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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每日新闻

上午

ESMO-CSCO Joint Symposium（1D Meeting Room，1st Floor）
Co-chairs： Rui-Hua Xu（徐瑞华），Jean-Yves Douillard
08:30~08:40 Introduction of ESMO Guidelines（Claus-Henning Köhne）
08:45~09:10 All RAS wt patient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EGFR in⁃

hibitors plus chemotherapy in first line（Jean-Yves
Douillard）

09:15~09:40 The role of VEGF inhibition in metastatic CRCs
（Claus-Henning Köhne）

09:45~10:05 The role of maintenance therapy in mCRC（Rui-Hua
Xu 徐瑞华）

10:10~10:30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stage II Colon Cancer: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Gong Chen 陈 功）

10:35~10:55 "Head-to-head" or "Bench-to-bed": unmet de⁃
mands of mCRC trials（Jun Zhang 张 俊）

11:00~11:20 Targeted therapy for metastatic CRC（Jin Li 李 进）

Lymphoma Forum for Young Investigators（2C Meeting Room，2nd Floor）
Co-Chairs： Owen O’Connor，Pier Paolo Piccaluga，Susan Bates
08:40~09:10 Clinical research of extranodal Natural Killer（NK）/

T-cell lymphoma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Zhi-Ming Li 李志铭）

09:10~09:40 CAR T-cell therapy for CD30+ lymphomas: ready to
go（Ling-Yan Ping 平凌燕）

09:40~10:10 Signaling transduction pathway: Targeted therapy in
malignant lymphoma（Li Wang 王 黎）

10:10~10:40 Is doxorubicin still the standard anthracycline in the
management of non-Hodgkin lymphoma?（Kai Xue
薛 恺）

10:40~11:10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s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aggressive T cell lymphoma: 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De-Hui Zou 邹德慧）

11:10~11:40 How to detect high risk CNS relapse DLBCL（Yan
Qin 秦 燕）

11:40~12:00 Declaration of best presenters and closing speech by Chair
OOTR转化肿瘤学专场（No.3 Meeting Room，2nd Floor）
Co-Chairs： Louis Chow（周永昌），Masakazu Toi
08:35~08:55 Cancer stem cell: Interaction with microenvironment

and resistance to therapies（Xiu-Wu Bian 卞修武）

09:00~09:20 Immun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for whom; when;
where and why（Paul Mainwaring）

09:25~09:45 Cancer metabolism and tumor micro-environment
（Louis Chow 周永昌）

10:15~10:35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current treatment practice
in China（Bing-He Xu 徐兵河）

10:40~11:00 Current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in Japan: differ⁃
ences between Japan and the West（Masakazu Toi）

11:05~11:25 Treatment paradigm of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in
the era of molecular medicine（Sung Bae Kim）

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论坛（1楼1E号会议室）

主席： 张 力 王 洁

08:35~09:05 靶向序贯化疗（周彩存）

09:05~09:35 靶向同期化疗（程 颖）

10:35~10:55 靶向治疗耐药再次活检的必要性（陈海泉）

10:55~11:15 肺癌个体化治疗时代的检测变革（王 洁）

11:15~11:45 Gene fusion as a new class of genetic alteration and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ancer（Wei Zhang）
11:45~12:00 EGFR基因突变状态未知NSCLC治疗（刘晓晴）

非小细胞肺癌论坛——病理、影像、外科专场（1楼1F-1会议室）

主席：王长利 曹登峰

08:35~09:05 非小细胞肺癌病理形态学诊断进展（曹登峰）

09:05~09:30 非小细胞肺癌外科治疗进展（王长利）

10:25~10:50 肺癌-影像与基因表达（叶兆祥）

10:50~11:20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选择（王 群）

11:20~11:50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科治疗的共识与争议（许 林）

乳腺癌论坛1（1楼1F-2会议室）

主席：任国胜 于 丁

08:30~08:50 重视临床病例总结，加强理念更新（刘荫华）

08:50~09:10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临床试验引导临床实践（王永胜）

09:10~09:30 初治晚期晚期乳腺癌的局部处理（金 锋）

09:30~10:00 Chemotherapy Options for Elderly MBC Patients
（Matti Aapro）

10:00~10:20 现代乳腺癌的放疗应用（陈佳艺）

10:50~11:10 三阴性乳腺癌分子亚型与抗转移治疗优化策略（王雅杰）

11:10~11:30 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化疗（王中华）

11:30~11:50 三阴性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李惠平）

肿瘤血管靶向肺癌及相关疾病论坛（1楼1B会议室）

主席： 韩宝惠 李 凯

08:40~09:00 抗肿瘤血管生成的新视角（钱朝南）

09:00~09:20 影像学评价抗血管生成疗效新理念：由表及里、由量到质（李凯）

09:20~09:40 肿瘤抗血管生成药物机制和应用策略思考（聂立功）

09:50~10:10 肺癌免疫血管靶向的研究进展（韩宝惠）

10:10~10:30 肺癌抗新生血管治疗——功能影像检查应用及意义（卢铀）

10:40~10:50 抗血管生成治疗在NSCLC中持续用药对患者影响（方健）

10:50~11:00 抗血管生成治疗重塑肿瘤微环境对免疫抑制影响（罗 锋）

11:00~11:10 不同剂量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持续给药治疗

NSCLC的 II期研究（黄 岩）

11:10~11:20 循环血管内皮细胞在抗血管生成治疗中的价值（储天晴）

11:20~11:30 持续泵注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同步放化疗治

疗NSCLC的临床试验阶段性报告（惠周光）

11:30~11:40 抗血管生成治疗防治放射性肺炎作用及机理进展（刘 莉）

11:40~11:50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新辅助化疗治疗骨肉瘤

的临床研究（董 扬）

头颈肿瘤论坛（1楼1C会议室）

主席：唐平章 郎锦义 陆嘉德

08:30~09:00 EGFR-targeted therapy in HNSCC: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s（Rolando Pérez Rodríguez）

09:00~09:20 头颈鳞癌颈清扫术的进展（唐平章）

09:20~09:40 头颈部肿瘤的质子重离子治疗（陆嘉德）

10:10~10:30 晚期口腔颌面-头颈部鳞癌EGFR单抗靶向治疗的

多中心临床研究（郭 伟）

10:30~10:50 鼻咽癌综合治疗进展（林少俊）

10:50~11:10 台湾头颈部肿瘤诊疗进展（颜家瑞）

肿瘤综合治疗论坛（2楼2A01会议室）

主席：罗荣城 王杰军

08:30~09:00 糖尿病与肝细胞癌相关性的研究进展（罗荣城）

09:00~09:30 肿瘤信号通路相关治疗靶点的研究进展（李爱民）

09:30~10:00 胸腔热灌注化疗进展（王远东）

10:00~10:30 原发灶不明转移癌的诊断与治疗进展（郑 宇）

10:30~11:00 分子靶向治疗——恶性黑色素瘤临床研究主旋律（宋鑫）

CSCO青年医师论坛——乳腺癌专场（2楼2A02会议室）

主席：刘秀峰 殷咏梅 陆劲松

08:30~08:45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相关问题（李南林）

08:45~09:00 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策略和进展（郭宝良）

09:00~09:15 乳腺癌辅助化疗进展（张少华）

09:15~09:30 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成就与探索（欧阳取长）

09:30~09:45 乳腺癌影像学研究进展（华 佳）

09:45~10:00 转移性乳腺癌的全身化疗现状和进展（王碧芸）

10:00~10:15 晚期乳腺癌分子靶向治疗进展（郝春芳）

10:15~10:30 晚期乳腺癌疗效评估指标解析（殷咏梅）

10:30~10:45 乳腺癌解救内分泌治疗的进展（管晓翔）

10:45~11:00 乳腺癌钼靶筛查在我国开展的意义和策略（李俊杰）

妇科肿瘤治疗论坛（2楼会见厅）

主席：吴令英 吴小华

08:30~8:55 宫颈癌的诊治进展（周 琦）

08:55~9:20 宫颈癌的的放射治疗进展（黄曼妮）

10:37~11:02 妇科肿瘤的靶向治疗进展（吴小华）

11:02~11:27 新辅助治疗在卵巢癌治疗中的思考（吴 鸣）

11:27~12:00 复发卵巢癌的治疗策略（吴令英）

胰腺癌论坛（3楼3B会议室）

主席：王理伟 张阳

08:30~08:45《胰腺癌综合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新闻发布会

08:45~09:05《胰腺癌综合诊治中国专家共识》解读，外科治疗（傅德良）

09:05~09:25《胰腺癌综合治疗中国专家共识》晚期胰腺癌治疗（熊建萍）

09:25~09:45《胰腺癌综合治疗中国专家共识》放疗解读（白永瑞）

09:45~10:05 The Stand Up to Cancer Pancreas Cancer Dream Team:
Advancing Translational Research（Jeffrey Drebin）

10:20~10:40 New hypoxia-activated prodrug TH-302: the ad⁃
vance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pancreatic cancer.
（Mehdi Fazal）

10:40~11:00 胰腺影像检查：从“乱象”到“共识”（王 俭）

11:00~11:15 影像引导下经皮胰腺占位性病变穿刺活检临床实践（万智勇）

淋巴瘤继续教育专场1（3楼3C会议室）

主席：胡 豫 张清媛

08:40~09:05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吴敏媛）

09:05~09:30 2014NHL的主要治疗进展（或2014 ASCO淋巴瘤的

主要治疗进展）（林桐榆）

09:30~09:55 儿童NK/T细胞淋巴瘤治疗进展（王天有）

09:55~10:20 从2014 EHA看B细胞淋巴瘤的新进展（王华庆）

下午

全体大会（2楼海峡厅Straits Meeting Hall，2ndFloor）
荣誉主席（Honorary President）：吴孟超（Meng-Chao Wu），孙 燕

（Yan Sun），廖 美 琳 （Mei-Lin Liao），管 忠 震

（Zhong-Zhen Guan）
大会主席（Conference President）：吴一龙（Yi-long Wu），秦叔逵

（Shu-Kui Qin），马 军（Jun Ma）
14:30~14:50 主席致词（President's Address）孙燕，吴一龙

14:50~14:55 年度成就奖颁奖嘉宾（Annual Achievement Award
Presenters）廖美琳，管忠震

14:55~15:10 年度成就奖获奖演讲（Acceptance Speech of Annual
Achievement Award）

15:10~15:15 宣布优秀论文获奖名单（Awarding List of Excellent
Dissertation）马 军

15:15~15:20 CSCO—默克雪兰诺肿瘤研究基金成立

15:25~15:55 Development of Immunotherapy and Targeted Thera⁃
py for Lung Cancer（Pasi A. Jänne）

16:00~16:10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Asian subgroup of patients
（pts） with EGFR-TKI- resistant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in a phase I
study of AZD9291（AURA）（Myung-Ju Ahn）

16:15~16:30 专家点评（Abstract Discussion）（Jie Wang 王 洁）

16:30~16:40 Overall survival（OS）with afatinib（A）vs gemcitabi⁃
ne/cisplatin（GC） in treatment- naive Chinese pa⁃
tients（pts）with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
cer（NSCLC）harboring EGFR mutations（mut）: sub⁃
population analysis from LUX-Lung 6（LL6）（吴一龙）

16:45~17:00 专家点评（Abstract Discussion）（Li Zhang 张力）

17:00~17:10 Phase III study of apatinib in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 controlled trial.
（秦叔逵）

17:15~17:30 专家点评（Abstract Discussion）（Jian-Ming Xu 徐建明）

17:40~17:50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egorafenib（REG）monothera⁃
p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previously treated meta⁃
static colorectal cancer（mCRC）: Subgroup analysis
of the CONCUR trial（Rui-Hua Xu 徐瑞华）

17:45~18:00 专家点评（Abstract Discussion）（Lin Shen 沈 琳）

“中国医学论坛报

今日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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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s Corner

““临床肿瘤学者杰出工作的浓缩临床肿瘤学者杰出工作的浓缩””
在 本 次“Presi⁃

dent's Corner”的专访

过程中，吴一龙教授

聊得最多的就是“全

体 大 会 ”这 个 环 节 。

其实，在会前多次与吴

教授的聊天中，他也都

着重提及了“全体大

会”，并提醒媒体应该

加大对这一部分的报

道力度。几位其他大

会共同主席也均在采

访中不约而同地提及

了“年度成就奖”等全

体大会环节的内容。

通过专访，记者

渐渐明白了几位 CS⁃
CO 年会共同主席的

良苦用心，也切实地

感受到了整个 CSCO
执行委员会对于本次

全体大会的精心准备

和安排——除了向全

世界展示过去 1年中

我国临床肿瘤学工作

者的杰出工作，让世

界 听 到 来 自 中 国 的

“好声音”；同时更是

希望听会者能受此鼓

舞，将创新等精神传

递到自己的实际临床

工作中去。

■记者眼

全体大会——今天

下午唯一的学术场次

今年一改以往第一天举办开幕式的传统，将开幕式改为今天下午的全体大会（Plenary Session）的形式。全

体大会将占据今天整个下午，而且也是今天下午唯一安排的学术场次。之所以全体大会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

置，是因为其中每个环节设置都浓聚了大家近1年来的心血和努力。

全体大会将由我国4位临床肿瘤学领域德高望重的前辈——吴孟超院士、孙燕院士、廖美琳教授、管忠震

教授任荣誉主席，秦叔逵教授、马军教授和我本人任大会主席。在首先进行的颁奖典礼环节，我们将颁出一个

重量级的奖项——CSCO年度成就奖。

CSCO到今年已经成立17年了。17年来，众多学者为我国临床肿瘤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CSCO
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我国临床肿瘤学老一辈专家们的努力和支持。我们这一辈可以说是站在前辈的肩膀

上才能有机会得到学习和提高的，前辈的鼓励是我们成长和前进中的重要动力。在老一辈专家的指导下，创新

成为学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其生命力所在。从今年始，学会设置了一个CSCO年度成就奖。希望这个奖能

树立一个榜样，让更多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医生们能意识到创新是我们工作上的灵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通

过这个奖项，一方面希望表彰在过去1年中为我国临床肿瘤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和工作的杰出学者，另一方面

也想能借这个奖项，鼓励大家把创新精神落实到实际的临床肿瘤学研究中去。

创新是学会发展的永

恒主题。希望能借今

年首设的“CSCO年度

成就奖”，鼓励大家把

创新精神落实到实际

临床肿瘤学研究中去

CSCO年度成就奖主要是为了表彰在过去1年中对国际肿瘤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临床肿瘤工作者

所开展的临床研究。希望通过这些与我国实践息息相关的循证医学证据展示，引领我国未来临床肿瘤学发展

趋势和方向。在提名条件中特别强调了“在过去1年中所做出的、对我国乃至国际上临床实践有重要影响的临

床肿瘤学研究”。这是因为作为中国的临床肿瘤学会，CSCO特别希望通过这个奖项展示1年来在临床肿瘤学

进展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是新鲜热辣的那些成果。经过“提名→审查→初筛→投票→确定”几个环节，最

终确定了2013-2014年度成就奖的获得者是解放军八一医院的秦叔逵教授。众所周知，秦叔逵教授的研究团

队连续两次在ASCO年会上进行了口头报告，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和好评。届时，秦教授将在获奖感言中讲

述研究的始末，同大家共同分享研究背后的故事。

秦叔逵教授荣获首届

“CSCO年度成就奖”

3

1

2

4
口头报告——我国临

床肿瘤学者年度工作

成果的精华展示

在颁奖典礼和大会报告后，将会进入今年年会学术交流的最重要部分——口头报告的交流。我们精选了

4篇在过去1年中在国际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创临床研究，其中3篇都是我国学者任主要研究者（PI）的研究，癌

种主要涵盖了肺癌、胃癌和肠癌，同时我们还会配以国内知名专家的点评。口头报告使全体大会学术性特点更

加鲜明，这也彰显了我国临床肿瘤学研究在1年来取得的重要成果，也让世界更多地听到来自中国的“好声音”。

—— CSCO 2014共同主席吴一龙教授

（《中国医学论坛报》廖莉莉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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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论坛报》（以下简称《论坛报》）：

请您谈谈ESMO-CSCO会场的特色及内容等

的设置过程？

徐瑞华教授：CSCO发展到今天，在中国

已经具备强大的影响力，为能够让更多临床肿

瘤医生迈出国门，让中国的肿瘤临床研究更多

地为国际学界所了解，在今年年初，CSCO召

开常务委员会时，确立了国际化的目标，这也

是一个学术学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化进程最重要的是与国际有影响力

的肿瘤学会进行合作和交流。今年的CSCO
年会，是一个最大的机会，我们能够借此机会，

与ASCO、ESMO和JSCO进行有效的对接，通

过双方商榷，有了今年CSCO年会上的几个国

际联合专场。

在国际联合专场的内容设置上，以

ESMO-CSCO联合专场为例，很多的临床医

生对ESMO也许并不陌生，但是也有很多人并

不是十分了解。联合专场请来的两位国外嘉

宾，都在ESMO中承担比较重要的职务角色，

他们是受到ESMO的委托来参加今年CSCO
年会。两位学者将介绍ESMO的发展现状，这

意味着这是一次官方的合作，即ESMO首次在

中国，与CSCO联合进行专场会议。

对各联合专场的内容，本次年会基本以

癌肿或专门的话题进行划分和设置，确定某一

种疾病，作为专场讨论内容，会更加具有吸引

力。ESMO-CSCO专场的重点内容以肠癌为

主 ，ASCO-CSCO 专 场 设 定 为 乳 腺 癌 ，

IASLC-CSCO则是肺癌专场等。

《论坛报》：请您谈谈该ESMO-CSCO会

场的主题，及您对听会者的期待。

徐瑞华教授：结直肠癌领域近年来的发

展主要以靶向治疗和维持治疗的进展为主，研

究多集中在治疗策略上的思考，因此在本次会

议上，我们的内容主题也选定在这两个方面来

展开进行汇报和讨论。在联合专场，官方语言

是英文，因此，除国外专家外，国内进行汇报的

专家人选我们也选择了在国内结直肠癌领域

成绩较为优秀的青年专家，例如中山大学肿瘤

防治中心的陈功教授和上海瑞金医院的张俊

等，进行论文的展示交流。对于这次会议，我

相信进行报告的专家都会充分准备，会将结直

肠癌领域近年来的最新进展做充分的展示，因

此从内容上与会者将在结直肠癌领域收获颇

丰。尽管如此，因为官方语言为英文，可能会

为部分参会者带来一定压力，但无论如何，

CSCO如果要率领中国肿瘤临床医生走向国

际化，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也是所有中国肿瘤

工作者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一次、两次甚至十

次之后，CSCO年会就会真正地与国际接轨，

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肿瘤学界不可或缺的角

色，国际上的知名专家也进而更加愿意参加

CSCO的会议，CSCO将不再是中国仅有的标

志，也将真正成为国际性的标志。在此，我认

为CSCO年会今年的会议设置走出了向国际

化迈进最关键的一步，具有划时代意义。

我们希望，今年的年会能有更多的中青

年学者参加，他们普遍英文水平要好一些，在

今年的年会上，希望他们参与会场的互动，除

听会之外，还要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一定会

有非常大的收获。

《论坛报》：您如何诠释本次年会的主题

“提升规范水平，拓展国际视野”？

徐瑞华教授：对于规范来讲，包括NCCN
指南，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的规范指南等等，

我们在规范的制定和修改上，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而在我们日常实际工作中，仍然会见到很

多不够规范的病例存在。因此，“提高规范水

平”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应该是长期的过程，

在一定时期内的，通过学术会议、继续教育，让

更多医生和研究者明白，某种疾病在什么状态

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明确应该怎

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

但是，这个过程比较漫长，而且会牵扯很

多因素，有医生自身、患者及家属及社会、经济

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规范的实际实

施，影响治疗决策。如果我们希望持续提高诊

治水平；提高规范水平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问

题。（《中国医学论坛报》贾春实采写）

国际化趋势下国际化趋势下 CSCOCSCO 的重要转变的重要转变
——访CSCO组织委员会主任徐瑞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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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瑞华教授

（ESMO-CSCO联合论坛中方主席）

我认为，CSCO年会今

年的会议设置走出了向国

际化迈进最关键的一步，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月 19日，CSCO和 ESMO（欧洲内科

肿瘤学会）将合作举办关于“结直肠癌治疗

进展”的联合论坛。作为ESMO教育论坛

的主席、以及与徐瑞华主席一同作为本次

ESMO-CSCO联合论坛的共同主席，我很

荣 幸 与 我 的 德 国 朋 友 和 同 事

Claus-Henning Köhne教授（该联合论坛第

2位欧洲讲者）为本次论坛共献绵薄之力。

这将给予我一个与中国同行们分享关

于结直肠癌治疗观点的宝贵机会。近年

来，基于多学科综合治疗和个体化药物的

发展，结直肠癌治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

总生存的改善情况也可见一斑。在本次联

合论坛中，向大家介绍ESMO结直肠癌诊

疗指南，与中国肿瘤学家交流和探讨我们

的观点——尽管存在差异但都是关注着未

满足的治疗需要，了解我们该如何进一步

合作来改善治疗和提高质量，对于我们而

言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ESMO代表着欧洲肿瘤治疗的当前观

点和政策，是由全体欧洲国家成员组成的

多文化团体，主要关注肿瘤内科学，但同时

也注重与肿瘤治疗、肿瘤教育和肿瘤政策

领域所有相关人员的合作。

考虑到交流是增加知识储备的一个重

要来源，ESMO非常乐于与世界其他国家

分享自己的观点。与CSCO的联合论坛就

是通过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极好的

例证。亚洲国家是充满无限潜力的伙伴，

而欧亚大陆都有开放医学科学领域前沿的

需要，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开展进一步的合

作。学生课程教育项目、导师项目、ESMO
峰会、临床试验课程等都已提上议程，借助

国际团体间合作这些项目很容易在亚洲国

家复制。

当然，语言、医疗体系差异或文化差异

的障碍是客观存在的，但通过良好的合作

与观点交流也能消除这些障碍。ESMO希

望通过组织更多的合作项目、增加年会参

会人数和ESMO中国成员数，以及为制定

决策定期与CSCO董事会成员碰面，来加强

与CSCO在肿瘤内科学各领域的合作。

按发病率来看，结直肠癌仍然是欧洲

最常见的肿瘤。为了提高治愈率，需要从

预防、早期诊断、多学科综合治疗每一层面

进行改善。

预防方面，应该加强群体教育，包括饮

食推荐、体育锻炼、防止肥胖。对人群中有

疾病或遗传因素的高危个体优先进行鉴

别，以便尽可能早地诊断出潜在的结直肠

癌易感的个体。目前已经开展了基于粪便

潜血试验的结直肠癌筛查项目，但依从性

较低，结肠镜检查相对更易于进行。

已确定为结直肠癌患者应强制进行多

学科综合治疗。

尽管接受辅助性化疗后有治愈率收

益，但仍有1/3患者将死于转移性病变，需

要进一步开展临床研究。对于转移癌患者

在化疗基础上增加靶向药物可以改善总生

存，但是很难治愈。较理想的情况是，如果

可以获得肿瘤相关标志物，则应该应用这

些标志物引导靶向药物的应用，但是其他

通路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对于当前可用的治疗方案，学术性合

作组织开展临床试验时应着眼于建立最佳

使用顺序的策略，需要对所有能的组合类

型进行验证。（《中国医学论坛报》许景红、

黄蕾蕾采写，采访原文详见第5版）

Jean-Yves Douillard教授

（ESMO-CSCO联合论坛外方主席）

考虑到交流是增加知识

储备的一个重要来源，ESMO
非常乐于与世界其他国家分

享自己的观点。与CSCO的联

合论坛就是通过合作来实现

这个目标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专场时间：

9月19日08：30~12：00
地点：1D 会议室

合作分享是丰富知识的重要来源
——访法国R. Gauducheau综合肿瘤中心Jean-Yves Douillard教授



Generally, ACT should not be recommended to all
stage Ⅱpatients as a routine in clinical practice according
to major guidelines. There are two strategies in making a de⁃
cision.

First, to identify a so-called“high risk”subgroup pop⁃
ulation of stage Ⅱpatients who have a potential high risk
for cancer relapse and metastasis. This special high risk
group need more aggressive treatment including ACT due
to poorer prognosis. One or a panel of prognostic markers
will help to identify such a group. The current consensus for
definition of high risk stage II colon cancer is those with
poor prognostic features, including T4 tumors etc.

The second strategy is to identify the subgroup popula⁃
tion who can or can not benefit from the current standard
adjuvant chemotherapy. Currently the only marker with po⁃
tentially predictive value is MMR.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MMR status is controversy.

Dr. Jin Li

CSCO Organiz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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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of Targeted Therapy in mCRC in 2014
Speaker：Jin Li, Fuda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China
Time：11:00~11:20

There are great controversies
in the value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ACT) for patients
with stage Ⅱcolon cancer.

I wish the readers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ribune will be numerous at attending the
CSCO annual meeting as well as the
CSCO-ESMO joint symposium and that they
will be convinced that further collaboration is
needed and they should be part of it.

■Keynote Speech In International Session

ESMO-CSCO Joint Symposium
Subject: The Treatment Progress in CRC（08:30~12:00 , September 19，1D Meeting Room）

On September 19th , CSCO and ESMO will join their
efforts to offer a joint symposium on“treatment progress in
colorectal Cancer”. As chair of the educational symposium
of ESMO and co-chair of the symposium along with Pr
Ruihua Xu, I am very happy to contribute to the event with
my German friend and colleague Pr Claus-Henning Köhne
as the second European speaker. It will be of major
importance for us to present the ESMO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discuss with
Chinese oncologists our personal points of view, differences
in management but also common preoccupation on unmet
need, and to see how we can further cooperate together to

improve outcomes and quality of care.
ESMO reflects the present point of view and policy in

terms of cancer care in Europe. It focuses mainly on
medical oncology but open to collaboration with all
stakeholders in the field of cancer treatment, education and
onco-policy. ESMO is very much opened to sharing its
point of view with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e consider
Asian countries as full potential partners, we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both continents to open their frontier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science and we wish to develop further
collaboration. There are some barriers in terms of language,
healthcare system differenc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that
could be abrogated through better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of opinions. ESMO wishes to intensify its efforts
to collaborate with CSCO in all the field of medical
oncology by organizing further joint event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at its annual meetings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Chinese ESMO members and meet with board
members of CSCO regularly for decision making.

In order to improve cure rates of colorectal cancer, all
steps in prevention, early detection and multidisciplinary
management should be improved. Educa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terms of primary prevention should be
intensified with recommendation for diet,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fight again obesity. Identification of
high-risk individual among the population with medical or
family factor should also be a priority to diagnose as early
as possible pre-existing predispositions to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 with fecal occult bleeding
(FOB) are performed but compliance is low, colonoscopy
should be performed more easily. Despite the cure rate
benefit provided with adjuvant chemotherapy, still about
one third of patients will die from metastatic progression
and further clinical research is needed.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disease, targeted agents added to chemotherapy
improves overall survival but hardly cure. Ideally, tumor
associated biomarkers, when available, should guide the
use of targeted agents but other pathways need to be
explored. With the treatment armamentarium presently
available, strategies looking at the best sequence to use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clinical trials performed in
academic cooperative groups.

(Interviewed by Jinghong Xu from China Medical
Tribune)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in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Stage II Colon Cancer
Speaker：Gong Che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China
Time：10:10~10:30 The result of CALGB 80405 showed these two mono⁃

clonal antibodies conferred similar benefits as first-line
treatment with chemotherapy for KRAS wild type (codons
12, 13) mCRC. 1,137 previously untreated mCRC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chemotherapy plus either beva⁃
cizumab or cetuximab. At a median follow-up of 24
month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either
OS or PFS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s.

Although this study did not meet the primary
endpoint of superiority, it actually sets a new landmark for
clinical trials in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The progress
that has been made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over
the years, and the median OS was markedly prolonged
from 8 months 25 years ago to approximately 30 months
right now, mostly contributed to the new generation drugs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the idea of surgically
aggressive interventions widely accepted by oncologists.

Addition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in another phase
Ⅲ trial of FIRE-3. Patients’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other variables were further analyzed to identify the
association with clinical outcomes in this study. Firstly,
exploratory retrospective analysis has found response to
therapy in mCRC may not only depend on the selected
regimen, but also on gender of the patient and location of
the primary tumor. Left-sided tumors are different to
right-sided tumors with regards to prognosis. Treatment
effect in left-sided tumors was more prominent in the
cetuximab arm. For example, in cetuximab arm, tumors in
the left-sided CRC had a median PFS of 10.8 months and
OS of 38.7 months, whereas in the right-sided CRC had
only 6.9 and 16.1 months respectively. Male patients had
a markedly better outcome compared to female patients,
and this effect was more prominent in the cetuximab arm.

Secondly, influence of second-line treatment was
also analysed in this study. Second-line application of
antibodies was favoured in patients with shorter first-line
PFS. Additionally, successful first line therapy affects
outcome across following lines of therapy.

Dr. Gong Chen

Collaboration & SharingCollaboration & Sharing
Jean-Yves Douillard (Co-Chair, ICO R. Gauducheau, France )

Who is better: cetuximab or
bevacizumab? This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clinical oncologists since
these two targeted drugs were
approved for marketing 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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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鼎智教授

李子禹教授

金晶教授

刘天舒教授

R0切除术在胃癌肝转移患者
中的应用和进展

近期统计数据揭示中国胃癌发病率为第2位（36.21例/
10万人），死亡率为第3位（25.88例/10万人）。手术是胃癌唯

一的根治性手段，不同期别的胃癌术后生存差异明显，ⅠA
期、ⅠB期、Ⅱ期、ⅢA期、ⅢB期、Ⅳ期胃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

分别是78%、58%、34%、20%、8%和7%。对于转移性胃癌

患者，化疗是最主要治疗，遗憾的是传统化疗药物姑息治疗

效果极为有限，客观缓解率约30%～40%，中位生存期仅为

9～13个月。其中仅有肝转移的胃癌患者，姑息化疗5年生

存率不足2%。传统化疗疗效已接近瓶颈，即使联合靶向药

物疗效提高仍然十分有限。随着对实体瘤生物学行为特征

认识的提高和治疗的发展，部分转移性实体瘤的治疗取得

巨大进步。可R0切除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的中位生存

期达到 35个月，5年生存率可达 30%～50%。近年来一些

研究探索了外科根治性切除在胃癌肝转移患者中的应用，

本文拟就外科手术在可R0切除胃癌肝转移患者中的研究

作一回顾，探讨根治术在肝转移患者中的价值和意义。

报告者：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黄鼎智

时间：9月20日10:30~10:45

复发转移性胃癌综合治疗论坛（2楼3号会议室）

胃癌为全球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其患病率居

恶性肿瘤第2位，而死亡率更是居首。

新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胃癌临床实践

指南》将远处转移列为Ⅳ期胃癌的唯一指标。即只要胃癌

患者发现远处转移（肝脏、腹膜、卵巢、肺、脑等）即属Ⅳ期，

即晚期胃癌。

晚期胃癌患者已经失去根治性手术机会，治疗手段主

要包括放疗、化疗、生物免疫治疗及姑息性手术治疗等。世

界卫生组织（WHO）关于姑息治疗的定义明确为“既不加速

死亡也不延长生存、但能够有效缓解疼痛或其他致使患者

痛苦的症状的干预手段”。

而胃癌姑息性手术治疗主要用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例如NCCN指南中对于晚期胃癌手术治疗方面的建议：腹

膜受累、远处转移或局部晚期（如肿瘤侵犯或包绕大血管）

肿瘤为不可切除；仅为缓解出血症状而对不能切除的肿瘤

行部分胃切除；除非患者存在症状，否则不应进行姑息性胃

切除术，并且不需要清扫淋巴结；胃空肠吻合旁路手术对缓

解梗阻症状可能有效；可考虑胃造口术和（或）放置空肠营

养管。

晚期胃癌的最佳治疗到底是采取积极化疗，放疗及手

术，抑或是单纯营养支持等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然而近

些年随着有效化疗及靶向药物的不断涌现，晚期胃癌疗效

的期望值在逐步升高；加之手术、麻醉技术及围术期监护和

处理更加成熟，在手术安全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为了提高

疗效而行的姑息手术有增多的趋势，临床实践中部分患者

也的确从手术中获益。

晚期胃癌姑息手术外科观

报告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李子禹

时间：9月20日10:45~11:00

复发转移性胃癌综合治疗论坛（2楼3号会议室）

复发转移性胃癌综合治疗论坛（2楼3号会议室）

晚期胃癌姑息性放疗的是与非

局部进展期胃癌放化疗的是与非
我国是胃癌大国，每年大约有 40万新发病例及 30万

死亡病例。在接受手术的患者中，约91%胃癌患者死于术

后复发。胃癌复发有多种方式，分为局部复发、肝转移复

发、肝转移以外的血行转移性复发、腹膜播种、淋巴结转移

复发、其他等6种，其局部（手术野）复发和残胃复发合称为

局部复发。局部复发病例的具体复发原因往往难以确定。

相当多的病例因复发癌肿包绕残胃和手术野而难以辨明复

发的起源，甚至有些影像学检查以为是残胃复发者术中却

发现属手术野复发，残胃癌灶只是复发癌肿的一部分。作

为胃癌复发的主要方式之一，与腹膜播种等相比，局部复发

性胃癌仍有再手术切除的可能，且经辅助化疗还可改善治

疗效果。所以认识胃癌局部复发的特点，掌握治疗要点对

提高胃癌治疗效果具重要意义。

晚期胃癌腹膜转移的处理对策
胃癌中腹膜转移约占40%～50%，胃癌腹膜转移自然

病程的平均生存时间和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6.5个月和3.1
个月，预后极差，如不予以治疗严重威胁患者生命，但目前为

止，并无行之有效的国际认可的标准治疗方案，因此胃癌腹

膜转移的诊疗模式值得深入探讨。目前普遍被接受的仍然

是Paget提出的“种子——土壤学说”，即单个肿瘤细胞从原

发部位脱落，这些游离的肿瘤细胞分散于腹腔液中，肿瘤细

胞分泌细胞因子等，引起腹膜发生纤维化等变化，为腹膜转

移提供“土壤”，肿瘤细胞与腹膜间皮细胞通过细胞间黏附分

子1和CD44等直接相互作用，打开腹膜间皮细胞之间的细

胞连接，到达腹膜间皮的细胞外基质，通过整合素等引起基

质降解，肿瘤细胞侵袭进入间皮下层，继续浸润性恶性生长。

胃癌细胞脱落至腹腔与胃癌是否侵及胃浆膜及侵犯

胃浆膜的面积大小有关。会上，将围绕晚期胃癌腹膜转移

的处理对策展开具体论述。

报告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刘天舒

时间：9月20日09:30~10:00

复发转移性胃癌综合治疗论坛（2楼3号会议室）

责编：廖莉莉 编辑：王姗 电话：（010）64036988-208 E-mail：liaoll@cmt.com.cn 美编：刘欣

报告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金晶

时间：9月20日10：00～10：30

复发转移性胃癌综合治疗论坛（2楼3号会议室）

报告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彭建军

时间：9月20日 11:30~11:45

尽管近年来胃癌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但目前仍然是

世界第4大恶性肿瘤，更是我国常见且预后较差的恶性肿

瘤之一。根治性手术切除是治愈胃癌最重要的手段，但只

适用于早期或局部晚期可手术胃癌。而我国病患的特点是

“进展期胃癌比例高”，约50%以上的患者就诊时已出现远

地转移或因局部肿瘤病期较晚而失去了手术机会，通常这

样的患者预后很差。针对这部分晚期患者，目前主要的治

疗手段是化疗。但是晚期胃癌单纯化疗疗效欠佳，中位生

存期仅8～13个月。因此，对于晚期不可手术或已发生转

移的患者，应考虑放疗这个局部治疗手段，对合适的患者进

行多学科会诊，综合运用化疗、放疗、手术、支持治疗等方法

减轻患者痛苦、加强营养、提高生活质量并改善预后。

结合病史及疗前的影像、病理学检查，晚期胃癌可分为

以下两种：①局部晚期不可手术切除/复发后胃癌；②初诊

即有远地转移的Ⅳ期胃癌；③胃癌导致严重症状。在这几

类晚期胃癌中，放疗的作用与目的不尽相同。

放化疗是比较安全的治疗手段，而且还可降低肿瘤分

期，提高手术切除率和总体疗效。而在不可手术或复发胃

癌，通过放化疗，若局部肿瘤退缩满意且无其他新远地转移

灶出现，则部分患者仍有手术希望。之所以力争手术切除，

是因为对于可耐受手术的、一般情况较好的局部晚期胃癌

患者，无论是根治性还是姑息性切除，均可带来生存受益。

不过，目前围绕晚期胃癌的姑息性放疗，也存在一些问

题。会上，我们将集中围绕这类胃癌患者群体姑息性放疗

的是是非非展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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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LC治疗新靶点及
其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抗肿瘤药物朝着针对基因改变及肿瘤相关信号通路

的小分子靶向药物方向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把肺腺癌分

成EGFR突变和ALK重排的亚型并给予相应口服靶向药

物治疗能很好地改善患者的生存。EGFR-TKI 和
ALK-TKI的发展，耐药机制的探究及这两种药物单药治

疗的局限性是目前国际上研究热点的一部分。而随着

NSCLC其他驱动基因的发现及相应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

不断研发，将使肺癌的治疗引领至更广阔更精确的靶向治

疗时代。在临床中，只有一小部分肿瘤能够找到驱动基因

并给予相应的靶向药物进行有效治疗。在肺鳞癌和肺腺

癌中都存在非EGFR突变、非ALK重排的少见突变，但携

带这些突变的NSCLC患者人数稀少，每种突变几乎都仅

占NSCLC的1%~3%，虽然部分少见突变肺癌可能对某些

小分子的激酶抑制剂有效，但尚需大规模随机双肓临床研

究进行验证。

ALK最早是在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痛的一个亚型中

被发现的，因此定名为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2007年日本学者首先在非小

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发现了一个 ALK融合基因

——EML4-ALK，之后又陆续发现一些其他ALK基因

重排的融合表型，至 2011年正式明确ALK阳性NSCLC
的定义：包括针对 ALK 融合基因的荧光原位杂交

（FISH）技术和基于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技术或

针对ALK融合蛋白的免疫组化（IHC）特定方法检测阳

性的NSCLC。据目前估计，虽然EML4-ALK融合基因

只出现在大约3%~5%的NSCLC中（具体因研究的人群

和使用的ALK检测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由于

NSCLC占肺癌病例的80%~85%，所以每年中国ALK阳

性NSCLC新发病例数接近 35000例，将带来巨大的社

会及经济负担。

既往的一线化疗对于ALK阳性和野生型的治疗效

果并无显著差别，而针对ALK基因靶点的小分子抑制

剂克唑替尼（crizotinib）的到来将改变这一状况。克唑

替尼是一种口服的ATP竞争性多靶点酪氨酸激酶受体

抑制剂（TKI），对ALK有高选择性。基于两项共纳入

255名局部晚期或转移的ALK阳性NSCLC患者的临床

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克唑替尼被 FDA批准上市，同

时，NCCN指南推荐对于晚期ALK阳性的NSCLC患者

一线治疗首选克唑替尼。

本报告将对克唑替尼及其他二线TKI在ALK阳性

NSCLC中的相关临床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梳理。

非小细胞肺癌论坛（1楼1E会议室）

ALK阳性NSCLC临床研究
纵览

肺癌个体化治疗时代的检测
变革

对肺癌驱动基因的深入研究导致了基因检测的

巨大变革，肺癌驱动基因的检测正在经历从单基因到

多基因、从静态到动态、从定性到定量、从组织水平到

单细胞水平的变革。随着组织病理学到分子病理学

的发展，NSCLC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疾病而是由不同驱

动基因作用的一组疾病。检测技术的变革已经并将

继续推动肺癌个体化精准治疗的深入发展：“从单基

因到多基因、从肿瘤组织到单细胞”的变革使临床实

践中能更充分地利用有限的肿瘤标本获得更多的可

指导个体化治疗的信息；“从静态到动态”的变革使对

靶向治疗的疗效和耐药监测成为可能；而“从定性到

定量”的变革则有助于更深入了解NSCLC异质性，指

导更为合理的治疗策略的制定。

EGFR基因突变状态未知
NSCLC 治 疗 ——TKI or
化疗？

目前非小细胞肺癌依据驱动基因EGFR突变状态

分为 EGFR 突变型、EGFR 野生型和 EGFR 状态未知

型，在个体化治疗理念主导的当今，临床实践必须依

据其EGFR基因状态选择治疗。

在分子生物学指标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时代，我

们依然不能抛开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而不顾，因为正

是具备某些特点的患者实质上蕴含了独特的分子事

件。研究表明，突变未知的亚裔腺癌患者，二线治疗

选择EGFR-TKI较化疗在疗效、安全性、生活质量上均

有获益。所以对于 EGFR基因状态未知人群，要依据

种族、临床病理特点进行精细划分，以筛选出 TKIs治
疗获益者，千万不要让这些潜在的突变患者丧失使用

EGFR-TKI的机会。

分子生物学指标指导下的精准治疗大势所趋，未

来首先要提高医患送检意识，尽可能创造条件，明确

患者的EGFR基因状态，依据突变结果给予其最恰当、

最有效的治疗，实现对NSCLC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对

于 EGFR基因状态未知人群，不能等量齐观、一概而

论，建议对种族、临床病理特点进行精细划分，以甄别

高突变人群或 TKI治疗获益人群；依据现有临床研究

结果，科学合理安排化疗和 TKI治疗顺序，使之从 TKI
治疗中最大化获益。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
科治疗的共识与争议

非小细胞肺癌论坛（1楼1E会议室）

肺癌扩大切除是指在常规肺癌外科治疗原则基础

上切除原发肿瘤及其相邻器官，如心脏大血管、气管降

嵴、胸壁、膈肌、心包、脊柱、食管等的受侵部分，同时加以

修复、重建或置换。目前，扩大性切除的范围有进一步发

展，许多肿瘤侵及心脏大血管、气管隆嵴的局部晚期肺癌

得到完全性切除。

报告认为，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LANSCLC）扩大

手术治疗主要成绩是扩大了晚期肺癌外科治疗的适应

证，使相当一部分经过特别挑选的LANSCLC病例得到

局部肿瘤的完全切除，提高了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但需

特别提醒的是，并非所有LANSCLC均可通过手术治疗

来治愈。扩大手术治疗本身归根结底是局部的切除治

疗，当前LANSCLC洽疗的正确方向是多学科综合治疗。

陆舜教授

刘晓晴教授

报告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陆舜

时间：9月20日09:00~09:30

非小细胞肺癌论坛（1楼1E会议室）

报告者：南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刘晓晴

时间：9月19日11:45~12:00

报告者：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周彩存

时间：9月20日10:00~10:30

非小细胞肺癌论坛（1楼1E会议室）

报告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王洁

时间：9月19日10:55~11:15

非小细胞肺癌论坛（1楼1F-1会议室）

报告者：江苏省肿瘤医院 许林

时间：9月19日11:20~11:50

周彩存教授

王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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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肿瘤论坛头颈肿瘤论坛，，望再创高峰望再创高峰
——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唐平章教授

今年CSCO年会中的头颈肿瘤论坛主

要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各高端专家进行

发言的主题报告和由青年学者进行发言的

论文交流。

高端专家引领继续教育

专家主题报告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唐平章教授将进行头颈鳞癌颈清扫

术进展的介绍，内容主要涉及近年来头颈

肿瘤手术技术的发展，颈清扫已由过去的

大面积切除转为如今的保留颈部肌肉丰满

度等精细操作。而来自上海质子重离子医

院的陆嘉德教授将介绍目前国内最新的头

颈部肿瘤的质子重离子治疗技术。对于头

颈鳞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靶向治

疗方面，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的郭伟教授将介绍针对晚期口腔

颌面-头颈部鳞癌EGFR单抗靶向治疗的

多中心临床研究外，本次专场特别请到了

来自古巴的罗兰多（Rolando）教授介绍此

方面进展。此外，来自福建省肿瘤医院的

林少俊教授及我国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附

属医院的颜家瑞教授将分别介绍鼻咽癌综

合治疗及台湾地区头颈部肿瘤诊疗的相关

进展。上述高端专家代表头颈部肿瘤诊治

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将为与会的肿瘤医

生提供精彩的前沿进展报告和继续教育。

青年学者各展风采

青年学者论文交流部分的内容是由

专家组在会前遴选而出，代表我国头颈部

肿瘤临床医生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和诊疗经

验。在每位青年学者报告结束后，均会有

一名专家对其报告内容进行深入点评。

患者教育手册压轴出场

专场的最后，将举行由 CSCO、《中国

医学论坛报》社及《临床肿瘤学杂志》社等

单位联合制作的《头颈部肿瘤患者教育手

册》首发仪式，这将使头颈部肿瘤的患者教

育也达到较高的规范化水平。（《中国医学

论坛报》王姗 采写）

头颈部肿瘤的诊疗和研究水平已经有了较高的基础，在所

有癌种中最早进行多学科综合诊疗，成绩斐然。希望广大的肿

瘤医生能够继续关注今年的头颈部肿瘤论坛，将此领域推向一

个新的高峰。

头颈肿瘤论坛策划负

责人：唐平章教授

时间：9月19日08:30~12:00
地点：1楼1C会议室

患者女性，75岁，从不吸烟，PS为1分。

病例特点：右中肺中央型腺癌cT1bN1M0 ⅡA
期；肺功能FEV1 1.48L，81%；药物控制高血

压 为 140~150/70~80 mmHg，心 脏 彩 超

LVEF 68%，左室舒张功能减退，轻度三尖瓣

返流。2010-8-30行右肺中叶切除术+纵隔

淋巴结系统清扫术。淋巴结可见癌转移（2/
15枚）。EGFR21外显子L858R突变。术后

第3天出现气促。胸片提示双肺间质水肿征

象。予激素、加强抗感染，减轻后负荷等处理

症状改善，术后3天起出现轻度声嘶。

QQ11：：术后分期术后分期？？

1.右中肺腺癌pT1bN2M0ⅢA1期?
2.右中肺腺癌pT1bN2M1aⅣ期?

QQ22：：术后治疗术后治疗？？

1.含铂双药化疗

2.EGFR TKI治疗

3.随访

2010-11-02开始吉非替尼辅助治疗。

2011-09-26因活动后气促行右侧胸腔穿刺

胸水细胞学检查考虑肺癌胸腔转移，PET/CT
提示肝转移，再分期为 rT0N0M1b（肝）Ⅳ
期。胸水EGFR检测为 21外显子L858R突

变，无T790M突变。无病生存期为13个月。

QQ33：：一线治疗一线治疗？？

1.吉非替尼

2.吉西他滨/顺铂（卡铂）

3.培美曲塞/顺铂（卡铂）

4.厄洛替尼

5.紫杉醇+卡铂+贝伐珠单抗

一线培美曲塞/卡铂6个周期后达到部

分缓解。

QQ44：：维持治疗维持治疗？？

1.培美曲塞维持

2.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维持

3.随访

2012-03-13起单药培美曲塞维持化疗

两个周期。2012-05-09胸部CT提示：右肺

门淋巴结，右侧胸膜部分结节较前稍增大，评

价增大，暂停化疗。无进展生存期为9个月。

QQ55：：下一步治疗下一步治疗？？

1.多西他赛

2.再次使用TKI
3.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

07-10开始吉非替尼治疗。3个月后出

现剧烈头痛，视物模糊，谵妄，PS为3~4分。

QQ66：：下一步治疗下一步治疗？？

1.TKI加量

2.全脑照射（WBI）
口服吉非替尼750 mg qd，3天后头痛

好转，继续服药1个月。后开始行WBI，吉
非替尼减至250 mg qd，放疗结束后PS恢复

至1分，后定期复查。2013-08-15患者死

于全脑功能减退。

演讲演讲 辩论辩论 病例病例
——访广东省人民医院钟文昭教授

CSCO 青年医师论坛

肺癌专场策划负责人：

钟文昭教授

CSCO青年医师论坛肺癌专场

时间：9月20日08:30~12:00
地点：2楼2A02会议室

本次CSCO青年医师论坛肺癌专场的

特色是将主题演讲、辩论和临床病例讨论3
方面以紧扣结合的方式展开讨论。主题演

讲和辩论强调肺癌个体化治疗和全程管理

理念，个体化治疗除了体现在进展期肺癌

涌现越来越多的治疗性靶点和耐药后靶

点，也体现在根据影像、病理采取个体化的

手术切除范围和依据分子分型的术后辅助

治疗，术后辅助治疗须考虑到后续进展后

用药的选择。

临床病例选择了一个经历手术、术

后辅助、复发后治疗及进展后处理的病

例（下面将详细介绍）。病例还涉及对

肺部孤立结节的手术方式、术后偶然性

ⅢAN2期肺癌概念的阐述，胸腔冲洗液发

现癌细胞的分期和处理，EGFR突变肺癌

术后 TKI 辅助治疗和 TKI re-challenge 的
争论，TKI耐药和脑膜转移等热点问题的

全程治疗策略等。本病例还强调了分子分

型的重要性，如何组合各种药物和治疗手

段，最大限度发挥化疗和TKI的疗效，发挥

MDT的优势使患者最大获益的理念。把

临床实践和临床试验融为一体，通过临床

试验指导临床实践，而临床实践和临床指

引之间的空白区域为临床试验指明进一步

方向。

本专场邀请了活跃在国内外肺癌领

域，不同学科、老中青等不同梯队的专家担

任主席、特邀讲者、辩手和案例分析，欢迎

参与。

（《中国医学论坛报》廖莉莉 采写）

■病例简介



冯继锋教授

左文述教授

张清媛教授

穆兰花教授

ASCO乳腺癌诊疗50年进展
对中国临床实践的影响

回顾乳腺外科治疗的50年历史，手术切除原则是“在

切干净的前提下尽量少切一点”。那些接受大范围切除而

长期存活的患者，生活质量很差。研究发现所谓“切得彻

底”不一定能更好地治疗，所以才有了后续不断地从根治、

改良到保乳、重建和前哨这样“越切越少”的一个演变。

而在放射治疗50年的发展中，同样遵循提高疗效、降

低毒性、快捷方便的原则。50年来，乳腺癌放疗的进步就在

于保乳+放疗替代全乳切除，前哨淋巴结中出现1~2个转移

的保乳患者可不做腋窝清扫，且全身治疗的进步使得患者

生存期延长，放疗在乳腺癌综合治疗中也显得更为重要。

此外，我们的报告中还涉及50年来乳腺癌全身治疗、

晚期乳腺癌维持治疗、乳腺癌术后辅助治疗、后曲妥珠时代

的抗HER2治疗方面出现的显著进展。在全程管理分类治

疗的指导下，乳腺癌术前患者适合手术即进行手术，需要药

物治疗就给予药物治疗。对于复发转移的患者也不要放

弃，只要坚持就有希望，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对于术后辅助

治疗的患者，不要懈怠，争取治愈。

腋淋巴结清扫（ALND）一直是浸润性乳腺癌手术治疗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对乳腺癌发生发展与转归

研究的深入，许多证据表明，从总体水平看，ALND的范围

对改善乳腺癌患者，尤其是临床腋淋巴结阴性（cN0）患者生

存率的影响并非如想象的那样重要。如何合理地缩小

ALND范围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前哨淋巴结活检（SLNB）
为乳腺癌局部腋窝淋巴结的外科处理“另辟蹊径”。报告者

将通过回顾相关研究以及结合个人临床实践，分析 SLNB
对乳腺癌区域外科治疗理念的影响。

对于 cN0 期可手术的乳腺癌患者，SLN 阴性者免行

ALND是安全的，但对于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SLNB假阴性

率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可通过在临床实践中严格入选指征，

增加 SLN检出数目等，进一步降低 SLNB假阴性率。对于

术中快速病理检测发现SLN微转移的患者，应扩大SLN清

除范围以进一步增加SLN检出数目，或在尽可能少破坏解

剖结构的前提下，取SLN周围肉眼可见的淋巴结再次进行

快速病理检测，可能会改善局部区域的“治疗不足”。术后

常规病理发现的SLN微转移应对术后治疗方案的制定有一

定指导作用。术中快速病理检测发现SLN宏转移的患者，

大多数仍需要接受ALND。对满足美国外科医师学会肿瘤

小组（ACOSOG）Z0011试验条件的患者可以不行腋窝淋巴

结清除。若患者不接受术后放疗计划，则必须要进行

ALND。同样，对于≥3个SLN阳性或术前活检证实淋巴结

转移的患者，常规ALND仍然作为标准的腋窝处理方式。

对于接受新辅助化疗（NAC）的患者，NAC前腋窝淋巴结阴

性，可与非NAC患者一样根据SLN转移状态指导腋窝淋巴

结处理方式；而NAC前腋窝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在目前无

确切研究结论的前提下仍推荐行ALND。NAC前行SLNB
无法体现NAC腋窝降期的优势，其主要意义在于明确临床

分期，NAC前后各行1次SLNB并不具备临床应用价值。

乳腺癌论坛2（1楼1E会议室）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进展

“2014 ASCO HER2阳性晚
期乳腺癌系统治疗指南”的
思考

炎性乳腺癌的诊疗进展
炎性乳腺癌（IBC）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乳腺癌，虽然发

病率较低，仅占新诊断乳腺癌发病的1%~10%左右，但其进

展迅速，侵袭能力强，死亡率高，预后极差，是乳腺癌中亟待

关注并全力攻克的“堡垒”之一。近年来，随着对乳腺癌分

子分型的深入研究及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合理运用，IBC的

治疗效果得到显著提高，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

报告者将详细介绍 IBC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分子生

物学特点、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并就新辅助化疗、靶

向治疗、手术治疗、放疗及内分泌治疗方面深入阐述 IBC的

治疗。IBC是预后最差的乳腺癌类型，随着综合治疗理念

的深入，IBC的预后显著提高，但其总体生存率仍低于非炎

性乳癌。希望通过深入研究肿瘤分子生物学，提高对 IBC
的认识，发现更有效的治疗靶点，改善这—疾病的预后。

乳腺癌术后乳房再造的最新
进展

乳房再造的成功，依赖于整形外科医生、肿瘤外科医

生、肿瘤内科医生、肿瘤放射科医生、病理专家、护士及心理

学医生等其他队伍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

乳房切除术、部分乳房切除术、预防性乳房切除术及假

体取出术后的即刻自体组织乳房再造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方

法，不会影响局部复发的诊断及干扰其他辅助治疗的效

果。即刻乳房再造对患者来说是切除与再造一次完成，减

少住院时间与费用，使患者不必经历失去乳房的心理痛苦，

而且再造乳房的形态会更好。而对乳房再造可靠可信性知

识的普遍认识，可鼓励更多妇女主动关心她们的乳房，勇于

接受早期检查、早期诊断、早期处理。对社会也将产生良性

循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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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论坛2（1楼1E会议室）

报告者：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江泽飞

时间：9月20日17：30～17：50
报告者：江苏省肿瘤医院 冯继锋

时间：9月20日16：00～16：20

乳腺癌论坛2（1楼1E会议室）

报告者：山东省肿瘤医院 左文述

时间：9月20日15：40～16：00

乳腺癌论坛2（1楼1E会议室）

报告者：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张清媛

时间：9月20日16：50～17：10

乳腺癌论坛2（1楼1E会议室）

报告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穆兰花

时间：9月20日14：50～15：10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首次发布了《表皮生长因子

受体 2（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系统治疗指南》（简称《指

南》），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治疗建

议。报告者将在介绍并解读指南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

抗HER2靶向药物的可及性、医疗费用覆盖面、临床实际应

用情况，与与会者分享自己对正确理解、运用该指南指导临

床实践的体会。

为制定此指南，ASCO专家组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

性回顾。《指南》涉及有关抗HER2靶向治疗的19项Ⅲ期随

机临床研究，其中3项研究评估了抗HER2治疗联合内分泌

治疗对HER2阳性、激素受体阳性的晚期乳腺癌的疗效。

基于这些研究分析，专家组为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一

线、二线、三线治疗制订了临床实践指南，对如何合理使用

现有的抗HER2靶向治疗药物以及如何联合化疗、内分泌

治疗药物提出优选的专家建议。

该指南非常及时，有益于提供更为清晰的临床治疗路

径供临床医生参考。但是《指南》也存在明显局限性，特别

是对二线以上的治疗缺乏有力的推荐治疗的证据。临床医

生在实践过程中，应加强多学科合作，重视肿瘤患者的个体

化治疗。

合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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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年

会青年医师论坛新辅助治疗专场采用创新

举措，以治疗方法为线索，围绕不同实体肿

瘤的新辅助治疗展开话题讨论，旨在通过

不同瘤种新辅助治疗方法的交流，触类旁

通，启发广大临床医生的治疗新思路。

头颈部鳞癌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郭晔教授认

为，新辅助化疗是头颈部肿瘤器官保留治

疗的重要手段。基于头颈部鳞癌对化疗具

有高度敏感性，新辅助化疗可快速缩小肿

瘤负荷，为后续局部治疗创造有利条件，以

及对于某些高危患者，新辅助化疗可降低

远处转移发生率等原因，目前新辅助化疗

已广泛应用于头颈部鳞癌的治疗中。

对于喉癌患者，同期放化疗的优势

和劣势同样明显，不能安全有效开展同

期放化疗和解救性手术的治疗中心，选

择新辅助化疗治疗喉癌患者是合理的

选择。

对于下咽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的保喉

治疗模式具有最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并有可能降低远处转移的发生率，因此值

得推荐。

经典型骨肉瘤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杨燕医生提

出，由于新辅助化疗可以使骨肉瘤原发灶

缩小，利于后续保肢手术的进行，增加患者

保肢率，并可通过杀灭微小转移灶，降低术

后复发，改善患者的生存优势，所以新辅助

化疗与手术、辅助化疗相结合的治疗方法

是经典型骨肉瘤的标准治疗模式。

虽然有许多研究指出，新辅助化疗不

能在辅助化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患者的

总生存（OS），改善预后，但至少可以在化疗

期间使临床医生有足够时间诱导肿瘤细胞

凋亡，使肿瘤边界清晰化，从而使得后续的

保肢手术更容易进行。

肺癌

由于患者入组困难，入组窗狭窄，随访

周期长等原因，关于肺癌的新辅助化疗和

新辅助靶向治疗的研究目前还很少。广东

省人民医院钟文昭教授认为，术前应用新

辅助化疗的肺癌患者依从性良好，可尽早

减少肿瘤的微转移，使得肿瘤分期下调，从

而增加手术治疗中的完全切除率（R0切除

率），但由于化疗副作用较大，也可能使部

分肺癌患者失去手术机会，手术耐受性下

降，同时增加手术并发症。现有研究资料

提示，接受新辅助化疗的肺癌患者疗效优

于单纯手术治疗，新辅助化疗与辅助化疗

相比，疗效接近，肺癌患者的新辅助靶向治

疗虽初具前景，但患者的术前获益并未转

化为术后生存期的延长，仍需进一步探索。

食管鳞癌

食管鳞癌患者的新辅助治疗主要包括

术前放化疗和术前化疗两种，孰优孰劣，尚

无定论。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杨弘医生认

为，食管鳞癌患者的术前化疗具有副作

用小，学习曲线短，易于开展的特点，对

于边缘性可切除或 R0 切除的局部晚期

食管癌患者术前化疗显然更合适。合理

实施术前放化疗技术时必须注意以下几

点，选择可从中较多获益的患者即可切

除的局部中晚期患者实施此项技术，优

化放化疗技术可提高患者的有效率与病

理缓解率（PCR），结合优化的手术技术，

做到彻底淋巴结清扫，通过控制放化疗

毒性与围术期风险从而提高患者的安全

性。但术前放化疗技术对于治疗中心的

诊疗水平要求较高，要求放疗科、外科、

营养科、病理科等学科之间密切合作，而

且此项技术学习曲线较长，难以在短时

间内迅速推广。

（《中国医学论坛报》姜旭晖 整理）

青年医师论坛——

““众说纷纭众说纷纭”，”，同话新辅助治疗同话新辅助治疗

现场回放
10 CSCO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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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上午，体现今年CSCO年会跨

学科专题设置特色的 c-MET 肿瘤通路论

坛伴随年会的“第一波学术热潮”一早开

场。现场不但邀请领域内重要学者报告，

演讲内容涉及从基础到临床的研究进展，

非常值得关注，而且，听众的热情也令人瞩

目。专场共同主席于丁教授的一句戏言，

生动描述了会场的拥挤状况——“虽然我

们今天研究‘通路’，但显然没能做到会场

的‘通路’顺畅。”

MET 在肿瘤生成中扮演重要角色，

MET 异 常 导 致 MET/肝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HGF）通路被异常激活，主要表现为蛋白

高表达、癌基因扩增、基因突变、基因异常

剪接等，生物学负效应导致恶性肿瘤发生

及转移。

吴一龙教授作了题为“c-MET作为非

小细胞肺癌的治疗靶点”的报告，吴教授在

回顾和反思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

c-MET通路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研

究方向和治疗策略的探索与调整提出了独

到见解。报告指出，MET蛋白在25%~75%

的NSCLC中过表达，MET蛋白过表达、基

因激活突变、血浆 HGF 水平升高均与

NSCLC的不良预后有关。MET癌基因扩

增发生于3%~7%未经治疗的NSCLC患者

和约 21%的EGFR-TKI治疗后肿瘤患者。

c-MET通路异常在同一肿瘤的不同状态下

其影响也不同，在NSCLC中，c-MET通路

异常与 EGFR 野生型患者的预后密切相

关，提示其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针对 c-MET异常的治疗策略目前主

要考虑从单克隆抗体、HGF配体、小分子抑

制剂以及与其他通路的交互作用几方面考

虑，但目前进行的一些研究如 onartuzumab
（MetMAb） 、 ficlatuzumab （AV-299） 、

tivantinib（ARQ 197）等均未得到较好的阳

性结果。吴教授认为没有将 c-MET异常

与EGFR突变人群区分对待可能是研究失

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应将NSCLC患者划

分成为单纯EGFR突变型、EGFR混合突变

型、MET通路激活型3种，针对不同类型人

群选择不同治疗策略。对单纯EGFR突变

型患者经EGFR-TKI治疗出现耐药后再予

以EGFR-TKI和MET抑制剂联合治疗，而

单纯MET异常型患者则直接给予MET抑

制剂，如果不对这部分患者加以区分而统

一采用EGFR-TKI治疗，可能难以达到较

好的效果。c-MET通路异常相关肿瘤的治

疗正逐渐被大家所认识，选择性治疗策略

的效果尚需更多的研究来加以验证。

Manfred Klevesath 教授在题为“New
c-MET inhibitors on the horizon-NSCLC and
HCC as key indications”的报告中强调，尽管

一般认为c-MET基因扩增发生率仅为5%，

但在一些特定人群如 EGFR-TKI 耐药的

NSCLC患者中发生率可达10%~20%，因此，

如何定义c-MET扩增以及阈值的确定是临

床研究中值得大家关注的重点。同时，HGF
作为一个有应用前景的生物标志物，如何对

其进行筛查、样本来源以及检测水平的阈值

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Klevesath教授还

介绍了 c-MET 通路抑制剂在肝细胞癌

（HCC）中的研究进展。目前索拉非尼仍是唯

一用于晚期肝细胞癌的靶向药物，但缺乏良

好的生物标志物，一些包括MET在内的主要

的通路和致癌驱动因子如Wnt、JAK-STAT、
TGF-β等正逐渐被研究所发现。

徐瑞华教授介绍了 c-MET作为靶点

在晚期胃癌个体化治疗中的作用。临床检

验方面，目前尚无统一的胃癌MET蛋白检

测体系和评分标准，常用于MET IHC检测

的抗体是来自于Ventana公司的SP44以及

来自Dako公司的MET4。韩国一项研究显

示，MET IHC3+患者均为晚期胃癌，而早期

胃癌患者无3+表达，且不同Lauren胃癌分

型中MET表达不同，提示蛋白表达可能与

肿瘤分期和 Lauren 分型有关。另一项

Meta分析结果显示，c-MET基因扩增和蛋

白过表达预示胃癌预后差。治疗方面，

HGF/MET信号通路抑制策略主要是采用

大分子单抗和小分子抑制剂。目前相关临

床研究正在进行中，如作用于HGF配体的

rilotumumab（AMG102），作用于MET受体

的onartuzumab等。HGF/MET靶点药物的

研究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缺乏统一

的MET蛋白检测体系和相应的阳性定义

标准，患者选择的标准依据，与其他通路的

交互作用，大分子和小分子药物是否需要

靶向不同的MET异常人群等。

（《中国医学论坛报》黄蕾蕾 整理）

图 CSCO青年医师论坛——新辅助治疗专场 图青年论坛中的老专家 图 c-MET肿瘤通路论坛

c-MET肿瘤通路论坛——

价值已被认识价值已被认识，，治疗仍待研究治疗仍待研究



In the future, give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ZD9291 with low toxicity,
AZD9291 could be considered
as first-line therapy in EGFR
mutant NSCLC patients and
serve as a partner for other
targeted agents due to low
toxicity.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AZD9291 are
a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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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 News Co-published

China Medical Tribune （CMT）: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some striking
merits of the new agent, AZD9291?

Dr.Myung-Ju Ahn: EGFR mutation
accounts for 10% of Caucasian and 30%~
40% of Asia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EGFR-TKI inhibitors

such as gefitinib, erlotinib, and afatinib
have been approved as first-line therapy
in EGFR mutant NSCLC with 50%~70%
of response rate and around 10 months of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es⁃
sion is inevitable, among several resistant

mechanisms, T790M mutation accounts
for 50%~60% . AZD9291(AstraZeneca) is
an oral irreversible EGFR-TKI selective
both for EGFR sensitizing mutation（exon
19 deletion and L858R）and the T790M
mutation. Furthermore, AZD9291 has sig⁃
nificantly less activity against wild-type
EGFR, giving rise to less toxicity related
to inhibition of wild-type EGFR such as
skin toxicity or diarrhea.

AZD9291 demonstrated marked anti⁃
tumor activity in xenograft or transgenic
mouse model harboring T790M mutation.
PhaseⅠ study results of AZD9291 which
was presented at ASCO 2014 annual meet⁃
ing showed 53% of overall response rate
with 64% of response rate in patients with
T790M mutation, It is of note that 22% of
patients without T790M mutation also
achieved response.

More importantly, AZD9291 was asso⁃
ciated with very low toxicities such as diar⁃
rhea or rash. Asian subset analysis of phase
Ⅰstudy also showed similar results. Thus,
AZD9291 is a distinct agent for treatment

of NSCLC patients especially harboring
T790M mutation with low toxicity.

CMT: What i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AZD9291 for NSCLC patients?

Dr.Myung-Ju Ahn: Given that no
effective treatment is available for EGFR
mutation patients who develop T790M mu⁃
tation, AZD9291 will shed light on the pa⁃
tients with unmet medical need because of
high response rate, durable response with
low toxicity. Compared with other first or
second generation EGFR TKIs, AZD9291
is associated with very low toxicity. In this
context, AZD9291 will be a reasonable
choice of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EGFR
and T790M mutation.

In the future, give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ZD9291 with low toxici⁃
ty, AZD9291 could be considered as
first-line therapy in EGFR mutant NSCLC
and serve as a partner for other targeted
agents due to low toxicity. Future develop⁃
ment strategies for AZD9291 are awaiting.
（Interviewd by Chunshi Jia from China
Medcial Tribune）

Editor：Chunshi Jia, Jinghong Xu Tel:（8610）64036988-265 E-mail：jiacs@cmt.com.cn Design：Xin Liu

New Choice for NSCLC Patients with EGFR-TKI Resistance
Report of A phase I study of AZD9291（AURA）

Dr. Myung-Ju Ahn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Korea

All RAS wt Patient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EGFR Inhibitors plus Chemotherapy in First Line
Speaker：Jean-Yves Douillard, ICO R. Gauducheau, France
Time：08:45~09:10

RAS mutation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 factor of resistance to anti-EGFR
monoclonal antibodies (MoAbs) treatment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at
all lines of treatment. Such resistance muta⁃
tions occur early in colon cancer carcino⁃
genesis and are located on Kras and Nras
Exons 2, 3 and 4. Kras or Nras mutation oc⁃
cur in about 50% of mCRC.

In addition to an absence of efficacy
in patient harboring a RAS mutation, a sig⁃
nificant detrimental effect has been docu⁃
mented when oxaliplatin is part of the che⁃
motherapy backbone. Moreover, the type
and mode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fluoropy⁃
rimidine matters: in several studies no ben⁃

efit has been obtained when 5FU is used as
bolus injection rather that continuous 48
hrs infusion, the use of oral fluoropyrimi⁃
dine (capecitabine or UFT) also shows no
difference or a detrimental effect with both
oxaliplatin- or Irinotecan- based combina⁃
tion.

Data demonstrating the benefit of an⁃
ti-EGFR MoAbs in combination with che⁃
motherapy were first obtained in patients
with a Kras exon 2 wild type (wt)pheno⁃
type, in large randomized studies, with
both cetuximab and panitumumab. Furthe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looking for additional
less frequent mutations in Kras Exons 3
and 4 and Nras Exons 2, 3 and 4 have in⁃

creased the outcome on RR, PFS and OS.
Therefore, patients with a wt RAS pheno⁃
type are the target population for the use of
such antibodies.

Other alternative however are avail⁃
able in terms of targeting agents, namely
the anti-angiogenic antibody bevacizumab,
for which the RAS phenotype has no im⁃
pact on efficacy and for which no predic⁃
tive biomarker is needed or available. The
concept of bevacizumab beyond progres⁃
sion in 1st and 2nd line has been evaluated
in randomized trials (TML and BEBYP).
An improved PFS and OS were obtained.
However, in the TML study the improved
OS is restricted to the Kras Exon 2 patients
where 75% received an anti EGFR MoAb
in 3rd line. It is important in that setting to
compare the outcome of a randomized use
of each targeted agent in the RAS wt popu⁃
lation. The PEAK trial is randomized phase
II comparing in wt Kras initially and all
RAS retrospectively, FOLFOX/panitumum⁃
ab to FOLFOX/bevacizumab. In PEAK the
use of Panitumumab rather than bevacizum⁃
ab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
provement of PFS (+ 3m) and an improve⁃
ment on OS (+12m) not reach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due to the sample size and the
number of events. Similarly the German tri⁃
al FIRE 3 compared FOLFIRI cetuximab

to FOLFIRI bevacizumab. Surprisingly, no
benefit was seen on RR and PFS but a sig⁃
nificant OS gain obtained in the Kras Exon
2 initially, later amplified in the RAS wt
population (+7.5 m). Finally, the US CAL⁃
GB/SWOG 80405 performed a similar trial
comparing any chemotherapy (Folfox or Fol⁃
firi) with cetuximab or bevacizumab.

Wha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when
OS is concerned is the impact of sec⁃
ond-line. This is not available yet in the
CALGB/SWOG study, but in Peak and Fire
3 no imbalance has be reported. In the
PRIME trial where FOLFOX/panitumumab
was compared to FOLFOX in all RAS pa⁃
tients, the use of bevacizumab in second
line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mproved OS in
both arms, showing the efficacy of bevaci⁃
zumab in 2nd line, the longest OS is ob⁃
tained however when FOLFOX/panitumum⁃
ab is used first, followed by FOLFIRI/beva⁃
cizumab in 2nd line (median OS 40 m).
Based on these data, some still to be con⁃
firmed, all RAS wt mCRC should receive
and anti-EGFR MoAb in first line, ideally
followed by bevacizumab in 2nd line. Later,
3rd or 4th line may as well impact survival,
in the situation where anti-EGFR are used
1st, bevacizumab 2nd, an anti-EGFR may be
re-introduced in 3rd line and even the an⁃
ti-angiogenic Regorafenib in 4th line.

■Keynote Speech In International Session
ESMO-CSCO JointESMO-CSCO Joint SymposiumSymposium（（0808::3030~~1212::0000,, SeptemberSeptember 1919thth，，11D Meeting RoomD Meeting Room））

Dr. Jean-Yves Douillar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Kras/Nras genotype is of para⁃
mount importance for treatment
decision and choice of targeted
agents to be used in conjunc⁃
tion with chemotherapy, at
least in 1st and 2nd lines.

Plenary SessionPlenary Session（（1414::3030~~1818::0505, September, September 1919thth，，11D Meeting)D Meeting)



徐瑞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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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龙教授

全体大会研究速递全体大会研究速递（（一一））
9月19日下午，前来参加CSCO年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将汇聚一堂，共同分享肺癌免疫治疗，肺癌、胃癌及结直肠癌

靶向治疗领域的研究报道，《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在大会召开之前，对这些研究的领导者、参与者及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

了采访，向读者解读这些研究的更多亮点。

今年重磅演讲将锁

定免疫治疗

徐瑞华教授：晚期mCRC患者标准治疗失败后的新选择值得期待

全体大会
12 CSCO组委会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合作出版

2014年9月19日 星期五

CSCO每日新闻

吴一龙教授：LUX-lung 6研究中国人群的最新数据首次公布

全体大会颁奖典礼之后，我们将正式

开始重要的学术专场。

首先是由美国哈佛大学 Dana Farber
癌症中心的Pasi A. Jänne教授带来的关于

“肺癌免疫及靶向治疗进展（Development
of Immunotherapy and Targeted Therapy
for Lung Cancer）”的大会报告。

肿瘤的免疫治疗已经发展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和高度，这也使其成为如今肿瘤

治疗的热点和焦点。以PD-1和PD-L1相
关靶点为靶标的免疫靶向治疗吸引了国际

肿瘤学者们的目光。抗CTLA-4抑制剂和

抗 PD-1、抗 PD-L1抑制剂均表现出了调

动机体淋巴细胞来抗击癌细胞的特点。未

来，这些免疫靶向治疗药物将继续作为研

究热点被大家关注。预计在未来的5～10
年，免疫靶向治疗将引领临床肿瘤学发展

的潮流。

因此，我们将今年重量级的学术报告

锁定在了“免疫治疗”上。鉴于免疫靶向治

疗领域目前的突出进展，我们特别邀请了

国际上相关领域的顶尖（top）专家进行今

年大会报告的演讲。

希望明年或者后年，我国也能出现这

样一位作大会报告的世界级学者。我非常

期待。

其实之前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已经

报告过LUX-lung 6的结果了。我们今年

在年会上将要报告的最大亮点是将会把

在该研究中有关中国人的数据单独拿出

来进行分析，虽然既往也进行过亚洲人

群（除中国外，还包括泰国、韩国等）的分

析，但针对我国人群的明确分析尚属首

次。同时我们还会介绍一些 LUX-lung 3
研究中有关我国香港、台湾人群的数据。

这些数据是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数据，是可以供大家在临床上直接使用的

数据。这也是本研究被选入口头报告的

最大特点。

初步结果显示，对于我国EGFR基因

突变人群，阿法替尼较标准化疗方案（吉西

他滨+顺铂）可显著改善患者总生存（OS），
尤其是对有19外显子突变者。

（《中国医学论坛报》廖莉莉 采写）

CONCUR研究是靶向药物瑞格非尼

在亚太区，针对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
患者进行的一项Ⅲ期研究。

2012 年，在全球进行的有关瑞格非

尼对经治的 mCRC患者疗效的研究——

CORRECT 研究，发表在《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上，这项研究报告的结果显

示，瑞格非尼是能够在经所有标准治疗方

案治疗后出现进展的结直肠癌患者中，首

个显示出生存获益的小分子激酶抑制

剂。瑞格非尼在欧洲和美国已经被批准

用于mCRC的治疗。鉴于此，有关瑞格非

尼在亚太区的研究——CONCUR研究被

启动。

CONCUR研究纳入以中国为主的患

者，同时纳入韩国、台湾等地的患者。虽然

该研究属于小样本研究，但即便如此，研究

结果也达到了统计学阳性，明显地改善了

患者的生存期及无进展生存期，所取得的

数据较西方患者更加显著；这也是第 2个

证明瑞戈非尼单药治疗能改善转移性结

直肠癌患者人群生存期的随机Ⅲ期研究。

在 CONCUR 研究中，相比于安慰剂

组，瑞戈非尼组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延长，

意味着死亡风险随之降低；瑞戈非尼组的

中位总生存期为 8.8个月，而安慰剂组的

中位总生存期为6.3个月。

此外，瑞戈非尼同安慰剂相比，能显

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意味着疾病

进展或死亡风险的降低；瑞戈非尼组的中

位无进展生存期为 3.2个月，而安慰剂组

为 1.7 个月。瑞戈非尼组的疾病控制率

（DCR）高于安慰剂组（52%和 7%）。这项

研究结果确立了瑞格非尼在亚太区患者

中，特别是中国患者中具有较好的疗效。

2014年 7月 4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主任、CONCUR研究牵头人李进

教授在第16届世界胃肠肿瘤大会上，发表

了CONCUR研究的结果。

相信如果该药以后能够在中国上市，

将会为中国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在治疗

失败后，带来了更多的治疗机会。

（《中国医学论坛报》贾春实 采写）

中国患者应用二代

TKI的分析数据首次公布

相信如果该药以后能够

在中国上市，将会为中国的晚

期结直肠癌患者，在治疗失败

后，带来更多治疗机会。



Myung-Ju Ahn教授

韩国成均馆大学

在《中国医学论坛报》对 Myung-Ju
Ahn教授的采访中，针对即将在全体大会上

报告的AURA研究，Myung-Ju Ahn教授进

行了如下介绍。在10%的高加索非小细胞

肺癌（NSCLC）患者和 30% ~40%的亚洲

NSCLC患者体内，都存在有EGFR基因突

变。EGFR-TKI制剂例如吉非替尼、厄洛

替尼和阿法替尼，已经被证实能够作为一

线治疗药物治疗NSCLC，患者的治疗反应

率可达 50%~70%，无进展生存也可为 10
个月左右。但是，NSCLC治疗后出现的疾

病进展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已经证实的有关药物治疗抵抗的机

制中，T790M突变（EGFR 基因20号外显子

中 的 一 个 点 突 变）占 有 50% ~60% 。

AZD9291（Astra Zeneca）是口服、不可逆的

EGFR-TKI 制剂，同时针对 EGFR 的敏感

突变位点[外显子19缺失及L858R（外显子

21突变）]和T790M突变。而且，AZD9291
对野生型EGFR的影响非常小，有助于减

少因抑制野生型EGFR引起的药物毒性，

例如皮肤毒性或是腹泻。

在体外实验研究中，AZD9291在携带

T790M突变的移植瘤小鼠模型和转基因小

鼠模型中，均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在

2014年ASCO年会上，我们汇报了AZD9291
的临床Ⅰ期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总反应率

（ORR）达53%，具有T790M突变患者的有效

率为64%，而且，22%的不存在T790M突变

的患者，也具有治疗反应。更为重要的是，

AZD9291在皮疹和腹泻方面的药物毒性更

低。可见，AZD9291对NSCLC患者特别是

存在T790M突变的NSCLC患者，是一个新

型的、低毒性治疗药物。

在谈到AZD9291对亚洲NSCLC患者

的重要治疗价值时，Myung-Ju Ahn教授讲

到，鉴于目前没有针对EGFR基因 T790M
突变的有效制剂，AZD9291将对那些需要

高治疗反应率和有持续低毒性治疗需求的

NSCLC患者，带来新的选择。与其他一代

和二代的EGFR-TKI制剂相比，AZD9291
治疗产生的毒性非常的低。

由此看来，AZD9291 对 EGFR 基因

T790M突变的NSCLC患者是较为合理的

治疗选择。在未来，由于AZD9291毒性低

的生物学特性，相信AZD9291会成为治疗

EGFR突变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

同时也会成其他靶向药物的配伍制剂。我

们期待AZD9291未来的研究进展。

（《中国医学论坛报》贾春实采写，采访原

文详见9月19日《CSCO每日新闻》第11版）

Myung-Ju Ahn教授：亚洲EGFR突变NSCLC患者的治疗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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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叔逵教授：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胃癌的Ⅲ期研究引起轰动

■点评

阿帕替尼在晚期胃癌治疗中取得成功

——访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徐建明教授

秦叔逵教授

阿帕替尼的研究是我国学者独立设计、组织实施和顺利完

成的大型临床试验，充分证明了中国医师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目前，胃癌三线治疗无标准治疗方

案。阿帕替尼三线治疗晚期胃癌的Ⅲ期

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与安慰剂相比较，阿

帕替尼组患者生存期延长 1.8 个月，这在

胃癌药物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该研究的成功，除说明靶向血管生成

的药物在胃癌治疗中应有一席之地外，还

值得我们总结的是，前期一些抗血管生成

药物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失败，可能

是研究的设计上存在考虑不周的问题。其

中，贝伐珠单抗治疗晚期胃和胃食管接合

部腺癌的 AVAGAST 研究，虽然没有达到

主要研究的终点，但是在分层分析时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较，美洲、欧洲和亚洲人群的

生存期延长分别在 4.7、2.5 和 1.8 个月（HR
分别为0.64、0.85和0.97），这说明三大洲在

胃癌的内科治疗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后

的研究值得重视。另一个靶向血管生成的单

抗ramucirumab，一线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胃癌的

研究失败，但两个二线治疗研究REGARD研究

和RAINBOW研究的成功，说明抗血管生成

药物在胃癌治疗上还需要考虑给药时机。

抗血管生成药物无论是单抗还是小

分子的TKI，单药的活性不是很强，针对胃

癌这类恶性行为较高的肿瘤，在没有好的

生物标志物富集合适的目标人群的情况

下，只有在研究的设计上寻求出路，才可

能给抗血管生成药物一个生机。

（《中国医学论坛报》王姗 采写）

甲磺酸阿帕替尼是我国产的新一代小

分子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高选择性和强

效作用于VEGFR2。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胃

癌进行了规范化系列研究，Ⅰ期/ⅡA期研

究是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实施的单中

心试验,共纳入 56 例患者，获得 CR 为

1.54%，PR 为 12.31%，SD 为 66.15%，DCR
高达80%。之后，进行了随机双盲、平行对

照、全国多中心的ⅡB期研究，主要探索阿

帕尼替用于应用过紫杉类、铂类和氟尿嘧

啶药物标准化疗，并且是二线化疗之后的已

有转移的胃癌患者共纳入141例患者，随机

分为三组，包括安慰剂对照组、阿帕替尼

850 mg（1 次/每日）组和阿帕替尼 425 mg
（2次/每日）组。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阿帕替尼不仅具有ORR（850 mg组的ORR
为6.4%，在425 mg组为13%），同时具有生

存获益，三组mOS分别为 2.7、5.2和 4.6个

月，mPFS分别为1.5、3.9和3.4个月。该研

究结果已在2013年9月国际著名杂志《临

床肿瘤学杂志》（J Clin Oncol）全文发表。

现在报告的Ⅲ期研究是在Ⅱ期研究

基础上，进一步评价和确证阿帕替尼治疗

晚期胃癌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共纳入

了273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阿帕替尼

850 mg组为 181例，安慰剂对照组 92例。

Ⅲ期研究很好地重复出Ⅱ期研究的结果，

不但证实了阿帕替尼的客观有效和安全性

好，同时证能够带来明显的生存获益。随

机后有6例患者未用药，不进入数据集；获

取随机号并至少使用 1次药物的患者 267
例，其中试验组和安慰剂对照组各为 176
例和91例，用药前两组受试者均衡可比。

截至2013年5月23日，如果不考虑交

叉给药因素，FAS集分析，试验组与对照组

的mOS分别为6.5和4.7个月，即试验组延

长 了 1.8 个 月（P=0.0149），HR 为 0.709
（95%CI 为 0.537，0.937；P=0.0156）。PPS
集分析，试验组与对照组的mOS分别为7.6
个月和5.0个月，即试验组延长了2.6个月

（HR=0.616，P=0.0027）；HR 为 0.616（95%
CI为0.447，0.849；P=0.003）。有14例受试

者在揭盲为对照组后，进行了交叉给药，如

考虑交叉给药因素的影响，对照组校正转

组受试者的生存期后mOS是4.5个月。试

验组mOS相比考虑校正转组影响因素后

的对照组延长了2.0个月（P=0.002），HR为

0.646（95%CI为0.473，0.882；P=0.006），即
试验组在延长患者生存期方面疗效更优。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mPFS分别为 2.6和 1.8
个月（HR=0.444，P＜0.0001）；ORR分别为

2.84%和0.00%（P=0.1695），而DCR分别为

42.05%和 8.79%（P＜0.0001）；两组的QoL
评分变化相比较未见明显差异（P＞0.05）。

试验组的耐受性良好，不良事件（AE）
类型和发生率与已报告的阿帕替尼Ⅱ期研

究结果一致，亦与已上市的同类药物类似；

并未出现非预期的AE。试验组与对照组

AE 发生率分别为 98.30%和 90.11%（P=
0.0038），3/4级AE发生率分别为60.23%和

41.76%（P=0.0000），但是严重不良事件

（SAE）发生率分别为15.34%和16.48%（P=
0.8598），且与药物相关的SAE发生率分别

为6.25%和6.59%（P=1.0000），多数不良事

件可预期、可耐受、可逆转和可控制。该项

研究是全球第1个治疗二线化疗之后晚期

胃癌患者研究获得成功的案例，获得了国

际、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上述研究是由李进教授和我本人担任

共同PI牵头组织的，李进教授做出了开拓

性和卓越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得到全国38
家肿瘤中心的鼎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大家

付出了许多的心血辛劳，应该说是团队合

作和集体智慧的成果。

（《中国医学论坛报》贾春实 采写）



胡春宏教授

目前，应基于肺癌的分子分型确定最

佳治疗策略已成为业内共识，明确肿瘤驱

动基因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可使患者更

多获益。因此，基因检测在肺癌治疗决策

中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对于晚期非小细

胞肺癌（NSCLC）患者，目前最常推荐检测

的基因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
变性淋巴瘤激酶（ALK）、c-MET和ROS1。
对于前两者，目前已有针对这两种基因变

异的药物获批用于临床，为患者带来临床

获益；针对后两个基因变异的靶向治疗已

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其疗效同样值得期待。

想要做好基于肺癌患者驱动基因制定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规范、准确的基因检测是

重要前提。当前我国能在临床实践中常规

开展基因检测工作的医疗单位仅占少数。

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EGFR基因突

变检测率仅为20%，分析其原因，基因检测工

作的开展需有一定的硬件设备、专业素质较

高的技术人员以及临床科室与相关辅助科

室如病理科的良好配合，这对于一些二级医

院或基层医疗单位来说，尚难以实现。除医

疗单位外，也有一些生物公司在做基因检测，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收费较高、盲目检测许

多不必要的项目、检测方法和检测流程不规

范导致检测结果不可靠等。除上述原因外，

造成我国肺癌患者基因检测率较低的原因

还包括部分医生基因检测意识不强、技术上

无法获得足够的肿瘤组织标本、患者对基因

检测的重要性理解不足以及由于经济条件

限制患者不愿意进行基因检测等。因此，针

对这种现状，提高肿瘤驱动基因的检测率和

检测准确度仍是当前的重点工作内容，我国

学者正为此付出不断的努力。

对于驱动基因状态未知的晚期NSCLC
患者，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

明确指出化疗是这类患者的一线标准方

案。在为此类患者选择化疗方案时，应基于

患者的肿瘤病理类型、身体状况等，选择合

适治疗方案，如对于非鳞癌患者，培美曲塞

联合铂类是首选化疗方案。对于驱动基因

状态未知的晚期NSCLC患者，不推荐盲目

尝试靶向治疗药物，应尽量明确其驱动基因

状态，以最大程度优化治疗决策。

基于病理学分型的治疗基于病理学分型的治疗 截至目前，

化疗依然是 NSCLC患者的重要治疗手

段，多年来，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提高

NSCLC患者的化疗疗效及如何将化疗的

模式进行更大的突破。新的化疗药物出

现使得治疗有了较大进展，如培美曲塞的

相关临床研究让我们从现实水平证实了

不同组织病理学类型的NSCLC患者接受

同一药物治疗会有不同疗效。众所周知，

肺鳞癌与腺癌的生物学行为不同，那么从

理论上可推导这两种类型的患者接受同

一药物治疗时疗效应该有所差别，但既往

研究却没有证实这一差别。而关于培美

曲塞的几项大型Ⅲ期临床研究 JMEI、
JMEN、JMDB结果证实，培美曲塞维持治

疗可显著延长非鳞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

（PFS）和总生存（OS），而鳞癌患者的获益

相对较少。也正是因为这一研究的结果，

临床实践开始重视不同组织病理学类型

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应用有所区别，这

可使患者从化疗中进一步获益。目前，研

究已深入到腺癌不同亚型患者在对相同

治疗是否具有差异，结果值得期待。

基于肿瘤分子分型的治疗基于肿瘤分子分型的治疗 随着研究

越来越细，越来越精尖，基于肿瘤分子分

型的治疗已逐渐成为学界热议的重点话

题。肿瘤的发生均是首先是在分子水平

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细胞生物学行为改

变，最后引起肿瘤生长及相应的临床症

状。而基于分子分型的靶向治疗已经有

了较大的进展，如针对EGFR、ALK、ROS1
等靶点的小分子抑制剂。但肿瘤异质性

非常强，不同诱导因素导致的肿瘤在分子

事件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一个作用靶向可

能只能针对其中一小部分的患者。而找

到可能有效的靶点后，如何筛选出真正有

效且安全的靶向药物也需要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此外，针对相应靶点的治疗，仅

作用于一个靶点还是多个靶点更加有效，

尚未定论。需指出的是，肿瘤也会对靶向

药物产生耐药。

这一系列的问题均是当前我们在靶

向治疗肿瘤的征程中需面对的问题，因此

说，战胜肿瘤，我们仍任重道远。

明确驱动基因状态对于肺癌精准治疗极其重要

周清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周清

基于NSCLC病理学及分子分型的治疗
广东省人民医院 胡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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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策略优化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策略
——CSCO肿瘤分子靶向治疗论坛报道

9月1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

琳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癌症中心孙伟

劲教授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

艳桥教授的主持下，肿瘤分子靶向治疗论坛

如期进行。来自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

Claus-Henning Köhne教授针对如何优化

靶向药物使mCRC患者总生存（OS）获益最

大化做了深入阐述。此外，沈琳教授、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刘天舒教授和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邢宝才教授围绕结直肠癌诊疗领

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优化mCRC的一线治疗，使OS获

益最大化

对于mCRC的治疗，Köhne教授强调根

据策略（Strategy，治愈或姑息）、肿瘤生物学

行为（Tumor biology，侵袭性或惰性）、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EGFR）依赖性（KRAS基因野

生型或突变型）和患者因素（Patient，患者分

类）进行综合考虑，即STEP策略。

2012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共
识将mCRC分为组1（转移灶潜在可切除患

者）、组2（转移灶不可切除、肿瘤负荷大、进展

快且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患者）和组3（转移灶

不可切除、肿瘤症状不明显、疾病进展缓慢

的患者）三组。对于组2和组3的mCRC患

者，采用一线、二线及后线的序贯治疗是重

要治疗策略，其中一线方案的选择至关重

要，是影响患者生存最重要的因素。研究显

示，随着治疗线数的增加，疗效逐渐下降，缓

解率（RR）从一线的40%~80%，降为二线的

10%~35%和三线的1%~13%，无进展生存

期（PFS）也从一线的8~11个月，缩短为二线

的4~7个月，三线的2~12个月。由此可见，

如果一线初始治疗未选择强效药物，丧失的

疗效可能很难在后续治疗中弥补。

CRYSTAL、PRIME、OPUS等研究已表

明，KRAS野生型mCRC患者能从一线化疗

联合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抑制剂如西

妥昔单抗及帕尼单抗治疗中明确获益，新近

研究发现RAS野生型患者能从中OS获益更

多。CRYSTAL研究显示，与5-FU/LV+伊
立替康（FOLFIRI）相比，西妥昔单抗联合

FOLFIRI的OS获益增加从KRAS野生型患

者的3.5个月（P=0.0093）延长至RAS野生型

患者的8.2个月（P=0.0024）。而对于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VEGF）抑制剂，目前尚无证据

证实KRAS野生型mCRC能从化疗联合抗

VEGF单抗中更多明显获益。FIRE-3研究

发现，与 FOLFIRI联合贝伐珠单抗相比，

FOLFIRI联合西妥昔单抗的OS获益增加从

KRAS野生型患者的3.7个月（P=0.017）延
长 至 RAS 野 生 型 患 者 的 7.5 个 月（P=
0.011）。PEAK研究也得出相似结果。此

外，另一项比较西妥昔单抗或贝伐珠单抗联

合化疗一线治疗的CALGB 80405研究显

示，对于KRAS野生型患者，两组的OS相当，

但针对RAS野生型的数据还在分析中，在该

类EGFR抑制剂治疗的优势人群中，结果可

能会有差异。基于三项抗EGFR单抗和抗

VEGF单抗的头对头研究（FIRE-3、PEAK
和 CALGB 80405）的分析发现，即便在

KRAS野生型患者，抗EGFR单抗联合一线

化疗较抗VEGF单抗联合一线化疗更能显

著改善患者生存（P=0.003），使疾病死亡风

险降低17%（HR=0.83）。
结直肠癌诊疗热点问题探讨

论生物标志物对结直肠癌治疗决策的论生物标志物对结直肠癌治疗决策的

临床意义临床意义 mCRC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疾病，

因而对mCRC实施个体化治疗非常重要，而

生物标志物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了依据。在

mCRC，KRAS基因是第一个被证实可预测

抗EGFR单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而RAS基
因被认为有助于更精准的个体化治疗。目

前，关于BRAF、PIK3CA突变如何选择更适

宜的治疗仍在探索当中。另外，Ⅱ期结直肠

癌的微卫星不稳定（MIS）状态结合分子水平

的基因表达谱可更好地筛选高危复发人群，

而UGT1A1和二氢嘧啶脱氢酶（DPD）基因

多态性与药物不良反应存在一定相关性，未

来应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其预测的准确性。

从临床疗效评判标准的变迁看从临床疗效评判标准的变迁看mCRCmCRC
的治疗的治疗 目前用于细胞毒药物疗效评价的

RECIST标准用于靶向药物治疗疗效评价尚

存争议，而Choi标准（评价伊马替尼）、MASS
标准（评价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早期肿瘤缩

小（ETS）和缓解深度（DpR）概念的提出（评

价西妥昔单抗），为靶向药物治疗疗效的评

估/预测提供了又一重要参考。ETS和DpR
可作为mCRC患者生存的潜在预测指标。

CRYSTAL、OPUS等研究发现，对于KRAS
野生型患者，在化疗基础上加入西妥昔单抗

可带来更多、更强的ETS和DpR，达到ETS
者的OS显著延长，而DpR可预测进展后生

存时间（PPS），从而对OS有较强的预测相关

性。由此可见，西妥昔单抗具有很强杀伤肿

瘤细胞的效果，能带来更高比例的ETS和
DpR，从而最终转化为OS的显著获益。

如何优化转化性治疗中靶向药物的选如何优化转化性治疗中靶向药物的选

择择 对于初始不可切除的结直肠癌肝转移，

研究显示转化治疗可使10%~30%转化为可

切除，获得手术切除机会。 CRYSTAL、
OPUS、CELIM研究等证实，对于KRAS野生

型患者，化疗联合西妥昔单抗能使更多患者

的肿瘤快速缩小，显著提高有效率，显著增

加R0切除率，使患者OS获益更多。2012年
ESMO指南推荐，在考虑强化治疗及诱导肿

瘤缓解时，含EGFR单抗的三药方案在快速

缩小不可切的肝转移灶或快速诱导肿瘤缓

解方面具有优势（Ⅱ类证据，A级推荐）。

2013年结直肠癌肝转移诊断和综合治疗指

南也推荐，在结直肠癌肝转移的转化治疗

中，对KRAS野生型患者应首先考虑化疗联

合西妥昔单抗（Ⅰb类证据，A级推荐）。

（国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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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中，晚期NSCLC化疗的重

大进展是含铂的两药联合方案成为一线标

准治疗。ECOG1594研究显示，组织学类

型和化疗药物疗效间无明显相关性。

JMDB是首个揭示不同组织学类型与药

物选择关系的前瞻性随机全球多中心Ⅲ
期临床研究，其结果证实，在非鳞癌患者

中，培美曲塞+顺铂治疗的患者生存期明显

优于吉西他滨+顺铂治疗者。而在鳞癌患

者中，吉西他滨+顺铂组生存期优于培美曲

塞+顺铂。这提示NSCLC组织学类型与疗

效显著相关，非鳞癌患者建议优先使用培

美曲塞+顺铂做为一线化疗方案。

近年来个体化治疗飞速发展，EGFR
突变和ALK融合基因主要发生在非鳞癌

患者，在鳞癌中突变率极低，因此，美国国

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推荐非鳞癌

患者应检测EGFR突变和ALK重排，而对

不吸烟等以外的鳞癌患者则不常规推荐检

测。对于EGFR突变患者可选择EGFR-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一线治疗，ALK阳

性患者可选择ALK抑制剂治疗。但对于

基因突变状态未知或阴性的患者，化疗仍

是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

维持治疗是指晚期NSCLC患者在完

成 4~6个周期一线化疗后疾病稳定后的

继续治疗，以进一步推迟疾病进展时间，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维持治疗可分为换

药维持和同药维持。对于换药维持，研究证

实应用培美曲塞（JMEN研究）和厄洛替尼

（SATURN研究）维持可显著延长患者OS
和PFS，其中，培美曲塞用于非鳞癌患者，而

厄洛替尼则用于EGFR突变阳性患者。而

对于同药维持，培美曲塞（PARAMOUNT
研究）可使患者的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分

别降低40%和22%，并延长生存期近3个
月，目前，已被各指南推荐用于非鳞癌

NSCLC患者的维持治疗。

此外，贝伐珠单抗单药也可用于非鳞

癌 NSCLC维持治疗（ECOG4599研究）。

AVAPERL研究显示，对于非鳞癌患者的

维持治疗，贝伐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较贝

伐珠单抗单药维持可延长患者的PFS。
但维持治疗也存在一定问题。一些药

物改善PFS而非OS，且长期合并用药导致

医药费用过高，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因此，

应综合考虑生存优势、生活质量、药物毒性

和维持治疗费效比，合理制定方案。

钟殿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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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NSCLC老年患者治疗的选择

肺癌是老年患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老年NSCLC患者主要是指年龄在

70岁以上的患者群体。这些患者因器官

功能状态、伴随疾病不同而存在异质

性。如果单纯根据年龄进行治疗方案的

选择，显得证据不足。目前认为，在为老

年肺癌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时，更需考虑

疗效和安全性的平衡，在治疗前要全面

评估患者的脏器功能储备情况。对于一

般状况较好的患者，无伴随疾病或伴随

疾病较少，可以考虑含铂的两药联合。

使用卡铂时要根据用药时曲线下面积

（AUC）的方法计算剂量，在化疗后要密

切监测患者的骨髓功能及生化指标。此

外，还需积极加强对患者的支持治疗，及

时处理其出现的不良反应。对于一般状况

较差的患者，例如功能状态评分为2分（PS2）
或伴随疾病较多的患者可行单药化疗。

多靶点叶酸抑制剂培美曲塞的临床

应用是晚期非鳞癌 NSCLC治疗的里程

碑事件。培美曲塞给药方便、患者耐受

性较好，可足量用于老年患者。在Ⅲ期

临床研究中，培美曲塞治疗出现3/4度骨

髓 抑 制 的 患 者 只 占 55% 左 右 。

PARAMOUNT研究结果表明，大于 70岁
的老年肺癌患者接受培美曲塞方案治疗

中位生存时间可超过1年。此外，培美曲

塞+卡铂的联合化疗方案可在门诊化疗

使用，在临床实践中已经成为晚期非鳞

癌NSCLC的常规化疗选择。另有Ⅲ期临

床研究证实，对于间变性淋巴瘤激酶

（ALK）阳性及EGFR敏感突变的患者，使

用培美曲塞方案要优于其他方案。而对

于鳞癌患者，吉西他滨单药或联合卡铂

治疗是可行的选择。对于一般状况较好

的患者，联合方案获益后可行单药吉西

他滨继续维持治疗。此外，紫杉醇联合

卡铂也是晚期老年NSCLC的选择之一。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峻岭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钟殿胜

李峻岭教授

NSCLC患者术后辅助治疗规范及探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支修益

2008年，LACE荟萃分析结果表明，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术后辅助化

疗可显著改善生存，从而确立了辅助化

疗在 NSCLC治疗中的地位。那么在临

床实践中如何选择合适的辅助化疗方

案，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肿

瘤因素。国内外指南和诊疗规范均明确

指出，NSCLC术后辅助化疗的适宜人群

是临床病理分期为Ⅱ期以上的患者，这

类患者可以通过术后辅助化疗获益。但

对于Ⅰb期患者，如存在高危因素如肿瘤

切缘不达标、淋巴结清扫不全、低分化肿

瘤或年龄因素，也可考虑进行术后辅助

化疗。第二，患者因素。如术后出现并

发症、术后功能状态评分（PS）≤2分、高

龄的患者，不推荐术后辅助化疗。第三，

化疗方案。目前，因传统长春瑞滨+顺铂

方案的安全性问题，限制了其在临床的

应用。而高效低毒的新型化疗药物如培

美曲塞等的出现，其与铂类药物的联合

化疗方案被较多应用于 NSCLC的术后

辅助化疗。第四，疗程。多数患者的术

后辅助治疗为 4个周期，如为Ⅲa期患者

可延长至6个周期。

总的来说，术后辅助治疗受较多因

素影响，如手术创伤和术后并发症。相

较于传统开胸手术，目前由于胸腔镜手

术的开展，其给患者带来的创伤较小、恢

复快、并发症发生机率较小，这使得更多

患者可如期开始术后的辅助化疗。

随着研究的深入，基于NSCLC分子

分型的靶向治疗成为领域内的研究热点

和重点话题，那么靶向治疗是否也可用

于 NSCLC的术后辅助治疗呢？遗憾的

是，目前尚无证据证实NSCLC患者术后

应用辅助靶向治疗的生存获益。JBR.19
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总体人群和表皮生

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阳性的患者，吉

非替尼在改善Ⅰb~Ⅲa期NSCLC患者的

无疾病生存（DFS）和总生存（OS）方面，与

安慰剂无明显差异。因此，目前尚不推荐

在NSCLC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中应用靶

向治疗。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停止这方

面的探索，目前有多项关于NSCLC患者术

后辅助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当

中，其结果值得期待。

支修益教授

个体化治疗时代中的化疗地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方健

如其他恶性肿瘤一样，晚期NSCLC
的治疗进入了靶向治疗时代，针对信号

传导、血管生成、免疫逃避等位点的靶向

治疗改变了NSCLC治疗现状，但是化疗

仍是NSCLC治疗的基石，仍为重要的基

本治疗手段。

第一，在新辅助和术后辅助治疗

中，化疗的证据水平仍是最高的，尤其

在术后辅助中,得到了 NCCN 指南推

荐。虽然目前开展了若干TKI类药物用

于 EGFR突变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研究，

但均在试验中，且绝大多数此类试验以

无瘤生存期为终点指标，要得出 OS获

益尚待时日。

第二，对于局部晚期不能手术患者，

放疗同步化疗仍是这类患者的标准治疗；

而对于EGFR突变患者，TKI类靶向药物

是否可与放疗同步应用，尚缺临床证据。

第三，对于野生型和未知状态患者，

TOUCH研究表明一线化疗的OS显著优

于一线 TKI治疗，这已为业内共识。即

便是 EGFR突变患者，TKI治疗失败后，

化疗仍为重要治疗手段。周彩存教授牵

头开展的OPTIMAL研究表明，TKI和化

疗联合应用的患者生存期最长。对于

ALK阳性患者，ALK 抑制剂治疗失败后，

化疗仍为主要选择。

第四，以 PARAMOUNT为代表的培

美曲塞维持治疗相关临床研究，改变了

传统化疗模式。培美曲塞维持治疗显著

延长患者PFS和OS ，成为目前相当一部

分患者的标准治疗。

第五，化疗联合靶向药物也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比如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

总之，随着靶向药物的更多出现，

NSCLC进入到个体化治疗时代，但传统

化疗仍是晚期 NSCLC治疗的基石和主

要手段之一。

方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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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晚期NSCLC放疗的个体化策略

随着生物技术的进展及对肿瘤认识

的不断深入，个体化成为了当代肿瘤治

疗的主题。放射治疗的目的是在最大化

肿瘤控制的同时最小化治疗的毒副作

用 。 实 现 局 部 晚 期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NSCLC）放疗的个体化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考虑：①放疗靶区。合理靶区个体化

的确定不仅可有效控制肿瘤，同时可降

低放疗相关毒副作用，所涉及的技术包

括功能影像学检查的参与（PET/CT、
MRI）、四维CT为基础的呼吸运动管理及

放疗中 CBCT的应用；②放疗的剂量/分
割。NSCLC的放疗存在量效关系，这在

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有明确

体现。目前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筛选出

需高剂量照射的患者，并依据个体正常组

织的耐受上限给予个体化的放射治疗，或

考虑非常规分割的高生物效应剂量的放

疗，或利用现代调强技术的特点给予靶区

内非均质的照射。然而，这方面的经验仍

较缺乏，尚不能用于临床试验之外；③放

疗的时机也是在临床实践中经常要考虑

的问题，其也应个体化对待。尽管临床研

究并未证实诱导化疗和巩固化疗的临床

获益，但并不能否认二者的临床应用价

值，毕竟超过半数的局部晚期NSCLC治

疗失败原因均是远处转移。另外，依据放

疗过程中肿瘤的退缩重新设计放疗策略

也是个体化放疗的一种体现。

目前同步放化疗是局部晚期NSCLC
的标准治疗手段，如何选择高效低毒的药

物治疗与放疗进行有机的整合是未来的

重要研究方向。依据病理及分子特征选

择相应的系统治疗在Ⅳ期NSCLC中取得

的巨大成功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启示，

将这些经验拓展到局部晚期NSCLC的综

合治疗中相信会取得一定的成功。在放

射治疗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放疗技术层

面的进展外，肿瘤放疗敏感性和正常组织

损伤的个体化预测也应该去努力尝试。

另外一个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同放射治疗联合存在着一定的

理论优势，包括放疗可增强肿瘤的免疫原

性，特别是大分割放疗，而免疫治疗则可

增加放疗的杀伤效应。除同步使用以外，

放化疗结束后的免疫治疗及脑转移的预

防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马胜林教授马胜林教授

关注局部晚期NSCLC同步化放疗中低毒化疗药物

同步化放疗仍是最佳治疗策略同步化放疗仍是最佳治疗策略 局部

晚期患者约占NSCLC患者总数的30%以

上。目前推荐的标准治疗是常规放疗（60~
66Gy/30~33Fx）同步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

化疗。临床研究已证实同步化放疗的疗效

明显优于单独放疗和序贯化放疗。但同步

化放疗之前和之后的全身化疗是否可进一

步提高疗效？CALGB39801、HOG LUN和

Lamp研究的结果未能证明诱导和巩固化疗

可为局部晚期NSCLC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2013年一项荟萃分析和今年美国临床肿瘤

学会（ASCO）年会上一项韩国研究再次显

示巩固化疗无明确价值。因此，临床上不推

荐同步化放疗前诱导或之后的巩固化疗，以

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与放疗同步治疗仍

是局部晚期NSCLC的标准治疗。

新一代低毒化疗药足量与放疗同步应用新一代低毒化疗药足量与放疗同步应用

值得关注值得关注 回顾过去局部晚期NSCLC的同

步化放疗，化疗药提高了局部控制率但未降

低远处转移发生。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同步

化放疗期间的化疗药物至少一个甚或二个

药物的剂量是打折扣的。

近年来随着低毒化疗药如培美曲塞等

的出现，其能否足量与放疗同步应用受到关

注。在晚期NSCLC中，大规模临床试验发

现培美曲塞联合铂类相比其他以铂类为基

础的两药联合方案能明显延长非鳞癌患者

的总生存（OS），且患者耐受性好，毒性反应

小。那么在Ⅲ期不能手术的非鳞癌患者中

是否可用足量培美曲塞同步放疗来提高疗

效？已有Ⅰ、Ⅱ期临床试验证实，在局部晚

期非鳞癌患者中，足量培美曲塞联合足量顺

铂同步胸部放疗是安全的。这种足量低毒

化疗药物与放疗同步应用能否一改过去传

统化疗药物与放疗同步应用的困境，进而发

挥提高局部控制率同时降低远处转移风险

进而提高临床生存的疗效值得期待。

未来的化放疗同步治疗中药物治疗未来的化放疗同步治疗中药物治疗

的考虑的考虑 如何突破局部晚期NSCLC化放

疗同步治疗瓶颈，从药物方面考虑主要在

于：①低毒化疗药物足量与放疗同步应

用；②在选择性人群中，靶向药物参与；

③免疫治疗能否作为维持治疗发挥降低

远处转移推迟肿瘤进展开始时间？

综上所述，化放疗同步治疗仍为局部

晚期NSCLC目前的标准治疗。提高局部

晚期NSCLC的临床疗效任重而道远。

NSCLC维持治疗策略选择

目前，在临床实践中，业内学者对

NSCLC的维持治疗持肯定态度，认为部分

患者可从中获益。同药维持和换药维持是

当前主要的两种维持治疗策略，相对于换药

维持，目前同药维持的循证医学证据更足一

些，其有如下优势。首先，同药维持是在已

知疗效的情况下，对一线化疗后疾病无进展

如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或疾病稳

定（SD）的患者继续应用原化疗方案中的一

种药物治疗，这种药物的疗效在诱导化疗中

是肯定的，因此，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也较

好。多项临床研究也证实了NSCLC患者应

用同药维持的临床获益。PARAMOUNT
研究证实，培美曲塞联合顺铂一线诱导化疗

4周后继续用培美曲塞进行维持治疗较安

慰剂可使非鳞癌患者的死亡风险显著降低

22%，基于这项研究，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

络（NCCN）指南与2014欧洲临床肿瘤学会

（ESMO）专家共识均推荐培美曲塞的同药

维持治疗。ECOG4599研究则证实，贝伐

单抗维持治疗也可为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而目前可用于换药维持的药物主

要有培美曲塞、多西他赛和靶向药物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厄洛替尼等，其

中 TKI用于换药维持主要针对在一线化

疗期间发现EGFR突变阳性的NSCLC患

者，在联合化疗4~6个周期后，直接换用TKI
进行维持治疗。INFORM研究亚组分析表

明，TKI进行维持治疗可显著延长EGFR突

变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同样，

培美曲塞也拥有用于换药维持治疗获益

的证据，JMEN研究结果表明，NSCLC患者

一线化疗后应用培美曲塞维持治疗可显著

延长非鳞癌患者的PFS和OS。
在临床实践中，并非每个NSCLC患者

都适于维持治疗。在决定患者是否可进

行维持治疗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首

先，必须是一线治疗获益的患者；其次为患者

对维持化疗的耐受性；再其次是患者的体

力状况，这是肿瘤维持治疗中需重点关注

的；最后则为预测患者是否有更多后续治

疗机会，如明确相关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可

能后续还有更多机会接受靶向药物治疗。综

合上述因素，在患者愿意治疗的基础上尽

量选择证据较为充分的药物治疗。

傅小龙教授

盛立军教授盛立军教授

肺鳞癌优化治疗的探索仍在前行

与腺癌相比，肺鳞癌的发病率较低，

且目前尚不明确其肿瘤驱动基因。因此，

对于鳞癌患者，化疗是其主要治疗手段。

近年来多项大型临床研究提示，根据组织

学类型选择的治疗方案可使NSCLC患者

进一步获益，这使得肺癌的组织学分型成

为选择化疗方案时的重要参考指标。循

证医学证据表明，对于肺鳞癌患者，吉西

他滨是第三代化疗药物中较优选的药

物。 JMDB 研究（J Clin Oncol 2008,26:
3543）亚组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肺鳞癌患

者，吉西他滨+顺铂（GC）联合化疗较培美

曲塞+顺铂（PC）联合化疗可显著延长总

生存（OS）期（10.8个月对9.4个月）。

近年来，基于肺癌分子分型的个体化

治疗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热点，因此，除基

于NSCLC的组织病理分型对鳞癌患者进

行个体化治疗外，研究者对鳞癌的分子分

型也进行一些探索，以期明确其肿瘤驱动

基因，进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分子靶向治

疗。但遗憾的是，目前对于鳞癌的肿瘤驱

动基因尚不是非常明确，因此对其靶向治

疗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如有研究提示，

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靶向治

疗可在一定程度改善患者生存，但从药物

经济学角度分析其治疗的经济效益比不

高，临床实践中难以推广。另有证据提

示，针对 PD-L1等免疫排异基因的免疫

靶向治疗对肺鳞癌患者可能会有进一步

的疗效，这或将成为肺鳞癌治疗领域较有

前景的研究方向。

此外，多学科治疗对于局部晚期或晚

期肺鳞癌患者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化疗

配合局部放疗是此类患者较为理想的治

疗方案，其可在化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

疗效。与腺癌患者不同，肺鳞癌对放疗的

敏感性较强。因此，研究者认为，对于较

晚期或局部晚期的肺鳞癌患者，在其化疗

获得较好效果后配合局部放疗可进一步

提高疗效。今年ASCO年会也报告了相

关临床研究的结果，如对于一线化疗有效

或原发病灶对其他脏器有压迫的肺鳞癌

患者，化疗配合放疗可进一步延长生存。

这也是未来值得我们探索肺鳞癌治疗优

化方案的方向。

黄诚教授黄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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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CSCO 青年医师论坛青年医师论坛
精彩内容精彩内容，，邀您参加邀您参加！！
——乳腺癌专场（Breast Cancer Symposium - CSCO Young）

时间：2014年9月19日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2楼2A02会议室

主席(Co-Chairs)：刘秀峰 殷咏梅 陆劲松

主持人(Moderators)：殷咏梅 刘红 陆劲松 王树森 刘秀峰 王殊

特邀嘉宾(Invited Guests)：江泽飞

08:30~08:45乳腺癌前哨淋巴结相关问题

李南林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8:45~09:00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策略和进展

郭宝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00~09:15乳腺癌辅助化疗进展

张少华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09:15~09:30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

——成就与探索

欧阳取长 湖南省肿瘤医院

09:30~09:45乳腺癌影像学研究进展

华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早期乳腺癌部分
主持人：殷咏梅 刘红

晚期乳腺癌部分
主持人：陆劲松 王树森

09:45~10:00转移性乳腺癌的全身化疗现状和进展

王碧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00~10:15晚期乳腺癌分子靶向治疗进展：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郝春芳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15~10:30晚期乳腺癌疗效评估指标解析

殷咏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10:30~10:45乳腺癌解救内分泌治疗的进展

管晓翔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0:45~11:00乳腺癌钼靶筛查在我国开展的意义和策略

李俊杰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病例讨论：
主持人：刘秀峰 王殊

特邀嘉宾(Invited Guests)：刘健 王晓稼 张建国 范志民

11:00~11:30病例1
报告人：姚广裕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讨论嘉宾：宋传贵 王红霞 程琳 庄永志

11:30~12:00病例2
报告人：王佳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讨论嘉宾：闫敏 陈占红 滕月娥 盛 张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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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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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管理或可成就乳腺癌治疗的“私人订制”

晚期乳腺癌一线与维持治疗的选择晚期乳腺癌一线与维持治疗的选择

晚期乳腺癌尽管是不可治愈的疾病，但近

年来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在一线化疗获得

疾病控制的情况下，延长治疗时间可延缓

疾病进展时间，甚至带来总生存获益。这

就是“一线加维持（化疗）”的策略，其制定

除了遵循分类治疗的原则外，个体化选择

一线治疗方案和合理的维持药物至关重

要，其需遵循如下原则。

①优先选择高效、低毒的新型抗肿瘤

药物。新一代抗肿瘤药物如紫杉类、卡培

他滨等因抗肿瘤活性更强、毒性更低，在转

移性乳腺癌（MBC）的维持化疗中较传统化

疗药物更具优势。②一线“联合治疗”。一

线选择的有效联合治疗，使患者肿瘤最大

限度地得到控制，更加有利于维持治疗以

延长生存。③选择适合维持治疗的单药。

尽管韩国联合维持治疗研究的结果令人满

意，但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卡培他滨治疗

MBC高效、毒性低、剂量易调整、口服方便

等。研究表明，单药一线治疗无进展生存

（PFS）为6个月，总生存（OS）达22个月。

参与调研的心得与体会参与调研的心得与体会 参加本次调

研项目体会深刻，首先是我们中心的人员

非常重视这项调研工作，因为在此前的临

床实践中，我们对维持治疗的优势与作用

有了一定认识。其次，本中心的积极参与。

大部分医生已基本领会了“全程管理模式下

一线加维持治疗”的理念，在临床实践中

不断实践与提高。这也使中心至少 2名
医生入选全国性“全程管理模式下一线加

维持治疗”巡讲专家，并有幸应邀参加了

江泽飞教授主编的《现代乳腺癌全程管理

新理念和临床策略》一书的撰写。最后，

通过调研项目增进了国内同行专家、学科

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互相学习，共同

进步，有利于今后更深入的合作与交流。

浙江省肿瘤医院 王晓稼

CSCO乳腺癌维持治疗调研项目结果公布

权威专家诠释乳腺癌全程管理理念权威专家诠释乳腺癌全程管理理念
近年来乳腺癌全程管理和维持治疗成为领域内的热点话题。在本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年会上，军

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江泽飞教授牵头开展的CSCO乳腺癌维持治疗调研项目公布了结果，引起了与会者的重

点关注。本版整理我国多位专家对乳腺癌全程管理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晚期转移性乳腺癌诊疗现状晚期转移性乳腺癌诊疗现状 与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相比，目前我国乳腺癌患者

复发和转移的发病率降低了约10%，即乳

腺癌的治愈率提高了10%。而目前仍有

5%~6%的患者最初诊断即为晚期复发转

移性乳腺癌，农村患者比例相对城市高。

基于乳腺癌分子分型的治疗基于乳腺癌分子分型的治疗 根据分

子分型可将乳腺癌分为 luminal A 型、

luminal B 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
（HER2）阳性型、三阴型。对于 luminal A
型的乳腺癌，与国外相比，国内可选用芳

香化酶抑制剂、三苯氧胺、孕酮类药物。

而对于氟维司群等内分泌药物，价格较

贵，国内患者大多负担不起。对于逆转内

分泌治疗耐药的药物如依维莫司，也存在

价格贵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曲

妥珠单抗等HER2靶向药物的临床应用

中。这是间接导致我国HER2阳性晚期

乳腺癌患者预后较差的原因之一。

对于三阴性乳腺癌（TNBC），内分泌治疗

及靶向治疗均无效，只能选择化疗。目前我

国正在进行一些研究，以进一步提高TNBC
患者化疗的疗效。常用药物除蒽环类药物、

紫杉类药物外，也有相对较新的长春瑞滨、卡

培他滨、吉西他滨等，但一些老药如VP-16、
口服环磷酰胺等也在使用。由于新药不断

出现，一些国外指南将这些老药从指南中删

去，但我国医生不能一味追随国外指南，而应

结合国情，在老药新用方面做一些工作。

参与调研的心得与体会参与调研的心得与体会 乳腺癌是不

可治愈疾病，需长期治疗。这需在疾病迅

速进展时，选择强力方案控制疾病进展；当

疾病得到控制后，选择维持治疗，避免疾病

进展。维持治疗可选择内分泌药物或化疗

药物，但均应强调长期维持的理念。这次

调研数据显示，有约20%的患者疾病控制

可长达2年以上，可见目前我国现有药物

可以有效控制病情，安全性也很好。

胡夕春教授

基于乳腺癌分子分型的治疗进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胡夕春

殷咏梅教授

XT和XN方案治疗晚期乳腺癌孰优孰劣？

卡培他滨+多西他赛（XT）方案为指

南推荐的MBC的优选联合方案，研究显

示，XT方案可使MBC客观缓解率（ORR）
约达 50%。另一方案卡培他滨+长春瑞

滨（XN）也被多项研究证实可使MBC患

者的ORR达到50%~73%，并发现其在内

脏转移的 MBC 患者中抗瘤活性强大。

对于MBC患者，XT和XN方案有无优选

和次选之分呢？ 在本届CSCO上报告的

一项前瞻性临床试验对比了XT或XN化

疗 4~6周期后以X单药维持至病情进展

或毒性不可耐受即XT-X方案和XN-X
方案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研究共入组患者 822例。初步结果

显示，XT与XN的总体临床疗效无显著

差异。但XT组较XN组有更多患者进入

卡 培 他 滨 单 药 维 持 阶 段（81.51% 对

72.29%）。截至2014年4月，两组分别有

79.39%和 72.25%的患者维持治疗达到

或超过 5~6周期，平均治疗周期均为 6.4
周期。分析两组的PFS发现，XT-X 组的

PFS 较 XN-X 组明显延长（P＜0.001）。

亚组分析显示，在绝经前亚组和TNBC亚

组，XT-X组和XN-X组的PFS无显著差

异。而在其余亚组，包括年龄＜40岁、绝

经后、一线二线、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

阳性等，XT-X组较XN-X组PFS均有显

著优势。

在安全性方面，两组间3/4级血液学

毒性的发生率相似，XT组的手足综合征

发生率更高，两组其他的3/4级非血液学

毒性的发生率相似。

综上可看出，XT和XN都是MBC治疗

的合理选择，XT-X方案较XN-X方案可

使患者获得更长的PFS。因此，XT-X方案

宜作为MBC治疗策略的优化选择。XN-X
方案对于紫杉类耐药或者不耐受的患者也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转21版）

江苏省人民医院 殷咏梅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江泽飞

晚期乳腺癌一线+维持治疗方案的制定原则

在近几年的CSCO会议上，乳腺癌全

程管理及维持治疗一直是被重点讨论的话

题。早些时候，维持治疗的开展仍存在争

议，急需开展合适的研究证实其临床应用价

值。与探索新药及新方案临床疗效的前瞻

性研究并依此改变临床实践一样，我们认为

对维持治疗应用的现状与疗效进行前瞻性

的调研可反映真实世界现行的临床实践，同

样对优化当前的治疗管理颇有裨益。事实

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本次调研项目，了解了

我国晚期乳腺癌患者疾病的基本规律和治

疗模式，并发现了当前临床晚期乳腺癌的诊

疗实践存在的不尽合理之处。这些结果可

以给临床医生很多启发，特别是对工作在临

床一线和基层的医生，可让其了解到全国各

乳腺癌治疗中心普遍采用的医学模式，并通

过对比，优化出一些更佳的处理方式。

事实上，乳腺癌全程管理不仅指晚期

患者的维持治疗，还包括患者入院诊断及

后续一系列治疗模式的优化。这是乳腺

癌全程管理中需要重视的，其涉及了多个

治疗阶段，如是否可手术、术后辅助治疗

选择；辅助治疗失败或复发转移后综合多

种因素选择局部治疗或全身治疗如内分

泌治疗、靶向治疗、联合化疗及多种治疗

方法的联合等。当治疗模式成为共识和

规范后，政府机构和学会应以多种方式寻

求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将其推广，以便更多

的医生理解并掌握这规范，使得在我国当

前患者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可得到相似

的治疗。这不仅可增加患者治疗的信心，

也可促进我国乳腺癌诊疗现状的改善。

对于乳腺癌的全程管理，有学者提出

其可促使患者治疗方案的“私人订制”成

为可能，这受到了许多临床医生的关注。

当前多种治疗方法已经出现，我想我们已

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

江泽飞教授

20 CSCO组委会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合作出版

2014年9月19日 星期五

CSCO每日新闻



编辑：张二娟 电话：（010）64036988-233 E-mail：zhangej@cmt.com.cn 美编：刘欣

合作出版
CSCO组委会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21CSCO每日新闻

乳腺癌维持治疗地位的确立

维持治疗是晚期乳腺癌患者治疗方

案优化的一种治疗策略。乳腺癌患者的

药物治疗包括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和化

疗。与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不同，化疗

药物做为一种细胞毒药物应用于临床，其

疗效与患者安全风险之间的平衡是医生

面临的重要挑战。临床医生在给患者进

行化疗时，不仅要关注其能给患者带来的

获益，更要关注患者对化疗的毒副反应及

其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通常，乳腺癌

患者进行6个周期化疗后即停止化疗，如

为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则可用内分泌治

疗维持治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
（HER2）阳性患者则应用曲妥珠单抗进行

维持治疗。多年来，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探

索对于化疗后疾病稳定的乳腺癌患者，继

续化疗与停止化疗何者对患者更加有

利？但临床研究得到的结论不一，乳腺癌

患者的维持治疗存在较大争议。近期一

项大型荟萃分析的结果表明，接受化疗长

疗程治疗的患者较接受短疗程治疗者无

进展生存（PFS）期显著延长，且有微弱的

总生存（OS）获益。基于这一结果，晚期乳

腺癌（ABC）治疗共识建议，接受化疗的乳

腺癌患者在前期化疗获得部分缓解

（PR）、完全缓解（CR）和疾病稳定（SD）的
患者，应继续化疗直至肿瘤进展或出现患

者不能耐受的毒性。但这种维持治疗的

应用应建立在患者意愿的基础之上，治疗

前与患者充足的沟通是极其重要的。

对于维持治疗药物的选择，并不是所

有化疗药物均适用于做维持治疗。维持

化疗的理想选择应是单药治疗有效、相对

低毒、便于长期使用。部分第三代化疗药

物如卡培他滨已被临床研究证实用于维

持治疗可使患者获益。

目前，随着临床研究的开展和临床应

用经验的积累，维持治疗理念已逐渐被医

生与患者认可与接受，但对于大范围的推

广应用仍需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军事

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江泽飞教授近年来

一直致力于推广乳腺癌全程管理和维持

治疗理念，目前已取得较好的成果。

刘冬耕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刘冬耕

（上接20版）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肿

瘤是一种慢性疾病，乳腺癌是其中需终身

治疗模式的范例。目前，乳腺癌全程管理

的模式还不完善，其治疗较为复杂，目前

尚缺乏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数据。2011
年后，我们迎来了乳腺癌分类治疗的时

代，但距今时间较短，乳腺癌分类治疗的

数据也不充分。分类治疗和全程管理是

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对于激素受

体阳性的晚期患者，内分泌终身维持治疗

已成为临床常规，但是在全球范围尚没有

完整数据进行支持。对于HER2阳性乳

腺癌患者，抗HER2靶向治疗已有10多年

历史，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靶向药物维

持治疗也已逐渐成为治疗理念。

但是，对于三阴性乳腺癌（TNBC），

我们并不清楚化疗维持治疗的患者是否

可获得与内分泌、靶向维持治疗类似的

获益，主要的担忧是长期化疗给患者带

来的毒性反应。既往研究显示，紫杉类

药物与蒽环类药物分别因其神经毒性和

心脏毒性不能长期给药。国内学者对于

内分泌治疗失败、TNBC及联合治疗毒性

不可耐受的患者，习惯选用低毒化疗药

物维持治疗。目前从国内数据来看，卡

培他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药有一定

的靶向性、可口服、毒性较低，比较适合

乳腺癌的化疗维持治疗。

毒性反应的管理也是全程管理的目

标之一。首先应分类治疗，例如对于激

素受体阳性患者，选择低毒内分泌治疗；

对于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选择抗

HER2靶向药物治疗；对于内分泌治疗不

获益的患者，选择化疗进行维持治疗。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应寻找治疗适宜的

患者人群。例如，对于 TNBC、激素受体

阳性但内分泌治疗耐药或联合治疗不能

耐受，停药后可能短时间复发或进展的

患者，多选择单药化疗维持治疗。其次

是毒性管理，如卡培他滨的手足综合征

管理。当患者毒性反应较大时，耐受性

下降，可适当延长停药时间，在几个疗程

之后主动延长化疗间歇期。

乳腺癌维持治疗及毒性管理
福建省肿瘤医院 刘健

转移性乳腺癌维持治疗的原则

CSCOCSCO 维持治疗调研项目结果维持治疗调研项目结果 从

CSCO前瞻性、多中心乳腺癌维持治疗调

研项目的结果来看，在一线接受联合化疗

方案的乳腺癌患者中，89.52%临床获益，

其中82.25%进入了卡培他滨单药维持治

疗（中位 5个联合化疗周期后）。截至

2014年4月的数据显示，近80%的患者维

持治疗时间已经达到或超过 5~6周期。

对于维持治疗的疗效，调研结果表明，卡

培他滨维持治疗获得部分缓解和完全缓

解的患者占 41.61%，且与其他维持治疗

方案相比，卡培他滨单药维持治疗患者的

PFS显著延长（P=0.0374）。
目前认为，维持治疗合适的时机应在

肿瘤负荷最小的时候开始。对于联合化

疗的，应在治疗达到CR、PR或 SD时，通

常为化疗6~8周期后开始，维持治疗至疾

病进展或毒性不能耐受。

参与项目的心得与体会参与项目的心得与体会 参与CSCO
数据调研，我有很多的收获与体会。很多

MBC患者从维持治疗中获益，在保证较

好生活质量的同时，延长了生命。由于卡

培他滨能居家口服，延长了患者与亲人在

一起的日子，看到这些，做为医生感到欣

慰，同时更坚定了维持治疗的理念。对于

MBC不能轻易放弃，制订治疗方案时要

有总体观念，需想到后续可能进行的维持

治疗。此外，在治疗中需密切观察和随

访，对患者及家人进行相关知识教育，增

强治疗的依从性，减少治疗的中断，增加

治疗效果。

欧阳取长教授

湖南省肿瘤医院 欧阳取长

肿瘤分子标志物检测结果复核的临床意义重大

在临床实践中，对于原发灶和转移灶

分子标志物的检测结果，常存在结果不一

致的现象，本次乳腺癌维持治疗调研项目

的结果显示，激素受体由阴性转阳性的比

例为15.38%，由阳性转阴性的为10.38%；

HER2 基 因 由 阴 性 转 阳 性 的 比 例 为

10.34%，由阳性转阴性的为19.8%。尽管

存在不一致性，但大部分患者原发灶和转

移灶的指标是一致的。这对临床实践的

指导意义在于，首先，复核病理和免疫

组织化学检测指标的重要性。因为免

疫组织化学的检测受很多因素影响，

即使是在国外，不同检测中心原发肿

瘤标志物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文献报告

也达 20%左右，而我国不同地区、不同

级别医院的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因

此，对决定治疗有重要意义的病理指

标，再次复核尤为关键。其次转移灶

的再次检测对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有

重要影响。阴性转阳性的患者，可以

有更多治疗选择。

乳腺癌在其发生发展和治疗过程中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理想中的情况应该

根据实时的情况决定治疗方案，但由于

组织标本的取得困难一直制约着临床实

践，而近来以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为代

表的技术可以提供乳腺癌实时“液体活

检”，对疗效预测、预后判断和指导患者

个体化医疗有重要的意义，是未来的发

展方向。

张少华教授张少华教授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张少华

目前，乳腺癌的全程管理及维持治疗已得到我国越来越多临床医生理解与赞同，并为优化乳腺癌患者的全程

管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江泽飞教授指出，能见到国内这么多的同行团结在一起完成这一项CSCO乳腺癌维持

治疗数据调研项目，心里非常感动，正是有了他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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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晚期胃癌患者抗血管生成治疗之路探索晚期胃癌患者抗血管生成治疗之路
──阿帕替尼疗效与安全性再获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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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管生成为胃癌治疗提供重要靶点

胃癌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在中国，胃癌发病率居第二位，死亡率居

第三位，占将近半数（48%）的世界胃癌病

例。目前，胃癌治疗后复发转移比例较

高，晚期胃癌的一线治疗以联合化疗为

主，但带来的生存获益常常不到12个月。

二线化疗失败后治疗尚无标准方案。

早在 1800年，德国的病理学家就已

经观察到部分人群肿瘤高度血管化，从而

提出新生血管可能在肿瘤进展中发挥重

要作用。2000年，肿瘤研究泰斗Robert
A. Weinberg教授发表的《The Hallmarks
of Cancer》中明确提出“持续的血管生成

能力”是导致肿瘤恶性生长的六大特征之

一。研究表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并在血管生成中起

关键作用。胃癌组织VEGF高表达的患

者死亡风险增长将近 100%，这一风险在

亚裔人群中表现更显著。因此，抗血管生

成对胃癌的治疗至关重要。

新解读：抗血管生成治疗晚期胃癌的机制

VEGF/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VEGFR）通路是肿瘤血管生成的主要信

号通路。VEGF（VEGF-A）是生理和病

理性血管生成最重要的刺激因子，能维

持内皮细胞的存活，诱导内皮细胞增殖

和迁移，募集骨髓源性造血祖或干细胞

诱导血管形成，增强血管通透性。VEGF
有两种酪氨酸激酶受体，即 VEGFR-1
（Flt-1） 和 VEGFR-2 （KDR/Flk-1） 。

VEGFR-2是VEGF发挥促血管生成效应

的主要受体。

阿帕替尼作为众多抗血管生成制剂

中的小分子VEGFR抑制剂，通过精准靶

向VEGFR-2，强效介导四大抗血管生成

机制：①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和毛细血

管管腔样结构生成阻断新生血管的生成；

②促进肿瘤微血管退化；③解除VEGF高
表达对树突状细胞（DC）分泌的抑制作

用，介导免疫调节；④恢复胃癌细胞对顺

铂的敏感性，克服耐药。

新证据：阿帕替尼Ⅱ/Ⅲ期临床研究证实抗血管
生成在晚期胃癌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前期研究显示，对于标准化疗后出现

转移的胃癌患者，阿帕替尼有良好的治疗

活性，且安全性良好。而其Ⅲ期研究则进

一步确认了阿帕替尼在晚期胃癌中的疗

效和安全性。此项随机、双盲、平行对照、

多中心研究纳入了 273例二线治疗失败

的晚期胃癌患者，给予阿帕替尼或匹配安

慰剂850 mg qd口服，28天为一周期。主

要终点为总生存（OS）。全分析集（FAS）
分析显示，阿帕替尼组较安慰剂组显著延

长 1.8 个 月 [6.5 个 月 对 4.7 个 月 ，P=
0.0149，风险比（HR）=0.709]，符合方案集

（PPS）分析同样显示该组患者OS进一步

显著延长2.6个月（7.6个月对5.0个月，P=
0.0027，HR=0.616，图）。对于研究次要终

点，FAS和 PPS分析结果显示，阿帕替尼

组同样分别可使患者无进展生存（PFS）显
著延长 0.8个月和 0.9个月（P＜0.0001），
且研究者评价的疾病控制率（DCR）也优

于安慰剂组。在安全性方面，阿帕替尼治

疗所致不良反应与其他抗血管生成药物

类似，且患者可耐受，多数不良反应可通

过停药或减量控制。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李进指出，这项研究的结果提示，阿

帕替尼或可为二线化疗失败的晚期胃癌

患者的新治疗选择。（二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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