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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EXPERT OPINIONS

 

在EGFR-突变NSCLC研究方面取得的
进展：我们的研究方向趋于何方？
文稿记录来源于touchEXPERT OPINIONS

应AstraZeneca的独立医学教育申请进行资助。
本次活动由touchIME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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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touchEXPERT OPINIONS后，您应能够更好地：

• 描述一线EGFR-突变NSCLC 综合疗法的基本原理
和与之相关的临床试验数据 

• 描述第三代EGFR-TKI的耐药性机理以及二线治疗
中管理耐药性的方案 

• 回顾针对早期EGFR-突变NSCLC新兴治疗方案的数
据以及可如何影响转移性治疗前景

学习目标

• 治疗EGFR-突变NSCLC时获得性抗性如何推动治疗
方案的选择？ 

• 治疗EGFR-突变NSCLC时获得性抗性如何推动治疗
方案的选择？ 

• 早期NSCLC最新数据如何影响EGFR-突变NSCLC目
前的治疗途径？

探讨的主题：

发布日期：2020年12月7日

简介

RAFFAELE CALIFANO医师
The Christie Hospital

Manchester University Hospital,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英国曼彻斯特

LECIA SEQUIST 医师
Harvard Medical School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YI-LONG WU教授
Guangdong Lung Cancer Institute

Guangdo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中国广州

与会专家
观看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领域权威专家探讨当前的标准以
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靶向疗法取得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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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GFR-突变NSCLC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的
研究方向趋于何方？

Raffaele Califano：大家好！ 我是Raffaele Califano， 英国
曼彻斯特克里斯蒂医院的肿瘤医学顾问。

传统的EGFR-TKI单药疗法是NSCLC一线治疗的
最佳方案吗？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发现—即激活突变与EGFR赖氨
酸激酶抑制剂 (TKI) 的应用无疑彻底地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患者的自然病程。我们知道EGFR激活突变发生在
EGFR的酪氨酸激酶结构域，且通常发生在第18至21外显子。
大约10%的白种人患者和高达50%的东亚人种患者出现这
种情况。最常见的患者是女性，有腺癌组织学特征，从不吸烟
或轻度吸烟。

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对标准铂基化疗和诸如吉非替尼、尼洛
替尼和阿法替尼的EGFR-TKI进行了数次对比试验，与标准的
化疗相比较，试验一致证明EGFR-TKI在反应率、无病生存期
和生活质量方面疗效更好。随后，一系列的临床试验对EGFR 
TKI进行了正面评估。例如，在最近报道的LUX-LUNG 7试验
中，阿法替尼与吉非替尼进行了比较，证实其在无病生存期
方面略占优势。

最近的ARCHER 1050研究对达克替尼和吉非替尼的进行了
对比评估，证实达克替尼的无病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都更
长，而且我希望提醒各位的是ARCHER 1050研究没有考虑脑
转移瘤的患者。

最近的FLAURA研究对奥希替尼进行了评估，相比一线用药
的吉非替尼或尼洛替尼来说这是第三代EGFR-TKI，并且证实
相比较第一代EGFR TKI来说，奥希替尼不仅测定的无病生存
期更长，而且总体生存期也更长。

根据现有的这个数据，一线单一制剂的EGFR-TKI代表标准护
理，而奥希替尼则是最常用的一线疗法。尽管具有更高的反
应率和较长的无病生存期，但所有患者的病情会在某个点发
展。我们知道大约50%或60%的患者能够接受二线疗法。因
此，迫切需要对一线疗法的疗效进行改进。我们将研究可以
最大化一线疗法对这些患者的影响的不同方案。

我们能够结合EGFR-TKI与VEGF抑制剂来改善成
果吗？

着眼于改善 EGFR-突变晚期NSCLC一线治疗疗效的首个方
案之一是结合EGFR-TKI与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疗法，
并且目前两项重大的三期临床试验已经有了报道。
 
第一项试验是NEJ026，即东亚研究，试验中患者被随机分配
至尼洛替尼单药疗法组和尼洛替尼+贝伐珠单抗组。两项试
验都不是最近报道的患者被随机分配至尼洛替尼+安慰剂组
或尼洛替尼+雷莫芦单抗组的RELAY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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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项试验都将无病生存期作为主要疗效指标，并且两项
试验针对结合EGFR TKI与抗血管生成剂在无病生存期方面
都显示出了改善效果，但没有改善总体生存期。

重要且需要谨记的是EGFR-TKI与抗-VEGF的组合疗法同时
提高了3级或4级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特别是提高了出血、高
血压或肝功能检查紊乱的发生率。

根据NEJ026试验和RELAY试验，EMA已经批准将尼洛替尼
+贝伐珠单抗和尼洛替尼+雷莫芦单抗作为EGFR-突变晚期
NSCLC患者的一线疗法。

化疗是否应预先与EGFR-TKI相结合？

另一项具有吸引力的方案是将铂基化疗与EGFR-TKI相结合。
其基本原理是可以同时抑制对EGFR抑制敏感和不敏感的肿
瘤克隆，因此，它们可由化疗来解决。

最近已经提出了两项研究。它们都是III期重大随机临床试
验。第一项是NEJ009，即东亚研究。另一项是印度研究。它们
的设计非常相似，但有某些不同之处。两项研究都是将阶段
IV NSCLC和常见激活突变的患者随机分配接受吉非替尼单
药疗法或吉非替尼+培美曲塞铂组合化疗，NEJ009研究是吉
非替尼和培美曲塞作为维持选项，而印度研究是单一制剂的
培美曲塞。两项研究都将无病生存期作为主要疗效指标，但
重要的是印度研究同时包括了体力状态为2的患者。

这些研究表明与单一制剂相比较，单药疗法与EGFR TKI相结
合不仅提高了无病生存期，而且同时提高了总体生存期。但
是该疗效是有代价的。实际上两项研究的组合疗法都证实提
高了3级和4级毒副作用的发生率，特别是血液学毒性，这是
因为增加了化疗。

当然，治疗方案目前非常有意思。虽然化疗和EGFR-TKI仍然
处于调查阶段，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需要看到仍然在进行

中的FLAURA 2研究结果，该研究对奥希替尼+或—铂基化疗
进行评估，并且研究应在接下来的几年出结果。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治疗初诊的EGFR-突变
NSCLC患者中是否有作用？

免疫检查点阻断对于这些患者有什么作用？ 我们从回顾性    
研究、元分析和前瞻性数据中得知，与标准化疗相比较，免
疫检查点阻断似乎对EGFR激活突变的患者缺乏活跃性。例
如在Lisburg研究中，患者没有经过治疗，PD-L1表达至少为
1%，具有EGFR-突变，并且接受过派姆单抗一线治疗，无反应
率，且无病生存期非常短。我们同时从一系列国际研究中得
知，EGFR-突变晚期NSCLC的患者在接受免疫检查点阻断治
疗时，与标准化疗的历史对照比较，其预后差且成果也差。

应用免疫疗法的EGFR空间的另外一项担心是在免疫检查点
阻断和TKI排序时不良事件的风险有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
不良事件增加的报道，如肺炎或其他免疫疗法相关的毒副
作用。因此，本方案仍然处于调查之中，还没有批准用于临
床实践。

对化疗初治患者群免疫检查点阻断进行评估的唯一临床试
验是IMpower150研究，其对没有接受化疗的患者进行了评
估，同时也包括EGFR激活突变或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重
组的患者。对于接受卡铂、紫杉醇、贝伐珠单抗和阿特珠单
抗四联治疗的EGFR激活突变患者的小型亚组，四联治疗比
三联治疗更有利于较长的总体生存期。这可能是用药环境
中综合化疗、免疫疗法和抗血管生成剂的一个信号。当你查
看这些数据时，它们并没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我认为这些
数据仍然处于生成假设阶段，但对化疗初治患者来说，这无
疑是一个后TKI用药环境中被认可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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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EGFR-突变NSCLC时获得性抗性如何推动治
疗方案的选择？

Lecia Sequist:大家好！ 我是Lecia Sequist，来自于马萨诸
塞州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癌症中心。

一线EGFR-TKI疗法之后最常见的耐药性机理是
什么？

应用前沿EGFR-TKI疗法之后的耐药性模式取决于应用的
EGFR-TKI类型。我们多年来的前沿治疗的主流疗法或是第
一代或是第二代EGFR-TKI，耐药性模式倾向性在任意一种
情况下极其相似，因为绝大多数的耐药性源于单一机理，即
守卫位置中的T790M点突变。在那个年代，在5%到10%范
围的抗性机理中也有少数情况，这包括间充质-上皮转化因
子(MET)放大和小细胞转化，以及其他旁路途径，如人类表
皮生长因子受体(HER)2和B-Raf原癌基因(BRAF)。由于实践
模式的转变和如今第三代EGFR-TKI在前沿用药环境中正在
应用，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是，前沿治疗后的抗性也起了
变化，主要是因为在过去占主导地位且最常见的抗性机理
T790M不再随着第三代药物的应用而成为一种抗性。这是因
为如奥希替尼这样的第三代药物和家族其他药物非常有效
地阻断T790M。

因此，T790M不再是在前沿治疗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抗性机理。
相反，由于患者开始缓慢好转，这里的数据还在不断出现，在
奥希替尼作为一线用药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抗性机
理更加侧重于过去更少见的其他机理。与过去使用的旧药相
比，我们看到更多的MET放大和更多的非小细胞肺癌转化。称
为C797S的第三代药物在EGFR的结合点位出现了新的机理。
我们确实在一小部分患者身上也看到了这点，并且我们看到
了一些披露迹象，如各种融合、BRAF突变和HER2放大。情况包
罗万象。这就是活检穿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

患者在接受一线奥希替尼用药之后具有靶向瞄准
的突变如何治疗？

我认为对患者在进行一线奥希替尼用药正在取得的进展可
能的耐药性机理进行调查确实非常重要。通常，我尝试对所
有患者进行微创组织活检，而不是液态活检，因为利用液态
活检无法对小细胞转化等进行评估。

当结果返回时，我想可能发现的更具操作性的抗性突变是
MET放大。接受一线奥希替尼用药之后的患者发生此概率为
20%至30%。MET放大是一项旁路途径，并且我们已经看到
在10年前有一项临床前证据，即由于此耐药性机理，如果同
时阻断MET 和EGFR，肿瘤可作出反应。现在我们在临床中
也看到了这点。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TATTON研究确实是此
概念的首个明确证据，患者具有抗性是因为MET放大，并且
接受了MET抑制剂萨沃利替尼和EGFR抑制剂奥希替尼的治
疗，会对组合靶向疗法作出反应。还有正在进行的其他研究
可以跟进本数据。

如果发现患者的耐药性机理是MET放大，可以做的一件事就
是将他们纳入到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对奥希替尼和萨沃利
替尼的一些研究正在进行中，以进一步对此组合疗法进行
分类。此外，EGFR抑制剂和其他MET抑制剂的结合也在进行
中，如卡马替尼、替波替尼和钠扎提尼。

奥希替尼治疗之后的C797S突变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C797S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我们正在了解之中。
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大多数信息是，患者在接受了第一代
EGFR药物治疗，然后形成T790M，然后接受奥希替尼治疗，
这是一种T790M特定第三代药物，之后形成C797S。对于同
时患有激活EGFR突变、T790M和C797S的患者，这种情况在
开始时是一项非常难以克服的障碍。



www.touchoncology.com/cme-education/ 6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非常早的有关所谓第四代EGFR抑制剂
的数据，大多数在目前都是临床前数据，这些将要发布的抑
制剂有可能解决这种情况。然而，我希望指出在当今的现实
社会中，虽然我们确实有一些接受了第一代药物治疗的遗留
患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仍然活着且具有三重突变，但我们同
时也更多地看到接受一线奥希替尼治疗的患者在这个用药
环境中可能形成C797S，我们期望不要出现T790M。

我想在我们的研究往前发展时，已经提出了数项应对C797S
的方案，包括这些第四代TKI药物。另外，变构的EGFR抑制剂
不一定与EGFR的TK结构域结合，而是与其他部分的EGFR
蛋白相结合。有时这些与EGFR靶向单克隆抗体结合以达成
最大疗效。当我们着眼于这些不断出现的针对C797S的方案
时，非常重要的是要专注于各种试验和我们临床中治疗的患
者中存在C797S的环境。

针对其他罕见旁路障碍的前景是什么？

除了较大分类的MET放大、C797S和小细胞转化，我们看到在
一线奥希替尼治疗后有一系列非常小的分类，或整体的细微
分类，其中耐药性受到其他旁路机理驱使。它们中许多都是融
合，如在转染(RET)易位、获得性ALK易位和获得性BRAF 易位
期间的重排。我们认为这些事件相对罕见，但可靶向瞄准。一
直都有少数患者的病例报道，当靶向瞄准旁路途径同时结合
持续的EGFR抑制，这些患者的反应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一个
重要的的问题是我们的实践能够基于病例报道吗？或换一种
说法，我们能够获得如何治疗这些患者更多的实质性证据吗？ 
一种方法是开展一项一篮子试验，其中针对各种耐药性机理
有着各种治疗组，以便获得许多不同子集的证据，这些子集都
是独立的，且每一个都非常罕见。

这种研究的例子是现在已经启动且正在进行的ORCHARD研
究，研究中的患者在接受一线奥希替尼用药后进行活检，他们
的肿瘤被分类，并且治疗与发现的耐药性机理相匹配。如果没
有发现特别的耐药性机理，那么还有以非匹配的方式测试不
同方案的治疗组。我认为对于坐在面前的患者来说，利用活检
来了解肿瘤耐药性机理对于奥希替尼抗性将会非常有意义。
这将不会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针对患者癌症
的生物学情况切实定制二线治疗方案。

 

如果患者没有可靶向瞄准的突变怎么办？

患者在对奥希替尼具有获得性耐药性时没有发现可靶向瞄
准的突变，我认为一些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应该将TKI与化疗相
结合，或放弃TKI而单独使用化疗？ 免疫疗法适合此用药环境
吗？本领域出现了哪些复方药？ COMPEL研究是一项随机试
验，着眼于是否应该继续将奥希替尼与化疗相结合的这个问
题。我认为COMPEL研究最令人信服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知
道奥希替尼具有良好的CNS（神经中枢）穿透性，因此，持续结
合化疗可以在保护CNS方面发挥潜在的作用。免疫疗法与化
疗相结合显然已成为治疗非突变驱使癌症的主流方法。关于
如何将这个数据应用于EGFR-突变阳性患者，我们目前掌握的
信息非常少。我们当然知道可能会有额外的毒副作用。依我看
来，在作出这个领域的假设之前等待数据非常重要。

对于一些新兴复方药用于解决不一定受特异性机理驱使的抗
性，我确实感到非常振奋。这些在极大程度上是基于抗体的疗
法。我们获得了阿米万特马，这是同一种化合物中针对EGFR
和MET的双特异性抗体。即使耐药性不是受MET放大驱使，它
也在耐药病例中有着良好的活性。敬请期待更多这方面的信
息，特别是抗体药物结合其他第三代TKI，即拉泽替尼。

另外，U3-1402单克隆抗体实际上是一个ADC，即抗体药物共
轭。我们前有HER3-直接抗体，后有化疗药物。该复方药在奥
希替尼耐药患者身上也有着良好的活化。因此，在本领域将出
现许多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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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NSCLC最新数据如何影响EGFR-突变NSCLC
目前的治疗途径？

Yi-Long Wu教授：我是Yi-Long Wu医师。我是胸外科医师，
来自中国广州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癌症研究所。

早期NSCLC患者还有哪些需求待满足？靶向瞄准
疗法对EGFR-驱动突变的患者会有什么作用？

EGFR 突变在过去20年中是一项非常令人兴奋的医学进
步。EGFR 突变发病率在东西方国家差异巨大。在南北美洲和
欧洲， EGFR突变发病率为大约15%至25%。而在东亚国家如
日本、韩国和中国，对于所有NSCLC，其发病率为大约30%。

女性患者的EGFR 突变发病率高于50%，因此，这就是差异。
另外，EGFR 突变患者具有临床特征，如女性、不吸烟者和腺
癌组织学。这三类意味着更高的EGFR突变风险。对于阶段I到
阶段IV的NSCLC，EGFR突变频率几乎相同，而且不论患者是
否之前接受过化疗。因此，这意味着对于早期的NSCLC，我们
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应用EGFR-TKI。对于早期疾病，佐剂辅
助治疗的标准护理是化疗，然而，所谓的标准护理疗效甚微
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些早期NSCLC的EGFR-突变
阳性患者。

佐剂用药中第一代EGFR-TKI的经验有哪些？

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进行了许多的临床试验针对辅助治疗
早期NSCLC，侧重点大多数在使用第一代GFR-TKI上。首先是
RADIANT临床试验。这是III期临床试验，针对阶段IA到阶段
IIIA完全切除EGFR 突变的患者。使用第一代TKI尼洛替尼对
比安慰剂。数据表明佐剂尼洛替尼没有改善EGFR-突变呈阳
性NSCLC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FS)。

另一项重要的试验是SELECT。这是II期单药疗法，单一治疗
组试验。五年的DFS为56%，而总体生存期为86%。因此，这
是一个非常高的五年生存期。这意味着在佐剂辅助EGFR-TKI
环境中总体生存期趋势得到了改善。那么这是SELECT，是一
项II期临床试验。

2017年，我们报道了ADJUVANT/CTONG1104试验。这是首
次随机的III期临床试验，不同于RADIANT或SELECT试验。试
验侧重于阶段II和阶段IIIA完全切除  -突变疾病，同时也是吉
非替尼对比化疗的一项对照研究试验。中位随访跟进几乎达
到了80个月。最终结果见证了三年和五年的DFSl，与辅助化
疗相比较有利于佐剂吉非替尼。但是，3年DFS优势不能转化
为总体生存期的差异。因此，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应用
第一代EGFR-TKI来改善DFS，但这项优势没有转化为总体生
存期。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临床试验中探索更新
一代EGFR-TKI的原因

2017年，我们报道了ADJUVANT/CTONG1104试验。这是首
次随机的III期临床试验，不同于RADIANT或SELECT试验。试
验侧重于阶段II和阶段IIIA完全切除 EGFR-突变疾病，同时也
是吉非替尼对比化疗的一项对照研究试验。中位随访跟进几
乎达到了80个月。最终结果见证了三年和五年的DFSl，与辅
助化疗相比较有利于佐剂吉非替尼。但是，3年DFS优势不能
转化为总体生存期的差异。因此，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
应用第一代EGFR-TKI来改善DFS，但这项优势没有转化为总
体生存期。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临床试验中探索
更新一代EGFR-TKI的原因

最近评估在佐剂用药环境使用第三代EGFR-TKI的
研究与第一代EGFR TKI相比较疗效如何？

佐剂用药环境的奥希替尼在称为ADAURA的临床试验中进行
了评估。这是一项III期临床试验。研究是以阶段II到阶段IIIA疾
病患者的主要疗效指标DFS进行设计的。次要疗效指标是总
体患者群的DFS（这表示包括阶段IB的患者）、总体生存期和
安全性。因此，这项研究包括了阶段IB、阶段II和阶段IIIA。这样
较为均衡。阶段IB患者占比为30%到32%。因此，这是一个重
要节点，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阶段IB的患者没有接受辅助化
疗。因为这仅为30%的患者，因此，我们需要有临床试验的对
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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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佐剂用药环境中，阶段II或阶段IIIA患者两年的DFS比
率得到了提高，而且总体患者群也有增加，包括阶段IB。虽然
奥希替尼的中位DFS没有达到，但是安慰剂治疗组的阶段II
或阶段IIIA的患者几乎是20个月，总体患者群是27.5个月。风
险的降低非常令人兴奋且充满希望。

关于安全性，奥希替尼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仅为20%，而安
慰剂治疗组为13%。

这些结果说明在降低II、阶段III甚至阶段IB应用佐剂奥希替
尼降低了疾病的复发，这非常令人激动。这项结果令人兴奋，
而且是早期没有计划的；结果令人兴奋。 

是否有EGFR-突变早期NSCLC的特殊患者可能从靶
向疗法中得到最大受益？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临床试验分层，包括吸烟史、阶
段、EGFR-突变亚型或患者是否接受过化疗。因此，对于这个亚
组分析，患者以是否有吸烟史进行分层，两个亚组都有利于佐
剂奥希替尼。对于阶段，阶段IB的危害比低于0.50。阶段II的危
害比低于0.20，阶段IIIA为0.12。因此，这意味着如何不同阶段
都有利于佐剂奥希替尼。对于EGFR突变亚型，无论是外显子19
还是21，都有利于佐剂奥希替尼。关于是否经过辅助化疗，也
都有利于应用奥希替尼进行辅助化疗。因此，这对于分析的不
同亚组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结果，全部有利于佐剂奥希替尼。

因此这对于脑转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脑转移对于早期
NSCLC是一项重要的不良预后过滤器。如果患有脑转移，这表
示患者可能处于阶段IV，且处于生命期的极限。至于佐剂奥希
替尼与CNS-相关发病率的关联性，复发性较低，但对于佐剂
安慰剂，脑转移复发高得多。因此，这意味着奥希替尼可以预
防或较低脑转移。对于CNS无病生存期24个月来说，危害比为
0.18，这意味着我们将脑转移降低了大约82%。这些数据表明
对于所有的NSCLC患者，佐剂奥希替尼能够为患者带来大得
多的受益。

最近的数据对早期疾病患者的管理可能有什么影
响？这对于EGFR-突变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可能
有什么改变？

由于我们完成了所有的临床试验，成果在ASCO（美国临床肿
瘤学会）会议上和ESMO（欧洲肿瘤学会）会议上提交且在《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如果FDA（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或各个国家的监管部门批准具有辅助
治疗适应症的奥希替尼，这对我们的临床实践是一项重大改
变。这意味着对于早期NSCLC，佐剂EGFR-TKI，特别是奥希
替尼将成为我们的标准护理方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
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早期针对EGFR进行测试。过去，我们
仅在晚期疾病针对EGFR突变进行测试。现在我们需要在早
期针对EGFR进行测试。这意味着治疗NSCLC在不断进步。对
于诊断，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临床实践；我们需要测试所
谓的驱动基因突变。对于患者分期，我们对早期或晚期的患
者采用EGFR-TKI。

疗法同样重要，我们获得了非常令人兴奋的红利，我们探索
了早期靶向疗法，我们同样知道对EGFR-TKI的获得性抗性，
并且我们也将探索新的辅助疗法或辅助免疫疗法。因此，这
对于NSCLC是一项变革，这就是为什么NSCLC五年生存期将
在最近和不久的将来提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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