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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光动力治疗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光动力治疗专业委员会

摘要：光动力治疗是一种恶性肿瘤治疗的新方法，可作为根治性或姑息性治疗手段应用于多种肿瘤。因其

具有微创、组织特异性及可反复进行等优点，在早期或中晚期食管癌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对其适应症、禁忌

症、并发症的处理以及疗效评价标准等进行详细描述，并经专家组讨论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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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Comensus on the CliIlical Application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f．0r Esophageal Cancer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Tumor Photodynamic Thempy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Abstract：Photodynamic therapy(PDT)is a new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s．It can

be used as a radical or palliative treatment for a v撕ety of tumors．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minimally

invasive，tissue specificity and I．epeatabilit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ady or advanced esophageal

cancer．In this paper，the indications，contmindications，treatment of complications and evaluation c—te矗a of

efhcacy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and the expert consensus documents was reached after discussion by the

expert g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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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动力治疗(photodynamic tllempy，PDT)是恶

性肿瘤治疗的一种新方法，在临床应用中已取得了

许多成果，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与手

术、放疗和化疗等肿瘤的传统治疗方法有良好的增

敏协同作用。其机制是：光敏剂在机体组织内注射

后，经过一段时间循环后，在肿瘤组织内选择性富

集，此时对肿瘤局部予以一定波长的激光照射，激发

氧分子，从而产生活性单线态氧和自由基，破坏肿瘤

细胞，引起肿瘤组织的坏死，进而达到治疗肿瘤的

目的‘1|。

决定PDT组织选择性的两大要素：激光照射时

间窗和特定波长的激光。①激光照射时间窗选择：

选择光敏剂在肿瘤组织内浓度相对较高，而在正常

组织内浓度相对较低的时段；②激光波长的选择：选

择630 nm的激光进行照射。因此，PDT对正常组织

损害小，毒副反应少，可重复治疗。

PDT还可联合手术治疗，消灭隐性肿瘤病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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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疗效。对于面部、皮肤、外阴等器官，具有保

护容貌和重要器官功能的作用。因其具有较好的组

织选择性、高效、低毒的优点，对于高龄或不能耐受

手术、放疗及化疗的患者尤其适用旧J。在食管、支气

管、膀胱等腔内肿瘤的治疗中均取得了较好疗效，已

在欧美等国的权威机构获得批准”1；在肝脏、肺(周

围型肺癌或转移瘤)、脑、乳腺等部位实体瘤中，国内

有报道利用组织间照射的方法，同样取得了良好的

疗效Mo。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型光动力设备及光敏

剂，如纳米光敏剂的应用，PDT取得了更大的发展空

间"J。PDT已经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M J，

在食管癌和贲门癌的治疗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报道"叫0l。Yoon等¨¨对20

例食管癌吞咽困难的患者(9例Ⅳ级吞咽困难)进行

研究，PDT 4周后，90％患者吞咽困难评分显著改善，

从(2．75±0．91)分提高到(1．05±O．83)分(P<0．05)，

这些病例的中位生存期为(7．O±O．6)个月，其中1例

长期存活。Hatogai等¨副回顾性研究了1998年至

2008年肿瘤局限于T2内行同步放化疗(concuⅡent

chemoradiot}lerapy，CRT)局部治疗失败的113例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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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癌患者，接受PDT治疗后，完全缓解率为58．4％，

术后5 a无进展生存率(pmgression free sun，ival，

PFS)和总生存率(overaU sunrival，Os)分别为22．1％

和35．9％。Moghissi等¨副对PDT在102例食管早癌

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平均生存期为60．5个月。对此

国内外学者进行的一些研究认为，不能内镜下切除

的早期食管癌应考虑内镜下PDT[14‘1引。

综上所述，对于早期食管癌，内镜下PDT能达到

治愈的临床疗效；对于中晚期食管癌，内镜下PDT能

达到缓解梗阻、控制病情和延长生命的目的，是一种

安全、有效的姑息治疗方法。但目前PDT用于食管

癌的临床循证医学数据非常有限，主要来自个案报

道或系列病例研究，缺乏临床诊疗共识。中国抗癌

协会光动力专业委员会特邀请本领域的专家，组成

专家委员会，通过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和万方全文数据库等，根据国际研究最新进展、中国

实际经验和研究积累等制定专家共识草案，经专家

委员会多轮讨论修改与投票后达成共识意见。

1修订原则

在循证医学原则指导下，参考国际规范，结合国

情、可操作性和新研究数据进行修订。专家投票意

见分为①～⑤级：①完全同意；②同意，有保留意见；

③意见未定；④反对；⑤完全反对。投表决意见②～

⑤者需说明理由，以及如何改进声明；表决意见①+

②>80％属于达成共识。

2适应证

2．1根治性治疗适应证

根治性光动力治疗是指经光动力治疗后病变完

全缓解的一种治疗方法。适应证：①食管癌的癌前

病变，如：食管黏膜上皮内瘤变；②早期食管癌

T1NOM0患者；③手术或放疗后局部复发的，或者经

过内镜下微创治疗后局部复发的表浅肿瘤。

2．2姑息治疗适应证H卜19 o

姑息性光动力治疗是指经光动力治疗后改善患

者生存质量的一种治疗方法。适应证：①不适宜手

术、放化疗的患者及老年食管癌患者；②放化疗后或

术后肿瘤复发食管梗阻者。

3禁忌证

①对光敏剂过敏患者；②患有严重或未控制的

心血管疾病及肺部疾病，或各种原因导致的生命体

征不平稳者；③明显的凝血功能障碍者；④原有血卟

啉病或伴随其他因光照而加重的疾病，如系统性红

斑狼疮、皮肌炎等；⑤食管癌合并食管静脉曲张者；

⑥食管癌合并食管气管瘘或食管纵隔瘘者；⑦溃疡

型病灶并出血或估计病灶坏死后容易发生穿孔者；

⑧超声内镜检查显示肿瘤侵犯食管全层，PDT后可

能发生食管瘘者；⑨存在眼部疾病，近1个月内需要

接受眼科灯光检查的患者；⑩计划在30 d内行手术

治疗者；⑩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慎用。

4术前检查与准备

4．1医生的要求

实施PDT的医生必须取得我国执业医师资格

证，经过光动力治疗专业培训，熟悉光学剂量参数设

置和计算，熟练掌握内镜操作技术。行PDT前必须

熟知PDT使用的光敏剂与激光装置的说明，在PDT

治疗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佩戴防护眼镜以保护眼睛。

4．2常规术前检查与准备

4．2．1临床资料①内镜检查：2周以内的胃镜检

查，必要时行染色及放大，有条件者最好行超声内镜

检查，明确肿瘤部位、大小、形态、梗阻情况及肿瘤浸

润深度等。②影像学检查：钡餐造影：内镜不能通过

的病灶，需要做钡餐造影以明确肿瘤长度、梗阻程度

及是否有食管瘘等，尤其是局部晚期食管癌无法正

常进食者；cT或MRI检查：有助于了解肿瘤分期和

治疗靶病灶的侵犯范围、深度、毗邻脏器的关系和淋

巴结转移情况等；骨扫描检查：明确全身有无骨转

移，必要时行全身PET—cT检查。③实验室检查：血

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能、肿瘤标志物等。

④功能检查：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肺功能检查等。

4．2．2手术室配备急救物品 心电监护设备，吸氧、

吸痰装置，备有简易呼吸球囊等。

4．3光动力设备调试

激光操作者需要得到医院或上级单位的授权。

在每次注射光敏剂前，务必进行常规检查(外观检

查、运行检查)，并对激光硬件设备、光纤和配套附件

等进行检查。光动力激光治疗前一定要先测试设

备，以免治疗时开机仪器失灵或激光输出参数未能

达到治疗标准而无法进行正常的激光照射治疗，导

致注射过光敏剂的患者错失最佳光动力治疗激发照

射时间。以雷迈科技PDT630一A型半导体激光光动

力治疗仪(PDT630一A，雷迈科技)为例，连接相应的

光纤、脚踏和安全联锁开关，接通电源，插入钥匙，正

常开机，仪器自检。自检完成后设置治疗照射功率、

时间和指示光，将光纤末端插人功率探测窗口检测

激光实际输出功率。激光治疗仪调试完毕后待机

使用。

4．4光敏剂滴注

4．4．1喜泊分(血卟啉注射液，0℃以下保存) 用

药前将冰冻药品置室温避光融化，取原液在患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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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做皮肤划痕试验，观察15 min，皮试如无红肿硬结

等过敏现象，则按照2—5 mg·kgq的剂量加入250

mL生理盐水中，在1 h内滴注完毕，滴注过程中严密

观察患者生命体征。滴注结束后48～72 h，进行激光

治疗。光敏剂输注过程中要注意避光。

4．4．2 Photomn(冻干粉剂，低温避光保存) 按照

2 mg·kg叫的剂量加入到5％葡萄糖溶液中，按2．5

mg·mL叫比例浓度配制溶液，并在1 h内滴注完毕，

滴注过程中严密观察患者的血压、脉搏，个别患者可

能出现血压偏低现象。滴注结束后48 h对肿瘤部位

行激光照射治疗，72—96 h内行第二次激光照射治

疗。光敏剂输注过程中要注意避光。

4．5胃镜等检查设备准备

食管癌光动力治疗应在胃镜直视下完成，照射

治疗前检查胃镜主机是否正常运行，胃镜的送水、送

气及吸引功能是否正常。

4．6患者准备

4．6．1 常规准备 患者治疗前需禁食水8～12 h。

治疗前30 min，皮下注射阿托品o．5 mg以减少分泌

物。对于有老年病，如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患者，或精

神高度紧张者，建议静脉麻醉。建立静脉通路，心电

监护仪监测生命体征。治疗前对患者常规行胃镜检

查，以明确肿瘤范围和大小，制订相应的光动力治疗

计划，确定治疗方案。

4．6．2 签署知情同意书 告知患者及其家属PDT

的优缺点及可替代的治疗方案，详细告知治疗的整

个过程、术中及术后的风险及并发症。征求患者及

家属的知情同意。

4．6．3 避光宣教 告知患者需要避光的时间和方

法Ⅲ≈1|。①第1周：患者的皮肤和眼睛对紫外线十

分敏感，需采取严格避光措施，需留在暗室内，暗室

内可使用一个60 w以下的黄炽灯泡的台灯，佩戴墨

镜，在确保安全距离2 m以上时，可适当观看电视，

限制使用电脑和手机。②第2周：患者眼睛对明亮

的光线仍十分敏感，仍需继续佩戴墨镜，皮肤对光线

也是敏感的，仍需避免直接暴露于阳光下，但本周药

物处于代谢过程中，需逐渐增加室内光线照射亮度，

直至恢复至正常室内照明状态。本周在确保安全距

离2 m以上时，可适当观看电视，仍限制使用电脑和

手机。③第3～4周：患者皮肤对光线还有一定敏感

性，需避免强烈阳光直射和室内强光照明，患者可以

在夜晚外出活动，如必须白天去户外，建议其阴天出

行，或避开光线最强时段，戴上墨镜(<4％透光率)、

手套、宽边帽、长袖衬衫、长裤和袜子。尽管普通室

内光线无害，但天窗直接照射的光线也应避免，需挂

窗帘或躲在阴影内。④30 d后：患者需进行光敏感

试验，可将手放在一个有直径2 cm洞的纸袋内，阳

光下照射10 min，如果在24 h内出现皮肤肿胀、发红

或水疱，则应继续避光2周后，再重新进行测试；如

果在24 h内皮肤无上述反应，可逐渐恢复接触阳光。

可尝试第一天暴露于阳光下15 min，如无异常反应，

可逐步增加暴露时间。初期建议避开阳光最强时段

(10：00～14：00)，3个月内禁止日光浴及眼部检查。

5操作步骤

激光光敏剂产生光动力作用的强度由能量密度

决定，能量密度(J·cm。2)=功率密度(W·cm屹)×

照射时间(s)。治疗时应根据患者的目标病灶调节

输出功率，并由激光功率计检测光输出端的实际输

出功率(w)。
5．1 根治性PDT

早期食管癌和癌前病变进行PDT的目的是达到

完全缓解，以保留正常食管的完整性，从而避免手术

和放疗的创伤及副作用。患者行胃镜检查，取左侧

卧位，咽部麻醉后插入胃镜，观察食管腔内情况，必

要时辅以NBI或内镜下染色以确定病变的位置和大

小，由活检孔插入柱状光纤，照射时尽量使光纤贴近

病变位置，根据病变的范围采用不同的柱状光纤(弥

散端长度2．5—4．0 cm)，照射范围需超过病灶边缘
0．5 cm，使其充分覆盖病灶。治疗结束后观察有无活

动性出血及其他异常，如无异常则退镜。术后监测

生命体征，常规应用抗生素及激素减轻炎症反应5～

7 d∞J。功率密度为200～250 mw·cm～，照射时间

为750—1 200 s，能量密度为150～300 J·cm～，可根

据肿瘤范围适当补充照射剂量。

5．2 姑息性PDT

中晚期食管癌PDT的目的是缓解梗阻、控制病

情和延长生命，可以按照如下操作进行。

5．2．1激光初次照射 患者常规行胃镜检查，取左

侧卧位，咽部麻醉后插入胃镜，观察食管腔内情况，

确定病变的部位和大小，若食管管腔狭窄致胃镜不

能通过，先行探条或球囊适当扩张M J，或更换超细胃

镜，将病变置于视野中央，由活检孔插人柱状光纤，

使光纤尽量贴近病变位置进行照射，根据病变的范

围采用不同的柱状光纤(弥散端长度2．5—4．0 cm)，

照射范围需超过病灶边缘O．5 cm，使其充分覆盖病

灶。治疗结束后观察有无活动性出血及其他异常，

如无异常则退镜。术后监测生命体征，常规应用抗

生素及激素减轻炎症反应5～7 d∽J。照射光剂量为
300～400 mw·cm～，照射时间为750～1 200 s，柱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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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设定能量密度为225～480 J·cm～。

5．2．2复照初次激光照射后，24 h需进行复照者，

复照前需清除坏死组织，坏死组织的清除对于光动

力治疗的临床疗效极为重要。复照要根据肿瘤大小

和部位的不同而确定照射剂量，根据具体病灶情况

适当降低或升高。

6疗效评价

参考肿瘤光动力治疗疗效评价标准2014共识一

食管癌(第一版)旧J。

6．1早期食管癌和癌前病变的PDT疗效评价

以内镜及病理为主，辅助超声内镜，通过测量肿

瘤浸润的深度进行判断，疗效评价标准中仅设完全

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和疾病进展(progression

disease，PD)，CR为活检均阴性，PD为任意一点活检

阳性。

6．2中晚期食管癌姑息治疗Hyr近期疗效评价

以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RECIsT标准)为基础旧1(见

附录1)，内镜下测量管腔直径和稀钡造影综合判断

肿瘤大小和管腔狭窄的最小直径，也可以辅助超声

内镜、吞咽指数进行判定。内镜可通过的中、晚期食

管癌以内镜下测量管腔狭窄段最小直径作为评价指

标，不需要吞咽困难评分作为辅助评价指标。内镜

无法通过的中、晚期食管癌狭窄段最小直径的测量，

以内镜下测量或食管造影测量管腔最小直径作为主

要评价指标，以食管癌吞咽困难评分标准(Stooler吞

咽困难分级)作为辅助评价指标心2。2列(见附录2)。

食管癌姑息治疗PDT近期疗效评价观察时间为：治

疗后4周；重复治疗时间为8一12周；评价标准中仅

设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病情稳定(stable

dise鸽e，SD)、PD，不设CR。

具体判定标准如下：①治疗前后分别测量狭窄段

最小直径，PR为治疗后最小直径增加≥30％；PD为治

疗后最小直径缩小≤20％；SD为治疗后最小直径变化

在PR和PD两者之间(内镜下观察食管腔直径方法：

以活检钳为参照标准，充分充气后30—60 s内，通过活

检钳测量狭窄直径；食管造影中的硫酸钡浓度以2

g·mL叫为标准，如果怀疑伴有食管瘘，可用碘造影代

替)。②治疗前后记录吞咽困难评分，PR为治疗后评

分降低≥1分；PD为治疗后评分增加≥1分；SD为治

疗后评分变化在PR和PD两者之间。

7术中与术后并发症及其防治

PDT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与病灶大小、形

态、所在部位及其与周边组织器官的解剖关系密切

相关，并且与PDT参数设置、肿瘤坏死组织清除方法

等有关。在进行PDT前，应充分评估患者一般情况、

局部肿瘤情况，制定相应的方案以达到最大治疗效

果，从而将风险降至最低。

7．1光过敏反应

光过敏反应发生率5％一28％。临床主要表现为

皮肤被紫外线照射后出现的暴露部位晒伤样改变，

如红斑、丘疹、风团，伴有瘙痒或灼痛，重者可能出现

糜烂、渗出、水疱等，后期可能出现色素沉着。对患

者进行避光宣教尤为重要，是整个治疗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一旦发生光过敏反应，应立即避开阳光，

冷水湿敷发热红肿的部位，不必紧张，轻症患者可自

行缓解；对于出现皮疹者，可口服抗过敏药物，局部

涂抹含激素类的药膏；对于明显肿胀、出现水疱者，

为严重的光毒性反应，需静脉使用激素类药物、口服

抗过敏药，避免接触阳光。

7．2胸骨后疼痛

胸骨后疼痛为食管癌PDT的常见并发症，

30％～40％的患者术后出现胸骨后疼痛。疼痛的原

因早期是治疗区域组织反应性充血水肿，后期则可

能是肿瘤组织坏死脱落后合并感染所致。对面积比

较大的病灶，PDT后常规给予皮质醇激素以减轻水

肿反应。止痛药物可根据患者疼痛数字评价量表

(numerical rating scal，NRS)评分给予不同阶梯的镇

痛药物。

7．3发热

常为低热，与肿瘤组织坏死引起的全身炎症反

应有关，一般无需特殊处理，必要时给予对症处理，

如物理降温、口服解热镇痛药等。若发热持续不退，

则应考虑是否合并感染，查血常规等实验室指标，必

要时使用抗生素治疗。

7．4穿孔与食管瘘

穿孔与食管瘘为PDT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在消化道肿瘤中，以食管癌最为多见。当肿瘤侵犯

食管壁全层时，易导致肿瘤组织完全坏死脱落，发生

穿孔，术前需明确肿瘤的侵犯深度及其毗邻关系。

在激光照射后密切观察该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一

旦发生穿孔，立即禁食水，建立全胃肠外静脉营养，

予以抗感染治疗，必要时可以考虑放置食管覆膜支

架、放置胃肠营养管或经皮胃(空肠)造瘘。

7．5出血

在PDT后，伴随肿瘤的变性坏死过程而并发的血

性渗出为正常现象，因肿瘤侵犯大血管，P肌可能会
导致大血管破裂，需谨慎。一旦出血，需密切监测生

命体征，采取侧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建立有效的静

脉输液通道，使用止血药物，如注射用血凝酶等，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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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内镜止血或介入止血治疗等，必要时手术。

7．6食管瘢痕狭窄

食管癌行PDT后局部瘢痕狭窄的发生率较高，

目前认为与PDT治疗后组织损伤引起炎症反应，继

而局部发生纤维化有关。多次光动力治疗及既往接

受放疗、化疗者发生率增加。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可

行食管扩张术或放置食管支架缓解狭窄症状。

7．7其他

食管中下段与心脏相邻，管壁薄、透光性好。该

部位进行光动力治疗时，激光可波及心脏及其包膜，

可能导致患者心律失常、心功能衰竭、心包积液等并

发症。此并发症罕见，术前应评估心功能，告知患者

及家属可能的风险与意外。一旦出现有临床意义的

心律失常和／或心力衰竭，应立即停止治疗，密切心

电监测和床边心电图检查，积极对症治疗，请心内科

会诊。如果出现心包积液等，密切观察，积极治疗，

必要时行心包穿刺引流。
8 PDT与其他疗法联合应用

8．1 PDT与放疗

PDT与放疗联合具有协同作用，对于放疗后局

部未完全缓解或局部复发的患者，8～12周后可考虑

行PDT，可以显著提高cR和0s。对于放化疗失败

的患者，PDT作为一种补救性治疗，是临床一种很好

的治疗方案ⅢJ。对于EcOG(eastem e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2，不能耐受手术、放

疗或高龄患者，PDT可作局部治疗的首选治疗方法

专一[25—26]，一 o

8．2 PDT与化疗

PDT与化疗联合能显著提高疗效，具有协同作

用。作用机理：①肿瘤细胞对光动力疗法致敏；②干

扰幸存肿瘤或基质细胞中光动力效应所引起的细胞

保护性分子反应。PDT的显著特点是微创性和选择

毒性，但与化疗联合使用会带来非选择毒性。肿瘤

的乏氧是影响化疗及光动力疗效的原因之一，纳米

光敏剂及新型光敏剂的问世有望克服这一

难题‘27‘291。

8．3光动力治疗与其他药物的联合作用

尽管PDT与化疗或放疗相比具有副作用低及耐

药性低和良好的组织选择性等优点，但与光敏剂

(photosensitiser，PS)相关的一些限制阻止了PDT在

肿瘤领域的广泛应用。“等∞叫研究发现双氢青蒿

素(dihydroanemisinin，DHA)通过抑制NF—KB／HIF—

l∥VEGF通路，对PDT具有协同作用，明显提高肿

瘤细胞的敏感性。二甲双胍是一种有效的降糖药，

可以改善肿瘤的氧合，提高缺氧引起的光动力治疗

效率∞1|。Jenni等∞21通过细胞研究表明，叶酸能提

高PS靶向性，30 min照射后80％的细胞死亡，光毒

性是非靶向Ps的4倍。相信随着新光敏剂酞菁锌

(zinc phthalocyanine，znPc)∞3|、卟啉钠"4_35|、四苯基

细菌叶绿素(tetr印henyl baeteriochlorin，TCTB)¨叫的

研究在临床中的应用，PDT将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

方法。

8．4 PDT与免疫治疗

PDT除可通过活性氧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外，还可

诱导多种抗肿瘤作用。特别是PDT后肿瘤细胞的大

量死亡引发免疫应答，包括免疫效应细胞的重新分布

和激活、细胞因子的表达和分泌、记忆T淋巴细胞的

转化。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可增强抗肿瘤作用"7。。
8．4．1 PDT与树突状细胞 肿瘤免疫治疗(cancer

immunothempy，CIT)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树突状细

胞(dendritic cells，DC)抗原表达的程度。树突状细胞

吞噬肿瘤部位的肿瘤相关抗原(tumor-associafed

aIltigens，T从)，并迁移到肿瘤引流淋巴结，激活T细
胞口引。Iju等∞钊利用肿瘤和树突状细胞融合获得的

混合细胞的细胞膜(cytomerIlbranes，FMs)与母癌细胞

具有相同的肿瘤自定位特性。在双侧荷瘤小鼠模型

中，FMs包覆纳米热敏剂可引起持久的免疫反应，抑

制原发肿瘤在纳米热敏剂诱导的PDT后的复发。
8．4．2 PDT与PD-L1／PD-1 PDT损伤血管内皮细

胞，改变肿瘤微环境的免疫状态，提高免疫检查点的

抑制效果。PDT能够显著提高PD—Ll／PD—l对血管

生成的抑制作用，通过产生局部和全身的抗肿瘤反

应来消除原发性肿瘤和播散性转移㈤J。综上为光

动力在免疫治疗的联合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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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实体肿瘤的疗效评价标准RECIST指南(版本
1．1、

缓解标准：靶病灶的评价。

完全缓解(cR)：所有靶病灶消失，所有病理学

淋巴结(无论是靶淋巴结或者非靶淋巴结)的短轴直

径都必须降到10 mm以下。

部分缓解(PR)：以基线直径总和为参考值，靶

病灶的直径总和至少减少30％。

疾病进展(PD)：以研究中最小直径总和为参考

值(该值可包括基线直径总和)，靶病灶的直径总和

至少增加了20％。

疾病稳定(SD)：靶病灶减少值不足以达到部分

缓解，且增加值不足以达到疾病进展的状态。

附录2．Stooler吞咽困难分级

0级：无症状、能进各种食物；

I级：偶尔发生困难，能进饮食；

Ⅱ级：能进半流质饮食；

Ⅲ级：仅能进流质饮食；

Ⅳ级：不能进食，水也不能咽下。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