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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医用射线防护剂可减轻头颈部鳞癌患者放疗皮肤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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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医用射线防护剂对头颈部鳞癌患者颈部皮肤放射性损伤的防护效果。方法 65 例实施调强放疗的头颈部鳞状
细胞癌初治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
空白对照组 32 例，
对其进行常规皮肤护理指导；
试验组 33 例，
除常规护理外，
每日使用医用射
线防护剂 3~5 次，
直至放疗结束后 1 周。结果 对照组发生严重皮肤黏膜放射性损伤明显高于试验组（P<0.05）；
与对照组相比，
试验组可明显延缓颈部皮肤的放射性损伤，
试验组患者放疗结束后皮肤损伤的愈合更快（P<0.05）。结论 医用射线防护剂能有
效地降低放射性皮肤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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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皮肤损伤是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放射治疗中
最常见的并发症，
严重者可出现局部皮肤疼痛、
出血及
局部感染，
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
甚至被迫中断放射
［1］
治疗 。近年来随着对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病机制认识
的不断加深，
各种药物如阿米福汀及中药等均证实有一
定程度的预防效果［2-3］，
但局部用药仍是防治放射性皮肤
［4］
损伤的主要方法 。医用射线防护剂已证实在鼻咽癌
及乳腺癌放射治疗中对皮肤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5-6］。
本临床研究发现医用射线防护剂可明显改善头颈部鳞
状细胞癌患者在放疗过程中的皮肤损伤，
减轻、
延缓放
射性皮肤反应，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例资料
选择 2013 年 6 月 9 日~2015 年 2 月 28 日在本院收
治并经病理检查确诊为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的初治患者
65例：
男53例，
女12例，
年龄26~59 岁，
中位年龄43岁；
其中鼻咽癌44例，
喉癌7例，
口腔癌8例，
舌癌6例，
临床
分期为 T2~4N2~3M0 的患者。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个组，
对照组 32例：
男 26例，
女 6例，
年龄 26~59岁，
中位年龄
41岁。试验组33例：
男27例，
女6例，
年龄28~59岁，
中
位年龄 45 岁。对照组不使用皮肤防护药物，
试验组使
用医用射线防护剂，
其主要成分包括聚乙二醇400、
羊毛
脂等。本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照射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真空垫+头颈肩热
塑网膜体位固定，CT-SIM 定位，应用 Varian 直线加速
器 6MV-X 线行 9 野调强放射治疗。两组患者肿瘤处
方剂量：PTVnx 2.18~2.3 Gy/f×28~30 F，5 f/w，DT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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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Gy。放疗过程中未使用组织补偿物。
1.2.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健康宣教，
指导患
者放疗期间宽松着衣，
避免辐射野皮肤接受摩擦和理化
刺激，
平时皮肤避免涂抹任何药物及软膏。试验组除常
规宣教外，
从放疗第1天开始使用医用射线防护剂在照
射野内皮肤或黏膜均匀喷洒，
每日使用 3~5 次，
直至放
疗结束后1周。所有患者当出现Ⅲ度放射性损伤时，
给
予抗感染、
抗炎治疗。
1.3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参考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会（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RTOG）2003年发行的CTC3.0
（Common Toxicity Criteria 3.0）急性放射损伤分级标准
（0~4级），
0级：
照射野皮肤无变化；
1级：
滤泡样暗红斑或脱
发或干性脱皮或出汗减少；
2级：
皮肤触痛或鲜红色斑或片
状湿性脱皮或中度水肿；
3级：
皮肤皱褶以外部位出现融合
性脱皮或凹陷性水肿；
4级：
皮肤出现溃疡、
出血和坏死。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 软件进行χ2检验，
并行t检验分析比
较其差异。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颈部皮肤RTOG各级放射性损伤观察结果
χ2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防治后放射性皮炎发
生的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516，
P=0.004，
表1）。
2.2 两组患者初次发生各级 RTOG 皮肤损伤的时间快
慢比较
对照组中有的患者颈部皮肤在放疗第2~20次就发
生了一级放射性损伤，
平均发生时间是在放疗的第 8~
10次；
而试验组中患者颈部皮肤发生一级放射性损伤是
在放疗的第7~27次，
平均发生时间是在放疗的第16~18
次。对照组颈部皮肤较早发生一级放射性损伤，
两组患
者发生一级放射性损伤的平均时间差别明显（t=-9.573，
P=0.000）。
对照组中有的患者颈部皮肤在放疗第 7 次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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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出现皮肤损伤的情况比较

Cases and proportion of radioderm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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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临床研究中，
我们使用医用射线防护剂防止
放射性损伤，
结果发现：
对照组患者颈部皮肤出现一级
放射性损伤平均发生在放疗的第8~10次；
而试验组患者
为放疗的第16~18次。出现二级放射性损伤发生在放疗
的第7~27次；
而试验组患者为放疗的第17~30次。提示
医用射线防护剂可以有效防止皮肤放射性损伤。在头颈
部放疗的后期因皮肤的损伤使患者痛苦万分，
寝食难安，
医用射线防护剂能明显延缓皮肤损伤发生的时间；
能明
显减轻皮肤损伤的程度以及加快损伤的愈合。在本次临
床研究中，
我们也观察到，
医用射线防护剂试验组患者放
疗结束后，
皮肤愈合要明显快于对照组。因此，
我们认
为医用射线防护剂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放射治疗中，
对
皮肤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值得推广使用。

［5］

Tab.1 Comparion of the occurrence of radiodermatitis between 2
group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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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Level I

Level II

Level III

Level IV

Control group

32

8 (25.0)

10(31.3)

5(15.6)

9(28.1)

Treatment group

33

18(54.5)

12(36.4)

3(9.0)

0(0)

了二级放射性损伤，
最迟发生二级损伤的是在放疗的第
27次；
而试验组中患者颈部皮肤最快发生二级放射性损
伤是在放疗的第 17 次，
最迟发生二级损伤的是在放疗
的第 30 次。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皮肤发生二
级 放 射 性 损 伤 的 平 均 时 间 差 别 明 显（t=-3.412，P=
0.001），
对照组明显比试验组要早发生二级损伤。
2.3 两组患者放疗结束后颈部皮肤愈合时间快慢比较
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皮肤愈合天数为 10~21 d
（平均 13 d），而实验组患者皮肤愈合天数只需 4~15 d
（平均 7 d），两组之间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t=
11.494，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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