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touchoncology.com/cme-education/ 1

 touchEXPERT OPINIONS

为晚期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获得更好的预后不
断迈进
文稿记录来源于touchEXPERT OPINIONS
本次活动由葛兰素史克 (GSK) 和德国达姆施塔特的默克集团 (Merck KGaA, Darmstadt) 独立教育资助提供赞助 本次活动由
touchIME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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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LYN HUANG博士
美国迈阿密大学西尔维斯特综合癌症中心Sylvester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JULIUS STRAUSS博士
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

ISABELLE RAY-COQUARD教授
法国里昂Centre Leon Bérard

与会专家 简介
宫颈癌领域的顶尖专家就筛查和监测所使用的生物标志物、
肿瘤微环境的作用以及全新及新兴疗法的最新数据提供最新
信息。

看完touchEXPERT OPINIONS后，您应能够： 

• 了解生物标志物检测在筛查和监测宫颈癌中的重要
性

• 讨论肿瘤微环境在浸润性宫颈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

• 解读晚期/复发性宫颈癌全新潜在治疗方法的最新
数据

学习目标

• 生物标志物检测当前在宫颈癌中的作用，以及在
未来的发展变化

• 肿瘤微环境在宫颈癌中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才
能在治疗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 全新及新兴宫颈癌治疗方法的数据（包括免疫疗
法）

探讨的话题：

首次发表日期：2020年12月10日。学分截止日：202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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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标志物检测将如何改善晚期/转移性宫颈癌患
者的预后？

Marilyn Huang博士

Marilyn Huang，妇科肿瘤专家，任职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的迈阿密大学西尔维斯特综合癌症中心（Sylvester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re）。

当前可以利用的生物标志物是什么？这些对患有宫
颈癌的患者管理有什么启示？

这个问题非常好，它展示了我们过去十年在治疗宫颈癌方面
取得的进展。很可能在美国更加常用的生物标志物是PD-L1
和HPV。长期的HPV感染是患上宫颈癌的最重要因素，并且在
临床实践中作为日常应用的筛查的一部分。依据临床情况，筛
查检测到的高危HPV需要进一步评估，如阴道镜检测、穿刺活
检或增加监控。PD-L1的使用在过去两年得到加强，因为美国
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核准将派姆单抗用于反复性或转移性
宫颈癌的患者，这些患者在化疗中或化疗之后出现病情恶化，
且利用FDA核准的伴生诊断检测其肿瘤表达的PD-L1综合得
分为1或大于1. 尽管在美国不常用，但鳞状细胞抗原、CEA、
CA 19-9和CA-125在其他国家一直作为可能与预后相关的生
物标志物进行研究，或对宫颈癌可能的反复发作进行监督。非
常遗憾，这些都未能证明在临床应用中有足够高的特异性。在
美国，偶尔用于晚期或反复发作的宫颈癌的另外一个生物标
志物是摩尔标准。这是一个五项临床因素的评分系统，用于预
测宫颈癌患者对化疗的反应。该评分系统在大型临床试验中
得到了前瞻性的验证，将派姆单抗添加至组合化疗中为中高
危患者带来了最大福利。

生物标志物如何结合使用免疫疗法来治疗宫颈癌？

对于临床试验之外诊断出宫颈癌的患者，需要PD-L1组化呈
阳性才能在美国获得免疫疗法治疗。这主要基于两个重大试
验，其一是实体肿瘤中派姆单抗的开放标签期Ib研究，包括
一个队列24名晚期鳞状细胞宫颈癌的女性患者。在这组患者
中，客观反应率为17%，其中4名患者达到了部分缓解。另外
12.5%的患者病情稳定。12个月的总生存率为40%。研究中
派姆单抗的耐受性很好，足以证明持久的抗肿瘤活性，并据此
启动了第二个研究。这是一项II期多队列研究，同样包括鳞状
细胞宫颈癌。招募的患者没有检查肿瘤的PD-L1状态，客观反
应率在这个队列中约为14%。回顾过去，在评估PD-L1时，在
不表达PD-L1的肿瘤患者中没有观察到反应，这就是FDA要
求PD-L1表达利用派姆单抗进行治疗的原因。第三个试验是
CheckMate 358的II期部分，宫颈癌患者被随机分配至不同剂
量的纳武单抗组，即另一种检查点抑制剂，结合易普利姆玛，
即CTLA-4抑制剂。在两组试验中，之前接受了系统治疗的患
者的客观反应率约为36%，没有接受系统治疗的患者的客观
反应率约为46%。与我刚刚提到的两个之前试验类似，证明
PD-L1免疫组化大于1%的患者比小于1%的患者的客观反应
率更高。

研究中有哪些生物标志物最具有前景？ 

	
 
目前在研究的生物标志物有各种各样，包括HPV。虽然持续存
在的高危HPV是不良向癌症转变的预测指标，但是研究已经
表明，通过降解p53和灭活视网膜母细胞癌蛋白，持续表达的
致癌基因E6和E7参与了宫颈癌的发展。因此，一些研究正在
着眼于HPV病毒载量，但是目前还不能用于临床。MicroRNA 

（微小核糖核酸）也与肿瘤发生和癌症基因组图谱的测序数
据有关，这些报告的microRNA族群与宫颈癌相关。例如，最近
针对于HPV的相关性，对宫颈癌细胞系、正常组织和宫颈癌组
织的microRNA 944进行了评估。高水平的microRNA 944与
大块肿瘤、淋巴结转移和较短的总体生存率有关。通过TCGA
微分数据分析筛选出了许多其他的microRNA，也作为新颖诊
断和预后标记正在研究中。与其他恶性肿瘤类似，CD8阳性淋
巴细胞的肿瘤浸润率高于CD4调节细胞与生存率改善有关，
可能是一个有益的预后标记。包括翻译后修饰的组胺蛋白研
究中的DNA甲基化，宫颈癌中改变的表观基因调节机理已经
表明，修饰如脱乙酰化酶，HDAC1和HDAC2等酶在宫颈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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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才能利用肿瘤微环境造福晚期/转移性宫
颈癌患者？

Julius Strauss博士

我是Julius Strauss医生。我在纽约的石溪大学接受内科培
训，在纽约的蒙蒂菲奥里医学中心担任过住院医师。我完成
了内科肿瘤学研究工作，目前在美国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国
立卫生研究院担任内科肿瘤学家和研究员。我的专科领域是
HPV相关的癌症和治疗HPV相关癌症的免疫疗法，包括宫颈
癌。

如何看待被纳入临床实践的新兴生物标志物？ 

自TCGA项目开始以来，我们通过分子特性对癌症的理解有了
显著加深，我们由此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在一项
相对新颖的治疗方案中，放射学利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从医
学影像中提取信息，这对于预测宫颈癌患者的疾病阶段、淋巴
结状态、复发和生存率非常具有潜力。影像技术的应用作为非
侵入性生物标志物极为令人信服。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一种
预后模型，将治疗前弥散加权MRI的整个肿瘤表观扩散系数
与HPV基因组分型相结合，尝试预测无病生存期和接受放化
疗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女性的总体生存期，因此，这是一项预
测宫颈癌患者生存期的全新方法。另外，宫颈癌的免疫疗法仍
然处于相对早期阶段，其他可能的生物标志物如微卫星不稳
定性、错配修复缺陷和其他肿瘤中定义的每巨碱基大于等于
10次突变的可能肿瘤突变负担高，它们作为治疗宫颈癌生物
标志物的作用都还处于研究中。由于我们开发的临床试验将
免疫疗法纳入了一线和二线治疗中，其他新颖的生物标志物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探索和验证。

什么是肿瘤微环境？什么是患宫颈癌及其恶化的
关键因素？ 

肿瘤微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围绕肿瘤的环境。基本上是紧挨
着肿瘤和围绕肿瘤的一切。由血管和许多不同类型的非癌细
胞构成，其中许多是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可以是受到刺激
的免疫细胞，它们对抗癌细胞，如细胞毒性CD8细胞和CD4辅
助性细胞。可以是自然杀伤细胞。也可以有起着调节作用的免
疫细胞，它们具有免疫抑制力。这些包括T调节细胞，髓系来源
抑制细胞以及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也称为M2。还有其他细
胞，但在肿瘤微环境中就研究可能的治疗方案而言这些是最
常见的细胞。肿瘤微环境也包括许多信号分子，或在肿瘤微环
境的免疫细胞之间，或在其他细胞之间。这些信号分子通常称
为细胞因子。它同时包括成纤维细胞，负责制造肿瘤微环境的
细胞外基质，形成所有细胞在环境中存活的支持结构，通常包
含几种不同的组分，但最主要的是胶原蛋白。因此，所有这些
共同形成了肿瘤微环境研究的最大部分，尽管它们都可能在
宫颈癌发展和其他肿瘤中发挥作用，但是，无论它们能否识别
宫颈癌细胞并作出反应以根除或控制癌细胞，或者无论是否
它们能否识别这些细胞并有效地遏制癌细胞，肿瘤微环境的
主要因素很可能是免疫细胞。

有过度表达，因此，宫颈癌中受HPV驱动的染色质调节对于潜
在的预后相关性非常有趣。已经检查的其他分子，如 
VEGF-C、VEGF-D、YLK-40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都由癌症
细胞分泌，并且在细胞生长和血管生成中发挥作用，或防止细
胞凋亡，同时在临床应用之前需要进一步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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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感染在宫颈癌发展和恶化中起着什么作用？

HPV感染导致患宫颈癌的最常见研究方法是通过其肿瘤蛋白
E6和E7。有许多不同类型的HPV。它们一般分类为低风险和
高风险。它们都拥有E6和E7蛋白，但在高风险的HPV中，通常
E6和E7蛋白的作用与在低风险中的不同。在高风险HPV类型
中，E6蛋白除了许多其他功能之外，往往导致称为p53的肿瘤
抑制蛋白的降解，而E7蛋白往往灭活另外的称为成视网膜细
胞癌的肿瘤抑制蛋白。其方式是结合成视网膜细胞癌蛋白，阻
止其与称为E2F的转录因子结合，这在控制细胞周期和控制细
胞周期的一个阶段转变为下一个阶段非常重要，这也控制着
细胞生长。E2F导致细胞生长不受控制。成视网膜细胞癌蛋白
与E2F结合，并且阻止其自由状态以始终控制细胞生长。E7导
致成视网膜细胞癌蛋白不能与E2F结合，以便E2F自由引起非
受控的细胞生长。一般来说，尽管对于这两个肿瘤蛋白有许多
其他机理促使感染的细胞形成癌细胞，但这两个机理是研究
最多的，它们对p53和成视网膜细胞癌肿瘤抑制蛋白有影响。

HPV如何与肿瘤微环境和免疫系统相互作用，从而
导致癌症恶化和侵袭性疾病？ 

HPV有几种直接和间接的机理，籍此试图控制免疫系统并引
发一个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或规避免疫系统对病毒感染
细胞的正常攻击。HPV通过抑制干扰素信号通路来影响感染
的细胞，这是一个关键通路，被任何主要类型病毒感染的细
胞借此能够向免疫系统发出信号，即它们需要对感染作出响
应。HPV是通过E6并通过对干扰素信号通路的作用来完成
的，因此，T细胞无法真正对这些受到感染的细胞形成良好反
应。同时发现E6和E7对在受到感染的细胞中的TGF-β表达有
影响。TGF-β同时由细胞分泌进入肿瘤微环境，并且受到上
调。TGF-β表达产生更多的免疫抑制肿瘤微环境，促使T细胞
不能有效运作，并且促使诸如髓系来源抑制细胞和调节性T
细胞等免疫抑制细胞成为更多的免疫抑制细胞。很显然，免疫
系统的作用不仅仅是在于HPV或宫颈癌细胞对免疫系统的影
响，但是否一开始就与患者自身的基线免疫系统有关？ 一些
数据表明，具有免疫系统受体不同多态性的人群，如TGF-β受
体，可能更加可能或不可能患宫颈癌和其他HPV相关的癌症，
或一旦患有这些癌症，他们具有更差或更好的预后。我想补充
的其他事项就是PD-L1得到了很好地研究，并且至少在宫颈
癌的早期阶段，或癌前病变，如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据发现
这些细胞的PD-L1较高表达通常导致更快的疾病恶化，并且

CIN（宫颈上皮内瘤变）更有可能转变成癌症。总之，大约80%
的宫颈癌患者在其肿瘤上确有一些PD-L1表达，但是除了总
体高表达频率，仅有约12–14%的宫颈癌患者最终对PD-L1疗
法作出响应；因此，显然肿瘤微环境有许多其他组分在抑制免
疫系统有效摆脱癌细胞的能力方面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必须
关注且继续研究的，而且这些对将来治疗是非常有希望的靶
向目标。

如何针对肿瘤微环境来实现治疗宫颈癌目的？ 

我之前提到的一点是，来源于HPV的E6肿瘤蛋白有能力下调
感染细胞的干扰素信号，这对于向免疫系统发出信号以能够
攻击这些细胞和癌症非常关键。几项战略基本上是尝试克服
一般性问题，即T细胞没有有效活化以对抗癌细胞或这些感染
的细胞，因为它们一般是对抗病毒感染的细胞。一些战略包括
开发治疗疫苗，可以从这些癌细胞中提出抗原，如E6或E7。这
更多的是T细胞的特异性活化。也可以通过引入细胞因子获得
T细胞的非特异性活化，其中对T细胞进行非特异性地活化，
如白介素，包括白介素2、12和15。许多的试验评估了引入这
些白介素结合检查点抑制剂，或添加或减去疫苗以使得T细胞
在肿瘤微环境层面得到活化来对抗宫颈癌。同样，我们也可以
阻断CTLA-4，以启动非特异性活化。CTLA-4是外围非特异性
抑制剂，远离肿瘤微环境，但我们可以阻断它，从而非特异性
地活化T细胞，然后进入肿瘤微环境。同样可以在微环境层面
活化T细胞，方法是通过阻断PD-1、PD-L1或其他检查点，比如
TIGIT、Lag-3或Tim-1。还有其他几个目前处于评估中。此外，
可以阻塞抑制性细胞因子，比如TGF-β，或尝试阻断抑制性细
胞因子TGF-β，宫颈癌细胞和肿瘤微环境都会产生，这些在临
床试验中正在通过制剂进行研究，阻塞TGF-β有不同的方法。
这对于这些类型的癌症是潜在有希望的另一途径。 

因此，总体上你们通过这些一般战略试图做的是将总体信号
从更多的免疫抑制信号转变（大多数情况是通过细胞因子和
检查点）为T细胞更多的免疫抑制信号，使它们更好地活化，扫
除任何阻止有效攻击宫颈癌的检查点。其他较大的研究领域
是T细胞过继转移，即基因工程T细胞用于特异性地靶向E6或
E7，或已经开发出来识别E6和E7的T细胞，它们因此会攻击从
患者体内取出的宫颈癌和肿瘤浸润的淋巴细胞，因为它们初
步显现出对癌症作出响应的希望，它们长大后数量庞大，然后
重新注入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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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le Ray-Coquard教授

大家好！我是Isabelle Ray-Coquard教授，法国里昂贝拉德中
心医院的肿瘤学家，同时也是法国GINECO集团的现任总裁。

 
针对晚期/转移性及复发性宫颈癌患者的现行护理
标准是什么？当前治疗存在哪些局限性?

我们有治疗宫颈癌患者的多个国际性诊疗指南，但是在欧洲
和美国，对于这些患者的诊疗却有着非常相似的建议。更具体
地说，对于转移性癌症，所有诊疗指南都推荐使用联合化疗，
包括使用铂类和紫杉醇、卡铂或顺铂，对于状况良好且无任何
禁忌症的患者可添加贝伐单抗。

NCCN指南强调：对于之前从未接受过铂类治疗的患者，顺铂
一定是首选药物。之后，很遗憾的是，在一线化疗后复发的子
宫颈癌治疗中供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案很少。在欧洲，我们采用
铂类加紫杉醇的几种联合疗法。在美国，好消息是我们有派姆
单抗，它是针对PD-L1阳性患者或MSI高的肿瘤患者的药物。
此外，NCCN指南强调使用吉西他滨、异环磷酰胺、伊立替康，
这些药物均可用于宫颈癌患者。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遗憾的
是大多数的此类化疗对于复发性疾病的患者并未报告很好的
结果。因此，我们把目光聚焦于PD-1和PD-L1抑制剂。

我们是否即将为晚期/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打开一片
新天地？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在不久的将来会对宫颈癌
的治疗起到什么作用? 

正如大家所知，我们有几项结果报告免疫疗法可能对宫颈癌
有效，并且免疫疗法的联合治疗也报告了显著疗效。第一个报
告的是纳武单抗加伊匹单抗的联合疗法，该报告提及：此联合
疗法对于复发时未接受治疗或复发时也接受了治疗的患者均
有一定的疗效。通过联合治疗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前接受过
治疗的患者使用较高剂量的伊匹单抗会更有效。对于之前未
接受过化疗的患者，使用低剂量的纳武单抗和伊匹单抗也有
很好的效果。免疫联合治疗的安全性良好，并且其结果确实令
人鼓舞。

有两项II期临床试验报告了在此患者群体中使用派姆单抗或
纳武单抗产生了一些引人注意的疗效。对于患有PD-L1表达
的肿瘤的患者来说，使用派姆单抗的效果明显更加引人注意，
其缓解率接近15％，中位持续缓解时间超过4个月。纳武单抗
在广大患者群体中报告了非常类似的结果。

今年最近在ESMO 2020会议上，还有PD-1抑制剂加CTLA-4
抑制剂的联合疗法，即balstilimab与zalifrelimab联合，这种
联合疗法也在有很少治疗选择的宫颈癌患者群体中报告了引
人注意的疗效。对于这一特定的患者群体，其安全性看上去也
是可控的。还有另一项正在进行的试验，包括一种化合物，即
PD-1 CTLA-4双特异性抗体，它可能对该患者群体有效。我们
也在等待西米单抗III期试验（一种用于宫颈癌的抗PD-1抗体）
，希望在明年能看到结果。



www.touchoncology.com/cme-education/ 7

 touchEXPERT OPINIONS

滨特拉福普阿尔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宫颈癌治
疗领域有哪些关于滨特拉福普阿尔法疗效的报道？

Bintrafusp alfa 是一种非常引人注意的药物。它是一种双功
能抗体，能够阻断PD-L1位点以及TGF-β受体。该化合物在晚
期实体瘤，更具体地说是宫颈癌的I期研究中报告了良好的效
果，就缓解率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非常好的结果。同样，
对于只有很少治疗选择的患者群体，占24％的单药疗法也可
能会非常引人注意。

蒂索瘤抑菌素如何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有哪些
关于蒂索瘤抑菌素疗效的报道？

Tisotumab vedotin的结果也引人注意。Tisotumab vedotin
是一种专门针对组织因子的抗体-药物偶联物。它能够阻断这
些受体，并引入抗有丝分裂剂MMAE，也就是微管蛋白聚合抑
制剂。它也报告了良好的结果，首先是在I期试验中，同时也在
针对复发性或转移性宫颈癌的II期试验中报告了良好的结果。
同样，在这两个试验中，其缓解率为22％至24％，其中位缓解
时间很短，为2个月，中位持续缓解时间为6至8个月。其III期临
床试验即将开始。

您认为，如何将新兴的药物和组合疗法融入到当前
的宫颈癌治疗模式中？

所有这些II期试验均报告了免疫疗法在宫颈癌中的重要性，
我们有一些数据，包括临床前数据和临床数据，都可以证实
免疫疗法相对于普通化疗在患者安全方面是一个很好的选
择。自一线转移性疾病开始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为进行III期
临床试验招募患者来测试PD-1或PD-L1抑制剂。这是我们在
KEYNOTE试验中观察到的结果，该试验包括帕姆单抗联合化
疗（加或不加贝伐单抗），并且在BEATcc试验中也观察到了相
同结果，该实验包括阿特朱单抗联合贝伐单抗和化疗。贝伐珠
单抗在转移性癌症的临床试验中是强制要求使用的。最近，我
们看到了两项不同的临床试验：III期临床试验，使用帕姆单抗
的来治疗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全身性治疗的局部晚期宫颈癌
患者；CALLA试验，使用杜伐单抗联合化疗的联合疗法，也用
于治疗之前未接受治疗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因此，我们期
待着这项III期临床试验，并且希望这项试验取得良好的结果，
免疫疗法能够尽快用于宫颈癌的治疗。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对
患者来说将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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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125、がん抗原125; CA 19-9、糖鎖抗原19-9; CD、分化クラス
ター; CEA、がん胎児性抗原; CIN、頸部上皮内癌; CTLA-4、細胞傷
害性リンパ球抗原4; DNA、デオキシリボ核酸; E2F、E2ファクター; 
ESMO、欧州臨床腫瘍学会; FDA、米国食品医薬品局; GINECO、
全国卵巣および乳がん研究医グループ; HDAC、ヒストンデアセチ
ラーゼ; HPV、ヒトパピローマウイルス; LAG-3、リンパ球活性化遺
伝子3; microRNA、マイクロリボ核酸; MMAE、モノメチルオーリス
タチンE; MRI、磁気共鳴イメージング; MSI、マイクロサテライト不

安定性; NCCN、全米総合がんセンターネットワーク; p53、腫瘍タ
ンパク質p53; PD-1、プログラム死1; PD-L1、プログラム死リガン
ド1; TCGA、米国がんゲノムプロジェクト「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GF-β、形質転換成長因子ベータ; TIGIT、Igドメインおよ
びITIMドメインを有するT細胞免疫受容体; TIM-1、T細胞免疫グロ
ブリンおよびムチン1; Treg、制御性T細胞; VEGF、血管内皮増殖因
子; YLK-40、チロシンリジンロイシ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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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仅应申请与其所参与活动相
应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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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发表日期：2020年12月10日。学分截止日：2021年12月10日。

缩略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