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士之声

近日，《中华医学杂志》刊登了一

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丁撰写的题为

《精准医学时代下妇科肿瘤防治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的文章。文章指出，妇

科肿瘤严重威胁着全球女性的健康，

其中以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

癌最为常见。近年来，随着精准医学

的发展，妇科肿瘤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进入了全新的时代，针对卵巢癌、子宫

颈癌及子宫内膜癌的诊疗模式不断进

行调整。分子靶向药物的应用及手术

理念和技术的进步使卵巢癌患者的生

存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马丁在文章中指出，免疫和靶向治

疗已成为子宫颈癌治疗的新热点，通过

腹腔镜和开腹子宫颈癌根治性手术之

间的效果对比积累了更多的研究数据。

子宫内膜癌的手术治疗模式已得到改

进，分子诊断在子宫内膜癌的诊疗中被

应用得越来越广泛。

子宫颈癌的防治

子宫颈癌是全世界女性中第四常

见的恶性肿瘤。目前，我国子宫颈癌筛

查的覆盖率仅有 30%左右，疫苗接种率

不到 1%，实现消除子宫颈癌的目标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H PV 疫苗接种是除筛查外预防子

宫颈癌的最有效手段。现阶段，已上市

的 H PV 疫苗可有效预防 90% 的 H PV

感染，但它们无法消除已经存在的感

染。“开发 H PV 治疗性疫苗或靶向

H PV 的免疫疗法是控制现有 H PV 感

染、治疗 H PV 感染引起的相关癌症及

癌前病变的理想策略。”马丁说。

马丁介绍道，我国学者运用全基因

组关联分析方法，首次在汉族人群中发

现两个子宫颈癌遗传易感变异位点，该

研究结果为我国子宫颈癌的遗传易感

性提供了全新的证据。目前，在我国汉

族女性人群中已确定了 9 个高频整合

位点，这为子宫颈癌前病变的早期分子

干预提供了可能。

据悉，子宫颈癌治疗方法主要有手

术治疗和放疗，靶向治疗（LN - 145）、免

疫治疗（帕博利珠单抗）及其联合治疗。

此外，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随着

我国老龄化人口的增加，老年子宫颈癌

患者的比例也会增加；目前有指征却未

进行适当治疗的比例随着患者年龄的

增加而增加，使得老年患者的生存率没

有相应的提高。

马丁说，我国为子宫颈癌负担大

国，应鼓励有实力的医院开展广泛子

宫颈癌临床试验，以期提出创新性的

子宫颈癌诊治策略，在子宫颈癌治疗

的国际指南中展现出中国应有的影

响力。

卵巢癌的治疗

由于缺乏有效的筛查手段且起病

隐匿，80%卵巢癌患者诊断时已是晚期，

死亡率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目前卵巢

癌的标准治疗仍然是最大限度的肿瘤

细胞减灭术及术后以铂类药物为基础

的联合化疗方案，新辅助化疗、分子靶

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已成为卵巢癌治疗

的重要组成部分。卵巢癌的复发与耐药

是治疗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卵巢癌的手术治疗包括全面分期

手术和肿瘤细胞减灭术；紫杉醇 + 卡

铂+ 贝伐珠单抗的 3周方案是卵巢癌

一线优选化疗方案；目前已有的卵巢癌

靶向治疗药物包括抗血管生成药物、

PA R P 抑制剂（PA R Pi）和免疫检查点

抑制剂（IC B），2021 N C C N 指南仍推

荐贝伐珠单抗作为初始、维持和复发治

疗的一线首选用药。

“免疫联合疗法可能会使更多的卵

巢癌患者获益，但对其应答的生物标志

物仍然未知，肿瘤微环境的异质性对卵

巢癌中有效生物标志物的开发和有效

免疫疗法的应用提出了挑战。”马丁表

示，全面了解卵巢癌的肿瘤基因组特

征、遗传学、肿瘤异质性、抗免疫反应及

宿主基因组将是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

和有效治疗组合的关键。

子宫内膜癌的治疗

据悉，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性激

素药物的使用、肥胖及代谢综合征相

关疾病等高风险因素的增加，子宫内

膜癌的发病率和相关死亡率都在上

升，并呈年轻化趋势。目前，暂无确切

有效的手段对子宫内膜癌进行筛查和

预防，亟待发现可靠的预测性生物标

志物。

幸运的是，近年来子宫内膜癌的手

术治疗已得到改进。分子病理学研究逐

渐成为研究热点，对遗传易感性认识更

加成熟，淋巴结评估愈加精准，对放疗

和化疗的认知越来越全面，生存评估和

随访方法渐趋完善。

子宫内膜癌是生物学、临床特征、

组织学特征和遗传学特征均具有显

著异质性的一种肿瘤。2013 年，美国

癌症基因组图谱（T C G A）项目通过全

外显子组的二代测序、甲基化谱、微

R N A 谱、基因表达分析和反相蛋白

裂解物阵列等方法结合临床特征及

预后将子宫内膜癌分为 PO LE 突变

型、M SI- H 型、低拷贝型和高拷贝型

4 种分子类型，实现了子宫内膜癌从

宏观形态学转向以分子特征为基础

的微观分类体系。将上述分子分型与

病理诊断结合对改善子宫内膜癌患

者的预后及临床精准治疗具有重要

意义。

文章指出，子宫内膜癌治疗方案的

制定应结合患者的年龄、病理学类型和

分子分型、临床（影像）分期、高危因素

和体能状态等综合考虑。手术是子宫内

膜癌的主要治疗手段，放疗和化疗是常

用的辅助治疗方式。

“目前对淋巴结阳性的子宫内膜

癌患者采用哪种治疗方案较好尚未

达成共识。约 70% 的子宫内膜癌患者

诊断时为临床早期，预后较好，但目

前缺乏如何进一步延长这部分患者

总生存期的策略。”马丁表示，子宫内

膜癌已经进入分子分型阶段，研究人

员应该加速增进对其生物学特征的

了解，开发出新的筛查、预防策略和

靶向治疗方法。 （丁思月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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