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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肝细胞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致死性肿瘤之一，程序性死亡蛋白 －１（ＰＤ－１）和程序性死亡配体 －１
（ＰＤ－Ｌ１）这对免疫共抑制分子在肝癌细胞中广泛表达。目前以抗ＰＤ－１／ＰＤ－Ｌ１为靶点的免疫治疗在多种肿瘤中
取得了良好而持久的疗效。然而ＰＤ－１／ＰＤ－Ｌ１在肝细胞癌微环境中的免疫调节机制尚待完善，是否对抗 ＰＤ－１／
ＰＤ－Ｌ１治疗敏感及如何联合其他治疗目前尚无定论。笔者主要对ＰＤ－１／ＰＤ－Ｌ１通路在肝细胞癌中的免疫调节及
抗ＰＤ－１／ＰＤ－Ｌ１在肝细胞癌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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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伴随着
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口的老龄化的加剧，环境污

染的日益严重，肿瘤的发病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肝细胞癌作为世界上最常见的致死性肿瘤之一［１］，

其致死率位居全球最常见恶性肿瘤第３位，发病率
位居第６位，且呈逐年上升趋势［２］。我国是肝癌最

高发的国家，每年新增病例约４１万人，占全球每年
肝癌新发病例数的５５％，肝癌死亡率的４５％。预后
较差，５生存率仅１６％。目前的血液检查指标主要
有丙氨酸转氨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酶转氨酶
（ＡＳＴ）和甲胎蛋白（ＡＦＰ）等，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
血清前白蛋白（ＰＡ）、血清高尔基体蛋白７３（ＧＰ７３）、
甲胎蛋白（ＡＦＰ）和甲胎蛋白异质体（ＡＦＰ－Ｌ３）联合
检测在ＰＨＣ的临床诊断和预后判断中发挥一定作
用［３－５］，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Ｔ）、磁共振成像（ＭＲＩ），
超声波等方法对肝细胞癌的早发现、早诊断也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肝移植仍然是肝细胞癌治疗的

最佳治疗手段，但是肝脏供者来源的稀缺导致大多

数肝细胞癌患者无法获益，所以手术切除仍是目前

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由于肝癌患者多伴有肝

病背景，且初诊时大部分均为中晚期，能完成手术切

除的病例仅１５％，不可避免的是，术后大量患者出
现复发和转移［６］。局部治疗手段的开发，如肝脏射

频消融和在影像学方法引导下的血管介入治疗，即

主要针对肿瘤的供血动脉进行的治疗，主要包括了

肝动脉灌注化疗、肝动脉栓塞术、肝动脉化疗栓塞术

三种［７］，以及肝脏放射治疗等各种新兴治疗技术的

发展，对术后出现复发转移和中晚期失去手术机会

的肝细胞癌患者也有一定疗效。而药物治疗在以往

的肝癌治疗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主要原

因在于之前已知的化疗药物对于肝癌的有效率很难

达到２０％，肝癌多伴有肝功能不全，限制了化疗药
物的应用，多数化疗药物所带来的恶心、呕吐、造血

功能、免疫系统破坏等副作用，也会进一步加剧肝癌

患者的心理负担，导致部分患者不愿或不能坚持治

疗计划的完成［８］，肝癌的中药治疗在部分患者中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仍处于探

索阶段［９－１０］。近年来，随着免疫研究的进展，免疫

检查点阻滞治疗，以其杀灭残余癌细胞、提高化疗敏

感性、减轻副作用、恢复体力、缓解晚期症状、延长生

存期等优势在许多肿瘤中都产生了显著而持久的疗

效，同时减轻患者心理负担，提高了患者依从性和生

存质量，这使得免疫治疗有望成为手术、局部治疗、

现代医院２０１７年６月第１７卷第６期　专业技术篇　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ｕｎ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７Ｎｏ６



放疗、化疗之后的又一抗肝细胞癌的治疗手段。

在免疫研究的早期，人们发现肿瘤浸润性 Ｔ淋
巴细胞的存在，证明了患者对自身肿瘤产生的免疫

反应［１１］，然而很少会有肿瘤细胞被自身的免疫系统

消灭，后续的多项研究显示，肿瘤细胞处于一个高度

免疫抑制的微环境中，可以通过 ＭＨＣ－Ｉ分子的下
调、分泌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和介导负性共刺激信

号等途径导致宿主免疫抑制，从而逃避自身免疫反

应［１２］。近年来 ＰＤ－１／ＰＤ－Ｌ１作为 Ｔ淋巴细胞免
疫功能缺陷相关的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协同刺激分子

的重要成员，在肿瘤免疫逃避中起着重要作用。抗

ＰＤ－１／ＰＤ－Ｌ１治疗成为了最有前景的免疫治疗方
案，在肝细胞癌的治疗中也开始了相关临床试验。

本文主要综述了抗ＰＤ－１／ＰＤ－Ｌ１在肝细胞癌治疗
中的理论基础及临床研究进展，并探讨了联合免疫

治疗的思路和进展。

１　ＰＤ－１／ＰＤ－Ｌｓ通路的作用机制

ＰＤ－１（ＣＤ２７）其最初是从凋亡的小鼠 Ｔ细胞
杂交瘤２Ｂ４１１克隆出来，是在Ｔ细胞、Ｂ细胞、自然
杀伤细胞（ＮＫ）和肿瘤侵润细胞上广泛表达的共抑
制受体。是一个５５ｋＤａ的免疫球蛋白超家族Ⅰ型
跨膜蛋白，由２号染色体长臂３７区３带的 ＰＤＣＤ１
基因编码［１３］。在免疫应答中发挥负性调节作用，当

免疫细胞活化参与抗原识别时，ＰＤ－１表达上调，在
抗原清除后免疫细胞表面的ＰＤ－１表达则下调［１４］。

已知的 ＰＤ－１的 ２大配体为 ＰＤ－Ｌ１（Ｂ７－
Ｈ１，ＣＤ２７４）和ＰＤ－Ｌ２（Ｂ７－ＤＣ，ＣＤ２７３），属免疫调
节分子Ｂ７家族成员，均为Ⅰ型跨膜糖蛋白，由９号
染色体短臂２４区２带编码［１５］。ＰＤ－Ｌ１广泛表达
于活化的ＣＤ４＋和 ＣＤ８＋Ｔ细胞、树突状细胞（ＤＣ）、
巨噬细胞、Ｂ细胞、调节性Ｔ细胞、上皮细胞、血管内
皮细胞、造血细胞，以及多肿瘤细胞。已报道 ＰＤ－
Ｌ１主要在 ＩＦＮ－γ作用下诱导表达，具有共刺激性
和共抑制性，其中共抑制性与其与受体 ＰＤ－１
（ＣＤ２７９）的结合有关［１６］。ＰＤ－Ｌ１被认为是 ＰＤ－１
的主要配体。ＰＤ－Ｌ２的分布相对局限，可表达于Ｔ
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ＤＣ）、枯否细胞、星状细胞、
髓样细胞以及肝窦内皮细胞等［１７］。

ＰＤ－１可以与 ＳＨＰ－１、ＳＨＰ－２包含的 ＳＨ－２
结构域结合，通过使 Ａｋｔ激酶、ＰＩ３Ｋ等分子去磷酸
化，抑制了Ｔ细胞活化依赖的 ＣＤ３／ＣＤ２８活化产生
的共刺激信号（结合配体后，ＣＤ２８配体依赖的酪氨
酸磷酸化酶开始促进 ＰＩ３Ｋ聚集并活化，增加细胞
内３－磷酸化的脂质数量。这些脂质又可以使 Ａｋｔ
活化，促进细胞因子合成、糖转运蛋白表达、糖酵解、

细胞存活等），从而使早期 Ｔ细胞受体（ＴＣＲ）信号

转导受到抑制［１８－１９］。ＰＤ－Ｌ１的另一个配体为
Ｂ７－１（ＣＤ８０），二者特异性结合可阻断ＣＤ２８／Ｂ７共
刺激信号，从而抑制 Ｔ细胞活化［２０］。ＰＤ－１／ＰＤ－
Ｌ１通路激活后，可能下调 Ａｋｔ通路活性，诱导调节
性Ｔ细胞的产生并维持其功能［２１］，进一步起到免疫

抑制的作用。

２　ＰＤ－１／ＰＤ－Ｌ１参与肝细胞癌的免疫调节

在ＨＢＶ感染和肝脏纤维化方面，ＰＤ－Ｌ１起着
一定作用，有研究发现 ＰＤ－Ｌ１在具有炎症和纤维
化水平较高的肝炎患者中表达较低，考虑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与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

ＰＤ－Ｌ１高表达可能会促使身体维持免疫耐受状
态，促进肝纤维化的进展。有实验发现，肝癌患者

中，肝癌组织中 ＰＤ－Ｌ１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癌旁
组织和正常组织，且肝细胞癌恶性程度越高，ＰＤ－
Ｌ１表达水平越高，侵袭转移的肝癌组织中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亦高于无侵袭转移的肝癌组织［２２］。也有

研究发现ＰＤ－Ｌ１高表达的患者较低表达或不表达
的患者预后更差，且ＰＤ－Ｌ１的表达水平还和Ｆｏｘｐ３
的Ｔ淋巴细胞数目正相关［２３］。有研究采用流式细

胞技术分析发现，巴塞罗纳分期Ⅲ期患者外周血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上ＰＤ－Ｌ１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Ⅰ
和Ⅱ期患者［２４］，该研究还发现同一患者 ＣＤ８＋Ｔ细
胞ＰＤ－Ｌ１表达水平在在肿瘤区域最高，非肿瘤区
域和外周血的表达依次递减。这些都提示了肝细胞

癌微环境中存在 ＰＤ－１／ＰＤ－Ｌ１参与的免疫抑制，
肝癌细胞表面ＰＤ－Ｌ１的异常表达可以抑制机体的
抗肿瘤免疫，从而导致肿瘤免疫逃避，且 ＰＤ－Ｌ１在
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和血液转移方面也起着一定

作用。

３　肝细胞癌的抗ＰＤ－１／ＰＤ－Ｌ１治疗

全球已有大量抗ＰＤ－１或者抗ＰＤ－Ｌ１的药物
用于临床试验。患者大多数耐受良好，在单药 Ｉ期
临床试验中大部分药物都没有发现最大耐受剂量。

目前美国ＦＤＡ已经批准上市的抗 ＰＤ－１单抗
为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和 Ｐｅｍｂｒｏｌｉｚｉｍａｂ，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是全人源
化 ＩｇＧ４。ＩｇＧ４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
（ＡＤＣＣ）和补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ＣＤＣ）较弱。使
得抗ＰＤ－１抗体对ＴＩＬｓ无明显ＡＤＣＣ和ＣＤＣ介导
的杀伤作用［２４］。目前批准上市的 ＰＤ－１抗体有施
贵宝公司的 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和默沙东公司的 Ｐｅｍｂｒｏｌｉ
ｚｕｍａｂ两种，Ｐｅｍｂｒｏｌｉｚｉｍａｂ已经被批准作为晚期黑
色素瘤的二线疗法。ＰＤ－１单抗 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在肝细
胞癌的Ⅰｂ期／Ⅱ期临床试验（ＣＡ２０９－０４０）的中期
分析结果显示，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的安全性与之前报道的用
于其它肿瘤时的安全性基本一致。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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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与肝炎病毒感染类型相关。在爬坡队列中，无

病毒感染的肝癌和 ＨＣＶ感染性肝癌的有效率分别
为１３％和３０％，ＨＢＶ感染性肝癌有效率为７％。在
扩展队列中，无病毒感染、ＨＣＶ感染和 ＨＢＶ感染性
肝癌的有效率分别为２０％、１４％和１２％，三组患者的
疾病控制率分别为 ７５％、７１％和 ５７％。尽管 Ｎｉｖ
ｏｌｕｍａｂ治疗ＨＢＶ感染性肝癌的有效率不尽人意，但
已经优于现有的“标准治疗”索拉菲尼，为晚期肝癌

患者带来一线曙光。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和恒瑞公司的ＰＤ－１
抗体治疗中国人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

抗ＰＤ－Ｌ１抗体是应用 Ｆｃ段修饰的人源化
ＩｇＧ１，具有ＡＤＣＣ和ＣＤＣ作用。由于 ＰＤ－Ｌ１表达
于肿瘤细胞和肿瘤间质细胞，ＰＤ－Ｌ１抗体的作用
机制比ＰＤ－１抗体更加复杂。ＰＤ－Ｌ１抗体不仅可
能阻断 ＰＤ－１信号，增强 Ｔ细胞功能，而且可以通
过ＰＤ－Ｌ１信号通路，调节肿瘤细胞凋亡阈值，增加
放疗和化疗敏感性，或通过ＡＤＣＣ效应，直接杀伤肿
瘤细胞。ＰＤ－Ｌ１抗体 Ａｔｅｚｏｌｉｚｕａｍｂ已经上市，批准
的适应症为尿路上皮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目前尚无

ａｔｅｚｏｌｕｍａｂ治疗肝癌的临床研究结果。

４　结语

ＰＤ－１／ＰＤ－Ｌ１轴仅是肝癌免疫逃逸的机制之
一，初步临床研究结果提示，单纯 ＰＤ－１抗体治疗
不足以明显改善肝癌患者的预后，需要深入研究肝

癌免疫微环境，开发更加有效的免疫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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