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命
世
界

无
奇
不
有

走
进
科
学

解
读
生
命



结直肠癌

破解人体免疫之谜

鲸类也会得减压病？——警惕下颌脂肪的氮溶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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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2015年12月刊）预告：血友病

下一期《生命奥秘》将介绍血友病。目前，出血性疾病——血友病被彻底治愈的希望越来越大。长效凝血因
子的出现让血友病治疗方法不再繁琐，与此同时，基因疗法的出现也提供了一套有潜力的治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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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Worthy Issues

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全球第四大致死性癌症（前三名分别为肺

癌、肝癌和胃癌），每年导致70万人死亡。结直肠癌是一种“现代病”，随着越来越多

人追逐被看做患癌风险因素的西方饮食和生活方式，结直肠癌的发生变得越来越普遍。

但是，开展疾病筛查、疾病预防以及治疗方案的研究工作将有助于抗击结直肠癌。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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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不断增高的疾病——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常见的疾病，不过在发达国家里更为常见。在中国等

人口众多的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

疾病与发展
全世界大约有55%的结直肠癌患者是发达国家的居民，不过发展中国家
也紧随其后。随着巴西、中国、印度等国的经济不断发展，这些国家的
结直肠癌发病率也在不断增加1。

在欧洲，东欧地区是结直肠癌发病率最高
的地区。在发病率最高的斯洛伐克，每10
万人中就有42.7名结直肠癌患者。该国的
结直肠癌病死率也是最高的，每10名斯洛
伐克男性当中有20.3人死于结直肠癌，每
10名斯洛伐克女性当中有11.7人死于结直
肠癌。

全球致死率排名第四的肿瘤1

肺癌

肝癌

胃癌

结直肠癌

乳腺癌

食管癌

巴西
乌拉圭
阿根廷
智利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显示，在南美5国当中，阿根廷、

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4国全都有较高得分，但他们同

时也是南美结直肠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中国和印度目前的结直肠癌发病
率还比较低，每10万人中的结直
肠癌患者分别为14.2个和6.1个。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两国的
结直肠癌发病率也在不断增加。

据估计，全世界结直肠癌发病率最高的地
区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地区结直肠癌
的发病率要比西非高10倍。联合国人类发
展指数显示，全世界20个发展水平最低的
国家中有9个都位于西非地区。

西非
印度

中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2012年每10万人中的结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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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结直肠癌的发病都与当地

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2。近二十年来，

西欧地区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基本维持不

变，这也与该地区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

非常吻合。与此同时，东欧地区，比如斯

洛伐克等国的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所

以该地区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也有了明显的

提升。

再看看远东地区，日本的经济在1990至
1995年间出现了飞速的发展，随后又出

现了长达10年的发展停滞（这十年也被经

济学家们称作“失去的十年”），薪水下

降，经济停滞，相比之下，日本的近邻中

国经济持续发展，同时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也在逐年攀升。

References: 1. Globocan, 2012 http://globocan.iarc.fr; 2.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http://ci5.iarc.fr; 3. Cancer Research UK; 4. Chan, D. S. M. et 
al. PLoS One 6, e20456 (2011); 5. Larsson, S. C. & Wolk, A.Int. J. Cancer  119, 2657–2664 (2006); 6. 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Program, http://seer.cancer.gov; 7. Galiatsatos, P. & Foulkes, W. D. Am. J. Gastroenterol . 101, 385–39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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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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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预防因素
饮食

很多食物都能够增加或者降低我们罹

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比如动物脂肪和

糖类能够增加风险，大蒜、纤维和钙

制品能够降低风险3。不过最有力的

证据还是——红肉和加工肉类会增加

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4,5。

年龄
对于结直肠癌而言，最关键的一个风险

因素就是年龄。90%多的结直肠癌患者

都是50岁以上的年纪6

遗传因素
如果近亲当中有结直肠癌患者，那

么患上结直肠癌的风险会增加80%。

几乎所有的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7

患者在40岁时都会患上结直肠癌。

BRCA1基因出现突变也会增加患癌

风险。

运动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World Cancer 
Resea rch  Fund）和美国癌症研究

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一致认为，体育锻炼具有

防癌作用。积极锻炼的人与从不锻炼的

人相比，患上结直肠癌的风险会降低

17–24%8,9。

肥胖
与饮食和运动密切相关的肥胖问题也

会增加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2013年
有一项研究10显示，与体重正常的人

相比，肥胖者患上结直肠癌的风险要

高出33%。

定期筛查
防癌筛查可以发现结肠息肉等癌前病

变，在这些息肉癌变之前及时切除。问

题是能否保证质量。比如在美国，50岁
以上人群当中，1/3的人没有获得恰当

的筛查。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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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 非西班牙裔黑人

1985-1987 2006-2008

存活率：白人与黑人不平等

在美国，结直肠癌致死率在各个人种

之间的情况并不相同11。比如在1980年
代，与白人相比，非洲裔美国人的死亡

率要高出13%，可是到了20年之后，这

个数字进一步增加到了53%12。这主要

是因为黑人没能得到最先进的治疗，以

及其他的一些医疗健康问题所导致的。

美
国

癌
症

协
会

横结肠

升结肠

降结肠

盲肠

直肠

乙状
结肠

血管

淋巴结

息肉

结直肠癌的形成

结直肠癌主要影响结肠和直肠，即我们常说的大肠。

最开始往往都是在肠道内表面形成的非癌性的息肉。

结直肠癌的分期

癌细胞仅限于大肠上皮内

癌细胞蔓延至肠壁或淋巴结

癌细胞浸润血管或淋巴管

癌细胞波及邻近淋巴结，并随循环系统转移
至其它器官

8. Robsahm, T. E. et al. Eur. J. Cancer Prevent. 22, 492–505 (2013); 9. Boyle, T. et al. J. Natl Cancer Inst . 104, 1548–1561 (2012); 10. Ma, Y. et al. PLoS One 8, e53916 (2013); 11. 
Siegel, R., DeSantis, C. & Jemal, A. CA Cancer J. Clin . 64,104–117 (2014); 12. Robbins, A. S., Siegel, R. I. & Jemal, A. J. Clin. Oncol. 30, 401–40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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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5大核心问题

全球的研究者从多角度研究结直

肠癌，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

果。但尚未解决的这五大谜题可

能是关键。

——Shraddha Chakradhar

问题 为何难以回答？ 目前的理解 专家评论

1
非遗传性结直肠
癌中息肉的形成
可由基因突变引
起。那么哪些因
素会引起这些基
因突变？

多种因素都能引起基
因突变。变量太多，
所以难以确定哪个因
素是罪魁祸首。

大约5-10%的结直
肠癌由遗传的基因
突变引起。科学家
们认为，大约50%
的非遗传性结直肠
癌由自然突变引
起。

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Bert Bogelstein说，“我们
知道突变可以引发息肉，但我
们不知道由DNA复制和环境改
变引起的突变在自然突变里占
到多大比例。”

2
什么因素决定息
肉会不会变成癌
症？

研究者需要先确定能
驱动息肉变成癌症的
多个变化发生的先后
顺序。

大的息肉更有可能
癌变。95%的结直
肠癌由腺瘤——一
种主要的息肉——
引发，但不到10%
的腺瘤会诱发癌
症。

芝加哥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Medical School）
的Neil Hyman表示，很多现有
研究成果都是以携带基因异常
的人群为受试者得到的，这只
能帮助我们理解正常人群不得
癌症的原因。

3
什么因素导致了
结直肠癌的进
展？

把重要因素和混合因
素分离出来非常困
难。这需要很多年的
临床试验。

久坐、高脂和大量
红肉的饮食习惯都
是结直肠癌的风险
因素。

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
Heidi Nelson表示，所有尝试
确定饮食引发癌症的研究都有
局限性。

4
为什么一些癌症
对于某些特定治
疗效果更好？

不同人之间、甚至是
肿瘤内部，结直肠癌
的突变具有高度异质
性。

肿瘤的精准分子谱
能帮助预测靶向治
疗或联合治疗的疗
效。

Vogelstein指出，他们现在就
像是在掷骰子，根本不确定哪
些有用，哪些没用。

5
该如何利用免疫
疗法来治疗结直
肠癌？

目前我们还不能很好
地在人类身上研究结
直肠癌，动物模型
（一般是小鼠）也很
匮乏。一些免疫治疗
的试验正在进行中，
要上临床还要几年。

一些肿瘤中具有肿
瘤浸润性淋巴细
胞。这是一种能帮
助杀死肿瘤的白细
胞。

达纳法博癌症研究所（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
Charles Fuchs表示，他接诊的
每一位病人都想知道，他们是
否能接活他们的免疫系统，从
而杀死肿瘤。

本文原作者 Shraddha Chakradhar 是《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的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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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早期筛查技术

每一天，都有一辆UPS运输车将好几十

个白色的纸箱子运到美国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

一栋毫不起眼的大楼的后门处。每一个纸箱子

里装的全都是人体大便标本。这些标本都将运

往美国Exact Sciences公司占地3000平方米的

实验室，在那里，科研人员们会对这些标本进

行分析，从中寻找与结直肠癌有关的遗传分子

标志物。

这项名为Cologuard的遗传检测项目已经

于2014年年中获得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的批准。该技术的面世也是恰

逢其时，因为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们正需要一

种技术，帮助他们对更多的美国人进行结直肠

癌筛查。

在美国，所有需要进行结直肠癌筛查的人

群当中只有大约2/3的人完成了筛查。2014年
3月，多个机构一致决定，他们将共同努力，

到2018年，将结直肠癌的致死率降低80%。

Exact Sciences公司刚好就提供了一项简便易

行，可以在自己家里完成的检测技术，这就让

那些不愿意到医院里进行结肠镜检的人多了一

种选择。我们知道，结肠镜检是一种侵入性的

检查手段，而且在检查之前还需要清肠，并且

服用镇静剂才能够完成检查。

虽然结肠镜检现在还是美国最常采用的一

种结直肠癌筛查方式，但是科研人员们并没

有通过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来验证该手段的效果。其他国家则更欢

迎更加便宜、侵入性更小，而且效果可靠的检

测手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家名为

Kaiser Permanente的医疗服务提供机构的消

化科医生Douglas Corley表示，他们的目标就

是用有效的手段，对尽可能多的人进行结直肠

癌筛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现有的筛

查手段进行新的组合，或者寻找新的筛查手

段，以创造出更加有效的结直肠癌筛查平台，

为更多的人提供结直肠癌筛查服务。

占据主导地位的结肠镜检技术

在2 0世纪8 0年代，结肠镜检查开展得

还非常少。当时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推荐的是另外一种侵入

性更低的检测项目——乙状结肠镜检查

（sigmoidoscopy），或者是大便潜血试验

（faecal occult blood test, FOBT）。我们知

道，乙状结肠镜检查只观察结肠的底端，所以

检查镜插入得并不是太深；而大便潜血试验是

结肠镜（Colonoscopy）是目前早期发现结直
肠癌的最好手段之一，但这却是一项侵入性的
检查手段。

科学家们正在开发一系列的结直肠癌筛查技术，但是患者们却往往选择视而不见。

二、疾病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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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消化道是否有出血的一项指标，以出血来

预示肿瘤的存在。

大便潜血试验的检测原理是通过愈创木脂

（guaiac）这种化学物质检测被检样品里的

血红蛋白是否存在能够携带氧原子的血红素

（haem）。早期的大便潜血试验发现恶性肿

瘤的能力非常差，不过使用更新的、敏感度更

高的大便潜血试验，我们能够发现50~79%的

通过结肠镜检确诊的结直肠癌。还有一种叫做

大便免疫化学实验（faecal immunochemical 
test, FIT）的大便潜血试验，这项技术会使用

抗体来检测大便标本里的珠蛋白（globin），

这能够发现55~100%的通过结肠镜检确诊

的结直肠癌。但是由于大便检测实验不能够

观察结肠内的情况，所以无法发现结肠息肉

（polyps）等癌前病变，这是其一大弊端。因

为我们知道，早期发现并切除这些息肉也有助

于预防结直肠癌。

美 国 纽 约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医 学 中 心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New York）的肿瘤学家Alfred Neugut早在

1988年就提倡用结肠镜检查进行结直肠癌筛

查，他也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科学家。

Neugut认为，长长的结肠镜能够让临床医生

们彻底观察绝大部分的结肠肠段，这要远远优

于乙状结肠镜检查，更有利于发现肿瘤。

2000年，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Katie 
Couric的丈夫死于结直肠癌，所以她开始在

节目中鼓励她的观众去做结肠镜检查。《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也于同年发表了两项研究，这两

项研究都表明，结肠镜检要优于乙状结肠镜检

查，能够发现乙状结肠镜检查漏掉的肿瘤。同

期的编者按也指出，进行乙状结肠镜检查就

好比只对一侧乳房进行乳腺X线照相术。2001
年，美国联邦医保机构Medicare和很多私人

保险公司也都开始为结直肠癌筛查支付检测费

用。

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是一个专门以实际证

据出发，提供疾病筛查建议的独立机构，他

们给出了3种不同的建议，即只做大便潜血

实验，大便潜血实验结合乙状结肠镜检查，

以及结肠镜检。不过结肠镜检还是开展得最

为普遍的一种检测手段。根据美国疾控中

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在2012年，50~75岁的

美国人当中就有65%的人做过结直肠癌筛查。

在过去十年内接受结肠镜检查的人数是在去

年接受大便潜血实验人数的6倍多，是接受大

便潜血实验结合乙状结肠镜检查人数的60多
倍。

Corley认为，如果一个人一生之中只接受

一次结直肠癌筛查，那么当然应该选择结肠镜

检查。但是人这一辈子不可能只做一次结直肠

癌筛查就够了，所以美国癌症协会建议50~75
岁的成年人应该每10年做一次结肠镜检查，

每5年做一次乙状结肠镜检查，或者每年做一

次大便检测。

结肠镜检查可能会造成出血或者肠穿孔，

而且也不太容易发现升结肠部位的肿瘤。现在

已经有三项大型的随机研究在验证结肠镜检查

的价值，但是这几项研究都不可能在近几年之

内完成。不过已经有好几个研究都对大便潜血

实验和乙状结肠镜检查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研

究发现，乙状结肠镜检查能够将结直肠癌的致

死率降低22~31%，而大便潜血实验则能够将

结直肠癌的致死率降低15~33%。

更重要的是，结肠镜检查对于依从性的

要求非常高。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曾经在

2008年对不同筛查技术的效力进行过一次

比较，他们发现，当结肠镜检查的依从性

（adherence）达到80%时，筛查者的生存年

（life-years）获益是最大的，随后才是高灵

敏度FOBT和FIT检测。可是当结肠镜检查的

依从性只有50%时，该技术与高灵敏度FOBT
和FIT检测，以及其中任何一项与乙状结肠镜

检查联合相比就没有优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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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都在尝试别的筛查方案。比如

澳大利亚的国家肠道肿瘤筛查项目（National 
Bowel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就给国

民发放FOBT检测材料，让他们在年满50、
55、60、65、70和74周岁时在家里完成大便

采样工作。该项目自2006年正式启动，至今

已经为超过460万澳大利亚人寄送了实验器

材，其中有180万人寄回了检测样本。该项目

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为所有50~74岁的澳大

利亚人每两年提供一次筛查服务。

英国国家卫生部（N a t i o n a l  H e a l t h 
S e r v i c e ,  N H S ）的肠道肿瘤筛查项目

（Bowel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me）
也选择了FOBT检测技术。据该项目吉尔福

德（Guildford, UK）市工作站的副主任Sally 
Benton介绍，大家都公认，结肠镜检才是金

标准。但是英国卫生部并没有足够的资源用结

肠镜检完成筛查工作。

2010年，一个英国的科研小组证实了一生

一次乙状结肠镜检在结直肠癌筛查工作中的价

值，所以英国也正在开展相关的工作。年满

55岁的英国人会受邀接受乙状结肠镜检查，

而且在他们60~69岁时，会每两年接受一次

FOBT检测。

DNA检测

Cologuard检测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

选择。这种结合了FIT技术的大便检测技术能

够发现特异性的遗传标志物——突变的KRAS
基因。我们知道KRAS基因是一种与细胞分裂

相关的基因，结直肠癌患者往往都携带有突

变的KRAS基因。Cologuard检测还能够发现

另外两种与结直肠癌相关的基因化学修饰标志

物。Cologuard检测技术的发明人，美国明尼

苏达州梅奥诊所（Mayo Clinic in Rochester, 
Minnesota）的消化科医生David Ahlquist表
示，这些标志物都能够表明被检者体内是否存

在结直肠癌。据Ahlquist介绍，有很多结直肠

癌和结肠息肉都不会出血，但它们肯定都会有

细胞脱落，进入大便之中。

Cologuard检测并不想取代结肠镜检测，

任何大便检测阳性的被检者都需要再进行一

次结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不过Cologuard
检测有可能会取代FIT检测。2014年曾经发

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大约有1万人参加了这项实验，他们分别接受

Cologuard检测和FIT检测，但全都做了结肠

镜检查。结果发现，Cologuard检测能够发现

92%的结直肠癌，而FIT只能够发现74%的结

直肠癌。而且Cologuard检测发现癌前病变的

比例也更高。不过Cologuard检测的假阳性率

也更高，在Cologuard检测阳性结果当中，

13%的结肠镜检查结果为阴性。该研究并没有

对Cologuard检测和FIT检测的长期结果进行

比较。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 I n d i a n a 
U n i v e r s i t y  S c h o o l  o f  M e d i c i n e  i n 
Indianapolis）的消化科医生Douglas Rex指
出，其实FIT检测在Cologuard试验中起到了

70%的作用。此外，建议每三年进行一次大便

上图从左至右介绍了一系列的结直肠癌筛查技术，分别是大便潜血检测试剂盒、大便免疫
化学检测和Cologuard大便DNA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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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检测，而我们往往会建议每年都做一次

FIT检测。所以Rex认为，应该将每年进行一

次FIT检测与三年进行一次Cologuard检测进

行对比，这样才更有实际意义。

另外就是费用问题了。在 2 0 1 4 年，

Medicare表示愿意为Cologuard检测支付500
美元，但他们为FOBT和FIT提供的费用却只

有5美元和22美元。如果每年进行一次FIT检
测，也要比三年进行一次Cologuard检测便宜

得多。所以Rex等人很想知道其它的钱都花在

什么地方了。

血液检测

很多人都觉得收集大便标本很恶心，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公司正在开发血液检

测技术。美国纽约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in New York）的生物统计学家Ann Zauber就
表示，有很多人都不愿意碰大便。

德国Epigenomics公司就在欧洲推出了这

样一种血液检测服务，名为Epi proColon。该

检测技术主要寻找血液里是否存在SEPT9基
因的化学标志物。2014年夏天曾经发表过一

篇文章，介绍了有8000多人参与的一项临床

研究结果。该研究使用Epi proColon技术发现

了68%的结直肠癌患者，但与此同时，假阳性

率也高达20%。Rex指出，与发现晚期肿瘤相

比，该技术对早期肿瘤的敏感性较低，所以

他认为，这不是用来进行结直肠癌筛查的好

方法。在2013年开展的效价比分析也显示，

与其它检查手段相比，每两年进行一次Epi 
proColon检查效果更差，而花费却更高。

不过Epigenomics公司正在瞄准不愿意接

受结直肠癌筛查的那部分人群。据该公司的

CEO Thomas Taapken介绍，他们希望降低

人们接受结直肠癌筛查的门槛，希望大家都能

接受血液检测方式。

2014年6月，FDA拒绝了该公司就Epi 
proColon技术提出的上市申请，并要求他们

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该技术能够增强人们的

依从性。半年之后，Epigenomics公司在美国

启动了一个临床试验项目，来回答FDA提出

的这个问题。他们将邀请那些曾经被要求接受

结直肠癌筛查，但最终没有去医院做检查的人

参加他们的实验，这些人可以选择在家里接受

FIT检查，或者接受Epi proColon血液检查。

在理想状态下，所有需要接受结直肠癌筛

查的人都应该去做结直肠癌筛查。但是在现实

世界当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Zauber
认为，最好的结直肠癌筛查手段就是能够让那

些人愿意去做的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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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匹兹堡大学（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ittsburgh in Pennsylvania）的附属医院里，

消化科医生Robert Schoen一直在给结直肠癌

（colorectal cancer）高危人群接种结直肠癌

疫苗。他希望在完成了3次接种之后，能够激

活人体的免疫系统，使其在疾病发生的初期就

能够识别，并且杀灭肿瘤细胞。

Schoen开展的实验是全球第一例验证免

疫疗法是否有助于预防（而非治疗）结直肠癌

的临床实验，这也是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开展

的、肿瘤预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从事结直肠癌预防和治疗

研究的Jason Zell表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

发，在我们目前所能开展的工作当中，预防工

作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最难以找到随机

对照实验研究证据（randomized proof）的一

项工作。设计完善、有安慰剂对照的双盲临床

实验往往难以应用于疾病预防研究工作。具体

到肿瘤预防工作，就更加困难，因为肿瘤是一

种慢慢积累，发病时间可能会在数十年之后的

疾病。

结直肠癌还是可以预防的。近30年来，临

床实验和观察性研究都发现，从药物、营养补

充品、饮食，到锻炼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助

于预防结直肠癌这种致命性疾病。不过困难在

于，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些因素起到了确切

的预防作用，也难以为那些高危人群制定出相

应的、最合适的预防措施和方案，说服他们接

受并切实贯彻这些方案。而且所有的预防措施

都必须绝对安全。

开始，很多科研人员都认为，预防结直

肠癌最大的希望来源于日常的饮食。但即便

是各种源自我们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素，也并

没有像最开始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取得很好

的预防效果。叶酸（Folate）可能会在疾病的

最早期发挥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后来却可

以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用于观察肺癌预防

效果的大规模临床实验也发现，β胡萝卜素

（β-carotene）不仅无助于预防肺癌，反而

会增加肺癌的患病风险，同时也会增加中风的

风险。

好好照料我们的肠道

药物、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其它因素都有可能降低我们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但是证据却

不容易收集。

三、疾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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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只有少数科学家拥有足够的经费和

科研资源，能够开展大规模的、长期的临床

研究，以验证预防措施的有效性。美国梅奥诊

所（Mayo Clinic in Rochester, Minnesota）
的预防服务部主任，消化科医生Paul Limburg
就表示，疾病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很

难开展一项临床研究，对有意义的临床终点结

果进行观察。而且这样的结直肠癌研究就更少

了。为了在更加贴近现实的时间跨度里开展临

床实验，验证这些预防措施的效果，绝大多数

科研人员都使用了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近

似模拟方法，即观察降低结直肠癌癌前疾病息

肉（precancerous polyps），也被称作腺瘤

（adenomas）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预防结直肠癌的最好方法就

是做结肠镜检查（colonoscopy）。结直肠癌

几乎全都源自生长在大肠（large intestine）
处的良性息肉。这种疾病进展缓慢，常规的结

肠镜检都能够预防其进一步恶性变，预防效率

可以达到76~90%。

问题在于研究的样本量不够大，并没有对

足够多的患者进行检测。在美国，在医生建议

应该定期进行结肠镜检的人群当中，只有大约

65%的人真的会去做这项检查。对于其余那部

分人，甚至包括接受了结肠镜检的那些人，

采用预防性治疗手段（通常指的都是预防性

化疗）也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据Limburg介
绍，除了定期进行筛查之外，开展一些其它的

预防措施也是非常合理的。理想的预防性化疗

药物能够延缓筛查的时间，也可能会延长筛查

的间期，降低筛查频率。

科研人员正在尝试找出最有效的预防方

法，但是结直肠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有

很多种分子信号通路都有可能诱发癌症，而潜

在的分子作用靶点就更多了。据美国休斯敦市

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in 
Houston）的肿瘤及肿瘤预防学家Ernest 
Hawk介绍道，他们发现的致癌机制几乎就和

正在从事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的数量一样多。

探寻炎症的作用

尽管结直肠癌如此复杂，然而科研人员

还是不断地取得了新的进展。据在美国哈佛

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Boston, 
Massachusetts）从事结直肠癌预防研究工

作的Andrew Chan介绍，相比于任何其它肿

瘤，对于结直肠癌而言，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表

明，有一些预防手段是的确有效果的。

早期的研究发现，消灭结直肠癌肿瘤细

胞的最好方法就是抑制促炎性因子的作用，

比如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和COX-1、
COX-2等环氧合酶（cyclooxygenases）。这

些因子都能够刺激非正常细胞的生长。到目前

为止，拥有最长期实验数据的抗炎性药物就是

便宜的阿司匹林（aspirin）。

近20年来开展的大量研究表明，每日服

用阿司匹林，坚持十年以上，就能够将结直

肠癌患病风险降低一大半，这可能就是因为

阿司匹林抑制了COX-1和前列腺素的作用。

但是阿司匹林的保护作用与个体的遗传背景

有关。2015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对

于少部分15号染色体发生了某种特异性遗传

突变的人，阿司匹林和其它的非甾体类抗炎

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都是没有预防结直肠癌发生的作用

的。此外，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还会增加消化道

出血的风险，所以肿瘤科医生建议，采取这种

预防措施时需要综合考虑收益风险比，比如有

结肠息肉的家族史等。

由于存在这些副作用，所以有一些科研人

员就想开发出更加“安全的”阿司匹林，供

大家长期服用。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

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in Houston），Lenard Lichtenberger
等人发现，胃肠道上皮细胞分泌的脂类物质能

够保护消化道，使其免受损伤。而阿司匹林则

会破坏这层脂质保护层，所以Lichtenberger
等人就将阿司匹林与卵磷脂（lecithin）结合

起来。我们知道，卵磷脂是一种天然的脂质成

分，能够在不干扰药物吸收的情况下，保护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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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组织。

这种由美国休斯敦市PLx制药公司（PLx 
Pharma）专为预防心血管疾病而开发的药物

在2012年获得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的批准，授予该药与非处方药阿司

匹林同样的适应症。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一个

科研团队正在开展一项动物实验，以了解该药

物是否具有与传统阿司匹林同样的结直肠癌预

防功效。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几年之内开展人体

临床实验。

除了阿司匹林之外，目前唯一被证明能够

有效降低结直肠癌患病风险的药物就是布洛芬

（ibuprofen）和COX-2抑制剂等其它非甾体

类抗炎药。不过虽然阿司匹林的预防证据是不

可置疑的，但这些非甾体类抗炎药就没有这

么信心满满了。这些非甾体类抗炎药的预防

作用要稍微低一点，只能够将患病风险降低

20~30%，而且它们也与阿司匹林一样，会增

加消化道出血的风险，同时还具有其它一些副

作用。抗炎药塞来考昔（Celecoxib）是目前

被研究得最为彻底的一种药物，它能够降低消

化道出血的风险，但是却又会增加中风和心肌

梗死等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舒林酸（sulindac）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

非甾体类抗炎药，该药已获FDA批准，是一

种专一性环氧合酶抑制剂，同时也有助于去除

覆盖在结肠及其它组织处的上皮组织上的多聚

胺（polyamines）分子。多聚胺分子浓度增

高与致癌作用有关，在小鼠实验中发现，抑制

多聚胺分子有助于预防结直肠癌及其它肿瘤的

发生。

Zell等人正在研究舒林酸与依氟鸟氨酸

（eflornithine）联用的预防功效。依氟鸟氨酸

是一种能够抑制多聚胺生成的药物。在一个为

期3年，共有375名结肠息肉患者参与的临床

研究中发现，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舒林酸与

依氟鸟氨酸能够将这些患者腺瘤复发的几率

降低70%，将他们进展为晚期腺瘤的风险降低

92%。Zell正在领导一个有1300多人参加的临

床实验，以验证该联合方案是否可以预防结直

肠癌的发生。该实验一共设置了四个组，分别

为安慰剂对照组、单独使用舒林酸组、单独使

用依氟鸟氨酸组，以及舒林酸与依氟鸟氨酸联

用组。Zell等人希望看到联用比单用效果更好

的实验结果。该实验预计将于2019年结束。

生活方式证据

生活方式也具有很大的防癌作用。进行规

律体育锻炼的人，食用红肉较少的人以及食用

加工肉制品较少的人患上结直肠癌的风险都要

低很多。虽然健康的生活习惯能够降低疾病的

发病率，但是要证明其间的因果关系可不太容

易。

大多数生活方式研究都是观察性研究，主

要使用调查问卷或面谈的方式搜集相关信息，

比如每天服用了哪些药物、每日的饮食、锻炼

等信息，然后进行分析，了解这些行为与最

终是否患病这个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美

国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Missouri）从事肿瘤预防工作的流行病

学专家Graham Colditz就曾经在美国人群中开

展过类似研究，据他介绍，当他们把全国的数

据拿过来，比较肥胖、少动、过量食用红肉和

加工肉制品、饮酒、吸烟等因素的时候，他们

发现，80%的结直肠癌真的是可以预防的。

Colditz的研究发现，某种特定的饮食因

素似乎与一小部分结直肠癌发病有关，6%与

食用红肉有关，5%与饮酒有关。不过这些因

素如何诱发癌变现在还不清楚。有一些研究发

现，红肉里还有大量的铁元素，这可能会促进

细胞生长，从而诱发癌变；还有一些研究发

现，酒精的代谢产物能够与DNA发生直接的

相互作用。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纳入了7.7万
人，他们全都是戒烟、戒酒成功的人，其中只

吃鱼肉的那部分人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几乎要

比其他人低一半。

肥胖和少动也会增加结直肠癌患病风险，

而且科研人员也已经找到了很多证据，证明

了这背后的致癌作用机制，那就是糖代谢

（glucose metabolism）问题。人体内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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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能够有效改善糖代谢，降低结直肠
癌发病风险。

胰岛素（这是一种促进机体从血液中吸取葡萄

糖的激素）水平似乎有助于刺激肿瘤细胞的生

长，而结肠似乎对高胰岛素血症尤其敏感。但

是体育锻炼能够终止，甚至逆转这个恶性循

环。一个人锻炼得越多，他的身体就会对胰岛

素越敏感，增强身体对糖的代谢能力。而且，

运动使肌肉收缩，可以消耗更多的葡萄糖。

Colditz等人观察了血液里的胰岛素生物标志

物，结果发现这些标志物就与结直肠癌的发病

风险有关。运动则能够直接影响机体的糖代谢

水平。

哈佛护士健康研究（Harvard Nurses’ 
Health Study）是一个长期的临床研究，一共

有20多万名护士参与了该项目，该研究主要

了解各种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作用。结果发

现，锻炼与降低结直肠癌（包括初发和复发）

发病风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由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Kerry Courneya负责的加拿大

CHALLENGE研究正在招募志愿者，他们需

要没有其它疾病，接受过治疗的2期或3期结

直肠癌患者参与实验，了解体育锻炼是否对这

些患者有所帮助。研究人员希望，为期6~8年
的实验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告诉

我们体育锻炼会如何影响结直肠癌患者的发病

风险。

打造更安全的防护网

发现了胰岛素代谢与肿瘤之间的关系，不

得不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

现成的药物，能够阻止肿瘤发生呢？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in Montreal, 
Canada）的肿瘤学家Michael Pollak正在对

二甲双胍（metformin）这种治疗糖尿病的药

物进行实验。二甲双胍是一种能够抑制糖过量

生成的药物，也是在西方国家里使用最普遍的

一种抗糖尿病药物，已经使用了几十年，其安

全性毋庸置疑。

不过还无人知晓二甲双胍预防结直肠癌的

功效。仅有的一点来自体外实验的证据表明，

在有二甲双胍存在的环境中，结肠上皮细胞的

增殖速度会减慢，而这种情况恰好与细胞癌变

时相反。研究还发现，二甲双胍能够促进结肠

摄取葡萄糖。

Pollak已经用人体实验证实了上述第一项

结论，他发现，坚持服用一个月的二甲双胍能

够明显减少结肠上皮细胞的转化。但是用以验

证二甲双胍预防结直肠癌功效的后续大规模临

床研究还离我们很远。Pollak指出，他们当然

知道二甲双胍绝对安全，他们有好几百万个患

者的年数据支持这一结论。他们还想要一个预

防实验的结果，但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也

需要更多的证据。

钙片和维生素D这两种营养补充剂也是

很有希望预防结直肠癌的产品。但是目前的

研究结果有好有坏，还不太统一。美国北卡

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in Chapel Hill）的临床流行病学专

家John Baron在美国肿瘤研究学会2014年年

会上报告了一个令人失望的研究结果。他们招

募了2200多名志愿者开展了一项临床研究，

了解钙片和维生素D这两种营养补充剂的防癌

功效，结果发现不论是单独使用，还是联合使

用，都不能明显降低腺瘤的发病率。据Baron
介绍，有很多观察性研究都表明，维生素D很

有可能具有预防结直肠癌的作用，但是我们的

实验没有得出这个结论。钙片的情况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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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让科研人员非常失望。Chan表
示，他们对饮食和营养补充剂在防癌（尤其是

消化道肿瘤）方面的作用非常感兴趣。可是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一个重大的发现。

在所有预防结直肠癌的措施当中，最吸引

人的应该就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开发的防癌疫

苗了。Schoen相信，正越来越被人重视的肿

瘤免疫疗法（即“教会”机体的免疫系统，使

其能够识别并杀死含有特定抗原的肿瘤细胞）

也能够在癌症形成的第一时间阻止肿瘤形成。

在疾病发展的初期阶段，即腺瘤息肉还没能进

展为恶性肿瘤的时候给予疫苗，刺激机体免疫

系统产生特异性针对这些癌前病变细胞抗原的

抗体，杀灭这些肿瘤细胞。

Schoen等人针对的抗原是结直肠腺瘤细

胞表达的MUC1蛋白。在最开始只有40个人

（他们都是进展期腺瘤被切除之后的患者）参

与的临床实验当中，他们对这些志愿者进行了

总共3次的免疫接种，然后对机体的免疫反应

进行了检测。一年以后，又进行了一次加强接

种。结果发现，大约有一半的受试者体内形

成了明显的免疫反应。Schoen等人指出，这

种免疫记忆效应意味着，一旦患者体内出现

MUC1蛋白阳性的腺瘤细胞，机体的免疫系统

就会有效地杀灭它们，阻止病情进一步发展。

最初的实验结果非常好，所以Schoen等
人又开展了第二阶段的多中心临床实验，以验

证该疫苗预防腺瘤复发的功效。

最后，很多科研人员都相信，预防结直肠

癌的最好方法应该就是多种措施联合的方案。

Limburg认为，预防肿瘤的方案不可能是一个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但如果将多种不同的

预防手段合理地结合到一起，那么就很有可能

成功地预防结直肠癌。这与其它的肿瘤，比如

胰腺癌或血癌有所不同。

资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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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4名女性和2名男性为了科学事业

贡献了他们的肠道菌群样品。其中3名女性的

肠道都没有问题，非常健康，但是另外一名女

性是一位结直肠癌患者。科学家们将这些志愿

者捐献的肠道细菌移植到了无菌小鼠（即在无

菌环境下进行剖宫产诞生，随即进入无菌房饲

养的小鼠，所以这种小鼠肠道内本来是没有细

菌的）体内，进行了科学研究。

这 也 是 研 究 肠 道 微 生 物 组

（microbiome）健康作用的标准研究手段。

我们知道，肠道内大约生存着100万亿个细

菌，它们组成了肠道微生物组。但是实验结果

却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科研人员用可以诱发

结直肠癌的化学突变剂处理这些实验小鼠，结

果发现与移植了结直肠癌志愿者肠道菌群的小

鼠相比，移植了健康志愿者肠道菌群的小鼠体

内居然长出了更多的肿瘤。美国密歇根大学

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Ann 
Arbor）的微生物生态学家，同时也是负责该

研究的Patrick Schloss表示，这真的是一个非

常奇怪的实验结果。

不过这个结果也与一直困扰那些试图研究

肠道微生物组与结直肠癌关系的科研人员们

面对的一个难题相吻合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的免疫学

家Alberto Martin一直在研究微生物与遗传性

结直肠癌相关生化信号通路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他表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

物与结直肠癌有关，但还没有一个确定性的证

据出现。

所以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直觉，不管是

好的关系还是坏的关系，我们都认为肠道微生

物肯定与结直肠癌有某种关系。后来又发现，

肠道微生物组与肝癌及其它疾病，例如肥胖、

代谢调控紊乱等也有联系，所以我们更进一步

确信肠道微生物组与结直肠癌也有关系。肠

道微生物与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的发生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而

炎症性肠病恰好正是结直肠癌的风险因素之

一。

另外，在人体肠道内，绝大部分肠道细菌

全都寄居在结肠内，所以美国芝加哥市Rush
大学（Rush University in Chicago, Illinois）
的生化学家Jun Sun认为，几乎就没见过小肠

癌，而且几乎所有的肠癌都是结直肠癌。换句

话说，肠道肿瘤只发生在有细菌生长的地方。

肠道菌群的奥秘

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的发病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但又让人难以捉

摸的作用。

图中展示了结直肠癌处的3种细菌，分别是绿
色的、蓝绿色的和紫红色的细菌。

四、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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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理论和逻辑上的猜测之外，还有更多

的迹象表明肠道微生物与结直肠癌之间存在关

联。近十几年来，动物实验的数据、健康人与

结直肠癌患者肠道菌群的比较数据、以及对每

一种肠道细菌生化作用途径的研究结果全都表

明，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没能揭示

肠道菌群与结直肠癌发生、发展的确切关联。

很多研究都已经发现，健康人与结直肠癌

患者的肠道菌群的确有差别，但是每个研究

的结果都很不一样，所以科学家们也难以确

切地指出，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菌群究竟发

生了哪些“恶性”改变。最常见的发现就是

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内存在大量的梭形杆菌

（Fusobacterium），这种细菌常见于人体口

腔内，在健康人的肠道内比较少见。此外，结

直肠癌患者的肠道内还存在过量的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不过结直肠癌的病程长达好几十年，所以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 in 
Gainesville）的微生物学家Christian Jobin认
为，我们很难说出这些肠道菌群上的差异与结

直肠癌的发病有什么关系，时间太长了。在发

现结直肠癌之前，肠道内又发生了什么？

科学家们已经通过小鼠动物实验对整个结

直肠癌病程当中，小鼠肠道微生物发生了哪些

变化进行了跟踪研究，但是还没有开展类似的

人体研究。2014年，Schloss等人报道了他们

对健康人、结肠腺瘤（是一种癌前病变）患者

和结直肠癌患者这3组人群肠道微生物组的研

究结果，他们发现，这些人体内的肠道微生物

的确存在差异。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年龄、种

族、BMI等其它结直肠癌风险因素综合之后，

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健康的，还是属于

结肠腺瘤患者，或者是结直肠癌患者。这说明

该研究成果有可能在结直肠癌筛查工作中发挥

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肠道微生物与结直

肠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美国堪萨斯大学

（University of Kansas in Kansas City）专门

研究肠道菌群的Shahid Umar表示，谁才是始

动因素，结直肠癌、病变的过程，还是肠道菌

群失调？这可是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问题。

小鼠和细菌实验的结果

证明肠道细菌能够导致结直肠癌的直接证

据主要来自小鼠实验。比如Schloss等人将结

直肠癌小鼠的肠道菌群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

然后将后者暴露于化学诱变剂中。只要这种肠

道菌群移植的研究策略不变（同一物种间的肠

道菌群移植），得到的结果也基本都是一样

的，即接受了结直肠癌患者肠道细菌的实验小

鼠肠道内长出的肿瘤就会更大、更多。

科研人员们还发现，实验小鼠如果使用了

抗生素，杀死了一些肠道细菌之后，再用化学

诱变剂对它们进行处理，小鼠也不会患上结直

肠癌，这说明肠道细菌的确与结直肠癌的发病

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即便接受了“致癌”的肠

道细菌，如果没有接触诱变剂，也不会患上结

直肠癌，这说明诱变剂也是必需的。其他的研

究还发现，如果缺少了某种细菌，是不可能患

上结直肠癌的，但是这些细菌本身也不具备致

癌的能力。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科研人员们想出

了一个简单的新办法，即对每一种细菌单独

进行研究。他们选中了3种细菌作为主攻的目

标，即梭形杆菌（Fusobacterium）、能够产

生溴化甲哌佐酯毒素（colibactin toxin）的大

肠杆菌以及产毒的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通常可导致腹泻素）。在结直肠癌

易发小鼠动物模型中发现，这3种细菌都能够

增加小鼠患癌的风险。比如，在无菌环境中生

长的这种小鼠如果移植了梭形杆菌之后，就会

明显增加它们发病的风险。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细菌都具备这种致癌能

力。Jobin等人就发现，丧失了免疫力的实验

小鼠如果移植了大肠杆菌或者另外一种比较常

见的肠道细菌——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就会诱发肠道炎症，但是只有移

植了大肠杆菌的实验小鼠会患上结直肠癌。毫

无疑问，炎症具有非常明确的作用，因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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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移植了大肠杆菌之后小鼠没有出现肠道炎

症，它们就不会患上结直肠癌。Jobin猜测，

有可能是肠道内的炎症环境改变了大肠杆菌的

基因活性。为了验证他的这一猜测，他进行

了相关的实验。Jobin发现如果敲除了大肠杆

菌的致炎症基因，也就同时去除了大肠杆菌

的致癌能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n Baltimore, Maryland）
的Cynthia Sears等人也发现，脆弱拟杆菌的

致癌能力也必须依靠炎症反应。她们发现，如

果抑制了白介素17这种炎症因子的活性，就

可以阻断脆弱拟杆菌的致癌作用。据Sears介
绍，在身体的很多部位，白介素17都在肿瘤

发生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体变异的作用

可是要在人体上重复出小鼠动物实验的结

果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Schloss等人的研究

就发现被移植了人类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菌群

的小鼠长出的肿瘤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但是

在不同物种之间转移微生物本来就不是一个天

然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出现预料之外的实验

结果。

不过也有一些证据能够证明，梭形杆菌、

大肠杆菌以及脆弱拟杆菌与人体结直肠癌的

关系。比如在结肠腺瘤患者的腺瘤处，梭形杆

菌的含量就明显比结肠内的其他部位多一些。

90%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内都有能够编码梭形

杆菌毒素的基因，但是在正常人的结肠内，这

一比例只有50%。Sears指出，这与胃癌和幽

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的关系一

模一样。

但是这种认为就只有一两个“捣蛋鬼”在

背后使坏，所以就诱发了结直肠癌的观点也可

能太过简单了，这极大地低估了微生物组与结

直肠癌的关系。Schloss表示，的确有一些细

菌与肿瘤相关。但更多见的情况应该是群体效

应。更大范围的失调给某一种致癌细菌提供可

乘之机，或者改变了整个微生物组的功能，从

而导致肿瘤形成。

导致菌群失调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是

最常见的就是饮食。西方式的高脂饮食一直

都被认为与结直肠癌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不过关于饮食和纤维摄入与结直肠癌关系

的研究也往往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有一些科

研人员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些科研设计当

中，没有考虑到个体的肠道微生物组因素。

比如，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肠道微生物组产

生丁酸盐（butyrate）的能力就有所不同。丁

酸盐是由细菌降解膳食纤维而生成的一种脂肪

酸，它对于肠道上皮组织的健康至关重要。肠

道上皮组织是人体内更新速度最快的一种组

织，据Umar介绍，肠道上皮组织的上皮细胞

每3~5天就会全部更新一次。

丁酸盐就能够为这种需要大量能量的更新

过程提供能量支持，同时也能够起到很强的抗

炎作用。它同时也参与了Wnt和Notch等非常

重要的信号通路。这些信号通路都对上皮细胞

的增殖起到了调控作用，所以也与结直肠癌的

发生有关。据Umar介绍，我们需要对这些信

号通路进行非常精密的调控。不论是丁酸盐生

成过少，或者是产生了其它的代谢产物，微生

物产物的任何改变都会影响这些信号通路的功

能，增强肠道上皮细胞的增殖活性，这也是细

胞癌变的第一步。

科研人员们还应该考虑具有某种特定肠道

微生物组的每一个个体的遗传背景因素。对

家族性结直肠癌综合征（familial colorectal-
cancer syndrome）小鼠的研究发现，丁酸盐

对于具备这些遗传背景的个体而言，具有促进

结直肠癌形成的作用。

大约有20%的结直肠癌组织都有相似的遗

传缺陷，主要是因为细胞的DNA错配修复机

制出现了问题。主要从事DNA错配修复研究

工作的Martin认为，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研究

肠道微生物与结直肠癌的关系，在挑选结直肠

癌患者进行科学研究时就需要非常仔细和小

心。

全面考虑上面所有这些因素，还只是我们

探究结直肠癌病因的第一步。Jobin认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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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还没有接触到菌群失调问题的本质。我

们还只是在探讨是不是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而

已。有一些科研人员在尝试使用抗生素杀灭致

癌细菌，但是他们担心这同时也会对整个肠道

菌群造成影响。Jobin则希望使用噬菌体专一

性杀灭致癌细菌，这就不会影响到其它的肠道

细菌。

其他的科学家建议使用饮食或者益生菌

（probiotics）来调节肠道菌群，不过这方面

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能

够用益生菌诱导肠道菌群出现长期的、稳定的

改变。

不过微生物组干预策略已经对其它消化道

疾病表现出了一定的治疗潜力。比如粪便移植

就对顽固性艰难梭状芽胞杆菌（Clostridium 

difficile）感染具有很好的疗效。这些成功的

案例都让我们坚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可以

利用肠道菌群治疗结直肠癌。

噬菌体（bacteriophages）的透射电镜图像，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杀死与结直肠癌相关
的细菌。

首先我们先来听听好消息，自2004年以

来，已上市治疗结直肠癌的药物的种类已经增

加了一倍多。FDA新近批准了5种靶向治疗药

物上市销售，再加上之前市面上已经存在的4
种化疗药物，现在一共有9种治疗结直肠癌的

抗癌药物可供我们选择。这些药物也将结直肠

癌患者的平均生存期从15个月延长至了30个
月。

那么坏消息是什么呢？那就是结直肠癌

患者的平均生存期没能超过3 0个月。美国

休斯敦市德克萨斯大学MD 安德森肿瘤中心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in Houston）的结直肠癌专家Scott 
Kopetz就认为，这些新药并没有带来实质性

的改变，只不过起到了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

“这不是全垒打。” Kopetz这样评价道。但

我们却非常需要“全垒打”，因为结直肠癌是

全世界癌症致死率排名第四的肿瘤（在美国排

名第三）。

混合与配对

面对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医生们手上有一大把药物和遗传标志物供他们参考，帮助他们挑选

出最适合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案，但有这么多选择就一定好吗？

粪便样品里含有的肠道细胞可用于遗传学检
测，了解是否发生了与结直肠癌相关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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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早期确诊结直肠癌，并及时采取

手术治疗，治愈率可以达到90%左右。但是那

剩下的10%的患者，以及没能得到早期诊断的

那些患者最终都会发展为晚期结直肠癌患者，

肿瘤细胞会转移至淋巴结及身体其它部位。一

旦发生了远隔转移，这些患者的5年生存率只

有11%左右。

这些晚期结直肠癌患者通常都会选择药物

治疗，常见的治疗方案都是化疗药联合靶向

药物（即针对肿瘤细胞里存在的特异性基因

或分子发挥作用的药物）。美国费城Thomas 
Jefferson大学（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的Adam 
Snook（他开发了结直肠癌疗法）介绍道：

“对于4期结直肠癌患者，我们会竭尽所能地

用上所有能用的手段。”

在治疗晚期结直肠癌患者时，靶向治疗药

物给临床医生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同时也

给医生们出了一道难题——该给每一位患者使

用哪种靶向治疗药物呢？世界上没有两种肿瘤

是一模一样的。面对同一种药物，患者们的反

应也会千差万别，所以临床医生们突然发现，

他们自己好像陷入了一场猜谜游戏，猜对了患

者才能活下来。如果科学家们能够将肿瘤的特

性（比如DNA突变、基因表达谱等）与药物

的疗效一一联系、对应起来，那么就可以通过

诊断检测（diagnostic tests）为每一位患者挑

选出最合适的治疗药物。

德国乌尔姆大学（Ulm Univers i ty  in 
Germany）内科主任Thomas Seufferlein曾经

主持过多种抗结直肠癌药物的临床实验，他认

为，我们现在几乎已经拥有了针对结直肠癌细

胞所有信号通路的靶向治疗药物，目前应该做

的工作就是为每一位结直肠癌患者挑选出最适

合他们的药物。

科研人员们正在实施一种“三步走”方

案，希望能够将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平均生存

期提高到30个月以上。首先，他们会用临床

实验检验多种现有抗癌药物联用方案的治疗效

果。其次，会使用与最新获批上市的四种靶向

药物相对应的生物标志物挑选出最适合用某一

种靶向药物治疗的患者。第三，还会继续开发

新的药物，比如开发针对耐（现有）药信号通

路的新药，开发免疫激活剂新药等。

用药轮盘赌

第一款用于治疗结直肠癌的药物是诞

生于1962年的5氟尿嘧啶（5- f luorouraci l , 
5-FU）。数十年以来，该药一直都是临床上

唯一一款能够有效治疗结直肠癌的药物。直

到上世纪末，21世纪初，才陆续出现了另外

三款抗结直肠癌化疗新药，它们是奥沙利铂

（oxaliplatin）、卡培他滨（capecitabine）
和依立替康（irinotecan）。这些药全都是抑

制DNA合成、阻止肿瘤细胞分裂的药物。它

们与5氟尿嘧啶联合就构成了第一批抗结直

肠癌化疗合剂，商品名看起来也很像拼字游

戏里的结果，分别是FOLFOX、FOLFIRI和
FOLFOXIRI。

靶向治疗药物最早出现于2004年，即单克

隆抗体药物贝伐单抗（bevacizumab），该药

物能够抑制新生血管的生长。随后又出现了一

系列的激酶抑制剂类药物，能够抑制激酶相关

信号通路，阻止细胞分裂。据Snook介绍，每

一种药物单用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但是联用

之后却能够大幅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不过这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Snook随即补充道。这主要是因为还没有一种

联用方案能够成功地成为类似于化疗药物的广

谱治疗方案，可以用于多种肿瘤的临床治疗。

肿瘤细胞基因组DNA和RNA测序研究发现，

结直肠癌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疾病，不同的患者

体内会存在不同的肿瘤细胞，这些肿瘤细胞都

发生了互不相同的突变。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出

现适用于所有肿瘤的靶向治疗方案。到目前为

止，靶向治疗药物联用方案依旧是最好的治疗

选择。

必须选择联合用药方案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肿瘤细胞里存在太多的癌性信号通路

（cancerous pathways）。结直肠癌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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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一样，也具有代偿机制。如果我们使用一

种抑制剂阻断了一条癌性信号通路，肿瘤细胞

会立即发生突变，增强其它具备与被抑制通路

作用类似的信号通路的活性，从而产生耐药

性。可不幸的是，将3种或4种药物联用也会

给患者带来很大的毒性作用。比如在瑞典进行

的一项3期临床实验就发现，使用常用的化疗

药物治疗后，继续使用两种靶向药物联合治

疗的方案会给50%以上的患者带来严重的副作

用，比如肠道出血、穿孔等，而患者的生存率

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所以临床医生们必须在避免毒性反应和防

止出现耐药性之间做一个很好的平衡。绝大

多数人都认为，只有为每一位患者都挑选出最

适合他们的药物，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

状态。这就需要用到生物标志物（biological 
marker），通常都是一些遗传突变或特异性

的基因表达谱。

但是结直肠癌太过复杂，很难用一种生物

标志物进行区分和鉴别，所以科研人员们希

望能够找到几十种与结直肠癌相关的生物标志

物。可到目前为止，只有3种生物标志物可用

于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用药选择工作当中，而

且全都是阴性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标志物

检测结果为阳性，只能说明患者使用某种药物

无效，而不能提示我们患者应该使用哪种药物

进行治疗。用帕尼单抗（panitumumab）和

西妥昔单抗（cetuximab）这两种靶向治疗治

疗KRAS、NRAS或BRAF基因突变的患者就

是无效的。

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对于晚期结直肠癌患

者，还没有一种生物标志物能够指导临床用药

选择。

发现亚型

肿瘤科医生们更喜欢阳性标志物，帮助患

者选择最有效的治疗药物。如果他们能够利

用分子信息预测出用药之后的阳性治疗结果，

那么就能够彻底改变目前临床结直肠癌治疗用

药选择上的混乱局面，开拓出一种正常的、能

够预测用药结果的新气象。由于有了新一代测

序技术，医生们的手上也掌握了大把的分子信

息。

据Seufferlein介绍，我们现在的状况就好

像过去没有天气预报，只能通过观察鸟的动向

判断天气的时代一样，我们一直以来也只能通

过X光片或CT扫描的结果来了解肿瘤。不过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上这些分子信息来‘预

测天气’了。

要做出这种转变，首先，就需要了解肿瘤

的多样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3年前，全世界

的科学家们开始根据基因表达谱对结直肠癌进

行亚型分类研究的原因。第一批研究结果已

经由癌症基因组阿特拉斯项目（The Cancer 
Genome Atlas Network）在2012年公布，该

研究结果源自对276名结直肠癌患者肿瘤细

胞的分析。该研究结果建议将结直肠癌分为3
个亚型，后来又陆续提出了2种亚型、4种亚

型、5种亚型，甚至6种亚型的分类方案。

在一次大会上，15家研究所就究竟应该将

结直肠癌分为哪几种亚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Kopetz还记得当时大家都不太相信，在有那

么多分型方案的情况下，最终是否能够达成一

致意见，不过最终还是成功了。

在美国西雅图市专门从事大型数据分析

的非盈利机构Sage Bionetworks的组织下，

结直肠癌亚型分型组织（Colorectal Cancer 
Subtyping Consortium）使用了来自5000多份

肿瘤组织样品的数据，终于确定了4种亚型。

据Kopetz介绍，每个人都放弃了自己最初提

出的方案，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方案才是最合

适的分型方法。它太棒了。

到目前为止，结直肠癌亚型分型组织又陆

续鉴别出了好几种结直肠癌亚型，其中有些亚

型是会对联合治疗方案产生抵抗的，但是很多

研究结果都还没有发表。当前，大家的目标就

是为市面上的抗结直肠癌药物和每一种亚型进

行配对，找出最适合每一种亚型的药物进行治

疗，同时也在临床实验过程中引入分型方案，

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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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药物简介

经过了数十年的沉寂，FDA终于在近几年批准了好几种治疗晚期转移结直肠癌的新药上市销

售。下表就对截至2013年12月以前上市的抗结直肠癌药物进行了一番小结。

药物种类 药物名称 上市时间 药物特点

细胞毒性化疗
药物

5氟尿嘧啶
（5-fluorouracil）

1962年 抑制核苷（该物为DNA复制必需原料）合
成酶的活性，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
《必需药物名录》

卡培他滨
（Capecitabine）

2001年 该药以前体形式存在，进入人体之后在人
体内酶的作用下转换成5氟尿嘧啶，进而发
挥抗癌作用

依立替康
（Irinotecan）

2000年 源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珙桐科落叶植
物——喜树

奥沙利铂
（Oxaliplatin）

2004年 一种铂制剂，能够使DNA发生交联，阻止
DNA进行合成

抑制新生血管
生长类药物

贝伐单抗
（Bevacizumab）

2004年 单克隆抗体类药物，可用于治疗多种肿
瘤，也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必需
药物名录》

Aflibercept 2012年 第一个获批的用于治疗视网膜黄斑变性的
药物

EGFR抗体类
药物

西妥昔单抗
（Cetuximab）

2004年 能够与EGFR受体结合的抗体类药物，但
如果EGFR下游的KRAS蛋白发生突变，该
药物就无法发挥治疗作用

帕尼单抗
（Panitumumab）

2006年 作用与西妥昔单抗非常相似，在2014年进
行的一项对比中发现，这两种药物不论在
总体存活率还是毒性方面都非常接近

激酶抑制剂类
药物

瑞格菲尼
（Regorafenib）

2013年 最近获批上市的治疗结直肠癌药物，该药
物至少能够抑制8种不同的激酶

数据来源：Sridharan, M. et al. Oncology 28, 110–118 (2014).

治不可治之病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新药来治疗结直肠癌，

尤其是需要比现有药物疗效更好，毒副作用更

少的新药。但是制药公司正在开发之中的新药

基本还都是延续着现有药物的作用机制。意大

利都灵大学（University of Turin in Italy）的

Di Nicolantonio专门研究结直肠癌临床前药物

开发工作，他表示，现在有大量me-too药物

在开发之中，但是这却没有解决结直肠癌的根

本问题。

这个根本的问题可能就是在每一次结直肠

癌筛查里都会突然出现一种、或者两种类型突

变的RAS基因和Wnt信号通路。但我们现在还

没有一种药物能够针对这两个靶点中的任何一

个靶点发挥作用，所以也将这两个靶点称作

“无可救药”的靶点。

RAS 基因突变与1 /3的人类肿瘤发病都

有关系，也涉及45%的结直肠癌，因为该基

因发生突变会导致不可控制的细胞增殖。30
多年来，科学家们曾经尝试过针对K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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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S 和NRAS 这3种RAS 突变基因进行过

抗癌工作，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据美国加州

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专门研究RAS蛋白的Frank 
McCormick介绍，这主要因为RAS蛋白缺少

常见小分子药物发挥作用的活性位点。而蛋白

的表面也缺少可称为药物作用位点的较深的

口袋结构，“这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酶。” 
McCormick这样评价道。

由于RAS 突变在很多类型的肿瘤当中

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美国国立癌

症研究院（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在2013年启动了RAS协作研究项目（RAS 
Initiative），试图更深入地了解RAS突变与癌

变的关系，并寻找抑制该蛋白功能的新方法。

据McCormick介绍，他们正在努力将RAS蛋

白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使其成为药物作用的

热门研究靶点。新技术的发展也让我们有了新

的武器，这些新技术在15~20年之前我们刚开

始研究RAS蛋白时都是无法想象的。

McCormick还指出，科研机构正在开发

两种小分子药物，它们可以通过化学的方法抑

制RAS蛋白的功能。科研机构也正在与生物

制药公司开展合作，加快这两种药物进入临床

实验的步伐。

Wnt信号通路是一种蛋白质级联反应，能

够将胞外的信号传递至胞内，目前在Wnt信号

通路方面的进展则更少一点。在正常的成体细

胞中，该信号通路通常都是处于失活状态的，

但是在肿瘤细胞中，该信号通路则会发生突

变并被激活。癌症基因组阿特拉斯项目曾经在

2012年时进行过一项分析，结果发现93%的结

直肠癌肿瘤组织里出现了Wnt信号通路突变。

与RAS突变蛋白一样，Wnt信号通路也很难被

抑制。

不过也有几种Wnt信号通路抑制剂进入

了早期临床实验阶段。比如美国纽约西奈山

对照组实验小鼠
显示，肺部出现
了肿瘤转移灶。

使用疫苗治疗的
实验组小鼠的
肺部没有发现
肿瘤转移灶。

如右图所示，免疫治疗清除了晚期结直肠癌实验小鼠肺部的转移灶。



2323232323232323

Icahn医学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in New York）的一个科研小组

就正在开展1 /2期临床实验，检测大豆化合

物大豆甙元（geniste in）与传统化疗药物

联用对Wnt信号通路的抑制功效。Novartis 
Pharmaceuticals公司也正在开展1期临床实

验，检验另外一种小分子抑制剂对Wnt信号通

路的抑制功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展过一

种用Wnt信号通路抑制剂治疗结直肠癌的3期
临床实验项目。

免疫疗法

除了用外源性的药物杀灭癌细胞以外，科

学家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调动我们机体自身

的免疫力来发挥抗癌作用。免疫疗法对治疗其

它几种肿瘤也都收到了非常好的疗效，但是在

治疗结直肠癌时还从未成功过。

比如有一种免疫疗法治疗黑色素瘤和白血

病都收到了奇效，但是用来治疗结直肠癌时的

效果却是一塌糊涂。这种所谓的“适应性细胞

疗法（adoptive cell therapy）”是先将患者

自身的T细胞分离出来，然后在体外进行增殖

（往往都会对细胞进行人工遗传学改造，使其

能够特异性地攻击肿瘤细胞），最后再将这些

T细胞回输到患者的身体内，进行抗癌治疗。

在一项用该疗法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1期临床

实验中，所有3名志愿者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

结肠炎症，而他们的癌症病情只获得了短暂的

缓解。还有一位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则因为接受

了这种免疫治疗，出现了严重的免疫反应，并

且最终不治身亡。

另外一种免疫治疗策略则选择使用抗体来

关闭在正常情况下使免疫反应受到抑制的分

子的作用，从而将人体的免疫反应释放出来，

攻击肿瘤细胞。但是这种“细胞周期检查点抑

制剂（checkpoint inhibitor）”也没能攻克结

直肠癌，有些研究发现，这种疗法对所有受试

者都没有疗效。“我们真是太失望了。” Di 
Nicolantonio说道。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放弃了用免疫疗法来治

疗结直肠癌，比如正在开展治疗性疫苗临床实

验的Snook就认为，也许前人都选错了肿瘤抗

原。

CEA和MUC1是近30年来在结直肠癌研

究，和治疗性疫苗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两种抗

原，结果也有好有坏。不过Snook的研究小组

最近选择了另外一种抗原，GCC抗原，该抗

原可见于95%的结直肠癌肿瘤组织。Snook等
人正在对GCC疫苗的安全性和抗癌功效进行

测试，希望在今年秋天能够得到实验结果。

单独使用免疫疗法就可以取得抗癌功效，

也可以与其它抗癌方案联用。Snook的课题组

最近就在结直肠癌小鼠动物模型实验中发现，

放疗继以疫苗免疫治疗能够取得非常强的免疫

反应，而且肿瘤组织的体积也明显缩小了。

Snook指出，放疗和疫苗治疗单用都没有太好

的效果，但是这两者联合之后，却获得了明显

的协同效应。

也许未来的结直肠癌治疗不仅仅会出现药

物联用的方案，还会出现不同治疗手段联用的

方案。

科研人员们还在继续尝试将新的结直肠癌

亚型、新的分子标志物纳入临床实验工作当

中，以提高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个性化治疗的疗

效。Seufferlein等人现在掌握了大量的分子数

据，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它们转换为临

床可用的治疗手段和药物了。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2424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

斯Sidney K immel综合癌症中心（Johns 
Hopkins Sidney Kimmel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in Baltimore, Maryland）肿瘤

生物系主任、肿瘤学家Victor Velculescu向我

们介绍了如何利用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ur DNA, ct DNA）来改善结肠癌的诊治

工作。

什么是循环肿瘤DNA？循环肿瘤DNA对肿瘤

的治疗会起到哪些作用？

循环肿瘤DNA就是从肿瘤组织脱落，进

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肿瘤组织DNA片段，

它们能够向我们提供许多肿瘤细胞的遗传学信

息，有助于我们发现肿瘤，并且对肿瘤进行相

关的分析。在我们无法进行组织活检时，这些

线索就更加重要。这些线索对于在最开始确定

抗癌治疗方案，以及对疗效的监测也有重要的

意义。

现在对于循环肿瘤DNA的研究还是局限在实

验室里吗？

我们正在努力地将循环肿瘤DNA应用于

临床工作当中，比如可以用于观察晚期肿瘤。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甚至是不可能进

行肿瘤组织分析，所以以血液样品为观察材

料进行“组织活检”的技术就对临床医生们

非常有帮助。我们已经在对结肠癌的研究

工作中发现，液体活检技术（ l iquid-biopsy 
approach）能够让我们发现HER2/neu受体大

量扩增的患者，而我们知道，HER2/neu受体

就是抗癌药物赫赛汀（Herceptin）的作用靶

点。研究发现，有少部分结肠癌患者体内的

HER2/neu受体会大量表达，所以有人正在开

展临床试验，想知道这种HER2/neu受体高表

达是否预示着这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更好，临

床预后会更佳。

您是否也同时关注患者的治疗反应呢？

很多患者进入临床试验都已经很长时间

了，所以他们对于治疗的反应其实并不是非常

的明显。这种液体活检技术就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检测手段，能够实时反映患者体内的

瘤负荷（tumour burden），从而帮助我们对

疗效进行跟踪和监测。我们知道，进行临床试

验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只有等到试验结束时才

能够知道治疗是否有效。而使用这种液体活检

技术就可以在整个临床试验的过程中及时地、

快速地掌握病情的变化情况，所以能够更快地

了解疗效。

采访Victor Velculescu：利用循环肿瘤DNA改善
结肠癌的诊治工作

五、人物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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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液体活检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肿

瘤的耐药机制，发现新的突变吗？

是的，这种液体活检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更

好地了解肿瘤的耐药机制。随着疗程的不断

延长，肿瘤在面对来自抗癌药物的压力的同

时，自身也会不断进化，产生新的突变，获得

耐药性，这就是肿瘤形成耐药性的机制。比

如，有一名结肠癌患者，在最开始时，他使用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抑制剂的治疗效果非常好，

但是后来就产生了耐药性。我们对他的肿瘤组

织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析（whole-genome 
analysis），结果发现肿瘤细胞里的MET基因

大量扩增，所以肿瘤细胞能够在EGFR信号通

路被抑制的情况下，依靠MET信号通路继续

生长、繁殖。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仅发现了

肿瘤耐药的机制，同时也找到了更好的治疗方

案，因为已经有了MET抑制剂药物。

循环肿瘤DNA对于肿瘤早期诊断有何帮助？

循环肿瘤DNA可以让我们早期发现肿瘤

复发的情况。如果一名癌症患者在接受了手术

治疗之后不久，液体活检又发现了阳性结果，

那么就说明体内还有残留的肿瘤灶没有清理干

净，还需要进行抗癌治疗，彻底消灭体内残留

的肿瘤细胞。将来，我们不仅可以借助液体活

检技术来判断是否患有癌症，而且还可以确定

患了哪种癌症。不过也应该小心一点，因为在

肿瘤的极早期时，循环肿瘤DNA的量会非常

少，有可能低于检测阈值，所以可能会出现假

阴性结果。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

向，因为有大量的早期肿瘤患者都是可以被治

愈的，而且是可以通过这种液体活检方式被发

现的。

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ur cells）这

个研究方向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进展，那么这

两种液体活检技术各自有何特点呢？

我认为这两种技术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

某些情况下，循环肿瘤DNA的诊断敏感性会

更高。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无法获取肿瘤细

胞，这时循环肿瘤细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替

代途径，但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如何在体外培养

这些循环肿瘤细胞。这些肿瘤细胞是筛选抗癌

药物的绝佳实验材料。

制药公司是否已经开始使用循环肿瘤DNA分

析技术了？

制药公司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而且液

体活检技术也已经作为筛选入组病人的一项指

标，开始被应用于临床试验工作当中。制药公

司也很想用循环肿瘤DNA分析技术来监测疗

效。如果相关的临床试验取得了成功，那么制

药公司就很有可能会将其中的某些检测项目开

发成诊断技术。一旦这一幕成为现实，那么循

环肿瘤DNA分析技术在诊断方面的价值就和

它在治疗方面的价值同样重要。与任何一种技

术一样，这种液体活检遗传学检测技术，以及

相关的管理法规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

我们不可能因为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放

弃这种技术。

采访Hans Clevers：建立类器官生物银行

2009年，Hans Clevers和Toshiro Sato（Sato随后成为Clevers实验室的博后）设计出了一

种可用于研究发育及疾病的新模型：由成体干细胞分化增殖形成的、可复制肠道内壁细胞结

构的三维“类器官”。现在全球已有100多个实验室采用多种类型的类器官来研究癌症等疾

病。现工作于荷兰Hubrecht研究所的Clevers针对类器官的发展潜力回答了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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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用类器官筛选药物比细胞系要好？

现在我们仍不清楚为什么有些癌症对一些

药物格外敏感或耐药。对于靶向治疗来说，我

们能预测效果。但传统的化疗，比如说用5-氟
尿嘧啶，我们就没法预测哪种肿瘤的治疗效果

更好。医学上已经可以对肿瘤进行详细测序，

确定各种肿瘤的遗传改变。但目前除了临床试

验，我们很难预测药物对这些肿瘤的治疗效

果。类器官和相应肿瘤具有一样的基因表现，

因此能填补肿瘤测序和病人疗效之间的空白。

你认为类器官对直肠癌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我们目前正和美国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 n s t i t u t e）、英国桑格研究院（S a n g e r 
Institute）合作，从大约20位直肠癌患者处获

取样本，建立类器官生物银行。我们不仅收集

了源自癌症细胞和正常细胞的类器官，还收

集了这些病人的蛋白质编码基因序列。我们

建立了非营利性的Hubrecht类器官技术中心

（Hubrecht Organoid Technology, HUB），

希望能扩建类器官生物银行。这个技术中心的

资源由全球学界团体共享，并且目前与15个
公司展开了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我们可以对

每个直肠癌病人建立肿瘤类器官，进行基因测

序和药物筛选。此外，很多常用于细胞系的实

验技术也可用于类器官，例如基因工具、细胞

分选和生物芯片。

这项研究是否已经开始进行临床试验？

是的，我的团队和HUB目前正与荷兰癌

症研究所（Netherlands Cancer Institute）的

Emile Voest合作，进行一个观测试验项目。

目前我们先收集了一些来自接受过化疗的直肠

癌病人的类器官模型，然后用这些类器官来检

测常见直肠癌药物的效果。这些病人会接受正

常的化疗。我们想知道的是，能否根据类器官

试验预测疗效。同时，我们启动了另一个研究

项目，这个项目里，我们会招募晚期直肠癌患

者为受试者。晚期直肠癌没有常规治疗。我们

会建立类器官模型、检测药物敏感度，然后为

医生提出适合各个病人的药物。由于我们选择

的药物种类较多，因此需要很多受试者——这

是获得大量数据，分析得出各类型肿瘤适合的

药物的唯一方法。

这种个性化治疗，是不是需要尽量缩短筛药的

时间？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推广类器

官技术。如果你得了肺炎，从培养肺炎细菌到

筛药，整个流程3天就能搞定。有了类器官技

术，我们可以告诉医生哪些药物组合有效的

概率更大。当然3天是不够的，可能要需要数

周。针对囊胞性纤维症的类器官筛药，大概两

周就能出结果。

类器官和移植瘤（把病人的肿瘤接种到免疫抑

制小鼠上，然后筛药）技术有什么差别？

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得到病人肿瘤

的相关参数。但利用类器官，你可以筛选更多

的药物和组合。并且，每个病人都能建立自己

的类器官，移植瘤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点。

你的癌症研究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类器官能够模拟肿瘤的关键部分，但仍然

缺乏一些重要元素。我们想把类器官和其它

因素结合在一起，让肿瘤模型更完整，更接近

真实情形。比如，我们想在模型中加入免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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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这样我们就能检测免疫疗法的药物。我们

可以通过简化来实现这一点，从肿瘤中分离淋

巴细胞，再将其种植于来源于同一病人的肿瘤

类器官中。或许，我们还能在模型中引入微生

物。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胃癌类器官中加入胃

癌的主要诱因——幽门螺杆菌。

类器官在筛选药物组合上作用大吗？

是的，肿瘤具有遗传异质性，同一肿瘤不

同地方的细胞对药物的敏感性也有很大差别。

通过类器官模型检测上百万种药物组合，我们

或许能推动基于测序的癌症治疗。

David Holmes. (2015) A DISEASE OF GROWTH. Nature, 521(7551): S2. 

Shraddha Chakradhar. (2015) Colorectal cancer: 5 big questions. Nature, 521(7551): S16.

Cassandra Willyard. (2015) Early alert. Nature, 521(7551):S4-S5.

Lauren Gravitz. (2015) Tending the gut. Nature, 521(7551):s6-s8.

Sarah DeWeerdt. (2015) Microbial mystery. Nature, 521(7551):s10-s11.

Megan Scudellari. (2015) Mix and match. Nature, 521(7551):s12-s14.

ERIC BENDER. (2015) Q&A Victor Velculescu. Nature(7551), 521:s9.

Eric Bender. (2015). Q&A Hans Clevers Banking on organoids. Nature, 521(7551):S15.

原文检索：

Eason、张洁/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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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Hot Topics

疫苗能挽救生命，但不是所有疫苗都有

效。据估计，当疫苗和病毒株匹配度良好时，

有效率也仅为50-70%。研究再充分，科学家

们也无法预测一个疫苗是否对特定个体有效。

研发有效率更高的疫苗需要对免疫系

统——一群非常有序的、能够检测和摧毁病原

体的细胞——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到目前为

止，科学家们通过对小鼠、大鼠、兔、狗和非

科学家们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来破译人体免疫之谜。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研究者们采用最先进
的技术来观察单个免疫细胞如何攻击肿瘤
细胞。

破解人体免疫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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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灵长类动物，甚至圆口鱼和海胆的实验分

析免疫系统的复杂性。但这些结果不一定适用

于人体。艾莫利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

免疫学家Bali Pulendran指出，动物模型有很

多，但我们缺乏的模型是人体。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着手研究最复杂的动

物模型。利用最新的技术，科学家们能够观察

单个细胞的作用机制，并同时分析多个细胞的

行为。数据分析、信息共享和多方合作确保了

实验的顺利进行，这些实验对于单个实验室来

说过于昂贵。科学家们希望能够为临床提供指

导，利用人体的免疫系统来防治疾病。

人体的免疫系统非常复杂。每种免疫细胞

都只是大部队的一小支。精英力量是淋巴细

胞，它负责识别特定病原体或异常的细胞。淋

巴细胞包括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  
NK cell) ，能快速杀死感染或癌变的细胞；B
细胞和T细胞，表面有识别特定病原的受体。

B和T细胞有很多子类型，包括调节性T细胞，

辅助T细胞，记忆B细胞，初始B细胞等。每种

细胞的作用都不同。这些淋巴细胞和巨噬细

胞、单核细胞（功能更特化）等相互合作，发

挥免疫功能。

人和人之间的免疫也大不相同。即使是同

卵双胞胎，他们抵御疾病的分子和细胞也不相

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多样性可以确保

种族类的部分个体能够从致命的疾病爆发中存

活下来——然而这种多样性让研究者们头痛不

已。

性别、种族、基因背景和疾病史都能影响

一个人的免疫响应，并且这种影响是不可预测

的。一种疫苗是否有效、某个个体是否过敏或

患有某种自身免疫疾病（这两者都是由于免疫

系统过于活跃而产生的），或是一个个体是否

会罹患肿瘤（发病原因是免疫系统未能及时清

理掉异常细胞）等，都由这些因素决定。

Pulendran等研究者从这种复杂性中看到

的不是困惑，而是机会。他们认为，借助精密

的仪器和数据分析来研究这种个体差异性将有

助于找出有效免疫响应的必要因素。

怀着这种信念，Pulendran等人开展了一

项创新性实验——研究为什么一种黄热病疫

苗非常有效。黄热病很危险，甚至会致命，

1937年人们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此后，在

接种的数亿人里，仅有12人染上黄热病。

科学家们早就知道疫苗能使身体产生T
细胞，T细胞能杀死感染黄热病毒的细胞，

但科学家们不知道具体的机制。2009年，

Pulendran等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接种

疫苗前后，这些人群体内免疫细胞的状态、数

量和种类的变化。他们发现，接种几天后，在

一种关键性免疫细胞（主要是树突细胞，帮助

T细胞识别病原体）中， EIF2AK4蛋白表达大

大上升。蛋白含量越高，抗黄热病毒T细胞越

多。

这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提示，有些元素能

够增强免疫响应，至少在黄热病毒疫苗中是

这样的。Pulendran等人之后也发现了能增强

对流感疫苗和脑膜炎疫苗免疫响应的蛋白。如

今，他们把这些蛋白标志物和免疫细胞子类型

联系起来，对个体间的差异性进行归类分析。

免疫响应差异性的另一主要原因是T细胞

和B细胞表面受体的不同。受体不同，B细胞

分泌的相对应的抗体也不同。为了产生大量抗

体，淋巴细胞成熟后基因会发生重排。这些抗

体帮助免疫细胞识别多种抗原。

研究者们希望能对这些受体进行基因测

序，从而找出增强免疫响应的关键，从而为研

发疫苗和设计肿瘤免疫疗法提供线索。

但每个受体至少是由两个独立的基因片段

合成的蛋白组成的，测序本身是不够的。研究

者们必须了解在个体细胞中，这些蛋白是如何

疫苗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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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配对的，以及哪些组合能引起最强的免疫

响应。

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奥

斯汀分校的化学工程师George Georgiou通过

一次研究一个B细胞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先将单个细胞包裹在复杂的液滴中，这个液

滴的核心是包裹细胞遗传物质的水；外层是

油，确保细胞之间分离开来；磁珠的作用是便

于操控每个小液滴，从而提取各个细胞的遗传

物质。这些数据能够揭示多种刺激能够诱导产

生的抗体类型——这对于设计疫苗非常重要

（见图：免疫细胞基因测序）。

Georgious等人希望以操作守则的形式发

表这种方法，以便其他研究者利用这项技术。

他表示，不熟悉这种方法的研究者们需要仔细

学习这项技术。“每种方法，尤其是学术实验

室的方法，都存在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但

对于那些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的人来说，个体免

疫细胞的准确信息依旧很难获得。

另一种测序方法是在DNA分析之前，利

用特制的磁珠来标记每个细胞。这些标记会和

细胞的遗传物质混合在一起，并起着条码的作

用，追踪每个原始细胞的动态（甚至还可以追

踪在池中接受分析的细胞）。马普感染生物

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fection 
Biology）的免疫学家Hedda Wardemann利
用这种方法一次性分析了超过46,000个B细胞

中编码受体蛋白的基因。

大部分微流体测序平台都由个人实验室，

例如Georgious和Wardemann研发，这些实

验室有资深工程师。但当领域扩大时，各大公

司也开始研发微流体测序平台。微流体领域的

巨头是旧金山的Fluidigm公司。

今年9月，Fluidigm公司开始使用高通量

芯片。这种芯片可用于该公司研发的C1微流

体平台，同时解析800多个细胞的基因，一次

运行时间大约为6.5小时。尽管C1系统的通量

远低于Georgious的液滴系统（该系统一天可

分析600万个B细胞），但是Fluidigm的技术

对经验的要求更低。Fluidigm计划在不久的将

来把通量增加到一次分析十万个细胞。

免疫细胞基因测序
科学家们利用包含水、油、细胞和磁珠的复杂液滴来
对免疫细胞进行基因测序。

快速流动的
油相

细胞

磁珠

液流通过特制的喷
嘴后，形成外层是
油，里面是水，水中
间是细胞和磁珠的小
液滴。

液滴中包裹的细胞被裂
解。遗传物质粘附在小
磁珠上。

被裂解的细胞

mRNA链

磁珠被收集
起来……

……遗传物质经
处理，准备测序。

分离出来的遗传物质被测
序，揭示每个细胞中独特
的免疫受体。

除了解析单个细胞外（见图：细胞攻击的

微型角斗场），科学家们还希望能研究接种疫

苗或感染后，细胞群体会发生哪些变化。为了

识别特定细胞类型，科学家们依靠细胞表面的

蛋白标志物来区别细胞。

复杂的细胞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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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克 萨 斯 大 学 安 德 森 癌 症 中 心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临床科学家Padmanee Sharma表

示， 尽管科学家们在不断取得进步，但很多

技术推进到临床的进程非常缓慢。每个新的临

床技术都需要标准和质量保障，因此需要接受

例如，CD4和CD8都在一些特定的记忆T
细胞上表达，但CD8在NK细胞上也有表达，

CD4则在单核细胞和树突细胞上表达。因此，

为了识别记忆T细胞，研究者们需要识别三种

蛋白标记物。为了更细的分类，检测的蛋白标

记物还要有所增加。

传统的分析手段是流式细胞仪。该技术通

过带有荧光的蛋白粘附在特定的细胞标志物

上，以此作为细胞分选的依据。但光谱的重叠

限制了能够识别的标记物的数目，一般都不超

过10种。

最新的细胞识别技术是质谱流式细胞

术——使用稀土金属，能够检测40种以上的

标记物。由于质谱流式细胞术能够识别一个样

本中的多种细胞类型，所以一个样本可以完成

多种实验。

举例来说，婴儿实验对于理解免疫系统的

发育至关重要。但婴儿通常不能忍受抽4-5毫

升以上的血，要知道即使是流式细胞仪，也需

要10毫升以上的血液样本。而质谱流式细胞

术只需要不到4毫升的血液即可。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免

疫学家Mark Davis使用质谱流式细胞技术来

追踪上百种参数，包括从210对双胞胎血液中

提取的72个免疫细胞群体。他的团队发现人

体免疫系统的差别可主要归因于环境因素，而

非基因。Davis表示，如果没有质谱流式细胞

术，这项工作就无法完成。

DVS Sciences是Fluidigm的子公司，

他们研发了一款名为CyTOF的质谱流式细胞

术。最新的版本增强了灵敏度和样本处理速

度，一次可以检测多个样本。

但这些技术都很贵。6月发布的CyTOF 的
新版本Helio的价格大约为50万美金，还不包

括服务费。因此在斯坦福大学，Davis和其他

实验室共用质谱流式细胞仪。

化整为零

细胞攻击的微型角斗场

除开追踪免疫细胞群体行为外，研究者们还想

知道细胞之间是如何沟通的。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免疫工程师Christopher Love
使用微流体技术来检测免疫细胞之间的互动。

他所在实验室的工程师们搭建了一个微型平

台（名为essentially ice-cube trays）：盘里

的每个孔内装有纳升以下的液体，而传统的

盘里则装有几十微升的液体。

研究者们利用这些微流体来观察NK细胞追踪

白血病细胞。他们意外地发现，即使是单个

NK细胞也会攻击其它非NK细胞。过去，研究

者们怀疑NK细胞之间通过分泌的化学信号彼

此沟通。但现在看来，这种沟通可能只才存

在于大的细胞群体中。

Love等人希望把单个免疫细胞层面的互动和

整个免疫系统联系起来，比较分析健康个体

和癌症患者的免疫互动。Love表示，有了这

些技术，首先你会问：我们能定义什么是正

常吗？然后你会考虑疾病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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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测试。目前的临床试验旨在帮助医生追

踪病人的免疫响应，并以此作为治疗决策的依

据。

沟通交流则是另外一个瓶颈。信息不断积

累，各合作者（包括统计学家、医生、基础

生物学家和工程师等）之间信息需要共享。合

作研究对后勤、资源和专业知识的要求很高。

由NIH资助的人类免疫学联合计划（Human 
Immunology Project Consortium, HIPC）的

宗旨就是促进此类合作。HIPC给先进仪器一

定资助，旨在把研究者们的劳动成果推广开

来。

HIPC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在线数据分

析和管理平台ImmuneSpace。研究者们可以

把数据存储在一个名为免疫学数据库和分析

端口（Immunology Database and Analysis 
Portal, ImmPORT，也是由NIH资助）的长期

存储盘中。HIPC目前正致力于建立细胞仪和

其它免疫解析手段（例如测量血清样本中的抗

体）中的标准化步骤。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计算免疫

学家Steve Kleinstein表示，另一日益增长的

技术需求是多种数据类型的快速交叉分析。

Kleinstein指出，数据非常复杂，你从网上找

到一段代码或者工具，然后用它分析你自己的

数据，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线索——但这很危

险，你有可能得到一些完全无厘头的结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Kleistein等人研发了

一款软件（Repertoire Sequencing Toolkit, 
pRESTO）。pRESTO能处理、解析和校对

高通量分析平台（例如Illumina）得到的原始

测序数据。研究者们也可以在不同运行环境中

分析数据，然后将结果导入pRESTO中。

另一款工具——门户网站VDJServe r
自4月发起以来，目前处于贝塔测试阶段。

VDJServer能分析B细胞和T细胞的受体数

据。德克萨斯大学的生物信息学家和免疫学

家Lindsay Cowell表示，这个软件的目标是为

那些毫无编程基础的研究者提供一个直观的

界面。VDJserver正式面世后，会增加更多的

分析工具（Kleinstein’s pRESTO 已被植入

VDJserver）。并且，VDJserver让研究者们

能够共享数据，甚至接入德克萨斯大学的先进

计算中心（Advanced Computing Center）。

西蒙弗雷泽大学（ S i m o n  F r a s e r 
University ）的分子免疫学家Jamie Scott表
示，目前人们仍然急需人类免疫学存储数据，

尤其是T细胞和B细胞测序数据。Scott目前也

在开发这类工具。

但可能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培训。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人类免疫学转化中心（Trans-NIH 
Center for Human Immunology）生物计算系

统部门的负责人John Tsang表示，大部分分

析都需要一些编程技巧，如今，大部分分析工

具都是面向专家的。因此，与这些编程专家合

作是大势所趋。

创造更多合作反过来又能确保这些工具促

进了基础知识向实际应用的转化。Pulendran
表示，使用这些让人激动的组学技术来进行测

量非常吸引人，但他认为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

测量和数据积累，而是获取和理解知识。

Marissa Fessenden. (2015) The cell menagerie: human immune profiling. Nature, 525(7568): 

409–411.

原文检索：

张洁/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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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Amazing Lives

雪豹在冰天雪地的喜马拉雅山脉中潜行，

却似乎对稀薄的空气毫不在意。然而事实又

是怎样的呢？有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正在研究这

个问题。小组带头人包括美国内布拉斯加大

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的Jay Storz、
美国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的

Jan Janecka和丹麦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Angela Fago。据他们所言，

猫科动物无论体型大小如何，其对抗缺氧能力

之低是出了名的。这是为何呢？Storz告诉我

们，猫科动物的血红蛋白（血液中携带氧气的

蛋白质）对氧的亲和力特别低，所以很难从稀

薄的空气中吸取氧气。不过，雪豹倒是反其道

而行之，喜欢住在海拔超过6000米的地方。

那么，难道是它们体内的血红蛋白经过了某种

修饰，能携带比其它猫科动物更多的氧气吗？

于是，研究小组与美国境内多家动物园

合作，从多种大型猫科动物（包括两头非洲

狮，一头老虎，一头金钱豹（leopard），四

雪豹的血红蛋白不足以适应高海拔生活

我在短时间内都不会

去回访你了，你那儿空气

太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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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cka, J. E., Nielsen, S. S. E., Andersen, S. D., Hoffmann, F. G., Weber, R. E., Anderson, 

T., Storz, J. F. and Fago, A. (2015). Genetically based low oxygen affinities of fe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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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雪豹以及一头黑豹（panther））身上获

取了颇有价值的血样，让Janecka和Trevor 
Anderson对血液中可携带氧气的蛋白质进行

克隆和基因测序。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

原来，当Frederico Hoffmann、Janecka和
Storz分析蛋白质序列时，发现雪豹携带的氨

基酸交换基团与其它所有的猫科动物完全相

同，同样限制了其血红蛋白的携氧能力。接

着，Simone Nielsen、Sidsel Andersen、
Roy Weber 和Fago分别在有或无2,3-二磷酸

甘油酸（DPG）——可在需要的时候协助血

红蛋白与氧分离——的情况下，测定各种猫科

动物的血红蛋白氧化能力。结果发现，它们的

血红蛋白与氧的结合能力都很低，且DPG的

促进效应对所有猫科动物的血红蛋白都完全不

起作用。

因此，雪豹的血红蛋白同其它大型猫科动

物一样低效，且其结构和功能与家猫的几乎相

同。那么，雪豹又是如何适应高海拔地区，弥

补血液中低下的储氧能力呢？Storz猜测，恐

怕就是更用力地呼吸，仅此而已。而Janecka
则热衷于另一个想法：在高海拔地区比较老虎

和雪豹的行为异同。听起来很疯狂吧？但谁说

不可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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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潜水的哺乳动物都能很好地适应水下生

活。它们拥有能精密调节以适应水上声音的听

力，以及能在极深的水下自如压缩的肺部，看

来似乎能够免受高水压生活的伤害。但是，水

下的生活并不都那么称心如意。近年来，总有

关于鲸鱼和海豚大量搁浅的报道——其中一些

表现出类似于减压病的症状——而附近海域正

好都有海军在使用声纳系统，这难道只是巧合

吗？美国威明顿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Gina Lonati等人猜测：

这些动物的潜水行为很可能发生了变化。由于

它们潜水时，氮气可能积聚于某些组织中，因

此上述变化会影响氮气的储存。研究小组已知

脂肪可吸收氮气，而其可储存的氮气量取决于

气体的化学组成。于是，他们决定进行试验，

观察包裹在鲸鱼和海豚下颌处的脂肪（能传递

声音到耳部）到底能够吸收多少氮气，以期确

定它们对减压损伤可能的易感程度。

研究小组先从小至大西洋细吻海豚

（Atlantic spotted dolphins）、大至抹香鲸

（sperm whales）的鲸类动物身上采集了下

颌脂肪标本，测定氮溶解度。结果发现：小

抹香鲸（pygmy sperm whales）下颌处每毫

升脂肪含氮气0.066ml；短肢领航鲸（short-
finned pilot whale）则是每毫升脂肪含氮气

0.101ml；而在该类动物体内的脂肪中，每毫

升仅含有0.062–0.075 ml氮气。这真是叫人大

吃一惊！接着，研究小组对脂肪的组分进行

了测定，发现是其中的高浓度蜡酯脂肪（wax 
ester fats）——其它动物体内不会如此——

鲸类也会得减压病？
       ——警惕下颌脂肪的氮溶解度

我的下颌脂肪
里面可溶的氮气可没

你的那么多哦。

啊！恐怕我得
注意一下自己的
潜水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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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氮气溶解度。而当他们进一步仔细分析

脂肪组成时，发现其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化学成

分（比如脂肪酸和乙醇）也会增加下颌脂肪中

的氮气溶解度。特别是细吻海豚、领航鲸和剑

吻鲸（beaked whales）。

Lonati猜测，正是由于剑吻鲸和领航鲸的

下颌脂肪有很高的氮气溶解度，再加上其深海

潜水的生活方式，才导致它们的下颌脂肪内积

聚了大量氮气，使得它们易于受到减压病相关

的损伤。

此外，Lonati还希望他们做的这种创新性

测量能有助于大家理解以下问题：当鲸类动物

潜水时，氮气如何在其体内循环。这样，就能

识别出可能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而产生减压病相

关损伤风险的其它物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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