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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和广东省临

床试验协会/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主办的“第

18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于 2021年 3月 6日在广州

顺利召开。此次论坛以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分子残留病灶（molecular
residual disease，MRD）为主题，从肺癌MRD定义、

检测以及临床应用三个角度开展相关学术探讨，

并最终达成了专家共识。

MRD在某些情况下也被称为微小残留病灶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或 可 测 量 残 留 病 灶［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C130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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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able residual disease），其概念自血液肿瘤逐

步延伸至实体肿瘤，检测对象主要包括有循环肿

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或循环肿瘤

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等。目前在肺癌

这一癌种中，MRD研究仍处于前期研究证据的积

累当中，不同研究之间关于MRD的定义及研究方

法差别较大，研究结论之间难以完全互通，整体上

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期探索阶段。因此，本

次肺癌高峰论坛主题与以往有所不同，重在“展

望”，即在肺癌MRD研究热潮即将到来之时，综合

近年来国内外重要研究结果及争议点，与会专家

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各抒己见的争辩，旨在为

今后的肺癌MRD研究制定规范及主体方向，并最

后达成了以下五点共识。

本共识的共识级别为：

1A级：基于高水平证据（严谨的meta分析或随

机对照试验结果），专家组有统一认识；

1B级：基于高水平证据（严谨的meta分析或随

机对照试验结果），专家组有小争议；

2A级：基于低水平证据，专家组有统一认识；

2B级：基于低水平证据，专家组无统一认识，

但争议不大；

3级：专家组存在较大争议。

共识一：非小细胞肺癌MRD概念
•肺癌分子残留病变，指经过治疗后，传统影

像学（包括 PET/CT）或实验室方法不能发现，但通

过液体活检发现的癌来源分子异常，代表着肺癌

的持续存在和临床进展可能；

•肺癌分子异常，指在外周血可稳定检测出

丰度≥0.02%的 ctDNA，包括肺癌驱动基因或其他

的Ⅰ/Ⅱ类基因变异

共识级别：2A。
MRD概念最初来自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如多

发性骨髓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髓系白血

病等。在患者经过治疗后，通过高灵敏度的检测

手段，如流式细胞术、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二代

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等，从骨髓

或外周血样本中检测出极微量的克隆肿瘤细胞或

其来源的分子物质，以评估患者治疗后体内肿瘤

残留状态［1-3］。MRD状态的评估已成为相关血液

肿瘤疾病疗效评价标准之一，与患者疾病复发、预

后分层明显相关［1，4］。而在实体肿瘤中，MRD与患

者术后生存复发之间相关性证据也在不断累积

中，如乳腺癌、结肠癌、肺癌等［5-10］。在一项前瞻性

多中心研究中，共入组 101例带有体细胞突变的早

期乳腺癌患者，通过数字聚合酶链式反应（digita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dPCR）动态追踪术后血

浆 ctNDA，结果提示 ctDNA阳性与患者疾病复发明

确相关［风险比（hazard ratio，HR）=25.2，95%可信

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6.7~95.6，P<0.001］，且

ctDNA较影像学可提前预示疾病复发，中位 10.7个
月（95%CI 8.1~19.1个月）［5］。另一项入组 130例
Ⅰ~Ⅲ期结肠癌的多中心队列研究中，通过多重

PCR捕获的NGS监测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 ctDNA
状态，结果提示术后 30天 ctDNA阳性患者复发风

险远高于阴性患者（HR=7.2，95%CI 2.7~19.0，P<
0.001）；若辅助化疗后 ctDNA仍为阳性，其复发风

险更是增加 17倍之多（HR=17.5，95%CI 5.4~56.5，
P<0.001）［11］。因此，在结肠癌美国综合肿瘤网络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

南中新增了关于 ctDNA检测用于评估Ⅰ~Ⅲ期患

者术后MRD评估的讨论［12］。

对肺癌这一癌种进行 MRD 检测有其特殊

性，与其他癌种有所区别。首先，肺癌驱动基因

图谱复杂，其所对应的靶向治疗药物更为多样。

近 70%的肺腺癌存在至少一个可靶向的驱动基

因突变（例如 EGFR，ALK，ROS1等）［13-15］，而其中

点突变、插入缺失、融合等不同的突变类型临床

意义更是千差万别，这些复杂的肿瘤突变背景显

然对高灵敏度的MRD检测要求更高；第二，不同

癌种之间 ctDNA检出率差别。在一项泛癌种的

ctDNA研究中［16］，检出率最高的是小细胞肺癌

（91.1%）和前列腺癌（87.9%），而 NSCLC的 ctDNA
检出率整体位于中等水平，变异等位基因频率

（variant allelic fractions，VAF）在 0.1~0.01之间，这

也提示着不同癌种之间对于 ctDNA检测技术要

求、MRD阳性阈值必然有所不同；第三，NSCLC不

同基因表型对于 ctDNA 检出的影响，如 TP53，
EGFR突变可显著提高 ctDNA检出率［17］，这提示

着不同驱动基因、不同的伴随基因突变对于MRD
检出同样会带来一定影响。

以上几点均提示肺癌MRD评估与其他癌种之

间的区别，尤其是对于驱动基因阳性与阴性患者

之 间 的 差 异 。 基 于 ADJUVANT、EVIDENCE、
ADUAURA等大型Ⅲ期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国内外

指南均推荐对 EGFR敏感突变NSCLC患者术后进

行辅助靶向治疗［18-20］。而未来基于MRD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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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决策中，对于 EGFR突变 NSCLC的MRD定义

是否仍以任一 ctDNA检出作为阳性标准是值得进

一步推敲的。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则是克隆性造血

的干扰，研究提示超过 50%的循环游离 DNA
（circulating free DNA，cfDNA）突变与克隆性造血相

关，而并非来源于肿瘤细胞突变［21］。因此，当通过

ctDNA检测进行肺癌MRD评估时，其评估标准不

能简单的一刀切，需要综合考虑驱动分子事件、临

床治疗因素以及分析筛选策略。

共识二：非小细胞肺癌MRD检测的基本

技术要求
•MRD检测的基本技术，包括肿瘤先验分析

（tumor-informed assays，个体化定制或 NGS panel）
和肿瘤未知分析（tumor-agnostic assays，NGS panel
和多组学技术），目前均处在探索阶段，需要前瞻

性研究确定其敏感性、特异性和预测价值；

•基于 NGS的突变检测技术，所选用的多基

因 panel中必须覆盖患者Ⅰ/Ⅱ类基因变异，基本技

术标准是可稳定检测出丰度≥0.02%的 ctDNA；
• 驱动基因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MRD的分

子检测 panel应包括其驱动基因；

•MRD评估报告中必须包括 cfDNA浓度、

ctDNA浓度及所检测基因VAF值；

•需要建立针对免疫治疗的MRD标准

共识级别：2B。
目前对于肺癌MRD检测分析平台技术中主要

有癌症个体化深度测序技术（cancer personalized
profiling by deep sequencing，CAPP - Seq）以 及 在

TRACERx研究中使用的 Signatera或 ArcherDx技
术，另外还包括 TEC - Seq［22］，CancerSEEK［23］及

MRDetect［24］技术。而这些技术平台的研发策略

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肿瘤先验方法（tumor -
informed assays），即事先通过肿瘤组织标本测序

获取其基因突变信息，并依此制定个体化方案；

二是肿瘤未知方法（tumor-agnostic assays）即无需

事先获得肿瘤基因变异信息，通过固定的检测方

案及分析策略进行MRD检测。目前，国内外尚无

获批针对肺癌的MRD产品；而随着MRD临床应

用价值逐步受到关注，出现越来越多商业化MRD
检测平台，这可能会引起肺癌MRD研究的进一步

混乱。以 ctDNA为基础的MRD检测与常规 ctDNA
检测相比，在检测技术及分析策略有着本质上的

区别，因此必须对其基本技术要求有所规范。

2016年，美国分子病理协会（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AMP）公布了关于肿瘤序列变

异检测标准及报告共识［25］；在此共识中，根据诊

断、预后及临床治疗的相关性，对体细胞突变划

分为四个级别：Ⅰ类（有明确临床意义的，如获批

的或诊疗指南推荐的治疗靶点，写入专家共识的

疗效预测、耐药等位点），Ⅱ类（有潜在的临床意

义的，如研发中或小样本量研究提示的治疗靶

点，小样本量或存在争议的疗效预测、耐药等

位点），Ⅲ类（临床意义不明的）及Ⅳ类（良性或

考虑良性的）；2017年，中国也公布了《临床分子

病理实验室二代基因测序检测专家共识》，里面

对于基因变异同样有详细的分级描述［26］。因此，

无论是 tumor-informed或 tumor-agnostic的分析策

略，其检测对象应至少覆盖患者本身或NSCLC目

前的所有Ⅰ/Ⅱ类体细胞突变，并且报告中必须详

细描述其检测样本中 cfDNA浓度、ctDNA浓度以

及阳性基因的VAF值。

根据既往研究结果提示，早期 NSCLC患者血

浆中位 cfDNA浓度为 7.69 ng/mL［27］，换算在 10 mL
血浆中含有则大概含有 20 000个单倍体基因组

（3.3 pg）；考虑到 cfDNA建库时的损耗以及至少存

在 2条相同的变异基因序列，10 mL血浆中 ctDNA
检测到的极限分子信号即为 0.02%的水平。另外，

从TRACERx研究数据推算，在 1 cm3体积的肿瘤情

况下，10 mL血浆中大概含有 2条肿瘤来源DNA分

子［28］。因此，在 NSCLC中进行MRD检测时，该检

测方法必须可稳定检测出丰度≥0.02%的 ctDNA。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改写了

NSCLC 的治疗格局。对正在进行免疫治疗的

NSCLC患者进行MRD评估时需要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免疫治疗期间影像学病灶的肿瘤残留问题，

尤其在假性进展上。既往报道提示NSCLC免疫治

疗假性进展的发生率在 5%左右［29-30］。在黑色素瘤

患者中动态 ctDNA检测已证实可协助鉴别免疫治

疗假性进展与真进展［31-32］，而NSCLC中同样有类似

的个案数据报道［33-34］。因此针对NSCLC免疫治疗

患者，在体内残留可见病灶进行MRD检测时需考

虑此情况；第二，从免疫细胞抗肿瘤生理机制上出

发，针对肿瘤新抗原进行MRD评估的意义值得进

一步探索。Jia等一项研究中，入组 10例接受免疫

检查点抑制剂治疗NSCLC患者，通过全外显子测

序分析并制定个体化新抗原检测，结果显示相对

于市面上商业化的 ctDNA检测产品，这一针对肿

吴一龙，等 .非小细胞肺癌分子残留病灶专家共识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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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新抗原定制化的检测思路能更有效地预测患者

免疫治疗疗效变化［35］。因此，对于免疫治疗患者

进行MRD评估时，其检测思路及标准或与其他治

疗方式有所区别，有待进一步探索验证。

共识三：可手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MRD
的应用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

MRD阳性提示复发风险高，需进行密切随访管理，

建议每 3~6个月进行一次MRD检测；

•建议基于MRD开展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的

围术期临床试验，尽可能提供围术期精准治疗

方案；

•建议分别探索MRD在驱动基因阳性和驱动

基因阴性两种类型患者中的作用

共识级别：2A。

共识四：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MRD的
应用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根治性化放疗后完

全缓解患者，建议检测MRD，有助于判断预后和制

定进一步的治疗策略；

•建议开展基于MRD的化放疗后巩固治疗的

临床试验，尽可能提供精准的巩固治疗方案

共识级别：2A。
2017 年 ，TRACERx 研 究 公 布 了 其 中 24 例

NSCLC患者术后进行动态 ctDNA追踪研究结果，

通过 Signatera技术追踪外周血中个体化单核苷酸

变异（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NV，中位数 18个，

范围 10~22个）［28］；结果显示在 14例判断为 ctDNA
阳性（至少 2个 SNV）的患者中 13例患者出现临床

疾病复发，且 ctDNA中位超前预判时间为 70天（范

围 10~346天）。在 2020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AACR）
上，TRACERx研究进一步公布了其后续 78例病例

结果，通过ArcherDx检测技术（中位 196个 SNV，范
围 72~482个）动态检测 ctDNA，结果显示其中 45例
疾病复发患者中 37例可检测出 ctDNA阳性，其中

位超前预判时间为 151天；而另外 23例无复发患

者中，共 199例血浆样本中仅检测出 1例 ctDNA阳

性［36］。另一项研究中，Chaudhuri等通过CAPP-Seq
技术动态追踪 40例Ⅰ~Ⅲ期根治性治疗后NSCLC
患者，结果提示其中 20例任一时间节点的 ctDNA
阳性患者全部经历疾病复发，其中位超前预判时

间为 5.2个月［37］。因此，从目前研究数据看，基于

ctDNA的MRD检测在预测早期NSCLC患者术后疾

病复发已初露锋芒。

而目前对于MRD在疗效预测上仅有小样本量

研究数据。在 TRACERx 研究中，有 3 例术后

ctDNA阳性患者接受辅助化疗后检测到的 SNV数

进行性升高，而这 3例患者全部在术后 1年内复

发；相反，有 1例术后 ctDNA阳性患者在经过辅助

化疗后达到 ctDNA清零，而此患者在术后 688天
仍保持无复发状态［28］。在另一项 CAPP-Seq研究

中，共入组 65例接受根治性放化疗的局部晚期

NSCLC患者，其中 28例患者进一步接受了免疫

检查点抑制剂巩固治疗［38］；在这项研究中，根治

性放化疗后 ctDNA阴性的患者，无论是否接受

免疫巩固治疗，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无统

计 学 差 异（P=0.23），相 反 在 根 治 性 放 化 疗 后

ctDNA阳性患者则可明显从免疫巩固治疗中获

益（P=0.04）；而且，在免疫巩固治疗前期，若

ctDNA进行性升高，患者同样无法从免疫检查点

治疗中获益（P=0.47）［38］。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在NSCLC根治性

治疗（如手术，根治性放疗）后MRD监测起始的时

间窗。手术创伤或放疗必将会引起机体系统性炎

症反应及周围组织损伤，对外周血循环背景存在

一定的干扰。Chen等发起DYNAMIC研究，通过术

前、术后 5分钟、30分钟、2小时、1天、3天、1个月

等多个时间点连续采样，最终入组可分析的 26例
早期接受根治性切除 NSCLC 患者，分析得出

ctDNA的半衰期大约在 35分钟左右且患者术后 3
天的 ctDNA状态即可提示其复发风险［39］。而两项

CAPP-Seq研究中，首次MRD检测时间窗都设定在

根治性治疗后 4个月内［37 - 38］；而如果局部晚期

NSCLC接受根治性放化疗后准备接受免疫检查抑

制剂巩固治疗的，MRD检测的时间窗则定为根治

性放化疗后至少 1周［38］。因此，目前我们推荐

MRD首次检测的时间窗在NSCLC根治性治疗后 1
周到 1个月之内。

共识五：晚期非小细胞肺癌MRD的应用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目前缺乏针对MRD的相

关研究；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系统治疗后完全缓解患

者，建议检测MRD，有助于判断预后和制定进一步

的治疗策略；

132

万方数据



•建议在完全缓解患者中开展基于MRD的治

疗策略研究，尽可能延长完全缓解持续时间，使患

者能最大获益

共识级别：2A。
目前仍缺乏针对晚期 NSCLC患者的MRD相

关研究。而随着治疗手段越来越丰富，晚期

NSCLC患者生存期逐步得到延长。在KEYNOTE-010
研究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表达≥50%的患者接受帕博利珠单抗的 5年
总生存率为 25%，而对应的多西他赛组仅 8.2%；完

成 35个周期或 2年免疫治疗的 79例患者中，61例
患 者（77.2%）仍 然 存 活 ，3 年 的 总 生 存 率 为

83%［40］。而 CheckMate017/057中，二线治疗使用纳

武利尤单抗的 5年总生存率为 13.4%［41］。另外，在

KEYNOTE-024研究中 PD-L1表达≥50%患者中一

线使用帕博利珠单抗，其 5年总生存率为 31.9%，

中位总生存期为 26.3个月［42］。而在靶向治疗上，

除了逐年涌现的新靶点外，其总生存率也随着药

物的研发更新而进一步提升。ALEX研究中阿来

替尼一线治疗ALK融合NSCLC患者，其 5年总生存

率为 62.5%［43］；FLAURA研究中奥希替尼一线治疗

EGFR突变人群，3年的总生存率为 53.7%，且 28%
的人群仍接受治疗中［44］。看来MRD研究对这一部

分长期生存的患者群体似乎来得意义更大。2020
年，Hellmann等［45］进行了一项队列研究，入组了 31
例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长期获益的NSCLC患者，

其定义长期获益为无进展生存期超过 1年；通过

CAPP-Seq技术检测外周血 ctDNA发现，其中 4例
ctDNA阳性患者全部复发，而 27例 ctDNA阴性患

者中 25例仍未复发，其自 ctDNA检测起无事件生

存期为 16.9个月（范围 4.8~24.2个月），总体上阳性

预测值为 100%，阴性预测值为 93%。因此，以上的

数据提示，在部分NSCLC患者群体逐步实现了长

期生存的目标前提下，尤其体现在免疫治疗中

“长、平”的拖尾生存曲线上，这部分长期生存的肺

癌患者中MRD检测评估意义更为重大，而这有待

进一步临床试验探索。

［参 考 文 献］
［1］ PAIVA B，VAN DONGEN J J M，ORFAO A. New criteria for

response assessment：Role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in
multiple myeloma［J］. Blood，2015，125（20）：3059-3068.

［2］ SCHUURHUIS G J，HEUSER M， FREEMAN S， et al.
Minimal/measurable residual disease in AML：A consensus

document from the European LeukemiaNet MRD Working Party
［J］. Blood，2018，131（12）：1275-1291.

［3］ BERRY D A，ZHOU S，HIGLEY H，et al. Association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with clinical outcome in pediatric and
adult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 meta - analysis［J］.
JAMA Oncol，2017，3（7）：e170580.

［4］ KUMAR S，PAIVA B，ANDERSON K C，et al. International
Myeloma Working Group consensus criteria for response and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assessment in multiple myeloma［J］.
Lancet Oncol，2016，17（8）：e328-e346.

［5］ GARCIA-MURILLAS I，CHOPRA N，COMINO-MÉNDEZ I，
et al. Assessment of Molecular Relapse Detection in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J］. JAMA Oncol，2019，5（10）：1473-1478.

［6］ RADOVICH M， JIANG G， HANCOCK B A， et al.
Associa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d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disease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triple - negative breast cancer：Preplanned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BRE12-158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JAMA Oncol，2020，6（9）：1410-1415.

［7］ COOMBES R C，PAGE K，SALARI R，et al. Personalized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tedates breast cancer
metastatic recurrence［J］. Clin Cancer Res，2019，25（14）：

4255-4263.
［8］ TIE J，COHEN J D，WANG Y，et al.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alyses as markers of recurrence risk and benefit of adjuvant
therapy for stage Ⅲ colon cancer［J］. JAMA Oncol，2019，5
（12）：1710-1717.

［9］ SAUSEN M， PHALLEN J， ADLEFF V， et al.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genomic alterations in the tumour and
circul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patients［J］. Nat Commun，
2015，6：7686.

［10］ PARIKH A R，VAN SEVENTER E E，SIRAVEGNA G，et al.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detection using a plasma - only
circulating tumor DNA assay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J］.
Clin Cancer Res，2021. doi：10.1158/1078 - 0432.CCR - 21 -
0410. Online ahead of print.

［11］ REINERT T，HENRIKSEN T V，CHRISTENSEN E，et al.
Analysis of plasma cell - free DNA by ultradeep sequencing in
patients with stages Ⅰ to Ⅲ colorectal cancer［J］. JAMA Oncol，
2019，5（8）：1124-1131.

［12］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colon cancer，version 2. 2021
［EB/OL］. https：//www.nccn.org.

［13］ WEN S，DAI L，WANG L，et al. Genomic signature of driver
genes identified by target next -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Chines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J］. Oncologist，2019，24
（11）：e1070-e1081.

［14］ ZHANG X C，WANG J，SHAO G G，et al. Comprehensive
genomic and immun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Chinese non -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J］. Nat Commun，2019，10
（1）：1772.

吴一龙，等 .非小细胞肺癌分子残留病灶专家共识 133

万方数据



循证医学 2021年第21卷第3期
［15］ CHEN J，YANG H，TEO A S M，et al. Genomic landscape of

lung adenocarcinoma in East Asians［J］. Nat Genet，2020，52
（2）：177-186.

［16］ ZHANG Y，YAO Y，XU Y，et al. Pan - cancer circulating
tumor DNA detection in over 10，000 Chinese patients［J］. Nat
Commun，2021，12（1）：11.

［17］ LAM V K，ZHANG J，WU C C，et al. Genotype - specific
differences in circulating tumor DNA levels in advanced NSCLC
［J］. J Thorac Oncol，2021，16（4）：601-609.

［18］ ZHONG W，WANG Q，MAO W，et al. Gefitinib versus
vinorelbine plus cisplatin as adjuvant treatment for stage Ⅱ-Ⅲ
A （N1 - N2） EGFR - mutant NSCLC （ADJUVANT/
CTONG1104）：A randomised，open-label，phase 3 study［J］.
Lancet Oncol，2018，19（1）：139-148.

［19］ WU Y L，TSUBOI M，HE J，et al. Osimertinib in resected
EGFR-mutat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J］. N Engl J Med，
2020，383（18）：1711-1723.

［20］ HE J，SU C，LIANG W，et al. Icotinib versus chemotherapy
as adjuvant treatment for stage Ⅱ-ⅢIA EGFR -mutant non -
small - cell lung cancer（EVIDENCE）：A randomized，open -
label，phase 3 trial［J］. Lancet Respir Med，2021，S2213-2600
（21）00134 - X. doi： 10.1016/S2213 - 2600（21）00134-
X. Online ahead of print.

［21］ RAZAVI P，LI B T，BROWN D N，et al. High - intensity
sequencing reveals the sources of plasma circulating cell - free
DNA variants［J］. Nat Med，2019，25（12）：1928-1937.

［22］ PHALLEN J，SAUSEN M，ADLEFF V，et al. Direct detection
of early - stage cancers using circulating tumor DNA［J］. Sci
Transl Med，2017，9（403）：eaan2415.

［23］ COHEN J D， LI L， WANG Y， et al. Detec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surgically resectable cancers with a multi -
analyte blood test［J］. Science，2018，359（6378）：926-930.

［24］ ZVIRAN A，SCHULMAN R C，SHAH M，et al. Genome-wide
cell - free DNA mutational integration enables ultra - sensitive
cancer monitoring［J］. Nat Med，2020，26（7）：1114-1124.

［25］ LI M M，DATTO M，DUNCAVAGE E J，et al.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porting of sequence
variants in cancer：A joint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nd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J］. J
Mol Diagn，2017，19（1）：4-23.

［26］ Panel menbers of expert consensus on next -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clinical molecular pathology laboratories. Expert
consensus on next -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clinical molecular
pathology laboratories［J］. Chinese Journal of Pathology，2017，
46（3）：145-148.［《临床分子病理实验室二代基因测序检

测专家共识》编写组 . 临床分子病理实验室二代基因测

序检测专家共识［J］. 中华病理学杂志，2017，46（3）：

145-148.］
［27］ ABBOSH C，BIRKBAK N J， SWANTON C. Early stage

NSCLC - challenges to implementing ctDNA - based screening

and MRD detection［J］. Nat Rev Clin Oncol，2018，15（9）：

577-586.
［28］ ABBOSH C， BIRKBAK N J， WILSON G A， et al.

Phylogenetic ctDNA analysis depicts early - stage lung cancer
evolution［J］. Nature，2017，545（7655）：446-451.

［29］ FERRARA R， CARAMELLA C， BESSE B， et al.
Pseudoprogression in non - small cell lung cancer upon
immunotherapy：Few drops in the ocean？［J］. J Thorac Oncol，
2019，14（3）：328-331.

［30］ KATZ S I，HAMMER M，BAGLEY S J，et al. Radiologic
pseudoprogression during anti -PD- 1 therapy for advanced non -
small cell lung cancer［J］. J Thorac Oncol，2018，13（7）：978-986.

［31］ LEE J H，LONG G V，MENZIES A M，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d pseudo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melanoma treated with anti -
programmed cell death 1 antibodies［J］. JAMA Oncol，2018，4
（5）：717-721.

［32］ LIPSON E J，VELCULESCU V E，PRITCHARD T S，et al.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alysis as a real - time method for
monitoring tumor burden in melanoma patients undergoing
treatment with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J］. J Immunother
Cancer，2014，2（1）：42.

［33］ GOLDBERG S B，NARAYAN A，KOLE A J，et al. Early
assessment of lung cancer immunotherapy response via
circulating tumor DNA［J］. Clin Cancer Res，2018，24（8）：

1872-1880.
［34］ GUIBERT N， MAZIERES J， DELAUNAY M， et al.

Monitoring of KRAS -mutated ctDNA to discriminate pseudo -
progression from true progression during anti-PD-1 treatment of
lung adenocarcinoma［J］. Oncotarget，2017，8（23）：38056-
38060.

［35］ JIA Q，CHIU L，WU S，et al. Tracking neoantigens by
personalized circulating tumor DNA sequencing during
checkpoint blockade immunotherapy in non - small cell lung
cancer［J］. Adv Sci（Weinh），2020，7（9）：1903410.

［36］ ABBOSH C，FRANKELL A，GARNETT A，et al. Abstract
CT023：Phylogenetic tracking and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detection using ctDNA in early - stage NSCLC： A lung
TRACERx study［J］. Cancer Res，2020，80（16S）：pp. CT023.

［37］ CHAUDHURI A A，CHABON J J，LOVEJOY A F，et al.
Early detection of molecular residual disease in localized lung
cancer by circulating tumor DNA profiling［J］. Cancer Discov，
2017，7（12）：1394-1403.

［38］ MODING E J，LIU Y，NABET B Y，et al. Circulating tumor
DNA dynamics predict benefit from consolidation
immun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J］. Nat Cancer，2020，1：176-183.

［39］ CHEN K，ZHAO H，SHI Y，et al. Perioperative dynamic
changes in circulating tumor DNA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DYNAMIC）［J］. Clin Cancer Res，2019，25（23）：7058-7067.

［40］ HERBST R S，GARON E B，KIM D，et al. 5 - year survival

134

万方数据



update from KEYNOTE-010：Pembrolizumab versus docetaxel
for previously treated，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 positive
advanced non - small - cell lung cancer［J］. J Thorac Oncol，
2021， S1556 - 0864 （21） 02172 - 9. doi： 10.1016/j.
jtho.2021.05.001. Online ahead of print.

［41］ BORGHAEI H，GETTINGER S，VOKES E E，et al. Five -
year outcomes from the randomized， phase Ⅲ trials
CheckMate 017 and 057： Nivolumab versus docetaxel in
previously treated non - small - cell lung cancer［J］. J Clin
Oncol，2021，39（7）：723-733.

［42］ RECK M，RODRÍGUEZ-ABREU D，ROBINSON A G，et al.
Five - year outcomes with pembrolizumab versus chemotherapy
for metastatic non - small - cell lung cancer with PD - L1 tumor
proportion score ≥ 50［J］. J Clin Oncol，2021，39（21）：2339-
2349.

［43］ MOK T，CAMIDGE D R，GADGEEL S M，et al. Updated
overall survival and final progression - free survival data for
patients with treatment-naive advanced ALK-positiv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the ALEX study［J］. Ann Oncol，2020，31
（8）：1056-1064.

［44］ RAMALINGAM S S，VANSTEENKISTE J，PLANCHARD D，
et al. Overall survival with osimertinib in untreated，EGFR -
mutated advanced NSCLC［J］. N Engl J Med，2020，382（1）：

41-50.
［45］ HELLMANN M D，NABET B Y，RIZVI H，et al.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alysis to assess risk of progression after long -
term response to PD -（L）1 blockade in NSCLC［J］. Clin
Cancer Res，2020，26（12）：2849-2858.

［收稿日期］ 2021-06-19

近年来，从评估肿瘤负荷角度出发，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作为评估微小/分子

残留病灶（minimal/molecular residual disease，MRD）的研究对象在肺癌中的证据不断积累，其价值及应用

前景被逐步开发。MRD可能超前预判早期肺癌复发轨迹，还能预测巩固免疫治疗疗效，并且当寡转移患

者经过局部治疗手段降低全身肿瘤负荷时，可以通过MRD指导系统治疗。

为此，2021年第 1期《循证医学》的述评栏目刊发了《引领肺癌治疗新时代的标志物——微小残留病

灶》一文，该文由吴一龙教授团队撰写，为肺癌MRD的定义、ctDNA检测标准的确定等提供一定的背景介

绍和证据，文章还列举了MRD干预性临床试验进展，也展望了未来MRD可能会改写治疗新格局，该文是

本期《非小细胞肺癌分子残留病灶专家共识》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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