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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京津冀
战胜癌症我们能

2017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在津举行

2017年1月10日下午，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北京抗癌协会、天津市抗癌协会、河北省抗癌协会、天津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联合承办的“2017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举行。

启动仪式之前，天津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陈浙闽亲切会见出席2017年世界癌症日的院士专家、京津冀抗

癌协会领导和三地抗癌明星代表，包括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副理事长樊代明院士、于金明院士、唐

步坚教授、张岂凡教授、蒋国梁教授、高国兰教授，秘书长王瑛教授；承办单位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王平

教授，天津市抗癌协会理事长李强教授，河北省抗癌协会候任理事长单保恩教授、副理事长耿翠芝教授，北京抗

癌协会秦茵副秘书长等。陈浙闽书记代表市委、教育工委，对专家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2017年世界癌症日

在津启动表示祝贺。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姚建军，天津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王建存，

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姚智教授等出席会见。

2017 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

天津市领导会见出席活动
的院士、领导和抗癌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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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盛况空前，

院士专家、京津冀抗癌协会代表、医护人员、

抗癌明星近 400 人出席。启动仪式由中国抗

癌协会秘书长王瑛教授主持。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在启动

仪式上致辞，他指出遵循预防为主、关口前

移的理念，通过采取环境治理、全民戒烟、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早诊早治、规范诊疗、

科学康复等综合措施，很多国家已成功实现

癌症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双下降”。

2017 年世界癌症日的主题是“我们能，我能

战胜癌症”，传递的正是这种战胜癌症的信

心和力量。癌症防控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医院、企

业等各方的参与。为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我们将携手京津冀三地的抗癌力量，

整合资源，合作互补，争取率先在京津冀地

区实现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双下降”，

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健康梦不懈奋斗。

作为本次启动仪式的重要议程之一，李

强教授、单保恩教授和秦茵副秘书长代表京

津冀三地抗癌协会，共同签署发布“京津冀

联合抗癌倡议书”。三地抗癌协会将响应国

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医疗一体化建

携手京津冀
战胜癌症我们能

2017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
在津举行

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
王瑛教授主持启动仪式

秦茵副秘书长代表京津冀三地抗癌协会
宣读“京津冀联合抗癌倡议书”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郝希山院士致辞

签署发布“京津冀联合
抗癌倡议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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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京津冀
战胜癌症我们能

2017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
在津举行

设，依托各自的行业影响力和专家资源，搭

建“京津冀癌症防控联动平台”，定期开展

学术交流合作，促进产学研临床转化与应用；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开展基层医

疗扶持；促进京津冀医院之间的对口帮扶、

医院合作、医联体建设合作，实现医疗资源

的最优匹配；建立京津冀防癌科普平台，开

展患者教育、公益救助等活动，致力于在京

津冀尽早实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所

提出的“到 2030 年实现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

提高 15%”的防控目标。

启动仪式活动多样，精彩丰富。郝希山、

樊代明、于金明三位院士与来自京津冀三地

的抗癌明星面对面，聊聊“抗癌那些事儿”，

让广大癌友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权威的抗癌

指导，从各位抗癌明星的身上获得奋勇抗癌

的勇气和力量。

京津冀三地抗癌明星踊跃参与，进行经

验分享、歌舞展示、服饰表演、手语操互动，

展现了抗癌明星们积极乐观的康复心态和互

助扶持、携手抗癌的正能量。

战胜癌症，你能我能；战胜癌症，众志

成城。随着 2017 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

式在天津的成功举办，全国范围“世界癌症日”

防癌抗癌主题科普活动拉开了序幕。

活动现场

京津冀三地抗癌明星
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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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那些事儿—郝希山院士谈肺癌

每年的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2017年国际抗癌联盟推出的世界癌症日主题为“我们

能，我能战胜癌症(WE CAN,I CAN)”。通过展示生动的抗癌故事，并邀请知名院士、

专家进行精彩解读，从病人到疾病，聚焦早诊早治、规范诊疗、心态调试、科学康复等

关键点，为我们剖析癌症预防、诊疗、康复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努力构建“癌有所

治、癌有所养、癌有所乐、癌有所为”的科学抗癌模式，用事实证明癌症是可防、可

治、可愈的。

解读专家：郝希山（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先生壮年时期患肺癌，经过积极科学治疗已实现痊愈。孙先

生的抗癌之路可以提烁很多闪光点：早诊早治、积极配合并规范治

疗、良好的心理调适、积极参与群体抗癌等。

另外，重点谈谈吸烟和肺癌。孙先生以前吸烟，但肺癌诊断后

戒烟，这为他战胜癌症打下基础。在引发癌症的生活方式因素中，

吸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项可预防致癌因素。从动物实验到流行

病学，吸烟与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多种肿瘤的相关性

已经明确。据统计，30%的肿瘤发病率都与长期吸烟有关，肺癌与吸

烟的关系更为密切，约有15%的吸烟者将有可能患肺癌。每日吸烟量

越多，吸入的越深，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年代越长，所吸香

烟内焦油含量越高，诱发肿瘤的危险性也就越大。各国大型流行病

学调查研究已经证实，国家烟草消费量与20年后该国的肺癌发病率

呈正相关。

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降低肿瘤发病率的惟一办法是病因预

防。确定影响恶性肿瘤发生的危险因素，寻找易感人群，是目前癌

症预防的关键。从2008年开始，欧美国家每年新发癌症人数已呈现

稳定并开始下降，这与这些国家加强肿瘤防治有关。美国的癌症死

亡率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拐点，随后逐渐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

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

进步等因素。欧美的做法，中国需要加以借鉴。

目前普遍认为，有1／3的肿瘤可以预防，有1／3的肿瘤可以通

过早期发现积极治疗达到临床治愈，还有1／3可以通过合理治疗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只要我们众志成城，科学抗癌，就一定能够实

现2017年世界癌症日的主题：“我们能、我能战胜癌症”。

院士—抗癌明星
面对面

抗癌故事

孙志明，现年 71 岁，系原铁

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的一名退休干

部。1993 年底因发烧久治不愈，做

X 光胸透，检查出肺部有阴影，经

进一步 CT 检查为右肺上叶直径 1.5

厘米肿物，在天津胸科医院确诊为

肺癌。1994 年元月 20 日做了右肺

上叶切除手术，当时孙先生 49 岁。

手术后被转到天津市肿瘤医院开始

了长时间的化疗。化疗的痛苦是常

人难以忍受的，有一段时间头发全

部掉光了，甚至一看见医院的大楼

就开始条件反射地呕吐，而他顽强

坚持下来。经过三年治疗，他痊愈了。

“癌有所为”是他的信念，使他找

到了生命的意义。患癌之后，他投

身癌症康复志愿者工作，一干就是

二十多年。1998 年被评为“克癌勇

士”，2003 年被评为“天津市抗癌

明星”。2009 年受邀参加在都柏林

举办的第一届全球抗癌峰会。

郝希山院士与抗癌明星
孙志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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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那些事儿—于金明院士谈乳腺癌

抗癌那些事儿—樊代明院士谈结肠癌

解读专家：于金明（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相对于肺癌，乳腺癌发病机制中内因所占比重更大，与人体内

分泌、遗传因素以及长期的精神情绪等有关。同时，乳腺癌发病具

有较为明显的家族聚集性。目前已经明确，亲属中有乳腺癌患者是

发生乳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其中一级亲属患癌的影响尤为明显。

相对于其他恶性肿瘤，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在逐年提升，如能做到早

诊早治，治愈率可达90%。因此，早诊早治对乳腺癌非常重要。

乳腺癌的治疗是综合性的，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根据临床表

现及肿瘤的生物学特征、病程分期及淋巴结转移情况去选择合适的

治疗措施，使之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复发，提高生存率。目前乳腺癌

可选择的治疗方式众多，如手术、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及靶向

治疗，可选择治疗方式及组合是众多的，故正确选择适宜患者的治

疗方式并最优的排兵布阵是一门艺术。

乳腺癌手术治疗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类，即保乳和不保乳。保乳

手术是指切除乳腺内的肿块和部分乳腺腺体，但保留完整或大部分

乳房。保乳治疗是早期乳腺癌治疗的首选，而放疗则是乳腺癌保乳

治疗中的重要一环。目前研究证实，早期乳腺癌小手术+大放疗的效

果要好于乳腺切除的大手术。近年来，乳腺癌的放射治疗地位在大

数据临床研究中得到证实。精准医学以个体化为基础，以基因和蛋

白组学研究为前提，以大数据分析为主要手段的新型医学模式，是

未来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

解读专家：樊代明（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消化系统是人体肿瘤频发的地方，实体肿瘤 60% 发生在这里。

近20年来，随着饮食习惯和生活环境的改变，我国大肠癌(结直肠癌)

发病率显著上升。世界范围内，大肠癌正趋向于年轻化，平均发病

年龄由原来的 60 岁以上降到现在 45 岁左右。

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以及营养水平都与大肠癌的发生关系非常

密切。在日常生活中，若想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就要多运动、多喝水、

少吃红肉、多吃蔬菜，同时也要控制烟、酒摄入量等。这些健康的

生活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远离大肠癌的困扰。

大肠癌患者的早期症状普遍较为隐匿，不容易发现，有时还会

被误当作慢性结肠炎、痔疮、痢疾、肠梗阻、肠息肉等进行治疗。

一旦发现明显症状，大多数患者已经到了中晚期，治疗效果大打折扣，

所以大肠癌可谓是“来无影”。大肠癌早期自身无法察觉，仅能依

靠各种检测手段发现。因此高危人群要定期进行大肠癌筛查，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尽可能防止癌变发生。

抗癌故事

付一青， 72 岁，中共党员，

是河北经贸大学的退休教师。2011

年 1 月患乳腺癌，做保乳手术，术

后进行过4个周期化疗，32次放疗。

放化疗的不良反应，曾使她痛苦万

分，无助、茫然，曾想放弃治疗，

并有过轻生的念头，在河北省四院

乳腺中心的医生、家人和朋友的耐

心帮助，坚持完成了治疗。康复阶

段加入乳腺中心康馨家园，组建了

患者艺术团，担任团长。六年来，

带领病患姐妹们自编自演歌舞、模

特等节目，连续五年在“我还是我”

大型医患联谊会上担任总编导兼演

员。同时带领姐妹们做了大量的病

房探访、康复宣教等工作，2012 年

评为河北省抗癌明星，2016 年被评

为“健康使者”等光荣称号。

抗癌故事

王平，58 岁，既往长期吸烟，

饮酒，爱吃肉。2009 年 4 月确诊为

乙状结肠癌三期并伴淋巴转移，经

过近一年的治疗期，开始康复阶段，

至今已有近 8 年的癌龄。康复期注

重健康生活方式，戒烟限酒清淡饮

食，坚持健走运动，经常去国内外

游玩，放松心情，开阔眼界。2012

年初成为了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注

册的一名志愿者，参加北京癌症康

复会导医志愿服务队，并担任队长，

积极投身患者服务工作。

樊代明院士与抗癌明星
王平（北京）

于金明院士与抗癌明星
付一青（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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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世界癌症日

各地活动盘点
2017年世界癌症日活动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参与活动

的专业委员会、省市抗癌协会、医院、学术团体、医学院校100余

家，举办各类活动300余场，发放科普资料超过20余万份，参与活

动的专家和医护工作者2000余名，直接受益群众达数十万人。

医患联谊与交流 

2 月 4 日适值农历正月初八，

各地纷纷以医患新春联谊活动的

方式组织开展 2.4 世界癌症日主题

活动。青海省西宁市的医患文艺

演出得到青海省委书记王国生，

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晓等

领导的调研参与，王国生书记鼓

励大家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和参与科学康复，早日战胜病魔。

北京癌症康复会在红塔礼堂举办

2017 世界癌症日公益新春联欢会，

近千名北京癌症康复会的会员们

欢庆新春。四川省肿瘤医院以“为

守护健康、向癌症说不”和“抗

癌手牵手、医患心连心”为主题，

举办大型关爱肿瘤患者公益活动。

陕西省抗癌协会举行了盛大的启

动仪式，在西安举办迎新春联欢会

《我们的春晚》，活动由癌症患者、

康复者、医务工作者、社会各界

志愿者联袂奉献。重庆市癌症康

复会的抗癌明星们自导自演的“一

起走”、“通络操”等舞蹈表演，

向广大病友与家属传递着战胜癌

症的信心。山东省抗癌协会与南

丁格尔志愿队组织 “哈哈操”医

患表演，鼓励广大患者将心中的

恐惧、不愉快大声喊出来，乐观

面对人生。福建省肿瘤医院举办

2017 年世界癌症日医护患联欢会，

节目丰富，呼吁大家携手共进，

共同抗癌。湖南省肿瘤医院每周

推出不同的心灵体验项目，如心

灵影院、生物反馈仪、茶禅等，

让更多的患者在新年来临之际放

松心情，笑对癌魔。

北京抗癌协会 福建省抗癌协会 河北省抗癌协会 陕西省抗癌协会

湖北省抗癌协会 青海省抗癌协会 重庆抗癌协会

四川省抗癌协会

科普讲座

世界癌症日前后，我会所属各

省市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团体会

员单位等举办大小科普讲座活动150

余场，数百位名肿瘤专家为公众奉献

了癌症预防、早诊早治、诊疗技术等

的最新进展，帮助公众提升防癌抗癌

的科学素养。西安抗癌俱乐部首次采

用网络直播方式开展2017世界癌症

日主题科普讲座活动，与广大网友进

行互动交流和分享，参与人数近千人。

湖北省在武汉协和医院举办健康教育

大讲堂活动，在当地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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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义诊咨询

义诊咨询是最受患者欢迎、最有“获得感”

的福利，是历年世界癌症日活动的重头戏。2017

年各地举办大型义诊活动 200 余场，青海、吉林、

湖北、河北等省义诊活动专家云集、丰富多彩。陕

西省在渭南、延安、西安等多地举办大型义诊活动，

受到公众热烈欢迎。河南省在郑州、安阳等地组织

多家医院开展专家义诊活动，志愿者还为现场患

者们赠送鲜花。辽宁省肿瘤医院在义诊活动同时，

还组织开展肿瘤患者护理疑难病例讨论活动。邢台

市医疗服务团队服务基层，携带医疗设备走进乡卫

生院，免费为 1200 余名村民做健康体检。南通市

肿瘤医院义诊咨询活动还设立募捐箱，组织该院医

务人员和候诊人群为贫困患者募捐。

编写发放科普资料、新媒体创作

世界癌症日期间，总会及各分支机构组织编

写、发放各类防癌抗癌科普书籍、手册等资料约

20 万册。同时依托专家，开展各种形式的新媒体

科普创作和传播，收到良好效果。重庆除了编制

抗癌宣传手册、科普挂图之外，还组织专家制作

题为“抗癌 2017，有我！”的 2 分钟科普微视频，

通过微信广泛传播。吉林省肿瘤防治专家做客吉

林新闻频道健康大讲堂栏目，录播淋巴瘤、结肠

癌诊治知识科普视频节目。四川在网络平台进行

甲状腺癌、肺癌、大肠癌和胃肠等四个部分的“科

普专栏”创作宣传。邢台通过在微信公众平台“脑

外病友家园”，创作神经肿瘤相关科普系列文章，

得到患者关注和欢迎。

媒体宣传合作

中央电视台（CCTV）、健康报、

中国医学论坛报等全国知名媒体，天津

电视台、青海日报等地方媒体，以及央

视网、新华网、搜狐健康、腾讯、今日

头条、北方网等媒体，累计报道超过

100 次。

 2017年世界癌症日

各地活动盘点

河南省抗癌协会 吉林省抗癌协会 江苏省抗癌协会 山东省抗癌协会 辽宁省抗癌协会 上海抗癌协会

陕西省抗癌协会 河北省抗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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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Academic Progress

    学术会议
Academic Conference

2016世界肺癌大会中国区会后会

由IASLC授权，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联合主办，天津医科大

学肿瘤医院承办的“2016世界肺癌大会中国区会后会”于2017年1月7日-8日在天津举办。主会场采取研究

介绍+专家点评+专家讨论的形式，系统地解析了分子诊断、早期肺癌、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四个领域的重

磅研究，全面回顾了2016WCLC会议的最新进展。

（一）分子诊断新进展篇

汇报：2016WCLC分子诊断进展

讲者：广东省人民医院　张绪超教授

研究1. 奥希替尼对比铂类联合培美曲塞化疗用于

T790M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AURA3研

究）：血浆ctDNA检测结果

●在 AURA3 研究中血浆 ctDNA 使用 Cobas 法对 T790M

突变进行检测，与 Cobas 法肿瘤组织 T790M 的阳性一致性

研究3. 采用数字下一代测序技术对超8,000例晚期

NSCLC患者进行循环肿瘤DNA (ctDNA)临床应用

分析 

●从外周血循环中分离得到的 ctDNA 中可检测出活性

肿瘤突变。IV 期 NSCLC 中的检出率 ( 敏感度 ) 约为 85%；

在 29% 不可评估或基因分型组织病例中检出致癌驱动子。

血浆中检出的突变与组织中报道的具有同样的频率和分

布，这可应用于所有肿瘤谱系的主干突变。液体活检能实

时追踪不同肿瘤病灶中治疗耐药性的产生。

点评：2016WCLC分子诊断进展

讲者：Gustave Roussy-Villejuif(France)  Prof. 

David Planchard

1. AURA3研究: 血浆ctDNA分析

AURA3 研究采用 cobas 组织检测作为参照，T790M 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51% 和 77%，而在外显子 19 缺失

和 L858R 中观察到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因此需要超敏

感的方法以检测 ctDNA，也许 cobas EGFR 突变检测平台 v2

在检测 ctDNA T790M 方面还不够敏感。临床中如何找到更

多的 T790M 病人？在 2016 年 ASCO 中报道的 CO1686I 研究

组织血浆和尿液分析的结果可以提示，合并尿液和血浆检

测较单纯肿瘤检测发现更多 T790M+ 患者，期待新兴的诊

断技术能够增加检出 EGFR 基因突变的病人以及更精确得

适用 EGFR-TKI。

2. 超过8,000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使用ctDNA进行

临床应用研究

液体活检在 NSCLC 诊疗中的应用现状总结：液体活检

目前主要用于晚期肺癌，初始活检样本用尽或其他患者；

优势在于患者进展时不用进一步侵入性组织活检。但液体

活检还不能取代组织诊断；对于没有影像学进展的无症状

为51%。使用组织和血浆来检测T790M突变状态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提示肿瘤异质性和生物学进展差异，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探讨。

●在 AURA3 意向性治疗人群中，血检 T790M 阳性患

者与组织检测的 T790M 阳性患者使用奥希替尼治疗的预后

情况相似。

●对于第一、二代 EGFR-TKI 用药进展后的患者，应

当进行 T790M 突变的血液检测；对于可以获取组织标本的

血检 T790M 阴性的患者，建议进行组织 T790M 突变检测。

研究2. 法国的多中心评估不同免疫组化方法检测非

小细胞肺癌PD-L1的一致性研究

● 22C3, 28-8 和 SP263 方法在多个中心表现出较

好的一致性。在 7 个中心开发的 27 个 LDT 中，Dako, 

Ventana 和徕卡平台 , 与参考的检测方法相比，14 (51.8%) 

个进行肿瘤细胞染色显示出类似的一致性。当应用 4 种比

例 1%，5% 和 10% 进行免疫细胞染色区分时，观察到的一

致性较低。SP263 克隆位点在所有平台中的一致性最高。

患者，报告获得性分子突变的意义是什么值得探索？低收

入国家目前尚未能全面开展。未来将进一步的探索液体活

检在以下领域的应用：早期复发的检测；高危局限期肿瘤；

筛查 / 早期检测。

3. PD-L1 IHC检测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多中心法国

一致性研究

在真实世界中，PD-L 检测仍然是非常凌乱的。多数

实验室使用单一 IHC 平台。

该研究的意义如下：治疗选择可能取决于 PD-L1，

因此这是重要的；检测表现受抗体 / 平台选择的影响；免

疫细胞评分似乎特别成问题；结果不能确定哪些检测比

其他更好，只能显示这些检测间的相似性；22C3,28-8 和

SP263 分析非常相似；实验室必须验证自己的结果，即使

在合适的平台上使用抗体；为理解每个实验室的检测表现，

需要治疗的临床医生与病理学家间密切协作。

目前关于 PD-L1 评估的仍然存在很多未知：① PD-

L1 表达是动态的，表达越高临床获益机会越高，但也

有一些“阴性病例”获益；② PD-L1 表达随时间波动？

③ PD-L1 阳性肿瘤到底意味着什么？④ 如何确定阈值 : 

1%? 5%? 10%? 或 50%? ⑤建生物库程序的质量；⑥存在跨

越不同肿瘤类型的证据：突变特征、肿瘤抗原负荷和其他

检查点抑制剂的表达可预测对免疫治疗的疗效。

（二）早期肺癌新进展篇

汇报：2016WCLC早期肺癌进展

讲者：云南省肿瘤医院　黄云超教授

研究1. 在不可手术淋巴结阴性周围型NSCLC患者中

比较两种立体定向放疗(SBRT)方案的随机II期研究

2008 年 9 月开始入组，2015 年 9 月入组结束 (2010

年 4 月 -2011 年 4 月间因 RTOG-0915 开放而暂停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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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患者接受计划中的治疗；中位随访 24 个月；基线特征

和肿瘤特征分布均衡，除外肺叶切除术。结果证明 30Gy 

1 次分割与 60Gy 3 次分割的毒性、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

存期相当。单次放疗的可能获益：患者舒适；减少费用。

研究2. 比较多西他赛联合卡铂辅助与新辅助化疗治

疗可切除IB-IIIA期NSCLC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的

最终结果

CSLC0501 临床试验（NCT00321334）是一项多中心、

随机对照、III 期临床研究，旨在比较可根治性手术切除

的 IB-IIIA 期 NSCLC 患者接受 3 个周期多西他赛联合卡铂

方案的新辅助化疗或辅助化疗疗效差异。研究自 2006 年 3

月启动入组，计划入组 410 例患者，因入组缓慢，研究于

2011 年 5 月提前终止，最后入组 198 例患者。主要研究

终点为 3 年无疾病生存率（DFS）；次要研究终点为安全

性和 5 年生存率（OS）。研究结果显示多西他赛联合卡铂

辅助和新辅助治疗可切除临床 IB-IIIA 期 NSCLC 可行且安

全；两组 3 年 DFS 和 OS 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辅助治疗

组的 5 年 DFS 和 5 年 OS 有获益趋势。CSLC0501 临床试验

结果证实辅助化疗优于新辅助化疗，回答了新辅助化疗与

辅助化疗二者之间的争论。

点评：2016WCLC早期肺癌进展

讲者：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王长利教授

1. 新分期的临床启示

1.1 第八版分期的意义：①重新定义了 T 的指标、

更多关注肿瘤大小；②确认了目前 N 的定义标准；③确认

了一些关于转移结节位置和数量；④转移组 (M) 分为了 3

组；⑤增加了分期，可以更准确的判断患者的预后。

1.2 第八版分期存在的不足 : ①数据采集的局限性：

（三）肺癌靶向新进展篇

汇报：2016WCLC肺癌靶向治疗进展

讲者：南京军区总医院　宋勇教授

研究1. 美国易瑞沙临床供药计划（ICAP）接受吉非

替尼治疗10年以上数据分析

患者接受吉非替尼的中位治疗时间为 11.1 年（6.5-

15.1 年）。从患者的服药情况来看，长期的吉非替尼治

疗是可以耐受的，其中仅 5% 的患者因为药物相关的 AE 停

药。从开始服药吉非替尼治疗之时开始计算，患者的 10

年生存率为 86%，15 年生存率为 59%。 

本研究的优势：第一个评估报告吉非替尼长期应用的

研究。临床资料回顾研究的设计，允许按照临床实际，自

然地收集治疗模式与结局。

研究2. AURA3：奥希替尼对比培美曲塞/铂类用于

EGFR T790M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随机III期临

床研究

AURA3 是第一个三代 EGFR-TKI（奥希替尼）对比铂

类双药化疗治疗 EGFRT790M 阳性的 NSCLC 随机 III 期临床

研究。对比铂类 - 培美曲塞对疗，奥希替尼显著延长患者

的中位PFS：10.1m vs. 4.4m；HR=0.3；95%CI：0.23-0.41；

P<0.001。3 度或以上的药物相关性不良事件（TRAE）发生

率，奥希替尼组和化疗组分别为6%（n=16）和34%（n=46）。

在基因有脑转移的患者中，奥希替尼亦显著优于化疗：8.5m 

vs. 4.2m；HR=0.32；95%CI：0.21-0.49；P<0.001。

奥希替尼是一线 EGFR-TKI 治疗后进展伴 T790M 阳性

NSCLC 患者新的标准治疗。

研究3. BRAIN: 一项全脑放疗联合化疗对比埃克替尼

治疗EGFR突变脑转移NSCLC患者的三期临床试验

(CTONG 1201) 

新版分期虽然增加了亚洲人群比例，但主要为日本病例，

中国病例数较少，主要为上海和广东病例；缺乏非洲、俄

罗斯及印度患者的数据；由于欧亚人种的个体差异性较

大，新分期并没有考虑到人群特征及地域性差异。②缺乏

EGFR、ALK、ROS1、PD-1 等标志物信息。③放化疗病例数

偏少，导致数据统计上的偏差。④ PET-CT 研究结果未纳

入新分期、更多的是与肿瘤大小相关。 

2. 点评不能手术治疗的早期外周型非小细胞肺癌，

不同立体定向放疗方案的2期随机对照研究

2.1 该研究临床意义：①单次治疗组和多次治疗组均

达到了较高的生物剂量，顺利完成了治疗，两组之间毒

性反应无差异。②对于标准的外周型肺癌（肿物大小为

T1，T2期，距离主支气管束距离大于2cm，无淋巴结转移），

似乎单次大分割组有生存优势，但无统计学差异，需要进

一步研究。③对于非标准外周型的肺癌 ( 如贴近胸壁、臂

丛神经 )：提示采用多次大分割立体定向放疗。

2.2 该研究不足：①对于晚期放射性反应而言，随访

时间（2 年）仍较短，不能全面反应晚期放射性损伤；②

医保因素。

3. 点评CSLC0501临床试验

 

 

BRAIN(CTONG1201) 研究是首个对 EGFR TKI 与全脑放

疗比较的三期临床试验。埃克替尼可提高携带 EGFR 突变

的脑转移 NSCLC 患者的 iPFS 和 PFS。埃克替尼优于全脑放

疗 ± 化疗，可获得更好的 ORR 和 DCR。埃克替尼可用于

携带 EGFR 突变的脑转移 NSCLC 患者的一线治疗。

研究4. ASCEND-4：一线色瑞替尼对比化疗治疗

ALK阳性NSCLC的随机Ⅲ期临床研究

ASCEND-4 达到了研究主要终点：色瑞替尼对比化疗

在 PFS 的改善是显著无疑的，并且在各个预设亚组包括是

否有脑转移的分组里疗效优势都是一致的。色瑞替尼被观

察到在 OS 方面的获益趋势：72.4% 患者终止化疗并接受

ALKi 作为首选治疗方式。色瑞替尼应该考虑作为晚期 ALK

重排的 NSCLC 患者一线治疗。

 

点评：2016WCLC肺癌靶向治疗进展

讲者：同济大学医学院　周彩存教授

1. 美国易瑞沙临床供药计划（ICAP）接受吉非替尼

治疗10年以上数据分析

ICAP 研究优势：第一个评估报告吉非替尼长期应用

的研究；临床资料回顾研究的设计，允许按照临床实际，

自然地收集治疗模式与结局。

ICAP 研究有待进一步讨论之处：①预筛了入组人群

而非“真实世界”分析：ICAP 患者的选择是基于既往曾获

益于吉非替尼治疗；ICAP 研究者自愿参与。②仅少数患者

有确认的 EGFR 检测结果。

未来，对于这部分长期生存者，希望了解患者以下更

多的特征：临床特征，组织学特征，分子特征，影像学特

征，联合其它抗肿瘤治疗措施，长期生存的发生率。

2. AURA3：奥希替尼对比培美曲塞/铂类用于EGFR 

学术前沿
Academic Progress

    学术会议
Academic Conference

中国区会后会
2016世界肺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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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90M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随机III期临床研究

AURA3 研究的启示：奥希替尼是一线 EGFR-TKI 治疗

后进展伴 T790M 阳性 NSCLC 患者新的标准治疗。对比 1-2

代EGFR-TKIs，奥希替尼安全性更好。再次活检（液体活检）

在 EGFR-TKI 耐药后更加重要。未来待解决的问题：探讨

奥希替尼用于 EGFR 突变患者一线治疗的应用？探索奥希

替尼再耐药问题？

3. BRAIN: 一项全脑放疗联合化疗对比埃克替尼治

疗EGFR突变脑转移NSCLC患者的三期临床试验

(CTONG 1201) 

BRAIN 研究是首个 WBRT 对比 EGFR-TKI 治疗脑转移的

头对头研究。未来探索方向包括：① EGFR-TKI vs. WBRT

在非东亚脑转移患者的疗效；② EGFR-TKI 在脑外科、放

射外科治疗局限性脑转移的地位。

三代 EGFR-TKIvs. WBRT 的疗效，特别是对于 T790M+

人群；③其他 TKIs( 如 ALK) 能否替代 WBRT。

4. 一线色瑞替尼对比化疗治疗ALK阳性NSCLC的随

机Ⅲ期临床研究：ASCEND-4

ASCEND-4 研究启示：二代 ALK 抑制剂 ceritinib 是

一线治疗 ALK+NSCLC 患者的新选择 ；目前尚有多项临

床研究在探索 ALK+NSCLC 一线治疗；未来 ALK+ 肺癌精

准治疗：① Crizotinib 可能是耐受性更好的一线选择，

ceritinib 引起的胃肠毒性对于 PS 评分差、有合并症、老

年亚组不利；②一线 ALKi 治疗失败后，应常规肿瘤组织

活检和或液体活检（ctDNA），明确耐药机制。

（四）肺癌免疫新进展篇

汇报：2016WCLC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讲者：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张新伟教授

Nivolumab 单药治疗有效，联合 ipilimumab 可改善

ORR、延长 PFS 和明显提高 1 年生存率。PD-L1 表达者

nivolumab 联合 ipilimumab 疗效提高 ; 但，PD-L1<1% 患

者亦观察到有效病例。

 

点评：2016WCLC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讲者：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Prof.Heather Wakelee

1. OAK 研究结果表面无论患者的 PD-L1 表达水平和

组织学类型，atezolizumab 均显著改善的 OS。所有亚组

都能获益 ( 除外 EGFR 突变亚组 ), atezolizumab 相比于其

他 PD-1 抑制剂没有独特的特征。目前已经有 4 个 III 期

研究探索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用于 NSCLC 二线治疗，汇总

如下。未来需要探索的是最佳疗效预测标志物和联合用药。

 

2.KEYNOTE-024 研究的生活质量分析：正如预期，

pembrolizumab 组的 HRQoL 更好。

3.CheckMate012 研究：联合 / 不联合的数据都令人鼓

舞，期待 III 期研究结果。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最佳

联合方案，最佳选择策略，毒性管理和成本管理。

（五）2016年肺癌治疗进展总结

研究1. Pembrolizumab vs 化疗治疗PD-L1 TPS 

≥50%的晚期NSCLC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来自

KEYNOTE-024数据

与 含 铂 化 疗 相 比，pembrolizumab 可 显 著 改 善

HRQoL，可使患者症状和功能得到改善或维持在较高的水

平。与含铂化疗相比，pembrolizumab 可显著延长至恶化

时间。基于 pembrolizumab 更好的 PFS 和 OS 以及可控的

安全性，pembrolizumab 可能成为 PD-L1 表达 TPS ≥ 50%

的晚期 NSCLC 患者新的一线治疗标准方案。

研究2. OAK研究，一项随机III期研究比较

atezolizumab与多西他赛用于晚期NSCLC患者的研

究：亚组分析结果

OAK 亚组分析证明 atezolizumab 具有广泛的临床相关

疗效。①不论IHC或基因表达评估的PD-L1表达水平如何，

均有 OS 获益。②在各种 PD-L1 表达水平亚组中，不论组

织学类型如何，均有 OS 获益。③所有年龄范围、不吸烟

以及基线脑转移亚组中，均有 OS 获益。④在 EGFR 突变型

患者中，相比于多西他赛，缺乏疗效获益，与其他该通路

内的药物相似。

 研究3. Nivolumab单药对照 Nivolumab联合 

Ipilimumab一线治疗晚期NSCLC: Checkmate 012长

期结果

讲者：广东省人民医院　吴一龙教授

吴教授主要从“早期NSCLC、靶向治疗、EGFR-

TKIs耐药、脑转移和免疫治疗”5个主题总结进展。

1. 早期NSCLC

新版分期已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用，需要强调

的是新版分期中对于 T3N2M0 的变化，已经由原来的 IIIA

期上调为 IIIB 期，提示对于这类患者，未来更多的应该考

虑同步放化疗。

在今年早期 NSCLC 治疗领域，最重要的改变临床实践

的研究当属 CSLC0501。研究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组与

辅助组化疗的 3 年无病生存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42.0% 

vs. 56%；HR ＝ 0.73，95% CI，0.49-1.09；P=0.126）; 但

两组的中位 DFS 差异具有边缘统计学意义（2.3 年 vs. 5.2

年；HR ＝ 0.70，95% CI，0.49-1.01；P=0.057）。5 年生

存率差异也具有边缘统计学意义（43.0% vs. 60%；HR ＝

0.66，95% CI，0.44-1.00，P=0.050）。尽管两组对比最

后在统计学上没有看到显著的差异，但从生存曲线可以看

出，两组在后期是分的非常开的，从长期生存来看，辅助

化疗优于新辅助化疗。CSLC0501 是全球第一个头对头对

比辅助和新辅助治疗的临床试验，这一研究结论进一步巩

固了辅助化疗仍然是标准治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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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靶向治疗

2.1 ALK 通路

PROFILE1029 在研究设计上与 PROFLIE1014 相同，意

料之中，1029 同样取得了阳性结果。crizotinib 显著优于

化疗，mPFS 分别 11.1m 和 6.8m，HR=0.40（95%CI，0.29-

0.57），P<0.0001，进一步确立了 crizoinib 是 ALK 阳性

NSCLC 一线标准治疗的地方。

 二代 ALK-TKI Ceritinib 用于 ALK 阳性晚期 NSCLC 一

线治疗的研究 ASCEND-4 也在前不久的 WCLC 上报道。值

得一提的是，Certinib 对比培美曲塞铂类患者，显著延长

患者的 mPFS，分别为 16.6m 和 8.1m，HR=0.55（95%CI，

0.42-0.73）。目前两组的 mOS 对比上，未见统计学差异，

Certinib 组的 mOS 仍为达到，化疗组的 mOS 为 26.2m。由

此也可以看出，ALK 阳性晚期 NSCLC，患者整体的预后得

到了显著的提高。

此外，在既往未接受过 Crizotinib 治疗的 ALK 阳性

患者中，三代 TKIAlectinib 与 Crizotinib 的头对头比较

的研究 J-ALEX 也在今年发布。Alectinib 与 Crizotinib 的

PFS 对比上，HR ＝ 0.34，这是非常惊人的，crizotinib 组

的 mPFS 为 10.2m（95%CI，8.2-12.0）；目前 Alectinib 组

的 mPFS 仍未达到。

下图中，吴教授专门汇总对比 1-3 代的 ALK-TKIs。

可以看出，在 ORR 对比上，3 种 TKI 并没有太大差别。

但 PFS 上对比上存在差异，既往的研究中，Crizotinib 的

mPFS 整体稳定在 11m 左右，但二代和三代 TKI 的 PFS 较

Crizotinib 更进一步。这一点有别于一代和二代的 EGFR-

TKI（吉非替尼、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在 PFS 上并没有太

大差异）。但目前对于 ALK 阳性患者的治疗选择仍然有许

多需要继续回答的问题。第一，最佳的一线治疗选择？期

待未来 TKI 之间的头对头的比较。第二，各药物之间如何

3 代 EGFR-TKI 同样面临耐药的问题，其主要的耐药

机制之一为 C797S 突变，令人激动的是，目前已经通过计

算机模拟蛋白结构开发出新一代的 TKI，可以克服奥希替

尼耐药。这一研究也被今年 Nature 杂志评为 2016 年 10

大研究进展。

 

 

4.脑转移

BRAIN 研究结果为全球首项比较 TKI 与 WBI+ 化疗在

EGFR 突变患者中的作用。在大于三个脑转移灶的患者中，

对比全脑放疗+化疗组，埃克替尼提高无疾病进展期（iPFS

及PFS），获得更优的客观缓解率（ORR）及疾病控制率（DCR）。

基于该研究结果，对于 EGFR 突变的 NSCLC 脑转移患者，

埃克替尼是推荐的首选治疗方案。小分子药物在脑转移和

脑膜转移患者中同样有疗效。

5. 免疫治疗

今年是免疫治疗更为丰收的一年，Keynote-024 研究

结果的发布，改变了晚期野生型 NSCLC 的治疗模式，遗憾

的是，Checkmate-026 研究却没有看到阳性结果。分析两

个研究迥然不同的结果，应该对比两个研究不同入组人群。

Keynote-024 研究针对的是 PD-L1 高选择病人（PD-L1 

阳性肿瘤细胞超过 50%），体现了精准医学的精髓。

合理的派兵布局？第三，不同 TKI 之间，其耐药机制是否

一致？

 

  

2.2 ROS1 重排

Crizotinib 用于东亚 ROS1 阳性患者的 II 期研究是目

前全球最大样本的一个 II 期研究。克唑替尼用于 ROS1 阳

性的临床获益显著，缓解迅速、持久，且一部分病例达到

CR，中国患者的数据与全体患者的数据相一致。目前，已

经有来自美国，欧洲和法国的研究数据报道了克唑替尼在

ROS1 阳性患者的试验数据。这一在东亚人群中进行的 II

期研究，进一步补充了东亚，包括中国人群，ROS1 阳性

患者接受 Crizotinib 治疗的疗效。

3. EGFR-TKIs耐药

AURA3 研究可谓 2016 年 WCLC 会议上的最重磅推出，

在 WCLC 会议报道的同时，《NEJM》几乎同时在线刊登，

前后只相差 1 分钟，研究从投稿到接受总共 1 个半月。

该研究同时分析了血浆 T790M 突变结果，无论是组织还是

血浆 T790M 阳性都能很好的预测奥希替尼的疗效。该研究

结果提示，血浆检测 T790M 阳性基本可代替组织活检，

对于第一、二代 EGFR-TKI 用药进展后的患者，应当进行

T790M 突变的血液检测；但若血浆检测阴性，有 50% 左右

的可能是假阴性，需要进一步行组织检测。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 OAK 研究。亚组分析提示，

PD-L1 表达越高，患者的疗效越好，在 PD-L1 高表达

（TC3 或 IC3）患者中，atezolizumab 组患者的 mOS 达到

了 20.5m，这是相当显著的。

总结

1. 早期肺癌：辅助化疗优于新辅助化疗。

2．靶向治疗：越来越多的选择。

3、EGFR-TKI 耐药：奥希替尼为 T790M 阳性患者的标

准治疗。

4、脑转移：埃克替尼用于一线治疗优于全脑放疗。

5、免疫治疗：临床实践将会大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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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疗

1、 免 疫 治 疗 延 长 晚 期 黑 色 素 瘤

的 长 期 生 存：2016 年， 研 究 者 报 告

了 Pembrolizumab 治 疗 的 655 名 患 者

的长期随访数据，结果发现中位生存

期 为 23 个 月，24 个 月 生 存 率 为 49%

（JAMA.2016;315:1600-1609）。 报 告 发

现在可手术切除的 III 期黑色素瘤患者

中，Ipilimumab 辅助治疗改善了患者生

存，但所用的药物剂量大（N Engl J Med,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7, 2016）。

2、PD-1 抑制剂延长晚期肺癌患者生

存期：2016 年 10 月 8 日在线发表于《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

PD-L1 阳性的 NSCLC 患者，Pembrolizumab

相较化疗能够改善患者生存。报告指出，

免疫治疗改变了肺癌的治疗模式，新诊断

的患者将需要接受 PD-L1 检测，晚期肺癌

的化疗等传统标准治疗最终被取代。

3、30 年来晚期膀胱癌的首个新治疗

方案：PD-L1 抑制剂 Atezolizumab 成为数

十年来膀胱癌的首个新疗法。一项早期临

床试验观察到 Atezolizumab 相较化疗用于

经治的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能够改善患

者应答率（Lancet.2016;87:1909-1920），

基于此 Atezolizumab 加速获批。

4、免疫治疗可延长头颈癌患者的生

存期：Nivolumab 获准用于复发或转移性头

颈鳞状细胞癌。此前研究表明 Nivolumab 相

较化疗能够改善患者生存，减少不良事件，

改善生活质量（N Engl J Med, 2016 年 10

月 8 日在线版）。

5、免疫治疗可延缓卵巢癌进展。

6、PD-1 抑制剂治疗霍奇金淋巴瘤

显 疗 效：2016 年 FDA 批 准 Nivolumab 治

疗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是基于一项临床试

验，试验发现 53/80 例（66%）患者淋巴瘤

缓解，有 7 例患者肿瘤完全消失。几乎所

有对治疗产生应答的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患者，体内的肿瘤数均减少了 50% 以上，

平均应答持续时间 8 个月（Lancet Oncol. 

2016;17:1283-1294）。Pembrolizumab

也显示出对这一适应证具有活性（J Clin 

Oncol. 2016;34:3733-3739）。

FDA 批 准 的 抗 癌 疗 法（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10 月）

在过去一年中，癌症治疗取得广泛进

步。 从 2015 年 11 月 至 2016 年 10 月，

FDA 批准了 8 个新的癌症疗法，扩大了 12

个以前批准的癌症疗法。2016 年，FDA 还

第一次批准了液体活检的试验。

靶向治疗

1、米哚妥林（Midostaurin）用于急

性髓细胞白血病（AML）：米哚妥林是一

种靶向 FLT3 基因的新型治疗药物，在一

项纳入 717 例初治 FLT3 阳性 AML 患者的

日前，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在J Clin Oncol在线发布了《ASCO年

度报告：2017临床肿瘤学进展》。该年度报告盘点了当前癌症研究进展及未来

发展方向。在这项年度报告中，免疫治疗再度蝉联“临床肿瘤年度进展”。

免疫疗法掀起了癌症治疗进展浪潮，延长了患者生命，改善了患者生活质

量。过去一年中，FDA批准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五种新的适应症（肺癌、头

颈癌、膀胱癌、肾癌和霍奇金淋巴瘤），新方法可识别最有可能从免疫治疗中

受益的患者。

ASCO年度报告

2017临床肿瘤学进展

学术前沿
Academic Progress

    聚焦
Focus

23 | Bulletin of 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



学术前沿
Academic Progress

    聚焦
Focus

环己亚硝脲、长春新碱）可以显著延长患

者总生存期（13.3 个月 vs. 7.8 个月）（N 

Engl J Med. 2016;374:1344-1355）。 该

研究将改变高风险低级别胶质瘤的标准治

疗模式。

2、儿童高危神经母细胞瘤的更有效

治疗方案：在一项研究中，在标准治疗基

础上增加第二次自体干细胞移植可以改善

患者结局：在第 3 年，完成二次移植的患

者中 61% 未复发，高于完成一次移植的患

者 的 48%（J Clin Oncol. 2016;34 [suppl; 

abstr LBA3]）。

3、结肠癌的位置：2016年10月27日，

JAMA Oncol 发表了一篇系统性回顾研究，

旨在测定结肠癌患者的左半原发肿瘤与右

半原发肿瘤的预后作用，从总体看， 左侧

结肠癌患者比右侧结肠癌患者的死亡风险

低 20%。这些发现提示，在未来结直肠癌

的临床研究中，原发肿瘤位置应被纳入试

验设计和预后分析。

化疗

1、胰腺癌两药方案延长生存期：

ESPAC-4研究显示，与吉西他滨单药相比，

吉西他滨联合卡培他滨作为胰腺癌术后辅

助治疗可以改善患者存（28 个月 vs. 25.5

个 月 ）（J Clin Oncol. 2016;34 [suppl; 

abstr LBA4006]）。尽管中位生存差异不大，

但两药联合可使患者 5 年生存率从 16% 提

研究中，与单独化疗相比，标准化疗联合

米哚妥林可为患者提供显著的生存获益，

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26 个月 vs. 75 个月

（Blood.2015;126:6）；增加米哚妥林使中

位无事件生存期大幅延长（3.6 vs. 8个月）。

2、Inotuzumab ozogamicin 治 疗 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一项正在进行中

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临床研究

中，Inotuzumab ozogamicin 治 疗 组 的 完

全缓解率是标准治疗组的 2 倍多（81% vs. 

29%），中位至疾病进展时间（5个月 vs. 1.8

个月）和中位生存期（7.7 个月 vs 6.7 个

月）更长（N Engl J Med. 2016;375:740-

753）。报告预测 Inotuzumab ozogamicin

有望成为复发或难治性 B 细胞 ALL 老年患

者的标准治疗，报告指出该药的主要不良

反应，在 11% 的患者中观察到肝静脉阻塞

性疾病。

3、ALK 阳性晚期 NSCLC 治疗取得进

展：正在开展的临床试验 J-ALEX 的初步

分析提示，Alectinib 或可用作初治的晚期

ALK 阳性 NSCLC 患者的一线治疗（J Clin 

Oncol.2016;34 [suppl; abstr 9008]）。

4、多发性骨髓瘤的三药联合治疗：

在硼替佐米 + 地塞米松基础上加用新药

Daratumumab 的三药方案可改善复发性或

治疗抵抗性多发性骨髓瘤（MM）的结局。

根据 CASTOR 研究，与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

高至 29%。联合方案耐受良好，相比单药未

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

2、传统药物新剂型可延长高危 AML

患者生存：CPX-351 是阿糖胞苷和柔红霉

素的脂质体制剂。在一项纳入老年 AML 的

临床试验中，与标准组合相比，CPX-351

使患者的生存时间延长了 4 个月（J Clin 

Oncol. 2016;34 [suppl; abstr 7000]）。

直肠癌腔镜手术

两 项 大 型 研 究 ACOSOG Z6051 和

ALaCaRT 的结论对腹腔镜手术完整切除肿瘤

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与开腹手术相比，腔

镜直肠癌手术可能会增加复发风险，对生

存产生不利影响。报告中提到Ⅱ期或Ⅲ期

直肠癌不推荐常规腹腔镜根治术。

乳腺癌延长内分泌治疗

MA.17R 研究通过长时间随访证实，

对于早期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术后

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长达 10 年可以减少

复发风险（N Engl J Med. 2016,375:209-

219）。但是延长内分泌治疗的获益大小仍

然存在诸多争论。

本年度报告还阐述了癌症风险、预

防与筛查进展、患者关怀进展、肿瘤生

物学进展、癌症治疗未来展望等方面的

内容。

（来源：《肿瘤瞭望》）

松方案相比，三药方案可使 MM 患者肿瘤进

展风险下降 70%，部分缓解率从 29% 升至

59%，完全缓解率从 9% 提高到 19%（J Clin 

Oncol. 2016;3204 [suppl; abstr LBA4]）。

5、晚期乳腺癌的新型靶向治疗药物：

CDK4/6 抑制剂是一种治疗内分泌抵抗乳腺

癌的新型靶向药，其中 Palbociclib 首个获

批上市，Ribociclib 也进入临床后期研究阶

段。CDK4/6　抑制剂能够改善激素受体阳

性、HER-2 阴性、内分泌治疗失败的转移

性乳腺癌的无进展生存。

6、 更 有 效 的 晚 期 肾 癌 治 疗：

METEOR 研 究 显 示， 在 复 发 性 肾 细 胞

癌中，卡博替尼治疗与依维莫司相比

能 够 明 显 改 善 患 者 的 总 生 存（Lancet 

Oncol.2016;17:917-927）。

7、有希望的卵巢癌治疗方案：2016 

年的研究为治疗卵巢癌带来了一些希望。

一项临床试验中，在 10 名叶酸受体 α 阳

性、对标准铂类化疗耐药的卵巢癌患者

中，4 名患者接受抗体药物偶联物 IMGN853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治疗后肿瘤

缩小，最常见的副作用是腹泻、眼睛问题、

咳嗽、疲劳和食欲下降。

综合治疗

1、神经胶质瘤的化放疗：RTOG 9802

研究显示，对于 2 级胶质瘤，与单纯放疗

相比，放疗联合 PCV 方案化疗（甲基苄肼、

ASCO年度报告

2017临床肿瘤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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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原发病灶的解剖范围

关于胃食管结合部癌的分期系统应选择食管癌标

准还是胃癌标准的争议由来已久，东西方学者基于各

自的临床实践均提出了旗帜鲜明的观点，但截至目前

仍不能达成共识，这也使得国际学界的相关讨论存在

明显的背景差异。基于此，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在一

开始就对胃癌分期系统的适用范围作出了明确的定义：

对于胃食管结合部癌，如果肿瘤侵及胃食管交界线且

中心位于胃食管交界线以下 2 cm 的范围内，分期应遵

循食管癌标准；如果肿瘤中心位于胃食管交界线以下

2 cm 以外的范围，则分期应遵循胃癌标准；未侵及胃

食管交界线的贲门癌分期应遵循胃癌标准。因此，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对胃食管交界线确切位置的准确判断

以及是否受到肿瘤侵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区域淋巴结的定义

第 8 版胃癌 TNM 分期系统对于区域淋巴结着重再

次强调检获足够数量的淋巴结对于 N 分期的重要性，

并指出尽管按照目前的标准至少检获 16 枚淋巴结即为

足够数量，但如果为了更准确的评价，检获淋巴结数

量最好 >30 枚。

N 分期的另一个变化则是 N3 的两个亚组在分期中

的应用得以进一步细分。虽然从第 7 版分期开始，就

将 7-15 枚淋巴结转移与 15 枚以上淋巴结转移分别定

义为 N3a 及 N3b，但在总的 TNM 分期系统中二者应用

并无差异，仍然被划归为 N3 整体参与分期。而在新版

分期中，N3a、N3b 两个亚组终于作为两个组别独立参

与分期。例如，在旧版分期中，pT3N3a 和 pT3N3b 均按

照pT3N3定义为ⅢB期；而在第8版 TNM分期系统中，

pT3N3a 仍为Ⅲ B 期，但 pT3N3b 则被定义为Ⅲ C 期。这

一变化说明，由于外科学与病理学技术不断进步，胃

癌根治性手术检获的淋巴结数量越来越多，更多数量

转移淋巴结的细致分组逐渐成为精准预后判断的刚性

需求。

3.新定义的临床分期（cTNM）与新辅助治疗后

病理分期（ypTNM）

第 8 版与第 7 版 TNM 分期系统比较另一个明显的

变革就是首次提出了临床分期与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分

期的概念。众所周知，在临床实践中，病人在明确胃

癌的初步诊断后，通常会根据各项辅助检查结果首先

得到一个“临床分期”以指导初始治疗的决策。不过，

由于始终没有官方版本的临床分期标准，因此，多数

临床医生的选择是将病理学分期标准用于临床分期。

但这样做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一则是这样做缺乏基

本的论证依据，二则无论对于 T 分期还是 N 分期，现

有的常规评价手段的精度均无法满足按照病理学标准

进行准确分期的要求。因此，简单地将病理学分期标

准套用于临床分期将可能出现错误的分期，进而导致

不合理的临床决策。

也正是因为上述问题，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基于

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NCDB）及日本静冈癌症中心数

国际抗癌联盟及美国肿瘤联合会

胃癌TNM分期系统(第8版)解读

陕　飞　李子禹　张连海　李双喜　贾永宁　苗儒林　薛　侃

李浙民　高翔宇　王胤奎　闫　超　李　沈　季加孚

国际抗癌联盟（UICC）与美国肿瘤联合会（AJCC）TNM 分期系统是目前

世界范围内评估胃癌预后及临床治疗决策最重要的参考标准。自 1976 年起，

UICC及AJCC共颁布了7个版本的胃癌TNM分期系统，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其中，

第 7 版胃癌 TNM 分期系统经过 6 年的临床验证，逐步呈现出其缺陷。2016 年

10 月，UICC 及 AJCC 联合颁布了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相对于第 7 版，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首次与国际胃癌学会（IGCA）开展合作，纳入了包括东西方共

25000 余例胃癌病人的临床及病理学分期数据，使得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的分

析数据源更具代表性。整体来看，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的主要变动出现在适

用胃癌原发病灶的解剖范围、区域淋巴结的定义、新定义的临床分期（cTNM）

与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分期（ypTNM），以及Ⅲ期胃癌部分亚组的重新划分方面。

本文将着重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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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中 4091 例胃癌病人的评估与生存数据提出了全新

的胃癌临床分期标准。该标准不同于病理学分期，充

分考虑了现有评估手段的局限性，并将之与预后数据

进行了合理关联，更适用于治疗前评价与初始治疗决

策。例如，在分析过程中，分期标准制定委员会发现

cT4bNxM0 病人的预后非常差，与多数临床实践中的判

断一致。因此，该亚组在新的临床分期标准中被列入

临床Ⅳ期，而不是像病理学分期那样分入Ⅲ期。

另一方面，近年来术前治疗在进展期胃癌的治疗

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应用。但这些治疗后的病人

面临着与临床分期同样的“尴尬”，即由于缺少适用

的分期标准，而不得已套用病理学标准进行分期。然而，

在面对缺乏依据的同时，还存在治疗后肿瘤退缩所导

致的分期困难等一系列难题。因此，第 8 版 TNM 分期

系统也在现有临床数据的基础上，尝试性的提出了术

前治疗后的 TNM 分期标准。不过，由于依据的分析数

据源数量非常有限，仅为 700 例左右，因此，该分期

标准的实际适用性及临床价值仍亟待进一步验证。

4.Ⅲ期胃癌部分亚组的重新划分

基于新的预后数据，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对于原

Ⅲ期胃癌内部分亚组的分期定义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

变更。除上述根据 N3a，N3b 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重新划

分外，pT4aN2M0 与 pT4bN0M 的分期则由第 7 版 TNM 分

期系统的Ⅲ B 期调整为Ⅲ A 期，但这样定义是否更为

合理，仍有待于更大范围的临床应用加以验证。

综上所述，胃癌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在过去分

期系统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单一分期系统更改为包括

cTNM、pTNM 及 ypTNM 的三标准综合分期系统，临床医

师可依据不同的临床状况选择适用性更好的分期工具

进行分期，从而为临床决策及预后判断提供更为精准

的依据。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第 8 版 TNM 分期系

统的实际价值仍有待于更广泛的临床验证。同时，对

于新的临床分期和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学分期而言，分

期评估报告（如内镜、影像学、核医学等）与治疗后

标本的病理学评价缺乏统一规范仍是无法回避的专业

瓶颈。此外，虽然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首次将 HER2 状

态及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列入了临床诊疗的补充预

后因素并在疾病登记变量进行了推荐，但仍然未能被纳

入分期依据。基于近年来分子生物学进展的胃癌风险预

测模型也没能出现，因此，第 8 版胃癌 TNM 分期系统

仍然是通向胃癌精准医疗时代的一个过渡工具。

（来源：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17 Vol.37(1) : 

15-17）

2 月 3 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

织非传染性疾病、残疾、暴力和伤害预防司

司长艾蒂安 •克鲁格展示最新发布的癌症早期

诊断指南。呼吁强化癌症早期诊断和治疗，

提高患者生存机会。

世卫组织最新公布数据表明，全球每年

有 880 万人死于癌症，占全球每年死亡总人

数近六分之一，死者大多数在中低收入国家。

每年有 1400 多万新发癌症病例，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2100 多万。

有效的早期诊断可在发病初期检出癌症，

使治疗更有效、简单，并降低费用。根据世

卫组织新发布的癌症早期诊断指南，所有国

家均可采取措施改善癌症早期诊断工作。据

估算，癌症给全球带来的经济代价在 2010 年

一年就高达 1.16 万亿美元。

新指南提出的改善癌症早期诊断的三个

步骤是：

●提高公众对各种癌症症状的了解，鼓

励一旦发现相关症状及时就医；

●加大在强化卫生服务、提供卫生服务

装备和培训卫生工作人员方面的投入，以便

能准确及时诊断；

●确保癌症患者能够获得安全有效的治

疗，包括减轻疼痛等，同时不使患者在个人

生活或经济上陷入困境。

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残疾、暴力和

伤害预防司司长艾蒂安 •克鲁格说：“通过采

取措施实施世卫组织的新指南，医疗保健规

划人员可以改善癌症早期诊断工作，确保迅

速启动治疗，特别是对于乳腺癌、子宫颈癌

和结肠直肠癌（更有效果）。这将会拯救更

多癌症患者的生命，也会降低癌症治疗和治

愈费用。”

据估算，癌症给全球带来的经济代价在

2010 年一年就高达 1.16 万亿美元，主要是

医疗支出和生产力损失。世卫组织指出，早

期诊断可大大减少癌症带来的经济负担，降

低治疗成本。此外，如果癌症患者在早期诊

断后还能及时获得有效治疗，他们还可以继

续工作、给家庭带来收入。

世卫组织还表示，大多数癌症患者生

活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提供影像技

术、实验室检查和病理学服务等有效诊断

服务的能力较低，癌症死亡人数占全球癌

症死亡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世卫组织

鼓励这些国家优先考虑最基本、高效和低

成本的癌症诊治服务，建议减少治疗费用

中的患者自费部分。

（来源：健康界）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颁布

癌症早期诊断指南国际抗癌联盟及美国肿瘤联合会

胃癌TNM分期系统(第8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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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随着国人高脂饮食等致

病危险因素增多，以及医疗条件改善、体检意

识增强，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增长迅速。

死亡率下降归功于控烟和早诊早治

陈万青介绍，随着烟草控制，1990～ 2014

年，美国男性肺癌死亡率下降43%；2002～ 2014

年，女性肺癌死亡率下降17%。然而，由于成人

吸烟率居高不下，我国肺癌死亡率高居癌症死亡

的首位。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王长

利教授指出，在中美两国，肺癌均是恶性肿瘤

中的头号杀手。中美在肺癌 5 年生存率上差距

不大，中国约为 15%，美国约为 18%。“肺癌

防治的关键是早诊早治。”王长利说，肿瘤在

1 厘米以下的肺癌患者，手术 5 年生存率超过

90%，建议高危人群将肺癌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

纳入体检。此外，提高全社会对吸烟危害的认

识水平，加强控烟法规的切实落地迫在眉睫。

美国癌症学会近日在《临床医师癌症杂

志》上发布了美国 2017 年最新的癌症统计数

据。报告显示，美国癌症死亡率近 20 年下降

约 25%。美国的防癌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 ?

中美癌谱存在明显差异

美国癌症学会报告显示，2017 年，美国

癌症新发病例约169万例，死亡病例约60万例。

前列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膀胱癌和皮肤黑

色素瘤是男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乳腺癌、肺癌、

结直肠癌、子宫体癌和甲状腺癌是女性常见的

恶性肿瘤。

我国去年也在同一杂志发表了我国的癌症

统计数据。与美国比较，我国男性最常见的前

5 种恶性肿瘤分别为肺癌、胃癌、食管癌、肝

癌和结直肠癌，女性为乳腺癌、肺癌、胃癌、

结直肠癌和食管癌。

在死亡率上，美国男性最常见的肿瘤死因

依次为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胰腺癌和

肝癌，女性依次为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

癌症研究需更大投入

“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抗癌行动，

经历 20 年的努力才显现效果。”陈万青说，

我国癌症 5 年生存率明显低于美国，癌谱构成

的差异是主要原因，我国高发的癌症均为预后

较差的，如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整体

拉低了生存率，这几个癌症的生存率两国差异

不大。而筛查效果较好的癌症，如乳腺癌、结

直肠癌、前列腺癌、宫颈癌等，我国的生存率

与美国差距较大。如何在制度上推进癌症筛查，

是提高癌症控制效果的重点。“当然，必须考

虑过度诊断造成的癌症负担增加，这些都需要

在科研上有更大的投入。”　　

姚欣认为，将现有科研成果尽快转化到临

床也很重要。国外已开展的新检查手段应加快

审批，尽快投入应用。王长利说，强化临床规

范治疗同样重要，在适应证把握、手术技术操

作等方面还需继续加强规范。

（来源：《健康报》）

胰腺癌和卵巢癌。在中国男性和女性中，前 5

位肿瘤死因均为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和

结直肠癌。

“由于遗传、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医

疗条件等诸多因素差异的影响，我国与美国癌

谱存在明显差别。”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教授说。　

发病率下降靠的是综合施策

报告显示，2004 ～ 2013 年，美国男性癌

症发病率每年以2%的幅度下降，女性保持平稳。

美国男性总体发病率下降主要得益于肺癌、结

直肠癌发病率的长期持续下降，以及近年来前

列腺癌发病率的大幅度下降。报告将其归功于

控烟、早诊早治的有效开展、治疗水平的提高。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肿瘤科主

任姚欣教授表示，美国前列腺癌发病趋势下降，

20 世纪 90 年代即开始筛查是重要原因。

“与美国趋势不同，中国前列腺癌增长速

度正一路‘高歌猛进’”。姚欣说，前列腺癌

“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
带来的4大启示

学术前沿
Academic Progress

    聚焦
Focus

谭　嘉

Bulletin of 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 | 3231 | Bulletin of 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



头发，一些上皮组织，通过DNA

（脱氧核糖核酸）检测刻画出罪犯

从幼儿到少年、青年、中年乃至老

年的脸谱。通过基因测序还可以进

行无创产前检测，避免“唐氏儿”

出生；找到肿瘤患者的基因靶点，

实现精准用药等。

精准医学有着深刻的内涵，

即把医疗的“关口前移”和“重心

下移”：“关口前移”指的是重视

对疾病的早诊早治和预警预测，

“重心下移”指的是将工作重心下

移到社区和基层、加强健康管理，

这样就比医生一个一个诊治病人高

效得多。这如同我们提倡“精准扶

贫”、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制定有针

对性的扶贫措施一样，在医疗健康

领域，也应通过大数据进行人群队

列研究，针对不同人群特点采取不

同疾病诊治和健康管理措施，提高

整个人群的健康水平和医疗费用。

传统经验医学正遭遇“不确

定性”技术瓶颈，造成医疗资源浪

费和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相比传

统诊疗手段，精准医学具有精准性

和便捷性，一方面通过基因测序可

以找出疾病相关的突变基因，从而

迅速确定对症药物，减少弯路，提

高疗效，同时还能够在患者遗传背

景的基础上降低药物副作用；另一

方面，精准医学检测所需的组织样

本较少，可以减少诊断过程中对患

者身体的损伤。可以预见，精准医

学技术的出现，将显著改善疾病、

尤其是癌症患者的诊疗体验和诊疗

效果。精准医学的最终目标是以最

小化的医源性损害、最低化的医疗

资源耗费去获得最大化的病患的效

益，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精准治疗——遗传缺陷

将可以治愈

精准医学推动未来的医疗模

疾病预警——发现人体

的“疾病地雷”

精准医学就是根据患者的临

床信息和人群队列信息、应用现代

遗传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生物信

息技术，结合患者的生活环境和方

式，实现精准的疾病分类及诊断，

制定具有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

方案。

精准医学并不是仅仅局限在

科研院所、大学里的医学研究和医

院里的疑难杂症临床治疗，也包括

了对疾病的监测预警和对健康的持

续管理。可以想象一下，被检测者

提供几滴血液样本，科研人员就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其疾病易感基

因，标记出隐藏在人体内的“疾

病地雷”，准确评估被检测者在肿

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脏

疾病、肾脏疾病等方面的患病风

险，并根据检测结果制定适合不同

人的健康管理和个性化体检方案，

指导受检者采取有效降低患病风险

的健康管理方式，从而做到延缓或

避免疾病发生。甚至于，通过检验

一滴血，就可以描绘出一个人的脸

谱，并达到98%的相似度。未来，

警察可以根据案发现场留下的一根

式产生革命性变化。首先，疾病的

诊断和分类将突破根据疾病表型分

类的框架而进入分子分型阶段，不

但实现了精准诊断，而且为实现疾

病精准治疗奠定了基础；其次，精

准医学为疾病治疗的药物选择与副

作用控制提供了制定个体化策略的

依据，使基因遗传相关疾病成为可

控可治的疾病；再次，精准医学将

疾病的预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除了家族高危人群预防以外，精准

医学还能在散发性的高危群体中精

准预测疾病进程，使疾病预测的窗

口期提前，从而大幅提高疾病的预

精准医学，
我的"命运"我做主？

詹启敏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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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发展是生命科学的核

心与最终目标，谁掌握了精准医学的发展前沿，谁就掌握

了未来社会的健康、科技、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伴随高通

量基因测序技术和医学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命科学知

识的日益积累、临床应用的不断探索，人类对生命有了崭

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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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产业格局。有研究报告称，

2015年全球精准医学市场今后5年年增速

预计为15%，是医药行业整体增速的3至

4倍。

造福未来——需解决两道现

实难题

长远来看，精准医学使医学模式

从被动的粗放型疾病治疗向主动的精准

型疾病预防发生变革，人类能更从容地

掌握自己的命运。精准医学必然成为全

球大国为各自前途与发展竞相角逐的领

域。不过，从当前的发展来看，精准医

学在技术创新和社会层面仍然面临一些

现实难题。

在技术创新层面，技术上的难题主

要是基因组的测序技术、测序速度和经

费。目前对一个人全基因组测序需要两

周时间，费用需要约1000美元。费用和

时间已经能让普通人承受得起。现在的

基因组测序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即测序

容易，分析基因组困难。因为要从一个

人海量的基因组信息中找到与疾病相关

的多种基因犹如大海捞针。技术问题可

防效率。最后，精准医学还使人类的保

健水平从疾病精准治疗为主向疾病精准

预防为主过渡（比如筛选出吸烟引发肺

癌、过度饮酒导致肝硬化和肝癌、HPV

病毒感染导致宫颈癌的高风险人群），

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期望的极限。

在精准医学深度发展的未来，可以

预期诸如遗传缺陷将成为可以治愈的疾

病，肿瘤也将成为可有效控制的疾病。

比如，有越来越多的乳腺癌、肺癌、肠

癌、黑色素瘤和白血病患者会在治疗中

接受基因组检测，医生可根据每个人的

基因组差异制定最佳治疗方案。比尔•埃

尔德是美国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他患有

以逐步解决，能让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又

快又高效。由于精准医学发展将产生大

量新生物医药产品和技术，需要在发展

技术的同时，加强监管科学研究，使精

准医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同时又符

合伦理和相应法律法规的要求，尽早合

理地惠及民生。

在社会层面，基因测序产生的大量

个体生物学数据信息难以从技术上和伦

理上共享，存在着入组病例标准、数据

质控标准不同等方面的问题。《美国医

学会杂志（JAMA）》最新发表的研究成

果显示，只有30%的患者对在生物标记

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使用药物治疗的多

种复发癌症均有反应，即当前精准医学

的靶向药物也面临着高研发费用和较高

比例的无效性。另外，某些特殊疾病人

群能否招募到足够的志愿者参与精准医

学计划也是一个问题。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曾在2000年启动过一项10万名儿童

基因组测序的计划，想要追踪环境因素

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从而利用研究结果

更好地研究和防治儿童疾病，但在全国

大规模招募志愿者面临的困难和标准化

数据采集的复杂化使得这一计划长期停

滞不前。为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不

得不在2014年12月取消了这个项目。

（来源：人民日报）

G551D突发囊肿性纤维化疾病，这种病

人在囊性纤维化患者中的比例只占4%，

由于对症下药，埃尔德获得了救治。

而且，精准医学的发展还促进医学

研究前沿技术的突破。首先，精准医学

起步于基因测序技术的应用，但精准医

学的发展却远远不限于基因测序，已经

逐渐深入到DNA、RNA（核糖核酸）、

蛋白质等各分子层面，涉及基因测序、

分子影像、微观控制等多学科领域。其

次，推进基因组学以及其他组学技术成

熟应用的产业链日益完善。以基因组学

为例，从上游的设备仪器和耗材供应至

下游的测序服务和生物信息分析产业，

一应俱全。基因测序行业的服务范围实

现了面向科研机构、临床诊断、药企和

个人等不同的终端用户。再次，精准医

学的发展不但使个体化医疗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实践阶段，还催生并重塑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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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肿瘤筛查利弊的争论由来

已久。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西方国家已普遍开展乳腺癌筛查，

并取得了病死率逐年下降的实效，

但有关其利弊之争迄今仍未平息。

年代不同，其争论焦点各异。起初

是对能否降低乳腺癌死亡率存在质

疑，之后对放射线可能引起人体损

害又有不少责难，近年来更多争论

则是围绕筛查的综合效益及过度诊

断问题，提出不同见解。

一、国外乳腺癌筛查利弊

之争现状

2012 年 10 月英国乳腺癌筛查

独立评估小组首次系统评价乳腺 X

线 ( 钼靶 ) 筛查的总体收益是使乳

腺癌死亡率总体下降 20%，但随之

又可引起11%～19%的过度诊断。

但之后发表的美国近 30 年以来 40

岁以上女性钼靶筛查研究结论认

腺癌死亡率，从而为乳腺癌筛查提

供直接证据支持。但即便如此，相

应争论并未终止。为了澄清乳腺癌

筛查的价值，2015 年 6 月国际癌症

研究会 (IARC) 发表了迄今为止所有

钼靶筛查乳腺癌证据等级的最新结

论：有充分证据显示，钼靶筛查可

使 50 ～ 69 岁女性乳腺癌死亡率明

显降低，且超出过度诊断和其他负

面影响；但在 40 ～ 49 岁女性中，

证据有局限性；而在＜ 40 岁或＞

69 岁女性中证据不足。同时，IARC

对筛查负面影响的结论为：筛查假

阳性结果有短期负面心理影响，导

致不必要的治疗。在≥ 50 岁女性

中进行钼靶筛查，会增加其与放射

相关的乳腺癌风险。尽管有这些负

面影响，IARC 仍认为筛查所带来的

这些风险实际上均不及乳腺癌死亡

率整体下降的收益。

纵观引起这些争议的主要证据

来源，其中争议的焦点是对美国 30

年筛查效果评价只是一项回顾性研

究，相比大规模 RCT 的结果，其说

服力有限。其次，CNBSS 之所以出

现与其他 RCT 不同的结果，与其不

完善的随机设计方案，以及陈旧的

钼靶仪器导致漏诊不无关联。

此外，目前关于钼靶筛查收

益评估的 4 个相对权威机构 [ 英国

为：钼靶筛查发现早期乳腺癌中，

有近 1/3 患者存在过度诊断。该篇

文章对于过度诊断估计远高于英国

乳腺癌筛查独立评估小组的估计，

从而引发国内外对于乳腺癌筛查引

起过度诊断的广泛关注。

2014 年 2 月加拿大国家乳腺

癌筛查研究 (CNBSS) 随访 25 年对

乳腺癌筛查的总体效果提出了严重

质疑，认为当乳腺癌辅助治疗可以

免费获取的情况下，40 ～ 59 岁女

性相比临床手诊或常规管理，每年

的钼靶筛查并未降低乳腺癌死亡风

险；且筛查发现的侵袭性乳腺癌

中，22% 存在过度诊断。2014 年 3

月瑞士医学委员会就此对乳腺癌筛

查的综合效益提出强烈质疑，并发

表了建议瑞士全面放弃钼靶筛查项

目的评论。其主要观点：①从钼靶

筛查乳腺癌开始至今，并未见其显

著降低患者死亡和改善其预后。因

乳腺癌筛查独立评估小组、北欧

Cochrane 循证医学中心、美国预防

服务工作组 (USPSTF) 和欧洲筛查网

络 (EUROSCREEN) 给出的综合评定结

论互不一致，严重影响了这一争论。

其中绝对获益估计值 ( 为预防 1 例

乳腺癌死亡需要进行筛查的人数 )

的差异超出 20 倍 ( 从 90 ～ 2000 名

不等 )。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原因与

各研究专注于不同的年龄层、采用

不同的筛查方法和随访时间，以及

分析数据的标准不同 ( 基于需要进

行筛查的人数或是基于需要邀请筛

查的人数 ) 有关。但是如果将 4 项

研究的相关因素进行标准化，最终

可使绝对获益估计值的差异从之前

的 20 多倍降至不足 3 倍，这样小

的差异肯定不足以对钼靶筛查价值

产生质疑。换言之，关于乳腺钼靶

筛查收益的争论，实际在很大程度

上是人为造成的。

二、我国乳腺癌筛查现状

我国乳腺癌防治工作起步较

晚，筛查技术尚处于探索阶段，在

2008 年之前并无全国范围内的乳腺

癌筛查项目，但也有一些有益探索，

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市 26 万纺

织女工开展的乳腺自检工作。虽然

筛查后 14 年随访的结果显示：乳

为 2013 年 Cochrane 循证医学中心

发表的最新 10 项乳腺癌筛查随机

对照试验 (RCT) 的 Meta 分析显示：

钼靶筛查并未对乳腺癌死亡率产生

明显的影响。②就筛查效果而言，

未必利大于弊，结果是乳腺癌死亡

风险减少与过度诊断并存。③大众

存在认知偏差，多数女性对筛查的

期望大于其实际效果。如美国超

过 70% 的女性认为每 1 000 名女性

中，至少会有 160 人死于乳腺癌，

而钼靶筛查至少可以避免 80 例乳

腺癌死亡，即乳腺癌筛查效果至少

＞ 50%。实际上美国女性乳腺癌的

死亡率只有约 0.5%，钼靶筛查只能

降低 20% 的死亡风险，即 1 000 人

筛查中，实际只有 1 人能免于乳腺

癌死亡。

2014 年 6 月更大样本量的挪

威乳腺癌筛查项目长期随访研究进

一步证实钼靶筛查可降低 28% 的乳

腺自检不能显著降低人群的乳腺癌

死亡率，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

促进乳腺自检及临床乳腺检查仍然

是乳腺癌早期诊断不可或缺的重要

措施。之后我国部分地区 ( 上海、

广州、安徽、广西、云南等 ) 也开

展过小规模的机会性筛查。但由于

我国人口基数较大、钼靶设备短缺

及医疗保障制度不覆盖该项检查等

原因，筛查工作相对滞后。

为获得全国性的代表数据，明

确适合我国女性生理生育特征的乳

腺癌筛查方法及其策略，从而制定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2008-

2009 年原卫生部开展了以城市妇女

为主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乳腺癌筛

查项目，覆盖全国 30 个省份 53 个

项目点。2009-2011 年国家加大资

金投入，启动了针对农村妇女的乳

腺癌筛查项目，并纳入国家重大公

共卫生项目。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乳腺癌筛查项目开展的同时，中国

抗癌协会选取北京、天津、沈阳、

南昌、肥城 5 个地区开展了多中心

乳腺癌优化筛查方案项目。

总结既往我国部分地区已获

得的机会性筛查研究，结果表明：

①我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比例较低。

2010 年中国 CDC 对我国 53513 名

女性调查显示，机会性乳腺癌筛

中国乳腺癌筛查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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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比例仅为 21.7%，而美国人群为

基础的钼靶筛查率高达 68.5%。②

筛查发现的原位癌比例非常低，

如 2008 年上海市虹口区 57 824 名

接受乳腺红外线筛查的女性中，筛

查发现 25 例乳腺癌，未发现原位

癌患者；广东佛山地区开展的 10 

371 名女性筛查中，即使采用临床

手诊与钼靶＋彩超串联的筛查方

法，筛查发现乳腺导管内癌的比例

也仅 11%(2/18)。而美国女性筛查

发现的乳腺癌患者中，原位癌的比

例高达 20%。这些结果不仅很好地

提示了为什么我国乳腺癌患者的 5

年生存率 (73.0%) 明显低于美国乳

腺癌患者 (90%)，也提示我国目前

乳腺癌筛查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不仅筛查参与率低，且部分地区采

用的筛查方法有差异、未采用盲法、

筛查结果阳性诊断标准不一致或筛

查对象并未全部采用金标准、未进

行随访以发现漏诊患者等，导致研

究结果难以进行直接比较，进而也

无法在人群中推广。

三、对我国女性乳腺癌筛

查的建议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虽然显著

低于西方国家，但是部分地区 ( 如

上海 ) 的乳腺癌发病率已接近西方

次检查所受的损害；④设备价格相

对低廉，应用更为普及。但超声检

查的局限性在于诊断准确性很大程

度上取决设备及操作者的技术、经

验、诊断水平等主观因素，且检查

过程的实时性不理想，也限制了其

进一步的会诊，而诊断仅表现为微

小钙化的较早期乳腺癌和非肿块型

乳腺癌亦存在困难。

(3) 应用新的乳腺癌筛查方法： 

①乳腺磁共振 (MRI) 检查对致密乳

腺内病变的检出明显优于钼靶检

查，尤其是对小乳腺癌和早期乳腺

癌的检出，同时在良性病变及恶性

病变的鉴别、隐匿性乳腺癌的诊断

均有重要价值。②乳腺层析 X 线照

相或乳腺 3D 摄影能够运用乳腺断

层摄影 (DBT) 技术，将多个断层的

乳腺 2D 影像重建成 3D 乳腺影像，

从而克服 2D 影像中正常组织与病

变组织之间重叠所造成隐匿病灶的

漏诊，以及将正常组织视为异常的

缺陷。③自动乳腺癌超声检查(ABUS)

能够在短时间内对整个乳房进行扫

描并产生多个图像以便诊断。该技

术相比传统的手动超声，有更好的

可重复性、对检查医师主观因素的

依赖性相对也更小，从而解决了超

声检查不易质控的难题。

建议：遵循 WHO 相关建议，积

国家，且乳腺癌发病率近年来呈现

不断增长趋势，农村地区增长趋势

更加明显。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

济水平和乳腺癌筛查资源配置也不

尽相同，致使城乡地区的乳腺癌筛

查模式不可能采用“一刀切”模式，

而应结合各地的经济水平和社会资

源选择合适的筛查策略，同时还应

遵循总体原则：乳腺癌发病率较高

的地区，在卫生经济学评价基础上，

可以考虑采用先用临床手诊初筛，

再对高危人群进行钼靶筛查；而对

社会资源有限的地区，则应该在临

床手诊初筛的基础上，对高危人群

优先考虑 B 超检查。

在此总体原则基础上，面对国

外激烈的乳腺癌筛查利弊之争，我

国乳腺癌筛查工作应综合考虑以下

4 个方面的影响，探寻适合我国国

情的乳腺癌筛查模式。

1. 优化筛查人群：乳腺癌风

险预测模型对于确定乳腺癌高危人

群并制定科学的乳腺癌筛查策略，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 Gail 预

测模型在西方国家已得到广泛应

用，但存在种族差异、入选参数太

少的缺点，期待新增危险参数的改

良 Gail 模型。此外筛查中还需特

别关注传统乳腺癌危险因素和遗传

因素的影响，因为致密乳腺发生乳

极促进乳腺自检及临床检查。在此

基础上，针对乳腺癌高危人群，超

声联合钼靶检查可能是我国今后乳

腺癌筛查采用的主要方法。

3. 体现知情同意： 2015 年

4 月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人群中开展

RCT 表明，告知受检者乳腺癌过度

检查信息，虽然选择筛查的女性会

更少，但能够更好地辅助女性对乳

腺癌筛查做出知情选择。对于告知

过度诊断的信息是否一定意味有人

会拒绝筛查，英国一项在线调查表

明：即使存在过度诊断，愿意接受

肿瘤筛查的人群比例 (7% ～ 14%)

仍高于不愿意接受过度检查的比例

(4% ～ 7%)。这对于乳腺癌筛查证据

有限的 40 ～ 49 岁年龄段女性尤为

重要，USPSTF 认为该年龄段女性

应当知道此项检查的潜在获益与损

害，并接受指导，根据自身条件及

偏好做出相关的决定。美国医师协

会 (ACP) 同样强调医生与被检查者

应该讨论钼靶筛查对 40 ～ 49 岁处

于平均风险女性的益处和危害，如

果被检查者有要求，则进行两年一

次的钼靶筛查。

建议：参加筛查女性有权知道

其潜在的获益与损害，并在此基础

上作出基于自身利弊考虑的综合选

择。因此，医生有义务告知相应的

腺癌的风险更高，而我国女性中

49.2% 拥有致密乳腺。

建议：基于准确的乳腺癌基础

发病率，结合我国女性乳腺癌流行

病学危险因素、乳腺密度特征及乳

腺癌遗传易感的生物标志物，建立

适合我国女性的乳腺癌危险评估模

型，并依此构建乳腺癌高危筛查策

略 ( 而非全人群策略 ) 是我国近期

乳腺癌筛查工作的主要努力方向。

2. 完善筛查技术：

(1) 明确乳腺自检和临床检查

的价值：虽然 USPSTF 更新的指南

中依然不推荐女性乳腺自检，但认

为向医生报告乳腺肿块或发现乳腺

明显变化极其重要。美国癌症协会

(ACS) 的相应指南中既不推荐也不

反对常规乳腺癌自检。但是 ACS 的

指南明确推荐女性应从20岁开始，

至少每 3 年做一次规范的临床乳腺

检查。

(2) 探讨传统超声检查＋钼靶

筛查的价值：相对钼靶检查，传统

超声检查优势在于①对致密乳腺内

病变的检出具有明显优势，可弥补

钼靶检查对致密乳腺病变检出率低

的局限；②对于小乳房检查更加便

利，减少钼靶对小乳房潜在漏诊的

可能；③无射线辐射，较少受短时

间多次检查的限制，可避免钼靶多

利弊，尤其是针对40～49岁的女性。

4. 逐步推行个体化筛查：2014

年 4 月 JAMA 发表的钼靶筛查系统评

估结论认为，为了取得筛查利益的

最大化，应该逐步推行个体化筛查

模式，尤其是对于40～49岁女性。

该结论与 USPSTF 更新的乳腺癌筛查

建议非常相似，即对于 40 ～ 49 岁

女性，虽然钼靶筛查能减少死于乳

腺癌的风险，但减少的死亡数量明

显少于年长女性，且假阳性数量和

不必要的活检数量明显增高。

建议：女性是否选择筛查，应

该尽可能综合考虑乳腺癌的潜在发病

风险、不同筛查技术的适应症，以及

医生的建议，权衡潜在的获益与损害，

最终选择个体化的筛查方法。

综上所述，由于各乳腺癌筛

查研究所关注的筛查人群、方法及

选择的筛查间隔等差异，其效果必

然存在差异。因此，有关乳腺癌筛

查利弊的争议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终

止。但我国乳腺癌筛查的模式，需

从这些争议中获益，并结合本国国

情探索真正适合于我国的乳腺癌筛

查之路。

参考文献：略。

（ 来 源： 中 华 流 行 病 学

杂 志，http:/ /html.rhhz.net/

zhlxbx/201607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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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资讯
Latest Events of CACA

WELCOME SPEECH

Dear Colleagues and Friends,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Gastric Cancer Association and the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GCC 2017, it is my honour and pleasure to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the 12th International 

Gastric Cancer Congress (IGCC). The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China from April 

20th to 23rd, 2017. And we believe it will be a truly memorable event for gastric cancer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the impressive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China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of gastric cancer in China has achieved marvelous achievements which 

is a vital component of progress in the global control of gastric cancer.

The central theme at IGCC 2017 will be "bridging gap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ga stric cancer" . This highly 

anticipated event will undoubtedly bring together elite speakers and distinguish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cientific, 

clinical, and business fronts to present leading research and the latest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n our field. Our exciting 

program consisting of workshops, symposiums, and presentations will not only provide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to exchange 

ideas and expand visions, but also to build and further enhance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networks - both of which will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research and service in gastric cancer.

Beijing, sometimes romanized as Peking, is the capit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one of the most populous 

cities in the world. Through years' development, Beijing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osmopolis. During your stay, you 

can experience the wonders of this fascinating ancient capital, and explore riches it has to offer. It is our sincere hope that 

you can join us in Beijing for the upcoming meeting. I believe the famous historical city and the academic event will give 

you unforgettable memories.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in Beijing for IGCC in April 2017!

Professor Jiafu Ji, MD. FACS
President, IGCC 2017

Vice President, 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 (CACA)

President, Chinese Gastric Cancer Association (CGCA)

President,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Contact us
Registration Service
Phone: 86-10-56641740
Email: registration@12igcc.com

Faculty Service
Phone: 86-10-56641740
Email: speaker@12igcc.com

Abstract Service
Phone: 86-10-56641785
Email: abstract@12igcc.com

Sponsor and Exhibitor Service
Phone: 86-10-56641762
Email: sponsor@12igcc.com

Congress Secretariat
Chinese Gastric Cancer Association (CGCA)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No.52 Fucheng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142, P.R. China
Phone: 86-10-88196158
Email: secretariat@12ig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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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资讯
Latest Events of CACA

IGCC2017 PROGRAM
AT-A-G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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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资讯
Latest Events of CACA

Early-bird Registration & Abstract Submission
By February 28, 2017

APCC 2017 will provide Travel Grants for 50 recipients along with prize 
money of USD 1,000 or USD 1,500.

Please do not miss this chance to be able to apply when submitting your 
abstract online!

Best Paper          Best Poster          Best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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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与挂靠单位
召开新年工作座谈会

2017年1月25日，中国抗癌协

会与挂靠单位——天津医科大学肿

瘤医院召开新年工作座谈会，双方

专家领导共聚一堂，总结经验，展

望未来，携手推动我国肿瘤防控事

业的发展。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

希山院士、秘书长王瑛教授、天津

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王平院长、李强

书记等领导专家30余人出席。王瑛

秘书长主持会议。

郝希山理事长代表协会感谢

挂靠单位长期以来对协会工作的大

力支持，感谢医院为抗癌事业的发

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他指出十八大

以来国家加大推动社会组织改革力

度，这对社会组织而言既是动力也

是压力，伴随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

理越趋规范、严格，中国抗癌协会

也将迎难而上、谋求转型与发展，

希望挂靠单位“不忘初心”，继续

一如既往地支持协会工作；协会也

将从各方面提供学术支持，促进医

院的软实力提升，双方共同推动抗

癌事业的发展。

王平院长回顾了协会30多年

的发展历程，指出在第6届、第7届

理事会的带领下，协会各方面工作

取得显著进展，推动了我国肿瘤防

治力量的发展壮大。这对天津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的自身发展、人才成

长、国际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

推动作用。未来医院将继续与协会

携手共进，共荣发展。

会议讨论热烈，各位专家畅所

欲言，从自身经历、各个专业的发

展等角度分享了各自的体会，交流

了彼此的经验，加深了双方的合作

共识，为进一步推动协会与医院的

协同发展夯实了基础。

郝希山理事长
在座谈会上发言

王平院长
在座谈会上发言

王瑛秘书长
主持会议

协会资讯
Latest Events of CACA

36项研究中标“中国抗癌协会-恒瑞
医药创新药临床研究基金”项目

为了大力推动我国临床肿瘤学事

业的蓬勃发展，积极促进抗肿瘤血管靶

向治疗的研究，由中国抗癌协会与恒瑞

医药公司合作，于2016起设立中国抗癌

协会-恒瑞医药创新药临床研究基金。

基金主要资助抗肿瘤血管靶向治疗领

域的转化性研究和临床研究，支持资助中

国临床肿瘤医师提高个体化诊断治疗水平

和创新型研究能力，造福广大肿瘤患者。

2016年10月，由继教与科技服务

部启动基金的招标工作。各地投递标书

踊跃，截止2016年11月30日，共收到标

书112份。经形式审查，筛选合格项目

共80份。评审委员会对于申请标书，从

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实现性等

方面进行认真评审，并结合申请项目的

需要、预算合理性和整体经费等情况，

遴选出入围终审的项目40项，包括了胃

癌、肺癌、肠癌、乳腺癌、食管癌等等

多个瘤种。终评按照瘤种的不同分为四

个大组，每组10个项目，每组邀请3位

肿瘤领域权威专家作为评委，按照基金

项目审评细则认真开展评审工作。经

过两轮评审，最终共有36项中标，支持

总金额260万元。其中，一级资助项目

2项（每项20万元），二级资助项目10

项（每项10万元），三级资助项目24项

（每项5万元）。

作为本项目的特点之一，将采取动

态分级管理。项目要求在研究的中期和课

题结束时，分别提交中期报告和结题报

告。在申请人提交中期报告后，基金会将

据此评估完成情况、中期结果及预期可实

现性等，以决定是否给予进一步的后期资

助或滚动支持，对于完成出色的项目，可

能会在后期增加支持的力度，希望能通过

协会平台上给更多有意义的临床试验项目

更多支持和奖项的鼓励，以提高临床专家

在临床研究方面的积极性。

“中国抗癌协会-恒瑞医药创新药临床研究基金”项目目录

序号 等级
研究者
姓名

医院名称 研究题目

1 一级 马俊勋 解放军总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对比多西他赛治疗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2 一级 高明 天津市肿瘤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治疗局部进展 / 转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有效性和安全性临
床研究

3 二级 黄慧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

评价阿帕替尼联合卡培他滨治疗铂类失败的复发和或转移头颈部鳞癌患者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4 二级 关印
首都医科大学朝阳
医院

阿帕替尼在 ALK 阳性晚期 NSCLC 多线治疗后单臂、多中心 II 期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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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级 贾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伊立替康治疗一线化疗失败晚期食管鳞癌的 II 期临床研究

6 二级
潘战宇
于振涛

天津市肿瘤医院
阿帕替尼用于 VEGF 高表达的食管癌或食管胃结合部癌二线治疗的前瞻性临床研
究

7 二级 胡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胸科医院

通过剂量滴定确定真实世界口服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在肺癌患者中最佳治疗剂量的
探索性研究

8 二级 肖文华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附属医院

阿帕替尼联合替吉奥节拍化疗在晚期胃癌维持治疗的研究

9 二级 赵林
北京协和医院肿瘤
内科

阿帕替尼克服胃癌耐药的机制研究及临床观察

10 二级 刘红 天津市肿瘤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紫杉醇新辅助治疗局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单臂、探索性临
床研究

11 二级 陆永奎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

阿帕替尼联合依西美坦治疗非甾体类芳香化酶抑制剂失败的 ER 阳性 HER-2 阴性
晚期乳腺癌的单臂、单中心探索性临床研究

12 二级 邹英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联合 TACE 治疗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13 三级 卢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一线联合 AP/AC 方案治疗晚期 EGFR 野生型的非鳞非小细胞肺癌
的研究

14 三级 李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盐酸埃克替尼治疗盐酸埃克替尼治疗后缓慢进展的 EGFR 敏
感突变的晚期肺腺癌的临床研究

15 三级 方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前瞻性、多中心、非干预临床研究

16 三级 臧爱民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联合多西他赛治疗晚期 EGFR 野生型、非鳞、非小细胞肺癌骨
转移的探索性临床研究

17 三级 潘战宇 天津市肿瘤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联合多西他赛治疗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单中心、单臂探
索性临床研究

18 三级
田瑞芬   
宋霞

山西省肿瘤医院 阿帕替尼联合 EGFR-TKI 用于 EGFR-TKI 耐药后 NSCLC 的临床研究

19 三级 张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胸科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单药伊立替康治疗复发小细胞肺癌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20 三级 杨牡丹 山西省肿瘤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多西他赛二线治疗晚期胃癌临床研究

21 三级 王风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

紫杉醇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对比紫杉醇单药治疗一线治疗失败的胃 / 胃食管交界
处腺癌腹膜转移的随机对照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

22 三级 邓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联合替吉奥胶囊治疗晚期胃癌一线治疗失败后患者的疗效及安
全性研究

23 三级 郭军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
医院

阿帕替尼联合替吉奥二线治疗不能耐受联合化疗的晚期胃癌的随机对照、前瞻性
临床研究

24 三级 张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

在一 / 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比较长春瑞滨联合或不联合阿帕
替尼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单中心、随机、对照、II 期临床试验（NAN 研究）

25 三级 张艳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卡培他滨未知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临床试验研究

26 三级 王育生 山西省肿瘤医院 阿帕替尼联合替吉奥对比替吉奥单药治疗晚期食管鳞癌的随机对照研究

27 三级 梁小波 山西省肿瘤医院 阿帕替尼联合 FOLFIRI 治疗不可切除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研究

28 三级 刘运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
医院

阿帕替尼联合 TP 方案新辅助治疗乳腺癌的临床研究

29 三级 杨吉龙 天津市肿瘤医院 阿帕替尼治疗软组织肉瘤的临床转化研究及多中心 II 期临床研究

30 三级 季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

阿帕替尼用于高级别脑胶质瘤临床新策略研究

31 三级 朱精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治疗甲状腺低分化癌及未分化癌的临床试验研究

32 三级 孟元光 解放军总医院 评估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用于妇科肿瘤患者术后维持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33 三级 张倜 天津市肿瘤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单中心、单臂探索性临床研究

34 三级 周宏伟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附属医院

阿帕替尼联合 MOAP 方案治疗复发 / 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的研究

35 三级 秦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

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一线化疗失败的复发性和 / 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受试
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前瞻性、开放、单臂探索性临床研究

36 三级 王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八一医院

磁共振 IVIM 及 DCE 参数在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胃癌患者中疗效预测及评价的临床
研究

协会资讯
Latest Events of C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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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召开换届会议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

员会换届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中国抗癌

协会理事长助理宣栋生、组织部副

部长王宇到会指导换届工作。

宣栋生教授介绍了中国抗癌协

会专业委员会换届组织规定，并宣

读了中国抗癌协会同意肿瘤标志专

业委员会换届的批复。经全体参会

委员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第六届

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领导机构，第

四军医大学邢金良教授担任主任委

员，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单保恩

教授、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曾木

圣教授、沈阳军区总医院谢晓冬教

授、解放军八一医院汪栋教授担任

副主任委员，南京市第一医院王书

奎教授等 22 名专家为常务委员。

前任主任委员陈志南院士对第

五届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进

行了总结回顾，王宇副部长为新任

领导机构成员颁发证书，新任主任

委员邢金良教授对本届委员会的近

期工作进行了发言，并表示将在抗

癌协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肿瘤标

志方面广泛的学术和技术交流，加

强学科间的联系与协作，深入开展

肿瘤学科继续教育，紧跟肿瘤领域

荣誉主任委员： 陈志南

主 任 委 员： 邢金良

副 主 任 委 员： 单保恩　曾木圣

 汪　栋　谢晓冬

顾 问 委 员： 沈洪兵　寿成超

 田亚平　仲人前

 罗荣城

常 务 委 员： 李　玲　王书奎

 黄灿华　宋　韦

 陈锦飞　李　荣

 陈奎生　叶丽虹

 宋　鑫　袁响林

 邹学森　宋现让

 徐笑红　张　灝

 汤　华　刘月平

 李　慧　陈　燕

 肖志强　张艳桥

 胡志斌　任　涛

国际前沿知识和技术，打造特色学

术年会及培训班，提高本学会及相

关医学科技工作者的肿瘤防治专业

水平，力争为肿瘤学科的发展及学

会自主创新做出积极贡献。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会议合影

邢金良，教授，男，第四军医

大学基础部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博士

生导师，美国德州大学及托马斯杰弗

森大学kimmel癌症研究中心访问学

者，总后勤部科技新星，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

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肿

瘤标志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生物样本库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负责人或

主要参加人承担国家“973”计划、

重大新药创制计划、国科金等各类课

题20余项。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发表SCI文章49篇，其中4篇IF>10，

16篇IF>5，总IF=237.3，论文被

Nature Reviews、Cancer Cell、

Nature Medicine等他引511次，研

究成果被6部国际英文专著引用。被

Oncotarget等8个SCI杂志聘为审稿

专家。获国内及国际专利授权5项，

高等级省部级奖励4项。

主要从事线粒体生物学与肿瘤

防治的相关研究：1.首次证实个体线

粒体DNA拷贝数主要由遗传因素决

定，并与肿瘤发病风险存在显著相关

性，且具有典型的双向性特征；2.阐

明了线粒体分裂融合动态平衡异常促

进肝癌生长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3.发现CD147分子在肿瘤线粒体相关

糖脂代谢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4.鉴

定了多个线粒体相关的肿瘤发病风险

及预后评估标志物。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
第六届主任委员

邢金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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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举办换届会议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

业委员会换届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17 日在南京圆满落幕。本次大会

由前任主任委员石远凯教授主持，

中国抗癌协会王瑛秘书长、组织部

张静部长参加了会议。

大会首先由石远凯教授介绍参

会来宾。张静部长宣读了换届批复，

并介绍了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基

本程序。由全体委员集体投票选举

出了第五届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

会领导成员，姜文奇教授当选主任

委员；冯继锋教授当选候任主任委

员；程颖教授、江泽飞教授、巴一

教授、张清媛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委

员。大会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

徐瑞华教授等 25 名专家当选为常

务委员。

石远凯教授对第四届委员会

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新一届主任

委员姜文奇教授代表全体委员现场

发言。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王瑛教

授对委员会过去取得的成绩表示祝

贺，感谢第四届委员会全体委员的

辛勤付出，同时对新一届委员会委

员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

主 任 委 员： 姜文奇

候任主任委员： 冯继锋

副 主 任 委 员：程　颖　江泽飞　巴　一　张清媛

常 务 委 员：徐兵河　郭　军　任　军　李　进　徐瑞华　王华庆　袁响林

 黄　诚　侯　梅　刘云鹏　刘宝瑞　王哲海　刘　巍　顾康生

 杨顺娥　宋永平　高玉环　胡夕春

最后，前任主任委员石远凯教

授为本次大会的顺利进行表示感谢

和祝贺，全体委员合影留念，为中

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

会换届会议画上圆满的句号。

会议合影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姜文奇，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肿瘤医院)二级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上海医

科大学医学系，随后在中山医科大学

攻读临床肿瘤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

由国家卫生部选派赴美国M.D.安德森

Cancer Center等著名肿瘤中心工作培

训三年。历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副主任，肿瘤医院副院长，深圳大学

医学院首任院长。现任中山大学肿瘤

医院大内科主任，淋巴瘤中心主任，

中山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副所长等。

主要学术任职包括：中国抗癌

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

长，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学分会副会

长，中国抗淋巴瘤联盟副主席，广东

省医学会肿瘤内科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国家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中

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国肿

瘤临床杂志》副主编，《Lancet》和

《JCO》(中文版)编委等。

多次担任全国肿瘤内科大会和

全国淋巴瘤大会主席，主持多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

究计划，主编《临床肿瘤内科学》、

《淋巴瘤诊疗学》、和《肿瘤生物治

疗学》等专著。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颁布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以及“岭南名医” 、“中大名医”、 

“羊城好医生”和“中山大学肿瘤医

院内科首席专家”等荣誉称号。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
第五届主任委员

姜文奇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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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峰医药加入中国抗癌协会
授牌仪式在沪举行

2017年 2月16日，景峰医药加入中国

抗癌协会授牌仪式在该公司上海总部举行。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秘书长王

瑛教授、组织部张静部长及办公室赵文华主

任等领导出席了仪式，授予景峰医药“中国

抗癌协会企业团体会员单位”牌匾。

景峰医药制造集群简卫光总裁接受了

团体会员单位牌匾并致词。他衷心地感谢

中国抗癌协会长期以来给予景峰医药的关

爱与支持，希望在今后企业发展的道路上

能得到中国抗癌协会更多的帮助，景峰医

药也将尽全力助力中国抗癌事业的发展。

中国抗癌协会郝希山理事长在讲话中

高度评价了景峰医药所取得的系列成果，

希望景峰医药能够抓住机遇、引领市场、

加快发展，并表示中国抗癌协会将与景峰

医药一起携手共创大业。郝希山理事长还

即兴赋诗一首：“丁酉瑞春在抖擞，无限

风光在景峰。”

中国抗癌协会组织部张静部长宣读了

中国抗癌协会关于景峰医药企业团体会员

单位的批复。

授牌仪式由王瑛秘书长主持。

授牌仪式合影

座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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