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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母细胞瘤治疗中需要考虑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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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视网膜母细胞瘤（RB）治疗技术的明显进展，更多患者有机会在生命面临极小风险的前提
下得以保存眼球和视功能。尽管目前有冷冻、激光光凝、全身化疗、眼球摘除手术以及通过眼内、球周和眼
动脉介入途径的局部化疗等多种治疗方式可供选择，但要形成合理的治疗方案并取得良好疗效仍有些许要点
需要考虑。如明确RB是不是眼内期、眼内期肿瘤是选择保眼治疗还是眼球摘除、保眼治疗在何种情况联合化
疗、如何安排RB患者的随诊及后续治疗等。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制定RB治疗方案时要面临的问题可能更为
复杂，应全面综合地评估患者病情、社会经济状况、就诊条件等具体情况，必须明确任何治疗均应遵循保生
命为前提的保眼、挽救视功能这一RB治疗原则。
【关键词】 视网膜母细胞瘤/外科学； 视网膜母细胞瘤/药物疗法； 化学疗法，肿瘤，局部灌注； 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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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nks to the treatment of retinoblastoma (RB) having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rend to us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modalities that aim to preserve the globe as well as
vision with minimum mortality. RB therapy is a long-term systemic treatment in clinical practice.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treatment options for RB therapy, such as cryotherapy, photocoagulation, systemic chemotherapy,
enucleation and ophthalmic chemotherapy,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sid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in gaining a reasonable treatment strategies: to make sure that RB is an intraocular perio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traocular RB to be treated with eye preservation or enucleation; what is the case of eye
preserv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how to arrange the follow-up of RB patients. It's more
complicated to choice the therapeutic measures for RB in clinical practice. So, the patient's condition, economic
capability and medical condition should be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The principle of RB treatment should be
followed, which is protecting eyeball and visual function without life damage.
【Key words】 Retinoblastoma/surgery; Retinoblastoma/drug therapy; Chemotherapy, cancer, regional
perfusion; Cryotherapy; Laser coagulation; Editorial

视网膜母细胞瘤（RB）是恶性度很高的肿瘤，未

（放射敷贴治疗）、远程放射治疗以及通过眼内、球

经治疗者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眼球摘除手术作为曾

周和眼动脉介入途径的局部化疗是二线治疗方案。在

经治疗RB的经典方法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但随着

明确RB的诊断后，为帮助形成比较系统的、清晰的治

医学技术的发展，自20世纪后期开始，RB的治疗理念

疗思路，建议按如下要点依次考虑。

发生了重大改变，治疗目的不再仅为挽救生命，还要
尽可能地保留眼球和保存视力。目前针对RB的治疗，

1 RB是否有眼外生长和全身转移

冷冻、激光光凝、经瞳孔温热疗法（TTT）、全身化疗

对于RB患儿，在考虑治疗时首先要借助眼部超

和眼球摘除手术是一线治疗方案；近距离放射治疗

声、眼眶和头颅CT、MRI以及脑脊液检查等辅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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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判断肿瘤是否是眼内期以及三侧RB。如果发现肿

致眼内肿瘤不能很好观察和治疗的严重并发症。眼球

瘤突破巩膜壁向眼外生长或肿瘤突破筛板侵犯视神经

摘除手术前应再次散瞳检查双眼以确认手术眼，手术

等情况则为眼外生长（眼外期），此类患儿行眼球摘

中应尤其注意避免弄破眼球，断视神经时断端尽量留

除手术后要追加全身化疗、鞘内化疗和局部放射治

长至10 mm以上。是否Ⅰ期植入义眼胎目前尚存争议。

疗，其5年存活率约为55%～60%

患眼摘除后如有条件可取新鲜肿瘤组织做基因分析。

[1, 2]

。RB发生全身转移

常累及中枢神经系统、骨骼、肝脏等，总体预后很

病理检查出现以下情况为高危因素：（1）肿瘤细胞越

差，目前一般通过强化的全身化疗联合自体干细胞移

过视神经筛板会增加肿瘤扩散到脑膜和脑脊液的风

植进行治疗，具有一定疗效 。

险；（2）肿瘤侵犯到脉络膜、巩膜、前房、睫状体、

[3]

由于RB肿瘤出现眼外生长和全身转移会严重威胁

虹膜等会增加肿瘤转移的风险。一旦出现以上情况，

生命，因此在制定治疗方案前以及在随后治疗的整个

眼球摘除手术后应联合全身化疗以降低肿瘤转移的发

过程中都要加以关注和排除。在治疗过程中一旦发现

生率。眼球摘除手术主要的并发症为手术中出血、手

有肿瘤眼外生长的迹象，应及时调整原治疗方案。

术后感染、义眼胎暴露和排斥等[4]。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眼球摘除手术在RB治疗中

2 眼内期肿瘤是选择保眼治疗还是眼球摘除

的应用会越来越少。如近年来逐渐开展起来的眼动脉

一旦明确眼内期RB，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便是是

化学药物灌注治疗（IAC）和眼内注入化学药物治疗使

否选择保眼治疗，这也是临床医生和患者家属最为纠

得部分D、E级肿瘤眼以及以往肿瘤复发难以控制的肿

结的问题之一。而眼内期RB国际分类法（简称为国际

瘤眼得到良好的控制，避免了眼球摘除手术。

分类）对于治疗方法选择和判断预后有很大帮助

2.2

[4, 5]

。

保眼治疗的方法和手段
除了上述眼球摘除手术的指征外，其他国际分类

A级（风险很低）：视网膜内散在的、对视功能无威胁
的小肿瘤。所有肿瘤局限于视网膜内，直径≤3 mm；

的内眼肿瘤均可尝试保眼治疗，但应注意盲目保眼会

距离黄斑＞3.0 mm，距离视神经＞1.5 mm；没有玻璃

增加危及患儿生命的风险。保眼治疗是通过眼局部治

体或视网膜下的种植。B级（风险较低）：没有玻璃体

疗单独或联合化疗等直接破坏肿瘤以保留眼球的治

或视网膜下种植的肿瘤。不包括在A级的所有大小和位

疗。目前主要的眼局部治疗包括冷冻、激光光凝、

置的肿瘤；视网膜下液局限于肿瘤基底部5 mm以内。

TTT、局部放射治疗等。其中冷冻和激光光凝最简便常

C级（风险中等）：伴有局部视网膜下或玻璃体种植的

用，这两者对分裂期和非分裂期的肿瘤细胞均有破坏

所有大小和位置的肿瘤。玻璃体和视网膜下种植细小

作用，适用于国际分类A、B级中瘤体较小的肿瘤和经

而局限；视网膜下液局限于1个象限内。D级（高风

全身化疗后残存的肿瘤。为减少并发症的出现，须多

险）：出现弥散的玻璃体或视网膜下种植。肿瘤眼内

次治疗，每次治疗间隔3～4周，每次治疗强度不能过

弥漫生长；广泛的呈油脂状的玻璃体种植；视网膜下

大。

种植呈板块状；超过1个象限的视网膜脱离。E级（极

冷冻治疗中利用冷冻头经巩膜对肿瘤进行冻融

高风险）：不可逆转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大量的眼

2～3次；如肿瘤靠后部需要打开结膜；每次治疗时不

内出血；无菌性眶蜂窝织炎；肿瘤达到玻璃体前面；

超过2个象限范围或4个以上孤立病灶，同时注意冷冻

肿瘤触及晶状体；弥漫浸润型RB；眼球痨。

强度不能太大，以免引起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和

2.1

眼球摘除手术的指征

出血等并发症。另外，冷冻不仅可以直接杀伤肿瘤，

眼球摘除手术治疗RB的文献最早记载于1809年，

同时也破坏了眼球内的血视网膜屏障，有利于药物渗

至今已有200年历史。虽然近半个多世纪来已发展出多

透，对于D级肿瘤和有局部玻璃体种植以及复发的肿

种保眼治疗，但眼球摘除目前仍然是治疗晚期RB的主

瘤，可以先对瘤体或临近玻璃体种植处的正常视网膜

要手段，对于眼内期肿瘤患者有高达95%以上的治愈率。

进行冷冻，然后在72 h内再行全身化疗，如此可增加眼

眼球摘除手术的指征为：（1）国际分类部分D级

内化学药物浓度以提高化疗效果。

和大部分E级的肿瘤眼，如肿瘤占据了眼内大部分空

激光光凝可选用绿激光（波长532 nm或536 nm）、

间，出现严重玻璃体积血，出现弥漫性玻璃体腔或视

红外激光（波长810 nm）和远红外激光（波长1064 nm），

网膜下种植，继发青光眼等；（2）肿瘤复发，其他治

通过头戴式间接检眼镜经瞳孔直接照射肿瘤病灶，初

疗手段难以控制；（3）保眼治疗过程中出现全视网膜

次治疗时要沿肿瘤边缘围上一圈光斑。红外激光和远

脱离、严重眼内出血、严重晶状体和玻璃体混浊等导

红外激光因穿透性更强、受肿瘤所含色素影响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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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应用更广。激光烧灼肿瘤组织引起的光凝斑会阻

患者避免了眼球摘除或外放射治疗，后者已被证明可

碍激光对深层组织的穿透，因此治疗中激光能量开始

显著增加第二肿瘤的发生率。化学减容治疗除了可提

不宜设置过高，避免即刻产生光凝斑，最好采用热疗

高患眼的眼球保存率外，还可以大大减低局灶性治疗

模式，通过持续照射缓慢加热肿瘤组织，逐渐产生灰

所需的治疗强度，或有可能以创伤小的治疗替代创伤

白色激光斑反应以达更佳治疗效果。在治疗中要注意

大的治疗，减轻眼部治疗的并发症，有利于保存视功

激光能量不可太大以免出现爆破现象引起玻璃体种

能。更重要的是，全身化疗可以杀灭扩散至眼外的肿

植、出血、视网膜裂孔等并发症。

瘤细胞，提高临床眼外期和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存率[7, 8]。

虽然RB对放射性治疗很敏感，但现在眼内期RB已

全身化疗应由儿科协助制定并实施。每次化疗间

很少利用放射线进行治疗，主要原因是放射性治疗可

隔3～4 周时间。其常见并发症为呕吐、脱发、白血球

引起继发第二肿瘤这类严重并发症。对于一些特殊病

和血红蛋白下降、血小板减少、呼吸道感染等。较严

例，如孤立的中等大小肿瘤、肿瘤表面有局限的玻璃

重但少见的并发症为神经系统和心功能异常，如卡铂

体种植、肿瘤复发等在其他治疗方法难以奏效的情况

的耳毒性、依托泊甙潜在的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风

下，利用放射敷贴器对肿瘤进行短程放射治疗可以取

险。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小于3个月的患儿接受全身化

得较好疗效。远程放射治疗一般仅用于肿瘤眼外生长

疗此风险会明显增大。

累及到眼眶这类情况。

3.2

眼动脉介入化疗
眼动脉介入化疗是在全身麻醉下通过导管把化疗

3 保眼治疗在何种情况联合化疗
对于国际分类A级以及部分瘤体较小的B级肿瘤，
可以直接通过冷冻或激光光凝治疗，其余分级的肿瘤
因瘤体太大、出现明显渗出性视网膜脱离、存在视网
膜下或玻璃体种植等情况，均宜或必须通过眼局部治
疗联合化疗的方式治疗。此外，应结合不同种类化疗
的特点选择适当的化疗方式。根据给药途径的不同，
治疗RB的化疗方式主要有全身化疗、眼动脉介入化
疗、玻璃体腔注射化疗、眼球周局部化疗等4种方式。
临床中对于瘤体较大、明显视网膜下和玻璃体种植、
肿瘤复发等较为复杂的病例，亦可选择不同化疗方式
联合应用[6, 9]。
3.1

全身化疗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代安全有效的化

疗药物应用于临床，全身化疗在RB的治疗中应用越来
越广泛，导致了RB的治疗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目前国
际上全身化疗方案主要为静脉注射长春新碱（vincris-

药物选择性地注入到眼动脉，在眼部形成高浓度的药
物聚集以更好地杀灭肿瘤细胞。常用的化疗药物为马
法兰（melphalan）、卡铂（carboplatin）、托泊替康
（topotecan）等，可单独应用或联合用药。IAC对中晚
期（C～E期）肿瘤以及复发的肿瘤疗效肯定，相对于
全身化疗，其全身副作用较小，可以明显提高中晚期
肿瘤眼的眼球保存率。目前对于晚期RB的治疗，
IAC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逐渐上升为一线治疗[9-11]。
眼动脉介入化疗需要血管介入科医师合作完成，
治疗费用昂贵，全身风险主要有支气管痉挛、心脑血
管意外等。眼部并发症主要有玻璃体积血、脉络膜视
网膜萎缩、视网膜血管阻塞、眼睑水肿等。
3.3

玻璃体腔注射化疗
玻璃体腔注射可以把药物直接导入眼内，在眼内

迅速形成有效药物浓度，并可减小药物对全身的影
响，因此是多种眼病常用的治疗方式。但对于RB，因
玻璃体腔注射可以引起肿瘤播散这种致命风险，经玻
璃体腔注射化疗药物过去曾经被视为“治疗禁区”。

tine）、依托泊甙（etoposide）或替尼泊甙（tenipo-

近年来通过对玻璃体腔注射流程进行改进并采取必要

side）、卡铂（carboplatin）、环磷酰胺（cyclophospha-

的防范措施，使得玻璃体腔注射化疗药物成为治疗

mide）[11-14]。

RB又一安全有效的方法。这些措施包括：（1）注药前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国际分类A级以及部分瘤体较

进行前房穿刺降低眼内压，防止玻璃体外流的发生；

小的B级肿瘤，可以直接通过冷冻或激光光凝治疗；但

（2）在玻璃体腔注射前先在注射部位结膜下注射化疗

C、D、E级以及部分B级的肿瘤，一般肿瘤太大或出现

药物形成一个泡状隆起，然后再通过该结膜水泡进行

明显渗出性视网膜脱离，很难马上进行眼局部治疗进

眼内注射，防止肿瘤眼外转移；（3）注射完毕后在注

行控制，这种情况下应先行1～3次全身化疗使肿瘤体

射部位进行冷冻。目前经玻璃体腔注射的化疗药物主

积缩小和视网膜下液吸收，再进一步行激光光凝、

要有卡铂、马法兰、甲氨蝶呤等。对于出现较明显的

TTT、冷冻、放射敷贴器治疗，这种疗法亦称为化学减

玻璃体种植的肿瘤，玻璃体腔注射化疗药物可以明显

容治疗（chemoreduction）。化学减容治疗使不少肿瘤

降低其眼球摘除率[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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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眼球周局部化疗

[4]

眼球周局部化疗通常是其他化疗方式的补充治
疗，最常用的方式是结膜下、筋膜下或球旁注射卡
铂、马法兰，以提高玻璃体内的药物浓度。球周组织

[5]

的纤维化和粘连、球周脂肪萎缩是其最常见的并发症。
[6]

4 RB的随诊和后续治疗
对于保眼治疗的患者，在首次局灶性治疗后，每
3～4周复查，在全身麻醉下进行检查和必要的重复治

[7]

疗，直至肿瘤完全消退或钙化、瘢痕化。如果需联合
化疗，则每次的复查和眼局部治疗安排在每次化疗前

[8]

1～3 d进行。在肿瘤得到控制后，根据情况1～3个月安
排复查，如发现肿瘤复发或出现新的肿瘤病灶，则重
复上述治疗，直到病情得以控制。眼球摘除者手术后

[9]

每3～6个月复诊，应注意对侧眼的情况。一般认为病
情稳定至6～7岁即可视为治愈，可间隔6～12个月复
查；12～13岁后可安排每2～3年定期随诊，随诊时要

[10]

注意头部软组织、颅脑、皮肤及骨骼等部位第二肿瘤
的发生[14]。
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制定RB治疗方案时要面临的
问题可能很复杂，要全面综合地评估患者本身病情、

[11]

社会经济状况、宗教习俗、就诊条件等具体情况，必
须明确任何治疗均应遵循RB的治疗原则，即在以保生
命为前提的条件下保眼和挽救其视功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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