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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杉醇抗肿瘤机制和临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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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杉醇（Paclitaxel，TAX）作为一种广谱、低毒且高效的天然抗癌药剂，是目前人类抗肿瘤可
依赖的药物之一，主要应用于晚期卵巢癌和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多种癌症的化疗。本文通过分析TAX的
作用机制和一些最新应用治疗情况的研究，旨在阐述TAX的临床应用情况，并对TAX生产、使用和发展前景
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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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紫杉醇的基本结构、理化性质和制备

管的微管蛋白二聚体之间存在的着动态平衡是细胞的生命

1.1 紫杉醇基本结构、理化性质

周期和分裂活动所必需的，微管解聚的异常使细胞分裂被

1971年该物质由M.C.Wani等人于短叶红豆杉（Taxus

阻滞在G2/M期，从而阻碍细胞的分裂，抑制肿瘤的高速增

brevifolia）的树皮中第一次提纯得到并被命名为紫杉醇 。紫

殖。另外，还有研究表明被阻滞于此阶段的肿瘤细胞对放

杉醇别名紫素或特素（Taxol™），是一种从红豆杉针叶和树

疗更加敏感，因此紫杉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优化放疗

皮中提取的具有细胞毒性的四环二萜类生物碱。此药物具有

效果的作用。
2.2 调控免疫系统

[1]

高度亲脂性，微溶于水，白色针状结晶，熔点213～216℃，
于碱性环境时很快分解。化学名称：5β，20-环氧-1，2α，

有研究表明 [6]，紫杉醇可以使白细胞介素1等及干扰素

4，7β，10β，13α-六羟基紫杉烷-11-烯-9-酮-4，10-二乙酸

α、干扰素β的释放实现较大幅度的增加，以此起到对癌细

酯-2-苯甲酸酯-13[（2’R，3’S）-N-苯甲酰-3-苯基异丝氨酸

胞的杀伤或抑制作用。即紫杉醇除通过阻滞肿瘤细胞的分

酯]，分子量853.92，分子式C47H51NO14。
1.2 紫杉醇的制备

裂外，还能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促进癌细胞的灭杀。
此外，使用紫杉醇还能实现对多种癌细胞凋亡的诱

M.C.Wani等最初制备紫杉醇所采用的方法，是使用乙

导，研究表明紫杉醇诱导细胞凋亡的机制与Raf-1/Bcl-2两

醇提纯树皮干粉，并把除去乙醇的浸膏在水-氯仿体系中分

种蛋白质的磷酸化有关，而以上过程是一个独特的细胞凋

配。氯仿萃取物顺序经过Florisil、SephadexLH-20和硅胶柱

亡信号传导通路。由此Bcl-2可与Bax形成异源二聚体，在fas/

[2]

层析分离后在甲醇中通过重结晶得到纯品 。
但植物体中含有大量与紫杉醇结构相似的杂质，使简
单的提纯方法变得不可行。其后的实验表明，以O3作为氧
化剂的Murray改良法或使用乙酸乙酯-丙酮混合溶剂萃取能
够有效减少萃取物中杂质的含量，具有实用价值[3]。
然而自然提纯的方式效率低下，产率约0.01%。为之，

fasl、P53等凋亡基因的参与下导致细胞凋亡。此外，另有文
献表明紫杉醇可通过激活核转录因子кB而诱导细胞凋亡。

3

紫杉醇的临床治疗应用
3.1 主要适用方向
3.1.1 肺癌
肺癌作为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7]，对人群健康

1994年R.A.Holton与K.C.Nicolaou两个研究组分别提出了

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主要治疗方法是采用

TAX的全合成路线，产率提升至4%左右，可是限于TAX的

顺铂与其他药物的联合化疗，但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肿瘤

复杂结构和多样的官能团，该方案无法进入工业和商业领
域。于是，如何更高效的利用自然材料便成为解决问题的
关键。相较而言，半合成紫杉醇的方法是目前最具商业应
用价值的技术，也是美国施贵宝公司的“泰素”等商品化
紫杉醇药物采用的实际生产方法，具有启示意义[4]。

2

紫杉醇的作用机制
2.1 调控微管动力学稳定

治疗缓解率约为40%～50%，一般不能完全治愈，所能做到
的基本是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然而根据查丽曼等的治疗方
案，采用紫杉醇加顺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有明显疗效，副
作用小。
3.1.2 乳腺癌
自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乳腺癌发病率一直呈现出增
高的趋势，而紫杉醇是乳腺癌化疗中最有活性的药物之

Jordan等人 的实验证明：较高浓度的紫杉醇作用于微

一。在复发转移乳腺癌一线联合治疗方面曾有国外文献报

管蛋白及微管系统，与微管蛋白结合后，导致微管二聚体

道，紫杉醇结合蒽环类药物治疗方案的有效率可高达94%，

的数量和形成速度被较大幅度地上调，诱导微管二聚体装

且有41%的完全缓解率[8]。

[5]

配成为微管并聚集，这会促进微管束的形成，扰乱微管的

3.1.3 卵巢癌

动力学重组，从而有效阻断细胞的有丝分裂或异常增殖。

卵巢癌是目前死亡率最高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尽

而且其发挥抗癌机制的方式与以往常用化疗药物不同之在

管广泛应用联合化疗，该癌症患者的生存率仍徘徊在

于紫杉醇是通过直接作用于细胞的微管（microtubule）网

30%～50%。据军事医学科学院307医院的记录，紫杉醇

络发挥作用的。微管的动力学重组，即微管蛋白和组成微

作为应用于临床的新药，用于对铂类耐药的卵巢癌疗效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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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患者五年存活率高达60%～70%[9]。

宝贵资源已成为热点问题。

3.1.4 鼻咽癌

目前有限的药物来源不仅使紫杉醇价格昂贵，也限制

鼻咽癌作为中国南方地区一种患病率较高的头颈部肿

了临床治疗的广泛应用。但现已有采用人工培育红豆杉、

瘤，目前其治疗方法一般以放疗作为首选。虽然相对来说

细胞培养、真菌发酵等新方法获得的方式，随着紫杉醇的

鼻咽癌肿瘤对放疗较为敏感，但是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只

药源开发，其应用前景将越来越广阔。

有50%左右。而结合了紫杉醇的同期放化疗治疗方案，表
现出可以明显提高晚期鼻咽癌患者原发灶及颈部转移灶的
局控率（应用紫杉醇组的CR为97%，对照组的CR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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