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Optimizing the treatment strategy of breast cancer
Qiu, Si-Qi

IMPORTANT NOTE: You are advised to consult the publisher's version (publisher's PDF) if you wish to cite from
it. Please check the document version below.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Publication date:
2019

Link to publication i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UMCG research database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Qiu, S-Q. (2019). Optimizing the treatment strategy of breast cancer. [Thesis fully internal (DIV),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Rijksuniversiteit Groningen.

Copyright
Other than for strictly personal use, it is not permitted to download or to forward/distribute the text or part of i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author(s) and/or copyright holder(s), unless the work is under an open content license (like Creative Commons).

The publication may also be distributed here under the terms of Article 25fa of the Dutch Copyright Act, indicated by the “Taverne” license.
Mor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on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website: https://www.rug.nl/library/open-access/self-archiving-pure/taverne-
amendment.

Take-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Download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UMCG research database (Pure): http://www.rug.nl/research/portal. For technical reasons the
number of authors shown on this cover page is limited to 10 maximum.

Download date: 24-05-2023

https://research.rug.nl/en/publications/f12e8b02-37be-46df-b878-0587a95afc2b


CHAPTER  10

中文总结与展望 
(Chines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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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总结
在过去三十年中，乳腺癌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手术方式

的优化和全身系统性治疗新型药物的应用。相比于传统的全乳切除术，保留乳房

手术（下文中简称为保乳手术）在早期乳腺癌中的应用既实现了肿瘤的根治性切

除，使患者获得相同的治疗效果，又可以保留正常的乳腺组织，从而获得更好的

美容效果；在临床腋窝阴性的早期乳腺癌患者中，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目前已代替

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成为标准的治疗方案，进一步缩小了手术范围。与腋窝淋巴

结清扫术相比，前哨淋巴结活检术可在不降低患者生存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同的肿

瘤局部控制率，同时降低手术并发症，如在减轻上肢淋巴水肿和肩部功能障碍等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全身系统性治疗方面，蒽环类药物、紫杉类药物、曲妥珠

单克隆抗体和芳香化酶抑制剂的使用，进一步降低了乳腺癌的复发和死亡风险。

尽管乳腺癌的治疗已取得上述重要进展，仍有高达30%的早期患者最终不可避免

的发生了肿瘤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进一步完善乳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很有必

要，以下几个研究方向预期可以针对目前治疗方案中的缺陷提出临床决策的改进

方案：了解乳房是否存在残余肿瘤，术前预测腋窝淋巴结转移风险，以及详细分

析肿瘤及其微环境的特征。

新型成像技术例如microCT和光学分子影像技术，可协助了解乳房是否有肿

瘤残留，有望实现保乳手术术中切缘状态评估。腋窝淋巴结转移概率的术前数学

预测模型，可辅助术前临床决策，优化腋窝手术方案。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详细

分析，可更好地了解肿瘤的生物学特征，为优化全身系统性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因此，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评估新型、微创性技术在优化乳腺癌外科手

术降阶梯治疗和全身系统性治疗方面的价值。

第一章中，我们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述。

第二章到第六章，我们主要讨论乳腺癌外科手术降阶梯治疗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在第二章中对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的进展进行了综述。文献及临床

试验检索截至2016年12月，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 前哨淋巴结活检在

早期乳腺癌中的应用。在临床腋窝阴性且前哨淋巴结活检阴性的早期乳腺癌患者

中，前哨淋巴结活检术与淋巴结清扫术相比，显著降低了手术并发症。两种手术

方式的肿瘤局部复发率和患者生存率没有明显差别。在临床腋窝阴性且前哨淋巴

结活检微转移，或临床肿瘤分期为T1-2、1-2枚前哨淋巴结病理阳性且接受保乳

手术加全乳放疗的患者中，前哨淋巴结活检可取得与腋窝淋巴结清扫相似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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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并可显著降低手术并发症。2.前哨淋巴结活检在接受新辅助治疗患者中的

应用。在临床腋窝阳性并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中，前哨淋巴结活检在以下情况

被认为是可行的：等于或多于3枚前哨淋巴结被检出；新辅助治疗前，对阳性淋

巴结进行标记，新辅助化疗后，在前哨淋巴结活检的同时切除标记的淋巴结；利

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对检出的前哨淋巴结进行病理检查。3.新型示踪剂在前哨淋

巴结活检术中的应用。目前，用于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的示踪剂均有其不足之

处，例如蓝染料可引起过敏反应、锝99硫胶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获得批准用

于临床等。为避免上述这些缺点，目前已有一些新型、无放射性的示踪剂被用于

前哨淋巴结活检术，例如吲哚菁绿和超顺磁性氧化铁。这些新型示踪剂在前哨淋

巴结检出上非劣于传统的示踪剂。在无法获得放射性示踪剂的国家，这些新型示

踪剂可能得以替代锝99硫胶体用于前哨淋巴结的示踪。为了避免腋窝淋巴结手术

带来的并发症，目前已有临床试验探索在腋窝淋巴结低转移风险患者中免除腋窝

手术的安全性，例如SOUND试验（NCT02167490）。

第三章中，我们介绍了一个用于预测腋窝淋巴结转移风险的数学模型。该模

型主要适用于术前超声检查发现一枚或多枚腋窝淋巴结的可手术乳腺癌患者。本

研究共纳入556名诊治于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的乳腺癌患者。按照乳腺

癌确诊时间顺序，患者被分为模型组（322名）和验证组（234名），分别用于

预测模型的建立和验证。模型组中，我们利用多因素分析的方法鉴定出六个腋窝

淋巴结转移的独立预测因子，用于建立预测模型。这些预测因子包括：临床肿瘤

大小（肿瘤的最长径）、雌激素受体状态、肿瘤组织学分级，以及术前超声检测

的腋窝淋巴结横径、皮质厚度和淋巴结门状态。我们利用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Curve, AUC）检测该模型在预测腋窝淋巴结转移方面的效能。

在验证组中，模型的AUC为0.864，展示了很好的预测效能。为验证该模型在不

同种族人群应用的普适性，我们利用来自荷兰六家医院共1416名乳腺癌患者的

资料对模型进行验证，相关结果在第四章中进行介绍。我们从荷兰癌症登记中心

回顾性收集了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同时分别在六家参与医院查阅患者的腋窝超

声检查报告和相关影像资料，获得腋窝淋巴结相关信息。该模型在荷兰验证组中

的取得了较高的AUC为0.774，并展示了较好的预测效能。研究过程中，我们发

现该模型低估了腋窝淋巴结低转移风险患者的淋巴结转移风险，在来自中国的验

证组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因此，为提高模型的预测准确性，我们采用广义

线性模型分析法对模型进行完善。与原始模型相比，完善后的模型在荷兰验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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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腋窝淋巴结转移风险的预测准确性得以提高，尤其是对于低转移风险的患

者。同时，其在中国患者中也展示了很好的预测效能（AUC=0.851）。这些结

果表明，完善后的模型可适用于不同种族的人群。利用完善后的模型，我们得以

鉴定出淋巴结低转移风险的一组患者，在未来的临床应用中，这些患者有望避免

腋窝手术。

第五章中，我们讨论了利用microCT成像技术进行乳腺癌保乳手术术中切

缘状态评估的可行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入组了30例接受保乳手术治疗的早期乳腺

癌患者。术中利用microCT对手术标本进行扫描，扫描后对图像进行三维重建，

通过对microCT影像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估手术切缘状态。最后，我们将microCT

技术评估的切缘状态与病理切缘状态进行比较，从而计算出其预测保乳手术切缘

状态的准确性。手术标本扫描、图像三维重建和影像资料评估的时间分别为7分

钟、1.5分钟和5分钟，较短的分析评估时间提示microCT技术可在术中快速为外

科医生提供切缘状态的信息，操作上切实可行。在30例患者中，9例病理切缘阳

性，20例病理切缘阴性，1例患者由于周围正常乳腺组织致密，导致肿瘤在mi-

croCT图像上无法辨认。microCT技术准确预测了其中5名病理切缘阳性患者和

所有20名病理切缘阴性患者的切缘状态，该技术在手术切缘状态评估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分别为56%和100%。因此，如果利用microCT技术进行术中切缘状态评

估并辅助临床决策，二次手术发生率有望从31%降至14%。当然，该技术在降低

二次手术发生率方面的价值需要在大样本研究中进一步进行评估和验证。

第六章中，我们展示了一项II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该临床试验主要探索利用

bevacizumab-800CW介导的光学分子影像技术进行乳腺癌保乳手术导航的最

佳示踪剂成像剂量。该研究共入组26名接受手术治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术前3

天分别一次性接受不同剂量的bevacizumab-800CW静脉注射：4.5mg（3名）

、10mg（10名）、25mg（10名）和50mg（3名）。在新鲜大体手术标本上，

我们分别测量肿瘤组织和周围正常乳腺组织的荧光信号强度。结果提示，肿瘤组

织的荧光信号强度呈剂量依赖性升高。此外，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的荧光信号比

随着示踪剂剂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并在25mg剂量组达到最高值。利用厚度为

10μm的组织切片，我们通过测量肿瘤内各组织成分的荧光信号强度，在微观水

平上评估了bevacizumab-800CW在肿瘤中的生物分布。在所有剂量组中，癌组

织的荧光信号强度均高于周围正常乳腺组织的荧光信号强度。另外，我们回顾性

分析了术中采集的术腔荧光图片或视频资料，并以此对手术切缘状态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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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提示，利用bevacizumab-800CW介导的荧光手术导航技术得以检出88%

的病理阳性切缘，这提示该技术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由于阳性切缘患者在

四个剂量组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同时可能由于肿瘤异质性的问题，本研究暂时无

法对bevacizumab-800CW的最佳成像剂量做出结论。根据该II期临床试验的数

据，我们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该方法有望应用于多种不同

肿瘤和不同类型的光学示踪剂，以评估肿瘤靶向性光学示踪剂用于手术导航的临

床转化应用价值。

第七章和第八章，我们主要探讨乳腺癌肿瘤免疫微环境的相关问题。首先，

我们在第七章中对靶向乳腺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理论基础进行介绍。文献检索

截至2018年6月份，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乳腺

癌中的预后预测作用。关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预后作用，尽管文献报道中存在

不同的结果，但是总的来讲，在早期原发乳腺癌中，高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浸润与

临床病理不良预后因素相关，同时患者的预后也更差。值得注意的是，肿瘤相关

巨噬细胞的亚型和在肿瘤组织中的定位对其预后作用也非常重要。此外，肿瘤相

关巨噬细胞的预后作用在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中可能不同。2.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在促进乳腺癌细胞生长、转移和耐药方面的前临床研究证据。前临床研究结果显

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促进乳腺癌细胞生长、局部浸润、血管侵犯和远处转移灶

的生长。另外，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乳腺癌小鼠动物模型中介导多种治疗耐药，

其潜在的机制包括：诱导和维持促肿瘤的巨噬细胞亚型；抑制CD8+T细胞的功

能；降解细胞外基质；促进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和抑制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等。在

上述动物模型中抑制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募集、诱导促肿瘤亚型向抑制肿瘤亚型

的转变以及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均可逆转其介导的治疗耐药。3.靶向巨噬细

胞的临床研究。基于前临床研究的结果，临床上已开发出靶向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的药物，目前正处于早期临床研究阶段，这些药物在乳腺癌中的疗效有待进一步

研究。

第八章中，我们报道了221例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原发肿瘤中雄激

素受体表达情况和肿瘤免疫微环境相关分析的研究结果。我们从荷兰北部19家药

房的资料库中筛选出上述这些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并接受曲妥珠单抗治疗的

患者。这些患者中，共150名患者原发肿瘤的组织蜡块可用于进一步研究分析。

我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或免疫荧光染色法研究肿瘤雄激素受体和免疫相关分子的

表达情况。结果显示，雄激素受体在81.3%的原发肿瘤中高表达。同时，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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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的表达情况与M2亚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CD3+和CD8+T细胞的浸润呈负

相关关系。我们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法研究雄激素受体和免疫细胞在每一例肿瘤

中的表达或浸润情况。聚类分析结果表明，HER2阳性乳腺癌原发肿瘤可被分成

四种亚型：1.高免疫细胞浸润伴雄激素受体低表达型（约占20%）；2.高免疫细

胞浸润伴雄激素受体高表达型（约占15%）；3.低免疫细胞浸润伴雄激素受体高

表达型（约占50%）；4.低免疫细胞浸润伴雄激素受体低表达型（约占15%）

。在高免疫细胞浸润的肿瘤中，雄激素受体高表达患者的总生存明显优于雄激素

受体低表达患者（89.7个月 vs. 66.4个月，P=0.01）。该研究结果提示基于雄

激素受体表达和免疫细胞浸润情况的HER2阳性乳腺癌分型可能与患者的预后相

关，由于研究样本量较小，该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

展望
乳腺癌外科手术降阶梯治疗

乳腺癌外科手术方式的趋势是降阶梯治疗。在乳房手术方面，伴随着全乳切

除率的下降，乳腺癌保乳率较以往明显上升。在腋窝手术方面，前哨淋巴结活检

的适应症也从临床腋窝阴性的患者逐步扩大到部分临床腋窝阳性并接受新辅助治

疗的患者。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或许有一部分患者得以避免腋窝手术，尤其是在

放射治疗介入的情况下。然而，乳腺癌外科手术降阶梯治疗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

解决。首先，乳腺外科医生对手术降阶梯治疗理念的接受程度仍需提高。ACOS-

OG Z0011，AMAROS和IBCSG 23-01三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已经表明，

并非所有乳腺癌患者均需要接受腋窝淋巴结清扫。但是，最近发表的一份包含

376名乳腺外科医生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于满足Z0011入组标准的患者，仍有接

近一半的医生建议行腋窝淋巴结清扫。2014年，基于33个研究中心包含28162

名患者资料的meta分析结果，美国肿瘤外科学会和放射肿瘤学会联合发表一项

共识指南推荐将“肿瘤无墨染”作为早期浸润性乳腺癌阴性手术切缘的标准。相

对于“肿瘤无墨染”标准，更宽的手术切缘无法降低同侧乳房复发率。一项包含

342名乳腺外科医生的调查报告显示，自该共识指南发表之后，仅有约三分之二

的医生采用“肿瘤无墨染”作为阴性切缘的标准。尽管并非所有医生采纳该共识

指南，这仍使保乳手术后二次手术的发生率降低了16%。以上调查同时发现，不

采纳“肿瘤无墨染”作为阴性切缘标准的医生，往往也更不容易接受创伤更小的

腋窝手术。而每年接诊乳腺癌患者更多的医生则更容易接受“肿瘤无墨染”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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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腋窝免清扫理念。这些资料表明，我们仍有很大空间去帮助临床医生接受创伤

更小的手术理念，这要求不断地对医生进行继续再教育，尤其是对于年接诊乳腺

癌患者量较低的医生。

第二，将新技术应用于外科手术降阶梯治疗的早期临床试验的结果，需要

经过多中心的外部验证，并最终提出标准化的操作方案。这将有利于将这些研究

结果转化应用到未来临床工作当中。本论文中所报道的两个进行乳腺癌保乳手术

术中切缘状态评估的新技术研究分别是可行性研究（第五章microCT技术）和

早期临床试验（第六章荧光分子影像技术）。在这些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之

前，需要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对它们的应用价值进行评估。关于microCT技

术，目前两个更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正分别在荷兰癌症研究所（250例患者）和

麻省总医院（107例患者）进行。该研究将探索新的图像重建方法以降低图像重

建时间，并改善图像质量以优化结果解读，最终将分析该技术进行术中切缘状态

评估的准确性。同时，该研究将建立一套关于microCT技术的标准化操作和分析

方案，包括手术标本处理和扫描、图像重建和分析等，这将有利于未来开展多中

心、前瞻性、干预性研究，以评估microCT技术在降低保乳术后二次手术发生率

的价值。关于bevacizumab-800CW介导的光学分子影像技术在降低保乳手术切

缘阳性率和二次手术发生率方面的价值，将在未来一项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中进

行评估。为最大程度地增加该技术后续临床转化应用的可能性，确保上述III期临

床试验中来自不同中心的研究数据具有可比性至关重要。标准化的数据收集和荧

光图像分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因此，我们在第六章中所介绍的标准化

研究方案将被应用到该多中心临床研究当中。

第三，为优化外科手术降阶梯治疗，我们需要考虑肿瘤的生物学特征。乳腺

癌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完全缓解率是40%-60%，不同分子分型的肿瘤病理完全缓

解率差别很大，例如HER2阳性或三阴性亚型的肿瘤则可高达70%-80%。这些

信息对制定手术治疗策略相当重要。在一项入组1907名临床腋窝阴性早期乳腺

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能降低接受全乳切除

术的HER2阳性或三阴性患者的腋窝淋巴结清扫率，然而在激素受体阳性/HER2

阴性的患者中则不能。上述结果表明，在接受新辅助化疗的患者中，HER2阳性

或三阴性患者或许有更大的可能性可以避免腋窝淋巴结清扫。在接受保乳手术治

疗的患者中，目前已经比较明确肿瘤的生物学特征与局部复发率相关。不同激素

受体和HER2状态的肿瘤，其局部复发率也不同。此外，无论接受保乳手术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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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切除术，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局部复发率最高，而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

患者的局部复发率最低。这表明，对于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无需在阴性切缘的基

础上进行扩大手术切除。

当上述的三个问题都被解决时，乳腺癌的外科手术治疗将有望更加优化，从

而降低治疗副作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并可降低医疗费用。 

乳腺癌的肿瘤免疫微环境分析

乳腺癌的肿瘤免疫微环境中包含多种类型的免疫细胞，例如T细胞、B细

胞、浆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髓系来源的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在乳腺癌患者中

具有不同的预后预测和治疗指导作用。免疫细胞之间、免疫细胞与乳腺癌细胞和

微环境中的其他细胞之间也都存在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乳腺癌的生物学特征。因

此，为更好地了解乳腺癌的的生物学特征，从而进一步支持和优化个体化治疗，

在未来的研究中，揭示上述细胞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

监测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异质性（包括患者间的异质性及原发灶和转移

灶间的异质性）和动态变化是有可能获得更加优化的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另外一个

重要方面。靶向性PET分子成像技术可以获得全身组织器官影像资料，未来有望

利用该技术实现非侵袭性全身在体免疫细胞监测，但如何对多种不同免疫细胞进

行在体成像也是靶向性PET分子成像技术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组织活检联

合多色免疫荧光标记技术可能提供更加完整的关于肿瘤组织内免疫细胞成分的信

息，但是治疗过程中尤其是在转移灶上需要进行多次重复活检也限制了操作上的

可行性。将上述两种技术进行结合或许能够实现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细胞成分异质

性和动态变化的监测，这一理念仍需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我们已经知道，不同分子亚型的乳腺癌具有不同的肿瘤免疫原性。目前已有

研究发现，一些亚型例如雌激素受体阳性/HER2阳性乳腺癌中，肿瘤细胞与免

疫细胞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根据基于肿瘤细胞-免疫细胞的肿瘤生物学特征

制定全身系统性治疗策略可能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在不同分子亚型乳

腺癌中探索分析肿瘤免疫细胞成分，以及它们的预后预测能力，可能对治疗策略

的选择起到指导性作用。

总的来说，乳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需要进一步优化。改善外科医生手术治

疗理念，参考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制定治疗方案，将有利于优化乳腺癌外科手术降

阶梯治疗。更好地了解乳腺癌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异质性、动态变化和各细

Siqi - final - Copy.indd   196 9-3-2019   14:30:32



197

中文总结与展望 (Chinese summary)

10

胞成分间的相互作用，将有利于改善全身系统性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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