药
物 。脂质体作为一种新型靶向药物载体，可以增
［4］

加药物疗效，减少毒副作用［2］。研究表明聚乙二醇

化脂质体多柔比星（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PLD）致心脏毒性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多柔比星，
但可引起速发型超敏反应、手足综合征、口腔黏膜

炎等不良反应，引起的速发型超敏反应发生率约为
9% 。但机制尚不明确，
可能与补体系统激活、
细胞
［５］

因子释放等有关。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
PEG）是脂质体药物传递系统中的辅料，在食品、药

品、工业中均广泛使用。有学者认为患者体内存在

缺乏临床证据。为探讨 PLD 诱发速发型超敏反应
研究对象开展了前瞻性非干预性临床研究。
1
1.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研究对象选自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020 年 10 月 16 日 以 后 收 治 的 晚 期 乳 腺 癌 女 性
患者。入选标准 ：
（1）18~70 岁女性 ；
（2）经组织

学 或 细 胞 学 检 查 ，诊断为晚期乳腺癌［7］；
（3）既往

未使用过 PLD，入院后治疗方案为 PLD 单药治疗，
给药前未给予地塞米松或其他药物预处理；
（4）治

疗期间无妊娠计划且自愿采取有效避孕措施；

（5）美 国 东 部 肿 瘤 协 作 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体力状态评分≤1 分。排除

标准：
（1）既往使用过 PLD，且因治疗失败或发生

严重不良反应终止治疗；
（2）处于哺乳期或妊娠期；
（3）合并使用影响多柔比星代谢的药物，包括细胞

色素 P450 代谢酶或药物转运体抑制剂或诱导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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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伊曲康唑、利福平等；
（4）研究者判定受试者有其
他任何不适宜参加试验的情况。
本研究方案经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SYSEC‑KY‑KS‑2021‑015）。入组患者
对本研究的目的和要求充分了解，并签署了书面知
情同意书。
1.2
1.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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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者用 xˉ ± s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者以
M（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秩

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方法
患者临床资料采集

为每例入组患者建立

Pearson χ²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临床研究档案，详细记录其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

2

况（年龄、身高、体重、体表面积等）、既往疾病史、
吸

2.1

相关情况（诊断日期、
病理分期、
既往非 PEG 化蒽环

性晚期乳腺癌患者共 12 例，均完成预期试验观察，

烟史、
饮酒史、
药物过敏史、
ECOG 评分、乳腺癌诊治
类药物使用情况等）和合并疾病等。
1.2.2

给药方法

我院应用的 PLD 为石药集团欧

结果
入组患者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18 日，自愿参与本研究的女

全部纳入分析。

12例患者年龄37~68岁，
中位年龄50（45，
53）岁；

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

身高146.0~165.0 cm，
中位身高154.5（150.4，
161.0）cm；

静脉滴注，
使用输液泵控制流速，
90 min 滴注完毕。

表面积1.49~1.77 m2，
中位体表面积1.60（1.53，
1.72）m2；

液，
50 mg/m2 入 5% 葡萄糖注射液 250 ml 稀释后立即
1.2.3

抗 PEG 抗体检测

给药前采集患者外周血

2 ml 于乙二胺四乙酸抗凝管，4 ℃条件下 2 000 ×g
离心10 min，
取上层血浆于Eppendorf管并置于-80 ℃

冰箱储存，用于抗 PEG 抗体检测。抗 PEG 抗体检
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

sorbent assay, ELISA），按 ELISA 试剂盒（南京森贝
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说明书操作。使用 Thermo

Fisher MK3 型酶标仪于 450 nm 波长处检测吸光度。
抗 PEG 抗体大于 2 ng/L 为阳性，
表示携带该抗体。
1.2.4

患者分组与观察指标

根据开始静脉输注

药物后 30 min 内是否发生超敏反应，将患者分为超
敏反应组与无超敏反应组，比较 2 组患者年龄、身

高、体重、体表面积、既往用药史、既往治疗中蒽环
类药物累积剂量和抗 PEG 抗体水平的差异；根据

抗 PEG 抗体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抗 PEG 抗体阳
性和阴性组，比较 2 组患者年龄、身高、体重、体表

体重 48.3~61.9 kg，中位体重 54.8（50.1，58.0）kg；体
既往患子宫肌瘤和尿路感染者各 1例；
入院前3个月

内均无过量吸烟（>5 支/d）、过量饮酒（>14 单位/d，
1 单位相当于 18 ml 纯酒精）或过量饮用茶/咖啡等

富含咖啡因饮料（>8 杯/d，1 杯约 250 ml）的情况，
均无药物过敏史；
ECOG评分为0分者8例，
1分者4例。
12 例患 者 均 为 Ⅳ 期 乳 腺 癌 ，10 例 既 往 使 用 过 非

PEG 化蒽环类药物（多柔比星 2 例、表柔比星 6 例、
吡柔比星 1 例），等效剂量（多柔比星∶表柔比星/吡

柔比星=1∶0.5）换算后，累积剂量相当于多柔比星
329（185，
418）mg/m2。12 例患者中合并高脂血症者
4例，
子宫肌瘤、
高血压病各 2例，
2型糖尿病 1 例。
2.2

血浆抗 PEG 抗体检测结果

抗 PEG 抗体检测结果显示，12 例患者中 6 例抗

PEG 抗体阳性，
抗 PEG 抗体携带率为 50%。
2.3

速发型超敏反应发生及处置情况

开始用药 30 min 内，12 例患者中 7 例（58%）

面积、既往使用蒽环类药物情况和超敏反应发生

发生速发型超敏反应，表现为胸闷（5 例）、面部潮

率的差异。

红（4 例）、咳嗽（2 例）、气促（1 例）和一过性意识

面部潮红、胸闷、气促或一过性意识模糊、喉头水

18 min 时发生；超敏反应严重程度 5 例为 2 级，2 例

速发型超敏反应定义为给药后 30 min 内出现

肿等症状 。依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
［8］

通用术语标准 5.0 版 对超敏反应进行严重程度评
［9］

级，1 级：不需要系统干预。2 级：需要口服给药治
疗。3 级：支气管痉挛；需要住院的临床并发症；需

要静脉干预治疗；有症状的支气管痉挛伴或不伴
荨麻疹；
需要肠外治疗；
过敏相关水肿/血管性水肿；
低血压。4级：
危及生命、
需要紧急治疗。5 级：
死亡。

模糊（1 例）；6 例为用药 2 min 时发生，1 例为用药

为 3 级。这 7 例患者既往均使用过非 PEG 化蒽环

类药物。速发型超敏反应发生后，7 例患者均立即
停药，给予地塞米松、肾上腺素、苯海拉明、西咪替

丁等处理，症状均在 2 min 内迅速缓解，转归良好。
2.4

超敏反应与无超敏反应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超敏反应组和无超敏反应组患者年龄、身高、

体重、体表面积、既往使用非 PEG 化蒽环类药物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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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占比和抗 PEG 抗体携带率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

识模糊。

意义（均 P>0.05）。见表 1。

PLD 诱发超敏反应的机制目前尚无定论，可能

对 4 例发生超敏反应的患者在症状出现时经

的有多柔比星介导的药疹、IgE 介导的速发型超敏

静脉通道采血进行了血清 IgE 和 C3、C4 水平检测，

反应、补体激活、抗 PEG 抗体、细胞因子释放等［11］。

结果显示 2 例抗 PEG 抗体阳性者血清 IgE 水平升高，

PLD 诱发的速发型超敏反应多发生于初次用药者，

分别为404、
545 µg/L（参考值：≤242 µg/L），
其中 1 例

给予糖皮质激素预处理、控制输液速度、稀释输注

血 清 C4 水 平 也 升 高 ，为 486 mg/L（参 考 值 ：100~

浓度等有一定预防作用［5］。本研究中速发型超敏

400 mg/L）；2 例抗 PEG 抗体阴性者血清 IgE 和 C3、

反应发生率高可能与未予糖皮质激素预处理有一

C4 水平均正常。
2.5

定关系，但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即便给予地

抗 PEG 抗体阳性和阴性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塞米松预处理，部分患者依旧会产生超敏反应，严

抗 PEG 抗体阳性和阴性组患者年龄、身高、体

重者甚至威胁生命。本研究中 7 例发生超敏反应
的患者既往均有非 PEG 化蒽环类药物治疗史，
提示

重、体表面积、既往使用蒽环类药物患者占比、既往

既往使用非 PEG 化蒽环类药物未发生超敏反应的

蒽环类药物累积剂量和超敏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2。
3

患者在使用 PEG 化药物时也有发生超敏反应可能；
无超敏反应组 5 例患者中 3 例有既往非 PEG 化蒽环

讨论

PLD 诱发速发型超敏反应的临床症状主要为

类药物治疗史，其药物累积剂量与超敏反应组患
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14（294，497）mg/m2 比

面部潮红、胸闷气短、呼吸困难，严重者可发生喉

294（158，418）mg/m2，P=0.383］，提示既往治疗中蒽

头水肿 和 过 敏 性 休 克 ，是 严 重 影 响 药 物 临 床 使

环类药物累积剂量与使用 PEG 化药物后超敏反应

用、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不良反应［10］。本研

究 12 例应用脂质体多柔比星的患者，7 例（58%）

的发生无显著相关性。

在用药 2~18 min 时发生速发型超敏反应，发生率

多位学者报道携带抗 PEG 抗体可能是诱发

PEG 化纳米材料药物超敏反应的重要因素［11‑14］。

较高，临床表现与文献报道 相似，主要有胸闷、面
［5］

部潮红，部分患者伴咳嗽、
气促等，
1例出现一过性意
表1

7
5

无超敏反应组

U值
P值

注

超敏反应与无超敏反应组晚期乳腺癌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年龄
例数
［岁, M(Q1, Q3)］

超敏反应组

Chen 等［12］的研究结果显示，抗 PEG 抗体能够迅速

Comparison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advanc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hypersensitivity

Tab 1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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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9, 55）

47（43, 53）
23.000
0.432

身高
［cm, M(Q1, Q3)］

体重
体表面积
［kg, M(Q1, Q3)］ ［m2, M(Q1, Q3)］

156.0（152.0, 161.0） 55.3（48.6, 57.7） 1.63（1.52, 1.70）
151.5（148.0, 162.3） 54.2（51.5, 61.8） 1.57（1.53, 1.76）
23.000

0.432

12.500

0.432

14.000
0.639

既往使用非聚乙二醇化
蒽环类药物
例数
7

抗聚乙二醇
抗体携带率
累积剂量 a
［mg/m2, M(Q1, Q3)］

3

-

0.152

294（158, 418）
414（294, 497）
6.000
0.383

4/7
2/5
-

1.000

超敏反应组纳入开始静脉滴注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后 30 min 内发生速发型超敏反应的患者，无超敏反应组纳入未发生速发

a
型超敏反应的患者；
分母小于 10 不计算百分数；
：
等效剂量换算后的多柔比星累积剂量；
-：
Fisher 精确检验

表2

Tab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advanc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anti‑polyethylene glycol antibody
年龄
例数
［岁, M(Q1, Q3)］

组别
抗体阳性组
抗体阴性组

U值
P值

注

抗聚乙二醇抗体阳性和阴性组晚期乳腺癌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6
6

身高
［cm, M(Q1, Q3)］

体重
［kg, M(Q1, Q3)］

体表面积
［m2, M(Q1, Q3)］

50（46, 51）

154.0（149.0, 160.6）

54.8（52.2, 58.7）

1.60（1.54, 1.71）

15.500

12.500

20.500

20.500

52（41, 58）
0.699

157.0（150.8, 164.3）
0.394

53.7（48.5, 59.1）
0.699

1.61（1.51, 1.74）
0.699

既往使用非聚乙二醇化
蒽环类药物
累积剂量 a
例数
［mg/m2, M(Q1, Q3)］
3

414（199, 460）

-

17.000

3

1.000

294（172, 390）
0.421

速发型
超敏反应
发生率 b
3/6
4/6
-

1.000

分母小于 10 不计算百分数；a：等效剂量换算后的多柔比星累积剂量；b：指开始静脉滴注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后 30 min 内超敏

反应发生率；
-：
Fisher 精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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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于 PLD 表面的 PEG，导致补体激活，脂质体膜

上形成膜攻击复合物（C5b‑9），并从脂质体中快速
释放包被的多柔比星，快速释放的多柔比星容易导
致超敏反应的发生。食用含有核酸或非人源蛋白
的 PEG 化药物或含 PEG 辅料食品，或使用含 PEG

[4]
[5]

辅料的化妆品，都有可能产生抗 PEG 抗体。因此，
在健康人群中也有较高比例的人携带抗 PEG 抗体。
有研究显示，美国高达 97.5% 的人携带抗 PEG 抗
体［15］。我国台湾地区也有 44.3% 的人携带抗 PEG

抗体，且年轻人抗体携带率更高［14］。本研究 12 例
患者中 6 例（50%）在用药前已携带抗 PEG 抗体，初

步推测抗 PEG 抗体在中国大陆人群中也普遍存在。

[6]

也有研究者认为，抗 PEG 抗体可通过破坏脂质体

[7]

［11，16］
敏”
，是不依赖 IgE 的速发型超敏反应。本研

[8]

携带率存在统计学差异（4/7 比 2/5，P=1.000），可能

[9]

结构经补体激活途径造成超敏反应，属于“假性过
究未发现超敏反应组和无超敏反应组抗 PEG 抗体

与样本量小有关。4 例发生速发型超敏反应患者
即时血清 IgE 和 C3、C4 水平检测结果显示，2 例抗

PEG 抗体阳性者血清 IgE 水平均升高，
其中 1 例血清

C4 水平也升高。初步提示，在发生速发型超敏反
应的患者中，抗 PEG 抗体可能参与诱发 IgE 介导的

[10]

速发型超敏反应，该反应在部分患者中可能由补体
介导，
也可不经过补体途径诱发。

[11]

的患者既往用药中均未发生超敏反应，不排除本次

[12]

本研究中 10 例有非 PEG 化蒽环类药物应用史

速发型超敏反应为患者对 PEG 化材料过敏可能。
这提示，作为药物载体，脂质体材料在提高传统高
毒性化疗药物靶向性、降低其毒性的同时，本身也
可能成为新的过敏原，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临床

[13]

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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