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uchONCOLOGY2

2020年在年在EGFR-突变突变NSCLC控制方面的进展：当前进展到哪一阶段？控制方面的进展：当前进展到哪一阶段？

ASCO20 Virtual虚拟会议关键试验的介绍与 虚拟会议关键试验的介绍与 
总结总结

大家好，我是罗伊·赫布斯特博士，是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

纽黑文市斯迈罗癌症医院耶鲁癌症中心的肿瘤内科学主任医

师和医学教授。

感谢邀请我参加此次网络研讨会：2020年在EGFR-突变非小

细胞肺癌管控方面的进展：当前进展？ 

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当前进展？突变非小细胞肺癌：当前进展？

有关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我们当前处在哪一

阶段？ 要将现有证据运用到临床实践，还存在一些关键问

题。III期FLAURA试验结果出来后，问题在于总体生存率是否

应作为转移环境中的主要疗效终点？ 我们是否能在一线治

疗策略中选择联合疗法来提升生存率？ 是否可以更早地使

用靶向疗法？ 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基因分型，我们就

无法进行任何个性化治疗，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谁患有EGFR
突变，我们就无法针对其采取这种治疗方法。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指南 - 2020年年5月月

我们先来看看NCCN指南。我在耶鲁大学耶鲁癌症中心工

作；我们是NCCN机构，经常使用这些指南。正如你所见，

左边是具有致敏性EGFR突变阳性异常情况的患者，可分为

两个不同的组别：EGFR突变在一线系统治疗前发现，或者

EGFR突变在一线系统治疗过程中发现。如果你事先了解突

变情况（我认为最好是要事先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尽

量给大家做测试的原因），1类推荐包括五种不同的药；厄洛

替尼+贝伐珠单抗是2B类。问题在于，当患者病情恶化时，

该怎么办？ 对于那些在系统治疗过程中发现EGFR突变的患

者，有的医生会完成计划的治疗，而我会改变方案。在这两

种情况下[在一线系统治疗前或一线系统治疗期间发现EGFR
突变]，如果可以，奥希替尼都是首选药物。

靶向治疗会在辅助环境中起关键作用吗？靶向治疗会在辅助环境中起关键作用吗？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早期非小细胞肺癌

我们对早期NSCLC了解多少？ 尽管大家公认外科手术是最

佳治疗方法，但仅有20%至25%的肿瘤适合潜在的根治性切

除，这意味着许多肿瘤会复发。佐剂顺铂是II期完全切除术

后非小细胞肺癌和某些IB疾病的护理标准。3期肺癌诊断与

预后不良有关。外科手术和化疗第一疗程之间的时间间隔决

定了5年内的生存率在35%至50%之间，这样的数据甚至可

能有点乐观。如化疗被延后至切除术60天之后，则生存率最

差。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甚至更早地使用靶向疗法？ 我

想说是的，显然有未满足的需求。

KINDLE：现实环境下现实环境下III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现代管控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现代管控
和相关结果：一项多国观察研究和相关结果：一项多国观察研究
Jazieh AR等人

有几项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加以确定。这是关于“现实环境下

III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现代管控和相关结果： 一项多国

观察研究”的KINDLE研究。大体上，此项研究考察了在三个

地理区域125个中心招募的3000多名患者。你可以看到中间

基线特征。然而，最终结果是，在III期环境中有超过25种一

线方案被使用，而且世界各地的资格、结果和方案是如此

不同。总的说来，真实数据反映了III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方

法的多样性。这也是建立新试验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因为

有如此多的变化。尽管在III期疾病中使用了所有这些不同的

治疗方案，但生存结果仍然很差。我们有必要实施指南和改

善获取创新治疗的机会，以优化治疗，甚至可能采取生物

治疗。

ALCHEMIST: 高危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的辅助靶向疗法高危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的辅助靶向疗法
或免疫疗法或免疫疗法
Sands J等人

ALCHEMIST研究是一项通过我们的合作小组正在美国开展的

研究。ASCO虚拟会议有一份摘要，其中报告了ALCHEMIST
试验的招募情况，该试验一项为患者提供同期辅助治疗、

化疗、免疫治疗或靶向治疗的试验。你可以看到左边是

ALCHEMIST研究的三个分支：EGFR突变患者随机分入观察

组与厄洛替尼组，如这张海报所示，共有367名患者入组；

对于ALK融合患者，共有109名患者随机分入对照组或克唑替

尼组，而另外一个您能想象得到的很快取得批准的分支，生

物标志物为PD-L1状态，共有935名患者分入对照组或免疫疗

法纳武单抗组。概括地说，多个不同的试验正在研究辅助方

法。这项试验仍在进行中，旨在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众多地方

开展研究和促成快速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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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ONG1104：吉非替尼佐剂对比化疗在吉非替尼佐剂对比化疗在 II期至期至 IIIA期期
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上的最终总生存期分析（随机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上的最终总生存期分析（随机III
期试验）期试验）
Wu Y-L等人

这是CTONG1104。这是II-IIIA期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的

佐剂吉非替尼与化疗治疗- 随机III期试验的最终总体生存期

分析。这部分内容将由我的中国朋友兼同事吴一龙进行展

示。源于截至2020年1月采集的数据。在这组试验患者中，

超过200人有EGFR激活突变，II-IIIA期（N1-2疾病）随机按1:1
比例分成吉非替尼250毫克（EGFR抑制剂）或者标准铂类化

疗，而在本例中，按规定的剂量服用顺铂加长春瑞滨。中位

随访时间高达80个月，这是非常成熟的数据，所有预设的亚

组都没有差异。但结果显示有利于吉非替尼。你从中位总体

生存期可以看出，结果有利于吉非替尼，但它没有达到统计

学意义；风险比是0.92。不论是3年总体生存期（OS）还是

5年总体生存期，你可以看到它们都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

有趣的是，在这项试验中，三年无病生存期满足显著性要

求，中位数为30.8与19.8个月（p=0.001）。然而，五年期无

病生存期（DFS）中位数值极其相似[无显著差别]。本项试

验中没有出现新增意外的严重不良事件。最终结果是，观察

到的无病生存期优势并没有转化为显著的总体生存期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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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由于交叉效应造成。辅助治疗的持

续时间大于18个月，有人认为，也许更长的治疗时间可能更

有益。这项试验表明，至少这一代EGFR抑制剂并不优于化

疗。当然，这项试验并未涉及两者都用的情况。

ADAURA：采用奥希替尼作为辅助疗法治疗患有：采用奥希替尼作为辅助疗法治疗患有IB-IIIA
期期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且经过肿瘤完全切除术的患者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且经过肿瘤完全切除术的患者
Herbst R等人

现在，我们进行了ADAURA试验，我非常了解这个试验，因

为我刚在ASCO 2020虚拟会议上对此进行介绍。这是一项

采用奥希替尼作为辅助疗法治疗患有IB-IIIA期EGFR-突变非

小细胞肺癌且经过肿瘤完全切除术的患者的试验。Chad代
表联合指导委员会成员、吴一龙博士和Masahiro Tsuboi博
士，以及来自世界各地众多的研究者和研究团队，当然还有

全球各地的患者进行了介绍。这是一项使用奥希替尼作为非

鳞型IB-IIIA期NSCLC患者辅助治疗的研究，而这些患者的肿

瘤已被完全切除。患者在辅助环境中可酌情接受铂类化疗。

可想而知，I期患者很少这样做，但II期和III期患者这样做的居

多。然后他们被随机分配到奥希替尼组（每天一次80毫克，

该组共339名患者）或安慰剂组（每天一次80毫克，该组共

343名患者）。为何是安慰剂？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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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EGFR-突变NSCLC患者进行辅助铂类治疗后没有其他治

疗方法，复发率很高。

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在今年的ASCO上展示此项研究。事实

上，这项试验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达到用以分析的目标患者

数量。但安全委员会在2020年4月审查数据时，注意到被研

究的药物在疗效上有所波动。因此，他们要求提前审查，而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看的结果。你可以看到，结果清楚地

显示出无病生存期的阳性主要终点。如果从研究组整体来

看，IB-IIIA期风险比为0.21，即接受奥希替尼治疗的患者无

病生存率提高了79%。从图上看，你可以看到，就II-IIIA期组

而言，在这些患者中，风险比为0.17。 这其实是主要分析人

群。你可以看到，经过两年后，接受奥希替尼的患者无病生

存率为90%，而接受安慰剂的患者无病生存率为44%。如果

你看我刚才提到的总体人群，89%与53%，即使加上预后好

得多的I期患者，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分析时总体生存期还未

到期，只有4%到期。所以目前还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会继

续关注。安全性与已知的奥希替尼安全概况相符。

这项试验相当令人兴奋，因为即使不是第一个，也是首个表

明肺癌靶向治疗可以改善无病生存的全球随机试验之一。该

研究表明，佐剂奥希替尼辅助奥希替尼对IB-IIIA期EGFR-突
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肿瘤完全切除和辅助化疗后的无病

生存期有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上的改善。

总结

总而言之，很明显目前EGFR靶向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早期阶

段拥有一席之地。这对测试患者而言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

可以让他们在转移性环境中使用这些药物。当然，这个方法

已经在实施之中，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的程度并不一样，

所以仍需继续推广。现在，更关键的是，我们需要知道哪些

人在切除时有EGFR突变，因为根据ADAURA的数据，很明显

大家会希望在辅助环境下选择用EGFR治疗患者。在这项试验

中，治疗时间计划为3年。所以，显然取得了诸多进展。随

着ADAURA研究逐步成熟，当我们查看各项数据后，我们将

持续从ADAURA研究中获取信息，但显然我们正在肺癌方面

取得巨大进展。

从我个人在90年代末用吉非替尼进行一些最早期试验的案例

来看，EGFR治疗从肺癌非靶向口服治疗有部分反应者转成

2004年左右发现的EGFR突变。当然，在伴有EGFR-突变选

项的二线和一线转移环境中使用EGFR抑制剂，使得FLAURA
研究和奥希替尼在几年前获得了批准。现在，看看奥希替尼

在一线环境下从FLAURA研究取得的结果，我认为是相当令

人兴奋的。我们预计ADAURA试验会有行动，但在总体人群

中的风险比为0.17，这非同一般。这项试验的风险比为0.7，
所以无病生存率提高了83%。

转移性转移性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前景会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前景会
如何发展？如何发展？

EGFR-突变转移非小细胞肺癌突变转移非小细胞肺癌

A T L A S： I I I期 ， 开 放 试 验 ， 随 机 研 究 阿 特 珠 单 期 ， 开 放 试 验 ， 随 机 研 究 阿 特 珠 单 
抗抗（atezolizumab）与卡铂、紫杉醇和贝伐珠单抗结合与卡铂、紫杉醇和贝伐珠单抗结合
对比培美曲塞和顺铂或卡铂来治疗对比培美曲塞和顺铂或卡铂来治疗IV期非小细胞肺癌携带期非小细胞肺癌携带
活动性活动性EGFR突变或突变或ALK易位易位
Park S等人

我们来看看ATLAS试验。这是正在亚洲进行的三期实验。这

项研究旨在确认近期来自IMpower 150的关键亚组，这些亚

组显示阿特珠单抗结合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抑制剂

贝伐珠单抗在传统的细胞毒性化疗中的积极效果。非常简

单的设计，有EGFR突变或ALK易位的患者符合条件，2:1随
机：A分组，四种药物组合，包括阿特珠单抗；B分组，三种

药物（化疗+贝伐珠单抗，无阿特珠单抗），主要终点是无

进展生存期（PFS）。有一些迹象表明这种与免疫疗法和抗

血管生成疗法的组合在EGFR突变患者中有活性，ALK易位也

在探索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或者如

果我们要对这些患者使用[阿特珠单抗]，我们或许甚至可以

在疑难症环境中使用它。

RELAY+：探索性研究雷莫卢单抗联合吉非替尼用于治疗探索性研究雷莫卢单抗联合吉非替尼用于治疗
未接受过治疗的患有未接受过治疗的患有EGFR-突变转移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突变转移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
Nishio M等人

我们来看看RELAY+试验，这是对于在患有EGFR突变转移性

NSCLC但未经治疗的患者施用VEGFR2抗体雷莫芦单抗加

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吉非替尼的探索性分析。对

于患有EGFR突变疾病但未经治疗的患者，埃罗替尼加雷莫

芦单抗现在在美国是获批的方案。吉非替尼的安全性和疗效

在类似的患者组中进行了检验。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非常

简单的单臂临床试验。随访中位数是13.8个月，但PFS看上

去不错，随访时为65%。总体反应率是70.7%，疾病控制率

接近100%。因此，研究符合其主要终点，这意味着在类似于

个体药物组合的相同安全状况下，雷莫芦单抗和吉非替尼在

RELAY+中的疗效类似于雷莫芦单抗和埃罗替尼在范围更大的

RELAY中的疗效。所以，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推论。

NEJ026：使用贝伐珠单抗和厄洛替尼治疗使用贝伐珠单抗和厄洛替尼治疗EGFR-突变活突变活
化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最终总存活分析化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最终总存活分析
Maemondo M等人

这是NEJ026。这是携带EGFR突变的NSCLC患者贝伐珠单

抗加埃罗替尼治疗的最终生存期分析。这对我来说是非常

熟悉的。实际上我在约20年前就和Alan Sadler一起做了

第一次的贝伐珠单抗加厄洛替尼试验。我们都知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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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叶刀》上发表时称作BeTa试验 - 厄洛替尼和贝伐珠

单抗对EGFR突变患者的PFS改善效果要好于仅使用厄洛替尼

的情况。NEJ026试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现在所做

的是考察生存期分析，言归正传，看右边，你会看到贝伐珠

单抗/厄洛替尼的中值总体生存期是50.7个月，厄洛替尼则为

46.2个月。风险比是1。所以，即便是有很强的PFS效果，并

且这是本次试验的主要终点，但关键的次要终点总体生存期

没有达到。如果来看PFS2，稍微不同地衡量PFS，看上去也

并不高，二线环境中的中值总体生存期也不高。因此，贝伐

珠单抗对于厄洛替尼单一疗法治疗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

的额外疗效，其疗效在无进展生存率、下一线治疗后的进展

和总生存期上出现递减且无显著差别。结果与这项J025567
研究一致，即总体生存期并未达到。

使用高剂量奥希替尼治疗患有使用高剂量奥希替尼治疗患有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进展：多机构经验者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进展：多机构经验
Piper-Vallillo A等人

以下是一次考察高剂量奥希替尼对EGFR突发NSCLC患者

CNS发展情况的研究，是一次多机构开展的实验。他们开展

了一场回顾性研究，考察了105名患有晚期EGFR突变NSCLC
的患者，这些患者接受每天160毫克的奥希替尼治疗。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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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组别（非常小规模的亚组）：第一组最初是奥希替尼80
毫克，然后增加到160毫克以观察中枢神经系统（CNS发展

情况，但没有进行化疗；第二组采用相同的方案，但有进行

化疗；第三组一开始的剂量就是160毫克奥希替尼，没有进

行化疗和放射治疗。虽然数字很小，但表明对更高剂量的奥

希替尼（每天160毫克）有一些活性。在A组中，可以看到中

值CNS控制期是3.8个月；B组为5.1个月，有进行一些化疗；

然后是C组，4.2个月。有一些非常小的迹象表明，剂量上升

产生了适度的效果，疾病控制期平均增加了3-4个月。重要

的是，没有严重威胁生命的副作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进展 
– 这无疑是非常有意思的。

纳扎替尼治疗未用药的纳扎替尼治疗未用药的EGFR突变突变NSCLC：更新二期结果更新二期结果
Shao-Weng Tan D等人

纳扎替尼治疗未用药的EGFR突变NSCLC：更新二期结果 在

晚期EGFR突变肺癌未治疗患者中，总生存期中位数未达到

33个月，安全状况相当可控。总体反应率、疾病控制期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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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看上去都不错。最频繁的3/4级不良事件是一些皮疹和

脂肪酶增加，但没有胰腺炎。这是测试中的另一款第三代药

物，另外也还有几种。

总结总结

那么，在转移性环境中我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在一线治疗

中我们会继续使用奥希替尼。在颅内转移中现在我们看到了

一些活性，或许增加剂量会有用。有非常多的其它药物即将

面市。一些组合，例如与VEGF抑制剂的组合，已经显现了

一些改善。当然，RELAY+试验看来在美国是一种可以获批的

方案 现在我们发现可以和吉非替尼一起使用，这在亚洲更

常见。不幸的是，尽管日本对贝伐珠单抗和厄洛替尼的试验

取得了无进展生存期结果，但我们没有看到生存期有任何改

善。我怀疑在未来几年在EGFR突变疾病的一线和二线环境中

会看到更多针对原发性和获得性耐药的组合。

突变测试方面有哪些进步会更好地支持突变测试方面有哪些进步会更好地支持EGFR突突
变变NSCLC的精准医疗？的精准医疗？

现在，我们接着来看本计划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部分。突

变测试方面有哪些进步会更好地支持EGFR突变NSCLC的精

准医疗？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如果我们

不测试患者的这些突变，到目前为止我所讲的所有内容都毫

无意义。

非小细胞肺癌的基因分型

问题是，ASCO的最新数据揭示了发现EGFR突变NSCLC的新

测试方法有哪些临床实用性？

美国新确诊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基因组检测：当代临美国新确诊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基因组检测：当代临
床实践模式研究床实践模式研究
Gondos A等人

这是来自Gondos等人的一项研究 - 对美国新确诊晚期

NSCLC的患者进行的基因测试：当代临床实践模式研究。他

们使用的是一个采集世界各地医院的大型数据库 - Flatiron 
Health数据库。他们有一个接受了全面基因组分析的下一

代测序（NGS）组（1355名患者）以及一个非NGS组（926
名患者）。问题是，就测试的充分性和完整性而言，两个组

别有差异吗？ 总体上，全面分析的一组中79.7%的患者没

有接受其它类型的测试。因此，有了这个数据，你根本不需

要做别的，只需比较非下一代（NGS）亚组中29%的患者。

你会发现不充分测试只发生在13.4%接受了NGS的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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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接受NGS的患者是>52%。所以，如果进行了基因组

分析，测试充分性会更高。来看看测试失败情况：NGS组是

4.2%，非NGS组是6.8%。当然，这取决于测试技术，但都

是差不多的技术。但是，看看这个，潜在错过的靶向治疗异

常：NGS组是10.1%，但非NGS组是惊人的40.3%，表明如果

使用NGS，会发现更多可治疗的异常。结论是使用NGS，尤

其是全面的基因组分析，可以帮助避免欠佳测试，减少测试

失败以及改善新推出的生物标志物的测试接纳，从而实现个

体化和个性化的靶向治疗。

综合性新型液体活检鉴别患者是否患有非小细胞肺癌的临综合性新型液体活检鉴别患者是否患有非小细胞肺癌的临
床表现，以决定是否采用奥希替尼进行治疗床表现，以决定是否采用奥希替尼进行治疗
Gray JE等人

这项研究非常有意思。全面新型液体活检测试的临床表现如

何？ 这是Jhanelle Gray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研究。共考察

了两次奥希替尼试验，一次是在二线，即AURA3试验，另

一次是在一线，即FLAURA试验。两次试验都有大量患者参

与。如果先来看FLAURA试验，会看到PFS（研究结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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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和液体活检G360一样，看血液中游离DNA与cobas化
验的比较，后者是经批准的血浆或组织化验。然后来看二线

试验AURA3，情况一样 - PFS值也完全一样。因此，最后一

行，G360，也就是Guardant360®液体活检，准确地识别

了奥希替尼治疗的EGFR突变NSCLC患者，同时提供了其它

分子靶标的全面基因分型。 这真完美，你不仅获得了有关

EGFR所需要的，同时也找到了其它靶标。我认为液体活检是

组织测试的补充。

针对美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基于广泛下一代测序的测试值针对美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基于广泛下一代测序的测试值
和单基因测试值的对比模型和单基因测试值的对比模型
Pennell NA等人

我觉得在这里讲一项研究会很有意思，这是关于比较对美国

NSCLC患者进行广泛的下一代测序与单基因测试的研究。这

是Nathan Pennell博士和同事开展的研究，他们是想报告

一个似乎可信的测试模型，考察探索肿瘤驱动基因突变的组

成以及考察对人群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于EGFR
和ALK，与单基因测试相比，广泛的NGS测试会获得更多的

寿命年，并且每获得一个寿命年的成本更低。所以，NGS测
试可以更好的挽救生命，并且[比单基因测试]更省钱，支持

全面测试。这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数学模型。我非常渴望

看到完整的论文，想看看他们所有不同的假设，但无疑是和

我在前几张幻灯片上的一些回溯性数据库中向大家展示的那

样。

治疗两个月后的残留循环肿瘤治疗两个月后的残留循环肿瘤DNA，预测阿法替尼预测阿法替尼+/-西西
妥昔单抗妥昔单抗S1403S1403随机试验患者的无进展总体生存期。随机试验患者的无进展总体生存期。
Mack PC等人

最后是来自我参与的美国SWOG协作组和耶鲁肺癌SPORE协

作组的一篇论文的摘要。Phil Mack制作了这张海报：治疗

两个月后的残留循环肿瘤DNA，预测阿法替尼±西妥昔单抗

S1403随机试验患者的无进展总体生存期。这次试验一开始

是认为在一线环境中，阿法替尼加西妥昔单抗的方案会比只

使用阿法替尼更好。不幸的是，试验并没有达到主要终点。

试验观察了EGFR游离DNA的清除。在第三周期第一天，你

会看到清除后的患者的PFS中位数15.1，而没有（清除）的

患者的PFS中位数是2.8；总体生存期分别是27.2个月和15个
月。你会发现什么呢？ 两者看起来都有很高的p值。据称治

疗60天后EGFR游离DNA的清除与后续PFS和OS得到大幅改

善有关。这方面会有更多研究，因为我认为在跟踪单一药剂

或组合药剂EGFR靶向治疗的患者时这很重要，有助于决定是

否以及何时转换到其它方案。

总结总结

测试很重要。我认为这是最难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们

将会找到分母。这些有转移性疾病的患者发生了EGFR突
变，但现在是有早期疾病的患者也发生了突变。我认为

那会有更加有效和快速的治疗。但另一方面是肺癌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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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变了，当然还是从EGFR开始，但现在有近十种值得

了解的不同突变，因为这些突变可以帮助确定在一线或疑

难症环境中的治疗方法。当然，现在即使是在疾病的最初

阶段也是如此。所有这些下一代生物标志物肺癌基因检测

表，包括以血液为基础的生物标志物肺癌基因检测表都会 

变得极其重要。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