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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相关性眼底出血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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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案摘要

　　患者男性 , 53岁 ,于 2007年 5月 30日行“左肾根治切除

术 ”,术中见肾脏与周围粘连明显 ,肾蒂下方肿大淋巴结侵入

腰大肌 ,无法切除。术后病理 : (左 )肾盂鳞状细胞癌 ,中分

化 ,伴出血、坏死。肿瘤大小 4cm ×4cm ×3cm,侵犯肾盂周围

脂肪及肾实质。肾门淋巴结 1 /1转移。术后结合分期检查

诊断为 :左肾盂鳞状细胞癌 Ⅳ期 (pT4N1M0 )侵犯左腰大肌及

椎骨。术后恢复良好。2007年 6月 19日行左腰大肌局部放

疗 15MVX DT 60Gy/30f, 6周完成 ,消化道反应 Ⅱ度。放疗后

来我院就诊。既往血糖升高 8年 ,未正规服药 ,空腹血糖波

动于 7～8mmol/L,曾于 2005年 10月在外院行全面检查 ,眼

底未见异常。于 2007年 8月 7日 ～2007年 9月 4日行 GP

方案联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 (恩度 )治疗 2周期 ,即吉西

他滨 (健择 ) 1g/m2 d1、d8 ,顺铂 70mg/m2 d1、d2 ,恩度 15mg d1

～d14 , 21天重复 ,骨髓抑制 Ⅲ度 ,治疗期间空腹血糖波动于 7

～8mmol/L。于第 2周期治疗第 6天 (2007年 9月 10日 )突

然出现左眼视力模糊 ,眼胀 ,无眼痛、恶心、呕吐、头痛等 ,立

即停用第 2周期化疗及恩度治疗。眼科检查 :眼球运动基本

到位 ,右眼底及视野未见异常 (图 1) ,左眼“象限盲 ”,左眼底

视乳头水肿 ,眼底小片状出血及微血管瘤形成 (图 2) ;无颅

神经阳性体征 ,血小板计数及凝血试验均正常 ,脑部核磁共

振检查排除颅内转移病灶。给予营养神经、活血化瘀等治疗

15天 ,患者自觉症状好转 ,眼科查体左眼视乳头水肿好转 ,出

血变淡。于 2007年 9月 28日始行第 3周期 GP方案化疗 ,

未联合恩度 ,期间眼部症状未加重 ,眼底检查继续好转 ,肿瘤

评价 PR (REC IST标准 )。于 2007年 10月 16日单独使用恩

度 15mg,治疗第 6天 (2007年 10月 16日 )出现右眼眼胀 ,视

物模糊 ,立即停用恩度 ,期间空腹血糖波动于 6～7mmol/L,

眼科检查 :双眼外眼未见异常 ,眼球活动到位 ,右眼底出血 ,

左眼无新鲜出血 (图 3) ,无颅神经阳性体征 ,诊为缺血性视

神经病变。继续给予营养神经、活血化瘀等治疗 2周 ,右眼

底出血大部分吸收 ,自觉症状明显好转。

2　讨 　论

　　目前已报道的恩度不良反应有心肌缺血、心律失常、腹

泻、肝功能异常、皮疹及乏力等。恩度主要特异作用于新生

血管的内皮细胞并抑制内皮细胞迁移 ,同时诱导其凋亡 ,从

而直接发挥抗血管生成作用 ;还可通过调节肿瘤细胞表面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的表达及蛋白水解酶的活性 ,多靶

点地发挥抗血管生成作用 [ 1 ]。VEGF广泛分布于人和动物

体内的脑、肾、肝、脾、肺、眼等许多组织。正常情况下 ,视网

膜周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视网膜微血管内皮细胞均

可产生较低水平的 VEGF;体外细胞培养显示在低氧 4h后 ,

上述 3种细胞表达 VEGF RNA 水平升高 , 18h后达 3～30

倍 [ 2 ]。另外 ,缺氧情况下 VEGF受体 (VEGFR)在与 VEGF的

亲和力不变的情况下数量增加 50%。在激光治疗使新生血

管退行后 ,眼部 VEGF的浓度下降 75% [ 3 ]。因此 VEGF是

一种与缺氧关系密切并呈正相关的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在临床研究中 ,检查眼内液 VEGF时发现 ,有新生血管生成

的各种缺血性眼病 ,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中央静脉

阻塞、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等 ,其眼内液中 VEGF水平升高 ,在

无新生血管活动的眼内液 VEGF则较低 [ 3 ]。

　　糖尿病状态下 ,由于视网膜缺血缺氧 ,使眼内 VEGF大

量产生 , 与高亲和力受体结合而介导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导

致新生血管形成 [ 4 ]。根据恩度的作用机理 ,它可以直接作用

于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 ,抑制其迁移 ,诱导凋亡 ;同时下调

VEGF的表达 ,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本文报道的患者诊断

糖尿病 8年 ,既往血糖控制不佳 ,可能已存在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 (DR) ,即存在视网膜缺血缺氧的微环境 ,眼内 VEGF水

平升高 ,新生血管生成。该患在使用恩度前并不清楚左眼底

情况 ,使用恩度后出现左眼视网膜出血 (经多科会诊考虑为

视网膜缺血性改变 ) ,考虑是在左眼 DR的基础上 ,恩度同时

作用于血管内皮和 VEGF,加速了病变发展的进程 ,加重了缺

血性改变 ,这也与恩度的抗肿瘤机制吻合。然而患者在出现

右眼底出血之前并未发现明确的右眼 DR,可能与恩度的直

接抑制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相关。患者第一次出现眼底出

血时 ,由于是化疗与恩度联合应用 ,而顺铂又偶可引起球后

视神经炎等周围神经病变 ,故不能完全排除化疗药物的非特

异性损伤。因而第二次我们将化疗药物与恩度分开应用 ,在

单独使用恩度时再次出现右眼眼底出血 , 故判断该患者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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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7年 9月 13日右眼眼底和荧光造影图像

图 2　2007年 9月 13日左眼眼底和荧光造影图像

图 3　2007年 10月 19日眼底像

出血主要与恩度应用相关。

　　我们认为对于糖尿病患者 ,特别是病期长、血糖控制不

佳的患者 ,使用恩度时应警惕和防止眼底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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