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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珠单抗、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治疗
EGFR-TKIs耐药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1例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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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肺癌是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的恶性实体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占 80% ～ 90%。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使用后普遍会出现获得性耐药，EGFR T790M 突变是其耐药的主
要原因，
第三代 TKIs 的代表药物奥希替尼可针对 EGFR T790M 突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为新兴的治疗方式，
因其疗效显著和持久应答，
为晚期 NSCLC 的治疗开创了新时代。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1 例使用阿特珠单抗、
贝伐
珠单抗联合化疗治疗晚期 NSCLC 患者，
旨在探讨三代 EGFR-TKIs 获得性耐药情况下，
联合治疗获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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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atezolizumab and bevacizumab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fter TKIs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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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ng cancer is a malignant solid tumor with relatively high incidenc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mong
whic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accounts for 80% to 90%. Acquired resistance generally occurs after the use
of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 The mutation of EGFR T790M is the main reason for its drug resistance. Osimertinib,
the representative drug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TKIs, can target EGFR T790M mutation. As a new treatment method,
immunosuppressive checkpoint inhibitors have created a new era for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NSCLC because of its
remarkable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persistent reaction. In this paper, a case of advanced NSCLC treated with atezolizumab
and bevacizumab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was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of benefit
of combined treatment in the case of acquired drug resistance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T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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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在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及死亡率位居恶

者 2015 年 9 月在青岛市立医院行头颅 MRI：左小

性 肿 瘤 榜 首，其 中 80% ～ 90% 是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脑 及 额 叶 多 发 转 移 瘤，最 大 直 径 0.5 cm。 胸 部 增

（NSCLC）

。 亚 洲 肺 腺 癌 人 群 中 约 50% 可 见

强 CT：左肺下叶占位，直径 4.5 cm×5.2 cm。PET/

EGFR 基因突变，
在一代 / 二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

CT：左肺下叶肿块，考虑肺癌，左肺门及纵膈多发

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靶向治疗后将不可避免出

结节，考虑转移瘤，左侧肱骨及股骨、多发椎体转

现耐药，而 EGFR T790M 点突变是获得性耐药最常见

移。左肺占位穿刺活检：提示肺腺癌。免疫组化结

的机制

。参考 IMPOWER150，晚期 NSCLC 患者行

果：TTF-1（+）
、NapsinA（+）
、P63（-）
、CK5/6（-）
、

四药联合治疗获益。现报道 1 例晚期 EGFR-TKIs 耐

CK7（+）
、
Vim（局灶）
、
CR（-）
、
MC（-）
、
WT-1（-）
。

药后的 NSCLC 患者四药联合的诊治经过，
并结合国内

患者确诊为左肺下叶周围型腺癌Ⅳ期（cT2N2M1），

外文献进行回顾性分析。

驱动基因未明。2015 年 9 月 23 日开始行培美曲塞

1

和顺铂化疗 6 周期，末次化疗时间 2016 年 1 月 23

[1-2]

[3-6]

病例资料
患 者，女 51 岁，因“发 现 左 肺 占 位 3 年 2 个 月

日，
2015 年 10 月未经基因检测，自行口服埃克替尼

及发 现肝脏占位 2 年余，右上腹胀痛 5 个月”
，于 2018

至 2016 年 10 月，无进展生存期（PFS）12 个月，期间

年 11 月收入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内科。患

2016 年 5 月曾行全脑放疗。2016 年 10 月原发灶进

△

展及肝脏新发转移，行肝动脉介入栓塞的局部减瘤

▲

治疗。2016 年 12 月行外周血的 NGS 基因检测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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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位 点：EGFR p.L858R、EGFR p.T790M 及 EGFR

EGFR-TKIs 获得性耐药后的寡转移灶局部治疗有

p.L62R。2017 年 1 月行 CT 引导下肝转移瘤射频消

效是一致的。患者在 EGFR-TKIs 获得性耐药后行

融术，术后病理提示：
（肝脏）送检组织中查见腺癌

8 周期四联治疗，肺原发灶及肝转移灶的评效 SD，

组织，考虑肺组织来源。2017 年 2— 11 月患者美国

提示反复获得性耐药的晚期 NSCLC 患者使用联合

就医，服用奥希替尼，最好评效完全缓解（CR）
，PFS

治疗，具有较迅速、明显的效果，同时肝转移可能也

为 9 个月。2018 年 3 月行 PET/CT：左肺下叶见实性

有一定效果 [17-20]。然而，免疫治疗还存在一定局限

结节，形态不规则，大小约（肺窗）36 mm×23 mm（原

性，PD-L1 检测采用免疫组化（IHC）的方法具有

21 mm×16 mm），病灶内见结节样放射性浓聚，肝脏

IHC 评分主观性、瘤内异质性等问题，反映了其作

多发新发高代谢结节影，大者浓聚直径约 26 mm。疾

为生物标志物的阴性预测价值不足。肿瘤突变负

病再次进展，2018 年 4 月外周血基因动态检测提示

荷（TMB）指肿瘤组织中每兆碱基中被检测出的基

EGFR 突变仍存在，行吉西他滨单药化疗 2 周期。2

因 点 突 变 和 插 入 、缺 失 突 变 数 。 患 者 2 0 1 8 年

周期后评效 PD，胸部 CT 提示原发病灶进展；腹部

4 月 7 号血液基因检测 TMB 为 6.7 个突变 /MB，根

增强 CT 提示肝转移进展，行局部肝动脉栓塞治疗。

据的四分位法区分 TMB 高 / 低人群，患者 TMB 位

2018 年 7 月 9 日开始行四联方案，具体用药：阿特

于前 50.4% 处于中位，这可能与免疫药物获益有关。

珠单抗（基因泰克 / 罗氏）1200 mg d1、贝伐珠单抗

TMB 是一个连续变量，较高的 TMB 往往与改善的

（罗氏，国药准字 S20100024）400 mg d1、卡铂（齐鲁

结局相关，联合治疗中动态监测 TMB 并结合纵向临

制药，
国药准字 H10920028）400 mg d1、
白蛋白紫杉醇

床疗效，协助分析两者相关性。TMB 和 PD-L1 是

（江苏恒瑞，
国药准字 H20183378）300 mg d1，Q21d，
共

NSCLC 免疫检查点的独立生物标记。免疫治疗疗

行 8 周期。血液基因动态检测：EGFR 突变的丰度较

效与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的相关性仍缺乏前瞻性研

前明显下降。胸、腹部 CT 多次评效均稳定（SD）
。后

究 [21-23]。该患者治疗期间未出现免疫相关不良反

续以贝伐珠单抗维持治疗，
病情稳定，PFS 为 6 个月，

应（irAEs）。抗 PD-1/PD-L1 抗体在 T 细胞反应后

2019 年 3 月肠梗阻并发肠穿孔，
宣布临床死亡。

期（免疫效应阶段）发挥作用，主要激活外周组织中

2

的 T 细胞（如肿瘤微环境），引起的 irAEs 比较局限，

讨论
绝大部分肺癌患者初诊时已出现转移，丧失手

术治疗机会 。EGFR 是 NSCLC 靶向治疗常见的
[7]

发生率较低，特异性较强，毒性相对弱，使用前依旧
需要仔细评估潜在风险与获益 [24-25]。

阳性驱动基因 [8]。然而，
第一 / 第二代 TKIs 治疗 6 ～ 13 个

我国阿特珠单抗还尚未投入市场，实际临床应

月后，NSCLC 患者会出现获得性耐药，主要机制为

用受限。阿特珠单抗单价高昂，延长生存期未明确，

出现 T790M 突变 。AURA 研究

显示 T790M 突

成本效益较低，因此阿特珠单抗的价格是临床投入

变的 NSCLC 患者使用奥希替尼后 PFS、客观缓解率

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 [26]。总之，ABCP 联合治疗方

（ORR）均优于培美曲塞联合铂类的传统化疗方案。

案为获得性耐药的晚期 NSCLC 患者提供了一种新

[9]

[10]

免疫治疗成为该病靶向治疗耐药后的一种新治疗

选择 [27-28]。

方法。阿特珠单抗是一种针对程序性死亡受体 -1
（PD-L1）的选择性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具有减弱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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