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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指南·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急性黏膜炎的

预防与治疗指南

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

摘要：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是头颈部肿瘤在放射治疗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引发黏膜溃疡、出血、感染

等，引起患者口腔、咽喉部疼痛，进食和吞咽功能下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重者导致放疗中断，影响患者生存预后。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还与住院风险和医药费用支出上升有关。从口腔到食管上端的任何暴露在头颈部放射

线照射野内的黏膜组织都可能发生黏膜的急性损伤，如口腔黏膜炎、咽喉部黏膜炎等。为归纳总结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

相关黏膜炎临床诊疗经验，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组织肿瘤放疗科、口腔科等领域专家，遵循现有循证医学证据，结合放

化疗和口腔科等相关科室专家意见，参考国内外指南、临床证据，认真研读，反复修订，最终形成本指南，旨在为头颈部肿

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的诊断、预防与治疗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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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是头颈部肿瘤患者常见的并

发症，易引发疼痛、吞咽困难，严重者甚至需要肠内或

肠外营养。如不尽早干预，放任黏膜炎进展，容易导致

患者对阿片类药物依赖甚至中断肿瘤治疗。《“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至２０３０年，实现全人群、全

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５年生存率提

高１５％，现阶段离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头颈部放疗相

关黏膜炎的规范防治可提升放疗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有利于患者生存率的提高。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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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的临床诊

断、预防和治疗，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组织放疗科、

口腔科等领域专家一同制定了本指南。指南制定流

程：（１）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指南工作组成员收集文

献证据和专家主要观点（推荐意见）；（２）工作组内部会

议讨论并进一步完善全文；（３）由执笔负责人员进行汇

编；（４）专家编委会对全文主要观点提出修改意见，并

经指南审核专家组成员审核，一致通过；（５）执笔人根

据专家意见修改，发至指南专家组成员，得到＞８０％专

家认可后定为初稿；（６）经过修订返回指南专家组组长

审定后提交终稿以供发表。

１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

１．１　定义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以下简称黏膜

炎）是放射线引起的黏膜急性损伤。从口腔到食管任

·９７·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２年１月第２９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２，Ｖｏｌ．２９　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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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暴露在头颈部放射线照射野内的黏膜组织都可能发

生黏膜急性损伤，如口腔黏膜炎、咽部及喉部黏膜炎

等，按黏膜炎严重程度可表现为红斑、水肿或糜烂至不

同程度溃疡等［１２］。

１．２　临床表现

黏膜炎除引起局部疼痛、口干、进食和味觉障碍

外，还可能导致发热、乏力和全身炎性反应［３４］。头颈

部肿瘤放射治疗引起的黏膜损伤使得机体免疫防御能

力下降，口腔菌群失调，感染风险上升，其中免疫功能

严重低下患者败血症风险上升［５６］。

１．３　病理生理

目前认为黏膜炎由肿瘤治疗过程中一系列相互关

联和重叠的因素引发［７］。典型的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

相关黏膜炎的病理生理学包括５个阶段。（１）起始阶

段：放射线诱发细胞损伤，促进基底上皮和黏膜下层细

胞内活性氧的生成，此时黏膜功能正常。（２）初始损伤

阶段：细胞损伤激活转录因子如ｐ５３和核转录因子кＢ

（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ｋａｐｐａＢ，ＮＦкＢ），此阶段对黏膜损伤

的进程可能非常重要。（３）信号放大阶段：最终激活

ＮＦкＢ通路产生的炎症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

白细胞介素１ｂ（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ｂ，ＩＬ１ｂ）和ＩＬ６释放，

导致组织损伤和细胞凋亡。在此阶段，黏膜炎可能出

现临床症状。（４）溃疡阶段：溃疡出现。在这个阶段，

有细菌定植和败血症风险。（５）黏膜愈合阶段：引起黏

膜持续损伤信号消失后，黏膜逐步愈合［７９］。

１．４　流行病学现状

文献报道，在接受头颈部放射治疗的患者中，黏膜

炎总体发生率在５０％～９７％
［１０１６］。发病部位不限于口

腔，咽、喉部黏膜炎发病也较为常见。来自一项泰国的

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报道，其头颈部肿瘤放射治

疗相关Ⅲ度咽炎发生率为２７％～３２％
［１５］。一项来自福

建省肿瘤医院的前瞻性调查研究显示，其头颈部肿瘤放

射治疗相关咽喉炎的发生率由放疗前的１．５％升至第４周

的９０．０％，黏膜炎在放疗第４周发生率为８３．１％
［１６］。

咽喉部黏膜炎的放射剂量累积耐受性较口腔黏膜

炎高。一项研究表明，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对比咽部黏

膜炎的中位耐受剂量为２８．０Ｇｙ狏狊５１．４Ｇｙ
［１７］。

老年人、女性和儿童黏膜炎发生风险可能增加，见

表１。

１．５　风险因素

尚不完全了解有关黏膜炎的风险因素。既往发表

的数据认为其与肿瘤的治疗密切相关，风险因素大致

归为患者相关因素和治疗相关因素［１８］。

１．５．１　患者相关因素　年龄、性别、口腔卫生健康状

态、唾液腺分泌功能、遗传因素、身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肾功能和吸烟状态等都是黏膜炎

风险患者相关因素［１９２７］。见表１。

１．５．２　治疗相关因素　肿瘤放疗影响黏膜炎的因素

包括放疗分割方式、剂量及放疗部位、合并治疗（化疗

或靶向治疗）等［１２，２８４７］。见表２。

表１　导致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风险增加的患者相关因素

患者因素 风险

年龄 由于细胞分裂周期快，青年患者风险增加；由于组织修复和肾功能下降，老年患者风险增加。

性别 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不一，女性的风险有增加趋势。

口腔健康卫生 良好的口腔管理能降低黏膜炎的发生率。

唾液腺功能 唾液减少导致黏膜炎的问题增加。

遗传因素 某些人群对黏膜炎的抵抗力有可能增加，具体原因尚待确定。

ＢＭＩ＜１８．５ 营养不良患者（ＢＭＩ＜１８．５）的溃疡风险增加，愈合延迟。

肾脏功能 肌酐清除率升高可能会导致黏膜不良反应的增加。

吸烟 影响微循环，可能会延迟愈合。

以往肿瘤治疗史 黏膜炎风险升高。

　　注：ＢＭＩ．身体质量指数。

表２　导致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风险增加细胞毒性的治疗相关因素

治疗因素 风险

放疗技术 与二维放疗相比，调强放疗、质子、重离子等可能降低黏膜炎程度。

放疗分割模式 相对于常规分割，超分割和加速分割等增加黏膜炎程度和持续时间。

放疗剂量 严重程度与ＰＴＶ外黏膜接受的剂量相关。

联合治疗 联合治疗（化疗或靶向治疗等）导致黏膜炎发生风险加大。

　　注：ＰＴＶ．计划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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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诊断和分级

２．１　诊断

黏膜炎的诊断主要基于临床表现。头颈部放疗时，

黏膜出现红斑，伴有轻至中度疼痛，但累积剂量＞１０Ｇｙ

时没有明显的溃疡性改变。上皮细胞的萎缩性改变通

常发生在总剂量为１６～２２Ｇｙ时，在这个阶段，不适感

会增加，可能需要镇痛治疗。在累积剂量≥３０Ｇｙ时，

溃疡性病变经常发生在脸颊、口唇、舌腹和舌侧。角质

化程度较高的部位，如舌根、齿龈和硬腭的受累在口腔

黏膜炎中并不常见。溃疡性口腔黏膜炎的病变常不规

则，经常伴有红斑，常常被假膜所覆盖。患者往往非常

紧张，不能正常进食。溃疡性病变可能在放疗完成后

持续２～４周。在接受同步放化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

中，严重溃疡持续到治疗结束后５～７周也很常

见［１０，４８］。放疗后的慢性黏膜炎也有报道［４８］，然而随着

调强放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Ｍ

ＲＴ）等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４９５１］。

有必要与其他病理进行鉴别诊断，因为黏膜炎可合

并细菌、病毒和真菌感染［１０］。病毒感染在临床上可能

与黏膜炎不同，因为可能影响硬腭、牙龈和舌根的角质

化黏膜。在有争议的病例中，需要进行脱落细胞学和微

生物培养，以鉴别诊断［４８］。此外，真菌感染可能经常发

生，一般由白色念珠菌或其他念珠菌属引起［４８］。

图１直观地标注了各黏膜炎发生的解剖学部

位［５２］，以便于临床区分和鉴别。口腔黏膜炎在临床易

于直观观察，咽喉部等其他解剖学部位发生的黏膜炎

较难直观，其观察发病率不低［１６１７］，诊断标准较为主

观，缺乏实用的评估工具，存在预防和治疗需求，需要

引起患者和医护人员的重视。

图１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解剖结构

２．２　分级

黏膜炎的严重程度分级有多种评估量表可选。理

想的口腔黏膜炎评估工具应该是客观、灵敏，经过验证

且可靠，易于在所有临床情况下使用。最常用的量表

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ＣＩ）的通用毒性标准（ＣＴＣ５．０版，２０１７年）
［５３］、１９９５

年放射治疗肿瘤学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ＲＴＯＧ）的毒性标准
［５４］、１９９５年欧洲癌症研究

和治疗组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ＥＯＲＴＣ）的毒性标准
［５４］、世界

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１９７９年

制定的标准［１４］以及口腔黏膜炎评估量表（ＯｒａｌＭｕ

ｃｏｓｉｔｉ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ＯＭＡＳ）
［５５］。大多数在日常

临床实践中使用的量表都是基于对症状、体征和功能

障碍的测量。一些量表主要侧重于操作者对黏膜组织

损伤（如红斑、溃疡）的观察（ＯＲＯ量表），在基于临床

试验的黏膜炎评估中具有特殊价值。例如，ＷＨＯ的

口腔毒性量表将黏膜损伤的迹象（红斑和溃疡）与功能

损害相结合，而ＲＴＯＧ标准是仅基于对黏膜损伤强度

的一般描述。量表之间并无明显优劣，评估量表可根

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见表３。

３　口腔评估

３．１　评估原则

所有旨在改善口腔黏膜炎的治疗策略都依赖于４

个关键原则：口腔评估、个体化护理、预防措施和标准

治疗［５６］。评估应在治疗前开始，确定最有可能导致患

者口腔损害的风险和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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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期间应定期对患者进行口腔

评估，对于接受头颈部根治性放疗的黏膜炎高危患者

和头颈部姑息性／低剂量放疗的黏膜炎中危患者，建议

接受口腔的专业评估［２，５７］。随着调强放疗和质子放疗

等在一些头颈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口腔问题的临床

现状可能改变。

口腔问题应由培训合格的专业人员使用公认的分

级量表进行评估（参见黏膜炎分级评估量表）［５６］。专

家组建议使用公认的口腔评估分级工具，以确保准确

监测和记录保存。选择的工具将取决于临床情况，但

应包含客观和主观因素，评估应包括黏膜的变化、疼痛

情况、患者的营养状况和疲劳程度。

３．２　口腔评估频率

对于所有黏膜炎患者在询问病史时需要了解病变

位置、颜色和性质、病变持续时间、病变的变化、伴随症

状、近期用药情况和吸烟史等。一般单纯放疗的头颈

部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在放射剂量＞１２Ｇｙ出

现［５８］。大多数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在放疗结束后

２～４周症状逐步缓解。放疗相关黏膜炎的变化规律

见图２
［５９］。

表３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口腔黏膜炎常用评估工具

标准来源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５级

ＷＨＯ１９７９ 无症状 疼痛、红斑 溃疡，能进食固体食物 溃疡，只能进食流质食物 无法进食 ／

ＲＴＯＧ１９９５ 无症状 充血／可有轻度疼痛，
无需止痛药

片状黏膜炎，或有炎性血
液分泌物，或有中度疼
痛，需止痛药

融合的纤维性黏膜炎／可
伴重度疼痛，需麻醉性镇
痛药

溃疡，出血，坏死
／

ＣＴＣＡＥ５．０口腔

黏膜炎

无症状 无症状或症状轻微，无
需干预

中度疼痛或溃疡，需要进
食流质

严重疼痛，影响进食 威胁生命，需要紧急干预 死亡

ＣＴＣＡＥ５．０咽／喉
黏膜炎

无症状 内窥镜检查异常；轻度
不适，摄入量正常

中度疼痛，有镇痛剂用药
指征；摄入减少；影响日
常活动

严重疼痛；饮食／吞咽
严重改变；需要医疗
干预

威胁生命的气道损伤，需
要紧急干预（如气管切开
术或插管术）

死亡

　　注：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ＲＴＯＧ．放射治疗肿瘤学组；ＣＴＣＡＥ．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

图２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口腔黏膜炎的变化规律

　　建议所有有口腔黏膜炎风险的住院患者行基线评

估，至少每周口腔评估１次
［６０］。

建议所有有口腔黏膜炎风险的门诊患者行基线评

估，每次复诊时评估，每周至少１次在家使用自我评估

工具，并将结果报告主治医生。如果有条件，可进行每

日评估，不规则的每周１次评估组与每日评估组相比，

每周１次评估组的黏膜炎发生率被低估了约２０％～

３６％。即使是每周３次定期评估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

也可能被低估［６０］。

评估应定期完成，以监测干预措施效果，并记录在

医疗／护理记录中。鼓励患者积极评估自身口腔状况，

并向其医疗团队报告任何变化。患者应在化疗、靶向

治疗、头颈部放疗前或头颈手术后评估口腔状况［５６］。

评估应在结束治疗后持续进行，直到黏膜愈合或

症状明显缓解。

评估还应了解患者教育情况。

·２８· 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急性黏膜炎的预防与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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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包括老年患者、口腔／牙齿健康不良、营

养不良、合并疾病（如糖尿病）、无口腔护理、恶性口腔

疾病、既往全身抗肿瘤治疗、支持性治疗如地诺单抗、

酗酒／抽烟、嚼食槟榔、牙科治疗史和 ＨＩＶ感染等
［６１］。

４　口腔护理

４．１　护理原则

口腔护理必须贯穿头颈部肿瘤诊断到生存的全过

程［６２］。将预防、评估和管理口腔并发症纳入患者的日

常护理，有助于保障患者最佳生活质量。应提供标准

的预防性口腔护理。对头颈部肿瘤患者进行预处理、

口腔和牙科评估是取得最佳临床效果的途径［５］。尽管

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专业口腔护理可预防口腔黏膜

炎，专家小组认为，在肿瘤治疗之前，根据需要进行牙

科评估和治疗有助于减少局部牙源性和全身性感染

风险［６３］。

口腔护理团队一般由牙科专业人员、营养师、护

士、主治医生和药剂师组成。团队专业度和良好沟通

是患者口腔健康的保障。

放疗科医师与口腔相关科室应该密切合作，多学

科的介入有利于形成黏膜炎的联合治疗模式，形成更

专业的放疗口腔护理团队，更好地服务于肿瘤放疗相

关黏膜炎患者的治疗。

４．２　牙科评估

治疗前牙科评估应为必要项目，包括全套的口腔、

牙齿、牙周、颌骨活动范围基线和唾液腺分泌功能检

查，以评估放射治疗后的变化和可能采取的干预措施。

头颈部放射治疗患者应接受专业的牙科评估［６４６５］，建

立患者一般口腔健康状况信息，识别和管理现有或潜

在的感染源、创伤或损伤。

４．３　食物的营养与选择

良好的营养对于机体抵抗感染、维持黏膜完整性、

增强黏膜组织修复和减缓黏膜炎恶化至关重要。所有

患者都应进行营养筛查，必要时可咨询营养师。应评

估可能影响营养的问题，如食欲不振、味觉改变和吞咽

困难［２］。

有些食物会损害口腔黏膜。烫、粗糙、坚硬的食物

会损害黏膜［２］。辛辣、过咸和过酸食物可能会引起黏

膜刺激，需要考虑有些饮食偏好患者的教育。

４．４　牙科护理

根据口腔状况，建议每天饭后和睡前温和地刷牙、

牙龈和舌头２～４次
［６６］。建议使用软毛牙刷（手动或

电动都可）以防止口腔黏膜损伤，多余的牙膏应吐出。

牙刷每次使用后必须用水彻底冲洗。为了尽量清除牙

菌斑，推荐使用改良Ｂａｓｓ刷牙法
［５６，６６６７］。如果口腔疼

痛或不能张口，可谨慎使用一次性口腔海绵。口腔海

绵对控制牙菌斑或预防龋齿并不有效，不能作为刷牙

的替代方案。

为了防止感染，牙刷应保持刷头向上，不要浸泡在

消毒液中。建议至少每月更换牙刷以降低患者感染

风险。

为了保护牙釉质，建议肿瘤患者使用高氟含量

（＞１５％）牙膏来预防龋齿
［６８］。患者应遵循口腔护理

专家推荐的牙膏含氟量建议，确保患者能耐受含氟牙

膏味道，例如有些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含薄荷的牙膏，有

些患者可能有某些成分的禁忌。

４．５　口腔清洁

每天使用牙线、牙签或洗牙器等可能会减少牙菌

斑的形成［６９７１］。然而，必须确保患者正确使用以防止

不必要的黏膜损伤。接受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有血

小板减少或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应慎用牙线、牙签或

洗牙器。

４．６　假牙

假牙应佩戴舒适，如假牙松动，会刺激口腔黏膜，

破坏黏膜完整性。每餐饭后，假牙必须冲洗。每天至

少彻底清洗假牙２次
［７２］。

４．７　漱口水

使用漱口水的目的可能包括：口腔卫生，预防或治

疗感染，湿润口腔或止痛。为保持口腔清洁，建议用清

水漱口，生理盐水漱口水仍有可能引起黏膜刺激产生

疼痛感故谨慎推荐使用，建议每次餐后漱口，每天至少

漱口４次
［７３］。建议漱口水的使用时段与刷牙不同。

应评估患者是否需要使用漱口水［７４］。不推荐氯

己定漱口水用于预防放射性口腔黏膜炎［７５］，但可能有

其他的使用指征，如治疗牙龈炎、牙周炎、牙周脓肿等。

４．８　酒精和烟草

烟酒损害黏膜，电子烟也不例外。建议患者减少

或戒掉烟酒［７６］。

４．９　口唇干燥

患者应保持充分的水化，勤喝水，保持口腔湿润。

以下因素可能导致口唇干燥，如氧疗、药物（如抗抑郁

药、抗组胺药、苯妥英钠、类固醇吸入剂和阿片类药物）

和老年肿瘤患者。

润滑剂如凡士林／白石蜡、润唇膏等可用于滋润嘴

唇。对正在进行头颈部放射治疗的患者应使用水溶性

润唇产品［５６］。

要保持黏膜湿润，可以使用漱口水，谨慎使用生理

盐水，可使用唾液替代品。一些唾液替代品可能ｐＨ

值呈酸性，易导致牙齿敏感，因此建议使用中性ｐＨ值

或含氟的产品［７３］。

口腔护理和评估应常规进行。鼓励患者观察口腔

并尽早报告变化。患者口腔状况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口

腔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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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患者教育

应向所有患者提供口腔护理专业教育，并鼓励患

者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教育应包括潜在的口腔并发

症，以使患者能够早期识别并向主治医师报告［３４３６］。

作为预防和治疗口腔疾病的一部分，所有患者都

应该接受关于口腔护理的书面信息和口头指导。患者

教育应在治疗前中后定期进行。教育还应包括饮食要

求和建议。

患者教育是本指南指导临床和患者规范治疗的重

要工作，形式可以多样化、生动，可以是微课堂、幻灯、

视频、微信［７７］推送和宣教手册等。

６　预防

在预防黏膜炎时，应与患者一同制定个体化的治

疗计划，并考虑个人需求、前期口腔护理措施、疾病和

患者的黏膜炎风险因素（参照１．５．１风险因素）。遵守

预防措施和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

少黏膜炎风险［５６］。预防方案的选择取决于黏膜炎风

险等级。见表４。

表４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的风险等级定义与预防措施

风险等级 风险因素 干预措施

第１级 （１）无已知口腔并发症

（２）正在接受的治疗无导致中度或重度口腔黏膜炎ａ

（１）鼓励患者每周口头或书面报告口腔变化，确保准确的基线评估。

（２）应支持和鼓励所有患者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７４］。

（３）戒烟：在开始肿瘤治疗之前提供建议和支持。鼓励患者勤饮水，充分水化。

（４）减少牙菌斑：推荐使用含氟牙膏／泡沫／凝胶的软或中号牙刷刷牙来预

防龋齿。

（５）鼓励牙齿清洁，如牙线等［６９］。

（６）推荐漱口４次／ｄ，以清洁口腔和食物残渣，必要时营养师评估。

第２级 （１）既往有口腔黏膜炎或口腔损伤史

（２）低剂量照射头部和颈部区域（姑息性放疗，中风险）

（３）导致患者口干的药物和（或）共同疾病

（４）≤１６岁及≥５５岁患者

除第１级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外，还应考虑以下任意措施：

（１）增加漱口水的频率至≥４次／ｄ，每次进食后清洁口腔并漱口。

（２）配方漱口水，≥４次／ｄ。建议在头颈部放疗第１天开始使用。

第３级 （１）既往有中度或重度口腔黏膜炎

（２）正在接受口腔或头颈部手术

（３）头颈部根治性放射治疗（高风险）

除第１和２级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外，还应考虑：

（１）营养支持和评估：必要咨询营养师。所有患者都应使用有效的筛查

工具进行营养筛查。

（２）营养不良通用筛查工具（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ｏｏｌ，ＭＵＳＴ），有

风险患者应该接受营养师的早期营养支持干预。

（３）所有头颈肿瘤患者都应营养介入。必要时需考虑鼻饲或经皮内窥镜

引导下胃造口术等。

（４）有感染风险及时进行抗感染预防治疗。酒精滥用患者每日补充维生素Ｂ。

　　注：头颈部肿瘤根治性放疗为高风险，姑息性放疗为中风险。

７　治疗原则

黏膜炎的治疗建议由有相关专业经验的团队负

责，推荐有条件的由主治医生、护士、牙医、药剂师等组

成［２］。良好的患者沟通和教育有利于治疗顺利进行。

在治疗过程中应定期对患者行评估和监测（详见３．１

评估原则）。

７．１　轻至中度黏膜炎

（１）一旦发生黏膜炎，应建议患者口腔护理。

（２）增加口腔冲洗次数，保持口腔表面清洁湿润。

（３）检查口腔是否存在感染，做口咽拭子并适当

治疗。

（４）如有需要，应进行局部或全身抗真菌治疗。

（５）在超级念珠菌等感染的情况下可使用抗真菌

漱口水。

（６）应评估饮食需求，避免引起不适的食物。

（７）应监测吞咽、营养不良和体质量减轻问题，评

估调整饮食，提供支持教育，必要时需考虑鼻伺或经皮

内窥镜下胃造口术等。

（８）应评估液体摄入量，并持续监测止痛药的效果

和剂量。

（９）还应评估一般健康问题（吞咽药物、血糖水平

下降和血压下降、肾功能）。

（１０）患者需要足量的止痛药，包括局部和全身

用药。

（１１）镇痛药包括扑热息痛、可待因、吗啡漱口水、

苄达明漱口水、外用镇痛剂。

（１２）应该对患者进行药物使用和可能的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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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包括黏膜炎的治疗方案和黏膜炎评估分级表的

使用等。

７．２　严重黏膜炎

除了保留轻度、中度的建议外，建议：（１）加强对口

腔的监测，推荐１次／ｄ。（２）增加全身止痛药物的使

用。（３）考虑皮下／静脉镇痛（阿片）、透皮贴剂等。

（４）继续监测和评估疼痛治疗有效性和任何潜在的毒

副作用，包括患者心理变化。

８　治　疗

治疗通常采用局部给药方式，必要时结合全身治

疗。目前针对于放射性口腔黏膜药物的研究和文献报

道较多，针对于放射性咽喉部黏膜炎等的报道较少。

国内可供临床使用的药物主要有生长因子和细胞因

子、黏膜保护剂、镇痛剂和中药等［２，１６］。需要指出的

是，大多数临床研究的数据来自口腔黏膜炎，对咽喉部

黏膜炎可能有效。有关咽喉部黏膜炎的研究有待更多

的数据支持，以填补临床用药空白。

８．１　口腔黏膜炎

８．１．１　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　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

包括人表皮生长因子、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ｃｏｌｏｎ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ＧＭＣＳＦ）、人角质细胞生长因子、

人红细胞生成素和白介素１１等。生长因子和细胞因

子可配制成配方漱口水或采用雾化吸入的方式

给药［７８］。

湖南省肿瘤医院等进行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显示，ＧＭＣＳＦ与氯己定漱口水对比，口腔黏膜炎完

全治愈患者１１例狏狊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１７；能显著降低黏膜损伤（犘＜０．００１），减轻疼痛

（犘＜０．００１），提高黏膜炎的治愈率，改善患者咀嚼、吞

咽功能（犘＜０．００１），促进黏膜愈合
［７９］。

Ｓａａｒｉｌａｈｔｉ等
［８０］的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显示，

对于头颈部肿瘤常规分割放疗患者，放疗期间随机接受

硫糖铝（０．０４ｇ／ｍＬ，４次／ｄ）或ＧＭＣＳＦ（１．５μｇ／ｍＬ，

４次／ｄ）含漱治疗。在放疗１周后开始用药，直至放疗

结束，总剂量为５０～６０Ｇｙ／２５～３０次／５～６周。放疗

结束时，ＧＭＣＳＦ 组吗啡的使用量显著减少，犘＝

０．０４２。经 评 估，ＧＭＣＳＦ 组 黏 膜 愈 合 率 为 ２４％

（５／２１），硫糖铝组无黏膜愈合患者；研究还发现，

ＧＭＣＳＦ漱口水不影响患者白细胞水平。

Ｗｕ等
［８１］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Ⅱ期

研究显示，接受头颈部放疗±化疗纳入的患者接受人

表皮生长因子口腔喷雾或安慰剂治疗结果显示，重组

人表皮生长因子可以显著降低严重口腔黏膜炎（ｓｅ

ｖｅｒｅｏｒａｌ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ＳＯＭ）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６４％狏狊３７％），犘＝０．０２４６。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显示，人角

质细胞生长因子能够显著降低局部晚期头颈部放化疗

后的ＳＯ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５４％狏狊６９％），犘＝

０．０４１
［８２］。但人角质细胞生长因子类药物未在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可及性差。

配方漱口水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每天的使用频次

等，这可能影响或决定临床效果。２０１７年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发表的研究表明，ＧＭＣＳＦ的总剂量、使用

频率、漱口时间可能与其治疗黏膜炎疗效正相关［８３］。

ＧＭＣＳＦ含漱时，推荐将４００μｇ溶于１００ｍＬ无菌水

中配置配方漱口水，含漱＞４次／ｄ；餐后及睡前３０ｍｉｎ

用清水清洁口腔后含漱，２５ｍＬ／次，含漱＞５ｍｉｎ／次，

建议吞服以缓解咽喉部黏膜炎症状，含漱后１ｈ内不

进食和饮水，漱口水２～８℃温度下避光保存；出现

Ⅰ度口腔黏膜炎时即黏膜出现红斑时开始用药至放疗

结束或患者黏膜炎恢复正常后停药［８４］。

专家建议：推荐ＧＭＣＳＦ等用于预防和治疗头颈

部放疗±化疗引起的黏膜炎。

８．１．２　非甾体类抗炎药　盐酸苄达明漱口水能抑制

炎症细胞因子ＴＮＦα和ＩＬ１β的产生
［４７，８５］。Ｅｐｓｔｅｉｎ

等［４７，８６］一项包含１７３例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患者的

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盐酸苄达明

组能减少３０％的黏膜红斑和溃疡的发生，延迟了镇痛

药的使用，但盐酸苄达明可能对加速超分割放疗无效

（≥２．２０Ｇｙ／ｄ）。需要注意非甾体类抗炎药在患者血

小板低和有出血风险时应慎用，以防血小板进一步降

低导致患者出血。

专家建议：推荐盐酸苄达明漱口水用于预防接受

中等剂量放疗（＜５０Ｇｙ）的头颈部肿瘤患者的口腔黏

膜炎。推荐使用盐酸苄达明漱口水预防接受同步放化

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的口腔黏膜炎。

８．１．３　光生物调节疗法　利用低水平能量刺激生物

反应的激光和光治疗黏膜炎近年来迅速发展，被称为

光生物调节（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ＢＭ）疗法。一项

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纳入老年头颈部肿瘤放疗

患者，随机分为低能量激光治疗（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

ａｐｙ，ＬＬＬＴ）组和对照组，结果显示ＬＬＬＴ组比安慰剂

组显著减少了 ＳＯＭ 的发生率和持续时间 （犘＝

０．０１６），减少了患者阿片类镇痛药物的使用等
［２，８７］。

低能量激光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可能有烧灼感，对口腔

黏膜炎有效，尚缺乏咽喉黏膜炎相关数据。

专家建议：建议特定波长的低能量激光治疗用于

头颈部肿瘤放疗±化疗的口腔黏膜炎的预防。对于口

腔部肿瘤患者需要慎用。

８．１．４　口腔定位支架　口腔定位支架理论上可根据

放射计划撑开上下颌骨，压低或推开舌体，降低正常口

腔组织的受照射剂量，从而减轻口腔并发症［８８８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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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需要更高质量、样本量、更长时间的随访数据加以

验证［８８］。

专家建议：口腔定位支架在头颈部放疗中对口腔

正常组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口腔定位支架。

８．１．５　冷冻治疗　冷冻治疗会使局部毛细血管收缩，

从而限制细胞毒性药物的局部血药浓度，减少化疗药

物对黏膜的损害。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在接受

放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中行冷冻治疗并不能改善患者

口腔黏膜炎的症状，且治疗组患者对黏膜炎的疼痛感

觉更敏感［９０９１］，可能增加放疗患者不良反应。

专家建议：不推荐冷冻治疗用于预防和治疗头颈

部肿瘤放疗患者的口腔黏膜炎。

８．１．６　镇痛剂　黏膜炎患者在受到外界刺激，如进

食、吞咽口水时会产生疼痛感，要与持续的癌痛区分。

这种由外界特定条件触发的疼痛不良反应使用非甾体

类抗炎药物效果较差。

轻度疼痛时，推荐使用利多卡因、吗啡等漱口水，

或者使用０．５％～１％普鲁卡因溶液、利多卡因凝胶或

苯佐卡因糊剂，喷涂于溃疡处［９２］。有研究证实，２％吗

啡漱口水能有效控制黏膜炎相关疼痛，减少全身性吗

啡用量［１４］。重度疼痛时，推荐全身使用吗啡、奥施康

定、芬太尼等强阿片类药物［４７，９２］。当需要使用全身镇

痛剂时，应考虑最佳的给药途径及剂量，如皮下、肌肉

注射、静脉注射或透皮贴剂等［２］。

专家建议：推荐局部使用０．２％的吗啡漱口水等

治疗接受同步放化疗的头颈肿瘤患者的口腔黏膜炎相

关的疼痛。

８．１．７　黏膜保护剂　目前临床使用的黏膜保护剂，主

要有口腔凝胶、自由基清除剂、必需氨基酸及过饱和钙

磷酸盐等［２］。２０１４年，Ｈａｄｊｉｅｖａ等
［９３］报道一项多中

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表明采用口腔

凝胶（ＣＡＭ２０２８）可显著降低头颈肿瘤放疗引起的黏

膜炎疼痛。研究表明，硫糖铝制剂对预防和治疗头颈

部肿瘤放疗患者口腔黏膜炎无效［９４９７］。

专家建议：不推荐使用硫糖铝（局部和全身用药）

预防和治疗接受放疗的头颈肿瘤患者的口腔黏膜炎相

关疼痛。建议口腔凝胶（ＣＡＭ２０２８）治疗头颈部肿瘤放

射治疗相关口腔黏膜炎的疼痛。

８．１．８　中药制剂　中药制剂在预防黏膜炎、促进溃疡

面愈合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如康复新液、双花百合

片、云南白药等在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的研究表明，中

药制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黏膜炎的严重程度并缓

解疼痛［９８１０１］。康莱特是从中药薏苡仁中提取的有效

成分，对放疗、化疗有增效、减毒作用。近期的一项Ⅱ

期临床研究显示，其在头颈部肿瘤放疗同步±顺铂单

药期间无Ⅴ度黏膜炎发生，Ⅲ度黏膜炎发生率总体为

１０．０９％
［１０２］。期待更多的理论和临床证据指导临床

用药。

专家建议：建议合理使用中药制剂治疗接受放疗

的头颈肿瘤患者的黏膜炎。

８．１．９　天然药物及其他　国外局部或含服蜂蜜应用

于接受放疗或同步放化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的研究数

据表明，蜂蜜可能预防和缓解放疗所致２～４级黏膜

炎，蜂蜜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严重疼痛，但其作用

机制尚不明确［１０３１０４］。国内的临床应用经验尚少，蜂

蜜质量可能直接影响临床效果，如文献报道纯净天然

蜂蜜有效，但麦卢卡蜂蜜可能无效［１０３］。

专家建议：建议接受放疗或同步放化疗治疗的头颈

肿瘤患者口服蜂蜜来预防口腔和咽喉部黏膜炎的发生。

８．２　咽喉部黏膜炎

咽喉部黏膜炎的治疗效果与口腔黏膜炎相比不

佳［１０５１０６］。由于局部用药较难深入咽喉部，临床用药

需要关注局部用药方式和方法，如采用雾化吸入或吞

服的方式以便药物深达咽喉部。例如一项放射治疗头

颈部肿瘤患者的初步研究表明，含服蜂蜜能够降低口

腔黏膜炎和咽部黏膜炎严重程度［１０４］。这可能与蜂蜜

具有较高黏膜粘附能力，与咽喉部黏膜接触较长时间

有关，为临床治疗头颈部放射相关咽喉炎的给药方式

和方法提供了借鉴。

全身给药可能对咽喉部黏膜炎能起到一定作用。

一项旨在评估皮下注射ＧＭＣＳＦ治疗头颈放疗引起

的口腔和咽部黏膜炎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显示，在随

机接受皮下注射４μｇ／（ｋｇ·ｄ）ＧＭＣＳＦ的患者中，有

４５％的患者黏膜炎明显减少了＞１个等级（ＷＨＯ分

级），而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只有９％
［１０７］。肿瘤控制

率没有差异，皮下注射ＧＭＣＳＦ可以减少接受放疗患

者黏膜炎的严重程度，皮下注射的耐受性良好［１０８］。

９　黏膜炎并发症的处理

黏膜炎并发症的具体治疗参照各有关指南和共

识，以下仅作参考。

９．１　疼痛的管理

使用非甾体类解热镇痛抗炎药，包括扑热息痛（片

剂应溶于水，在吞咽前用作漱口水）。扑热息痛可能会

掩盖患者体温。有出血和肾损害的患者不推荐使用非

甾体类解热镇痛抗炎药［１０９］。

考虑苄达明冲洗口腔，勿吞服。因药物的刺激，在

接受头颈部放射治疗的患者和任何患有ＳＯＭ 的患者

中可能耐受性较差。可能需要使用更强的镇痛剂，如

果患者黏膜炎疼痛持续，考虑进一步使用阿片类镇痛

剂，如透皮贴剂等，但应严格限制处方。

９．２　出血

如果有相关的口腔出血，考虑使用氨甲环酸注射

·６８· 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急性黏膜炎的预防与治疗指南

PCYM
Highlight

PCYM
Highlight

PCYM
Underline

PCYM
Underline

PCYM
Underline

PCYM
Highlight

PCYM
Highlight

PCYM
Highlight

PCYM
Highlight

PCYM
Highlight

PCYM
Highlight

PCYM
Underline

PCYM
Highlight

PCYM
Highlight



或片剂。每４～６ｈ用漱口水治疗局部出血。密切监

视抗凝治疗或血小板减少的患者。

９．３　口干

鼓励患者多喝水，保持机体充分水化。可使用润

唇膏保持嘴唇湿润，慢性放疗相关口干症可考虑毛果

芸香碱。

９．４　张口困难

是手术或头颈部大剂量放疗期间和放疗后常见的

毒副作用。患者应该行有益的锻炼，考虑口腔定位支

架，在头颈部放疗中对口腔正常组织有一定的保护

作用。

９．５　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头颈部肿瘤患者在已知有明确感染风险因素时需

要预防感染。对接受大剂量类固醇（相当于１５ｍｇ／ｄ

强的松龙或更高剂量强的松龙，至少１周）的患者应给

予抗真菌预防。具体可参见癌症感染的预防和治疗相

关指南［１１０］。

１０　治疗后护理和随访

在常规单纯化疗后，大多数黏膜炎很快愈合，不需

要额外的随访。在头颈部放疗±化疗环境下，口腔黏

膜炎损伤需要几周甚至数月才能愈合［４７］。患者在此

期间需要持续的护理支持。建议对患者进行随访管

理，阿片类镇痛药物的阶梯停药非常重要。

放疗的迟发性不良反应，尤其是龋齿、放射性骨坏

死、张口困难、纤维化、淋巴水肿、慢性口干和慢性疼痛

需要谨慎处理。所有患者都应进行独立评估，并给予

适当的护理和治疗。

接受双膦酸盐治疗的患者面临与药物相关的颌骨

坏死风险，这将需要肿瘤科和牙科团队与患者合作，以

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进一步损害，并仔细调整和监

控治疗计划，特别是放疗的患者，应计划和监督后续护

理措施，以解决长期和迟发并发症。

１１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的防治建议

头颈放疗患者在新冠等流行性疫情大流行时应加

强自我防护，减少聚集，切断疫情传播风险，加强自我

口腔评估，主动学习口腔护理知识，发现黏膜炎问题及

时与主治医师沟通反馈［１１１］。

结　语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的预防和治疗需

要多学科专家的参与，制定本指南的目的是总结现阶

段的临床经验，归纳其可行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方案，

针对放射性咽喉等部位黏膜炎的治疗需求不容忽视，

治疗的目的主要是减轻患者症状，减少Ⅲ～Ⅳ度黏膜

炎的发生。现有针对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

的临床研究缺乏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一些预防

和策略需要注重患者的个体化治疗需求。本指南中提

出的原则旨在作为支持和参考，不应取代与特定患者

和临床情况相关的临床决策。因编委水平有限，不当

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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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肿瘤防治杂志编排规范
摘　　要

要求　摘要应具有独立性，便于读者获取必要的信息；应着重反映研究中的创新内容和作者的独到观

点；中文摘要应从第三人称角度撰写，不加评论和解释。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语译名的术语，可使用

原文或在译名后加括号注明原文。字数以３００字左右为宜。

格式　论著类文章摘要，按照结构式摘要撰写。内容包括研究“目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方法（Ｍｅｔｈ

ｏｄｓ）”、“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四部分。各要素英文小标题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单

复数。

综述类文章摘要，其内容应包括综述的主要目的、资料来源、资料选择、数据提炼、数据综合和结

论等。可以写成结构式摘要，也可写成指示性或报道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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