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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菇多糖是一种多糖类生物反应调节剂。 大量动物实验和临床报告显示其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包括
增强 Ｔ、Ｂ淋巴细胞、巨噬细胞、ＮＫ 细胞（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淋巴因子激活杀伤细胞（ ｌｙｍｐｈｏｋｉｎ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ｓ，ＬＡＫ）、白细胞介素－２（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２，ＩＬ－２）等免疫相关因子的作用。 目前在临床抗肿瘤方面的应用较为广
泛。 主要用于辅助药物治疗、联合放化疗和改善预后等方面。 本文就香菇多糖在抗肿瘤方面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
用进行综述。
关键词：香菇多糖；抗肿瘤；综述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８２．０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７２９５（２０１０）０４ －０４６５ －０５

Research progress of anti－tumor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lentinan
ＣＯＮＧ Ｙａｎｇ１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２

（１．Seven －year System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Dalian １１６０４４，China； ２．Department of Microbiolo-
gy，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Dalian １１６０４４，China）

Abstract：Ｌｅｎｔｉｎａｎ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ｍｕ-
ｎｏｌｏｇ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 －ｃｅｌｌ，Ｂ －ｃｅｌｌ，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ＮＫ －ｃｅｌｌ，ＬＡＫ，ＩＬ －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ｐ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ｔ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ｕｍｏｒｓ，ｍａｉ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ｌ-
ｌ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ｎｔｉｎａ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ｕｍｏｒｓ．
Key words：ｌｅｎｔｉｎａｎ；ａｎｔｉｎｅ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

　　香菇多糖（ ｌｅｎｔｉｎａｎ，ＬＮＴ）是从担子菌纲伞菌目
伞菌科香菇菌属香菇菌提取的有效成分，主要成分
为甘露糖甘肽，其余为各种糖分和氨基酸等。 香菇
多糖是 Ｃｈｉｈａｒａ于 １９６９年首次由香菇子实体的热水
提取物中分离出的多糖［１］ ，他随后又以 Ｓ１８０肉瘤小
鼠为动物模型进行实验，最早证实了香菇多糖的抗
肿瘤功效。 随后，世界各国相继开展了有关香菇多
糖抗肿瘤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研究显示香菇多

糖具有比较特殊的生理活性，主要包括抗肿瘤活性
和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 ＬＮＴ的生物活性与其化学
结构密切相关，但由于分离方法不同，其结构也有所
不同。 目前研究比较集中的是以β－（１→３） －Ｄ－
葡聚糖为主链的一种结构，此种多糖的葡萄糖吡喃
残基上存在一定的分支位点，并以 β（１→６）或
β（１→３）键合的葡萄糖低聚物为侧链，分子量约几
十万，是目前唯一已经明确与免疫活性相关的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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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结构。 目前，香菇多糖仍作为临床较常用的一
种生物反应调节剂和免疫增强剂。 此外，部分调查
研究显示，香菇多糖在治疗病毒性疾病、糖尿病、小
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硬皮病、寻常型银屑病、尖锐湿
疣中也有应用。 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香菇多糖在抗
肿瘤方面的基础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1　香菇多糖抗肿瘤的基础研究

目前，国内外的基础研究多以各类肿瘤小鼠模
型作为研究对象，用 ＬＮＴ对小鼠进行治疗并在一定
治疗时限内处死，观察小鼠肿瘤的瘤体重量、胸腺和
脾脏重量以及与免疫相关的细胞、因子等的变化。
大量的动物实验表明，ＬＮＴ的确有抑制肿瘤生长、增
加相关免疫器官重量、激活免疫细胞并促进其增殖
分化等作用，在达到抗肿瘤目的的同时也调节了机
体的免疫功能。
大量动物或体外实验研究发现，ＬＮＴ的抗肿瘤

作用并不是通过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实现的，而是通
过激活免疫系统、增强免疫反应来间接的抑制和杀
伤肿瘤细胞。 包括增强 Ｔ、Ｂ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ＮＫ细胞、ＬＡＫ等多种免疫相关细胞的作用。

Ｏｏｉ等［２］通过实验发现，ＬＮＴ 在新生小鼠荷瘤
模型体内不发挥抗肿瘤的功效，在被注射了抗淋巴
细胞球蛋白后的荷瘤小鼠体内也不具有抗肿瘤的作
用，而在一般的荷瘤小鼠体内的抗肿瘤作用较明显
且可以提高 Ｔ 淋巴细胞的活性。 该实验证明 ＬＮＴ
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是通过增强免疫等手段间接
实现的。 金亨燮等［３］

提出皮下注射 ＬＮＴ 可增加小
鼠胸腺的重量，促进脾脏中浆细胞的代谢活性，并发
现胞浆中的内质网扩张并被分泌的抗体颗粒所充
满，血中的凝集素也在不断增加，此外，还能促进 Ｔ、
Ｂ淋巴细胞增殖分化。 如果联合 ＩＬ－２ 亦可提高巨
噬细胞的活性、促进肿瘤坏死因子（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的生成。 日本学者 Ｉｋｅｋａｗａ 等［４］

将 ７２
只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饲养时在实验组
的食物中另外加入 ５％的干香菇子实体，然后分别
给两组小鼠腹腔注射强致癌物甲基胆蒽。 在 ７６ 周
的观察后发现对照组的 ３６只小鼠中有 ２１只产生肿
瘤，而实验组只有 ３ 只产生肿瘤，其结果具有统计学
意义。 该实验提示 ＬＮＴ 具有预防肿瘤的功效。 潘
金友等

［５］
选用 Ｓ１８０肉瘤小鼠模型为研究对象，采用

斑点杂交的方法来研究 ＬＮＴ 对小鼠肝组织中的干
扰素（ＩＦＮ）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ｍＲＮＡ（ＳＯＤｍＲＮＡ）
的影响。 实验结果证实了 ＬＮＴ 可以刺激 ＩＦＮ 及
ＳＯＤ的生成和释放，提高两者的细胞活性，并促进
他们在基因转录水平上的表达。 该实验还对比了不

同剂量 ＬＮＴ的效果，发现低剂量组抑瘤作用明显强
于高剂量组。 康白等［６］

经体外实验研究发现，ＬＮＴ
能够促进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ｔｕｍｏ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 ｌｙｍ-
ｐｈｏｃｙｔｅ，ＴＩＬ）分泌 ＴＮＦ －α及 ＩＦＮ －γ，增强 ＴＩＬ 抗
肿瘤活性。 另外，实验还表明 ＩＬ －２ 加香菇多糖后
培养的 ＴＩＬ在不同培养阶段其细胞表型不同，ＣＤ８ ＋

ＴＩＬ的升高趋势与体外抗肿瘤活性变化类似。 研究
结果证明香菇多糖对细胞因子分泌以及细胞表型均
存在明显影响，提示了香菇多糖抗肿瘤活性的部分
相关机制。
此外，部分基础实验在研究 ＬＮＴ对免疫系统作

用的同时，还发现 ＬＮＴ 可增加化疗药物的疗效，改
善实验动物生存质量等作用。 为临床研究打下一定
基础。
荣微等

［７］
将 Ｌｅｗｉｓ肺癌小鼠模型随机分为生理

盐水组、ＬＮＴ 组、ＬＮＴ ＋顺铂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ＤＤＰ）组、
ＤＤＰ组、单纯肿瘤组等五组进行灌服给药，通过对
比小鼠的免疫器官的重量、淋巴细胞的转化率、肿瘤
组织内淋巴细胞的浸润以及树突状细胞在肿瘤组织
中的功能状态，发现 ＬＮＴ能通过提高淋巴细胞转化
率以及调节树突状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达到增强
对肿瘤组织的浸润，还能够抑制肿瘤细胞核增殖抗
原，以发挥抗肿瘤功效，同样证实 ＬＮＴ 的抗肿瘤功
效。 另外，实验还发现 ＬＮＴ组及 ＬＮＴ＋ＤＤＰ组小鼠
的毛色光泽度好、活动度高、食欲好转、御寒能力增
强，提示 ＬＮＴ具有改善小鼠生存质量的作用。 张鹏
等

［８］
采取了与上述荣微等人类似的实验方法，对

Ｌｅｗｉｓ肺癌荷瘤小鼠模型进行相关研究。 实验对比
各组别小鼠体重、瘤重比，同时还通过免疫组化法观
察肿瘤组织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的表达及
微血管密度（ＭＶＤ）。 实验结果表明 ＬＮＴ 可以通过
刺激分化机制来激活小鼠体内巨噬细胞的细胞毒作
用，还可提高抑瘤率且增加化疗药物的疗效。 此外，
ＬＮＴ还通过降低 ＶＥＧＦ蛋白在小鼠肿瘤组织中的表
达及 ＭＶＤ来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 吴东红等［９］

做
了关于 ＬＮＴ协同阿糖胞苷（Ａｒａ－ｃ）对ＨＬ－６０白血
病细胞增殖力影响的研究，通过计算活细胞率、增值
抑制率、集落总数（Ｃｏｌｏｎｇ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ＣＦＵ）进
行比对。 数据结果表明：ＬＮＴ 对白血病的直接作用
较少，而与 Ａｒａ －ｃ 联用时可以增强 Ａｒａ －ｃ 对白血
病细胞增殖的抑制、减弱其集落形成能力，提示 ＬＮＴ
对 Ａｒａ－ｃ杀伤白血病细胞效应有协同作用，但对具
体原因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2　香菇多糖抗肿瘤的临床应用

目前，ＬＮＴ作为一种增强免疫制剂广泛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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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主要是在肿瘤术前注射或是联合化疗药物共
同作用。 临床实验证实，ＬＮＴ可以通过提高患者的
免疫功能来抑制实体瘤的生长，还可以在增强化疗
效果的同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对于 ＬＮＴ 是
否可以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存期，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有待于进一步进行临床实验。
２．１　对胃肠道肿瘤的治疗

Ｈａｍｕｒｏ等［１０］
对 ２７５例进展性或复发性肝癌患

者，制定两种化疗方案：第一种方案采用丝裂霉素 Ｃ
联合五氟尿嘧啶（５ －Ｆｕ），第二种方案采用喃氟啶。
每组方案都设立单纯化疗组和 ＬＮＴ联合化疗组，进
行治疗和观察。 结果显示两个方案中，ＬＮＴ 联合化
疗组患者比单纯化疗组患者生存期有所延长、预后
恢复更好，机体免疫明显增强。 Ｋｉｍｉｙａ 等［１１］将 ２４
位计划进行外科手术的胃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实
验组在术前进行两次 ＬＮＴ的静脉注射，第 １ 次于术
前 ３ ～９日内进行，第 ２ 次于术前 １ 天进行，每次剂
量均为 ２ ｍｇ，对照组不做处理。 结果显示外周血中
的淋巴细胞没有明显差异，在未转移的淋巴结中，实
验组的 ＣＤ４ 细胞比例增加；而对比肿瘤浸润的淋巴
细胞可发现实验组肿瘤组织内的 ＣＤ４、Ｌｅｕ１１（ ｌｅｕ-
ｃｉｎｅ１１，ＣＤ１６／ｌｅｕ１１）和 ＬｅｕＭ３ （ ｌｅｕｃｉｎｅ Ｍｕｓｃａｒｉｎｉｃ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３）均高于对照组。 证实了 ＬＮＴ 在肿瘤治疗
中的意义，同时说明其在体内不同组织、器官中产生
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国内学者申杰等［１２］对 ＬＮＴ 联合不同化疗药物

治疗晚期胃癌患者进行了系统评价，以分析其对免
疫功能、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影响。 在对纳入研究
的资料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时发现，ＬＮＴ 联合 ＦＡＭ［５ －
Ｆｕ＋阿霉素（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ＡＤＭ） ＋丝裂霉素（ｍｉｔｏｍｙ-
ｃｉｎ，ＭＭＣ）］方案比单纯 ＦＡＭ方案治疗晚期胃癌在
近期疗效方面效果更好。 资料研究结果提示香菇多
糖＋ＦＡＭ可显著提高 ＣＤ３、Ｔ、Ｔ４／Ｔ８ 以及 ＮＫ细胞
的值，且对消化道产生的不良反应明显低于 ＦＡＭ方
案。 孙卫国等［１３］

对 ２００ 例胃癌晚期或术后复发患
者进行研究，发现加用 ＬＮＴ组较单纯化疗组的血小
板和血红蛋白下降明显降低，且淋巴细胞转化率得
以改善，ＮＫ 细胞活性及 Ｔ４／Ｔ８ 值均显著升高。 常
永芳等

［１４］
通过临床实验探讨 ＬＮＴ联合化疗治疗晚

期或术后复发的老年胃癌及大肠癌患者的疗效时发
现 ＬＮＴ联合化疗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单纯化疗组，
ＬＮＴ组及 ＬＮＴ联合化疗组的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化
疗组且生存期长于化疗组。 另外，该实验还通过对
比具体指标发现 ＬＮＴ可提高化疗疗效，减少化疗药
物引起的不良反应，缓解和肿瘤相关的临床症状。
２．２　对肝癌的治疗

Ｙａｎｇ Ｐ等［１５］对临床上 ７８例肝细胞癌患者进行
实验研究，这些患者体内共检测到 １３６ 个平均直径
为 ６．５ ｃｍ的肿瘤病灶。 实验将患者随机分为四组
进行药物治疗，包括单纯肝动脉化疗栓塞术（ ｔｒａｎ-
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ｃｈｅｍｏ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ＣＥ）组、单纯
射频消融（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ＲＦＡ）组、ＴＡＣＥ ＋
ＲＦＡ 组、ＬＮＴ ＋ＴＡＣＥ ＋ＲＦＡ 组。 实验结果显示，
ＬＮＴ＋ＴＡＣＥ＋ＲＦＡ组的肿瘤坏死率明显高于其他 ３
组，而肿瘤复发率低于其他 ３ 组。 对比各组生存期
平均值发现 ＬＮＴ ＋ＴＡＣＥ ＋ＲＦＡ 组长于其他 ３ 组。
以上结果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证实了 ＬＮＴ 在
能减少肿瘤复发，并延长肝癌患者的生存期。
邴玉芝等［１６］将中、晚期原发肝癌 １２８ 例失去手

术机会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采用不同治疗方案（Ａ
组 ＴＡＣＥ治疗，Ｂ组 ＴＡＣＥ＋ＬＮＴ），进行了为期两年
的临床研究。 实验首先采用阿霉素＋顺铂＋５ －Ｆｕ
三联药对两组患者均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ＴＡ-
ＣＥ），Ｂ组在栓塞术之后继续静滴 ＬＮＴ 治疗。 结果
显示，Ｂ 组的肿瘤减小率高于 Ａ 组，血清甲胎蛋白
（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ＦＰ）降低率高于 Ａ组。 两者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１。 与日本村上等［１７］

报告一致。 研究表明 ＬＮＴ能够通过调节外周血 ＮＫ
细胞和 ＣＤ４ 的活性，增加患者的免疫功能，从而增
强机体对肝癌细胞生长的抑制及对肿瘤抗原的识
别。
赵小茜等

［１８］
对 １４６ 例中晚期肝癌患者进行了

与邴玉芝等类似实验研究，结果显示 ＬＮＴ组外周血
ＮＫ细胞活性、Ｔ淋巴细胞亚群数量、ｓＩＬ－２Ｒ和ＩＬ－
２ 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再次证实 ＬＮＴ配合 ＴＡ-
ＣＥ可提高肝癌的疗效。
２．３　对肺癌的治疗

目前，临床应用 ＬＮＴ治疗肺癌的报道多数是关
于 ＬＮＴ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ＮＳＣＬＣ）的研
究。 常用的治疗 ＮＳＣＬＣ 的化疗药物种类繁多，例
如：盐酸吉西他滨（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ＧＥＭ）、卡铂（ｃａｒｂｏ-
ｐｌａｔｉｎ，ＣＢＰ ）、 ＭＭＣ、阿霉素 （ ＡＤＭ ）、环磷酰胺
（ＣＴＸ）、顺铂（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ＤＤＰ）、５ －Ｆｕ、足叶乙甙（ｅｔ-
ｏｐｏｓｉｄｅ，ＶＰ －１６）、甲地孕酮 （Ｍｅｇｅｓｔｒｏ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ＭＡ）、紫杉醇（Ｐａｃｌｉｔｅｘａ，ＴＡＸ）、诺维苯（Ｎａｖｅｌｂｉｎｅ，
ＮＶＢ）等。 但 ＮＳＣＬＣ对各种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均比
较低，所以通过联合 ＬＮＴ增加治疗效果的临床意义
就更显重要。

ＬＮＴ联合化疗治疗肺癌主要是通过刺激机体的
免疫细胞以增强免疫反应。 它可以使 Ｔ 淋巴细胞
亚群和 ＮＫ 细胞活性明显增高，ＣＤ８ 明显降低。 此
外，相关研究资料显示，ＬＮＴ还可以在增加化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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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通过比较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
分得出）。 王文武等［１９］

及石星等
［２０］
的研究均证实

了上述观点。
但目前在“ＬＮＴ是否可以减轻化疗药物的毒副

作用”这个问题上，资料统计结果存在一定分歧。
谢忠等

［２１］
及魏启红等

［２２］
的实验结果显示该结论正

确。 而陆红等［２３］
的研究资料对比该问题的结果差

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另外，也有观点提出 ＬＮＴ
可以起到保护外周血的血小板和血红蛋白的作用，
但结论同样也不统一。 在赵家美等［２４］

的研究结果
显示该观点成立，而石星等［２０］

提出，虽然 ＬＮＴ组的
血小板和血红蛋白均略有增高但结果并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
事实上，由于实验结果会受到实验对象的选取

标准、患者的个体差异、实验药品差异等多种客观条
件的影响，故可能导致不同的实验结果。 建议以后
的调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含量，使用更加科
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尽量减小误差，以明确结论。
２．４　对恶性胸腹腔积液的治疗

恶性胸腹腔积液事实上多数是由于比较严重的
肺癌和胃肠道肿瘤引起的。 近几年，有不少学者都
开始关注 ＬＮＴ 在这两种积液治疗方面的作用。 在
恶性胸腔积液的治疗中，ＬＮＴ联合顺铂的疗法在近
３ 年的研究结果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证实，特别是
在提高化疗药物敏感性、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减轻毒
副反应方面均具有一定效果［２５ －２８］ 。 此外，部分研究
显示 ＬＮＴ除了能够激活机体免疫，还可以减少肿瘤
的血管通透性，抑制肿瘤生成新的血管，这样也就间
接的缓解了恶性胸腹腔积液的发生和发展。
欧阳学农等

［２９］
在研究中证实，ＬＮＴ腹腔灌注联

合射频热疗在癌性腹水的治疗中同样具有良好的效
果，但对于原发性肝癌引起的腹水效果不显著。
２．５　对血液系统肿瘤的治疗

陈玉清等
［３０］
对 ＬＮＴ联合 ＣＨＯＰ方案［ＣＴＸ ７５０

ｍｇ／ｍ２ ，静脉注射，第 １ 天；ＡＤＭ ４０ ｍｇ／ｍ２ ，静脉注
射，第 １ 天；ＶＣＲ（长春新碱）１．４ ｍｇ／ｍ２ ，静脉注射，
第 １天；ＰＤＮ（强的松）４０ ｍｇ／ｍ２ ，顿服，第 １ ～５ 天；
２１ ｄ为１疗程，共用 ２个疗程。］治疗 ６０例非霍奇金
淋巴瘤的疗效进行了对照研究。 结果显示，联合
ＬＮＴ组患者的完全缓解率和总有效率均高于单纯化
疗组。 此外，ＬＮＴ 组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ＮＫ 细
胞、ＬＡＫ等均有明显升高，ＣＤ８ 明显降低，证明 ＬＮＴ
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 两组的毒副作用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提示 ＬＮＴ不会增加毒副反
应，使用安全。 姜夕锋等［３１］应用 ＬＮＴ治疗 ５６例急

性粒细胞性白血病（ＡＭＬ）患者。 方法是在常规应
用 ＤＡ［柔红霉素（Ｄａｕｎｏｒｕｂｉｃｉｎ，ＤＮＲ） ＋Ａｒａ －ｃ］、
ＨＡ［高三尖杉酯碱 （Ｈｏｍｏ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ｅ，ＨＨＴ） ＋
Ａｒａ－ｃ］化疗方案的同时加用 ＬＮＴ，并以此为实验
组。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的有效率和免疫指标都明
显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也好于对照组，且毒副作用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关于治疗血液系统肿瘤的诸多报道中除了 ＬＮＴ

外，还提到螺旋藻胞内多（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
ｒｉｄｅ，ＩＰＳ）这种通过激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家族与级联放大效
应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制剂，其抑制肿瘤生长
的机制与香菇多糖有一定区别，两者的具体疗效差
异有待进一步比对。
综上所述，依据国内外多篇实验研究和临床调

查报告的结果，基本确定 ＬＮＴ有增强机体免疫的作
用。 目前，临床使用也比较广泛，主要是因为 ＬＮＴ
可以增强 Ｔ、Ｂ淋巴细胞、巨噬细胞、ＮＫ细胞、ＬＡＫ、
ＩＬ－２等各种免疫相关因子的活性从而遏制肿瘤的
发展，同时还可以起到增加化疗疗效、延长患者的生
存期等作用。 而且，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
目前临床虽然有关于鼻咽癌、食管癌、胰腺癌、乳腺
癌、卵巢癌等其他类型肿瘤的研究，但还不够深入且
相关报道也比较少。 建议多开展关于这些肿瘤的基
础和临床研究，来进一步挖掘 ＬＮＴ的临床价值。 另
外，在关注 ＬＮＴ 的同时，不难发现临床上还存在各
种各样具有抗肿瘤功效的多糖。 研究表明，ＬＮＴ的
抗肿瘤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强宿主免疫功能来实现
的，与其具有类似功能的还有牛膝多糖和人参多糖
等。 而枸杞多糖和铁筷子多糖等则是通过抗氧化、
清除氧自由基等作用达到抗肿瘤功效，茯苓多糖则
可以改变瘤体细胞膜的生长特性。 另外，大部分多
糖如：香菇多糖、石芝多糖、黄芪多糖、当归多糖、党
参多糖、猪苓多糖、虫草多糖等均能够诱生 ＴＩＦ 或
ＩＦＮ从而达到抑制肿瘤血管生长的目的，起到阻碍
肿瘤生长及转移的功效。 但当前多是单独的对不同
多糖进行研究和报道。 建议以后应加强对比具有抗
同种肿瘤作用的不同多糖制剂的疗效，进一步明确
各类多糖抗肿瘤的不同机制，这样可以更好的指导
临床用药。
至于有效成分方面，国内外目前对于 ＬＮＴ的研

究已经正在从细胞水平逐步向分子水平发展。 如果
日后可以从香菇中提取出更精确的抗肿瘤组分并且
对其进行人工合成，通过改变部分结构来拓宽功效
领域，那么必将产生更加高效低毒的免疫制剂，且具
有进一步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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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Ｊ］．Ｃｈｉｎ Ｊ Ｅｖｉｄ－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２００７，７（１）：１８ －２６．

［１３］ 孙卫国，张学东．香菇多糖用于晚期或复发胃癌的疗效
观察［Ｊ］．医药论坛杂志，２００３，２４（２３）：１９ －２２．

［１４］ 常永芳，唐爱明，王教凤，等．香菇多糖辅助治疗老年晚
期胃癌及大肠癌的疗效观察［ 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志，２００８，１７（２８）：４３７５ －４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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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ＡＣＥ ｉｎ ＨＣＣ［ Ｊ］．Ａｄｖ Ｔｈｅｒ，２００８，２５（８）：７８７ －
７９４．

［１６］ 邴玉芝，姚宏昌，李俊美，等．香菇多糖治疗原发性肝癌
的临床观察［ Ｊ］．中国肿瘤临床，１９９９，２６（５）：３９３ －
３９４．

［１７］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Ｔ，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Ｈ，Ｈｏｒｉ Ｓ．ｅｔ ａ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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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ｍ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ｍｏｎｇ １０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ｌ，１９９５，１８（２）：８２．

［１８］ 赵小茜，谭艳蓉，王萍，等．香菇多糖配合 ＴＡＣＥ治疗中
晚期肝癌临床效果观察［Ｊ］．山东医药，２００５，４５（３２）：
３７ －３８．

［１９］ 王文武，戴西湖，欧阳学农，等．香菇多糖联合化疗治疗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Ｊ］．中国肺癌杂志，２００６，９（１）：
７８ －８１．

［２０］ 石 星，丁 乾，杨 勤．香菇多糖联合化疗在治疗晚期非
小细胞肺癌的作用 ［ Ｊ］．中国肿瘤，２００７，１６ （１１）：
９４６ －９４８．

［２１］ 谢忠，谢杰荣，温继育．ＴＰ方案联合香菇多糖或甲地孕
酮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Ｊ］．中国肿瘤，２００６，１５
（３）：１９９ －２０２．

［２２］ 魏启宏，丁惠珍．盐酸吉西他滨与卡铂联合香菇多糖治
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Ｊ］．中国现代临床医
学杂志，２００５，３（１５）：１５０２ －１５０３．

［２３］ 陆红，张国福，张京．香菇多糖注射液联合 ＮＰ 方案治
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观察［Ｊ］．山东医药，２００７，４７
（１９）：１３４ －１３５．

［２４］ 赵家美，廖美琳．香菇多糖对肺癌化疗的辅助作用［Ｊ］．
实用肿瘤杂志，１９９５，１０（２）：８２ －８４．

［２５］ 李志英，胡华成．闭式引流合香菇多糖与顺铂治疗肺癌
癌性胸腔积液［ Ｊ］．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７，１７
（６）：３３８ －３３９．

［２６］ 梁泳．香菇多糖联合顺铂治疗恶性胸腔积液［ Ｊ］．河北
医学，２００８，１４（６）：１１７ －１１８．

［２７］ 王晓毓，张鸿彬，郑玲，等．香菇多糖联合顺铂胸腔内注
入治疗恶性胸腔积液的疗效观察［Ｊ］．现代临床医学，
２００９，３５（３）：１７７ －１７８．

［２８］ 贾正飞，冯永，仲琴，等．香菇多糖联合顺铂治疗恶性胸
腔积液［Ｊ］．临床肿瘤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４（２）：１７３ －１７５．

［２９］ 欧阳学农，余宗阳，王文武，等．香菇多糖腹腔灌注联合
射频热疗对癌性腹水的疗效观察［Ｊ］．肿瘤防治研究，
２００５，３２（７）：５０４ －５０５．

［３０］ 陈玉清，李琳，张茵，等．香菇多糖联合 ＣＨＯＰ方案治疗
非霍奇金淋巴瘤［ Ｊ］．医药论坛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１１）：
４８ －４９．

［３１］ 姜夕锋，徐功立．香菇多糖在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中
的作用［Ｊ］．山东医药，２００２，４１（１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