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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在非小细胞肺癌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
基因检测中的应用
张杰

棘皮动物微管相关样蛋白４（ｅｃｈｉｎｏｄｅ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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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类型，大多与ＡＬＫ基因的第２０号外显子相融合，且以

４，ＥＭＩＡ）与问变性淋巴瘤激酶

Ｖ１、Ｖ２和Ｖ３ａ／Ｖ３ｂ为主，这４型占所有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类

ｋｉｎａｓｅ，ＡＬＫ）融合基因是非小细胞肺癌

（ＮＳＣＬＣ）中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ＧＦＲ）突变、ＫＲＡＳ突变

型的８５％以上”。。
二、ＡＩ．Ｋ融合基因阳性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

后的又一特异性肿瘤驱动基因，近期，针对ＥＭＩＡ．ＡＬＫ为靶

多项回顾性研究显示，ＡＬＫ融合阳性患者在ＮＳＣＬＣ中

点的克唑替尼（ｃｒｉｚｏｔｉｎｉｂ）在治疗晚期ＮＳＣＬＣ中已取得了令

的发生比例为３％一７％，无明显的种族和性别差异¨ｏ。

人瞩目的疗效，因此使用准确、可靠并且易于临床开展的

ＮＳＣＬＣ中ＥＭＬ４一ＡＬＫ融合阳性患者具有独特的临床病理特

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基因检测方法是决定患者能否应用克唑替

征，主要包括：（１）平均年龄及中位年龄均较融合阴性患者

尼治疗的先决条件。２０１３年３月，国产的基于逆转录聚合

低、６ Ｊ；（２）多为不吸烟或轻度吸烟者。７ ｏ；（３）绝大多数ＥＭＩＡ．一

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技术的ＥＭＬ４一ＡＬＫ检测试剂盒获得中国

ＡＬＫ融合与ＥＧＦＲ及ＫＲＡＳ突变相排斥悼１；（４）对于ＥＭＩ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ＣＦＤＡ）批准上市。本文主要介绍

ＡＬＫ融合阳性患者的性别差异仍有争议，大多数研究者认

ＲＴ—ＰＣＲ技术在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基因筛查中的应用。

为男女发生率无差异；（５）大部分（８２％）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阳

一、ＥＭＬ４一ＡＬＫ融合基因的结构特点

性的肺腺癌是非伏壁生长型，多呈实体状或含有筛状结构。

ＥＭＩＡ基因由Ｎ端Ｂａｓｉｃ区、ＨＥＬＰ域和ＷＤ重复区构

瘤细胞内含有大量黏液，而细胞核往往较小，缺乏多态性，

成，这３个区域均与ＥＭＬ４一ＡＬＫ的肿瘤生成潜能有关，其中

７１％肺印戒细胞癌有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基因Ｈ ｏ。目前国内外

Ｂａｓｉｃ区在ＥＭＬ４一ＡＬＫ二聚体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已有多项研究使用ＲＴ—ＰＣＲ技术对ＮＳＣＬＣ中的多种类型标

ＡＬＫ基因编码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包含胞外配体结合区、疏

本进行ＥＭＬ４．ＡＬＫ融合基因检测【１’”‘１…。

水跨膜区及胞内酪氨酸激酶区、２ Ｊ。二者分别位于人类

三、ＲＴ—ＰＣＲ技术在检测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基因中的应用

第２号染色体的ｐ２１和ｐ２３带，相隔约１２ Ｍｂ距离，这２个

目前利用ＲＴ—ＰＣＲ技术检测ＥＭＬ４一ＡＬＫ基因融合的方

基因片段的倒位融合使ＥＭＩＡ的Ｎ端与ＡＬＫ激酶区发生融

法主要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是直接以ＥＭＩＡ—ＡＬＫ

合，表达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蛋白。体外克隆性转化试验和在体

ｍＲＮＡ为检测对象，通过在融合点两侧设计特异性引物对

内基因重组基础上的肺部选择性表达试验证实，不１司的

ＥＭＬ４一ＡＬＫ融合基因进行检测的一种方法，目前已有多项研

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类型均有恶性转化和致瘤能力。３。。在

究利用该方法对ＮＳＣＬＣ患者甲醛固定石蜡包埋（ＦＦＰＥ）样

ＮＳＣＬＣ中已发现多个基因可以与ＡＬＫ发生融合，ＥＭＬ４一ＡＬＫ

本或新鲜冷冻样本进行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基因检测，样本类型

是其中最主要的融合类型。ＥＭＬ４基因在不同的外显子断

不但包括临床常见的肿瘤手术样本，也可以是穿刺样本、支

裂后插入ＡＬＫ基因的第１９、２０号外显子之间，形成不同类

气管冲洗液、痰液和胸腔积液样本，结合多重ＲＴ—ＰＣＲ技术，

型的ＥＭＬ４一ＡＬＫ融合基因。目前已发现２０余种ＥＭＬ４一ＡＬＫ

该方法已用于ＮＳＣＬＣ患者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基因的大规模筛
杏检测。间接法是利用ＥＭＬ４与ＡＬＫ融合后使ＡＬＫ ３’端激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５２９－５８０７．２０１３．１２．０２１

酶区ｍＲＮＡ表达量明显高于其５’端表达量，因此可以通过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０上海市胸科医院病理科

即时荧光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ＡＬＫ断裂点两侧ｍＲＮＡ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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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来预测样本中是否存在ＡＬＫ基因融合。Ｗａｎｇ等Ⅲｊ

化学产品总体符合率为９７％；以ＦＩＳＨ产品作为参照，

应用即时荧光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６５４例ＮＳＣＬＣ冷冻样本，发

ＲＴ—ＰＣＲ产品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９８％和９５％，因此

现４０例样本ＡＬＫ

３种检测方法均适用于ＮＳＣＬＣ患者ＥＭＬ４一ＡＬＫ融合基因的

ｍＲＮＡ

５’和３’端表达量存在差异，且４０例

样本采用荧光原位杂交（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检测。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来讲，ＲＴ—ＰＣＲ是目前检测

ＦＩＳＨ）方法检测均为阳性，从而证明间接法预测ＡＬＫ融合的

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基因灵敏度最高的检测方法，但ＲＴ—ＰＣＲ方

准确性；该研究利用间接法同时鉴定出６种新的ＡＬＫ融合

法是以ＲＮＡ为检测对象，由于ＲＮＡ易受ＲＮａｓｅ的影响而降

类型，包括ＫＩＦ５Ｂ—ＡＬＫ和５种ＥＭＬ４一ＡＬＫ融合类型。

解，ＥＬ由于临床常见石蜡包埋样本在甲醛处理过程中会造成

２０１３年，Ｌｉｒａ等’‘８。将ＲＴ—ＰＣＲ和ＮａｎｏＳｔｒｉｎｇ ｎＣｏｕｎｔｅｒ技术相

核酸交联和片段化，因此ＲＴ—ＰＣＲ方法对于样本ＲＮＡ质量

结合，对３３例ＡＬＫ阴性样本和３４例ＡＬＫ阳性样本进行

有较高的要求。随着ＥＧＦＲ突变ＰＣＲ检测方法在中国的普

７和３’端ｍＲＮＡ表达差异检测以预测ＡＬＫ基因状态，

及、ＦＦＰＥ样品制备程序的标准化、肿瘤个体化诊断病理质控

并与ＦＩＳＨ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行比较，结果发现３种方

流程的完善以及ＦＦＰＥ样本ＲＮＡ提取试剂盒的成熟，ＦＦＰＥ

法之间的检测结果高度一致。

样本中ＲＮＡ质量对ＲＴ－ＰＣＲ技术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小¨４。

ＡＬＫ ５

四、ＲＴ．ＰＣＲ技术检测ＥＭＬ４一ＡＬＫ融合基因应用前景

随着与靶向药物治疗相关的ＥＧＦＲ、ＫＲＡＳ和ＢＲＡＦ等

检测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基因有多种方法，除ＲＴ—ＰＣＲ方法

分子诊断在我国众多医院广泛开展，以及随着更多靶向药物

外，常见的还有ＦＩＳＨ和免疫组织化学。２０１２年，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的陆续问世，必将有更多的药物靶点需要检测，而在临床上

等１１９］讨论了ＲＴ—ＰＣＲ、ＦＩＳＨ、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ＥＭＩＡ—

提供于病理诊断的标本多是微小的活检标本，如何更有效、

ＡＬＫ融合基因的优缺点。ＲＴ—ＰＣＲ是检测染色体易位较直

合理地利用珍稀的肿瘤样本资源，是广大病理医师面临的难

接的方法，快速灵敏，但需要有高质量的ＲＮＡ且只能对
ＥＭＬ４一ＡＬＫ已知的断裂融合类型进行检测，检测范围有一定
的局限性。
ＦＩＳＨ技术是目前检测ＥＭＩＡ—ＡＬＫ融合基因的常用方
法，可以运用探针诊断ＡＬＫ重排，相对于ＲＴ—ＰＣＲ技术，该方
法不仅可以直观地观察ＥＭＬ４一ＡＬＫ基因断裂重排的所有类
型，还可以检测到ＡＬＫ与其他基因之问的融合改变，如
ＮＰＭ—ＡＬＫ、ＴＰＭ３一ＡＬＫ等。但ＦＩＳＨ技术检测成本高、周期
长，尤其是检测活检样本时，不易判读，与ＲＴ—ＰＣＲ、免疫组织
化学的检测结果存在差异。克唑替尼Ｉ期临床试验采用
ＦＩＳＨ方法筛选ＡＬＫ阳性病例，患者对药物的客观反应率为

题。所幸的是，目前已有从同一组织样本同时分离纯化
ＤＮＡ和ＲＮＡ的成熟技术，核酸一次性提取即可以满足
ＥＧＦＲ、ＫＲＡＳ、ＥＭＬ４一ＡＬＫ等多项检测要求。不仅如此，
ＥＦＧＲ等ＤＮＡ检测和ＥＭＩＡ—ＡＬＫ等ＲＮＡ检测还可以在同一
台荧光ＰＣＲ仪上使用相同的ＰＣＲ扩增程序，在同一个时间
内完成，不但可以缩短检测时间，减少病理医师的工作量，而
且可以帮助医师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治疗方案，更好地服务
患者。相对于免疫组织化学和ＦＩＳＨ检测方法，ＲＴ—ＰＣＲ不
但适用于ＦＦＰＥ样本，同时适用于支气管冲洗液、胸腔积液、
外周血和痰液等样本类型，因此，随着肿瘤个体化诊疗领域
的发展，ＲＴ．ＰＣＲ技术的重要性将会不断凸显。

５７％。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以免疫组织化学或ＲＴ—ＰＣＲ作
为选择标准，药物的客观反应率可以达到８２％¨”。
免疫组织化学是病理诊断所采用的常规检测方法，具有
检测成本低、操作简便、能快速鉴别正常组织和病理组织的
细胞和组织结构特征等优点，但该方法无法直接检测ＥＭＬ４一
ＡＬＫ融合基因，且具有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由于ＥＭＬ４一
ＡＬＫ融合蛋白在ＮＳＣＬＣ中的表达量较低，开发高灵敏度和

高特异性的抗体有较大难度。由于检测样本类型和数量、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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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在诊断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阳性
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
杜祥

周晓燕

吕宁

李向红

应建明

杨飞

李媛

在全球范同内，肺癌是发病率和病死率最高的恶性肿
瘤，成为患者、医院以及社会的巨大负担，其中非小细胞肺癌

孙宇

赵敏

周立新

者，成为ＮＳＣＬＣ的重要指标。本文简述了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在检测肺癌ＡＬＫ基因异位中的应用。

（ＮＳＣＬＣ）占了８０％０１－２］。与小细胞肺癌相比，ＮＳＣＬＣ对化疗

一、ＡＬＫ检测的常见方法

的初始反应率更低。ＮＳＣＬＣ的一个亚群存在棘皮动物微管

随着克唑替尼临床数据的发表，ＡＬＫ的检测成为指导

结合蛋白（ＥＭＩＡ）一间变性淋巴瘤激酶（ＡＬＫ）异常融合基因，

ＮＳＣＬＣ患者个体化用药的明确指标。现有的ＡＬＫ检测方法

编码一种具有结构性激酶活性的细胞质嵌合蛋白，对小分子

主要有荧光原位杂交（ｆｋｍｒｅｓｅｅｎｅｅ

ＡＬＫ激酶抑制剂克唑替尼（ｃｒｉｚｏｔｉｎｉｂ）高度敏感。因此检测

ＦＩＳＨ）、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ｅｖｅｒｓｅ

ＡＬＫ的表达状态以便筛选出适合克唑替尼治疗的肺癌患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ｎ

ｓｉｔｕ｜１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Ｔ—ＰＣＲ）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１．ＦＩＳＨ：ＦＩＳＨ是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５２９－５８０７ ２０１３．１２．０２２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肿瘤学系（杜祥、周晓燕、杨飞、李媛）；北京，中同医学科学院

于检测ＮＳＣＬＣ中ＡＬＫ基因重排的伴随诊断方法”，相应的
ＡＬＫ

ＦＩＳＨ检测试剂盒已上市并应用于临床。虽然ＦＩＳＨ是

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吕宁、应建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

检测肺癌ＡＬＫ融合基因敏感和特异的方法．但是作为手工

（李向红、孙宇、赵敏、周立新）

染色方法，对操作人员所要求的技巧以及经验较高，其次，有

通信作者：卡十祥，Ｅ—ｍａｉｌ：ｄｘ２００８ｃｎ＠１６３．ｅ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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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探针片段会降低其敏感性；另外，对细胞数量的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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