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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活动中，胃肠道肿瘤学专家探讨了当前胆管癌 (BTC)
治疗中未满足的需求，以及治疗方案的开发如何受到我们
对 BTC 遗传学和肿瘤微环境理解的驱动。
Do-Youn Oh 教授探讨了 BTC 患者未满足的需求和当前治
疗方案的格局。她同时考虑到未来可能的治疗可改善这些
病患的治疗效果。

Juan Valle 教授探讨了当前的基因图谱和 BTC 可操作的
明显特征。他同时考虑到这些知识是如何影响药物开发的。
Rachna Shroff 医师探讨了新出现的治疗 BTC 的靶向疗法
和免疫疗法。她同时考虑了对这些新药剂的实践有什么启
示。

学习目标

看完 touchEXPERT OPINIONS（touch专家意见）
后，您应能够：
•

描述伴有胆管癌患者未满足的需求

•

阐明新出现的治疗胆管癌方案的支持数据

•

探讨的主题：
•

当前应对 BTC 的临床格局

•

新兴疗法带来新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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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胆管癌的遗传特征和肿瘤微环境

遗传的改变和肿瘤微环境如何驱动新疗法的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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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应对 BTC 的临床格局
Do-Youn Oh 教授

大家好！我是 Du-Youn Oh，临床肿瘤学医师，来自首尔大学
国立医院。
我的专业是胃癌、胰腺癌、胆管癌和 1 期研究。

胆道癌的总体负担有哪些？
就胆管癌伴有全部实体肿瘤的发生率方面, 其比例相对较低
较小。从胆管癌发生率的全球观点来说，世界上有三个热点
地区显示了相对较高的发生率。就是韩国、中国南部和泰国。
以韩国为例，胆管癌的发生率为每 100,000 人中有 10 到 12
例。总体来说，西方国家胆管癌的发生率约为每 100,000 人
中有 1 到 2 例。胆管癌的病原学在整个地区是不同代，特别
是泰国，绝大多数的胆管癌病原学与肝吸虫有关。但是，除了
非常有限的地区之外，如泰国，其他地区的病原学非常相似，
这意味着与肝吸虫没有关联。

胆道癌的异质性是什么？其如何影响治疗决策？
基于原始起源，胆管癌包括肝内 胆管细胞癌、肝外 胆管细胞
癌、胆囊癌和壶腹癌。
根据原始起源，主要症状和主要阶段有
些不同。
另外，这些亚型的分子特性也是不同的，因此，遗传
变异模式根据起源也是不同的。
例如，IDH1 突变或 FGFR2
融合或易位更主要的是在 肝内 胆管细胞癌中观察到的。
相
反，HER-2 扩增或过度表达更普遍的是在胆囊癌等中观察
到的。
因此，根据原始起源，这些分子特性的差异可能在胆管
癌每一种亚型的预后中产生差异。
但是，如我之前谈到的，主
要阶段依据原始起源也会有所差异，这可能会对预后产生影
响。
当你决定对晚期胆管癌患者采用 3 个月的治疗选项时，
特别是细胞毒性化疗的情况，我们不考虑原始起源，或活跃
细胞毒性剂的作用。
但是，对于还处于临床开发的靶向制剂，
我们必须考虑胆管癌病患群的原发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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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胆道癌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对于晚期胆管癌的一线用药中，如果患者的体力状态足够
好，吉西他滨和顺铂组合方案在全球得到应用。在一线用药
吉西他滨和顺铂取得进展之后，如果患者体力状态仍然不
错，那么通常应用5-FU-基的治疗方案。根据 ABC-06 试验展
示的奥沙利铂（FOLFOX）方案的疗效，与晚期胆管癌二线用
药的最佳支持治疗相比较，FOLFOX 方案是当今其中一项
标准的治疗方案。但是，我认为在这些用药环境中还没有一
个标准的方案，因此，5-FU-基的治疗方案得到普遍应用。在
5-FU-基的二线用药治疗方案取得进展之后，我们没有标准
的治疗方案来治疗癌症。因此，近期应用靶向制剂进行的研
究已经在这些用药环境中体现了富有前景的成果。一项是瞄
准目标突变的 IDH1。对于 II 期研究的依维替尼 (AG-120)，
相比较伴有 IDH1 突变的晚期胆管癌的安慰剂二线或三线
用药，它改善了无进展生存期。对于 FGFR2 融合和易位的情
况，在这个之前治疗的胆管癌用药环境中，几项 FGFR 抑制
剂作为单一疗法体现了非常具有前景的功效。从肿瘤不可知
的方法来看，MSI 高是所有实体肿瘤（包括胆管癌）的 PD-1
抑制剂的生物标志物。第二项肿瘤不可知的方法是靶向瞄准
NTRK 融合，因此，即使NTRK 融合频率非常低，大多数的实
体肿瘤类型包括胆管癌。如果患者患有NTRK 融合，NTRK
抑制剂，例如拉洛曲替尼或恩替替尼，正在体现良好的响应，
且这些响应持续时间很长。因此，对于胆管癌，不论是处于很
高的状态，还是处于NTRK 融合状态，我们必须进行研究，以
便选择患者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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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道癌的新药开发前景如何？
今天，许多有趣的胆管癌领域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在分
子靶向目标方面，HER2 扩增或过度表达是其中一项候选的
靶向目标，BRAF突变也是一项非常有趣的靶向目标。除了
这些靶向疗法之外，对于免疫疗法，药物正在积极持续地开
发之中。PD-1 抑制剂单药疗法或 PD-L1 抑制剂单药疗法在
胆管癌治疗中总体上显示出了适度的功效。对于某些患者
来说，PD-1 抑制剂单药疗法或 PD-L1 抑制剂单药疗法显示
了非常良好的响应，但是，除了 MSI 高是免疫疗法的超级响
应者之外，生物标志物在胆管癌中依然处于研究中。因此，
当今的免疫疗法领域的药物开发战略要求将制剂与不同的
作用模式相结合，如免疫疗法与细胞毒性化疗组合，或免疫
疗法之间的组合等等。例如在一项用药的胆管癌中，检查点
抑制剂与标准的细胞毒性化疗方案（如吉西他滨和顺铂）的
组合已经处于 3 期试验设计的测试之中，以便与单独的细
胞毒性化疗相比来改善生存成果。对于细胞毒性方案的情
况，更多的组合治疗方案正在测试之中，例如，吉西他滨、顺
铂和 TS-1 作为一线治疗选项，或吉西他滨、顺铂和紫杉醇
组合。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见证许多的胆管癌
领域的新药得到成功开发。

遗传的改变和肿瘤微环境如何驱动
新疗法的开发
Juan Valle 教授

大家好！我是 Juan Valle。
我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内科肿瘤学
教授，克里斯蒂基金会信托名誉顾问。

胆道癌是一系列具有不同临床和分子特征的癌
症。这种异质性如何影响这些肿瘤的分类？

已确定的胆道癌最普遍遗传亚群有哪些？
因此，现在有许多的研究着眼于胆管癌的分子图谱，并且我
们了解到实际上有许多不显著的亚群体，这些都超出了一
般的解剖学分类。最为有趣的在于 IDH1 变异 和 FGFR2 融
合或重组，但是其他较小的群体也具有潜在的疗法，例如患
有 BRAF 变异、NTRK 和HER2 以及 MSI 高的患者。这些群
体经常超越了我们之前谈论的解剖学分类。

靶向IDH1在胆道癌中可发挥什么作用？

因此，IDH1（或异柠檬酸脱氢酶 1 突变）导致功能突变增益，
结果是增加了 2-羟戊二酸，这是一个癌代谢物，据信这促进
了胆管癌的发展。
用依维替尼瞄准变异的 IDH1 为接受 I 期研
究的 73 例胆管细胞癌患者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疗效。
以此为基
础，参加 III 期研究的 185 例患者在之前的化疗失败后以二比
一的随机方式或接受了依维替尼试验或安慰剂试验，都显示
了主要终点的改善。
这是无进展生存期，危害比为 0.37，中位
总体生存期得到了适度改善，从1.4 个月提高到了 2.7 个月。

我们使用胆管癌一词来包含许多不同的对象，包括由胆管
自身引起的称之为胆管细胞癌的癌症，反过来也可以是肝
内的、门周的或末梢的癌症以及胆囊癌和壶腹癌。这些癌症
都存在有非常不同的流行病学、风险指数和临床管理，并且
同时，手术是治疗所有这些癌症的基石；但是，人们深刻地
理解到分子异质性对治疗选项确有影响力，特别是对于晚
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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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FGFR在胆道癌中可发挥什么作用？
因此，我之前谈到的分子工作已经识别出激活易位项目，我
是说 FGFR2 的融合或重组。这就造成了上游编码区，然后
促使胆管细胞癌的发展，并且与 15-20% 患有肝内胆管细
胞癌的患者有关。有许多涉及患者的 II 期研究，这些患者之
前接受的化疗都显示出了某些一致的信息。许多患者在约
35% 的部位有了部分的疗效。这些疗效是持续性的。更大比
例的患者病情稳定，只有少数患者病情发展了，这是对他们
最好的回应。据此，三个持续进行的 III 期研究正在将一线用
药的 FGFR 抑制剂与 顺铂 和吉西他滨进行比较，以观察这
是否应该是患有 FGFR2 融合或重组的胆管细胞癌患者的
基础治疗手段

肿瘤不可知制剂还能利用哪些其他靶点？

新兴疗法带来新希望
Rachna Shroﬀ 医师

我是 Rachna Shroﬀ 医生。
亚利桑那大学癌症中心胃肠道肿
瘤科主任和副教授，同时担任亚利桑那大学癌症中心临床试
验总监。

我们为什么要对胆道癌患者的肿瘤进行分子分析？

实际上，我认为分子图谱分析或生物标志物测试成为恶性
胆管肿瘤初期治疗方案的一部分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逐渐
了解到在这个宽泛的范畴之间存在异质性问题。大家知道，
胆管癌包括肝内 胆管细胞癌、肝外胆管细胞癌 和胆囊癌。
并且，由于我们对这些恶性肿瘤进行了更多的下一代排序，
所以我们鉴别出这三种癌症每一种的分子图谱实际上非
常不同。并且重要的是，以肝内 胆管细胞癌 为例，在我们
对大约 30-40% 的患者做分子图谱分析时，我们识别出靶
向的变异，对此我们有 FDA（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核准
的药物和/或靶向疗法，或甚至免疫疗法，这些都是临床试
验的用药。尽管胆囊癌和肝外胆管细胞癌比例较小，大约
15-20%，但是这些仍然非常具有关联性。理想的做法是在
组织诊断时进行。大多数基于组织的下一代排序平台在突
变、融合和变异方面都具有非常宽广的范围，这是我们需要
关注的。如果组织有问题，情况也常常如此，例如肝外 胆管
细胞癌，然后还有基于液体活检或 ctDNA的平台，这些正在
研究之中，尽管没有全面覆盖，但是仍然可以识别关键的变
异，这可以与疗法决策相关联

的确如此，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证据，表明出现了不可知的肿
瘤药剂，这可能值得思考，这些包括 MSI（微卫星不稳定性）
和高水平肿瘤的患者，我们考虑对他们应用免疫疗法。我们
也知道，尽管 NTRK 融合非常少见，低于 1%，应用 NTRK 靶
向药剂治疗也能够有帮助，同时某些证据表明我们也许能够
将目标瞄准 BRAF。因此，我认为我们下一步应该开展分子图
谱分析，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发现更多的这些间或出现的小亚
群体患者，对于他们来说，靶向疗法可以提高患者的治愈率。

我们应该如何治疗FGFR突变的胆道癌患者？
从典型患有肝内 胆管细胞癌的患者身上来看，FGFR2 融合
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临床相关决策树。因此，FGFR2 融合
势必有大约 15-20% 的 肝内胆管细胞癌，并且基本上来说，
这些是我们经常可以与许多其他基因相结合的融合。所以，
尽管结合的搭档还不可知，但它引发了 FGFR 途径和癌症发
展的持续活化。因此，这些医学致癌驱动因素，是我们之前在
肝内 胆管细胞癌病情中发现的，并且由于我们在临床中已
经开始测试了许多的 FGFR 抑制剂，所以我们识别出了这些
抑制剂对于这些患者的功效。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至少 3、4 甚至 5 种 FGFR 抑制剂早期研究的数据，并且有
些是在大得多的综合研究中得到的，包括最近 FDA 审批的
1 FGFR 抑制剂培米加替尼。数据显示，非常难治的患者之前
至少接受了一线化疗，并且经常是两到三线，患有 FGFR2 融
www.touchoncology.com/cm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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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患者接受了这些单药制剂的 FGFR 抑制剂，这些药物包
括诸如培米加替尼、英非替尼或夫巴替尼，这些患者实际的
响应率范围在 20-35%，这些响应率在难治的胆管细胞癌人
群中是完全没有听说的。仅仅作为参考基准，用于治疗胆管
细胞癌的奥沙利铂在二线用药的 ABC-06 数据，响应率过去
是一位数。因此，现在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领域，正如
我之前谈到的，首个 FDA 核准用于胆管细胞癌的药物是培
米加单抗，因此，我们实际上有一种可以用于患者的药物，
并且多个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重要的是，因为问题依然存
在，其中一些 FGFR 抑制剂已经在一线领域进行测试；患者
真的需要前期化疗吗？或他们在接受这些口服 FGFR 抑制
剂测试吗？ 因此，正在进行的有三个利用英非替尼、夫巴替
尼和派姆单抗的前沿研究，患有 FGFR2 融合的患者被随机
抽选，或接受 FGFR 抑制剂或接受吉西他滨和顺铂治疗。因
此，这将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数据，看看它的读数是否可以
证明 FGFR 抑制剂在病程的早期真的可以提供疗效。因为是
口服药物，FGFR 抑制剂对我们的患者非常有吸引力；它可以
使患者摆脱一些事情，如静脉注射（IV）化疗。虽然如此，但存
在一些与抑制 FGFR 途径相关的类效应，我们看到在大多数
这些药物上普遍存在，这些类效应包括血磷酸盐过少或高磷
水平，经常需要医药来降低磷的水平以及眼部毒素，某些眼
部和皮肤方面的变化，我们有时可以看到粘膜干燥和皮肤干
燥，以及某些甲床的变化。虽然这些毒副作用来源于吉西他
滨和顺铂或其他化疗，但我们需要注意累积毒性；尽管我们
正在获得更好的管理，但是通常需要眼科医生和皮肤科医生
等多学科之间的合作，以维持这些患者的生活质量。

我们应该如何治疗IDH突变的胆道癌患者？
此外，IDH 突变主要发生在肝内 胆管细胞癌，在这个患者人
群中，我们看到发生的患者大约有 20-25%。
因此，这个可
能最常见的变异在肝内 胆管细胞癌中发现。
IDH1 突变比
IDH2 突变更常见，基本上这是导致已知代谢途径调节异常
的一个变异。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一项 IDH1 抑制剂已经过
了 III 期试验，这就是依夫替尼。
依夫替尼已经得到 FDA 核
准，用于患有 IDH1 突变的急性髓性白血病患者，并且已经
通过ClarIDHy 研究的测试，作为患有 IDH1 突变的胆管细胞
癌患者的随机基础的三项研究，这些患者之前都接受过至少
一线或二线治疗，以随机的方式接受依夫替尼对比安慰剂的
治疗。
在这些患者中，主要终点是无进展生存期，无论从临床
还是统计数据来说，接受依夫替尼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都有明显的改善。
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一项安慰剂对照研究，
允许患者越过此项，意思是说如果他们在安慰剂上有进展且
仍然符合条件，他们然后可以接受依夫替尼治疗。
因此，梳理
中位整体生存率数据有点难度，我们仍然在等待数据的最终
读数，等待最终决定，是否这将成为 FDA 核准的药物。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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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但它是耐受性很好的药物，因此，患者至少证明病情稳
定，也证明了某些临床疗效，他们的生活质量也真正地得到
了维持，因此，我认为对于患有 IDH1 突变的患者来说，确实
应该考虑将它作为全部医疗设备中一项重要的药物。
这个药
物将如何发挥作用还有待于观察，依据 FDA 的决定，在难治
的环境方面，并且同时是否有其他的组合，或者与化疗组合
等等，期间所有这些问题正在持续的临床试验中进行研究

我们应该如何治疗IDH突变的胆道癌患者？
靶向疗法不可避免的是，患者接受药物治疗，如 FGFR 抑制
剂和 IDH1 抑制剂，最终会产生耐药性。这仍然是一个进行
中和发展的领域，我们随着时间逐渐了解到以FGFR 抑制剂
为例，患者似乎形成了多克隆抗性，这是通过跟踪这些患者
的 ctDNA 证实的。因此，通过 FGFR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有
着很好的放射反应，而其初始 FGFR2 融合的 ctDNA 下降
了。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所发现的是 FGFR 基因的多克隆
抗性，比如说守门员点突变，这个突变阻止FGFR 抑制剂与
FGFR 的结合。并且在此发生且你们开始看到这些耐药克隆
出现时，患者证实了射线抗性和进展。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有
时使用不同代的 FGFR 抑制剂或不同类型的 FGFR 抑制剂，
在首次使用 FGFR 抑制剂和第二次使用之间有一个停顿，患
者有时仍然产生疗效。因此，以 Goyal 等人在癌症探索期刊
发表的非常好的研究为例，患者过去接受英非替尼治疗且有
很好的持续反应，而随后产生了耐药性，这些患者之后利用
夫巴替尼治疗，依然证明了非常有意义的临床疗效和反射
反应，且具有持久性。随着我们对 ctDNA 更加明智且理解耐
药性原理，我认为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是解决我们如何才能给
FGFR 抑制剂排序，既然我们有这么多可供使用。在 IDH1 空
间里，我们依然在学习耐药性意味着什么，以及它看起来是
什么样子的。一些早期出现的数据表明，例如，患者形成了所
谓的开关同构，他们从 IDH1 突变转向 IDH2 突变，但是这是
非常非常早期的研究，出自于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我
认为随着我们从参加ClarIDHy 研究的人员以及在临床中使
用这个药物的患者那里获得更多数据，我们非常有希望对耐
药性模式有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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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开发的治疗胆道癌免疫治疗药物有哪些？
免疫疗法是大家最喜欢的话题，我们当然希望在胆管癌空间
中有效，就如同它在治疗黑素瘤和肺癌中一样有效。
实话说，
单一药剂检查点抑制剂，例如派姆单抗，多少有点令人失望，
坦率地说，其中一些结果是好坏参半。
初始数据特别考虑的是
微卫星不稳定性密集群体，我们对此有 FDA 的核准，当然，患
者似乎也获得了疗效。
但是在一项全面研究中，这是一个单药
派姆单抗的研究，响应率在Ueno等人 的研究中是 5.8%。
有
趣的是，一项由 Kim 等人今年早些时候发表在 JAMA 肿瘤学
上的单药纳武单抗多中心研究证明了一个 22% 的较高响应
率，但是在放射学独立中心审查上，其只是接近 11%。
因此，
我认为单药检查点阻塞仍然有待提高。
我们仍然在寻求对于
这些接受免疫疗法的患者的反应，什么才是合适的生物标志
物。
我们知道，MSI 高或肿瘤突变负担高已经有了 FDA 核准用
于检查点阻塞，但是我认为特别是在胆管癌中，我们仍然在努
力理解 PD-L1 阳性意味着什么，肿瘤突变负担中等和高的真
正定义会是什么。
就像所说的那样，有许多的试验正在进行，
试图增加单药检查点阻塞的功效。
吉西他滨和顺铂 + IO 的组
合正在进行中，如吉西他滨 + 纳武单抗或吉西他滨 + 派姆单
抗，我们完全期待着这个数据的读数。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美
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上，就有密歇根大学 Sahai 医生领导
的纳武单抗 + 易普利姆码单抗的研究，在这个前沿环境中，结
果非常令人失望。
因此，我们不认为抗-CTLA-4 和抗-PD-1 在
新近诊断的患者中有疗效。
但是，例如一项韩国的研究着眼于
杜鲁玛单抗和曲美单抗结合吉西他滨和顺铂，虽然在所有亚
洲人群中，其结果肯定具有诱惑力的。
Asian population. 因
此，看看来自于吉西他滨和顺铂 + 检查点抑制剂多中心和全
球研究的数据，我想将是非常有见地的。
还有许多其他非常棒
的复方正在研究中，着眼于双药物组合疗法或双表型抗体，例
如，TGF-β和 PD-L1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药物，我们会积极地看
待他们正在进行的结合吉西他滨和顺铂的 3 期研究。
并且我
认为大量的其他精力正在被投入到了解我们如何才能提取历
史上称为的肿瘤，如何使它们变热，而不是仅仅使用抗-PD-1
或抗-PD-L1。
那将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我认为今后的几
年，我们将会有这些研究的数据读数，希望可以告知我们免疫
疗法如何能够应用于这些患者。

缩略语

ASCO：美国临床肿瘤学会；BRAF：B-Raf原癌基因、丝氨酸/苏氨
酸激酶；ctDNA：循环肿瘤DNA；CTLA-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
关蛋白质4；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GFR：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受体；FOLFOX：叶酸、氟尿嘧啶和奥沙利铂；HER2：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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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的计划和实施按照继续医学教育评审委员会
(ACCME) 的认证要求和制度由橡树石 (Oakstone) 出版
社和 touchIME 联合提供。
经 ACCME 的认证，橡树石出
版社为医师提供继续医学教育。

欧洲医学专家联盟 (UEMS) ‒ 欧洲继续医学教育认证委
员会 (EACCME) 与美国医学协会 (AMA) 有一项协议，相
互承认对方的继续医学教育 (CME) 的学分。
欧洲的医师
有兴趣将 AMA PRA Category 1 Credit™（美国继续医学
教育一类学分）转为欧洲 CME 学分 (ECMEC) 的，应与
UEMS（欧洲医学会联盟）(www.uems.eu) 联系。
橡树石出版社将此经久材料指定为最多 0.5 AMA PRA
Category 1 Credits™学分。医师应该仅要求参与和他们
的学分相称的活动。
团队可能会就未经批准的产品或未经核准使用已批准产
品的情况进行商讨；这些情况可反映一个或多个司法管
辖区的批准状况。
touchIME建议当前团队确保公开任何
未贴标签或未核准的使用的参考信息。
在touchIME的活
动中提及或使用这些产品并不意味着或暗示touchIME
认可这些未经批准的产品或未经核准的使用。
touchIME
不承担由错误或遗漏所带来的的责任。
上述内容仅供专业医护人员使用。
初版の発行日: 2020年9月14日。
単位取得期限: 2021年9
月13日。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IDH：异柠檬酸脱氢酶；PD-1：程序性细胞死
亡蛋白1；MSI：微卫星不稳定性；NTRK：神经营养原肌球蛋白受
体激酶；TGF-β：转化生长因子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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