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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乳腺癌为女人人群中一种常见恶性肿瘤，发病率呈逐年上升及年轻化
趋势，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随着分子生物研究的深入，靶向药物医治已成
为现在乳腺癌医治的首要方向，靶向药物可直接效果于病灶，对正常安排与细胞
的危害较小，可明显降低毒副效果。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以 HER2 为靶点，常采
用曲妥珠单克隆抗体、拉帕替尼医治，可获得良好效果，但其不良反应可对医治
效果产生限制效果;还能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为靶点，贝伐单抗、索拉
菲尼、舒尼替尼、雷莫卢单抗等均具有明显效果;长链非编码 RNA 可作为三阴性
乳腺肿瘤的新式靶点，通过β-阻断剂抑制三阴性乳腺肿瘤的生长;此外，HSP、
COX-2、PD-1、PD-L1、miRNA 亦可效果新式靶点的研究方向。本文就乳腺癌近况、
乳腺癌靶向医治药物、其他新式医治靶点等内容总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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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威胁人类健康及生命的第一大恶疾，其中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增长速度
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亦是导致死亡的首要原因。乳腺癌治疗方法及预后效果受
地域差异、乳腺癌类型、分期及检测手段等因素影响，既往临床多通过手术、放
化疗治疗该疾病，但治疗效果不甚理想[1]。近年来，临床学者提出靶向治疗方
案，与既往手术、放化疗不同，靶向药物治疗可以肿瘤细胞上的致癌靶点为目标，
将肿瘤细胞杀死，具有高效性及选择性，可大大降低毒副作用，保障患者治疗的
安全性[2]。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新型靶向抗癌药物正逐渐成为目前临
床学者研究的热点。本研究就目前乳腺癌靶向药物治疗的进展进行综述如下。
1 乳腺癌概述
1.1 流行病学分析

据相关数据统计，乳腺癌的发病率仅次于肺癌，已成

为目前世界上第 2 大癌症，全球每年新增病例已达 170 万，且每年约有 24.12%
以上的乳腺癌患者死亡，2015 年中国肿瘤登记中心年报指出，我国乳腺癌发病
率居女性癌症的首位，且呈递增趋势，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乳腺癌的发病率约是中小城市的 2～3 倍，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新增乳
腺癌患者约有 21.6 万，死亡人数超过 26.39%，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

生问题[3]。

1.2 乳腺癌类型

乳腺癌的类型较多，其病理组织形态复杂，

可在同一切片内或肿瘤组织内出现两种以上类型，现阶段国内外关于乳腺癌的病
理分类尚无统一标准。随着多基因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T）定量检测
技术及芯片技术的发展，已逐渐应用于乳腺癌分子分型检测中，常结合免疫组织
化学，对乳腺癌类型进行有效分类[4]。目前，临床上将乳腺癌主要分成三阴性
乳腺癌[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
均为阴性]、ER 陽性的 LuminalA 型（ER+/PR+，HER2-）、LuminalB 型（ER+/PR+，
HER2+）、HER2+型（ER-/PR-，HER2+），可通过分子分型评估治疗反应并预测癌
症复发转移风险，是新型抗乳腺癌靶向药物开发及乳腺癌靶向治疗的基础[5]。
1.3 乳腺癌的发病机制

目前，对于乳腺癌相关危险因素对其发病机理及

发病过程尚无法阐述完全，但可以肯定，这些危险因素是诱发乳腺癌的主要原因，
危险因素中以年龄、性别最为突出，女性发病率明显较男性高，且越来越趋于年
轻化，家族遗传史亦是乳腺癌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基因（BR-CA1、BRCA2、
PTEN、ATM、STK11、CHEK2）突变可构成家族性乳腺癌综合征，此外，辐射、尼
古丁、酒精、内源性激素与外源性激素、营养等因素均为乳腺癌的危险因素[6，
7]。
2 乳腺癌靶向治疗
随着分子生物学（细胞凋亡、信号通路等）研究的深入，分子靶点及靶向药
物治疗已成为现阶段抗肿瘤研究的热点话题，近年来，抗肿瘤学者根据乳腺癌药
物作用的靶点，开发了拉帕替尼、曲妥珠单抗等一系列新型分子靶向药物，投入
市场后，取得了良好疗效，抗肿瘤治疗已进入一个新阶段[8]。
2.1 以 HER2 为靶点的药物

HER2 广泛存在于呼吸道、胃、乳腺、肠道等组

织中，是一种跨膜受体糖蛋白，具有络氨酸酶活性，可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
中的其他成员形成异源二聚体，激活下游信号通路，过表达可促进细胞增殖，对
肿瘤的产生及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相关研究报道指出，乳腺癌、胃癌、卵巢癌、
肺癌等疾病中均可见 HER2 不同程度的过表达，约有 1/3 原发性乳腺癌存在 HER2
过表达，并引发乳腺癌患者免疫缺陷，导致肿瘤复发[9]。目前，乳腺癌靶向治
疗以 HER2 靶点的抗体药物与靶向 HER2 疫苗为研究的重点，已成为乳腺癌治疗的
重要武器，在国内外临床应用广泛。

2.1.1 曲妥珠单克隆抗体

曲妥珠单克隆抗体为 HER2 靶向药物，可结合

HER2 胞外区亚结构域Ⅳ的 C-末端，起初用于早期乳腺癌、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
2006 年该药物逐渐应用于术后早期乳腺癌治疗，可通过多种机制与途径发挥抗
肿瘤效果，由于自身异源性低，难以引起免疫清除效应，故与化疗药物相比，其
副作用较小，尽管如此，但该药物同其他药物一样，也存在不良反应，高龄、高
血压、心脏病史、耐药性或曾使用过蒽环类化疗药物的患者生存期未见明显提高，
但与紫杉醇、多烯紫杉醇等其他药物联合使用时，可有效延长患者总生存期
[10-12]。
2.1.2 拉帕替尼

拉帕替尼是一种小分子络氨酸激酶受体抑制剂，可同时

抑制上皮生长因子受体及 HER2，药理作用为通过与上皮生长因子及 HER2 胞内的
三磷酸腺苷结构域结合，对自身磷酸化产生抑制作用，进而阻止丝裂原活化蛋白
激酶与磷脂酰肌醇 3-激酶信号通路激活，阻碍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13]。
2.1.3 帕妥珠单抗

帕妥珠单抗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重组人源单抗，可结合

HER2 胞外区，阻碍 HER2 与其家属成员产生二聚化，抑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与
磷脂酰肌醇 3-激酶信号通路激活，促进癌细胞凋亡，常用与曲妥珠单抗、多西
他赛联合应用，具有良好疗效。
2.1.4 来那替尼

来那替尼为 HER2 与 HER1 多靶点的泛 Erb-B 受体酪氨酸

激酶抑制剂，对曲妥珠单抗耐药的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具有良好疗效，且联合
用药对曲妥珠单抗敏感或耐药的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单药治疗。
2.1.5 T-DM1

T-DM1 是微管抑制剂美坦辛 DM1 与曲妥珠单抗偶联的一种新

型靶向药物，不仅具有曲妥珠单抗靶向作用及细胞毒物的抗肿瘤作用，还可促进
HER2 表面受体与细胞毒药物结合，提高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减少不良反应
[14]。单用时，其药效优于卡倍他滨与拉帕替尼的联合治疗效果;对接受过曲妥
珠单抗治疗的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单用 T-DM1 疗效较高，且 HER2 表达越高，
治疗效果越好，该药物对曲妥珠联合紫杉醇治疗无效者具有显著疗效。
2.2 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为靶点

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是肿瘤细胞

生长、浸润、转移的重要因素，而肿瘤新生血管形成的主要因素为 VEGF，故肿
瘤抗血管形成的关键在于对 VEGF 的治疗，可将其作为乳腺癌靶向治疗的一种重
要策略[15]。

2.2.1 贝伐单抗

贝伐单抗是全世界第一个针对 VEGF-A 亚型的重组 DNA 单

克隆抗体，可选择性结合 VEGF，抑制其生物活性，进而阻止新生血管形成，阻
碍肿瘤生长，常用于乳腺癌、大肠癌、非小细胞肺癌等疾病中，均具有良好疗效。
2.2.2 索拉菲尼

索拉菲尼可抑制多个酪氨酸激酶受体，抑制肿瘤生长及

血管新生，将该药物与紫杉醇等一线化疗药物治疗 HER2 阴性转移性乳腺癌具有
良好疗效。
2.2.3 舒尼替尼

舒尼替尼为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抑制血小板生

长因子受体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同时还可对 Fms 样酪氨酸激酶受体产生抑
制作用，与贝伐珠单抗联合应用于乳腺癌患者，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改善
预后，但舒尼替尼对晚期转移性乳腺癌治疗方案的可行性仍需更多临床试验进行
进一步证实[16]。
2.2.4 雷莫卢单抗

雷莫卢单抗是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2 完全人源化单

克隆抗体，已有研究证实，雷莫卢单抗单用或联合其他化疗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或胃癌患者均有良好疗效，将其联合多西他赛治疗转移性乳腺癌，可显著提高患
者无进展生存期，提高生存率[17]。

2.3 三阴性乳腺癌治疗

三阴性乳

腺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乳腺癌，与其他亚型乳腺癌相比，其发病率较低，具有复
发率高、死亡快等特点，且具有地域性，由于该类型的乳腺癌缺乏特异性靶点，
故 HER2 抗体治疗及内分泌治疗的疗效较差。目前，临床以细胞毒性化疗为主，
但大部分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对化疗治疗不敏感，预后效果较差，因此，新型靶点
的出现是开辟新的治疗途径的关键。
2.3.1 三阴性乳腺癌的新型靶点

长链非编码 RNA（IncRNA）在機体生长发

育、细胞增殖、分化及凋亡中参与广泛，并与多种疾病的等病理过程联系密切。
有关研究指出，IncRNA 在乳腺癌中存在多种异常表达，对乳腺癌产生、发展及
转移等产生影响，而 IncRNA LOC554202 具有潜在抑癌作用，在三阴性乳腺癌肿
呈低表达;IncRNA LOC339535 可在三阴性乳腺癌中激活异源二聚体，而异源二聚
体是大部分癌症中高表达的信号分子，可推进癌症进展，提高复发率[18]。
2.3.2 β-阻断剂治疗三阴性乳腺癌

乳腺癌细胞表面存在β2-肾上腺素

受体（β2-AR），β2-AR 是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s）家族的膜受体，GPCRs 参
与细胞增殖、分化过程，并可介导血小板源生长因子受体、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受体、上皮生长因子等磷酸化。有关研究证实，心脑血管中β2-AR 能够与 HER2
形成复合体，并可促进多种 GPCRs 激动剂诱导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激
活，同时乳腺癌患者 HER2 过表达时，β2-AR 表达上调，故可判定机体存在一个
与 HER2 表达相关的β2-AR 潜在靶点，β2-AR 可与β-阻断剂及肾上腺素结合，
当与β-阻断剂结合时，可降低癌细胞侵袭速度，而与肾上腺素结合时，肿瘤细
胞上的β2-AR 可刺激肿瘤细胞加速侵袭，故可通过使用β-阻断剂中和肾上腺素
产生的促生长效应，抑制三阴性乳腺肿瘤的生长[19，20]。
3 其他新型治疗靶点
近年来，热休克蛋白（HSP）、氧化酶-2（COX-2）、程序性死亡受体 1（PD-1）、
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 1（PD-L1）、miRNA 已成为癌症靶向药物研究的新方向，
其中热休克蛋白 90（HSP90）在肿瘤产生、增殖、预后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COX-2 为限速酶，正常组织中不表达，但在大部分恶性肿瘤患者中出现过表
达现象，而 COX-2 过表达对肿瘤增殖、HER-2 过表达具有密切联系;相关研究指
出，PD-1 与 PD-L1 参与肿瘤免疫逃逸的信号通路，均可将其作为新的治疗靶点
[21]。miRNA 具有基因调控作用，多项研究证实，miRNA 在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表达异常，miR-892 上调可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转移，并可诱导血管生成，
还可通过靶向抑制 NF-κB 多个调节蛋白质的表达，阻碍 NF-κB 信号传导，NFκB 参与多种生理、病理过程，NF-κB 激活后与肿瘤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紧密
联系[22]，因此，miR-892 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为开发新型靶点（miRNA 类似
物）治疗乳腺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4 总结
靶向药物可对特定细胞、受体或基因产生靶向治疗作用，且毒副作用小，可
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HER2 阳性乳腺癌治疗可以 HER2 为靶点，主要靶向药物包
括曲妥珠单抗、拉普替尼单抗、帕妥珠单抗、来那替尼、T-DM1 等，还可以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VEGF）为靶点，代表药物包括贝伐单抗、索拉菲尼、舒尼替尼、
雷莫卢单抗等;长链非编码 RNA 与β-阻断剂可作为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靶点;此
外，HSP、COX-2、PD-1、PD-L1、miRNA 等新型靶点为乳腺癌靶向药物治疗提供
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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