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堡笙筮塑哩咝苤查！！！！生！旦笠！！鲞箜！塑￡丛！』！！！！鉴曼！！也！望ｉ！：塑！！些！！！！：ｙ！！：！！：盟！：！

．诊疗方案．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分子靶向治疗专家共识（２０１３版）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学组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

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
亦居癌症的首位，其中非小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ｅｌｌ

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占肺癌的８５％以上，而且大部

接测序法、基于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
基础上的方法，如蝎形探针扩增阻滞突变系统法
（ｓｃｏｒｐ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分就诊时已属晚期。近年来在ＮＳＣＬＣ的治疗上，化

ｓｃｏｒｐｉｏｎ

疗的地位虽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但其疗效已达到

谱技术等，各有优缺点，目前对于哪种方法更具优势

一个平台，毒性及不良反应也限制了临床应用。靶

尚未达成共识。ＤＮＡ直接测序法应用广泛，可检测

向治疗因其可靠的疗效且毒性和不良反应轻，已成

已知的突变和未知的突变，但对标本的肿瘤细胞含

为最受关注和最有前途的治疗手段之一。中华医学

量要求较高，一般要求标本中肿瘤细胞的比例在

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学组与中国肺癌防治联盟组织

５０％以上，至少不低于３０％。基于实时荧光定量

相关专家讨论了晚期ＮＳＣＬＣ分子靶向治疗的相关

ＰＣＲ基础上的方法（如ＡＲＭＳ法）较直接测序法更

问题，并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晚期ＮＳＣＬＣ分子

加敏感，可检测样品中１．０％～０．１％的突变基因，

靶向治疗专家共识（２０１３版）。

更适合用于肿瘤细胞含量较少的小标本检测。

一、驱动基因检测
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ＡＲＭＳ）、片段长度分析及变性高效液相色

ＡＲＭＳ方法操作简单，是目前临床上较常用的方法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基因突变：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之一，但只能检测已知的突变，且标本需进行预处
理，检测费用较高２。３『。

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状态是ＥＧＦＲ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２．间变性淋巴瘤激酶（ＡＬＫ）融合基因：ＡＬＫ融

（ＥＧＦＲ—ＴＫＩ）治疗晚期ＮＳＣＬＣ最重要的疗效预测因

合基因是新发现的ＮＳＣＬＣ驱动基因，其中棘皮动物

子。突变通常发生于外显子１８～２１，其中１９外显

微管相关类蛋白４（ＥＭＩＡ）基因与ＡＬＫ的融合

子缺失及２１外显子Ｌ８５８Ｒ点突变是最常见的对

（ＥＭＩＡ—ＡＬＫ）为最常见类型。ＡＬＫ融合基因主要出

ＥＧＦＲ．ＴＫＩ治疗敏感的突变（ＥＧＦＲ敏感突变）。多

现在不吸烟或少吸烟的肺腺癌患者，且通常与

项研究结果证实，在非选择性中国ＮＳＣＬＣ患者中，

ＥＧＦＲ基因突变不同时存在于同一患者。ＮＳＣＬＣ患

ＥＧＦＲ总突变率约为３０％，腺癌患者突变率约为

者中ＡＬＫ融合基因的发生率约为５％，而在ＥＧＦＲ、

５０％，不吸烟腺癌可高达６０％～７０％，而鳞癌患者

ＫＲＡＳ、ＨＥＲ２或ＴＰ５３等基因无突变的ＮＳＣＬＣ患者

仍有约１０％的ＥＧＦＲ敏感突变率。１驯，因此，需要提
高临床医生常规进行ＥＧＦＲ基因突变检测的意识。
肿瘤部位的手术切除标本、组织活检标本和细
胞学标本都可用于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的检测。无论采
用哪种标本，均应保证标本含有至少２００～４００个肿
瘤细胞。血液标本用于ＥＧＦＲ基因突变检测的方法
尚不成熟，敏感度不如组织标本，建议暂不作为常规

检测项目。检测标本需要由有经验的病理科医生负
责质量控制【２ｊ。
目前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的检测方法很多，包括直

中，ＡＬＫ融合基因阳性率达２５％；我国ＥＧＦＲ和
ＫＲＡＳ均为野生型的腺癌患者中ＡＬＫ融合基因的

阳性率高达３０％～４２％Ｍ。。目前检测ＡＬＫ融合基
因的常用方法主要有荧光原位杂交技术（ＦＩＳＨ）、基
于ＰＣＲ扩增基础上的技术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ＩＨＣ）。ＦＩＳＨ目前仍是确定ＡＬＫ融合基因的参照

标准方法，但价格昂贵，操作规范要求较高，尚不适
用于ＡＬＫ阳性患者的筛查。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操
作简便，敏感度高，但需要特定的试剂盒和仪器，目
前已经有获得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ＣＦＤＡ）批
准用于临床检测的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商业化试剂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０９３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６

通信作者：钱桂生，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４０００３７重庆，

盒。ＩＨＣ简便易行、价格便宜、操作方法成熟。目前

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ｎｇｓｌ２２０＠１６３．ｃｏｒｎ；白春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具有高亲和力的Ｄ５Ｆ３（ｃｅ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和５Ａ４

２０００３２上海，Ｅｍａｉｌ：ｈａｉ．ｃｈｕｎｘｕｅ＠Ｚ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ｃｎ

（Ａｂｃａｍ）抗体特异度和敏感度分别达到了１０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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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Ｋ融合蛋白ＩＨＣ诊断试剂

ＮＥＪ００２研究在２３０例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

盒在不影响特异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了敏感度，

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比较了一线应用吉非替尼或卡铂／

与ＦＩＳＨ结果的吻合率达到９８．８％，可重复性达

紫衫醇的疗效，结果显示吉非替尼组的ＰＦＳ显著优

９９．７％，已经获ＣＦＤＡ批准用于诊断ＡＬＫ阳性的

于卡铂／紫衫醇组（１０．８和５．４个月，ＨＲ＝０．３０，

ＮＳＣＬＣ患者。实验室检测时应根据组织标本类型

Ｐ＜０．００１）‘引。

９５％一９９％。Ｖｅｎｔａｎａ

和实验室条件选择合适的检测技术，标本的质量控

ＯＰＴＩＭＡＬ是一项由中国胸部肿瘤研究组

制应由有经验的病理科医生负责，当怀疑一种技术

（ＣＴＯＮＧ）发起的随机、Ⅲ期临床研究，在１６５例

的可靠性时，可以采用另一种技术加以验证Ｌ４ Ｊ。

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中比较了

３．ＲＯＳ．１融合基因：ＲＯＳｌ是另一种酪氨酸激酶

一线接受厄洛替尼与吉西他滨／卡铂的疗效。结果

受体基因的融合形式，是新近发现的ＮＳＣＬＣ驱动

显示两组的ＰＦＳ分别为１３．１和４．６个月，厄洛替尼

基因，ＣＤ７４一ＲＯＳ一１为其常见类型，在ＮＳＣＬＣ患者中

组显著优于吉西他滨／卡铂组（ＨＲ＝０．１６，Ｐ＜

的发生率约为１％∞Ｊ，年轻、不吸烟或轻度吸烟的肺

０．０００

腺癌患者中发生率更高，并且常与其他驱动基因无

而两组的总生存期无差异一Ｊ。但亚组分析显示仅

重叠。ＲＯＳ．１融合基因与ＡＬＫ融合基因的临床特

接受化疗的患者生存期很短，中位总生存期为１１．７

征非常相似，提示这两种突变亚型可能有着共同的

个月（２１例），仅接受ＥＧＦＲ．ＴＫＩ的患者中位总生存

致病机制。用于检测ＲＯＳ．１融合基因的方法有多

期为２０．６个月（３３例），ＥＧＦＲ．ＴＫＩ治疗后接受化疗

种，但目前最常用的检测方法是ＦＩＳＨ法。５１。

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则长达３０．４个月（９４例），提

结论：（１）ＮＳＣＬＣ患者治疗前应尽量获取标本，
进行ＥＧＦＲ基因突变检测；（２）ＥＧＦＲ检测标本需要

１），厄洛替尼组的生命质量显著优于化疗组，

示ＥＧＦＲ—ＴＫＩ对于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患者的生存
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０｜。

经过病理科医生进行质量控制，选用合适的检测方

ＥＵＲＴＡＣ研究相当于在高加索人群中进行的

法进行检测，推荐采用高敏感度的检查方法，如

ＯＰＴＩＭＡＬ研究，即在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患者中

ＡＲＭＳ法；（３）对于没有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的患者，建

比较了一线厄洛替尼与化疗的疗效。１７４例患者随

议进行ＡＬＫ和ＲＯＳ一１融合基因检测；（４）建议有条

机接受厄洛替尼治疗或化疗，主要研究终点为ＰＦＳ，

件的单位同时进行ＥＧＦＲ基因突变、ＡＬＫ和ＲＯＳ一１

结果表明，两组的ＰＦＳ分别为９．７和５．２个月，厄洛

融合基因检测。

替尼组显著优于化疗组（ＨＲ＝０．３７，Ｐ＜

二、ＥＧＦＲ－ＴＫＩ

０．０００ １）［１１］。

１．一线治疗：２００９年报道的ＩＰＡＳＳ研究是一项

近期，一项随机Ⅲ期临床研究（ＦＡＳＴＡＣＴ－１１）

大型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６ Ｊ，主要

结果提示，在非选择性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中，双药化

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ＰＦＳ）。结果显示，对于ＥＧＦＲ

疗联合间插厄洛替尼一线治疗６个周期，继以厄洛

基因敏感突变的ＮＳＣＬＣ患者，一线应用吉非替尼的

替尼维持治疗与对照组（双药化疗加安慰剂）的ＰＦＳ

ＰＦＳ显著优于一线应用卡铂联合紫衫醇的患者，两

分别为７．６和６．０个月（ＨＲ＝０．５７，Ｐ＜０．０００ １），

组ＰＦＳ分别为９．８和６．４个月（ＨＲ＝０．４８，Ｐ＜

总生存期分别为１８．３和１５．２个月（ＨＲ＝０．７９，Ｐ＜

０．００１），吉非替尼组的客观缓解率（ＯＲＲ）也显著提

０．０５）。对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状态的亚组分析结果显

高，耐受性良好，生命质量显著改善，但两组的总生

示，仅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患者获益，而ＥＧＦＲ野

存期没有差异，可能与较高比例患者后续接受交叉

生型患者并未从这种治疗模式中获益ｌｌ ２【。

治疗或其他有效治疗有关。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

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

义的靶向治疗研究，开启了真正意义的肺癌个体化

ＬＵＸ—ＬＵＮＧ３结果显示，对于晚期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

治疗之门。

变的肺腺癌患者，不可逆ＥｒｂＢ家族抑制剂阿法替尼

ＷＪＴＯＧ３４０５研究是一项开放、多中心、随机对

一线治疗后的ＰＦＳ显著优于顺铂／培美曲塞，两组

照的Ⅲ期临床试验，在１７７例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

的ＰＦＳ分别为１ １．１和６．９个月（ＨＲ＝０．５８，Ｐ＝

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中比较了一线应用吉非替尼或

０．００１），阿法替尼组的ＯＲＲ也显著改善，两组分别

顺铂／多西紫杉醇的疗效，结果显示两组ＰＦＳ分别

为５６％和２３％（Ｐ＝０．００１）‘１３１。

为９．２和６．３个月，吉非替尼组显著优于顺铂／多西
紫杉醇组（ＨＲ＝０．４９，Ｐ＜０．０００ １）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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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针对亚裔人群的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
ＬＵＸ．ＬＵＮＧ６结果显示，对于晚期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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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腺癌患者，主要终点ＰＦＳ阿法替尼一线治疗显著

较高有关’１ ７Ｉ。ＳＡＴＵＲＮ研究的亚组分析结果发现，

优于吉西他滨／Ｊ｜Ｉ页铂，两组分别为１１．０和５．６个月

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患者使用厄洛替尼维持治疗

（ＨＲ＝０．２８，Ｐ＜０．０００ １），ＯＲＲ也显著获益，两组分

较安慰剂组的ＰＦＳ显著延长（ＨＲ＝０．１０，Ｐ＜

别为６６．９％和２３．０％（Ｐ＜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㈣９。。

ＥＧＦＲ—ＴＫＩ的不良反应较轻，最常见的不良反

结论：对于一线化疗获得疾病控制（ＰＲ／ＣＲ／

应为皮肤反应（皮疹、瘙痒、皮肤干燥及痤疮等）和

ＳＤ）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可考虑吉非替尼或厄洛替

腹泻。第一代ＥＧＦＲ—ＴＫ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在５０％
以上，但通常较轻微，３级以上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约

尼维持治疗。

为２％～１０％，较少见而严重的不良反应为间质性

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未经选择的亚裔复治

肺炎，其发生率约为１％，要特别加以重视，因间质

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吉非替尼治疗的进展风险较多西

性肺炎发生后，如处理不当或不积极，可导致患者死

他赛降低了１９％，客观缓解率提高了１１７％四ｊ。

亡；第二代ＥＧＦＲ—ＴＫＩ（阿法替尼）较第一代ＥＧＦ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研究中国亚组的分析结果显示，吉非替

ＴＫＩ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更高且更为严重。

尼与多西他赛的客观缓解率分别２１．９％和９．１％

３．二线及后续治疗：纳入４项Ⅱ／Ⅲ期临床研

结论：（１）对于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晚期

（Ｐ＜０．０５），其中腺癌亚组的中位ＰＦＳ为５．４和３．９

ＮＳＣＬＣ患者，推荐一线使用ＥＧＦＲ—ＴＫＩ（许多国家已

个月心１Ｉ。韩国Ⅲ期ＫＣＳＧ—ＬＵ－０８０１研究结果显示，

批准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为一线治疗药物，但我国

亚裔不吸烟晚期腺癌患者二线使用吉非替尼与培美

只批准了吉非替尼，美国和我国台湾已批准阿法替

曲塞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５８．８％和２２．４％（Ｐ＜

尼为一线治疗药物）；（２）对于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

０．００１），中位ＰＦＳ为９．０和３．０个月（Ｐ＜

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可考虑一线化疗联合间插厄洛

０．００１）怛２Ｉ。ＢＲ．２ １研究结果显示，在未经选择的

替尼６个周期，然后采用厄洛替尼维持治疗。

复治晚期ＭＳＣＬＣ患者中，厄洛替尼组和安慰剂组的

２．维持治疗：在中国进行的ＩＮＦＯＲＭ研究比较

总生存期分别为６．７和４．７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

了吉非替尼与安慰剂用于晚期ＮＳＣＬＣ维持治疗的

义（ＨＲ＝０．７０，Ｐ＜０．００１）¨“。ＴＩＴＡＮ和ＨＯＲＧ两

疗效。结果表明吉非替尼组的ＰＦＳ较安慰剂组显

项研究比较了厄洛替尼与多西他赛、培美曲塞的疗

著延长，两组分别为４．８和２．６个月（ＨＲ＝０．４２，

效，结果显示，厄洛替尼与标准二线单药化疗多西他

Ｐ＜０．０００

１），其中吉非替尼治疗的ＥＧＦＲ基因敏感

赛或培美曲塞的疗效相当，但耐受性更好心４彩］。

突变亚组的ＰＦＳ延长更为显著，两组ＰＦＳ分别为

国内开展的埃克替尼与吉非替尼疗效比较的Ⅲ

１６．６和２．８个月（ＨＲ＝０．１７），表明晚期ＮＳＣＬＣ患

期非劣效性ＩＣＯＧＥＮ研究中怛６。，未经选择的复治晚

者，特别是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患者可以从吉非

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使用埃克替尼与吉非替尼的ＰＦＳ分

替尼维持治疗中获益¨５｜。在另一项Ⅲ期试验

别为４．６和３．４个月（Ｐ＞０．０５），表明未经选择的

（ＷＪＴＯＧ０２０３）中，６０４例ＩＩＩｂ或Ⅳ期ＮＳＣＬＣ患者随

复治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使用埃克替尼疗效不劣于吉

机分为２组，一组接受３个周期的标准一线化疗，然

非替尼。

后使用吉非替尼维持治疗，另一组接受６个周期的

吉非替尼与厄洛替尼疗效对比的研究心７‘２８ ３及

含铂方案化疗。单纯化疗组的ＰＦＳ为４．３个月，而

吉非替尼与埃克替尼疗效对比的研究Ｌ２钊结果均提

化疗后吉非替尼维持治疗组的ＰＦＳ为４．６个月

示，３种ＥＧＦＲ—ＴＫＩ作为二线治疗对晚期ＮＳＣＬＣ患

（Ｐ＜０．００１）。尽管两组总生存期差异并无统计学

者的疗效相似。

意义，但在腺癌亚组，单纯化疗组总生存期为１４．３

国际多中心的ＴＡＩＬＯＲⅢ期临床研究结果显

个月，而吉非替尼维持治疗组总生存期显著提高，为

示，ＥＧＦＲ野生型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二线使用厄洛替
尼的ＰＦＳ和总生存期均显著短于多西他赛心９Ｉ。多

１５．４个月（Ｐ＜０．０５）Ｅ１６］。

一项厄洛替尼用于维持治疗的荟萃分析（纳入

西他赛与厄洛替尼的ＰＦＳ分别为２．９和２．４个月

ＳＡＴＵＲＮ、ＡＴＬＡＳ和ＩＦＣＴ—ＧＦＰＣ０５０２研究）结果显

（ＨＲ＝０．７１，Ｐ＜０．０５），６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率分

示，厄洛替尼能够延长一线化疗后疾病控制的晚期

别为２７．３％和１６．５％。同样，ＤＥＬＴＡ研究结果也

ＮＳＣＬＣ患者的ＰＦＳ和总生存期。所有亚组患者都

证实ＥＧＦＲ野生型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二线使用厄洛

能从厄洛替尼维持治疗中获益，但女性、非吸烟、非

替尼的ＰＦＳ和ＯＲＲ均差于多西他赛，两者的ＰＦＳ分

鳞癌患者获益最大，可能与这些人群ＥＧＦＲ突变率

别为１．３和２．９个月（Ｐ＜０．０５），ＯＲＲ分别为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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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０．０％（Ｐ＜０．０１）¨…。ＣＴＯＮＧ０８０６研究结果显

者，推荐使用ＥＧＦＲ—ＴＫＩ（吉非替尼或厄罗替尼）治

示，二线使用培美曲塞或吉非替尼治疗ＥＧＦＲ野生

疗；（２）对于老年或不能耐受化疗、ＥＧＦＲ突变状态

型非鳞癌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ＰＦＳ分别为４．８和

未明的ＮＳＣＬＣ患者，由于中国患者ＥＧＦＲ基因突变

１．６个月（Ｐ＜０．００１），疾病控制率（ＤＣＲ）分别为

率较高，且没有其他有效的治疗方式，可试用ＥＧＦＲ－

６１．３％和３２．０％（Ｐ＜０．００１）¨１Ｉ。

ＴＫＩ（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治疗，并密切观察疗效

上述３项研究结果均表明，ＥＧＦＲ野生型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者二线治疗应首选化疗。

和毒性及不良反应。
５．ＥＧＦＲ．ＴＫＩ耐药后的治疗：一线接受ＥＧＦＲ—

结论：（１）ＥＧＦＲ．ＴＫＩ（吉非替尼、厄洛替尼或埃

ＴＫＩ治疗的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ＮＳＣＬＣ患者，通

克替尼）可用于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二线或三线治

常会在９～１０个月后出现疾病进展，提示出现继发

疗，而对于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患者则优先推荐

性ＥＧＦＲ—ＴＫＩ耐药’６。１１Ｉ。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

ＥＧＦＲ—ＴＫＩ；（２）ＥＧＦＲ野生型的患者不建议优先推

２２７例继发性耐药患者，探讨了ＥＧＦＲ—ＴＫＩ治疗出现

荐ＥＧＦＲ．ＴＫＩ二线治疗。

疾病进展后的治疗模式。根据患者的疾病控制时

４．老年及功能状态评分低患者的治疗：老年

间、肿瘤负荷演变和临床症状６项将患者分为快速

（７０岁以上）肺癌患者由于器官功能较差和合并症

进展（疾病控制≥３个月，与以往评估相比，肿瘤负

的存在，常难以接受含铂的双药化疗，而ＥＧＦＲ—ＴＫＩ

荷快速增加，症状评分达到２）、缓慢进展（疾病控

因为耐受性良好，可以考虑一线使用。在一项综合

制／＞６个月，与以往评估相比，肿瘤负荷轻微增加，

３个ＮＥＪ研究（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３）的分析中，一线吉非替

症状评分≤１）和局部进展（疾病控制ｔ＞３个月，孤立

尼与化疗治疗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老年晚期

性颅外进展或颅内进展，症状评分≤１）三种临床失

ＮＳＣＬＣ患者的结果显示，ＯＲＲ为７３．２％和２６．５％，

败模式，结果显示三种模式的中位ＰＦＳ分别为９．３、

ＰＦＳ为１４．３和５．７个月，均有显著差别。３２。，其中

１２．９和９．２个月（Ｐ＜０．０１），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ＮＥＪ００２显示老年与中青年患者一线吉非替尼治疗

１７．１、３９．４和２３．１个月（Ｐ＜０．０００ １）。快速进展

的毒性和生命质量无差异。该研究结果表明ＥＧＦＲ

的患者采用持续ＴＫＩ治疗的生存时间短于更换为化

基因敏感突变的老年患者一线使用吉非替尼的疗效

疗者，故建议快速进展的患者停用ＥＧＦＲ－ＴＫＩ，改用

较好，其毒性可以耐受。另外一项厄洛替尼与安慰

化疗。缓慢进展的患者持续使用ＴＫＩ和更换为化疗

剂治疗不能耐受一线化疗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随

的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３９．４和１７．８个月（Ｐ＝

机Ⅲ期临床研究（ＴＯＰＩＣＡＬ）结果显示，厄洛替尼较

０．０２），故建议持续ＴＫＩ治疗。局部进展的患者持

安慰剂的疾病进展风险降低了１７％Ｌ

３３

Ｊ。

老年或功能状态评分差的患者应用吉非替尼或
厄洛替尼与单药化疗疗效的汇总分析，ＥＧＦＲ—ＴＫＩ

续使用ＴＫＩ或化疗的总生存期相似，但考虑到患者
的生命质量以及局部进展病灶的局限性，故建议持
续使用ＴＫＩ加上局部治疗Ｉ ３６１。

组汇总了５项研究，共３３０例患者，单药化疗组汇总

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７８例ＥＧＦＲ—ＴＫＩ获得

了１０项研究，共１ ０９５例患者，结果显示ＥＧＦＲ—ＴＫＩ

性耐药的患者（７０例存在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３４

组的ＯＲＲ为１８％，ＤＣＲ达到５０％，而单药化疗组的

例接受化疗联合厄洛替尼治疗，４４例只接受化疗。

ＯＲＲ为１２％，ＤＣＲ为３６％Ｅ ３４］。

结果显示，联合厄洛替尼治疗组与只接受化疗组的

ＷＪＴＯＧ０４０２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老年腺癌患者
一线应用吉非替尼的ＯＲＲ为２０％，ＤＣＲ为４７％，中

ＯＲＲ分别为４１％和１８％（Ｐ＜０．０５），ＰＦＳ分别为

４．４和４．２个月（Ｐ＞Ｏ．０５）㈨。

位ＰＦＳ为２．７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１ １．９个月。最

２０１３版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指南推荐，对于

常见的毒性反应是皮疹，其他的包括腹泻、食欲减

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患者一线使用ＥＧＦＲ—ＴＫＩ进

退、肝功能障碍和贫血等，但所有的毒性反应均轻微

展后，如患者无症状，继续使用ＥＧＦＲ．ＴＫＩ；对于有

且容易处理。不吸烟患者的ＯＲＲ为４３％，ＤＣＲ为

症状的患者，建议改用化疗联合ＥＧＦＲ．ＴＫＩ。

５７％，中位ＰＦＳ为７．１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１３个

目前关于ＥＧＦＲ－ＴＫＩ耐药后治疗的高级别循证

月，提示在优势人群的老年患者或功能状态评分较

医学证据较少，但有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差的患者，一线使用吉非替尼有较好的疗效及良好

如针对治疗模式的ＥＧＦＲ—ＴＫＩ耐药后ＴＫＩ联合化疗

的耐受性㈡“。

与单用化疗的ＩＭＰＲＥＳＳ研究及耐药后继续使用

结论：（１）对于ＥＧＦＲ基因敏感突变的老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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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针对ＥＧＦＲ—ＴＫＩ耐药的新药研究等，期待这些研

ｍｇ／ｋｇ的方案显著改善了患者的总生存期、ＰＦＳ和

究结果能提供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ＯＲＲ，总生存期分别为１２．３和１０．３个月（ＨＲ＝

结论：（１）对于缓慢进展的患者，建议继续使用

０．７９，Ｐ＜０．０１），ＰＦＳ为６．２和４．５个月（ＨＲ＝

原来的ＥＧＦＲ．ＴＫＩ治疗或ＥＧＦＲ—ＴＫＩ联合化疗；（２）

０．６６，Ｐ＜０．００１），ＯＲＲ为３５％和１５％（Ｐ＜

对于快速进展的患者，推荐停用ＥＧＦＲ—ＴＫＩ，改用化

０．００１）。４３ Ｊ。ＡＶＡＩＬ研究结果证实贝伐单抗每３周

疗；（３）对于局部进展且原有病灶控制良好的患者，

７．５或１５ ｍｇ／ｋｇ联合ｄ．车ｆｌ／吉西他滨方案较安慰剂

建议继续使用ＥＧＦＲ．ＴＫＩ并联合局部治疗。

联合顺铂／吉西他滨均显著改善了患者的ＰＦＳ及

三、ＡＬＫ和ＲＯＳ一１融合基因抑制剂

ＯＲＲ，但总生存期无显著延长ⅢＪ。贝伐单抗常见的

两项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对于ＥＭＩＡ—

不良反应包括高血压、蛋白尿和出血等，但３级高血

ＡＬＫ融合基因阳性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ＡＬＫ抑制

压发生率低于４％，４级高血压低于０．５％，４级蛋白

剂克唑替尼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Ａ８０８１００１研究

尿低于０．５％，出血发生率低于２％。以下情况不推

中，克唑替尼组患者的ＯＲＲ为６０．８％，中位缓解持

荐使用贝伐单抗：（１）鳞癌或以鳞癌为主的混合型

续时间为４９．１周，中位ＰＦＳ为９．７个月。３ ８Ｉ。

肺癌；（２）肿瘤侵犯大血管；（３）有咯血史（１次咯

Ａ８０８１００５研究中，克唑替尼二线治疗晚期ＡＬＫ阳

血＞２．５ ｍ１）；（４）不可控制的原发性高血压等心血

性的ＮＳＣＬＣ患者的ＯＲＲ为５０％，中位缓解持续时

管疾病。

间为４１．９周。常见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５％）包括

视力障碍、恶心、腹泻、水肿及便秘等。３

９Ｉ。

我国一项Ⅲ期随机临床研究结果证实，重组人

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长春瑞滨／Ｊ｜顷铂治疗晚期

Ⅲ期临床研究Ａ８０８１００７对比了克唑替尼与培

ＮＳＣＬＣ患者较安慰剂联合长春瑞滨／Ｊｌ顷铂显著提高

美曲塞或多西他赛治疗既往接受过化疗的ＡＬＫ阳

了ＯＲＲ，分别为３５．４％和１９．５％（Ｐ＜０．００１），肿

性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３４７例人组

瘤进展时间也有显著改善，分别为６．３和３．６个月

前经含铂化疗的ＡＬＫ阳性患者随机接受克唑替尼

（Ｐ＜０．０００ １），且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没有统计

或化疗，主要研究终点为ＰＦＳ。结果显示克唑替尼

学差异‘４ ５Ｉ。

组与化疗组的ＦＰＳ分别为７．７和３．０个月（ＨＲ＝

结论：（１）对于功能状态评分０～１分的晚期非

０．４９，Ｐ＜０．００１），ＯＲＲ分别为６５％和２０％（Ｐ＜

鳞ＮＳＣＬＣ患者，在没有明显咯血和肿瘤侵犯大血管

０．００１）。４…。２０１３年１月ＣＦＤＡ已批准克唑替尼用

的情况下，推荐在一线化疗（卡铂／紫杉醇或顺铂／

于治疗中国ＡＬＫ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的ＮＳＣＬＣ

吉西他滨）基础上联合贝伐单抗（贝伐单抗在我国

患者。

暂无肺癌适应证，但预计不久能获得ＣＦＤＡ批准）；

２０１２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ＡＳＣＯ）年会上报道
了克唑替尼治疗ＲＯＳ一１阳性ＮＳＣＬＣ患者的初步疗

（２）对于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可采用长春瑞滨／／ｌ顷．铂联
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

效。共入组１３例患者，ＯＲＲ为５４％，８周ＤＣＲ为

专家组成员：白春学、洪群英、胡沽（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８５％，耐受性良好。４１ １。２０１３年ＡＳＣＯ年会上又有学

医院）；陈良安（放军总医院）；韩宝惠（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

者报道了克唑替尼治疗ＲＯＳ一１阳性晚期ＮＳＣＬＣ患

科医院）；胡成平（中南大学附属湘雅医院）；黄建安（苏州

者的疗效。可评估的２５例患者，ＯＲＲ为５６％，８周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和１６周的ＤＣＲ分别为７６％和６０％，中位ＰＦＳ还未

钟南山、李时悦（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李为民（四川大学

达到。该研究再次证实了克唑替尼治疗ＲＯＳ一１阳

华西医院）；金发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钱桂生、吴国

性晚期ＮＳＣＬＣ的有效性＿４ ２。。

结论：对于ＡＬＫ及ＲＯＳ—Ｉ融合基因阳性的晚期
ＮＳＣＬＣ患者，推荐使用克唑替尼治疗。
四、血管生成抑制剂

明（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宋勇（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吴一龙（广东省人民医院）；谢灿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杨栓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周彩存（同济大
学附属肺科医院）；周建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张力（北京协和医院）

两项Ⅲ期随机研究结果均证实了血管生成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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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速览．
体重指数是预测女性将来是否发生支气管哮喘的较好指标
Ａｓｓａｄ

Ｎ，Ｑｕａｉｌｓ

Ｃ，Ｓｍｉｔｈ ＬＪ，ｅｔ ａ１．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２０１３，１８８（３）：３１９—３２６．

背景：肥胖［体重指数（ＢＭＩ）Ｉ＞３０ ｋｇ／ｍ２］是成人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的危险因素之一，特别是在女性患者中。有学说
认为代谢综合征可用于解释ＢＭＩ与成人哮喘之间的关系。本试验的目的是为了纵向比较成人哮喘的发病率与代谢综合征及
ＢＭＩ相关性的相对强度。方法：该研究共纳入了４ ６１９名来自青年人冠状动脉风险发展（ＣＡＲＤＩＡ）研究队列的符合入组条件
的受试者，研究随访时间＞２５年。新发哮喘事件定义为：初次自我报告的新诊断的哮喘（存在哮喘症状和／或使用哮喘药物）。
使用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经过２５年的随访，４ ６１９名受试者中共有６０２名出现了新发哮喘事件
（女性４１７名，男性１８５名）。代谢综合征可预测女性，而不能预测男性哮喘事件的发生，未经统计学校正的风险比分别为
１．５０（Ｐ＝０．０１）和０．９８（Ｐ＝０．９３）。在女性受试者中，ＢＭＩ与代谢综合征对新发哮喘事件的预测相似。以ＢＭＩ预测女性和男
性新发哮喘事件时，其未经统计学校正的风险比分别为１．１９（Ｐ＜０．００１）和１．０４（Ｐ＝０．６０）。在对ＢＭＩ因素进行了统计学校
正后，代谢综合征与女性哮喘事件的相关性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４）；相反，在对代谢综合征因素进行了统计学校正
后，ＢＭＩ与女性哮喘事件的相关性则仍具统计学意义（Ｐ＝０．叭）。逐步回归模型分析显示，ＢＭＩ是一个较代谢综合征更强的
新发哮喘事件的预测指标（Ｐ＝０．００１）。结论：与代谢综合征相比，ＢＭＩ是预测女性将来是否发生哮喘的一个较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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