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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聚生在肿瘤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阎 昭 陈 军① 赵文华 郭 巍① 综述 刘昌孝② 审稿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国家药品临床试验基地 （天津市 300060）

摘要 本文总结了近100篇发表的研究论文，述评了高聚生在肿瘤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情况。高聚生属来源于

金黄色葡萄球菌代谢产物中的超抗原。研究认为具有抑制和杀伤肿瘤，能明显的修复组织和细胞，升高白细胞，提

高免疫功能等功效。其免疫学作用在于活化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和淋巴细胞杀伤活

力，并能升高外周血中的白细胞，修复损伤的组织细胞，还能直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它在肿瘤临床治疗中得到

广泛应用，单独腔内灌注具有消除恶性胸腹水的显著作用，与化疗药物同时灌注，大大提高胸腹水消除率。它能提

高放、化疗疗效，大大提高单独化疗和放疗的有效率。也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减轻因放、化疗引起的胃肠道反

应。因此其主要适应症为恶性肿瘤，白细胞减少，恶性胸腹水，以及具有降低放化疗引起的副反应和改善免疫功能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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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is a superantigen extracted from staphylococcus aureus metabolit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rough activating T cells and natural killer cells, enhancing phagocytes' phagocytosis and killing ability of lym-

phocytes, increasing leucocyte count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repairing impaired histiocytes, HAS can im-

prove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inhibit the growth of tumor cells. Intracavitary perfusion of HAS is effective for

malignant ascites. Combination with chemotherapeutics, HAS can remarkably improve ascites elimination co-

efficient. It can also enhance the effect of radiotherapy and decrease the side effects of radiotherapy. HAS is

mainly used to treat malignant tumor, leucocytopenia and malignant ascites.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clini-

cal application of highly agglutinative staphylococcin (HAS) in cancer treatment based on about 100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a.

Keywords Highly agglutinative staphylococcin; Cancer therapy; Immune function;

Combination therapy

金黄色葡萄球菌所产生的肠毒素（Staphylococ-

cal enterotoxin，SE）是一种具有高度生物活性的蛋白

质，在免疫上被确定为一种超抗原（Superantigen，

SAg）它具有强大刺激能力的细菌外毒素或逆转录

病毒，具有多种免疫学活性，包括刺激大量的T淋巴

细胞，促进分化为有活力的细胞毒性T细胞，及活化

NK细胞的单核细胞，促使分泌的细胞因子大量分

泌，诸如：白细胞介素2，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乃

至集落刺激因子［1，2］，在产生强肿瘤抑制作用同时具

有升高白细胞的作用。目前已知，SE有14个血清

型（SEA，SEB，SEC，SED，SEE，SEG，SEH，SEI，SEJ，

SEK，SEL，SEM，SEN和SEO），其中SECSEC1，SEC2

和SEC3三个亚型。近些年SEP，SEQ，SER，和SEU

也被发现［3］。SE的研究一直为世界关注，从Medline

数据库发现有关研究文献已经超过4500篇。针对

肿瘤的研究为提高SE的成药性（Drugability）许多研

究者对SEA，SEB，SEC均在进行重组研究，以获得新

型SE产品，而且在保持其抗癌活性和降低消化道副

作用等方面也获得了一定进展。

高聚生属来源于金黄色葡萄球菌代谢产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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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抗原。研究认为具有抑制和杀伤肿瘤，能明显

的修复组织和细胞，升高白细胞，提高免疫功能等

功效［4，5］。高聚生（highlyagglutinative staphylococcin，

HAS）是从高效低毒、具有显著免疫增强作用的金葡

菌的代谢产物中提取的细菌性生物反应调节剂，其

免疫学作用在于活化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增强吞

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和淋巴细胞杀伤活力，并能升高

外周血中的白细胞，修复损伤的组织细胞，还能直

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6］。

自1998年以来，高聚生的研究和临床应用在国

内引起广泛重视，也获得重大进展，特别在临床中

指治疗中的应用发表了大量研究资料，取得了一定

进展。本文将从高聚生的药理学特点，抗肿瘤实验

治疗，免疫药理学研究和临床应用几方面予以介

绍，以使其临床地位让医药工作者有所认识。

1 免疫药理学特性

所谓抗原就是能够引起免疫应答，刺激免疫细

胞增殖的物质。依据激活免疫细胞的能力，抗原可

分为普通抗原和超级抗原两种。在单位时间内，普

通抗原对免疫细胞的激活范围是 1/10000～1/

1000000，如灵芝、人参、芦荟、核酸、多糖、几丁聚糖

等许多物质都属于普通抗原；超级抗原是相对于普

通抗原而言，其对免疫细胞的激活范围能达到

5-40%，是普通抗原的2000～50000倍。因此，超级

抗原在对人体免疫细胞的激活和免疫功能的调节

作用远远大于普通抗原。早在1970年代，Peavy等［7］

和Lanngford等［8］就研究了SE对小鼠和人T细胞的

刺激活性。随着近代免疫学的发展和上世纪60年

代T细胞的深人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T和B两种

细胞均可各自独立地产生耐受性，并且根据其原

理，有可能最终被引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异体移

植的治疗。SAg的免疫作用是通过TCR的两种识别

功能得以实现的。其一，SAg必须先与APC或靶细

胞表面上的MHCⅡ类分子结合为复合体，然后才能

被TCR识别出来（双识别，即对抗原Ag和MHCI类

和Ⅱ类分子的双重识别作用。其二，已与MHCⅡ类

分子相结合的SAg，只能被TCR表面上某一或某些

称为Vβ的特定分子识别出来（Vβ特异性），由此，

T细胞才得以被激活，并产生免疫应答。在White的

实验发现T细胞的刺激不仅需要SE和MHCII类分

子结合，而且需要T细胞载有合适Vβ。根据此事

实，他提出超抗原的概念［9］。从而在1990年代后引

起许多研究这重视超抗原的研究，他们在免疫机

制、毒理机制、抗肿瘤研究等进行广泛研究。

高 聚 生（highly agglutinative staphylococcin，

HAS）注射液，通用名为金葡素注射液。高聚生是一

超级抗原，它是我国批准生产的抗肿瘤新药，是世

界上第一个超抗原抗肿瘤生物制剂［10］。其主要成

份为蛋白质、多肽、十八种氨基酸、游离凝固酶。其

有效成份SEC激活T细胞并使之增殖，从而产生细

胞毒，杀伤肿瘤细胞；与此同时又诱导T细胞及其他

免疫细胞产生多种细胞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

肿瘤细胞的杀伤。经过多年临床应用，在临床药理

学效果方面显示了它的治疗学特点。

2 高聚生抗癌机理

已有的研究总结出超抗原的抗癌作用机理可

以从4方面予以阐明，1）癌细胞凋亡机制：T细胞被

激活后的多种细胞因子，如白介素，干扰素，肿瘤坏

死因子等，以破坏肿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进血栓

形成，降低肿瘤组织的血液供应，使肿瘤细胞坏死

和凋亡。细胞因子也刺激T细胞增殖和分化，使之

产生更多的细胞因子。从而形成内源性的循环生

物学效应，加速癌细胞的凋亡。2）癌细胞溶解机

制：T细胞被超抗原激活后的CD4+和CD8+T细胞被

诱导产生细胞毒，这种超抗原依赖的细胞毒特有的

融合蛋白对肿瘤细胞具有强亲和力，而使癌细胞快

速溶解。3）清除机制：T细胞被激活后产生的白介

素可以诱导活化LAK细胞，该类细胞具有广泛的抗

肿瘤作用，当其被大量激活后可以清除难以清除的

癌细胞。4）防止转移机制：SAg大量激活NK细胞，

这类细胞释放的蛋白和溶细胞素在肿瘤细胞膜上

穿孔使癌细胞内液外流而死亡，在对癌细胞的免疫

监控过程中起有重要作用，在其数量剧增时，能防

止癌细胞的转移。

赵国旗等在2003年研究了高聚生对小鼠膀胱

癌生长的抑制作用。实验将BT3肿瘤细胞接种于

Tm小鼠皮下制成模型，观察不同放射剂量及高聚生

时局部肿瘤的抑制作用。结果接种后即给予高聚

生治疗，第16天HAS组、放射5Gy组、放射5Gy加

HAS组的抑瘤率依次为34％、3.2％、52.9％。接种

后 7d 给予高聚生治疗，抑瘤率依次为 27.0％、

84.9％、84.6％，放射8Gy组、放射8Gy加HAS组依次

为80.7％、84.1％。实验结论认为高聚生不影响放

射治疗对肿瘤生长有抑制作用［11］。

范元芳等将230例中晚期癌症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116例给与高聚金葡素合并化疗，对照组114

例给与单纯化疗。观察两组生活质量，白细胞计

数、T细胞亚群、NK细胞活性以及瘤体等的变化。

结果发现治疗组116例患者对食欲、体力、体重、睡

眠、精神状态等13项指标进行评价，两组治疗后生

活质量都有所改善，但治疗组有效率达70.7%，对照

组为41.1%，两组比较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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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治疗后白细胞计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治疗

组下降例数为39（33.6％），对照组65（57.0％），下降

至4.0×109/l以下者两组间比较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0.01）。治疗组治疗前的CD3、CD4、CD8、CD4/

CD8、NK 活性分别为：43.77±10.5、27.06±9.0、

19.71±8.20、1.48±0.71、25.18±13.2，治疗后分别为

44.0±12.7、32.36±9.2、19.12±6。20、1.67±0.76、

25.221±5.1；对照组治疗前分别为 44.61±10.84、

29.4±37.95、18.21±7.80、1.60±1.36、24.79±14.09，

治疗后分别为 36.75±11.0、25.20±7.37、18.95±

8.01、1.33±1.02、21.36±12.86。可以看出治疗组治

疗后CD4和CD4/CD8值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差异

有显著性；对照组治疗后CD3，CD4，CD4/CD8及NK

细胞活性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显著性。治疗

后两组比较，治疗组的CD3，CD4，CD4/CD8以及NK

细胞活性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

0.01）。两组肿瘤体积的变化，治疗一疗程后治疗组

有效率（CR+PR）达58.6%，对照组有效率为36.8%，

两组瘤体变化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12］从本

临床资料看高聚金葡素在提高癌症患者的细胞免

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保护化疗患者的骨髓

造血功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作

用，近期疗效确切。

3 肿瘤治疗中应用

在中国和核心科技期刊中检索到中国研究者

在2001-2007年间发表了100篇与临床应用相关的

研究论文，完成了近3000例应用高聚生治疗肿瘤的

临床观察结果（表1）。

高聚生经数以万计各类癌症患者的临床应用

证实效果显著，反应轻微，未见严重反应；如与放疗

或化疗联合使用时效果尤为满意。单用高聚生的

疗效有以下区别于其它抗癌症药物的特点：1000例

各类癌症患者，按实体瘤体积变化计算，其有效率

（CR+PR）为42.5％，且不伴有正常器官损伤和白细

胞计数下降，生活质量也大有改善。这是迄今单用

化疗或放疗所难以达到的最佳效果。若与化疗或

放疗联合使用时，由378例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高

聚生与化疗联合应用，或与放疗联合应用，均可显

著提高有效率（表2）［85］。

朱云等应用超抗原高聚生联合化疗治疗进行

进展期消化道肿瘤治疗的临床研究［86］，结果证明高

聚生能有效提高及保持白细胞数量，提高中性粒细

胞水平，预防及防止化疗药物的骨髓抑制，增强患

者的化疗耐受性。Karnofsky评分评定显示，治疗组

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差异有显著性。其主要结果

体现以下方面：1）外周血象改变：42例患者有30例

次于治疗前后对比血常规变化，化疗间期应用者均

见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

表1 高聚生在治疗肿瘤中的临床应用

Table 1 Application of highly agglutinative staphylococcin in

cancer therapy

表2 高聚生与化疗或放疗联台使用疗效比较

Table 2 Effect of highly agglutinative staphylococcin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or radiation therapy

伴随化疗同时应用者，化疗后查血常规：8例次

（8/30）有下降，其余均未见明显变化。单纯化疗组

中有28例化疗前后（化疗后两周内）测定白细胞水

平，17例（17/28）可见不同程度的下降，P<0.025，两

组对比差异有显著性。（2）48例患者Karnofsky评分

提高者占57.4%，对照组提高占37.5%，差异有显著

性（P<0.025）。（3）疗效判断：治疗组非手术患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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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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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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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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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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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计数

下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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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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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CR 2例（2/31），PR 12例（12/31），SD 11例（11/

31），PD 6例（6/31），总有效率45.5%；对照组非手术

患者30例，CR 1例（1/29），PR 11例（11/30），SD 12

例（12/30），PD 8例（8/30），总有效率40%。研究结

论认为高聚生辅助化疗应用于进展期消化道肿瘤

患者，能有效提高及保持白细胞数量，预防及防止

化疗药物的骨髓抑制，增强患者的化疗耐受性，并

有效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临床观察副反应主

要为发热反应，并可自行退热，无须退热处理，临床

应用安全。从理论上认为超抗原通过免疫增强作

用产生有效的抗肿瘤作用，他们的研究认为高聚生

应用与肿瘤患者的治疗特点是伴随化疗同时进行，

或缺乏化疗适应证的患者，单独应用抗肿瘤，对增

强抗肿瘤疗效，升高白细胞，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提高患者化疗耐受性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超

抗原具有极强的激活淋巴细胞的能力，微量的超抗

原就可以激活大量的T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

果在应用时剂量掌握不准确就可能引起机体的免

疫调节紊乱［87］，长期反复应用也可造成机体的免疫

耐受性［88］。因此，超抗原应用于临床肿瘤治疗尚有

许多问题需待解决。如何掌握超抗原的应用剂量、

疗程，如何与化疗、放疗等联合应用才能最大限度

地产生协同抗肿瘤作用，与化疗同时应用会否干扰

或削弱超抗原免疫效应，都是值得探讨的并有待开

展广泛的实验及临床研究。

临床观察胸腔内注入高聚生联合顺铂治疗恶

性胸腔积液的疗效结果已经发表。在病理确诊的

恶性胸腔积液40例，经胸腔插管排尽胸腔积液后，

在胸腔内注入高聚生10ml和顺铂80mg～100mg，2

周后重复，观察疗效、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及毒副反

应。临床结果显示治疗组显效25例，有效12例，总

有效率92.5%，资料对照组32例中显效和有效共26

例，总有效率81%。两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认为胸腔内高聚生联合顺铂治疗恶性胸腔积

液是一种有效、副反应小、可耐受的方法［90］。

张宏博和殷占新观察了高聚生（HAS）联合化疗

药物（FEM）腹腔用药治疗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腹水

疗效。他们将140例消化道肿瘤并恶性腹水患者按

随机号分为HAS治疗组（A组）、FEM化疗组（B组）

和FEM＋HAS治疗组（C组）。获得如下结果：C组

有效率（34.5%）显著高于A组（13.3%，P=0.027），而

与B组（20.2%）比较无性差异（P>0.05）。以胃癌疗

效最高，其次为胰腺癌和结肠癌，肝癌疗效最差。A

组副作用最少（22.2%），B组副作用最高（97.5%），C

组副作用（56.4%）比B组且显著减少（P<0.001）。结

论认为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腹水的治疗中，HAS

联合化疗药物经腹腔途径给药，即可提高化疗药物

抗癌疗效，还可以降低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91］。

恶性胸腔积液是指恶性肿瘤的胸膜转移或胸

膜自身恶性肿瘤所致的胸腔积液。由于胸膜特殊

解剖学特点，其对全身化疗不敏感，胸腔很难达到

有效的药物浓度，是临床治疗的一个难点，而胸腔

内给药可保证高浓度化疗药直接作用于胸膜癌结

节及脱落癌细胞，提高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

作用，而毒性并不增加。顺铂是细胞周期非特异性

药物，尤对有丝分裂及DNA合成期杀灭作用更强，

具有极强的穿透能力。胸腔内用药后高浓度顺铂

可直接或间接通过毛细血管的运输，使更多的药物

进入肿瘤内部，扩大杀伤范围。近年大多数报道单

用顺铂有效率在45%～67%，与其他化疗药物联合

化疗，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疗效，资料对照组用顺

铂和长春地辛治疗恶性胸腔积液患者，总有效率达

81%，但毒副作用明显增加［91］。现在恶性胸腔积液

患者年龄偏大，大多不愿接受。恶性肿瘤患者的细

胞免疫功能普遍有不同程度降低，随病情恶化免疫

功能进一步降低，细胞免疫功能越差，则患者预后

也越差。T细胞亚群是机体免疫系统中功能最重要

的一大细胞群。化疗虽是肿瘤治疗的一种手段，但可

使患者免疫功能尤其是细胞免疫功能进一步下降，

不利于肿瘤的远期控制，易使肿瘤复发和转移［92］，

高聚生一种新型的抗肿瘤生物反应调节剂，其主要

成分是C型肠毒素，能增强NK细胞、LAK细胞的活

性，增强淋巴细胞转化率，尤对T细胞具有强大刺激

功效，T 细胞受到刺激产生白介素（IL）、干扰素

（IFN）、肿瘤坏死因子（TNF）、集落刺激因子（CSF）

等大量的细胞因子，激活机体内免疫系统的活性，

增强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杀伤肿瘤细胞但不损伤

正常细胞，并能使损伤细胞修复，从而恢复机体细

胞免疫功能，减少肿瘤复发，降低远处转移发生

率［93，94］。采用中心静脉导管置入胸腔，操作简单，损

伤小，引流彻底，可长期留置，减少反复穿刺之苦，

同时用高聚生联合顺铂胸腔内化疗，两药能充分发

挥协同作用，直接杀灭癌细胞，造成胸膜无菌性粘

连以防胸腔积液复增。高聚生还可减轻化疗引起

的胃肠道反应，改善患者全身状况。总之，本组总

有效率达 92.5%，显著高于资料对照组 81%（P<

0.05），且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副作用明显减少，说明

此治疗方法简便易行。

顺铂是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可杀灭各期肿瘤

细胞，使其发生凋亡，同时还能刺激胸膜细胞增殖、

纤维化，停止恶性渗出［95］。近年来应用于临床的新

型抗肿瘤生物反应调节剂。杨佐南等探讨高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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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顺铂治疗晚期肿瘤并发恶性胸腹水的临床价

值。他们的临床结果显示高聚生联合顺铂有效率

达 81.30%，明显优于单独使用高聚生或顺铂（P<

0.05）［96］，也优于吴晓鹏等［97］报告重组人新型白细胞

介素2治疗恶性胸腹腔积液（73.33%）。隋建超等［98］

报告的顺铂与氟尿嘧啶腔内注射治疗恶性胸腹腔

积液58例的有效率（83%）相仿，但本组病人治疗中

无脱发，白细胞减少、恶心等更少见，这与高聚生的

生物活性能促进机体的白细胞、血小板升高密切相

关。马德等观察了高聚生联合顺铂治疗恶性胸腔

积液的疗效及不良反应［99］。他们将48例恶性胸腔

积液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者尽量放尽胸水。

治疗组24例采用高聚生加顺铂治疗；对照组24例

单用顺铂治疗。结果：治疗组有效率87.5％，对照组

有效率58.3％，治疗组明显好于对照组。结论也认

为高聚生加顺铂治疗恶性胸腔积液疗效好，不良反

应少。李宝兰等应用高聚金葡素治疗恶性肿瘤200

例的近期观察结果显示其治疗价值［100］。

4 临床结论

经过多年临床应用，显示了以下六种临床药理

学效果：1）激活T细胞并使其增殖，提高人体免疫功

能。2）单独使用HAS证明具有抗癌作用，这种临床

效果，也是使它具有极其广阔应用前景的最重要依

据。3）升高白细胞，具有极强的升白作用，尤其适

用于因放化疗引起的白细胞下降。4）消除恶性胸

腹水，单独腔内灌注具有显著作用，与化疗药物同

时灌注，大大提高胸腹水消除率。5）提高放、化疗

疗效，在联合用药时能显著提高单独化疗和放疗的

有效率。6）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减轻因放、化疗

引起的胃肠道反应，其主要适应症为恶性肿瘤，白

细胞减少，恶性胸腹水，放化疗引起的副反应，免疫

功能低下。主要副反应有发热和局部红肿、发热在

短期内自行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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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由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孙保存、张熙曾教授主编的《纵隔肿瘤病理学》已于2008年3月由中

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总论，第二部分为各论。总论主要阐述纵隔肿瘤的发病率，

纵隔解剖学及其分区、临床症状、体征。扼要介绍纵隔肿瘤影像学检查，详述纵隔肿瘤有创诊断方法及无创检查，

介绍作者提出的国内纵隔肿瘤分类并介绍纵隔肿瘤标本病理学检查常规与取材。

各论方面为本书重点，对纵隔肿瘤如胸腺肿瘤，神经源性肿瘤，生殖细胞肿瘤，内分泌肿瘤，心脏肿瘤，气管肿

瘤，间叶肿瘤，纵隔囊肿及其他相关肿瘤与疾病等详细分类以及它们独特表现。并配有众多光镜下图谱及叙述电

镜表现。

纵隔肿瘤组织结构复杂，目前本书为国内首本关于纵隔肿瘤病理的专业书籍，而国外仅有纵隔病理学也未见

有纵隔肿瘤学的书籍。

本书有许多内容颇新，如胸腺瘤病理学方面新的分型，此书可作为病理工作者参考资料，对临床医师了解纵隔

肿瘤新近展有所裨益。（本书定价98元，全国新华书店均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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