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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我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ＨＣ）和原位

国胃癌的年龄标化发病率无显著变化，但因人口结构老龄化

杂交技术（ｉｎ

加剧，胃癌的实际发病率稳中趋升，每年新发病例数仍位居

态的检测。在乳腺癌中，通过ＩＨＣ联合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世界前列¨…。晚期胃癌患者预后不佳，胃癌死亡率列我国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恶性肿瘤相关死亡第３位，总体５年生存率为３０％～

检测流程及评价标准。检测胃癌ＨＥＲ－２表达的相关研究，开

Ｊ。目前，我国胃癌早期筛查机制尚不完善，早期胃

始多沿袭乳腺癌的评价体系，但由于无统一标准，不同研究

癌诊断率徘徊在１０％左右，远低于韩国和日本‘６１ ｏ。手术切

报道中，ＨＥＲ－２过表达或阳性扩增率差异较大。荟萃分析结

除是根治胃癌的唯一手段，而对诊断时即为无法切除的进展

果显示，近期文献报道的ＨＥＲ－２阳性率的范围为１１．９％～

期或转移性胃癌，以及术后复发患者，即使采用细胞毒药物

２３．７％¨３｜。基于胃癌与乳腺癌间的生物学差异、胃癌的高

联合方案化疗，中位生存时间也仅延长至１１个月左右¨。。

度异质性以及ＨＥＲ－２蛋白在胃癌细胞底侧膜和侧膜染色的

分子靶向治疗的兴起为晚期胃癌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随

特征，Ｈｏｆｍａｎｎ等¨４。改良制定出了针对胃癌的新评分标准。

机对照临床研究已证实，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２（ｈｕｍａｎ

依据该标准，Ｂａｎｇ等一１检测了３８０３例胃癌患者，ＨＥＲ一２阳性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２，ＨＥＲ一２）单克隆抗体曲妥珠

（ＩＨＣ＋＋＋或ＦＩＳＨ阳性）率为２２．１％。ＨＥＲ－２在肠型胃癌

单抗联合化疗在ＨＥＲ一２过表达晚期胃癌中的疗效显著优于

及胃食管结合部癌中表达水平较高。武鸿美等０１５］回顾性分

单纯化疗ｐ ｏ。基于这一重要进展，提出此项共识，主要阐述

析了８６０例胃癌标本，ＨＥＲ－２ ＩＨＣ＋＋＋者仅占９．０％。龙晓

ＨＥＲ－２阳性晚期胃癌接受曲妥珠单抗治疗的相关问题，包括

雨等０１６］使用ＩＨＣ、ＦＩＳＨ及双色银染原位杂交（ｄｕａｌ

ＨＥＲ－２检测、曲妥珠单抗治疗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不良反

ｃｈｒｏｍｏｇｅ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ｉｌｖｅｒ ｉｎ ｓｉｔｕ

应等。

方法，回顾性分析８０例胃癌标本的ＨＥＲ－２状态，ＨＥＲ－２

５７．１％ｎ５

一、ＨＥＲ－２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ＨＥＲ－２／ｅｒｂＢ－２属ＨＥＲ／ｅｒｂＢ家族，同家族成员还包括

ｓｉｔｕ

ｉｎ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Ｈ）均可用于ＨＥＲ－２表达状

ｓｉｔｕ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ＳＨ）已形成较为成熟的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ＳＩＳＨ）

ＤＳＩＳＨ扩增阳性率为１８．７５％（１５／８０）。
ＨＥＲ－２在胃癌组织中表达的研究已历２０余年，由于不

ＥＧＦＲ／ｅｒｂＢ一１、ＨＥＲ－３／ｅｒｂＢ－３及ＨＥＲ－４／ｅｒｂＢ－４，基因定位于

同研究使用的评价标准各不相同，ＨＥＲ－２在胃癌预后判断中

染色体１７ｑ２１．１，编码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８５ ０００的Ｉ型跨膜

的价值尚无一致结论。数项采用Ｈｏｆｍａｎｎ评分标准的回顾

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１…。在ＨＥＲ／ｅｒｂＢ家族受体活化

性研究结果均显示，ＨＥＲ－２过表达与胃癌患者预后无明显相

过程中，其胞外段与配体结合后，诱导受体二聚体形成，激活

关性¨７。１…。亚组分析显示，ＨＥＲ－２过表达对肠型胃癌或分期

胞内酪氨酸激酶，活化以Ｒａｓ／Ｒａ￡／ＭＥＫ／Ｅｒｋ及Ｐ１３Ｋ／Ａｋｔ为

较晚（Ⅲ／Ⅳ期）者的无复发生存时间或总生存时间具有提示

主的下游信号通路，参与细胞增殖、凋亡调控等生物学功能。

作用ｍ‘１…。同时，两项分别纳入４２项研究（１２ ７４９例）和４９

ＨＥＲ－２胞外段的空间位置，在静息状态下即表现为类似配体

项研究（１１ ３３７例）的系统回顾分析结果提示，ＨＥＲ－２过表达

结合后的活化状态，使其成为主要二聚体分子…ｏ，且缺乏高

状态可能与胃癌患者的不良预后有关［２０－２１ Ｊ。因此，ＨＥＲ－２过

亲和力的天然配体。肿瘤中过表达ＨＥＲ－２可与自身，或在配

表达作为胃癌预后判断标志物的价值，尚需在统一评价标准

体缺失的情况下与家族其他成员，形成二聚体或异二聚体，

的前提下，开展大样本研究加以明确。

导致肿瘤细胞内信号通路异常活化¨２。

二、抗ＨＥＲ－２治疗的临床研究及证据
目前，以ＨＥＲ－２为靶点的分子靶向药物主要包括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６６．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７

ＨＥＲ－２单克隆抗体（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小分子酪氨

通信作者：张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

酸激酶抑制剂（拉帕替尼）以及药物偶联抗ＨＥＲ－２单克隆抗

２０００２５，Ｅｍａｉｌ：ｊａｌｌ—ｚｊ＠ｙａｈｏｏ．ｃｏｒｎ

万方数据

体（曲妥珠单抗一ＤＭｌ），其中以曲妥珠单抗的临床证据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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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２…。

管结合部癌。该适应证相继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和２０１１年３月

１．曲妥珠单抗：在几项小样本Ⅱ期临床研究中，曲妥珠

在美国和日本获批。中国共有１５个临床研究中心参与了

单抗分别联合顺铂、顺铂加多西他赛、顺铂加氟尿嘧啶（５一Ｆｕ）

ＴｏＧＡ临床研究，筛选入组了８５例患者，其中试验组３６例，

一线治疗ＨＥＲ－２过表达转移性胃癌患者客观有效率为３２％～

对照组４９例。治疗结果与研究总体人群报告基本一致。目

８０％，曲妥珠单抗的用法均为每３周重复（起始剂量为８

前，曲妥珠单抗用于类似适应证的申请已递交至中国国家食

ｍｇ／ｋｇ，

维持剂量为６ ｍｇ／ｋｇ）怛’”１。２０１０年８月，曲妥珠单抗一线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治疗无法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和（或）转移性ＨＥＲ一２阳性

２０１１年，卫生部公布的《胃癌临床诊疗规范》推荐，ＨＥＲ一２

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癌患者的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Ⅲ期临

阳性胃癌患者可考虑在化疗的基础上，联合使用分子靶向治

床研究（ＴｏＧＡ研究）结果正式发表ｐｊ。该研究基于３８０３例

疗药物曲妥珠单抗。

胃癌标本，从中筛选出５９４例ＨＥＲ一２阳性胃或胃食管结合部

２．拉帕替尼：拉帕替尼是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癌患者，随机接受曲妥珠单抗联合标准化疗或单纯标准化

抑制ＥＧＦＲ／ｅｒｂＢ一１和ＨＥＲ－２的表达。一项Ⅱ期临床研究评

疗。其中曲妥珠单抗的起始剂量为８ ｍｇ／ｋｇ，维持剂量为

价了拉帕替尼单药一线治疗４４例晚期胃癌的疗效，５例获部

６

ｍｇ／ｋｇ，每３周重复；标准化疗方案：顺铂（８０ ｍｇ／ｒｒｌ２，静脉

分缓解，１０例为疾病稳定，中位治疗失败时间为１．９个月，中

滴注，第１天）加５－Ｆｕ（８００ ｍｇ／ｍ２，静脉滴注，第１～５天）或卡培

位生存时间为４．８个月拉“。另一项Ⅱ期临床研究评价了拉

他滨（１０００ ｍｇ／ｒｆｌ２，口服，２次／ｄ，第１～１４天），每３周重复，

帕替尼联合卡培他滨一线治疗６７例晚期胃癌的疗效，客观

最多６个周期。该研究结果证实，曲妥珠单抗联合标准化疗

缓解率为２２．４％，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５个月旧８ Ｊ。目前

方案，能显著提高ＨＥＲ－２过表达胃癌患者的治疗反应率

有２项拉帕替尼用于ＨＥＲ－２阳性晚期胃癌一线和二线治疗

（４７％和３５％，Ｐ＝０．００１７），延长总生存时间（１３．８个月和

的Ⅲ期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

１１．１个月，Ｐ＝０．００４６；ＨＲ＝０．７４，９５％ｃ，为０．６０～０．９１）和

三、胃癌组织ＨＥＲ．２表达状态评价

无进展生存时间（６．７个月和５．５个月，Ｐ＝０．０００２；ＨＲ＝

对拟接受曲妥珠单抗治疗的胃癌患者，治疗前必须检测

０．７１，９５％ｃ，为０．５９—０．８５）。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ＨＥＲ．２

肿瘤ＨＥＲ．２表达状态。胃癌组织ＨＥＲ－２检测及判定，应在

高表达（ＩＨＣ＋＋且ＦＩＳＨ阳性或ＩＨＣ＋＋＋）组，曲妥珠单抗

具备标准ＨＥＲ－２检测条件，并具有良好内、外部质量控制的

联合化疗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１６．０个月，单纯化疗组则为

病理实验室，由具备资质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及病理医师进

１．８个月，两组相比ＨＲ＝０．６５（９５％ｃ，为０．５１～０．８３）。生

行。胃癌组织ＨＥＲ一２检测步骤、评价标准、病理报告及相关

１

活质量评估结果显示，患者对曲妥珠单抗治疗有良好依从

注意事项参照《胃癌ＨＥＲ２检测指南》进行旧。。

性。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组与单纯化疗组总体生活质量评

（一）胃癌组织ＨＥＲ一２表达检测方法

分在接受药物治疗后均有所提高，并在前１３周化疗过程中

ＨＥＲ－２检测方法主要有ＩＨＣ和ＩＳＨ，后者包括ＦＩＳＨ和

保持稳定，且功能评分（认知功能、情绪状态、躯体功能和角

ＤＳＩＳＨ。相关检测需选用由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色功能等）在治疗期间均保持稳定。胃癌疾病特异性症状评

准的试剂盒。

分包括吞咽困难、反流和纳差等，两组在首次治疗后均获改
善，疼痛评分及镇痛药物应用方面无差异嵋…。

（二）胃癌组织ＨＥＲ．２表达状态评价
１．ＩＨＣ及结果判断：胃癌细胞存在较高的异质性，其

在中国，一项评价曲妥珠单抗联合奥沙利铂或卡培他滨

ＨＥＲ一２表达多见于底侧膜或侧膜，呈“ｕ”型特征性表达，与

一线治疗无法手术的局部进展期或复发转移性ＨＥＲ－２阳性

乳腺癌不同，因此乳腺癌ＨＥＲ－２评分标准不适用于胃癌。经

胃癌的Ⅱ期临床研究（Ｍ０２５５７８）正在进行。５ｌ例患者的入

调整的胃癌组织ＨＥＲ－２ ＩＨＣ检测结果判读标准见表１。

组工作已全部完成，将在２０１３年公布结果。

２．ＩＳＨ及结果判读：当ＨＥＲ－２ ＩＨＣ检测结果为＋＋时，

基于ＴｏＧＡ研究及其他Ⅱ期临床试验结果，２０１０年２月，

需行ＩＳＨ检测明确ＨＥＲ．２基因扩增情况，以辅助判断肿瘤

欧盟药品管理局批准曲妥珠单抗用于联合氟尿嘧啶类（５－Ｆｕ

ＨＥＲ一２状态。通过混合探针杂交ＨＥＲ一２基因和１７号染色体

或卡培他滨）加顺铂一线治疗ＨＥＲ一２阳性转移性胃或胃食

着丝粒（ＣＥＰｌ７），ＦＩＳＨ使用１００倍物镜、ＤＳＩＳＨ使用４０～６０

表１

胃癌组织ＨＥＲ一２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判读和评分标准

注：ＨＥＲ－２：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２；８不考虑着色肿瘤细胞百分比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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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物镜观察，选择扩增程度最高的区域，连续计数至少２０个

要时，可通过检测转移淋巴结、转移灶准确判断ＨＥＲ－２的表

肿瘤细胞核内ＨＥＲ－２和ＣＥＰｌ７信号数，通过其比值判断

达情况。

ＨＥＲ－２基因扩增情况。ＨＥＲ－２信号总数／ＣＥＰｌ７信号总数＜
１．８为阴性；在１．８～２．２之间时，再计数２０个细胞或由另一

四、曲妥珠单抗治疗ＨＥＲ一２阳性晚期胃癌的中国专家建
议

（一）曲妥珠单抗的禁忌

位医师计数，＜２．０为阴性，ｔ＞２．０为阳性；＞２．２为阳性。
（三）胃癌组织ＨＥＲ一２检测流程

１．禁忌：禁用于已知对曲妥珠单抗过敏或者对任何该

目前，胃癌组织ＨＥＲ一２检测流程应参考《胃癌ＨＥＲ２检

药物其他组分过敏的患者。

测指南》¨９。的推荐。检测方法应首选ＩＨＣ，当ＩＨＣ结果为

２．不推荐使用：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结果已显示，曲妥珠

＋＋时，则进行ＩＳＨ检测；ＩＨＣ结果为０或＋＋＋时均不需要

单抗可不同程度增加患者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其风

再行ＩＳＨ检测；对ＩＨＣ结果为＋的患者，部分专家建议也应

险在联合蒽环类药物时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心功能不全和

行ＩＳＨ检测，特别是肠型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癌（图１）。

充血性心力衰竭。ＴｏＧＡ研究中，心脏相关不良事件在两组

一 ”

间未见明显差异（６％和６％），但与单纯化疗组相比，联合使

｝
始科

¨¨～ｊ

移潮

一

。Ⅲ垛盒

”

广比骢砭

—’小确ｊｔ—＋ＦＩＳＨ曲，ＤＳＩＳＨ、－ｔ

Ｌ＿Ｉ－比ｆ“乎２

一～

Ｉ
附陀

注：ＦＩＳＨ：荧光原位杂交技术；ＤＳＩＳＨ：双色银染原位杂交
图１胃癌组织ＨＥＲ－２检测流程

用曲妥珠单抗增加了心功能不全［左室射血分数（１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ＶＥＦ）较治疗前绝对值下降≥

１０％且ＬＶＥＦ＜５０％］的发生率（５％和１％）。因此，合并以
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推荐使用曲妥珠单抗：有充血性心力
衰竭病史、治疗前ＬＶＥＦ＜５０％、透壁性心肌梗死病史、需要
药物治疗的心绞痛、有临床意义的瓣膜疾病、高危未控制的
心律失常、未控制的高血压（收缩压＞１８０

ｍｍ

Ｈｇ或舒张压

＞１１０ ｍｍ Ｈｇ）。

３．慎用：曲妥珠单抗使用过程中，因输注反应或曲妥珠
（四）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单抗相关肺毒性，可导致患者发生呼吸困难。对存在严重肺

１．建议在所有晚期胃癌患者中开展ＨＥＲ－２的ＩＨＣ检

部原发疾病或肿瘤广泛侵犯而导致静息时呼吸困难者，在曲
妥珠单抗使用前须充分评估患者的获益与风险。

测。

（二）曲妥珠单抗给药前的筛查和准备

２．对胃镜活检标本，应避开变性坏死部位。多点活检

无法切除的进展期、转移或复发胃癌患者，在拟行曲妥

有助于提高检测的准确性，数量不必只限于６～８块。
３．就目前文献报告的数据而言，中国胃癌患者ＨＥＲ一２

珠单抗联合顺铂加氟尿嘧啶类标准化疗方案前，须对患者进

阳性表达率不高。基因表达受转录因子、甲基化、基因突变、

行筛查及全面评估，以确保患者可耐受化疗和曲妥珠单抗治

翻译及翻译后修饰等多种因素影响，阳性结果的判断还涉及

疗，并可能从治疗中获益。筛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病史、全身

检测方法、检测标本、结果判断标准等多种因素。采用ＩＨＣ

状况、基线肿瘤状态、心功能及ＨＥＲ－２表’‘：状态（图２）。

技术检测ＨＥＲ一２蛋白表达，受标本保存、蛋白变性、抗原修

（三）曲妥珠单抗治疗胃癌的用药方法与流程

复、读片者判断等因素影响，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检出率。ＩＳＨ

１．用药方法：曲妥珠单抗应联合顺铂加氟尿嘧啶类标

作为一种基因检测手段，无论ＨＥＲ－２最后是否以蛋白形式表

准化疗方案治疗无法切除的进展期、转移或复发胃癌，曲妥

达，均可被检测。从这个角度来讲，ＩＳＨ检测似能补充更有

珠单抗负荷剂量为８ ｍｇ／ｋｇ（静脉滴注，９０ ｒａｉｎ），维持剂量为

价值的信息，但相对较高的检测费用影响了常规应用。就诊

６

ｍｇ／ｋｇ（静脉滴注，３０～９０ ｍｉｎ），每３周重复。

断标准而言，ＨＥＲ－２阳性的判断在胃癌中界定的范围与乳腺

２．治疗流程：每周期用药开始前需常规进行病史、体格

癌不同｝］４，２９－３０ｊ。目前可知的信息是，ＨＥＲ．２表达率越高，从

检查、血常规及血生化评估。每３个月行超声心动图或放射

曲妥珠单抗治疗的获益越明显。

性心血管造影检测，以ＬＶＥＦ为心功能评估主要指标。当

从目前已有的数据可知，ＨＥＲ－２在肠型胃癌及胃食管结

ＬＶＥＦ较治疗前绝对值下降≥１６％或低于正常范围且较治疗

合部癌中表达水平较高。故对肠型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癌，

前绝对值下降≥１０％时，应推迟曲妥珠单抗治疗４周，并每

尤应重视ＨＥＲ－２检测，对其中的ＩＨＣ＋者，结合患者的疾病

４周复查ＬＶＥＦ。若在推迟治疗４～８周内ＬＶＥＦ恢复至正常

特征，可考虑行ＩＳＨ检测。ＩＨＣ＋且ＩＳＨ阳性患者与抗

范围，或较治疗前绝对值下降≤１５％时，可重新开始曲妥珠

ＨＥＲ－２治疗疗效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

单抗治疗。当累计推迟超过８周或中断治疗３次以上时，应

４．胃腔中的胃酸或消化酶等可能降解膜蛋白，影响

终止曲妥珠单抗治疗。

ＨＥＲ－２检测结果的准确判断。建议胃癌手术标本在离体后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任何时间发生下列情况，应终止曲妥

应尽早使用４％中性缓冲甲醛液固定，以确保ＨＥＲ一２检测结

珠单抗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左室功能明显降低、严重输注

果的可靠性。现有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胃癌原发灶、转移淋

反应、肺毒性及疾病进展（图３）。

巴结、远处转移灶三者ＨＥＲ．２表达状态基本一致¨。‘“１。必

万方数据

３．治疗中断或延迟的处理：当治疗过程中出现曲妥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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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胃癌患者拟行曲妥珠单抗治疗前的筛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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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软治疗Ｉｌｉ『绝对ｆｆ｜Ｌ ｒ

、Ｔ Ｆ降≤１５％

瞄≥ｌ（）％

注：ＬＶＥＦ：左室射血分数

单抗治疗延迟或中断时，若未超过计划治疗时间１周，可直

严重和危及生命的输注反应时，包括严重过敏性反应、血管

接使用维持剂量（６ ｍｇ／ｋｇ），无需等到下一治疗周期开始，后续

性水肿、间质性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应立即中断输

治疗不受影响。若超过１周，应重新导入负荷剂量（８ ｍｇ／ｋｇ），

注，予以对症处理，并永久终止曲妥珠单抗的使用。

后续治疗给予维持剂量（６ ｍｇ／ｋｇ）。

３．肺毒性：曲妥珠单抗相关肺部症状以呼吸困难最为

（四）曲妥珠单抗相关主要不良反应及其处理

常见，部分可为输注反应症状的一部分。曲妥珠单抗相关肺

１．心脏毒性：曲妥珠单抗治疗过程中需密切监测心功

毒性包括间质性肺疾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炎、非感染

能变化，治疗前、治疗过程中每３个月及治疗结束时应评估

性肺炎、胸腔积液、呼吸窘迫、急性肺水肿和肺功能不全等。

ＬＶＥＦ水平。当发生导致治疗中断的心功能不全时，应每

可导致肺部症状的输注反应包括支气管痉挛、低氧血症、呼

４周检测ＬＶＥＦ直至治疗重新开始或终止。当发生症状性心

吸困难、肺浸润、胸腔积液、非心源性肺水肿和急性呼吸窘迫

功能不全或充血性心力衰竭时，除中断曲妥珠单抗治疗外，

综合征。

还应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抗心力衰竭治疗以改善心功能。治

当治疗过程中出现肺毒性时，建议终止曲妥珠单抗治

疗结束后２年内，应至少每６个月进行心功能评估。如果

疗。对于具有原发性肺部疾病或肿瘤广泛肺转移在静息期

ＬＶＥＦ较治疗前绝对值下降≥１６％或ＬＶＥＦ低于该检测中心

即存在呼吸困难的患者，应全面评估患者接受曲妥珠单抗治

正常范围并且较治疗前绝对值下降≥１０％，需中断曲妥珠单

疗的获益及风险。

抗治疗。如果ＬＶＥＦ持续下降超过８周，或因ＬＶＥＦ降低而
中断曲妥珠单抗治疗３次以上，需终止曲妥珠单抗治疗。
２．输注反应：曲妥珠单抗输注反应可表现为发热、寒

（五）晚期胃癌的二线治疗
部分临床研究结果已显示，晚期胃癌患者能从二线治疗
中获益㈤Ｊ。ＡＩＯ研究比较了伊立替康（初始剂量２５０ ｍｇ／ｍ，维

战，偶尔会有恶心、呕吐、疼痛（某些病例在肿瘤部位）、头疼、

持剂量３５０ ｍＳ／ｍ２，每３周重复）与最佳支持治疗在一线治疗

晕眩、呼吸困难、低血压、皮疹和衰弱等。当发生轻至中度输

进展后的晚期胃癌患者中的疗效，共入组４０例患者，随机接

注反应时，应降低输注速率；当发生呼吸困难或临床明显低

受伊立替康（２１例）或最佳支持治疗（１９例）。结果显示，伊

血压时，应中断输注，并予以对症处理，包括肾上腺素、皮质

立替康能延长患者总生存时间（４．０个月和２．４个月）［３４１。

类固醇激素、苯海拉明、支气管扩张剂和氧气的使用；当发生

曲妥珠单抗用于晚期胃癌二线治疗尚无明确的临床依据，但

万方数据

guide.medlive.cn

生堡艘垣苤盍！Ｑ！！生兰旦筮箜鲞笠！塑ｇ！也』Ｑ望！！！：垒Ｂ互！！Ｑ！！：ｙ！！：箜：盟！：兰
鉴于在一线治疗中的证据及晚期胃癌二线治疗的获益，美国
国立综合癌症网（ＮＣＣＮ）胃癌指南也推荐曲妥珠单抗联合化
疗用于胃癌的二线治疗。目前，可尝试将曲妥珠单抗用于
ＨＥＲ－２过表达且既往未接受过抗ＨＥＲ－２分子靶向治疗的晚
期胃癌患者的二线治疗，但需与患者充分沟通，并获取知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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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胃癌患者ＨＥＲ２基因状态．中华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１，４０：３００—
３０３．
Ｂ，Ｙａｕ ＥＸ，Ｂｔｅ Ｏｍａｒ Ｓ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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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晚期胃癌患者的预后极差，曲妥珠单抗ＴｏＧＡ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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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ｓ

１，４１４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ｓ．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 ｌ，１８：２８３３－２８４０．

［１９］Ｋｕｎｚ ＰＬ，Ｍｏｊｔａｈｅｄ

Ａ，Ｆｉｓｈｅｒ ＧＡ，ｅｔ ａ１．ＨＥ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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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晚期胃癌个体化治疗的希望。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ｎｄ

确胃癌分子分型，有望为患者制定更加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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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胃癌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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