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
读
生
命

走
进
科
学

生
命
世
界

无
奇
不
有



专题:

目录 CONTENTS

一、癌症诊断

三、移除循环系统中的癌症

四、基因组学如何重塑癌症诊疗

五、早期诊断胰腺癌是否可行？

六、人工智能如何提高癌症诊断

七、推动发展中国家癌症筛查 

八、癌症诊断圆桌会

九、观点及更多阅读

二、大规模癌症筛查的利与弊 

前言

45

48

01

03

43

本刊文章主要由国外网站文章编译而成，如有版权问题，请版权所有人与本刊联系。

凡本刊所载文章，版权归作者本人和本刊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生命奥秘”。

本刊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不能作为医疗凭证和依据，仅供科研参考。

CONTENTS
肿瘤诊断

02

09

16

21

26

32

38

43

1. 观点：是否筛查？我们需要更多数据

2. 观点：液体活检的未来

3. GRAIL液体活检，早期诊断多种癌症



1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1111111

肿瘤诊断

专题

前言
尽管癌症疗法获得了显著进步，但癌症仍然造成了全球大约

17%的人死亡。其中一个原因是缺少早期诊断——早期的癌症一般

是可以治愈的。幸运的是，现在研究人员在癌症疗法方面取得了令

人印象深刻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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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癌症诊断

诊断方式的缺乏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在治疗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癌症仍然是造成大

约六分之一人群死亡的原因。幸运的是，癌症

诊断正处于快速和颠覆性的变革中。对复杂的

癌症遗传学的研究使科学家对癌症有了更细致

的了解，实际上，每一种癌症都是罕见的。肿

瘤早期诊断的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其他诊断研

究也是如此。

例如，液体活检在癌症的早期检测中正

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使医生可以通过监测

血液，而非采集组织样本从便可对癌症进行诊

断。现阶段的任务是开展试验，使这项技术能

够在临床上常规使用。机器学习算法也开始成

为诊断中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人工智能可以

识别人眼无法察觉的细微模式。这种技术在胰

腺癌中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因为胰腺癌大部

分总是因发现得太晚而无法治疗。

然而，判断癌症的威胁有多严重颇为艰

难，不过早期发现癌症的能力确实给设计筛查

方案的人带来了挑战。研究人员正在测试一些

方法，以减少对低风险癌症的过度诊断和治

疗，同时又能保证检查的健康益处，特别是针

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关于筛查方案的争论在

何时以及是否应该进行检查方面产生了困惑。

在缺乏医疗基础设施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筛查尤其困难。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癌症这种疾病发生得非常隐秘，有很多因素阻碍其诊断。很多时候，肿

瘤都是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癌症在很久一段时间未被发现，以至于它在一个器官

中扎根或在机体内扩散时，即使拥有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在这种

情况下，人们最希望的就是能多生存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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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规模癌症筛查的
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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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痿和尿失禁是治疗前列腺癌常见的副

作用。对于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的男性来说，

尽管有这些严重副作用，选择治疗可能比不治

疗要好——前列腺癌是男性最大的癌症杀手之

一。但是，大部分被诊断为前列腺癌的患者肿

瘤生长缓慢，如果不加干预，这些肿瘤不太可

能造成伤害——治疗的潜在副作用掩盖了治疗

的益处。

这些人接受治疗是因为他们的癌症被筛查

项目检查出来。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也是乳腺

癌筛查的常见结果，这让研究人员质疑这些癌

症筛查是否弊大于利。

纽 约 纪 念 斯 隆 - 凯 特 琳 癌 症 中 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的流行病学家Sigrid Carlsson表示，如果使用

得当，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筛查可以显著降低

个体死于这些癌症的风险。然而，潜在的好处

可能并不一定大于在人群层面进行筛查的预期

危害和成本。 
筛查癌症是为了在医生有最佳治疗机会

的早期发现疾病。但是，关于乳腺癌和前列腺

癌筛查益处上的分歧，导致了关于筛查对象、

筛查时间和筛查频率方面令人困惑和矛盾的建

议。研究人员指出，筛查其它类型的癌症，如

结直肠癌和宫颈癌，争议较少，因为它们的生

长速度较慢，同质性更强，更容易发现和清

除，严重的副作用也更少。

科学家正试图通过开发更精确的筛查工具

来解决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筛查的问题。一个永

恒的主题是推动个性化的方法——每个人的风

险都以一种让他们做出明智决定的方式进行评

估。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数据，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约占美

国所有新诊断癌症病例的四分之一。这些癌

症的普遍发生，部分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和

90年代开始的广泛筛查。乳腺癌筛查通常使

用乳房X光片——一种低能量的乳房X光片，

以寻找在体检中看不到或感觉不到的肿块。前

列腺癌筛查包括检测血液中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一种由前列腺产生的蛋白质）的水

平。

早期筛查显示出了益处。例如，美国于

1963年首次开展的年度乳腺癌筛查试验，在前

18年里就将死亡率降低了25%。但在接下来的

三十年里，当科学家看到癌症发病率上升时，

他们开始感到担忧。2000年，研究者比较了美

国（癌症筛查是常用手段）和英国（癌症筛查

不是常用手段）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

发现PSA筛查导致美国更多的人被发现罹患前

有害的影响

越来越敏感的检测增加了过度诊断的风险。了解一个人患病的概率可以减少筛查的副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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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癌，但死亡率却没有低于英国。

研究人员开始意识到，筛查会导致对生长

缓慢、不太可能造成伤害的癌症的频繁诊断和

治疗，以及假阳性结果（即一个人被告知可能

患有癌症，而实际上并没有患上癌症）。一项

研究报告说，高达75%的PSA检测阳性结果是

假阳性。这些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必要的

活检诊断和治疗，都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有害的

后果，包括心理困扰、大小便失禁和勃起功能

障碍。

其他结果显示，97%的前列腺癌患者在诊

断后10年仍然存活，他们的前列腺癌处于一直

被监测但不进行治疗的状态。但90%以上的肿

瘤是通过放射治疗或手术治疗的，多达五分之

一的人有性、泌尿或胃肠道方面的副作用。加

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外科医生和乳腺癌肿瘤学

家Laura Esserman指出，事实证明，无论何

时进行筛查，你都必然会发现一些可能永远不

会引起你注意的慢性疾病。她和其他研究人员

正在推动改革，以提高准确性，最大化效益，

减少筛查的负面影响。Esserman认为，过度

诊断和过度治疗会造成伤害，我们需要做得更

好。

筛查改革的一个方向是更好地了解每个人

患癌症的风险，使用包括基因图谱在内的一套

测试，并相应地定制测试和筛查。英国谢菲尔

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研究癌症检

测和预防的Olena Mandrik希望，综合评估个

体罹患乳腺癌的风险，有助于将这一领域从有

关筛查计划的争议中转移出来。过去25年里，

对乳腺癌筛查试验的综述和荟萃分析不断增

多，人们试图澄清筛查的益处，但结果却恰恰

相反。

Mandrik指出，大多数综述完全不认同需

要推广乳腺癌筛查。去年，她报告了一项对现

有综述和荟萃分析系统综述的结果，她试图确

定这些文献在乳腺癌筛查的风险和益处方面

的一致之处。Mandrik发现，在随机对照试验

中，与不进行检测相比，筛查降低了50-69岁
女性的晚期癌症风险，并将所有年龄段的死亡

率降低了15-25%。但她发现，在降低50岁以下

或69岁以上女性死亡率方面，结果并不一致。

Mandrik也无法得出关于筛查的频率与过

度诊断发生的频率方面的结论。她将综述结论

中的一些差异归因于研究设计和实施方式的不

同。Mandrik认为，由于作者对研究的解读不

同，使用相同数据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

些通常支持筛查的人可能会看到更有利的结

果。此外，她补充指出，最初的放射科医生在

实施和分析乳房X光检查方面的经验水平可能

会影响结果，更多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可能会

减少假阳性结果。

各综述结论的差异反映在乳腺癌筛查

建议的差异上。例如，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是一个

由医疗专家组成的独立小组，它在2009年和

2016年得出结论，认为50至74岁的老年人应

广泛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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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每两年接受一次筛查。然而，美国放射学会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建议，对

于平均患病风险的人群，应从40岁开始，每年

进行一次乳房X光检查。在英国，50-70岁的女

性应每3年接受一次乳房X光检查。

Esserman表示，这种观点上的差异表

明，在研究人员和医生对待乳腺癌筛查的方式

上，有必要进行“路线修正”。尤其是筛查项

目需要更好地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各个病人

的乳腺癌在恶性程度等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

乳腺癌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所以将筛查作为一

种万能方法是没有意义的。

Esserman正试图更好地了解谁有患乳

腺癌的风险。她希望这将减少不太可能有害

的癌症的诊断，并避免不必要的治疗。她还

希望医生能更好、更早地对乳腺癌风险较高

的女性采取预防措施，比如避免激素替代疗

法——众所周知，激素替代疗法会增加患乳

腺癌的风险。自2016年以来，她一直在进行

一项试验，以测试比较基于个人风险的筛查

策略与传统的年度乳房X光检查。这项名为

“WISDOM”(Women Informed to Screen 
Depending on Measures of risk, 女性被告知

要根据风险衡量标准进行筛查)的试验使用一

系列衡量标准来模拟风险，包括寻找遗传易

感性、乳房密度和家族史标记的血液测试。

Esserman表示，她们不会放弃筛查，她们正

在试图找出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筛查风险最高

的人。

鉴别高、低风险的肿瘤也是前列腺癌领

域的一个问题。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 ty 
College London）的外科医生和泌尿科医生

Caroline Moore指出，传统上，PSA分数升

高或体检出现异常的人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活

检——在直肠中插入10-12根针，“希望能取

到肿瘤样本”。

Moore认为，这是一种碰运气的方法，不

能发现一些临床上重要的前列腺癌，只能检测

到大多数低级别肿瘤。某些类型的前列腺癌生

长缓慢，在人的一生中不太可能造成伤害。根

据一项综述，在筛查发现的肿瘤中，这类无害

肿瘤占2%-67% (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于研究

人群和筛选方法的不同而造成的。)为了提高

准确性和减少不必要的干预，Moore在进行活

检之前使用磁共振成像(MRI)进行了研究，以

帮助发现肿瘤，并评估可能的危险程度。在对

500名男性进行的一项国际试验中，Moore等
人发现，使用核磁共振成像可以避免不必要的

活检。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在252名PSA值升

高的男性中，28%的人没有癌症的迹象。磁共

振成像还有助于引导活检发现潜在的有害癌

症——38%的试验参与者被检测出肿瘤，而使

用超声引导活检检测到的只有26%。Moore提
醒，她们在核磁共振成像组中发现了更明显的

癌症，而且也发现了较少的小且有惰性的癌

症。

减少过度诊断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对前

列腺癌治疗后的生活质量有相当大的影响，

而且与活组织检查相关的感染风险也很大。

像Moore这样的研究结果已经使得一些组织推

荐使用MRI作为诊断前工具，包括英国国家健

康和护理优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和欧洲泌尿学

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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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筛查可能会导致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

Moore等研究人员也在测试作为筛查工具

的磁共振成像与传统的PSA检测相比表现如

何。Moore认为，如果MRI能成为首选，它将

成为英国的“游戏规则改变者”。由于缺乏证

据表明前列腺癌筛查可以降低死亡率，英国目

前还不提供前列腺癌筛查。

Carlsson对核磁共振成像能否广泛应用

于筛查持怀疑态度，因为它的成本较高，机器

和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相对不足。她担心，仅

仅依靠核磁共振成像来确定活组织检查的必要

过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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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能会漏掉一些癌症，这主要是因为所拍图

像的质量和核磁共振图像解读人员的专业知识

存在差异。居住在拥有现代化且维护良好的机

器，以及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和有经验的医疗护

理人员的地区的人，可能会得到更准确的MRI
结果。Carlsson指出，他们过去害怕过度诊

断，但现在可能担心诊断不足。

Carlsson认为，额外的生物标记，如血

液中PSA的总水平，可以衡量与蛋白质结合的

PSA和未结合的PSA，有助于做出是否进行活

检的决定。此外，还有一些工具可以用来计算

一个人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例如，4Kscore使
用四个前列腺癌生物标记结合年龄和病史来给

出个体风险评分。使用包括MRI在内的一套工

具可以帮助进一步减少活检的必要性。

多名肿瘤学家一致认为，日益敏锐的影像

学检查的发展，使癌症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

更成为问题。从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筛查中得到

的经验教训使医生在筛查肺癌等其它恶性肿瘤

时更加意识到这些不利因素。

研究人员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难题，包

括推广观察和等待策略，以观察癌症是否进一

步发展，而不是立即干预。这种方法被广泛推

荐用于宫颈癌和前列腺癌。研究人员指出，根

据一个人的患病风险来制定个性化的筛查计划

也有助于减少过度诊断。

但进步来之不易。Moore和Esserman都
承认，科学界对改革的谨慎和抵制给他们正

在调查的筛查改革带来了障碍。Esserman表
示，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改变人们对筛查益处

过度夸大的看法，让他们对益处和尽早诊断的

预期设定更现实一些”。她表示，这样的改变

“将减少医生和病人因检查做得不够而导致犯

错的恐惧，并帮助我们发现和抓住改善的机

会”。

对于Mandrik来说，筛查问题的最佳解决

方案将伴随着癌症治疗的突破而来，这将消除

筛查的必要性。她指出，如果对任何阶段的癌

症都有很好的治疗方法，那么就不需要筛查。

也许，在未来这将成为现实。但在那之前，筛

查给了我们降低死亡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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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除循环系统中的癌症

光镜下血液中的循环乳腺癌细胞（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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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士 顿 马 萨 诸 塞 州 总 医 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肿瘤

专家Ryan Corcoran在2014年开始治疗结直肠

癌患者时，并没有意识到治疗永远达不到预期

这一点。他的团队基于患者部分癌症组织的基

因检测结果，选择了一种疗法，最初治疗效果

良好。但不久之后，病情就在难以抑制的肿瘤

抗药性中恶化。

只有当此患者进行了液体活检，即基于血

液中散在肿瘤DNA分析检测，Corcoran才知

道为什么团队选择的治疗方法注定要失败。据

他解释，已知有一种突变会导致对该药物的耐

药性，但这种突变并没有出现在组织活检中，

而是在血液样本中大量表达。如果只是对不同

的病灶部位进行活检，可能会选择一种完全不

同的疗法。这个经验证明了从血液中寻找治疗

“答案”的益处。现在，以血液为基础的活检

在他的医院里已经很常见了，而且也越来越多

地在世界各地的癌症中心应用。

对于一些癌症来说，如晚期非小细胞肺

癌（non- small-cell lung carcinoma），欧洲

和美国的医生已经依靠液体活检来寻找可以预

测对某些药物具有反应性或耐药性的基因标志

物。但肿瘤学家仍然认为，这些测试还有巨大

的潜力未被开发。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医学中心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 of Montpellier）
的癌症生物学家Catherine Alix-Panabières表
示，与直接从癌组织中提取的样本相比，液体

活检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原发性肿瘤和转移癌的

情况。虽然这在活检非常困难的脑部等棘手的

组织中尤其如此，但对于更常见的肿瘤如前列

腺癌或乳腺癌更是如此。Alix-Panabières认
为，如果没有把针穿刺在正确的位置，可能会

丢失一些重要的肿瘤细胞。血液采样还可以帮

助临床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监测肿瘤情况，提前

预警复发，甚至在看似健康的人群出现癌症症

状之前预测其发生。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放射肿瘤学

家Maximilian Diehn表示，他们只是在摸索最

终将要做的事情的表面而已，但要达到这个目

标，研究人员仍需要展示有前景的概念验证结

果，以转化为能提供更好临床结果的干预措

施。

捕获血液中肿瘤特征的试验可有助于优化癌症治疗，或在症状出现之前检测到癌症。

液体活检展示了一种广泛的筛查技术，

用于以相对非侵入性的方式收集样本，而不是

直接从肿瘤组织上收集。尽管活检通常涉及血

液，但并非总是如此。一些研究人员正在探索

检测将尿液、粪便和唾液样本用于筛查的可能

性，这可能为某些组织的恶性肿瘤提供更好的

检测窗口。

研究人员可以在液体活检中寻找几个明显

的癌症指标。最早的精力集中在循环肿瘤细胞

（circulating tumour cell, CTC）的检测和分

恶性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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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上。这些细胞要么是主要肿瘤的部分细胞，

要么是正在进行的肿瘤转移扩散的指标，因此

是有价值的侵袭性疾病信号。巴黎居里研究所

（Curie Institute）的医学肿瘤学家François-
Clément Bidard表示，并不是在所有早期肿瘤

患者中都能检测到CTC，但是，当确实发现它

们时，大多数情况下，都与不良预后相关。

即使是侵袭性疾病，CTC通常也是稀少

的，其含量可能低于每毫升血液中一个细胞。

此外，一些肿瘤比其它肿瘤更有可能将其细

胞脱落释放到血液循环中。AlixPanabières指
出，相比于结直肠癌或胰腺癌等，CTC更容易

在前列腺癌和乳腺癌中被检测出来，因为在结

直肠癌或胰腺癌中，游离细胞往往会被阻滞于

肝脏中。

好消息是，当血液中出现CTC时，它们

通常会被清楚地识别出来。因为大多数CTC都

是上皮细胞（一种形成人体许多器官表面的细

胞类型），而正常情况下上皮细胞几乎不会在

血液中出现，除非这些细胞是由肿瘤释放出来

的。这意味着旨在捕捉上皮细胞的试验通常是

有效的CTC检验。

其中最成熟的检测方法之一是“细胞筛

查”（CellSearch），它已被FDA批准为转移

性前列腺癌、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检测方法。

该检测方法使用微球来捕获CTC，微球上包被

与已知上皮细胞蛋白相结合的抗体，同时还使

用了不同的抗体来过滤健康的血细胞，并识别

肿瘤特异性蛋白。Alix-Panabières表示，该系

统对于不同类型的转移性和局部癌症来说，功

能很强大并且具有可重复性。对1944名转移性

乳腺癌患者的回顾性分析表明，这种检测方法

具有很强的预后价值。在治疗开始时，每7.5
毫升血液样本中检测到少于5个CTC的人，其

生存率几乎是样本中存在更多CTC的患者的3
倍。

肿瘤学家仍然缺乏有力的证据表明，使用

CTC数据来指导治疗可以提高生存率。Bidard
组织了为数不多的试验之一来研究这个问题，

称之为STIC CTC METABREAST，其中晚期

乳腺癌患者的治疗计划基于CellSearch的结

果。Bidard表示，他们的数据表明，CTC数量

高的患者应该积极治疗，如果他们接受将化疗

作为一线治疗，预后会更好。

CTC还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可

以对转移性癌症进行解析，而不必寻找独立的

肿瘤生长物。Alix-Panabières指出，研究人

员可以分析整个肿瘤细胞，并获得有关基因、

RNA、蛋白质和分泌因子的信息。研究人员甚

至可以短期培养这些细胞，以监测它们的生长

行为和对药物的反应。她的团队开发了一个名

为“EPIDROP”的平台，使研究人员能够捕

获和分析独立生存的CTC。2019年，该团队获

得了一系列欧洲资助，支持将该技术作为指导

癌症治疗的工具来进行临床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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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分析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分析生物样

本中含量极少的DNA成为可能。许多临床医生

现在使用液体活检以确定循环肿瘤DNA的突变

和其它异常情况。相对来说，人们对这种DNA
的来源知之甚少，但它被认为是由垂死的癌细

胞释放出来的，而且似乎能显著代表肿瘤基

因组的多样性。Diehn表示，有明确的证据表

明，循环肿瘤DNA可由患者体内存在的多种肿

瘤沉积物所促成。

其中许多检测方法都基于聚合酶链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这是

一种可以选择性扩增特定DNA序列的生化技

术。PCR可以放大存在于少量分子中的信息，

使其更容易检测和量化已知癌症的相关基因突

变。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达纳法伯癌症研

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医

学肿瘤学家Geoffrey Oxnard认为，PCR是为

有一个明确的假设，并且知道正在寻找何种突

变而设计的检测。当医生考虑使用靶向特定驱

动突变（那些给癌细胞带来生长优势的突变）

的药物时，这一点尤其有用，比如靶向非小细

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rcinoma）中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的各种药物。一些EGFR突

变使肿瘤对治疗变得敏感，而其它突变则使这

些药物变得无效。

基于PCR的液体活检通常一次只能靶向少

量的基因，但基因组测序成本的下降使得检测

范围更加广泛，可以一次性检测几十个甚至上

百个与癌症相关的基因。Corcoran小组使用的

测序检测目前可以一次性检测出大约70个基因

的突变。他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发现性

工具。然而，这些测试仍然比PCR试验更昂贵

且更耗时，而且在做出临床决策时，可能会产

生难以解释的结果。例如，液体活检在揭示突

变对癌症的贡献方面是不确定的。

尽管PCR和测序有缺陷，但现在它们在临

床上已被常规使用，无论是在专门的现场项目

中（如Corcoran等人所运行的项目），还是通

过商业服务允许医生外包液体活检。Corcoran
表示，公司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试剂盒，附带采

血管和一个保护性的运输包装，结果通常在一

周左右就会出来。这些基于循环肿瘤DNA的检

测方法被证实具有惊人的威力。Corcoran及
其团队的研究表明，循环肿瘤DNA的全面液体

活检在结直肠、胃食管和胆道肿瘤的突变解析

方面可以与传统活检相媲美，甚至优于传统活

检。测序和PCR捕获了在组织标本中发现的

所有药物敏感性和耐药性突变，以及许多其它

重要的突变。在78 %的受检者中，循环肿瘤

DNA揭示了组织活检中未检测到，但与抗药性

有关的突变。

Oxnard指出，循环肿瘤DNA并非一个完

美的诊断工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会脱

落DNA，而且要将癌症来源的DNA突变与一些

非癌血细胞的随机突变DNA区分开来也是一个

挑战。从这点上看，液体活检可能会影响确保

我们能获得良好肿瘤样本的医生和告诉我们是

否有足够肿瘤样本的病理学家的判断。我们使

用了一条捷径，但有时会得到一个边缘质量的

标本。因此，Oxnard仍然认为这些测试是传

统活检的辅助手段，而不是替代技术。但是，

掌握了组织活检基因组数据的临床医生可以利

用液体活检重复取样，来追踪肿瘤的突变谱如

何随着治疗的变化而变化，并相应地调整治

疗。

整理碎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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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一线治疗后，临床医生很难确定

他们是否已经根除了恶性肿瘤，还是仅仅将其

减少为少数顽固的幸存者，而这些恶性幸存者

最终可能会导致复发。Diehn表示，辐射会在

我们靶向的区域造成疤痕，这在扫描上是可见

的，即便是在患者治愈后，也很难将其与残留

肿瘤区分开来。但是液体活检可以帮助捕捉这

种微小残留病变的信号，因为医生已经从最初

的活检中清楚任何癌性残留物可能的样子。

Diehn等人已经开发了一种基于循环肿瘤

DNA的液体活检测试，被称为“深度测序癌症

个性化图谱”（cancer personalized profiling 
by deep sequencing, CAPP-seq），它已经

重复证明了其检测微小残留病变的潜力。使用

基于测序的方法，CAPP-seq根据治疗前收集

的活检信息，靶向肿瘤基因组的独特区域。这

种基因指纹可以很容易地与非肿瘤DNA区分开

来。Diehn和他的团队已经在多种肿瘤中测试

了CAPP-seq，包括食道癌，团队的检测方法

可以使癌症在放射学上可见之前近三个月就发

现其复发的信号。

提早打击

研究者正为CAPP-seq液体活检准备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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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hn认为，那些仍可检测到循环肿瘤

DNA的患者基本上可以确定会复发，这些患者

可能是升级治疗的良好候选者。然而，这些测

试还没有被证明在临床上是有用的，Corcoran
指出，目前基于循环肿瘤DNA的活检灵敏度

有限，可能会产生高水平的假阴性，但其潜能

是显而易见的。2019年，位于加州圣卡洛斯的

DNA检测公司Natera推出了一种检测多种肿瘤

最小残留病变的方法，该方法利用其监测循环

遗传物质痕量水平的专业知识。

更令人振奋的是，通过常规的血液检

测，可以拦截无症状人群的癌症。马里兰

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Medicine）的肿瘤学研究员Nickolas 
Papadopoulos指出，筛查项目使得宫颈癌和

结直肠癌死亡人数大幅减少。数据表明，当早

期发现癌症时，更多的患者不仅能存活下来，

而且他们在治疗后还可以痊愈。CTC通常过

于稀少，以至于无法在疾病的极早期阶段检测

到，但一些研究小组正在朝着早期发现循环肿

瘤DNA的方向前进。

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的基因诊断公司

Grail在去年9月举行的欧洲医学肿瘤学协会大

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Congress）上展示了这样一项引人注目的

液体活检研究数据。该公司测试了多种分析

血液样本中循环肿瘤DNA的检测方法，这

些样本来自3600名患有和未患癌症的队列人

群。Grail同时研究了测序数据和名为甲基化

（methylation）的DNA化学修饰模式。众所

周知，甲基化会显著影响基因表达。引导这项

研究的Oxnard指出，事实证明，甲基化数据

在揭示肿瘤特异性DNA及其来源的组织方面功

能尤其强大，对胰腺癌等难治性恶性肿瘤的2
期阶段疾病的检出率可达76 %，且假阳性率低

于1 %。Oxnard表示，目前这项检测正准备投

入临床使用。

联合方法具有很好的前景。例如，

Papadopoulos等人开发了CancerSEEK，

这是一种基于血液的检测方法，可以同时检

测肿瘤DNA及其蛋白质生物标志物。他们指

出，在1000多人的队列样本中，对5种不同恶

性肿瘤的早期检出率可以达到69-98  %，假

阳性率低于1  %（图“寻找肿瘤类型”）。

CancerSEEK目前正由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的Thrive Earlier Detection公司商业化，该公

司由测试的发明者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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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adopoulos表示，来自1万名65-75
岁女性的追踪性研究数据将于今年公布。

从这个年龄组中，我们可以发现共病（co-
morb id i t ies），如潜在的炎症性疾病，这

可能会影响测试的特异性。在欧洲，Al i x -
Panabières是一项名为PROLIPSY的多国合

作的一部分，该合作正在探索CTC、循环肿瘤

DNA和被称为外泌体的肿瘤分泌RNA束的组合

是否有助于前列腺癌的早期检测和预后分析。

对没有症状的个体进行早期诊断会带来一

系列其它挑战。例如，即使是相对较低的1 %
的假阳性率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还增加了成本，这使得液体活检可能仅限于资

金充足的医疗系统使用。Bidard认为，如果这

是一个每六个月得出一些结论的测试，并且很

昂贵，那么最终它不会对全世界的癌症死亡率

产生影响。但是，一个方便有效的测试可以改

写癌症的结局，有可能将致命的恶性肿瘤变成

可治愈的疾病。

寻找肿瘤的类型
一种名为CancerSEEK的血液检测方法，可以搜索肿瘤DNA和蛋白质生物标志物，
对检测卵巢癌和肝癌尤其精确。

癌
症

检
出

率
（

%
）

卵巢 肝脏 胃 胰腺 食管 结直肠 肺 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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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因组学如何重塑
癌症诊疗

DNA测序使肿瘤学家能够根据基因突变来确定肿瘤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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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希腊内科医生Hippocrates首次描述

癌症时，他只确定了两种形式：非溃疡性癌和

溃疡性癌。19世纪末，内科医生在显微镜的帮

助下发现，癌症有多种细胞形式。

现在，科技再次改变了我们对癌症起源和

复杂性的理解。基因组测序提供了触发或推动

个体癌症发展的基因突变组合的详细特征，而

不是基于肿瘤位置的广泛分类。

阿 姆 斯 特 丹 荷 兰 癌 症 研 究 所

（Netherlands Cancer Institute）的肿瘤学家

兼医学主任Emile Voest指出，你现在看到的

每一种癌症都是罕见的。10年前，肺癌被分为

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现在医生通过近

30种基因突变的存在或不存在来描述肺癌的类

型。

基因组学不仅促进了医生对每个人癌症病

因的了解，也为了解癌症的发展及其对治疗的

可能反应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对一些人来说，这些信息将挽救他们的生

命——癌症基因驱动的知识已经改变了一些患

者所患癌症的治疗方式。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它目前只增加了新的数据，而没有增加他们的

寿命或新的治疗选择。但是，每一个被发现的

致癌或影响癌症的基因突变都是药物开发的潜

在目标，包括目前几乎没有可用疗法的癌症。

基因组测序为医生提供了更多有关癌症成因的数据，并改变了某些疾病的治疗方式。

位于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

症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哈利法个性化癌症治疗研究

所（Khalifa Institute for Personalized Cancer 
Therapy）的执行主任Kenna Shaw表示，几

十年来，我们已经知道基因和基因改变是癌症

的基础。

其中一些基因改变会中断肿瘤抑制基因

的正常功能，肿瘤抑制基因调节细胞生长和死

亡，通常具有抗癌作用。例如，肿瘤抑制基因

BRCA1和BRCA2的突变与乳腺癌、卵巢癌和

前列腺癌的显著高风险有关。

破坏支持细胞修复受损DNA能力的基因

功能的突变，以及产生致癌基因的突变都与癌

症有关。致癌基因是一种能将健康细胞转化

为癌细胞的基因。例如，HER2阳性乳腺癌涉

及一种突变的HER2致癌基因，该基因产生一

种蛋白质，促进癌细胞的生长。有时，就像

BRCA1和BRCA2一样，这些突变是遗传的，

但大多数并非如此。

澳大利亚墨尔本彼得·麦卡勒姆癌症中心

（Peter MacCallum Cancer Centre）的血液

学家Piers Blombery表示，识别致癌突变对诊

断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血液学癌症领域。

对这些“液体”肿瘤的诊断通常是由基因异常

决定的，有时有明确的致癌突变。例如，慢

性髓系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aemia, 
CML）是通过一种叫做BCR-ABL的突变基因

遗传癌症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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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诊断的，患者的22号染色体的长臂与9号染

色体的短臂相互易位，形成BCR-ABL融合基

因。大多数患有CML的人也有一条异常短的染

色体，名为费城染色体，它的存在也是诊断的

关键。

从所有癌症诊断的角度来看，基于基因

突变的诊断并没有如此重要，但即使没有，它

们的存在与否也可能改变对每个人的癌症的描

述。Blombery等人意识到，把某些东西称为

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太简单了，这并不能完全体现这

种疾病的生物异质性。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

现，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有4种不同的基因亚

型，每一种亚型在临床表现、进展以及（最重

要的）治疗反应方面都有所不同。

根据癌症的位置和涉及的细胞类型进行分

类仍然是必要的。Blombery表示，通过基因测

序，将这些宽泛的诊断细化到子类别癌症的确

定，其实大大改善了癌症的治疗。

癌症基因组学最大的影响之一是治疗选

择。Blombery指出，正确诊断是得到正确治疗

的最有力决定因素。一种针对携带特定突变的

癌症患者的早期治疗方法是曲妥珠单抗，1998
年批准用于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2001年，

伊马替尼被用于治疗具有费城染色体突变的白

血病。吉非替尼，以一些肺癌中的表皮生长因

子受体为靶点，于2003年获得批准。

一些基因突变可以显著改变治疗的选择，

即使这些治疗并不直接针对突变。例如，在慢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TP53基因突变意味着

化疗免疫疗法可能不会对癌症产生反应。如果

医生知道一个患者有这种变异，他们可能会选

择干细胞移植。在结肠直肠癌中，KRAS基因

的突变意味着患者不会对西妥昔单抗或帕尼单

抗等药物产生反应。某些突变也可能是癌症更

有可能对治疗产生耐药性的信号。例如，在急

性髓系白血病中，一些人携带某种突变，使其

所患癌症更有可能对一类名为异柠檬酸脱氢酶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IDH）抑制剂的

药物产生耐药性。

基于个体肿瘤的基因图谱来治疗癌症的

可能性导致了患者癌症基因组图谱的激增。

在荷兰癌症研究所（Nether lands Cancer 
Institute），每个转移性癌症患者都接受了癌

症基因组测序。它的数据库现在包含了大约

5,000人的基因组测序信息。该研究所关注的

是转移性癌症患者，因为对每个人进行基因测

序的成本太高，而且许多原发性癌症患者可以

用现有的治疗方法治愈。Voest表示，这个想

法是让死于癌症风险最高的人获得更广泛的潜

在治疗方案，无论这些方案是针对特定癌症的

标准治疗、标示外治疗还是试验性治疗。

2016年，该研究所推出了“药物再发现

方案”（Drug Rediscovery Protocol）。那些

迄今对标准治疗没有反应，但DNA异常，可

能对未获批准的治疗特定癌症的疗法有反应的

患者，在实验环境中接受这些未获批的药物治

疗。这种方法在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群中显示出

临床疗效。

治疗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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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表示，她采取了一种更集中的方

法，只有当某种突变已经有靶向药物时，或者

当患者已经没有治疗选择时，才对癌症患者

进行测序。她估计，对于实体肿瘤，只有大

约130-140个“可治疗的”基因，对于液体肿

瘤，“可治疗的”基因就更少了。

但是Voest提醒，对转移性疾病患者进行

全基因组测序不仅仅是为了找到目前可以治疗

的突变，也是为了找到尚未发现的基因目标和

治疗方法。提前确定人们的突变意味着，当研

究人员确实发现针对特定突变的治疗方案时，

“我们可以确定我们能帮助的患者”。即使测

序只能揭示坏消息，但对可能的预后的了解也

是有用的。Blombery指出，有时候能够告诉病

人这一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由于这种特殊的

分子损伤，你只能再活3-6个月，而且化疗都

不起作用。

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建立的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

（Cancer Genome Atlas），已经对33种癌症

类型的2万多份原发癌症样本进行了测序。这

只是NCI收集和分析癌症基因组数据，并支持

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新的治疗方法的一系列行动

之一。

N C I还支持癌症目标发现和发展网络

（Cancer Target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Network），这是一个由12个癌症研究团队和

中心组成的网络，包括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

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 tute）和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该网络的科学项目经理Subhashini Jagu表
示，这是一种桥梁项目，连接通过这些大规

模基因组计划产生的所有数据。该网络位于

NCI的癌症基因组办公室（Office of Cancer 
Genomics）。她补充指出，所有通过高通量

筛选产生的原始数据都将被存入数据门户，研

究人员可以在那里访问它。

为了帮助科学家理解这些数据宝藏，这些

中心也在开发、共享计算和分析工具。Jagu指
出，他们的目标是将系统生物学与癌症生物学

结合起来，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根据病人对特

定疗法的反应来对他们进行分类，或者在数据

集中找到特定的基因。这是癌症基因组学研究

的黄金时间。

然而，Voest提醒，基因组学并不是癌症

挑战的唯一答案。这只是一个起点。他指出，

新的技术，如RNA测序、基因表达图谱和蛋白

质组学，也带来了丰富的信息，以帮助确定和

治疗癌症。我们需要整合所有类型、所有层次

的信息。

与此同时，一些治疗选择，如检查点抑制

剂和免疫疗法，正在完全跳过癌症基因组学。

这些治疗方法针对肿瘤抑制细胞免疫反应的能

力，激活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杀伤作用。检查点

未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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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剂不针对特定的突变，也不受癌症突变的

影响。然而，有新证据表明，当患者有更多的

突变时，使用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肺癌等疾病可

能效果更好。

尽管癌症基因组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

据，但其实际效益仍不明朗。对于那些携带可

以被现有疗法靶向的癌症突变患者，癌症基因

组测序无疑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和生存率。但是

Voest承认，如果将癌症生存数据作为终点，

其益处可能还不清楚。已知的致癌突变数量远

大于目前可治疗的突变数量。如果仅看基因组

学在癌症细分领域（如乳腺癌）的进步，那么

他会认为基因组学的影响真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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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早期诊断胰腺癌
是否可行？

胰腺癌细胞难以检测，因此胰腺癌的早期诊断目前还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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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并非医学史最大的成功案例之一。

对大多数人来说，患有胰腺癌相当于被判了

死刑。在美国，只有10％的胰腺癌患者生存

期能达到5年。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专攻胰腺癌的外科医生Jeffrey Drebin指出，

长期生存的唯一治疗方法是在肿瘤开始扩散之

前就将其切除。但是这种疾病通常在人们开始

经历难以诊断的症状（例如腹痛和疲劳，各种

疾病都会导致这类症状）后的几个月才被发

现，此时只有约15–20％的患者仍适合进行该

手术。

胰腺癌很罕见——尽管它在全球常见癌症

排名中列第14位，但它是最致命的疾病之一，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43万多人丧生。到2030
年，预计该疾病将成为美国癌症死亡的第二大

原因。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和肥胖程度的提

高，科学家预计胰腺癌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并

夺去更多的生命。在欧盟，到2025年，该病的

死亡率预计将比2010年增加近50％。

胰腺癌如此致命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没

有胰腺就很难生存。藏在胃后面的胰腺一旦发

生肿瘤，比大多数其它身体部位更难以扫描出

来。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胃肠病学家Teri Brentnall表示，胰腺癌是一

种不寻常的癌症，其中“围绕癌细胞的细胞在

癌症形成中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鉴于这些困难，胰腺癌是很难在早期发现

的主要癌症（图“太晚发现”）。数以千计的

论文详细介绍了开发诊断方法的尝试，但是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临床证据证明哪种方法能作

为目前成像技术的补充。

影像学常常错过早期肿瘤，而且对于没

有症状的人（约90％患有癌症的人）来说，影

像学太昂贵且麻烦。液体活检（对血液等体液

中的疾病标记物进行测试）最终可能会进入临

床，但目前还在测试中。

改善胰腺癌的早期发现需要在两个方面取

得进展。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人口科学

家Alison Klein指出，一方面是用于筛查的技

术，另一方面是将该技术应用于合适的人群。

两者都很重要，我们需要共同开发它们。

胰腺癌通常只有在扩散后以及治疗选择受限时才被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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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晚发现
大部分胰腺癌被诊断时，肿瘤已经开始扩散（上小图）。
越早发现胰腺癌，治疗后越能延长生存期（下小图）。

 5年相对生存率（%）

   局部肿瘤
（原发部位）

区域性肿瘤 
（淋巴结）

 远端肿瘤
（转移瘤）

未知
（未分期）

诊断时的
癌症分期

这两类研究都是从已经患有这种疾病或极

有可能患这种疾病的人群开始的。休斯顿得克

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病理

学家Anirban Maitra认为，早期发现是一系列

筛子，可以筛除风险最大的个体。这些筛子不

仅可以合并已知的危险因素，例如家族史和遗

传学信息，还可以合并一个个体一生中收集的

电子病历。Maitra提醒，这些癌症不会在一夜

之间出现。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并且需要

改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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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许多步骤才能成为转移性疾病。强大的计

算机分析功能将电子医疗记录数据与家族病

史、遗传学、吸烟史、体重趋势和其它因素结

合在一起，可以比单独的任何其它因素做出更

有效的风险评估。

相关的努力在于组织大规模的胰腺癌人群

或胰腺癌高风险人群。由加州胰腺癌行动网络

（Pancreatic Cancer Action Network）慈善基

金会于2016年发起的精准承诺计划（Precision 
Promise）联合了全球35个研究中心。这些研

究中心追踪了3000多名患有遗传性胰腺癌高风

险的人。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 Langone Health）的外科肿瘤学家

Diane Simeone表示，他们一直缺乏更高层次

的组织结构来严格审查工作，他认为这是该领

域正在发展的方向。

患有该病的主要候选人是有家族病史或

具有基因突变的人，这些人易患癌症。先前

的遗传分析已经揭示了与潜在致癌基因（如

KRAS）和肿瘤抑制基因（如BRCA2）突变

相关的风险。与普通人群相比，患有2型糖尿

病、胰腺囊肿或慢性胰腺炎的人患癌症的风

险也更高，可以定期筛查高危人群的癌症征

兆，并且这种监视程序已证明是有回报的（M. 
I. Canto et al.  Gastroenterol . 155, 740-751; 
2018）。Simeone表示，如果以此方式发现肿

瘤，那么通过手术将其切除的机会将会从大约

15％上升到85％及以上。

但是，用于发现胰腺癌的三种主要成像

技术都不便宜或不够简单，无法进行更广泛的

筛查。Klein指出，内窥镜超声可能是对癌症

的早期征兆最敏感的方法，即通过口腔插入柔

性超声探头。然而，这必须由熟练的内镜医

师对人进行镇静和检查。磁共振成像（MRI）
的侵入性较小，并且被认为比计算机断层扫描

（CT）稍微敏感，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还

具有与辐射暴露相关的风险。但是MRI扫描价

格昂贵，并且需要经验丰富的射线照相师来分

析图像。

Maitra表示，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算

法，该算法可以识别表明早期肿瘤图像中的细

微变化，甚至可以识别胰腺肿瘤之前的变化。 
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是一组参与共享患者为其它疾病拍摄

（这些患者后期被发现患有胰腺癌）病理图像

的医院之一。Maitra 指出，他们每个机构都有

自己的算法，正在沙盒中进行游戏，以了解最

有效的方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胃肠病学家Michael Goggins
表示，MRI可能会在胰腺中检测到其它信号，

例如高脂肪含量，这可能是癌症的危险因素。

一些研究人员还在开发可用于高级CT或MRI成
像的分子探针，该探针可以靶向在胰腺肿瘤中

表达的诸如血凝素之类的蛋白质。

科学家也测试了更彻底的成像方法，包括

在常规的腹部超声检查之前，将含有肿瘤结合

蛋白的微泡注入胰腺。Brentnall指出，在小鼠

实验中（K. Foygel et al.  Gastroenterol.  145, 
885–894; 2013），这些蛋白质与胰腺肿瘤结

合，然后像一棵小圣诞树一样照亮整个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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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个实验室正在寻找血液和其它液体中

胰腺肿瘤的体征。这些针对许多种癌症的液体

活检技术正在寻找生物标志物，例如蛋白质、

循环的肿瘤DNA和RNA以及游离的肿瘤细胞，

并可能有助于疾病的检测和监测。

关于使用液体活检技术检测胰腺癌的数百

篇论文已经发表。但是，这些测试还远远不能

用于临床。德国埃尔兰根大学医院（Erlangen 
U n i v e r s i t y  H o s p i t a l）的分子生物学家

Christian Pilarsky表示，大多数人无法将癌症

与慢性胰腺炎（由炎症引起的永久性损害）区

分开。由瑞典隆德的诊断公司Immunovia开发

的一组血清蛋白可能具有更高的特异性。与该

公司合作进行研究的Pilarsky指出，该公司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确定检测胰腺癌的最佳抗

体，这种技术真的很有希望。Immunovia有望

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销售其测试。

但是，如果液体活检有助于胰腺癌的早期

发现，那么它们还必须战胜以很少的量发现生

物标志物这一挑战。Goggins表示，成像有时

可以发现不到1cm大小的肿瘤，但是这么小体

积的肿瘤可能无法释放出足以在血液中被检测

到的分子。通常情况下，液体活检仅能发现晚

期癌症。

对于寻找循环肿瘤DNA而非蛋白质的测

试，同样是一个挑战。Goggins指出，DNA可

以提供更高的诊断特异性，但是当目标基因

（例如KRAS）少量存在时，可能很难发现它

们的变化。更糟的是，某些突变可能会引起误

解。在大约90％的胰腺癌和大约80％的癌前

胰腺囊肿中，人们都发现了KRAS突变，但是

该基因在其它癌症中也发生了突变，并且发生

突变的大多数囊肿都不会发展为癌症。Drebin
指出，就其本身而言，KRAS并非胰腺癌非常

敏感的标志，甚至根本就不是癌症的标志。

Goggins表示，寻找目标基因突变以及某些基

因拷贝数变化的测试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他建

议，更好的测试方法是将蛋白质和DNA检测结

合起来。

几家新兴公司正在将各种形式的液体活

检应用于胰腺癌的临床测试，然而目前只能发

现五分之一尚未扩散的胰腺癌。Maitra指出，

也许，就目前的技术而言，这就已经是天花板

了。但是，即使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在早期被

检测出来，意义也比任何胰腺癌药物要重大。

但是，研究人员提醒，这样的测试还必须

提供极低的误报率。 Brentnall表示，作为一名

执业医生，他不能老是告诉那些没患胰腺癌的

病人，他们得了胰腺癌。Drebin则指出，假阳

性率应低于1％。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还

要增加可发现的可手术肿瘤的比例，这可能需

要结合液体活检和影像学检查。Pilarsky补充

指出，他们现在有针对胰腺癌的多模式疗法，

多模式检测或许是不错的选择，毕竟目前还没

有早期发现肿瘤的好方法。

液体活检



26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26262626262626

六、人工智能如何提高
癌症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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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小女孩到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NYU）朗格尼健康中心（Langone 
Health）进行常规随访时，检测结果似乎表

明，她几年前治疗过的成神经管细胞瘤已然

复发。女孩反复发作的癌症在大脑的同一

部位被发现，活检似乎证实了髓母细胞瘤

（medulloblastoma）的发生。

基于这个诊断，女孩将接受一个特定疗

程的放疗和化疗。但就在神经病理学家Matija 
Snuder l即将结束诊断、将她送上治疗之路

时，他犹豫了。他认为，活检结果有点不寻

常，他想起了以前的一个病例，被认为是髓母

细胞瘤的病变其实是别的肿瘤病变。因此，为

了帮助自己下定决心，Snuderl求助于一台电

脑。

他安排女孩进行了全基因组甲基化分析，

检查附着在DNA上的小碳氢化合物分子。这

些甲基群的加入是表观遗传学背后的机制之

一——在没有任何遗传突变的情况下，基因活

性发生改变——不同类型的癌症表现出不同的

甲基化模式。Snuderl将结果输入到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系统中，该系统

由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心（Germa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人员开发，并让计

算机对肿瘤进行分类。

Snuderl指出，肿瘤变成了胶质母细胞瘤

（glioblastoma），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

肿瘤。这个新的肿瘤似乎是在对原本的髓母细

胞瘤进行放疗导致的，因此需要一种不同的药

物和辐射治疗计划。对错误的癌症进行治疗可

能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不会真正摧毁癌症。

Snuderl表示，如果他只是在病理学上确定了

这个病例，那就大错特错了。

Snuder l使用的系统是人工智能作为诊

断癌症工具的早期例子。纽约大学朗格尼分

校的珀尔马特癌症中心（Perlmutter Cancer 
Center）在2019年10月获得了国家批准，可以

使用人工智能分类器进行诊断测试，世界各地

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类似的系统，以帮助病理

学家更准确地诊断癌症。其目标是利用人工智

能识别一些太过细微、肉眼难以察觉的模式，

从而引导医生采用更好的靶向治疗，并改善患

者的治疗结果。一些科学家甚至将人工智能应

用于筛查测试，希望能识别出癌症风险增加的

人，或在更早期发现肿瘤。

人工智能可以发现人类很容易忽略的细微模式。

甲基化分类器由数十名研究人员联合开

发，最初用于将髓母细胞瘤分类为亚型。德国

癌症中心的研究小组最终将研究范围扩大到

所有已知的100种左右的中枢神经系统癌症。

2018年3月，当初步结果公布时，研究人员将

分类器放到了网上。其他研究人员可以上传甲

甲基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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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化概况，在几分钟内了解癌症属于哪种亚

型。他们还会收到一份可靠性评分，上面写着

结果正确的可能性有多大。德国癌症研究中

心的神经病理学家Andreas von Deimling是该

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他表示，每个月大约有

1,000份这样的档案被上传。

虽然Langone使用的测试已经得到纽约州

的批准，但该网站指出，分类器仍然是一个研

究工具，尚未得到临床验证。这个分类器最初

是使用2,800个肿瘤样本来进行训练的，但是

自从网站运行以来，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大约

60,000个。von Deimlingb表示，这比一个病理

学家一生看到的肿瘤样本要多得多。通过大量

检查肿瘤样本，他们发现了以前病理学家无法

定义的新肿瘤。该系统将数据与其参考肿瘤列

表进行比较，并将其放入一组，但如果数据不

完全匹配，则该癌症的置信度较低。病理学家

检查得分较低的样本，如果至少有7个样本具

有相同的甲基化特征，便会将它们分配到一个

新的组，并重新训练分类器。分类器现在能识

别大约150种不同的癌症实体。

计算机识别这些癌症类型的能力可以降

低医院的误诊率。在最初的研究中，该算法发

现有12%的脑瘤被病理学家误诊。Snuderl认
为，纽约大学的病人中有类似的12-14%的错误

率。Snuderl则指出，能从正确诊断中获益的

人不是少数。

甲基化分析是昂贵的，通常只有大型癌

症研究中心才能够负担得起。因此，科学家希

望找到更简单的生物标记来识别这些亚型。例

如，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染色组

织来发现可见的差异，他们就可以为许多没有

甲基化分析资源的医院提供相同水平的诊断分

类。von Deimling指出，只有在一开始分组就

正确的情况下，才能开发这些标记。

正确诊断身体其它部位的癌症也很困难。

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前列腺癌，以及这种癌症

是否需要治疗，还是只需要观察随访，都是一

件棘手的事情。

大多数前列腺癌是通过在前列腺上一系列

标准位置的活组织切片来诊断的，但这可能意

味着实际的癌症被遗漏了。一种较新的方法是

使用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技术，它将不同类型的MRI扫
描组合在一起。但是训练有素的放射学家并不

总是同意他们在图像中看到的东西，那些经验

较少的在识别方面做得更差。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的放射学家Kyung Hyun Sung指出，要达到

一定程度的放射学专业知识，尤其是在前列腺

癌的MRI诊断方面，需要大量的训练。作为一

个主要的前列腺癌治疗中心，该大学有一个培

训放射科医生阅读此类图像的项目，并拥有具

备10年或更多年经验的专家，但这不是常态。

Sung认为，社区医院的医生很多没有接受培

训或缺乏专业知识。

提供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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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医院，Sung正在建立一个名

为FocalNet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帮助医生更好

地对前列腺癌进行分类。为了训练这个项目，

Sung等人收集了大约400份术前MRI扫描，这

些扫描来自于那些将要进行前列腺切除手术的

病人。研究人员向FocalNet提供了一部分扫描

结果，以及肿瘤的Gleason评分——由病理学

家对前列腺切除组织的恶性程度进行的评分。

然后，该系统寻找并学会在MRI扫描中发现符

合病理评分的模式。

接下来，研究人员要求FocalNet为一组

新的扫描片提供Gleason评分。计算机正确识

别了其中79.2%的临床意义重大的癌症。一组

至少有10年看MRI片的历史、每年看1000多
幅MRI片的经验的放射科医生，正确识别了

80.7%的病变——79.2%和80.7%之间的差异在

统计学上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目前，从MRI获得的Gleason评分价值是

有限的，因为它依赖于放射科医师对图像的解

读技能。但是，Sung表示，机器学习在这里

就有用武之处了。机器将是一致的，它不会因

人而异。在FocalNet这样的系统帮助下，即使

没有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也可以使用多参

数MRI，从而获得更清晰的诊断，指导进行正

确的治疗。

人工智能系统在一名女性乳房肿瘤发生前4年（左图）发现了它（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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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正确诊断很重要，但早期发现癌症

也能提高生存率。在美国，许多妇女从四、

五十岁开始每年都要做乳房X光检查。这就

产生了大量的成像数据。剑桥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的计算机科学家Regina Barzilay想看看

机器是否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更准确地评估一

个人患乳腺癌的风险。

B a r z i l a y收集了近4 0 , 0 0 0名女性的近

89,000张乳房X光片，这些女性在4年里接受了

筛查，研究人员将这些影像与国家肿瘤登记处

进行比对，以确定哪些女性最终被诊断出患有

乳腺癌。然后，她用这些图像和结果的子集训

练了一个机器学习算法，并测试这个系统，看

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癌症风险。这台电脑

将31%最终患上乳腺癌的女性列为风险最高的

一组。但医生使用标准Tyrer-Cuzick模型（基

于风险因素，如年龄、癌症家族史、第一次月

经周期和绝经期年龄）来评估——只有18%的

患者被分到高风险组，即使医生还补充了乳房

X光检查乳腺密度的数据到评估模型中。

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Adam Yala指出，

研究人员正在继续改进这个模型。研究人员希

望他们的工作能带来更个性化的乳腺癌筛查。

目前，专家对女性应该多久接受一次乳房X光

检查意见不一——频率太高，而且会推高医疗

成本，却没有任何好处；频率不够，而且可能

会漏掉一些早期癌症。Yala表示，如果麻省理

工学院的系统能够学会区分那些将在5年内罹

患癌症的人和那些不会罹患癌症的人，这可能

会让医生制定个性化的筛查时间表，并只向那

些早期扫描显示有高风险的人提供频繁的乳房

X光检查。

Google的研究人员也在努力改进癌症筛

查。美国和加拿大的医疗组织已经建议使用基

于低剂量X射线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对某

些肺癌高危人群进行筛查，欧盟也在考虑采用

同样的筛查方案。Google的计算机科学家想

看看他们能否通过人工智能分析肺部的低剂量

CT扫描来预测哪些人会患上肺癌。

他们收集了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运营的国家肺

筛查试验（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 
NLST）的近15,000人的约43,000份扫描数据。

其中，638人在第一次扫描时没有癌症，但在

一年内被确诊，活检证实了癌症。加州旧金山

Google的软件工程师Shravya Shetty指出，他

们的主要目标是尝试预测一个人在接受筛查一

年后是否会患上肺癌，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两

年的时间。

在只经过一次扫描的人群中，人工智能的

表现超过了6名放射科医生。人工智能减少了

11%的假阳性和5%的假阴性。当进行两次扫描

时，放射科医生的表现和电脑差不多。研究人

员希望，更准确的筛查将带来更有效的治疗。

该项目负责人、Google Health的医生Daniel 
Tse表示，他们最终想要的是让患者更早地发

现他们的癌症。

Tse继续指出，Google模型仍然不成熟，

人工智能系统在广泛的临床应用前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虽然这确实显示了巨大的潜力，但他

们将做进一步的研究，看看这些模型如何在更

大范围的数据、新环境以及诸如此类的环境中

相互作用。Tse等人的目标是将计算机技术与

医生的知识和技能相结合，并希望产生比这两

种技术中的任何一种单独产生的效果更好的结

果。

筛查提高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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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训练数据和改进的算法将提高系

统的准确性。医疗数据集，即使包含成千上万

的数据点，也比人工智能首次在图像识别领域

取得巨大成功的大型在线照片数据库要小得

多。例如，FocalNet项目只有417个人的图片

可供训练。但在这些情况下，科学家并不是从

零开始。他们使用其它机器学习研究人员开发

的技术和算法来启动他们自己的模型。他们还

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开发合成数据集——类似

于一些自动驾驶汽车算法利用《侠盗猎车手》

（Grand Theft Auto）等视频游戏的数据进行

训练的方式，而不是利用现实世界的数据。

医疗人工智能系统还需要针对训练对象以

外的人群进行验证：一个系统在一个医疗中心

或一个特定人群的测试中可能有效，但当它应

用于另一组人时可能会失败。麻省理工学院的

研究小组测试了他们的模型，该模型使用了来

自以白人为主的人群的数据进行训练，看看它

是否对黑人女性同样有效——结果确实有效。

Yala指出，可能乳腺癌的可见标记在不同的种

族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了解这一点的唯

一方法是检查。该团队正在测试一个利用来自

波士顿收集的数据模型，对来自底特律、台湾

和欧洲的人群进行测试，并希望对来自拉丁美

洲的数据进行同样的测试。Yala等人认为确保

它对每个人都有效是他们的科学责任。

人口多样性并不是唯一需要探索的问题。

这些方法也应该适用于其它类型的癌症。德

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希望在今年发表

一份关于肉瘤甲基化图谱的研究报告。据von 
Deimling介绍，肉瘤是一种在骨骼和软组织中

发生的癌症，这种癌症的诊断错误率为20%，

甚至更高。研究人员希望将焦点从肉瘤转移到

发生在器官周围上皮和皮肤组织中的恶性肿瘤

上。Barzilay的团队正在研究该系统是否能治

疗胰腺癌，虽然没有胰腺癌的常规筛查程序，

但为其它目的进行的筛查可能包含有用的数

据。Tse表示，他的团队正在研究使用人工智

能来判断皮肤病变是否为癌变。

没有一个研究人员认为人工智能会取代内

科医生、放射科医生或病理学家。但随着人口

老龄化、诊断测试的可用性增加以及对精准医

疗的日益重视，机器学习可以帮助医生完成工

作，识别需要关注的高风险病例，并帮助他们

对不确定的诊断做出决定。von Deimling不认

为计算机能提供医学上所有的答案。他不会把

诊断完全留给机器，这不是取代病理学家。这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应该由病理学家来掌

握。

优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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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动发展中国家癌症筛查

在乌干达，妇女正在等待接受乳腺癌筛查，乌干达在早期发现癌症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早期发现癌症的规划正在增加，但一些国家面临文化和后勤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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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当James O’Donovan医生

在乌干达农村开展一个公共卫生项目时，向8
名社区卫生工作者赠送了数码相机。他的要求

很简单：把面临的挑战拍下来。

除了出现水源故障和防蚊屏障不足的图

像，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有大量的晚期癌

症患者病例。O’Donovan指出，有几十张照

片显示患有乳腺癌的妇女已经到了乳头出血的

地步。恶性肿块大到肉眼可见。

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的博士生O’Donovan表示，这真的很令人震

惊。他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疾病，因为在英

国根本不会发生。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l ow -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癌症通

常只有到了晚期才被诊断出来，那时的治疗更

加困难。各国也正在做出努力，例如实施筛查

方案，以便更早地发现癌症。在一些地方，新

的战略和技术正在产生影响。然而，障碍仍然

存在，包括文化障碍、后勤挑战以及是否对可

能无法获得治疗的人进行筛查的伦理困境。但

随着癌症负担的加重，研究人员对这些挑战给

予了更多的关注。肺炎和疟疾等传染病和儿童

疾病长期以来一直是中低收入国家的优先事

项。O’Donovan指出，但是人们开始关注那

些被遗忘的疾病，包括癌症。

据WHO估计，到2030年，中低收入国家

每年将诊断出多达1100万例癌症，比2008年
增加80%。到21世纪末，癌症预计将成为世界

各地死亡的主要原因和提高预期寿命的最大障

碍。

早期发现癌症是预防死亡的一种方法。但

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在没有症状的人群中寻

找疾病迹象的筛查，比在高收入国家发生的可

能性要小得多。在高收入国家，宫颈涂片和乳

房X光检查是常规检查。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

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的流行病

学家Madelon Finkel指出，缺乏基础设施是造

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之一。糟糕的道路、农村地

区附近缺乏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设备不足

和医务人员短缺，以及不愿接受检查的情况，

都使癌症筛查变得困难。有时候，人们并不知

道这些测试的存在。

Finkel在印度和坦桑尼亚的项目中工作，

他表示，不仅有基础设施问题，还有人员问

题。他们去帮助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的能力非

常有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工作，为了得到更

明确的测试，你必须旅行很长一段距离到三级

医院，这在发达国家根本不是问题。

尼 日 利 亚 拉 各 斯 大 学 教 学 医 院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的放射肿瘤

学家Omolola Salako指出，治疗晚期癌症设

备的缺乏增加了实施改进筛查计划的紧迫性。

2003年，Salako在姐姐死于肾癌后，开办了

非营利性的护理和宣传机构Sebeccly Cancer 
Care。尼日利亚有大约2亿人口，正在增加其

放射治疗服务。但是Salako表示，仍然迫切需

要负担得起的治疗方法。他们没有足够的设备

来治疗病人。

找出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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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中低收入国家癌症的尝试主要集中

在子宫颈癌上。根据WHO的数据，全球每年

约有31.1万人死于宫颈癌（预计到2040年死亡

人数将增至46万），其中91%生活在中低收入

国家。宫颈癌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因为它

很容易发现，而且在早期发现的情况下很好治

疗。目前，这是WHO建议中低收入国家开展

筛查的唯一一种癌症。

资源贫乏地区的筛查方案与富裕国家不

同。在高收入国家，涂片检查是筛查的主要形

式。这包括从宫颈收集细胞进行实验室分析。

但这种检测昂贵、复杂，而且需要资金充足的

医疗系统。相反，一种叫做VIA（醋酸目视检

查）的测试在中低收入国家是更现实的选择。

这项花费不高的技术包括用醋溶液涂抹宫颈，

观察组织是否变白，并不需要实验室分析。

如果可能的话，WHO还建议对人乳头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进行检测，

这是一组性传播病毒，其中一些病毒株会导致

宫颈癌。HPV检测可以非常有效地检测癌症，

并降低死亡率。但是这种检测病毒DNA的测

试，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成本都高得令人望

而却步。

对中低收入国家，也有相对低成本高效的

治疗方法。在高收入国家，通常用冷冻疗法去

除异常细胞，这需要制冷气体。但这种方法给

中低收入国家带来了问题：油箱太重、运输困

难、加油费用昂贵。相反，中低收入国家的一

些从业者使用热消融：一种几乎无痛、无麻醉

的程序，使用热能在不到一分钟内清除异常细

胞。直到最近，WHO还只推荐冷冻疗法。但

在2019年，它发布了指导方针，支持并提供如

何使用热消融的指导。

热消融可以由非内科医生使用简单、轻

便、电池驱动的设备进行。在赞比亚试点阶

段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自法国里昂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妇科肿瘤学家Partha Basu等人发现，

热消融是安全的，可接受的，在消除癌前期细

胞上与冷冻疗法一样有效，并且热消融疗法和

冷冻疗法一样快，患者只需要去一两次医院。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这些工具的宫颈癌

筛查项目有明显的好处。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

德邦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Basu等人记录

了在进行了一轮VIA筛查后，与未进行筛查的

人相比，宫颈癌死亡率降低了35%。另一项研

究发现，通过HPV筛查和随访，死亡率下降

了50%。诸如此类的发现使人们对在全球范围

内根除癌症的可能性感到乐观。纽约大学朗格

尼健康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 Langone 
Health）的高风险癌症遗传学项目主任Ophira 
Ginsburg表示，即使是在资源较少的环境中，

宫颈癌也可以被看作是可以实现的目标的典

范。

筛查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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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u指出，尽管癌症筛查有明显的好

处，但参与度低是中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问题。

例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在印度，即使

努力使服务免费和方便，也只有60-65%的符

合条件的妇女参加筛查项目。调查显示了一些

不情愿的原因。在469名没有参加印度社区宫

颈癌筛查项目的妇女中，约有一半不愿接受检

查。在那些不情愿的人当中，46%的人表示，

她们认为如果自己没有任何症状，就没有必

要进行疾病检测；36%的人说她们害怕进行检

测，最常见的原因是她们认为这会很痛苦。一

些人担心对癌症进行检测会使其扩散，而另一

些人则认为诊断出癌症意味着她们将会死亡。

人们还担心治疗的费用，以及如果她们被诊断

出来，她们的家人将会经历的焦虑。在那些愿

意接受筛查但没有参加的女性中，有40%的人

说家务活使她们无法抽空去诊所进行筛查。

Finkel指出，考虑到这些问题可以大大提

高筛查的参与度。十多年前，她开始在印度的

Vellore建立一个宫颈癌筛查项目。她表示，

一开始很少有人来做检查——许多人说她们被

宣传材料中使用的“癌症”这个词吓跑了。随

后，一家农村医院开始开展有关筛查益处的教

育项目。现在，女性报告显示，她们更愿意接

受筛查，而且她们也会告诉朋友去做筛查。接

受筛查的女性人数已经从每年的几百人增加到

几千人。一开始，Finkel等人看到许多妇女患

有晚期宫颈癌，现在少很多了。

社区卫生工作者可以帮助促进信任。在

印度拉贾斯坦邦一个偏远地区的一个项目中，

Basu等人培训了10名以前没有接受过医学教

育的当地妇女，让她们去家访，评估身体质量

指数和吸烟习惯等基本健康指标，并寻找高血

压和糖尿病的迹象。卫生工作者还与人们谈论

吸烟和饮酒，寻找口腔癌的迹象——由于咀

嚼烟草的流行，口腔癌是印度男性的主要问

题——并教导女性如何检查乳房是否有潜在的

恶性肿块。他们还指导女性如何收集样本进行

宫颈癌检测，以便她们可以私下进行。

这种家访也延伸到家庭——这一点至关

重要，因为早期研究发现，筛查的障碍之一是

女性往往得不到丈夫和家人的同意。接受家访

后，超过90%的妇女提供了宫颈样本——大约

比典型的依从率高出50%。大约四分之三接受

子宫颈检查的妇女参加了后续检查，这表明在

家接受检查的妇女和去诊所的妇女一样有动力

寻求后续治疗。

O’Donovan表示，社区卫生工作者可以

为一些最难以接触到、需要癌症检测的人群提

供服务。但是工作人员很容易负担过重，而且

他们在癌症筛查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

究。尽管有数千项研究着眼于社区卫生工作者

在检测和治疗儿童疟疾方面的作用，但他的研

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只有15项研究着眼于社

区卫生工作者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作用。在乳腺

癌领域，他只发现了16项研究。

Salako指出，为了提高筛查率，可以利

用现有的基础设施。自2017年以来，Sebeccly 
Cancer Care已经在尼日利亚获得了用于宫颈

癌筛查的资助。拨款的同时，政府还规定了需

要筛查的女性人数：2017年为500人，2018年
为5,000人，2019年为7,000人。为了达到这些

目标，Salako等人与初级保健诊所合作，当妇

女因为其他原因来就诊时，为她们提供免费的

克服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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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测试。他们还与宗教组织、社区领袖、妇

女团体和国家卫生部合作，后者派出雇员到社

区鼓励妇女接受筛查。

Salako提醒，许多妇女仍然害怕去医院。

去医院的妇女会发现治疗的等待时间很长，而

且大部分妇女因为没有保险而付不起昂贵的账

单。全民健康覆盖是联合国为2030年制定的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但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

卫生系统仍然面临诸如难以获得保健和药品以

及卫生保健工作者短缺等困难。

然而，Salako的项目已经突破了目标。已

有数十名女性被诊断患有癌症并接受治疗。她

指出，如果每位女性都能接受宫颈癌筛查，那

么在癌前阶段发现宫颈癌的几率就非常高——

而且你可以治疗它们。

Finkel表示，乳腺癌也成为中低收入国家

筛查规划的一个重点，在这些国家，乳腺癌是

妇女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撒哈拉以南非洲除

外，那里死于宫颈癌的妇女更多；图“确认筛

查的影响”）。不幸的是，她补充指出，缺乏

乳房X光机和放射学家是早期发现这种疾病的

主要障碍。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正在研究在中国农村地

区使用一种可由护士或技术人员操作的便携式

超声设备。Basu说，这种设备带来的不适比

乳房X光检查要少，而且放射科医生也不需要

看结果。但是这项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研究

还没有证明该设备是有效的。

有一种更简单的策略，结果可能更令人鼓

舞，尽管目前还不确定：鼓励女性自己定期检

查自己的乳房，并寻求临床意见，如果她们有

这方面的担忧的话。乳房检查被认为是早期发

现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筛查，因为除非发现症

状，否则它不涉及医疗系统。但是研究表明，

有关乳腺癌的检查和教育可以增加早期发现癌

症的机会。一些项目也正在研究在中低收入国

家筛查其它恶性肿瘤，包括结肠直肠癌、胃癌

和口腔癌的潜力。

为了提高癌症筛查项目的数量和质量，

IARC启动了一个名为“五大洲癌症筛查”

（CanScreen5）的项目，这是一个包含所有

筛查项目以及成果数据的全球数据库。负责该

项目的Basu指出，问责制是一个重要目标。

就目前情况而言，一些项目弊大于利，假阳性

率很高，导致不必要的治疗和相关的心理影

响。例如，在韩国，许多年轻女性在不必要的

情况下接受了甲状腺摘除手术，一些人还患上

了并发症，因为筛查程序导致了不必要的后续

护理，而这些小型癌症并不一定需要治疗。

CanScreen5拥有来自欧洲近30个国家的定性

数据，目前正在收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数

据。Basu继续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建

立筛查项目，还要确保能获得好的结果。

研究人员还在探索创造性的想法和技术，

使癌症筛查更容易进行。一种可能性是通过远

程咨询或使用人工智能读取图像的计算机程序

进行远程诊断。2019年，NIH和位于华盛顿贝

宫颈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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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维尤的科技投资组织Greater Good的研究人

员宣布，他们已经基于哥斯达黎加收集的大量

数据集，开发出了一种算法，可以识别宫颈图

像中的癌前病变。该项目目前正在从多个地区

收集数据，以帮助改进算法，而且这些数据将

包含不同地区女性宫颈外观的细微差异。接下

来的步骤包括现场测试，找出如何用智能手机

拍摄高质量的宫颈照片，以及如何在卫生工作

者的手机上安装照片分析软件。

道德和护理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寻找

癌症本身就意味着病例数量的增加，而许多卫

生系统无法应对大量涌入的新患者。Finkel提
醒，筛选的首要规则是，除非你能做些什么，

否则就不要筛选。除非能够提供后续护理以检

测阳性病例，否则不应筛查。但是另一些人认

为，筛查有更复杂的意义——实施筛查项目可

能会推动对治疗的更多需求，在有支持性政策

的情况下，会增加对医生和治疗选择的投资。

随着研究证明癌症在中低收入国家日益增长的

影响，以及筛查的巨大好处，实施更好的筛查

和治疗将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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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癌症诊断圆桌会

图为研究人员开发的癌症“陷阱”示例图，这些“陷阱”可以帮助跟踪疾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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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动物研究表明，在皮下植入一个微小

的、吸引细胞的支架可以帮助医生追踪癌症的

进展，或能减少组织活检的需求。

研究人员发现，在恶性肿瘤从原发部位扩

散到身体其它部位之前，它们将肿瘤分子释放

到循环系统中，去抑制身体的免疫反应——这

一策略使癌症更容易渗透到远处的器官。密歇

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安阿伯分校

的生物工程师Lonnie Shea等人开发了一种支

架，可以在癌症扩散前检测和捕获循环免疫细

胞和癌细胞。

该团队的微型捕集器由可生物降解的聚酯

材料制成，设计用于植入皮下，靠近肺部或骨

骼等重要器官。植入物中的聚酯是多孔的，会

吸引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进而诱使循环的肿

瘤细胞附着在支架上。研究小组发现，免疫细

胞携带的十种基因表达水平的差异可能表明癌

症正在扩散。在对小鼠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可

以区分没有癌症的小鼠、患有非扩散癌症的小

鼠和患有转移癌症的小鼠。

研究小组指出，如果这种方法在人类身上

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那么就有可能在早期发

现即将发生的转移，从而实现更有效的治疗。

而且由于从支架上获取样本比组织活检侵袭性

小，植入物可以使医生更频繁地监测病人的病

情。这种支架甚至可以阻止癌细胞的循环，从

而减缓肿瘤的扩散。

本文介绍了癌症诊断相关的一些亮点研究。

1. “癌症陷阱”（Cancer traps）
检测早期扩散迹象

具体参见Cancer Res. 80, 602–612 (2020)

一项实验性的尿液测试可以检测出肿瘤细

胞DNA突变，而这种突变存在于大约95%的膀

胱癌中。这一结果为膀胱癌的简易、快速筛查

提供了可能。

一些医生已经通过检测尿液中是否含有

血液来检测可能的癌症。然而，这种检测不

是很敏感——只有大约五分之一尿血的人最

终患膀胱癌。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 ty 
of Birmingham）的膀胱癌外科医生Richard 
Bryan等人设计了一种检测从膀胱肿瘤中分离

出来进入血液的DNA片段的方法。这些DNA片
段通过肾脏的过滤系统进入尿液。

2. 尿检诊断膀胱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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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组对大约260名膀胱癌患者进行了

测试，在对志愿者的肿瘤进行测序后，他们建

立了一个与膀胱癌相关的突变库。研究小组测

试了志愿者的尿液中是否含有这些突变的DNA
片段。这项检测可靠地检测出了绝大多数膀胱

癌中存在的癌症突变，这表明它可能比目前的

尿液检测更准确。该测试还能检测出预测生

存率和复发前可能的无病间隔（disease-free 
interval）的特定突变——这些数据可以让临

床医生制定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具体参见 BJU Int. 124, 532–544 (2019)

具体参见PLoS ONE 14, e0225249 (2019)

三分之二的卵巢癌患者直到第三或第四

阶段才被发现，这种诊断滞后降低了有效治疗

的前景。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利用循环

microRNA （miRNA，一种参与基因表达调节

的RNA分子）来区分卵巢癌和良性盆腔增生，

增加了卵巢癌更早诊断和更少侵袭的希望。

哥 本 哈 根 大 学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openhagen）病理学家Douglas Oliveira领导

的研究小组评估了190份来自盆腔肿块患者的

血浆样本，这些肿块一半是良性的，一半是恶

性的。研究人员对每个血浆样本中的基因进行

测序，以评估卵巢癌或其他恶性肿瘤患者中46
种不同循环miRNA的水平。

研究小组发现，与良性盆腔肿块患者相

比，卵巢癌患者中有6种miRNA异常表达。通

常，这些miRNA中的一些被认为是人体对抗癌

症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然而，当miRNA的功能

被破坏时，肿瘤细胞可能会更容易增殖。

一项检测其中两种miRNA表达水平以及

一种已知的卵巢肿瘤标志物CA-125水平的血液

测试证明，诊断卵巢癌的准确率为96%。如果

这项测试能够在未来的一项针对早期疾病患者

的研究中得到验证，它可能会挽救生命——毕

竟早期卵巢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是晚期卵巢癌

患者的3倍。

3. 检测RNA片段，诊断卵巢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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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见JAMA Oncol.  6, 84–91 (2020)

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研究人员

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可

以在临床环境中准确识别多种癌症类型，这是

一项可以快速诊断癌症的突破。

计算生物学家Alexander Penson等人通

过向计算机输入包含晚期癌症患者遗传信息的

大型数据集，训练计算机识别各种肿瘤。数据

集包含有关基因突变和特定癌症类型的其它异

常的信息。

该团队在大约7,800名恶性肿瘤患者身上

测试了该模型，患者的癌症类型多达22种，包

括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肺癌、膀胱癌

和胰腺癌等。利用肿瘤DNA信息，该算法正确

识别出一个人患有哪种癌症的概率可以达到四

分之三。有些癌症比其他癌症更容易分类，例

如，结直肠癌比卵巢癌或甲状腺癌具有更独特

的基因图谱。当医生不知道一个人的癌症从身

体的哪个部位开始时，计算机在70%的情况下

能识别出一个可能的组织来源。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类型的人工智能模型

可以补充肿瘤活检等技术所能提供的信息，并

有助于明确癌症诊断。如果计算机的预测与临

床医生的预测有显著不同，人工智能分析甚至

可能改变癌症诊断。

4. 人工智能识别20多种癌症

一项针对500多万瑞典女性的研究表明，

基于家族史的个性化乳腺癌筛查计划可能会带

来更快、更准确的诊断。

为了发现大多数癌症，同时减少不必要

的检查，许多专家建议，在女性10年内患乳

腺癌的风险为2 .2%时，就开始进行乳房X光

检查。位于海德堡的德国国家肿瘤疾病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Tumour Diseases）
的Elham Kharazmi等人分析了瑞典的大量数

据，以计算出不同群体的女性达到这个阈值的

年龄。研究小组根据她们的一级亲属和二级亲

属中有多少人罹患浸润性乳腺癌，以及她们的

年龄，计算出了每位女性患浸润性乳腺癌的风

险。

根据这项研究，女性在50岁左右（美国

预防服务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建议50岁以上的女性每两年做一

次乳房X光检查的年龄）的平均患病风险达到

5. 基于风险的筛查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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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但是在人口中有很大的差异。女性有越

多的患乳腺癌的亲属，她就越早达到筛查的风

险阈值。例如，一名女性的姐妹被诊断为乳腺

癌，其乳腺癌风险在40岁时达到2.2%，而一些

有多个直系亲属患乳腺癌的女性在27岁时就达

到了这一风险水平。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筛查方案，在

这个方案中，女性开始筛查的年龄基于她的家

族史。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方法可以更

快地查明乳腺癌，使乳房X光检查项目更具成

本效益，并降低乳腺癌过度诊断的比率。

具体参见JAMA Oncol.  6, 68–74 (2020)

具体参见Lancet Gastroenterol . Hepatol. 4, 101–110 (2019)

长期随访的美国前列腺癌、肺癌、直肠

癌、卵巢癌和（全方位）筛查试验证实，相比

于未接受筛查的人，接受乙状结肠镜检查（使

用一个带摄像头的挠性管扫描肠道壁）的人，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较低，且患病和死亡的风险

较低。

几十年来，肿瘤学家一直在争论用乙状结

肠镜筛查结直肠癌的优点，而美国国家癌症研

究所的这项新研究旨在平息这个长期存在的争

论。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PLCO试验

的参与者，年龄在55岁到74岁之间，被随机分

配接受标准治疗（除了标准医生的预约外没有

特殊筛查）或使用灵活的乙状结肠镜进行定期

检查。

在后续研究中，在该筛选试验开始的15
年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Eric 
Miller等人报告，接受乙状结肠镜检查的受试

者发生结直肠癌的概率比对照组低18%，死于

结直肠癌的可能性也要低25%。

乙状结肠镜筛查的好处在男性中最为明

显。这项技术被认为可以改善健康状况，因为

它可以检测到被称为息肉的潜在癌症前体——

结肠中微小的球根状生长物——然后在它们发

展成恶性肿瘤之前将其切除。研究者认为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乙状结肠镜检查的益处如

何因年龄和性别而不同。

6. 筛查可减少结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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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点：是否筛查？我们需要更多数据

九、观点及更多阅读

“围绕筛查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反对的、不妥协的立场使得讨论毫无进展。”——Laura Esserman 

Esserman是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旧金山分校的外科医生和乳腺癌肿瘤学家。她也是

WISDOM研究的首席研究员。

邮箱：laura.esserman@ucsf.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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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Laura Esserman为一位43岁的妇

女进行了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术，这位妇女的

母亲在40多岁时死于乳腺癌。这名妇女本身

就是一名医生，她得知自己携带了一种基因突

变，有85%的几率在10-15年内患上侵袭性乳腺

癌。

相比之下，一名47岁的患者发现她患乳腺

癌的风险很低，她可以推迟到50岁再做进一步

的检查——这让她如释重负，考虑到筛查已经

导致她接受了两次活检，虽然结果都是良性，

但整个过程让人非常焦虑。

两位妇女都是在了解自身乳腺癌风险的基

础上做出护理决定的。她们通过参与WISDOM
（Women Informed to Screen Depending On 
Measures of Risk，妇女被告知风险检查结果

选择是否进行筛查）研究获得了这些信息。这

是一项美国全国性的临床试验，旨在解决长期

存在的问题，即筛查如何才能最好地被用于降

低妇女死于乳腺癌的几率。是所有40岁以上的

女性都应该每年做乳房X光检查，还是根据个

人的风险调整筛查频率和方法，哪种方式更有

效？

Esserman的同事——一位48岁的临床医

生告诉Esserman，她的母亲死于乳腺癌，她

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开始接受筛查，多久去一

次，或者做什么检查。这可能是因为仅在美国

就有至少8个来自可信组织的指南相互冲突，

其中大多数都与其他国家的筛查指南不同。 
提供筛查建议的数据来自20-30年前，那

时我们还不太了解乳腺癌的风险因素，也不知

道它不是单一的同类疾病。我们现在知道，不

是每个人都患有同样的乳腺癌，也不是每个人

都接受同样的治疗。然而，美国目前的年度筛

查模式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围绕筛查的讨论

变得激烈起来，反对的、不妥协的立场使得讨

论毫无进展。以系统、科学的方式收集的数据

将有助于把我们从这场辩论中解放出来。

当有人问Esserman，他们应该怎么做筛

查时，Esserman很高兴能推荐他们报名参加

WISDOM研究。被登记的人可以选择是否被

随机分配到个性化或年度组，或自主选择实验

组，并会被随访。他们需要接受筛查建议，并

提供数据集，为筛查和降低风险工作提供信

息。 
WISDOM正在测试的个性化筛选方法基

于已知的所有影响风险的因素——个人的基

因、乳腺密度、危险因子暴露和家族历史。根

据个人的风险评分，参与者将收到关于何时开

始筛查、何时停止筛查、筛查的频率以及如何

进行筛查，以及他们可以采取哪些步骤来降低

风险的建议。风险最低的女性可能会被要求每

两年进行一次筛查，或者直到她们50岁才开始

接受筛查；高危人群将被建议每6个月做一次

乳房X光检查，以及一次磁共振成像扫描。风

险最高的2.5%的女性将接受关于降低风险选

择的咨询。随着研究的进展，风险评估的进展

也被纳入其中，使其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

展。

许多放射学界人士认为，我们不应该容

忍遗漏任何癌症。然而，并非每发现一个癌症

都能挽救生命。筛查可以发现可能永远不会有

临床意义的非常低风险的癌症。这会引起不必

要的恐惧和焦虑，并导致可能永远不需要的治

疗。

在诊断时，筛查应能够将结果性癌症与极

低风险或惰性条件区分开来。WISDOM的研究

人员通过获取每个肿瘤的分子图谱来实现这一

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了解哪些人有患

人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乳腺癌筛查？Laura Esserman详细描述了为找出答案所做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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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癌症的风险，以及哪些风险群体的假阳性

结果最容易导致活检。

有许多试验涉及评估个性化的筛查策略。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正在努力增加试验的多样性。任何

试图解决癌症筛查问题的研究都必须确保它所

评估的人口反映了它希望影响政策决定的这个

国家的全部人口。重要的是，个性化筛查允许

研究人员调查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以帮助更

好地定制护理。

WISDOM研究并不是测试新筛查模式

的唯一大规模试验：一项名为MyPeBS（My 
Personal Breast Screening，我的个人乳房

筛查）的欧洲项目也在研究基于风险的乳腺癌

筛查。这些研究将告诉我们，个性化的方法是

否安全，是否减少了危害，是否受到人们的青

睐，是否推动采取预防性措施而非标准做法

（在美国，标准做法是4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接

受乳房X光检查）。重要的是，这些试验将有

助于建立基础设施，使个性化风险评估成为筛

选过程的一部分，而此时个性化或精准医疗的

概念已经普及，但得以实施的却很稀少。

了解哪些人有患不同类型乳腺癌的风险，

将有助于找到降低风险和帮助患者保持健康的

更好方法。现在是时候产生新的数据，为乳房

检查和预防实践提供信息，以改善治疗结果和

挽救生命。

过去十年，液体活检（利用例如血液等体

液中循环的生物标志物分析肿瘤）受到了广泛

关注。使用微创以及可重复的方式检测和确定

肿瘤特征的能力或许存在相当大的临床意义，

并且对于开发能够达到这一点的设备方面，已

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此技术现阶段并不

是肿瘤医生标准的临床工具。

大量工作涉及各种基于不同原理的检测

方法，使得癌症研究很混乱。另外，通过液体

活检方法检测的两个最完善的生物标志物：循

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和循环肿瘤基因（circulating cell-free tumor 
DNA, ctDNA），在分析前和分析步骤中存在

技术上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让更多的

临床医生掌握液体活检，研究界现在必须把

重点放在证明这些生物标志物的效用上。目

前包括欧洲液体活检协会（European Liquid 
Biopsy Society）和美国的Blood-PAC项目正

在努力研究。这些团体结合了学术界和工业界

的专业知识，有望开发稳健和可重复的液体活

检方法。

选择和完善单一的液体活检方法并非是

2. 观点：液体活检的未来

Catherine Alix-Panabières认为，此方法正在改变癌症的诊断方式，现阶段的挑战是使其

成为一种标准的临床工具。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4646

其目标。实际上，多种循环生物标志物的协同

作用能够揭示某种癌症的详细情况。重要的是

确定标志物的具体组合方式，这些标志物是癌

症状态、起源和进展的信号，并将这些信息提

供给临床医生。此外，不仅是循环肿瘤标志物

需要被考虑，随着免疫疗法发展成为一种重要

的治疗手段，也需要监测循环微环境的免疫细

胞。

因此，需要构建一种能够将所有这些数据

结合起来以获得精准检测肿瘤谱的规则。此种

进展可以指导治疗。例如，一位非转移性胰腺

癌患者的CTCs以及细胞外囊泡（由肿瘤分泌

的外泌体）可用于诊断该肿瘤是否能通过手术

切除。血液检测已经可以通过评估循环蛋白的

水平和ctDNA的突变来检测和定位8种可手术

切除的癌症。

为推进液体活检广泛使用，需要更多干预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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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由于缺乏临床前和临床标

准化，阻碍了这种获得精准检测肿瘤谱规则

的发展，但其也正在取得进展。例如，欧洲

PROLIPSY项目正在研究液体活检如何推动

前列腺癌的早期检测。研究人员将结合分析

CTCs、循环游离DNA（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cfDNA）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血清蛋白

水平较高的人的外泌体。其目的是首先识别前

列腺癌患者，然后将侵袭性癌症患者与非侵袭

性疾病患者区分开来。

观察性临床试验已经表明，C T C s和
ctDNA对不同类型的癌症具有临床意义。为了

进一步证明它们的效用，并将液体活检纳入临

床指南，需要进行干预性临床试验。这些试验

将利用从PROLIPSY等研究计划中收集到的

信息，并测试CTCs或ctDNA的检测是否可以

用来帮助患者。例如，可以在治疗前采集血液

样本，用于为患者匹配最适合他们的药物。在

治疗期间，定期的液体活检可以发现CTCs或
ctDNA的持续存在或增加，这将表明对所选疗

法具有耐药性。在肿瘤负担变得过重和无法治

愈之前，患者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治疗。定期的

液体活检也可用于监测有复发风险的人。

由于缺乏标准化，只能进行一些干预性临

床试验，并且这些试验正在进行。STIC CTC  
METABREAST研究表明，CTCs在将转移性

乳腺癌患者给予化疗还是激素治疗方面具有

临床效用。在大多数人中，CTC计数证实已

做出了合适的临床疗法选择。当情况并非如此

时，CTC计数可作为修改治疗方法的依据。而

TACTIK临床试验正在使用CTC数量来定义转

移性、耐去势性前列腺癌患者何时出现对化疗

的耐药性，以及何时改变正在使用的治疗方法

的指标。

液体活检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标准组

织活检仍不清楚。对于诊断原发性肿瘤或确定

难以提取样本的组织中转移病灶的阶段，液体

活检或许可以提供更可靠的替代方法。液体活

检还可以帮助避免侵入性组织活检后出现并发

症，如出血、感染和疼痛。

研究人员对液体活检的临床潜力已经了解

多年。为了推动它们的广泛使用，现在需要更

多的干预性临床试验，以及开发一种结合适当

的循环生物标志物进行诊断的规则。这是政策

制定者和业界必须介入的地方。只有这样，这

些简洁而强大的技术才能实现其成为快速、可

靠和非侵入性诊断方法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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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治疗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癌症仍

是全球第二大致死病因。2018年，超过950万
人死于癌症，大约每分钟就有18人死于癌症。

除了死亡人数和对病人及其家庭的毁灭性影响

外，癌症还对社会造成了惊人的经济损失。在

美国，2019年因癌症死亡而损失的收入估计为

944亿美元，预计2020年癌症医疗保健总成本

为1570亿美元。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损失之所以如此巨

大，是因为癌症诊断得太晚，通常在它已经转

移或扩散到身体其它部位之后才被诊断出来。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治疗就变得更加困难和昂

贵，而且存活的可能性也更小（图1）：89%
的被诊断为任何类型的局部癌症患者能存活5
年，相比之下，被诊断为转移癌的患者中只有

21%能存活5年。肺癌是2019年美国男性和女

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早期诊断和晚期诊断

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56%和5%。此外，晚期肺

癌的总医疗费用是早期诊疗的两倍。对所有癌

症而言，即使癌症死亡率降低1%，也会带来

数千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3. GRAIL液体活检，早期诊断

多种癌症

图1. 美国（2009-2015年）按诊断时疾病程度划分的5年癌症生存率。被诊断为局部癌症（绿色条形）的

人比那些被诊断为转移性癌症（褐色条形）并扩散到身体其它部位的人更有可能在诊断后五年内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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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个美国人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概

率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无论任何类型），但

在普通人群中，只有少数癌症——乳腺癌、

宫颈癌、结肠癌、肺癌和前列腺癌——有筛

查项目。超过60%的癌症诊断和死亡都是由于

缺乏筛查项目导致的。2019年，美国估计有

1,762,450例新发癌症病例，其中614,010例是

在筛查中被发现的，两者的差额为1,148,410。
这是由未筛查的癌症类型导致的新病例数，而

这一数字可能会随着未来人口的增长而增加。

大多数癌症没有筛查项目，因为它们在普

通人群中的患病率太低，不能作为对单个癌症

进行筛查的理由。然而，当通过一个测试能检

测多种癌症时，就会大大减少筛查量。因为体

内的所有细胞都能（直接或间接）进入循环系

统，血液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多种癌症检测分

析物（图2）。

在GRAIL，我们相信以血液为基础的多

种癌症筛查方法可以帮助克服器官特异性筛查

的局限性，更早发现癌症，治疗也更有可能成

功。实现这一目标是卫生保健领域最雄心勃勃

的事业之一，这正是我们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图2. 癌症筛查模式。（A）目前，癌症筛查是针对器官的，这意味着对一个器官的一次检查结果不能向患

者或其医生提供身体其它部位的其它类型癌症的任何信息。一般人群中只接受针对五种类型癌症（乳腺

癌、肺癌、结肠癌、宫颈癌和前列腺癌）的筛查。（B）以血液为基础的多种癌症早期检测试验可以从一

次抽血中检测出50多种癌症，其中许多癌症是未经筛查的。CT，断层扫描。

*前列腺癌筛查由患者自主选择是否进行筛查。

低辐照剂量 CT
（肺癌）

肺癌

前列腺癌

可筛查
的癌症

乳腺癌

结肠癌

宫颈癌
淋巴癌
浆细胞瘤
卵巢癌
膀胱癌
胃肠道癌症
肝癌
胰腺癌
头颈癌
直肠肛管癌
子宫癌
肾癌
黑素瘤
甲状腺
髓系肿瘤
肉瘤
多种其它癌症

“一种测试检测一种癌症”的方法 “一种测试检测多种癌症”的方法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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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的巴氏筛查试验是早期发现减轻

癌症负担的最好例证之一。自1950年以来，巴

氏试验已经使美国宫颈癌的死亡率降低了大约

70%。其它癌症筛查测试，如乳房X光检查、

结肠镜 /粪便检查和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

（LDCT），也分别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肠

直肠癌和肺癌的死亡率。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但由于现有检测的

假阳性率较高和对非致命性癌症的潜在过度诊

断，因此，对癌症筛查的建议仍存在争议。如

果所有50到79岁的美国人都按照历史上的依从

率遵循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目前的筛查建议，

将会有大约900万阳性检测，其中只有151,000
例是真癌症——假阳性比真阳性多60倍。

基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的前列腺

癌筛查是假阳性较高和过度诊断的潜在后果的

一个例子。2018年，美国前列腺癌筛查预防服

务工作组（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on prostate cancer screening）得出结论称，

尽管PSA筛查可能对部分男性有益，但由于过

度诊断和过度治疗，许多人会遭受伤害，包括

假阳性结果带来的心理伤害，以及随后活检和

治疗带来的痛苦并发症。大型随机临床试验表

明，接受前列腺癌筛查的男性中有20%到50%
的PSA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他们实际上并没

有罹患前列腺癌。此外，在患有前列腺癌的男

性中，许多人没有必要接受治疗，因为大多数

前列腺癌进展非常缓慢，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症

状。

除了作为结直肠癌金标准的结肠镜检

查外，对于大多数现有的筛查指南而言，阳

性预测值或真阳性的可能性也非常低（一般

<5%）。因此，大多数筛查试验只有在用于检

测患癌高风险人群时才可行，而且在一般人群

中检测癌症的能力非常有限。

过去的成功，现在的局限

为了克服单个器官特异性筛选试验的局

限性，GRAIL开发了一种具有探索性的多种癌

症早期检测试验，它可以从一管血液中检测出

来自癌症的DNA信号。该检测符合我们认为

的安全有效的多种癌症早期检测关键标准（表

1），包括在高风险人群（例如超过50岁）中

进行多种癌症的检测（同时检测50多种不同的

癌症）；优先发现致命的癌症，以避免过度诊

断那些即使不治疗也不会致命的癌症；假阳性

率极低；易用性；以及预测肿瘤的起源组织，

或肿瘤在体内的起始位置，然后临床医生需要

进行进一步的临床和诊断评估，并指导治疗。

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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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癌症生物学、DNA测序和计算数

据分析的许多进展，这项测试的开发是不可能

的。例如，包括肿瘤细胞在内的所有细胞都能

将DNA片段释放到血液中，这一发现是我们从

血液样本中检测癌症的基础。由于这些无细胞

游离DNA （cell free, cfDNA）片段来自于编

码所有细胞功能的基因组，对这些片段进行测

序和分析可以揭示体内的细胞是正常的，还是

癌变的。

然而，血液样本中的癌症信噪比（肿瘤

cfDNA片段）通常非常低——相当于数千个正

常cfDNA片段中只有一个肿瘤cfDNA片段，这

使得检测和分析具有挑战性。三方面的问题限

制了临床敏感性：（1）体内非癌细胞多于癌

细胞，导致背景cfDNA片段多于肿瘤cfDNA片

段；（2）大多数正常cfDNA来自于血细胞，

血细胞中积累了常见的与年龄相关的突变（由

于克隆性造血），这些突变与癌症突变非常类

似；（3）DNA测序不完善，导致数据错误。

许多化学和计算方法（例如，数字液滴聚合

酶链反应（digital droplet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和分子条形码）已经被开发出来，

用于放大信号和减少错误，从而达到早期癌症

检测所需的临床敏感性。然而，实现多种癌症

试验所要求的临床性能（例如，临床有用的敏

感性、高特异性和精确的定位）一直是一个挑

战，因为这些大多是基于对肿瘤突变的检测。

与非癌症来源的突变（如源自克隆造血的突

变）相比，每兆人类基因组中的肿瘤突变相对

罕见，而且很少有突变能确定确切的癌症类

型。

通过关注DNA甲基化，我们的测试获得

了高特异性（低假阳性率）。甲基化是一种生

物机制，控制何时何地在体内执行不同的基因

标准 GRAIL早期多种癌症检测

高风险人群 ● 癌症风险较高的个体（例如，超过50岁）。

最多可测的癌症类型
● 对50多种癌症进行“泛癌”检测。

● 75%被检测出的癌症没有对应筛查项目。

安全性：假阳性率低
● 高阳性预测值，最佳安全措施。

● 基于>99%的特异性，假阳性率非常低。

安全性：防止过度诊断 根据初步数据，优先发现致命癌症。

起源组织定位 ● 高精度（93%）癌症定位，指导后续诊断检查。

方便使用 ● 简单易用，保证最大程度的实施。

表1 评估早期多种癌症检测的关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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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指令。与典型的癌症突变只影响少数几个基

因组位置不同，人类基因组中有近3,000万个

位点（称为CpG位点）可以被甲基化或非甲基

化，这使得它们成为检测癌症的普遍而丰富的

信号。通过使用高效的定向亚硫酸氢盐测序和

机器学习，我们可以读取甲基化DNA序列并

识别那些异常甲基化。在多种癌症早期检测试

验中，我们分析基因组中超过十万个甲基化区

域（覆盖约100万个CpG位点），以评估癌症

存在或不存在的甲基化模式。此外，我们利用

人体中不同类型的细胞在其基因组中有独特的

DNA甲基化模式这一事实，来确定癌症在体内

的位置（图3）。

图3. 利用血液中的DNA甲基化模式来追踪肿瘤。靶向性基于甲基的多种癌症早期检测测试可以识别血液

样本中无细胞DNA （cfDNA）片段的DNA甲基化模式的差异。这些模式取决于不同细胞类型的特征，异

常甲基化的cfDNA可以用于检测癌症，并在体内定位组织起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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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结肠癌
cfDNA 片段

结肠

非肝癌
cfDNA 片段

肝

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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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结肠癌
cfDNA 片段

甲基化数据库

红细胞

肿瘤细胞的 cfDNA 片段与非癌
症细胞的 cfDNA 片段具有不同
的甲基化模式。

体内不同的组织有独特
的甲基化模式。GRAIL
已经开发了一个大型数
据库，记录了患有和未
患癌症的患者的模式。

从血液样本中
分离出 cfDNA
片段。

对 cfDNA
片段进行测序
和分析

靶向性酸性亚
硫酸盐测序

+

机器学习分类器可以确定是否存在癌症。如
果检测到癌症，甲基化指纹将与数据库匹配
（步骤 1），以预测癌症的位置。

器官特异性
甲基化足迹

分类器

预测起源器官

癌症 ?
Y/N

所有的细胞都会将 DNA 片段释放到
血液中。这些游离 DNA 片段的甲基
化模式反映了它们的组织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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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期的研究表明，用于分析甲基化模

式的全基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方法优于用于癌

症检测的全基因组测序和靶向突变方法。DNA
甲基化的性能优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生物学

特性，使其在低信噪比下更稳健。具体地说，

基因组中大量和广泛分布的DNA甲基化位点

使得对甲基化区域进行更深层次的测序成为可

能，这些甲基化区域对癌症检测和起源组织定

位特别有用。高测序深度是测序数据质量的衡

量标准，对于检测低丰度cfDNA片段的肿瘤突

变，并将其与DNA测序错误区分开来至关重

要。此外，使用靶向突变方法检测肿瘤突变也

可能会与自然衰老相关的克隆造血突变相混

淆，这些突变可能会被误解为癌症。为了避免

这些潜在的假阳性并达到高特异性，基于突变

的方法需要对白细胞进行平行测序以过滤掉这

些非癌症变异。因为这些变异很少影响DNA甲
基化位点，基于甲基的癌症检测不需要额外的

测序步骤。

我们开发了名为分类器的计算机模型，利

用机器学习来区分癌症特异性信号（异常甲基

化模式）和非癌症信号（正常甲基化模式）。

这些分类器是通过使用一个DNA甲基化模式的

专有数据库进行训练和验证的，该数据库来自

数千名被诊断患有不同类型癌症的人和未被诊

断患有癌症的人（包括健康的人和有其它疾病

的人）的数据。据我们所知，这个甲基化数据

库是世界上同类数据库中规模最大的，也是我

们靶向甲基化多种癌症早期检测所用分类器性

能的关键。

为了实现基于血液的多种癌症早期诊断，

我们设计了一个严格的过程开发，进行了人口

规模的早期癌症筛查检测试验（图4）。这个

过程包括目前最大的临床基因组学项目之一，

一共有4个临床研究，参与者均来自北美和英

国，总参与人数超过180,000名。这些参与者

具有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癌症患者

（各种类型和分期）和非癌症患者（健康或患

有其它疾病），以确保我们的多种癌症早期检

测对尽可能多的人是安全、有效和有用的。

从化验室到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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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项研究中的第一项是循环无细胞基

因组图谱（Circulating Cell-free Genome 
Atlas, CCGA）研究（www.cl inicaltr ials.
govnct02889978），共有来自142个地方的

15,254名参与者。CCGA被分为三个预先指定

的亚研究，以开发用于多种癌症早期检测和

识别的机器学习分类器：亚研究1 （之前已报

道）确定了性能最高的分析方法，以供进一步

研究；亚研究2（训练和验证），训练和验证

用于癌症检测和基于靶向甲基化方法的起源组

织定位的分类器；亚研究3（最终验证）验证

了靶向甲基化方法的优化版本（该分析正在

进行中）。第二个子研究包括来自CCGA的近

4,500个癌症样本（在所有阶段中超过50种类

型）和非癌症样本，分为一个包含3,133个样

本的训练集和一个包含1,354个样本的独立验

证集。为了优化测试特异性，该数据集与来自

STRIVE研究（NCT03085888）中非癌症参与

者的2,200多个样本（训练的1,587个，验证的

615个）相结合。第二个亚研究的靶向甲基化

方法正用于临床研究（NCT04241796），该研

究会将结果返回给医生和患者。

在验证数据集中，多种癌症早期检测的假

阳性率为0.7%，总体检测敏感性（真阳性率）

为54 .9%（95%置信区间：51 .0-58 .8%）。

已知肿瘤分期的所有癌症样本的敏感度和

95% 置信区间分别为： I期（n = 185），

18% （13-25%）；II期（n = 166）， 43% 

图4. 多种癌症早期检测试验利用科学和技术创新创造了一个机器学习分类器，然后在一定规模人群的临

床研究中进行分析验证和测试。这种严格的方法将有助于优化测试性能，并在广泛人群中展示临床实用

性。NCT，是ClinicalTrials.gov的识别符。TBD，有待确定。

测试开发

多癌症分类器

无细胞游离 DNA

PATHFINDER 试验

下一代测序

机器学习

STRIVE 试验

DNA 甲基
化数据库

分析验证 临床试验

特异性

灵敏度

输入滴定

重复性
+再现性

物质干扰

循环无细胞基因组图谱研究
（NCT02889978）

（NCT03085888）
10 万名无癌症参与者

预期完成时间
2025 年 5 月

（NCT03934866）
5 万名无癌症参与者

（50% 癌症高风险人群）
预期完成时间
2030 年 8 月

（NCT04241796）
6,200 名高癌症风险参与者

预期完成时间
2021 年 6 月1.5 万名癌症患者和非癌症患者

SUMMIT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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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1%）；III期（n = 134）， 81% （73-
87%）；IV期（n = 148），93%（87-96%）。

对96%的癌症样本进行了起源组织预测，其

中，93%的预测是正确的，并且起源组织的正

确率并不受癌症类型或肿瘤分期的影响。这些

结果表明，这种基于机器学习分类器和甲基化

的多种癌症早期检测试验，可以同时检测50多
种癌症类型，假阳性率小于1%，并能准确定

位起源组织。

这些早期性能结果能满足人群癌症筛查的

需求，支持了这种多种癌症早期检测试验的进

一步临床开发，包括一项研究，该研究会将结

果反馈给患者和医生。

我们通过5项研究对多种癌症早期检测试

验进行分析验证，以确定：

•非癌症样本的特异性；

•癌症样本的敏感性；

•癌症和非癌症样本在多个试剂批次、仪

器和测试操作人员之间的重复性（相同测试运

行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和再现性（不同测试运

行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不同数量cfDNA的测试性能；

•四种潜在干扰物质（血红蛋白、胆红

素、甘油三酯和白细胞基因组DNA）对测试性

能的影响。

此外，我们开展了4项前瞻性研究来确定

该测试在现实世界的表现：

•CCGA （NCT02889978）——一项前瞻

性、多中心、观察性、病例对照研究，并进行

纵向随访。该研究的目的是开发和验证一种基

于血液的多种癌症早期检测测试，使用cfDNA
甲基化数据，拥有15,000名来自美国的癌症患

者和非癌症患者；

•STRIVE（NCT03085888）——一项前瞻

性、多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并进行纵向

随访。该研究的目的是针对在美国接受乳房X
光检查的约10万名实际使用人群中验证多种癌

症早期检测试验；

•SUMMIT （NCT03934866）——一项前

瞻性、多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并进行纵

向随访。该研究的目的是在第二个现实世界中

验证多种癌症早期检测试验，在英国的约5万
名未患癌症的预期使用人群中，其中一半不是

高危人群，另一半是肺癌高风险的重度吸烟

者；

•PATHFINDER （NCT04241796）——一

项前瞻性、多中心的纵向跟踪研究，在美国对

大约6,200名不同癌症风险水平的个体进行跟

踪。这项研究是第一个将多种癌症早期检测结

果返回给临床医生的研究；如果发现了癌症，

会确定后续需要进行哪些检查来做出临床诊

断。

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开发一种一流的多

种癌症早期检测试验，以检测高特异性的真实

癌症信号，并在人群筛查应用中准确定位起源

组织，以补充现有指南推荐的癌症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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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种能同时发现和定位多种致命癌

症，还可减少假阳性结果的多种癌症早期检

测，有望成为一项高价值的医疗服务。基于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

结果（Analysis of the 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Surveillance, SEER）分析数据库以

及对癌症自然史的估计，我们预测，一项针对

50至79岁的个体合并多种癌症早期检测的癌症

筛查计划可能每年避免约11万人死亡。考虑到

如果把癌症诊断的阶段从4期提前到早期，将

对个人和社会产生巨大益处。相比于巨额的诊

断和治疗费用，将早期多种癌症检测添加到指

南的筛查项目中的花费就不值一提了。毕竟，

癌症晚期的治疗通常要花费数十万美元，而这

些治疗通常只能延长几个月的生存时间。此

外，注重癌症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符合保

健服务中有利于预防和维持健康以降低成本的

不断变化的模式。

以血液为基础的多种癌症早期检测可能

会减轻癌症对患者、家属、医疗系统和社会造

成的巨大负担。在现有的癌症筛查测试中增加

这种测试将扩大目前尚未筛查的癌症的检测网

络，并使更多的癌症能够比目前更有效地得到

查明。基于SEER数据库的癌症发生率以及第

二个CCGA子研究的测试表现，我们预测在当

前指南推荐筛查项目中增加在50-79岁人群中

使用多种癌症早期测试筛查乳腺癌、肺癌、

结肠癌和宫颈癌，有望能检测到615,000例癌

症，而标准治疗只能筛查出150,000例。值得

注意的是，目前筛查测试的真正阳性结果将伴

随估计有900万假阳性结果，而多种癌症早期

检测测试预计只会产生64万假阳性结果。因

此，多种癌症早期检测的信噪比为1：16，比

标准筛查测试的1：60提高了4倍。因此，相对

于现有的筛查测试，多种癌症早期检测可以帮

助发现四倍多的癌症，而假阳性仅增加7%。

在GRAIL公司，我们通过早期癌症检测

来改善和拯救生命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接近现实。在医疗保健领域，可能还没有哪个

项目能对公共卫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致

力于改变癌症死亡率的轨迹，并将利益攸关方

聚集在一起，使创新、安全和有效的技术得以

广泛采用，从而改变癌症控制和癌症护理。这

条道路可能并不容易，但我们相信它是正确

的——对全世界的患者、提供者、社区和医疗

系统都是如此。

多种癌症早期检测的价值

通过早期发现改变癌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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