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18 年版）

（一） 呼吸系统肿瘤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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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药源性耳聋
药源性耳聋是指使用某些药物

治病或人体接触某些化学制剂所引
起的位听神经系统中毒性损害而产
生的听力下降、 眩晕甚至全聋。

临床表现有哪些
症状初期， 患者会感觉耳鸣、

进行性听力下降， 多为双侧性的，
可有眩晕 、 走路或站立不稳等表
现， 儿童用药后因为对外界听觉减
弱会表现为过分安静， 也正是因为
如此， 本病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常见具有耳毒性的药物有哪些
一、 耳毒性的抗菌药物
1. 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 这类

药物是目前对听力损害最大的一类
药物， 因此也被称之为 “耳毒性抗
生素”。 该类药物具有明确的耳毒
性， 耳毒性的症状可因许多因素而
加重， 例如有氨基糖苷类应用史、
男性患者、 总剂量大、 疗程较长、
合并使用或者先后应用其他具有耳
毒性药物以及肾功能减退的人群。
对于该类药物的耳毒性对耳部结构
的损伤程度上可分为：

前庭功能失调 多见于链霉素、
庆大霉素、 奈替米星等， 其毒性大
小依次为链霉素＞庆大霉素＞妥布霉
素=卡那霉素=阿米卡星=新霉素＞奈
替米星。

耳蜗神经损害 多见于新霉素、
卡那霉素、 阿米卡星等全身用药，
其毒性大小依次为新霉素＞阿米卡
星=卡那霉素＞妥布霉素=庆大霉素=
链霉素＞奈替米星。

部分药物， 如妥布霉素对两者

的损伤程度相仿， 药物使用不当其
两种损伤可同时发生。

2. 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 。 大
环内酯类如红霉素、 克拉霉素， 可
产生可逆的双侧听力损害， 主要表
现为伴有耳鸣、 头晕， 一般停药之
后 1～3 天内会恢复。 该类药物的耳
毒性呈现剂量依赖性， 高龄以及肝
肾功能不全的人群更易发生。

目前有所报道的具有耳毒性的其
他类抗菌药物有： 四环素类抗菌药
物， 如四环素、 多西环素、 米诺环素
等； 糖肽类抗菌药物， 如万古霉素、
去甲万古霉素等； 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物， 如诺氟沙星、 左氧氟沙星、 环丙
沙星和莫西沙星等； 氯霉素类抗生素
以及多粘菌素等。 这些药物引起的耳
毒性， 初期均是可逆的。

二、 髓袢类利尿剂。 包括常用
的呋塞米、 布美他尼。 长期大剂量
静脉给药， 以及给药速度过快时可
致耳鸣、 耳聋。 该类药物引发的听
力损伤是双侧对称性， 伴耳鸣， 初
期是可逆的， 但在肾功能不全或与
其他耳毒性药物合用时则很容易发
生永久性的耳聋。

三、 解热镇痛抗炎药。 这类药
物主要包括阿司匹林、 对乙酰氨基
酚、 吲哚美辛、 赖氨匹林等。 长期
超剂量使用该类药物会降低耳蜗底
血流量， 引发组织缺血， 其产生的
耳毒性是剂量依赖性特点， 即随着
用药的用量增大， 耳毒性发生的概
率越高。 初期通常会表现为耳鸣，
且是典型的双侧表现， 耳鸣及轻度
的听力损伤在停药后几天内听力即
可恢复。

四、 抗肿瘤药物。 常见的药物

有顺铂、 5-氟尿嘧啶 （5-FU）、 博
来霉素和氮芥等。 耳毒性最严重的
是顺铂， 使用该药的患儿中听力损
失的发生率为 10%～26%， 其主要是
引起耳鸣和高频听力减低， 多为可
逆性， 不须特殊处理。

怎样预防药源性耳毒性发生？
对于药源性的耳聋， 预防比治

疗更重要。 我们主要通过以下方式
预防：

一、 严格把握适应症， 合理使
用具有潜在耳毒性的药物， 必须要
使用的情况下， 保证疗效前提下，
选择毒性低的药物， 并控制药物的
剂量和疗程。

二、 严格控制具有耳毒性药物
的联合用药， 避免非必要的多种联
合使用， 以免增大耳毒性不良反应
发生的几率。

三、 妊娠期以及哺乳期人群，
其部分药物可通过胎盘屏障， 应严
格控制药物的使用指征、 疗程和剂
量， 尽量不要使用。

四、 在使用具有耳毒性药物期
间， 要警惕耳鸣、 耳胀， 头晕， 听音
模糊以及儿童异常安静等初期症状，
一旦发现应立即停药并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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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贝伐珠单抗
通用名：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制剂与规格：针剂：100mg（4ml）

/瓶、400mg（16ml）/瓶
适应证： 贝伐珠单抗联合卡铂

与紫杉醇用于不可切除的晚期、 转
移性或复发性非鳞状细胞 NSCLC
患者的一线治疗。

合理用药要点：
1. 贝伐珠单抗不适用于晚期肺

鳞状细胞癌的治疗。
2. 有严重出血或者近期曾有咯

血、 肿瘤侵犯大血管的患者不应接
受贝伐珠单抗治疗。

3. 贝伐珠单抗与卡铂和紫杉醇
联合用药最多 6 个周期， 随后给予
贝伐珠单抗单药治疗 ， 直至疾病
进展或出现不可耐受的毒性 。 目
前除贝伐珠单抗联合卡铂/紫杉醇
一线治疗外 ， 贝伐珠单抗联合铂
类/培美曲塞一线治疗也有部分循
证依据。

4. 贝 伐 珠 单 抗 推 荐 剂 量 为
15mg/kg， 每 3 周给药一次。 也可以
使用 7.5mg/kg， 每 3 周给药一次。

5. 出现以下情况 ， 停止使用
贝伐珠单抗： ①胃肠道穿孔 （胃肠
道穿孔 、 胃肠道瘘形成 、 腹腔脓

肿）， 内脏瘘形成。 ②需要干预治
疗的伤口裂开以及伤口愈合并发
症 。 ③重度出血 （例如需要干预
治疗）。 ④重度动脉血栓事件。 ⑤
危及生命 （4 级） 的静脉血栓栓塞
事件 ， 包括肺栓塞 。 ⑥高血压危
象或高血压脑病 。 ⑦可逆性后部
脑病综合征 （PRES）。 ⑧肾病综
合征。

6. 如果出现以下状况， 需暂停
使用贝伐珠单抗： ①择期手术前 4～
6 周。 ②药物控制不良的重度高血
压。 ③中度到重度的蛋白尿需要进
一步评估。 ④重度输液反应。

������临床上治疗高血压， 一般采
用以下五大类基本药物。

第一类是利尿剂。 它主要用
于促进体内电解质 （钠离子为
主） 和水分排出， 以及老年人的
治疗中。

第 二 类 是 钙 离 子 拮 抗 剂
（CCB）。 它主要通过扩张血管来
发挥作用， 对老年动脉硬化的患
者更好。

第三类叫血管转化酶抑制剂
（ACEI）。 这类药是通过抑制 ACE
酶 （导致血压高的一种酶） 来发
挥作用。 一些患者由于 ACE 酶的
活性增高， 可能会导致高血压、
肾脏损害、 血糖异常等， 此时通
过抑制这个酶， 就能够缓解。

第四类药我们叫血管紧张素
Ⅱ受体拮抗剂 （ARB）。 在升高
血压的机制中， 这个受体的激活
会产生血压增高以及血管收缩，
如果阻断这个受体， 就会使血压
下降。

第五类是 β 受体阻断剂。 适
合于需要降低交感活性， 心率增
快的患者。

以上五类药为单药， 是治疗
高血压常规的一线药物， 可以根
据患者的需要来选择。

还有固定复方药物， 即一片
药里有两种药的成分， 比如一种
药里有 ARB， 再加个利尿剂， 它
是联合方案。 还有一些药属于多
效的固定复方， 比如说有 ACEI，
还有叶酸， 它们合在一起对 H 型
高血压 （叶酸偏低， 同型半氨酸
偏高） 的患者特别好。 还有一类
多效降压药， 即一种药片既有降
压作用， 又有降脂作用， 适合于
血压也高， 血脂也高的患者。

由于高血压患者身体情况不
同， 因此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病情
来选择， 切不可擅自服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高血压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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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药源性耳聋
�������据 2017 年相关数据报道， 我国耳聋患者约 2780 万， 占残疾人总数
的 28%， 每年新增 3～5 万为迟发性和药物性耳聋患者， 这种后天获得性
聋哑让人惋惜。 那么， 我们应该怎样避免药源性耳聋的发生呢？

治疗高血压
基本药物有五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