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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下的非小细胞肺癌靶向药物及
诊断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张

颖ꎬ胡艳平ꎬ马中良ꎬ李

谦

[ 摘要] 肺癌发病率与致死率在恶性肿瘤中居于首位ꎬ且肺癌患者生存期短ꎬ复发率高ꎮ 目前精准医疗
对肺癌治疗的影响越来越大ꎬ常见精准医疗有靶向驱动突变的制剂、靶向参与信号通路相关基因的治疗以及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ｍｉＲＮＡ) 作为潜在的治疗药物及诊断标志物ꎮ 作者综述了近年来非小细胞肺癌精准治疗的
现状与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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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ꎬ２０１７ 年的最新调

代的到来给肺癌的靶向治疗带来了希望ꎮ

查数据表明ꎬ肺癌无论是在男性还是女性中都是致

死率最高的癌症 [１] ꎮ 其中非小细胞肺癌(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１

右ꎬ且大多数 ＮＳＣＬＣ 患者发现罹患癌症时已处于中

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ＥＧＦＲ)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 获批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ꎬＮＳＣＬＣ) 占所有肺癌病例的 ８０％ 左
晚期ꎬ因此患者生存率很低 [２] ꎮ 肺癌目前主要的治

疗方法是手术以及放化疗ꎬ与之相比ꎬ以基因组分析
为代表的精准医疗则是一种“ 对症下药” 的治疗方
法ꎮ 精准治疗是以个人基因组信息为基础ꎬ结合蛋
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相关内环境信息所进行的个

ＮＳＣＬＣ 的精准治疗
２０００ 年初ꎬ表皮生长因子(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

上市ꎬＮＳＣＬＣ 的研究走入精准治疗快速发展通道[４] ꎮ
目前ꎬＮＳＣＬＣ 的精准治疗主要有根据驱动突变进行
的治疗、针对血管生成进行的治疗、与免疫相关的治
疗以及与其他基因有关的治疗等ꎮ 下面主要对肿瘤

体化 诊 断 和 治 疗 策 略 [３] ꎮ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

驱动突变的相关治疗、其他参与信号通路基因的相

于患者基因组个体差异的治疗方法” ꎮ 目前ꎬ肺癌

１ １

准医疗是精准诊断与靶向治疗的结合ꎬ精准医疗时

肺癌有关的驱动基因主要有 ＥＧＦＲ 突变、鼠肉瘤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ＩＨ) 定义它为“ 一种基
治疗的临床实践已经进入了精准医疗时代ꎬ肺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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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作者] 李 谦ꎬＥ￣ｍａｉｌ:ｌｅｑｅ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关治疗以及癌症的相关诊断标志物进行介绍ꎮ
驱动突变的治疗

驱动基因能提供所在细胞

的生长优势ꎬ而与癌症发生发展关系甚为密切ꎮ 与
毒致癌基因同源物( ｖ￣ｋｉ￣ｒａｓ２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ｒａｔ ｓａｒｃｏｍａ ｖｉｒａｌ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ｈｏｍｏｌｏｇꎬＫＲＡＳ) 突变、间变性淋巴瘤激酶
( ａｎａｐｌａｓ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ｋｉｎａｓｅꎬ ＡＬＫ ) 易 位、 ＲＯＳ１ 易
位、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 Ｂ１( ｖ￣ｒａｆ ｍｕｒｉｎｅ ｓａｒ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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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ｖｉｒａｌ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ｈｏｍｏｌｏｇ Ｂ１ꎬＢＲＡＦ) 突变、人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 ( ｈｕｍａｎ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

ｔｏｒꎬＨＥＲ)２ 突变、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 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ＭＥＴ) 突变、转导重排基因( 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ｉｏｎꎬ ＲＥＴ) 易 位 及 其 他 易 位
等ꎬ同时肺鳞癌中近年来也发现多种新的驱动基因
如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ＦＧＦＲ) 基 因、 ＤＧＲ２ 基 因 以 及 ＳＯＸ２ 基 因
等 [５] ꎮ 下面主要针对 ＥＧＦＲ 突变、ＫＲＡＳ 突变、ＡＬＫ

易位和 ＲＯＳ１ 易位这 ４ 种对癌症造成影响的常见驱
动突变进行介绍ꎮ

１ １ １

ＥＧＦＲ 靶向药物

ＥＧＦＲ 是 ＨＥＲ 家族成员

之 一ꎬ 成 员 还 包 括 ＥＧＦＲ / ＨＥＲ１ / ｅｒｂＢ１、 ＨＥＲ２ /

ｅｒｂＢ２、ＨＥＲ３ / ｅｒｂＢ３ 和 ＨＥＲ４ / ｅｒｂＢ４ꎮ ＥＧＦＲ 是一种
糖蛋白ꎬ属于受体酪氨酸激酶ꎬ突变区域主要发生在

图１

ＥＧＦＲ 靶向治疗的发展

ＮＳＣＬＣ 患者中 ９７％ 的 ＫＲＡＳ 突变发生在 ２ 号

１８ ~ ２１ 号外显子区ꎬ其中 １９ 号和 ２１ 号外显子突变

和 ３ 号外显子上ꎬ其中最常见的点突变是 Ｇｌｙ１２Ｃｙｓ

４５％ꎬ２１ 号外显子的 Ｌｅｕ８５８Ａｒｇ ( Ｌ８５８Ｒ) 点突变占

ＫＲＡＳ 突变在年轻女性以及肺腺癌患者尤其是侵入

覆盖突变的 ９０％ꎬ１９ 号外显子非移码缺失突变约占

４０％ ~ ４５％

[６]

ꎮ

临床实验表明 ＥＧＦＲ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ｔｙｒｏ￣

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ꎬＴＫＩ) 作为 ＮＳＣＬＣ 患者的一线
疗法比传统化疗更高效、低毒以及能更好的改善患

( Ｇ１２Ｃ) 、Ｇｌｙ１２Ｖａｌ( Ｇ１２Ｖ) 和 Ｇｌｙ１２Ａｓｐ( Ｇ１２Ｄ) [２７] ꎮ
性粘液腺癌中突变率更高ꎮ 同时 ＫＲＡＳ 突变与吸烟
状况有关ꎬ有研究表明只有 ６％的 ＫＲＡＳ 突变的患者
是不吸烟的 [２６ꎬ２８] ꎮ

靶向 ＫＲＡＳ 的药物有法尼基转移酶抑制剂ꎬ它

者生活质量 [７￣１２] ꎮ 目前应用于临床治疗的 ＴＫＩ 主要

通过抑制转录后 ＫＲＡＳ 上法尼基的添加而发挥作

其他药物如细胞毒性药物或 Ｂｅｖａｃｉｚｕｍａｂ 的联用也

以及 ＡＲＳ￣８５３ 等ꎬＳＭＬ￣８￣７３￣１ 通过靶向鸟嘌呤核苷

有 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Ｅｒｌｏｔｉｎｉｂ 和 Ａｆａｔｉｎｉｂ 等ꎬ同时 ＴＫＩ 制剂与
在研究当中( 图 １) ꎮ 随着 ＴＫＩ 制剂的持续使用ꎬ有
些患者产生了获得性耐药 [１３] ꎬ耐药机制主要是 ＥＧ￣

ＦＲ 基 因 突 变ꎬ 其 中 ２０ 号 外 显 子 上 Ｔｈｒ７９０Ｍｅｔ

( Ｔ７９０Ｍ) 突变的发生率高达 ５０％ ~ ６５％ [１４￣１５] ꎬ针对
这种突变ꎬ研究人员研发了如 Ｏｓｉｍｅｒｔｉｎｉｂ 这一类的
ＴＫＩ 制剂ꎬＯｓｉｍｅｒｔｉｎｉｂ 通过与 ＥＧＦＲ Ｔ７９０Ｍ 突变位
点不可逆结合从而发挥作用 [１６￣１８] ꎬ目前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ＦＤＡ)

和欧 洲 药 物 管 理 局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ＥＭＡ) 已批准该药物用于治疗这类患者 [１９] ꎮ 这类
ＴＫＩ 制剂上同样出现了获得性耐药ꎬ其中一种常见
的机制是 Ｃｙｓ７９７Ｓｅｒ ( Ｃ７９７Ｓ) 突变 [２０] ꎬ值得注意的
是ꎬ这种突变可以被早先出现的 ＴＫＩ 药物 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

所抑制 [２１] ꎮ 其 他 旁 路 信 号 通 路 的 激 活 如 ＭＥＴ 扩
增、ＨＥＲ２ 扩增和 ＡＸＬ 激活以及细胞表型的改变也
都可能导致 ＴＫＩ 治疗产生耐药 [２２￣２５] ꎮ

１ １ ２

ＫＲＡＳ 靶向药物

ＫＲＡＳ 突变是肺癌中常见

的驱动突变ꎬ尤其是在腺癌中ꎬ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针对这类突变的研究却进展缓慢 [２６] ꎮ

用ꎮ 其他与 ＫＲＡＳ 直接靶向的制剂还有 ＳＭＬ￣８￣７３￣１
酸与 ＫＲＡＳ 的 Ｇ１２Ｃ 突变的结合位点而发挥作用ꎬ
ＡＲＳ￣８５３ 则是通过与 ＫＲＡＳ / Ｇ１２Ｃ 结合从而阻碍核
苷酸交换因子的活性ꎮ 尽管这些制剂目前尚处于临
床早期试验ꎬ但都预示着通过靶向治疗 ＫＲＡＳ 突变
的 ＮＳＣＬＣ 患者有较好的前景ꎮ

Ｊäｎｎｅ 等 [２９] 的研究发现ꎬＳｅｌｕｍｅｔｉｎｉｂ 作为 ＫＲＡＳ

下游信号丝裂原活化细胞外调节酶( 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

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ꎬＭＥＫ) １ / ＭＥＫ２ 的抑制剂ꎬ在受过
治疗的 ＫＲＡＳ 突变的晚期 ＮＳＣＬＣ 患者体内联合使
用 Ｓｅｌｕｍｅｔｉｎｉｂ 与多西紫杉醇ꎬ同联合使用多西紫杉
醇与安慰剂相比ꎬＳｅｌｕｍｅｔｉｎｉｂ 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

９ ４ 个月ꎬ而安慰剂组的则是 ５ ２ 个月ꎬＳｅｌｕｍｅｔｉｎｉｂ

组 ３７％的患者有客观的药物治疗效果ꎬ而安慰剂组

则没有ꎮ 但同时 Ｓｅｌｕｍｅｔｉｎｉｂ 组也有较大的副作用ꎬ
如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呼吸
困难以及虚弱无力等症状ꎮ

Ｔｒａｍｅｔｉｎｉｂ 作为另一种 ＭＥＫ 抑制剂ꎬ与多西紫

杉醇联用于受过治疗的患者身上能够产生 ３０％ 的
总缓解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ꎬＯＲＲ) 及 ６１％的疾病
控制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ａｔｅꎬＤＣＲ) ꎬ且与 ＫＲＡＳ 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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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无关 [３０] ꎮ 同时 Ｐａｌｂｏｃｉｃｌｉｂ 这种周期蛋白依赖性

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１) 的活性ꎬｍＴＯＲＣ１ 可促进细胞

抑制剂显示与 Ｔｒａｍｅｔｉｎｉｂ 联用时有活性且对放疗敏

ＬＫＢ１ 的缺失会影响细胞线粒体功能和代谢状况ꎬ

激酶 ４ / ６( ｃｙｃ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ｉｎａｓｅｓ ４ ａｎｄ ６ꎬＣＤＫ４ / ６)
感ꎬ这种药物联用方式尚在讨论中

１ １ ３

ＥＭＬ４￣ＡＬＫ 靶向药物

[３１]

ꎮ

ＮＳＣＬＣ 患者中 ＡＬＫ

基因发生易位的概率是 ３％ ~ ５％ꎬＡＬＫ 融合基因的

生长和 细 胞 周 期 的 进 程 [４２] ( 图 ２ ) ꎮ 有 研 究 发 现
表明 ＬＫＢ１ 是适应性代谢重要的调节器ꎬ这为 ＬＫＢ１
缺失患者启示了一种新的治疗策略 [４２] ꎮ

形式主要是 ＥＭＬ４￣ＡＬＫ 融合ꎮ ＥＭＬ４￣ＡＬＫ 是肺癌诱

发基因之一ꎬＳｏｄａ 等 [３２] 发现该融合基因有致瘤性ꎬ
使细胞 生 长 和 增 殖 不 受 控 制ꎮ 目 前 ＦＤＡ 批 准 的
ＡＬＫ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有 Ｃｒｉｚｏｔｉｎｉｂ、Ｃｅｒｉｔｉｎｉｂ 以及
Ａｌｅｃｔｉｎｉｂ [３３] ꎬ但同时发现接受靶向治疗的患者普遍
会产生耐药性 [３４] ꎮ

目前为止ꎬ已发现多种 ＡＬＫ 获得性突变ꎬ常见

的有抗 Ｃｒｉｚｏｔｉｎｉｂ 药 物 的 Ｌｅｕ１１９６Ｍｅｔ ( Ｌ１１９６Ｍ) 突
变ꎬ抗 Ｃｅｒｉｔｉｎｉｂ 药物的 Ｇｌｙ１２０２Ａｒｇ( Ｇ１２０２Ｒ) 突变和
复 合 ＡＬＫ 基 因 突 变ꎬ 以 及 Ａｌｅｃｔｉｎｉｂ 用 药 后 的
Ｇ１２０２Ｒ 突变 [３５￣３６] ꎮ 针对这些二次突变ꎬ 研发出一

图２

种新的药物 Ｂｒｉｇａｔｉｎｉｂ( ＡＰ２６１１３) ꎬＢｒｉｇａｔｉｎｉｂ 是对多
种 ＡＬＫ 突变有广谱临床活性的口服制剂ꎬ能够介导

ＬＫＢ１￣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可以通过 ＡＸＩＮ / ＬＫＢ１￣ｖ￣ＡＴＰａｓｅ￣Ｒａ￣

对 ＡＬＫ 的 抑 制 [３７] ꎮ 有 实 验 显 示ꎬ Ｂｒｉｇａｔｉｎｉｂ 治 疗

ｇｕｌａｔｏｒ 通 路 激 活 ＡＭＰＫꎬ 进 而 抑 制 ｍＴＯＲＣ１ꎬ 有 研

物反应ꎬ同时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可达 １３ ２ 个月 [３８] ꎬ

ｆｏｒｍｉｎ 可以抑制 ＮＳＣＬＣ 细胞增殖ꎬ并诱导细胞周期

ＡＬＫ 突变的 ＮＳＣＬＣ 患者时ꎬ７２％的患者能够产生药
同时 Ｂｒｉｇａｔｉｎｉｂ 的毒性温和ꎬ主要包含肠胃及肝脏功
能异常ꎮ 一 项 比 较 Ｃｒｉｚｏｔｉｎｉｂ 与 Ｂｒｉｇａｔｉｎｉｂ 在 作 为
ＡＬＫ 抑制剂时作用的随机实验还在进行中ꎬ进一步
的临床实验ꎬ可以更好地了解耐药性机制ꎬ为 ＡＬＫ
易位突变患者寻找更好的靶向治疗 [３９] ꎮ

１ １ ４

ＲＯＳ１ 靶向药物

ＲＯＳ１ 易位在 ＮＳＣＬＣ 患者

中有 １％ ~ ２％ 的发生率ꎬ在不吸烟的年轻人尤其是

腺癌患者中率更高一些ꎮ 现已在 ＮＳＣＬＣ 中发现了

究 [４３] 对该药物的抗肿瘤效果进行了探索ꎬ发现 Ｍｅｔ￣

停滞于 Ｇ ０ ~ Ｇ １ 期ꎬ同时促使细胞凋亡ꎮ 该药物的作
用在 ＡＭＰＫ 基因沉默时消失ꎬ 这些 都 预 示 着 Ｍｅｔ￣

ｆｏｒｍｉｎ 可能成为 ＬＫＢ１ 缺失的 ＮＳＣＬＣ 患者较好的靶
向制剂ꎮ 同时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类似物也有重要作用ꎬ实验
发现ꎬＬＫＢ１ 缺失小鼠用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一种更有前景的
类似物 Ｐｈｅｎｆｏｒｍｉｎ 治疗时ꎬ与 ＬＫＢ１ 野生型小鼠相
比ꎬＰｈｅｎｆｏｒｍｉｎ 能够明显扰乱肿瘤生长并改善 ＬＫＢ１
缺失小鼠的生存状态 [４４] ꎮ

１４ 种 ＲＯＳ１ 融合变异 [４０] ꎮ

１ ３

患者的一种药物ꎬ有研究发现该药物有 ７２％ 的药物

２０ ~ ２３ ｎｔꎬ通过与靶基因特异性结合从而调节靶基

抑制剂还有 Ｃｅｒｉｔｉｎｉｂ、Ｃａｂｏｚａｎｔｉｎｉｂ、 Ｅｎｔｒｅｃｔｉｎｉｂ 以及

发现 ｍｉＲ￣９３ 能够靶向抑制上述肿瘤抑制基因 ＬＫＢ１

Ｃｒｉｚｏｔｉｎｉｂ 是近来用于治疗 ＲＯＳ１ 阳性的 ＮＳＣＬＣ

反应率ꎬ且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 [４１] ꎮ 其他的 ＲＯＳ１
Ｌｏｒｌａｔｉｎｉｂꎬ但这些抑制剂目前还尚在评估之中

１ ２

ＬＫＢ１￣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靶向治疗

[５]

ꎮ

除了上述驱

动突变的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外ꎬＮＳＣＬＣ 靶向药
物的研究还包括其他方面ꎬ如通过靶向信号通路而
进行的治疗ꎮ 肿瘤抑制基因例如 ＬＫＢ１( ｌｉｖｅｒ ｋｉｎａｓｅ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与肺癌的精准医疗

ｍｉｃｒｏＲ￣

ＮＡｓ( ｍｉＲＮＡ) 是近来研究的热点ꎬｍｉＲＮＡ 是大小约
因的转录后水平的单链非编码 ＲＮＡ [４５] ꎮ 最新研究
从而促进 ＮＳＣＬＣ 肿瘤发生和转移 [４６] ꎬ证明了 ＬＫＢ１

在监控肿瘤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ꎬ我们实验室针
对 ｍｉＲＮＡ 对 ＮＳＣＬＣ 的影响也做出了相 关 的 研 究
( 表 １) ꎮ

除了上述表格已经确定的 ｍｉＲＮＡꎬ我们实验室

Ｂ１) 或称 ＳＴＫ １１( ｓｅｒｉｎｅ￣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１１ꎬＳＴＫ １１)

目正在研究的还有 ｍｉＲ￣２９６、ｍｉＲ￣４１１、ｍｉＲ￣１８３ 以及

患者( 尤其是腺癌) 中 有 突 变 现 象 发 生ꎮ ＬＫＢ１ 是

ｒｉｖｅｄ ＲＮ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ＬＮＣ(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等

是一种丝氨酸 / 苏氨酸激酶ꎬ在 １５％ ~ ３０％的 ＮＳＣＬＣ

ＬＫＢ１￣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ＬＫＢ１ 通
过磷酸化 ＡＭＰＫ( ＡＭＰ￣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ꎬ使
ＡＭＰＫ 激活ꎬ进而抑制 ｍＴＯＲＣ１(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ｍｉＲ￣９６ 等对肺癌的影响ꎬ同时发现 ｔＲＦｓ( ｔＲＮＡ￣ｄｅ￣

对 ＮＳＣＬＣ 细胞也有调控作用ꎮ ｍｉＲＮＡ 在体内对癌
症的调控是个很复杂的过程ꎬ不单是通过靶向调控
一定的基因ꎬ同时也参与复杂的信号通路网络ꎬ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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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

过复杂的的机制ꎬ从而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产生作用ꎮ

或 ＰＤ￣Ｌ１ 抑制剂( 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 以及 ＣＴＬＡ￣４ 抑制剂

以成为很有前景的治疗靶点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

２ ３

目前为止ꎬ对 ｍｉＲＮＡ 的众多研究都显示 ｍｉＲＮＡ 可
入对 ｍｉＲＮＡ、ｔＲＦｓ 及 ＬＮＣ 等非编码 ＲＮＡ 的机制进

行研究ꎬ以更好的了解癌症的发病机理ꎬ为未来的治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 在 ＮＳＣＬＣ 中的作用
靶基因

ｐ５３

↑促进细胞周期

ｍｉＲ￣３４ａ

ＴＧＦβＲ２

↓抑制细胞增殖与凋亡

ｍｉＲ￣１４３

ＡＴＧ２Ｂ

ｍｉＲ￣３２

ｍｉＲ￣１８１ａ￣５ｐ

ＡＵＲＫＡ
Ｋｒａｓ

丹参酮上调 ｍｉＲ￣１３７
ｍｉＲ￣１４６ａ￣５ｐ

ＣＣＮＤ１ ＆ ＣＣＮＤ２

ｍｉＲ￣１８ａ￣５ｐ

ＩＲＦ２

ｍｉＲ￣４８６￣５ｐ
ｍｉＲ￣１０７￣５ｐ

２

２ １

ＣＤＫ４

ＥＧＦＲ

来 ＮＳＣＬＣ 甚至肺癌终将被人类征服ꎮ

[４９]

↓抑制细胞增殖、凋亡与周期[５０]
↓促进细胞增殖与迁移[５１]

Ｃ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Ｃｌｉｎꎬ２０１７ꎬ６７(１) :７￣３０.

↓抑制细胞增殖与周期[５３]

[２] Ｔｈａｋｕｒ ＭＫꎬＷｏｚｎｉａｋ ＡＪ.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ｎｅｃｉｔｕｍｕｍａｂ ｉｎ ｔｈｅ

↓抑制细胞增殖和周期[４５]

↑促进细胞增殖、凋亡与迁移[５４]
↓抑制细胞增殖、迁移和周期

[５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 Ｊ ] .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Ａｕｃｋｌ) ꎬ２０１７ꎬ８:１３￣１９.

[３]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ＦＳꎬＶａｒｍｕｓ Ｈ.Ａ ｎｅ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２０１５.ꎬ３７２(９) :７９３￣７９５.

[４] Ｃｉａｒｄｉｅｌｌｏ ＦꎬＴｏｒｔｏｒａ Ｇ.Ａ ｎｏｖ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目 前 为 止ꎬ 已 发 现 的 与

是针对 ＥＧＦＲ 突变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ꎬ但这类药
物出现了比较棘手的耐药性问题ꎬ目前针对耐药性
问题已研发出第三代药物ꎬ沮丧的是获得性耐药同

样也出现在第三代药物上ꎮ 未来针对 ＥＧＦＲ 的精准
治疗是否还会有新的耐药性出现ꎬ我们不得而知ꎮ
免疫检查点分子

【 参考文献】
[１] Ｓｉｅｇｅｌ ＲＬꎬＭｉｌｌｅｒ ＫＤꎬＪｅｍａｌ Ａ.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７[ Ｊ] .

↑抑制细胞增殖与周期[５２]

ＮＳＣＬＣ 有关的驱动突变越来越多ꎬ已成药的主要还

２ ２

ＲＮＡ 对 ＮＳＣＬＣ 细胞进程的影响ꎬ目前已发现多种

癌症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６１] ꎮ 我们相信ꎬ在不久的将

展望
耐药性的克服

精准治疗也在研究当中ꎬ 如 ｍｉＲＮＡ 及其他非编码

疗靶点ꎬｔＲＦｓ 也被发现在 ＮＳＣＬＣ 中发挥其影响ꎬ为

[４７]

↓抑制细胞增殖[４８]

其他针对 ＮＳＣＬＣ 的

ｍｉＲＮＡ 也可能成为 ＮＳＣＬＣ 的诊断标志物或潜在治

作用方式

ｍｉＲ￣１５０

非编码 ＲＮＡ 与 ＮＳＣＬＣ

ｍｉＲＮＡ 可以特 异 性 调 控 肿 瘤 的 生 长 增 殖ꎬ 预 示 着

疗方法提供新的思路ꎮ
表１

( Ｉｐｉｌｉｍｕｍａｂ) ꎬ在一线治疗中显示有很好的前景 [６０] ꎮ

肿瘤细胞与免疫微环境之

间的关系近年来引起人们关注ꎬ肿瘤细胞逃避免疫
监视的分子机制也逐渐被阐明ꎬ针对这些免疫逃逸
机制的靶向治疗有很好的前景ꎬ目前最相关的制剂

是免疫检查点分子抑制剂 [５６] ꎬ免疫检查点分子有细

胞毒 Ｔ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４(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 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４ꎬＣＴＬＡ￣４) 、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ｄｅａｔｈ １ꎬＰＤ￣１) 以及细胞程序性死亡配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Ｊ]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０１ꎬ７(１０) :２９５８￣２９７０.

[５] Ｈｉｒｓｃｈ ＦＲꎬＳｕｄａ ＫꎬＷｉｅｎｓ Ｊꎬｅｔ ａｌ.Ｎｅｗ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ａｒ￣

ｇｅｔ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Ｌａｎｃｅｔ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８(１００４８) :１０１２￣１０２４.

[６] Ｌｉｕ ＸꎬＷａｎｇ ＰꎬＺｈａｎｇ Ｃꎬｅｔ ａｌ. 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 ( ＥＧＦＲ)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２０１７ꎬ８( ３０) :５０２０９￣
５０２２０.

[７] Ｔａｎ ＤＳꎬＹｏｍ ＳＳꎬＴｓａｏ ＭＳ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ＧＦ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Ｊ]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１１(７) :９４６￣９６３.

[８] Ｍａｅｍｏｎｄｏ Ｍꎬ Ｉｎｏｕｅ Ａꎬ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 ｏｒ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ｉｔｈ ｍｕｔａｔｅｄ
ＥＧＦＲ[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２０１０ꎬ３６２(２５) :２３８０￣２３８８.

体￣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ｄｅａｔｈ ｌｉｇａｎｄ １ꎬＰＤ￣Ｌ１) ꎮ 靶向 ＰＤ￣

[９] Ｍｉｔｓｕｄｏｍｉ Ｔꎬ Ｍｏｒｉｔａ Ｓꎬ Ｙａｔａｂｅ Ｙ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 ｖｅｒｓｕｓ

准 ２ 种针对 ＰＤ￣１ 的抗体 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 Ｏｐｄｉｖｏ) 、Ｐｅｍ￣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ｈａｒｂｏｕｒｉｎｇ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１ / ＰＤ￣Ｌ１ 的抗体可以阻滞免疫检查点ꎬＦＤＡ 已经批
ｂｒｏｌｉｚｕｍａｂ( Ｋｅｙｔｒｕｄａ) [５７] 以及 １ 种针对 ＰＤ￣Ｌ１ 的抗
体 Ａｔｅｚｏｌｉｚｕｍａｂ( Ｔｅｃｅｎｔｒｉｑ) [５８] 用于 ＮＳＣＬＣ 的治疗ꎮ

除了 ＣＴＬＡ￣４、ＰＤ￣１ 和 ＰＤ￣Ｌ１ 之外ꎬ还有许多潜

在的 Ｔ 细 胞 靶 向 制 剂ꎬ 包 括 抑 制 免 疫 信 号 的 如:
ＬＡＧ￣３、ＴＩＭ￣３、ＷＩＳＴＡ 和 ＢＴＬＡꎬ以及刺激免疫信号
的如 ＩＣＯＳ、ＯＸ４０ 和 ４１ＢＢ [５９] ꎮ 同时药物联用效果

也在研究之中ꎬ联合使用多种制剂ꎬ如 ＰＤ￣１ 抑制剂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ｐｌｕｓ 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ＷＪＴＯＧ３４０５) :ａｎ ｏｐｅｎ ｌａｂｅｌꎬ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ｐｈａｓｅ ３ ｔｒｉａｌ[ Ｊ]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１１(２) :１２１￣１２８.

[１０] Ｚｈｏｕ ＣＣꎬＷｕ ＹＬꎬＣｈｅｎ ＧＹꎬｅｔ ａｌ.Ｅｒｌｏｔｉｎｉｂ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ｈｅｍ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ｓ 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ＧＦ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ＯＰ￣
ＴＩＭＡＬꎬ ＣＴＯＮＧ￣０８０２ ) :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ꎬ 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ꎬ ｒａｎ￣

ｄｏｍｉｓｅｄꎬｐｈａｓｅ ３ ｓｔｕｄｙ[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１２( ８) :

７３５￣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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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７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８

[１１] Ｓｅｑｕｉｓｔ ＬＶꎬＹａｎｇ ＪＣꎬ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Ｎꎬ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ＩＩＩ ｓｔｕｄｙ

[２３] Ｔａｋｅｚａｗａ ＫꎬＰｉｒａｚｚｏｌｉ ＶꎬＡｒｃｉｌａ ＭＥꎬｅｔ ａｌ. ＨＥＲ２ ａｍｐｌｉｆｉ￣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ＥＧＦ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ＥＧＦ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ＦＲ￣ｍｕｔａｎｔ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ｆａｔｉｎｉｂ ｏｒ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ｐｌｕｓ ｐｅｍｅｔｒｅｘｅｄ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３１(２７) :３３２７￣３３３４.

[１２] Ｗｕ ＹＬꎬＺｈｏｕ ＣＣꎬＨｕ ＣＰꎬｅｔ ａｌ. Ａｆａｔｉｎｉｂ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ｐｌｕｓ 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 ｆｏｒ 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ｈａｒｂｏｕｒｉｎｇ ＥＧ￣

Ｆ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ＬＵＸ￣Ｌｕｎｇ ６) :ａｎ 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ꎬ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ｐｈａｓｅ ３ ｔｒｉａｌ[ Ｊ]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１５(２) :２１３￣２２２.

[１３] Ｓｕｄａ ＫꎬＭｉｚｕｕｃｈｉ ＨꎬＭａｅｈａｒａ Ｙꎬｅｔ 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ｓｉｔｅ ＥＧＦＲ( Ｔ７９０Ｍ)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ｉｓ￣
ｃｏｖꎬ２０１２ꎬ２(１０) :９２２￣９３３.

[２４] Ｚｈａｎｇ ＺＦꎬＬｅｅ ＪＣꎬＬｉｎ ＬＰꎬｅｔ 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ＸＬ ｋｉ￣

ｎａｓ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ＧＦＲ￣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Ｎａｔ Ｇｅｎｅｔꎬ２０１２ꎬ４４(８) :８５２￣８６０.

[２５] Ｓｕｄａ Ｋꎬ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ＩꎬＳａｋａｉ Ｋꎬｅｔ ａｌ.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７９０Ｍ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Ｓｃｉ Ｒｅｐꎬ２０１５ꎬ５:１４４４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ｙ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 Ｒｅｖꎬ

[２６] Ｍａｔｉｋａｓ Ａꎬ Ｍｉｓｔｒｉｏｔｉｓ Ｄꎬ Ｇｅｏｒｇｏｕｌｉａｓ Ｖ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１４] Ｓｅｑｕｉｓｔ ＬＶꎬ Ｗａｌｔｍａｎ ＢＡꎬ Ｄｉａｓ￣Ｓａｎｔａｇａｔａ Ｄ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ｏｐｅ ｆｏｒ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ｅｎｔｉｔｙ[ Ｊ] . Ｃｒｉｔ

２０１２ꎬ３１(３￣４) :８０７￣８１４.

ｔｙｐ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ＧＦ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Ｊ] .Ｓｃｉ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ꎬ２０１１ꎬ３
(７５) :７５ｒａ２６.

[１５] Ｙｕ ＨＡꎬＡｒｃｉｌａ ＭＥꎬＲｅｋｈｔｍａｎ Ｎ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ＧＦＲ￣ＴＫＩ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１５５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ＧＦＲ￣ｍｕｔａｎｔ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ｓ
[ Ｊ]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３ꎬ１９(８) :２２４０￣２２４７.

[１６] Ｊäｎｎｅ ＰＡꎬＹａｎｇ ＪＣＨꎬＫｉｍ ＤＷꎬｅｔ ａｌ. ＡＺＤ９２９１ ｉｎ ＥＧＦ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２０１５ꎬ３７２(１８) :１６８９￣１６９９.

[１７] Ｓｅｑｕｉｓｔ ＬＶꎬＲｏｌｆｅ ＬꎬＡｌｌｅｎ ＡＲ.Ｒｏｃｉｌｅｔｉｎｉｂ ｉｎ ＥＧＦＲ￣ｍｕｔａ￣

ｔ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２０１５ꎬ

３７３(６) :５７８￣５７９.

[１８] Ｐａｒｋ ＫꎬＬｅｅ ＪＳꎬＬｅｅ ＫＨꎬｅｔ ａｌ.Ｕｐｄａｔｅ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ｈａｓｅ Ｉ / Ｉ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Ｍ６１７１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ｐ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ＧＦ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ＮＳＣＬＣ) ｗｈｏ ｆａｉｌｅ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ＧＦＲ￣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

ｎ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 ＴＫＩ)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３３ ( Ｓｕｐｐｌ

１５) :８０８４.

[１９] Ｙａｎｇ ＪＣＨꎬＫｉｍ ＤＷꎬＫｉｍ ＳＷꎬｅｔ ａｌ.Ｏｓｉｍｅｒｔｉｎｉｂ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ｐ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ｐｔｏｍｅｎｉｎｇｅａｌ ( ＬＭ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ＮＳＣＬＣ ) :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ＬＯＯＭꎬａ ｐｈａｓｅ Ｉ ｓｔｕｄｙ[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３４
( Ｓｕｐｐｌ １５) :９００２￣９００２.

[２０] Ｔｈｒｅｓｓ ＫＳꎬ Ｐａｗｅｌｅｔｚ ＣＰꎬ Ｆｅｌｉｐ Ｅ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ＥＧＦＲ

Ｃ７９７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ＺＤ９２９１ ｉｎ ｎ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ｈａｒｂｏｒｉｎｇ ＥＧＦＲ Ｔ７９０Ｍ [ Ｊ] . Ｎａｔ
Ｍｅｄꎬ２０１５ꎬ２１(６) :５６０￣５６２.

[２１] Ｅｒｃａｎ ＤꎬＣｈｏｉ ＨＧꎬＹｕｎ ＣＨꎬｅｔ ａｌ.ＥＧＦ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ｐｙｒｉｍｉｄｉｎｅ￣ｂａｓｅｄ ＥＧＦ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 Ｊ]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５ꎬ２１(１７) :３９１３￣３９２３.

ＫＲＡＳ ｍｕｔａｔ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ｖ Ｏｎｃｏｌ Ｈｅｍａｔꎬ２０１７ꎬ１１０:１￣１２.

[２７] Ｗｏｏｄ ＫꎬＨｅｎｓｉｎｇ ＴꎬＭａｌｉｋ Ｒꎬｅｔ 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ＫＲＡＳ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ＪＡＭＡ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２(６) :８０５￣８１２.

[２８] Ｂａｒｌｅｓｉ ＦꎬＭａｚｉｅｒｅｓ ＪꎬＭｅｒｌｉｏ ＪＰ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１￣ｙｅａｒ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 ＩＦＣＴ) [ Ｊ] .Ｌａｎ￣
ｃｅｔ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７(１００２６) :１４１５￣１４２６.

[２９] Ｊäｎｎｅ ＰＡꎬＳｈａｗ ＡＴꎬＰｅｒｅｉｒａ ＪＲꎬｅｔ ａｌ.Ｓｅｌｕｍｅｔｉｎｉｂ ｐｌｕｓ ｄｏ￣

ｃｅｔａｘｅｌ ｆｏｒ ＫＲＡＳ￣ｍｕｔａ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ꎬ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ꎬ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ꎬ
ｐｈａｓｅ ２ ｓｔｕｄｙ[ Ｊ]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１４(１) :３８￣４７.

[３０] Ｇａｎｄａｒａ ＤＲꎬ Ｈｉｒｅｔ Ｓꎬ Ｂｌｕｍｅｎｓｃｈｅｉｎ ＧＲꎬ ｅｔ ａｌ. Ｏｒａｌ

ＭＥＫ１ / ＭＥＫ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ｔｒａｍｅｔｉｎｉｂ ( ＧＳＫ１１２０２１２ )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 ｉｎ ＫＲＡＳ￣ｍｕ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 Ｗ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ＮＳＣＬＣ) :ａ
ｐｈａｓｅ Ｉ / Ｉｂ ｔｒｉａｌ [ Ｊ]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３１(１５) .

[３１] Ｔａｏ Ｚꎬ Ｌｅ Ｂｌａｎｃ ＪＭꎬ Ｗａｎｇ Ｃ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ｍｅｔｉｎｉｂ ａｎｄ ｐａｌｂｏｃｉｃｌｉｂ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ｓ ＫＲＡＳ￣ｍｕｔａｎｔ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ｖｏ[ Ｊ] .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２２(１) :１２２￣１３３.

[３２] Ｓｏｄａ ＭꎬＣｈｏｉ ＹＬꎬ Ｅｎｏｍｏｔ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ＭＬ４￣ＡＬＫ ｆｕ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２００７ꎬ４４８(７１５３) :５６１￣５６６.

[３３] Ｋｗａｋ ＥＬꎬＢａｎｇ ＹＪꎬＣａｍｉｄｇｅ ＤＲꎬｅｔ ａｌ.Ａｎａｐｌａｓ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

ｍａ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２０１０ꎬ３６３(１８) :１６９３￣１７０３.

[３４] Ｄｏｅｂｅｌｅ ＲＣꎬＰｉｌｌｉｎｇ ＡＢꎬＡｉｓｎｅｒ ＤＬꎬ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ｒｉｚｏｔｉｎｉｂ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Ｋ ｇｅｎｅ ｒ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１８(５) :１４７２￣１４８２.

[２２]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 ＪＡꎬＺｅｊｎｕｌｌａｈｕ ＫꎬＭｉｔｓｕｄｏｍｉ Ｔꎬｅｔ ａｌ. ＭＥＴ ａｍ￣

[３５] Ｔｃｈｅｋｍｅｄｙｉａｎ ＮꎬＡｌｉ ＳＭꎬＭｉｌｌｅｒ ＶＡꎬｅｔ ａｌ.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ＡＬＫ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ＲＢＢ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１６

ｄｉｃ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ｌｅｃｔｉｎｉｂ [ Ｊ] .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１１

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５８２７) :１０３９￣１０４３.

Ｌ１１５２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ｅｒｉｔｉｎｉｂ ａｎｄ ｐｒｅ￣
(７) :ｅ８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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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Ｋａｔａｙａｍａ ＲꎬＬｏｖｌｙ ＣＭꎬＳｈａｗ ＡＴ.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４９] Ｍａ ＺＬꎬＨｏｕ ＰＰꎬＬｉ ＹＬꎬ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３４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５ꎬ２１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Ｈ１２９９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ＧＦ ｂｅｔａ Ｒ２[ Ｊ] .

ａｎａｐｌａｓ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１０) :２２２７￣２２３５.
[３７] Ｚｈａｎｇ ＳꎬＡｎｊｕｍ ＲꎬＳｑｕｉｌｌａｃｅ Ｒ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 ＡＬＫ ｉｎ￣

ｈｉｂｉｔｏｒ ｂｒｉｇａｔｉｎｉｂ ( ＡＰ２６１１３)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ｉｒｓｔ￣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Ｋ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 Ｊ] .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２２ ( ２２) :

５５２７￣５５３８.
[３８] Ｌａｎｇｅｒ ＣＪꎬＧｅｔｔｉｎｇｅｒ ＳＮꎬＢａｚｈｅｎｏｖａ Ｌꎬ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ｇａｔｉｎｉｂ ( ＢＲＧ)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ｐ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Ｋ＋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ＮＳＣＬＣ) : Ｐｈａｓｅ ( ｐｈ) １ / ２

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Ｊ]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３４( １５＿Ｓｕｐｐｌ) :９０５７￣

９０５７.
[３９] Ｓａｂａｒｉ ＪＫꎬ Ｓａｎｔｉｎｉ ＦＣꎬ Ｓｃｈｒａｍ Ａ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ｓａｆ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ｒｉｇａｔｉｎｉｂ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Ｋ￣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ｓ [ Ｊ ] . Ｏｎｃｏ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ｒꎬ２０１７ꎬ１０:１９８３￣１９９２.
[４０] Ｚｈｕ ＶＷꎬ Ｕｐａｄｈｙａｙ Ｄꎬ Ｓｃｈｒｏｃｋ ＡＢꎬ ｅｔ ａｌ. ＴＰＤ５２Ｌ１￣
ＲＯＳ１ꎬ ａ ｎｅｗ ＲＯＳ１ ｆｕｓ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ｉｎ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

ｌｉｎｇ[ Ｊ]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ꎬ２０１６ꎬ９７:４８￣５０.
[４１] Ｓｈａｗ ＡＴꎬＯｕ ＳＨＩꎬＢａｎｇ ＹＪꎬｅｔ ａｌ.Ｃｒｉｚｏｔｉｎｉｂ ｉｎ ＲＯＳ１￣ｒ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３７１(２１) :１９６３￣１９７１.
[４２] Ｐａｒｋｅｒ ＳＪꎬ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ＲＵꎬＤｉｖａｋａｒｕｎｉ ＡＳꎬｅｔ ａｌ. ＬＫＢ１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Ｍｅｔａｂ Ｅｎｇꎬ２０１７ꎬ４３( Ｐｔ Ｂ) :２０８￣２１７.
[４３] Ｇｕｏ ＱꎬＬｉｕ ＺꎬＪｉａｎｇ Ｌꎬ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ｌｉｖｅｒ ｋｉｎａｓｅ Ｂ￣
１￣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ｃ￣

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 Ｊ] . Ｍｏｌ Ｍｅｄ Ｒｅｐꎬ２０１６ꎬ １３ ( ３) :

２５９０￣２５９６.
[４４] Ｓｈａｃｋｅｌｆｏｒｄ ＤＢꎬＡｂｔ ＥꎬＧｅｒｋｅｎ Ｌꎬｅｔ ａｌ.ＬＫＢ１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ｃ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ｄｒｕｇ ｐｈｅｎｆｏｒｍｉｎ[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３ꎬ

２３(２) :１４３￣１５８.
[４５] Ｓｈａｏ ＹꎬＳｈｅｎ ＹＱꎬＬｉ ＹＬꎬｅｔ ａｌ.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

ｃｏｇｅｎｅ ＣＤＫ４ ｂｙ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ｍｉＲ￣４８６￣５ｐ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２０１６ꎬ７( ２３) :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Ｔｕｍｏｒ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４) :２４８１￣２４９０.

[５０] Ｍａ Ｚ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ＢＪꎬ Ｗａｎｇ ＤＴ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ＡＵＲＫ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３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２０１５ꎬ６( ２４) :

２０１１１￣２０１２０.

[５１] Ｍａ ＺＬꎬＱｉｕ ＸꎬＷａｎｇ ＤＴꎬ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１８１ａ￣５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Ｋｒａｓ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ｓ[ Ｊ]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ｃｈｉ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Ｓｉｎ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ꎬ２０１５ꎬ４７(８) :６３０￣６３８.

[５２] Ｚｈａｎｇ Ｂꎬ Ｍａ Ｚꎬ Ｌｉ Ｘ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ｎ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ｉＲ￣１３７[ Ｊ] .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ｃｈｉ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Ｓｉｎ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ꎬ２０１６ꎬ４８(８) :７６８￣
７７０.

[５３] Ｌｉ ＹＬꎬＷａｎｇ ＪꎬＺｈａｎｇ ＣＹꎬｅｔ ａｌ.ＭｉＲ￣１４６ａ￣５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ＳＣＬＣ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ＣＣＮＤ１ ａｎｄ ＣＣＮＤ２ [ Ｊ ]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

２０１６ꎬ７(３７) :５９２８７￣５９２９８.

[５４] Ｌｉａｎｇ Ｃꎬ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Ｗａｎｇ ＨＭ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８ａ￣５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ｎ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ＩＲＦ２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Ｄｉｓꎬ２０１７ꎬ８(５) :ｅ２７６４.

[５５] Ｗａｎｇ Ｐꎬ Ｌｉｕ ＸＭꎬ Ｓｈａ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０７￣５ｐ 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Ｊ]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

２０１７ꎬ８(３４) :５７０１２￣５７０２３

[５６] Ｐｏｓｔｏｗ ＭＡꎬ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ＭＫꎬＷｏｌｃｈｏｋ ＪＤ. Ｗｏｌｃｈｏｋꎬｉｍｍｕｎｅ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３３(１７) :１９７４￣１９８２.

[５７] Ｓｕｌ Ｊꎬ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 ＧＭꎬＪｉａｎｇ Ｘꎬｅｔ ａｌ. ＦＤＡ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ｓｕｍ￣
ｍａｒｙ:ｐｅｍｂｒｏｌｉｚｕｍａｂ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ｅ￣

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ｈｏｓ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ｄｅａｔｈ￣ｌｉｇａｎｄ １[ Ｊ] .Ｏｎｃｏｌｏｇｉｓｔꎬ２０１６ꎬ２１( ５) :

６４３￣６５０.

[５８]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ｔｉ￣ＰＤ￣Ｌ１ ｄｒｕｇ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ｆｏｒ ＮＳＣＬＣ [ Ｊ ] .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ｉｓｃｏｖꎬ２０１６ꎬ６(１２) :ＯＦ１.Ｅｐｕｂ ２０１６ Ｎｏｖ １４.

３４０１１￣３４０２１
[４６] Ｌｉ ＣꎬＬｙｕ ＪꎬＭｅｎｇ ＱＨ.ＭｉＲ￣９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５９] Ｓｈａｒｍａ Ｐꎬ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ＪＰ.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ｅ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ｖｉ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ＫＢ１ / ＰＴＥＮ / ＣＤ￣

ｐｌｕｓ ｉｐｉｌｉｍｕｍａｂ ａｓ 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５ꎬ３４８(６２３０) :５６￣６１.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６０] Ｈｅｌｌｍａｎｎ ＭＤꎬ Ｒｉｚｖｉ ＮＡꎬ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ＪＷꎬ ｅｔ ａｌ. 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

ＫＮ１Ａ[ Ｊ] .Ｊ Ｃａｎｃｅｒꎬ２０１７ꎬ８(５) :８７０￣８７９.
[４７] Ｗａｎｇ ＤＴꎬＭａ ＺＬꎬＬｉ ＹＬꎬｅｔ ａｌ.ｍｉＲ￣１５０ꎬ ｐ５３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ＣｈｅｃｋＭａｔｅ ０１２)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ｉＲＮＡ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ＮＳＣＬＣ

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Ｏｎｃｏｌ Ｒｅｐꎬ２０１３ꎬ３０(１) :４９２￣４９８.
[４８] Ｗｅｉ ＪꎬＭａ ＺꎬＬｉ Ｙꎬｅｔ ａｌ.ｍｉＲ￣１４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２Ｂ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Ｈ１２９９ ｃｅｌｌｓ[ Ｊ] .Ｍｏｌ Ｍｅｄ Ｒｅｐꎬ２０１５ꎬ１１( １) :５７１￣
５７６.

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ꎬｐｈａｓｅ １ꎬｍｕｌｔｉ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１８(１) :３１￣４１.

[６１] Ｓｈａｏ ＹꎬＳｕｎ ＱꎬＬｉｕ Ｘꎬｅｔ ａｌ. ｔＲＦ￣Ｌｅｕ￣ＣＡＧ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Ｃｈｅｍ Ｂｉｏｌ Ｄｒｕｇ Ｄｅｓꎬ２０１７ꎬ９０(５) :７３０￣７３８.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６

本文编辑:冯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