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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活检在肿瘤转移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王梦妍，娄加陶（上海胸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检验科，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要：液体活检作为一种新技术，具有方便、快捷、非侵入性、可重复性强等优点，其可以对体液中肿瘤相关 ＤＮＡ、ＲＮＡ、外泌体
及细胞进行检测，对早期检测肿瘤转移、复发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各种肿瘤分子相关标志物的研究不断深入，近年来对于液
体活检技术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然而，目前临床医生判断肿瘤患者是否发生转移依然停留在通过原位肿瘤大小和区域
淋巴结状态等标准大体估测肿瘤发生转移的风险。限制液体活检应用于临床的主要因素包括：液体活检的研究进展和临床
数据的结合应用非常有限；各种分子标志物的检测和参考区间尚未建立统一标准；缺乏足够状态良好、数据完整、长期随访的
样品进行原发和转移肿瘤的比较等。近年来，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更新，对液体活检的研究逐渐深入，对其各项指标的生物
学特征及临床意义的研究均取得了较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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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是影响患者预后最直接的危险因素［］。传统
的肿瘤转移检测金标准———组织活检作为一种侵入性的检
查手段，对于年龄较大、病情较重的患者适用性差。而目前
临床应用的许多影像学方法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如
ＦＮａＦ（一种带有药代动力学性能的 ＰＥＴ 成像的示踪剂）
结合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 ＰＥＴ ）／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ｈｙ，
ＣＴ）对监测肿瘤骨转移非常敏感，但 ＦＮａＦ 会极大地影响
患者的治疗效果［］。ＰＥＴ 试剂———氟化葡萄糖也常用于转
移性前列腺癌，且具有较高的预后价值，但其主要用于晚期
且很难评估其是否具有足够的敏感性。近年来，液体活检作
为一种新型的诊断手段逐渐受到关注，其可以通过多种体液
对肿瘤的转移进行非侵入性实时监测［］。本文着重介绍不
同液体活检指标在肿瘤转移中的应用进展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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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在肿瘤领域中的不断发展，液体活检的无创诊疗优
势越来越受医疗业界关注，其临床应用扩展到肿瘤的诊断、
治疗、转移判断等各个领域。
２

与肿瘤转移相关的液体活检标志物

２．１

ＣＴＣｓ

简介 在活检易引起高转移性风险的肿瘤患者
中，ＣＴＣｓ 检测有其优势，可用于判断肿瘤对靶向治疗的反
应，如监测肿瘤表面的抗 ＰＤ１ 配体 １ （ＰＤＬ１）蛋白［］。另
外，通过对 ＣＴＣｓ 进行基因分析，尤其是转录组学分析，对于
转移过程的研究非常重要。如采用 ＲＮＡ 测序可检测胰腺癌
鼠模型中非经典 Ｗｎｔ 通路（尤其是 Ｗｎｔ２）中的肿瘤转移关
键信号［］。在 ＣＴＣｓ 的 ＤＮＡ 甲基化分析中，目前已经发现
ＣＴＣｓ 具备一些与肿瘤 － 间质转化（ＥＭＴ ）相似的甲基化改
变，如转移性去势性前列腺癌的 ＣＴＣｓ 中出现了 ＥＭＴ 相关基
１ 液体活检技术
因 ｍｉＲ２００ｃ ／ １４１ 和 ｍｉＲ２００ｂ ／ ａ ／ ４２９ ＣｐＧ 岛甲基化水平显
“液体活检”的概念最早于 ２０１０ 年提出，由循环肿瘤细 著升高（分别为 ３３． ７％ 和 ３７． １％ ），而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胞（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ｕｍｅｒ ｃｅｌｌｓ，ＣＴＣｓ）作为乳腺癌活检的替代疗 ＣＴＣｓ 中，ＥＭＴ 相关基因 ｍｉＲ２００ｃ ／ １４１、ｍｉＲ２００ｂ ／ ａ ／ ４２９ 和
法，用于乳腺癌预后和治疗反应评估。肿瘤的液体活检是指 ＣＤＨ１ ＣｐＧ 岛甲基化水平分别升高 了 ７． ２％ 、２０． ８％ 和
以最小侵入性或非侵入性的方法取得患者的血液或其他液 １．１％ ［］。目前，ＣＴＣｓ 多用于跟踪监测不同的突变型，特定
体样本（尿液、腹水、唾液、胸腔积液等），对其中的肿瘤细胞 的 ＣＴＣｓ 亚群还能决定肿瘤转移的器官倾向性［］。同时，
或核酸等生物学标志物，如 ＣＴＣｓ、循环肿瘤 ＤＮ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ＴＣｓ 还能用于功能性研究，包括 ＣＴＣｓ 的产生、存活、与血液
组分的相互作用以及 ＣＴＣｓ 进入血流后产生的远处损伤。
ｔｕｍｅｒ ＤＮＡ，
ｃｔＤＮＡ ）、循环肿瘤微小 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 ）、外泌体
（ｅｘｏｓｏｍｅ）、血小板（ｐｌａｔｌｅｔｓ）等［］进行检测并获取相关疾病 因此，ＣＴＣｓ 可为转移性肿瘤细胞的溯源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信息的技术。相比于组织活检这一肿瘤诊断传统金标准，液 ２．１．２ ＣＴＣｓ 检测技术 目前已经有 ４０ 多种方法用于分离
体活检具有很多优势，如非侵入性采样、均质化肿瘤异质性、 ＣＴＣｓ，主要包括基于 ＣＴＣ 生物学特性和基于其物理特性的
操作方便、耗时短、重复性高、可实时监测肿瘤进展等。随着 分离方法两大类。基于生物学特性的方法包括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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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如 ＣＥＬＬＳＥＡＲＣＨ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 （ＣＴＣ）ｔｅｓｔ］和 ｉｎｇ，ＷＧＳ）技术的应用使 ｃｔＤＮＡ 相关的液体活检得到发展，
生物标志物与微流控技术相结合（如 Ｉｓｏｆｌｕｘ ＦＩＣＯＬＬ ａｎｄ ｃｔＤＮＡ 得以从正常 ＤＮＡ 中分离出来［ ］。因此，无需提前假
设突变基因的测序技术在临床应用中更受青睐［ ］。ｃｔＤＮＡ
ＥｐＣＡＭ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基于物理特性的方法包
括根据 ＣＴＣ 的大小、密度、离心力、导电性、变形性和光流控 的等位基因突变比例较低，故而非常适用于靶向 ＮＧＳ （Ｔａｒ
特性对 ＣＴＣ 进行分离。其中强生公司的 ＣＥＬＬＳＥＡＲＣＨ
ｇｅｔｅｄ ＮＧＳ ），如基于杂交捕获的 ＮＧＳ 和基于 ＰＣＲ 的 ＮＧ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 （ＣＴＣ ）ｔｅｓｔ （７９００００１ ）检测试剂盒是目
等，目前已有通过 ＮＧＳ 检测骨肉瘤进展和转移的研究［ ］。
前唯一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ＦＤＡ）授权的 ＣＴＣ 检测技 但由于 ＷＧＳ 费用较高，耗时较长，目前还不适用于常规的临
术，已经应用于转移性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临床 床检测。
尽管以 ｃｔＤＮＡ 为基础的液体活检在临床上已经得到了
诊断，该项技术通过抗体包被的磁珠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特
异性蛋白，然后通过磁铁吸附磁珠达到分离 ＣＴＣｓ 的目的。 一定程度的应用，然而目前可用于肿瘤转移诊断的方法仍然
此外，还有 ＣＴＣｓ 芯片以及用纳米毛刷上的抗体捕获等新型 十分有限。因此，ｃｔＤＮＡ 检测的推广仍需要进一步降低成
本、简化实验操作并提高检测灵敏度。
ＣＴＣｓ 分离技术 ［ ］。但富集 ＣＴＣｓ 的过程中很难保持其完整
性，如流式细胞技术会破坏细胞团等，尽管已有分离 ＣＴＣｓ ２．３ 循环肿瘤 ｍｉＲＮＡ
细胞团的相关研究［ ］，但在技术层面还不够完善。由于分 ２．３．１ ｍｉＲＮＡ 简介 ｍｉＲＮＡ 在肿瘤转移的多个过程中起到
离难度大，ＣＴＣｓ 技术的临床应用仍然会受到许多限制，如尚 调节作用，如 ＥＭＴ、侵袭、血管生成和远处器官转移等［ ］。
未形成标准化的单个和成团的细胞富集技术，目前用于分离 研究表明，分泌型 ｍｉＲＮＡ，尤其是外泌体中的 ｍｉＲＮＡ，与肿
分析 ＣＴＣｓ 中 ＤＮＡ 的技术不够灵敏，有的 ＣＴＣｓ 不表达上皮 瘤转移高度相关。如脑星形胶质细胞可以释放富含ｍｉＲ１９ａ
细胞黏附分子（ＥｐＣＡＭ），所以不能被以 ＥｐＣＡＭ 为基础的方 的外泌体，使乳腺癌细胞中的抑癌基因 ＰＴＥＮ 沉默，从而促
法捕获等［ ］。综上，检测 ＣＴＣｓ 的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这 进其迁移［ ］。
也是限制其应用的主要制约因素。
２．３．２ ｍｉＲＮＡ 检测技术 目前 ｍｉＲＮＡ 检测方法主要包括
高通量基因芯片、ＲＮＡ 测序、ＰＣＲ 检测等，ＰＣＲ 检测又包括
２．２ ｃｔＤＮＡ
２．２．１ ｃｔＤＮＡ 简介 研究表明，
肿瘤发生时，其 ＤＮＡ 片段会 茎环法、ｐｏｌｙ （Ａ）尾法和 ｄｄＰＣＲ 法。由于 ｍｉＲＮＡ 的序列较
［
］
持续汇入血流 。肿瘤细胞的转移能力主要来源于其形成 短而且含量低，扩增困难，因此，用基因芯片检测 ｍｉＲＮＡ 的
早期，初级肿瘤细胞获得的突变等位基因不仅使细胞有了选 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较低，一些 ｍｉＲＮＡ 序列仅有几个碱基
择性复制的优势，还包括是否存在转移倾向。相比于后期肿 有差异，这就容易导致假阳性升高。目前主要通过核苷酸类
瘤的遗传学改变，转移能力受最初肿瘤发生突变的等位基因 似物的引入解决这类问题。如用寡核苷酸提高捕获探针的
熔解温度进而提高其检测灵敏度等。相比之下，ＲＮＡ 测序
的特性影响更大。
血流中多种与癌症相关的 ＤＮＡ 片段长度均低于正常组 准确性较高，可以发现新的 ｍｉＲＮＡ，即使检测样本中仅有小
织来源的 ＤＮＡ 片段，且血液中可检出的高浓度短链 ＤＮＡ 片 部分存在突变，也可以通过超深测序检测出来。但是 ｍｉＲ
段与肿瘤转移具有一定相关性，如黑色素瘤患者出现脑转移 ＮＡ 测序的数据解释和分析较为复杂，费用较高，不同平台
时，８３％ 的患者血液中 ｃｔＤＮＡ 浓度升高［ ］。
的检测结果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可以参考基因组测序的方
法，开发用于 ｍｉＲＮＡ 结果判读的软件，如 ｍｉＲＤｅｅｐ２ 等。
２．２．２ ｃｔＤＮＡ 检测技术 ｃｔＤＮＡ 检测是目前非侵入性肿瘤
基因分型最简便的方法，它使更方便快捷的肿瘤基因分型技 ＰＣＲ 法中的茎环法和加尾法都是通过增加 ｍｉＲＮＡ 片段的长
术的研发成为可能［ ］。目前基于扩增阻滞突变系统（ａｍ 度提高检测灵敏度，这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检测方法。但
由于这两种方法依然是相对定量的方法，目前又缺乏公认的
ｐｌｉｆｉｃａｉｔｏｎ 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ＭＳ ）的 ＰＣＲ 技术在
临床上的应用较为广泛，其操作简便，成本较低，常用于检测 内参基因，因此这些缺陷不利于其普及。ｄＰＣＲ 是绝对定量
复发的热点突变和单核苷酸多态性。例如通过 ＡＲＭＳ ＰＣＲ 的方法，不需要参考基因，即使检测低丰度样本也有较高的
检测 ＢＲＡＦ 突变基因，可监测甲状腺癌淋巴结转移［ ］。但 灵敏性，而且对 ＰＣＲ 抑制剂的耐受性高。但这种方法成本
较高，操作繁琐，机械化水平尚有待提高。
ＡＲＭＳ ＰＣＲ 技术每次仅能检测 １ 个基因位点，且敏感性不
高，仅约为 ０．１％ ～ １％ ，限制了 ＡＲＭＳ ＰＣＲ 的广泛应用。相 ２．４ 外泌体
比于 ＡＲＭＳ ＰＣＲ，数字 ＰＣＲ（ｄＰＣＲ）技术敏感性较高，能使血 ２．４．１ 外泌体简介 外泌体是含有功能性生物分子（蛋白
液中 ＤＮＡ 检测的灵敏度精确至 ０．１％ 。Ｃｈａｎｇ 等［ ］证实，使 质、脂质、ＤＮＡ ／ ＲＮＡ）的囊泡，可转运入受体细胞。研究表
用微滴式数字 ＰＣＲ（ｄｄＰＣＲ）技术检测 ｃｔＤＮＡ，可实现监测转 明，外泌体的某些成分，如蛋白质和 ｍｉＲＮＡ，与肿瘤转移存
移性黑色素细胞瘤的治疗效果。此外，另有研究证实，几种 在高度相关性。例如在胰腺癌患者中，含有磷脂酰肌醇聚
高度敏感的 ＰＣＲ 技术，如 ＢＥＡＭｉｎｇ 技术（数字 ＰＣＲ－流式技 糖１（ＧＰＣ１）的外泌体浓度与肿瘤转移高度相关，预示着外
术）或 ＰＡＰ（焦磷酸激活的聚合作用）等均可检出单个 ｃｔＤ 泌体可以作为肿瘤转移早期检测的生物学标志物［ ］。外泌
尤其是 体蛋白质组学研究发现，肿瘤发生时的整合素谱具有独特的
ｄＰＣＲ 技术，
ＮＡ 分子 ［ ］。随着操作简化和费用降低，
［
］
有望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但 ｄＰＣＲ 的缺点是，所 表达特点。如外泌体蛋白组的变化能判断黑色素瘤患者发
ｄｄＰＣＲ，
要寻找的异常基因的序列必须是已知的，而且是能同时检测 生非特异性远处转移的风险［ ］；外泌体整合素 α６β４ 和
的突变。更为精准的全基因组测序（ｗｈｏｌ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ｑｕｅｎｃ α６β１ 与肺转移有关，而 αｖβ５ 与肝转移有关。分别以 α６β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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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αｖβ５ 为靶点，能降低外泌体的摄取，并分别降低肺转移 ４ 参考文献
和肝转移发生率［ ］。
［１］Ｓｕｈａｉｌ Ｙ，Ｃａｉｎ ＭＰ ，Ｖａｎａｊａ Ｋ，ｅｔ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
２．４．２ 外泌体检测技术 目前已经有可以通过外泌体检测
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Ｊ］． Ｃｅｌｌ Ｓｙｓｔ，２０１９，９（２）：
１０９１２７．
肿瘤的商品化试剂，主要包括离心柱法和超速离心法两大 ［２］Ｓｈｅｉｋｈｂａｈａｅｉ Ｓ，Ｊｏｎｅｓ ＫＭ，Ｗｅｒｎｅｒ ＲＡ，ｅｔ ａｌ． ＦＮａＦＰＥＴ ／ ＣＴ ｆｏｒ
类。离心柱法操作简单，但很多商品化试剂盒中的外泌体吸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附材料的特异性不高，因此，收集的外泌体常包含直径更大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Ａｎｎ Ｎｕｃｌ Ｍｅｄ，２０１９，３３（５）：
３５１
３６１．
的细胞外囊泡。而超速离心法分离的外泌体具有更高的纯
度，因此，其应用更为广泛，但它需要能实现超高转速的离心 ［３］林慧娴，陈静． 液体活检分析技术研究进展［Ｊ］． 临床检验杂志，
２０１９，３７（８）：
５８８５９２．
设备。目前已有基于以上 ２ 种方法的改进技术，如府伟灵教
Ｆ，Ｍａ ＸＴ，ｅｔ ａｌ． Ｔｕｍ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ａｓ ｌｉｑｕｉｄ ｂｉｏｐ
授团队研发了基于捕获外泌体标志物 ＣＤ６３ 的抽提方法，其 ［４］ｓｙＬｉｕｉｎＬ，ｌｕｎｇＬｉｎ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Ｏｎｃｏｌ Ｈ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２０，１４６：
［
］
通过对临床样本进行检测，具有较好的应用潜能 。但由
１０２８６３．
于外泌体之间 ＣＤ６３ 的表达水平存在差异，这种方法仍具有 ［５］Ｊａｎｎｉｎｇ Ｍ，Ｋｏｂｕｓ Ｆ，Ｂａｂａｙａｎ Ａ，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ＤＬ１ ｅｘ
一定局限性。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ＮＳＣＬ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２．５ 肿瘤血小板（ＴＥＰ ）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Ｄ１ ／ ＰＤＬ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Ｊ ］．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Ｂａｓｅｌ ），
２．５．１ ＴＥＰ 简介 １８７７ 年，
ＫａｎｉｋａｒｌａＭａｒｉｅ 等 ［ ］发现了“富
２０１９，１１（６）：
Ｅ８３５．
含特异性肿瘤成分的血栓”参与肿瘤细胞转移，随后其对巨 ［６］ＶａｎｄｅｒＶｏｒｓｔ Ｋ，Ｄｒｅｙｅｒ ＣＡ，Ｋｏｎｏｐｅｌｓｋｉ ＳＥ，ｅｔ ａｌ． Ｗｎｔ ／ ＰＣＰ ｓｉｇｎａ
核细胞、血小板、癌症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引出了 ＴＥＰ 的概
ｌ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ｅｌ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１９，７９（８）：１７１９１７２９．
念。同时，血小板也有一定的吞噬摄取功能，例如，血小板能
够摄取肿瘤来源的细胞因子和 ＲＮＡ，促进原位肿瘤的血管 ［７］Ｌｉｎ ＸＹ，Ｃｈａｉ ＧＳ，Ｗｕ ＹＭ，ｅｔ ａｌ． ＲＮＡ ｍ６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形成。
［Ｊ］．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９，１０（１）：２０６５．
在肿瘤发生转移的过程中，ＣＴＣｓ 普遍被血小板包被，血 ［８］Ｌｕｏｆ Ｓｎａｉｌ
ＹＳ，Ｌｉａｎ Ｓ，Ｃｈｅｎｇ ＹＬ，ｅｔ 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ｓｏｉｌ
小板能与 ＣＴＣｓ 相互作用，使 ＣＴＣｓ 定植于血管壁，同时，黏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ｃａｕｓ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ｒｇａ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ｔａｓｔａ
附在 ＣＴＣｓ 上的血小板能抑制免疫系统对 ＣＴＣｓ 的识别，从
ｓｉｓ［Ｊ］． Ｅｘｐ Ｃｅｌｌ Ｒｅｓ，２０１９，３７５（１）：
６２７２．
而引起 ＣＴＣｓ 转移潜能增加［ ］。另外，血小板引起的转移风 ［９］Ｌｏｅｉａｎ
ＭＳ，Ｍｅｈｄｉ Ａｇｈａｅｉ Ｓ，Ｆａｒｈａｄｉ Ｆ，ｅｔ 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ｂｉｏｐｓｙ ｕｓｉｎｇ
险升高还可能与 ＴＧＦβ 和组织特异性有关［ ］。
ｔｈｅ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ＣＴＣｃｈｉｐ：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ＴＣ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ｕｒｉｔｙ ｕ
２．５．２ ＴＥＰ 检测技术 目前对于 ＴＥＰ 的检测，主要集中于
ｓ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Ｌａｂ Ｃｈｉｐ，
计数、大小、相关标志物和 ＲＮＡ。研究表明，血小板计数和
２０１９，１９（１１）：
１８９９１９１５．
大小与癌症具有高度相关性，如血小板体积增大的胰腺癌患 ［１０］Ｚｅｉｎａｌｉ Ｍ，Ｌｅｅ Ｍ，Ｎａｄｈａｎ Ａ，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ｌａｂｅｌｆｒｅｅ ｉ
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ＣＴＣ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者生存率降低（Ｐ ＝ ０． ０００ ５）［ ］；同时，在多种癌症中，高血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Ｂａｓｅｌ ），
小板计数均与高死亡率相关，如恶性间皮瘤、妇产科肿瘤、肺
２０２０
，１２（１）：Ｅ１２７．
癌、肾癌、胃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等。有学者指出，ＴＥＰ 中
１１］Ｚａｖｒｉｄｏｕ Ｍ，Ｍａｓｔｏｒａｋｉ Ｓ，Ｓｔｒａｔｉ Ａ，ｅｔ 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ｚｅ
［
的 ＬｎｃＲＮＡｓ 和 ＥＧＦＲｖＩＩＩ 有助于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诊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ｐＣＡＭ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ＴＣ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
断［ ］。ＴＥＰ 相关的标志物和 ＲＮＡ 检测主要通过基因芯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和 ＲＮＡ 测序。但目前的技术很难发现某种亚群的血小板对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Ｓｃｉ Ｒｅｐ，２０２０，１０（１）：
６５５１．
肿瘤更为敏感，因此，仍需要更深入的探索。
［１２］Ｐｅｓｓｏａ ＬＳ，Ｈｅｒｉｎｇｅｒ Ｍ，Ｆｅｒｒｅｒ ＶＰ． ｃｔＤＮＡ ａｓ 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２５

１８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微转移细胞的研究和新一代测序技术发展迅
猛，人们对于 ＣＴＣｓ、ｍｉＲＮＡ、ｃｔＤＮＡ 等肿瘤相关生物学标志
物的理解也日益加深。各种检测方法为检测肿瘤的生物学
特性以及发生、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液体活检的
优势是方便、快捷、减少患者痛苦并能使临床医师密切监测
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和及早发现肿瘤转移。从长远来看，液体
活检可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或在肿瘤转移早期发现播散的
肿瘤细胞，在血流中循环的肿瘤 ＤＮＡ 所包含的遗传信息可
即时反映肿瘤发展的状况，甚至可以以此探索肿瘤来源。近
年来，对液体活检的研究日益增多。为使液体活检在检测肿
瘤转移和复发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在临床应用中真正取代手
术活检，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提高其敏感性和精密度、降低成
本的方法。

ａ ｂｒｏａｄ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Ｏｎｃｏｌ Ｈ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２０，１５５：
１０３１０９．
［１３ ］Ｃｈａｎｇ ＧＡ，Ｔａｄｅｐａｌｌｉ ＪＳ，Ｓｈａｏ ＹＺ，ｅｔ 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ＢＲＡＦｍｕ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ＲＡＳｍｕｔａｎｔ ｃｅｌｌｆｒｅｅ ＤＮＡ ａｓｓａｙ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ｍｅｔａ
ｓｔａｔｉｃ ｍｅｌａｎｏｍａ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ＲＥＣＩＳ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ＲＥ

［］
， ， （ ）：１５７１６５．
［１４］Ｏｓｕｍｉ Ｈ，Ｓｈｉｎｏｚａｋｉ Ｅ，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Ｋ，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ＤＮＡ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ｉ，２０１９，
１１０（４）：
１１４８１１５５．
［１５］Ｚｈａｎｇ Ｊ，Ｙａｎｇ ＹＹ，Ｚｈａｏ Ｊ，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Ｆ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ＩＳ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Ｍｏｌ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６ １０ １

ｉｎ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ｅｄ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

［］

， ， （ ）：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ＭＳ ＰＣＲ Ｊ ． Ｐａｔｈ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９ ２１５ ４
７６１７６５．

［１６］Ｈｉｇｇｉｎｓ ＭＪ，Ｊｅｌｏｖａｃ Ｄ，Ｂａｒｎａｔｈａｎ Ｅ，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ＰＩＫ３ＣＡ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Ｊ］．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１２，１８（１２）：３４６２３４６９．
［１７］叶庆，张标，杨军，等． 用于液体活检的新技术：数字 ＰＣＲ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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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Ｓｃｉ Ｍａｒ． ２０２１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技术［Ｊ］． 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１９，３７（８）：５６４５６７．
［１８］Ｓｎｙｄｅｒ ＭＷ，Ｋｉｒｃｈｅｒ Ｍ，Ｈｉｌｌ ＡＪ，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ｌｆｒｅｅ ＤＮＡ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 ｉｎ ｖｉｖｏ ｎｕｃｌｅｏｓｏｍｅ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ｏｒｍｓ ｉｔｓ 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Ｊ］．
Ｃｅｌｌ，２０１６，１６４（１２）：
５７６８．
［１９］Ａｂｂｏｓｈ Ｃ，Ｂｉｒｋｂａｋ ＮＪ，Ｓｗａｎｔｏｎ Ｃ．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ＮＳＣＬ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ｔＤＮＡｂａｓｅ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Ｒ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８，１５（９）：５７７５８６．
［２０］Ｚｈａｏ Ｊ，Ｄｅａｎ ＤＣ，Ｈｏｒｎｉｃｅｋ ＦＪ，ｅｔ ａｌ．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ｏｓｔｅｏｓａｒｃｏｍａ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２０２０，４７４：１５８１６７．
［２１ ］Ｋｕｌｋａｒｎｉ Ｂ，Ｋｉｒａｖｅ Ｐ ，Ｇｏｎｄａｌｉｙａ Ｐ ，ｅｔ ａｌ． Ｅｘｏｓｏｍａｌ ｍｉＲＮＡ ｉｎ
ｃｈｅｍｏ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ｍｍｕｎｅ ｅｖａｓｉｏ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Ｊ］． Ｄｒｕｇ Ｄｉｓｃｏｖ Ｔｏｄａｙ，２０１９，２４（１０）：
２０５８２０６７．
［２２］Ｚｈａｎｇ Ｌ，Ｚｈａｎｇ Ｓ，Ｙａｏ Ｊ，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ＴＥＮ
ｌｏｓｓ ｂｙ ｅｘｏｓｏｍ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ｐｒｉｍｅｓ ｂｒａｉｎ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ｏｕｔｇｒｏｗｔｈ ［Ｊ ］．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５２７（７５７６）：
１００１０４．
［２３］Ｍｅｌｏ ＳＡ，Ｌｕｅｃｋｅ ＬＢ，Ｋａｈｌｅｒｔ Ｃ，ｅｔ ａｌ． Ｇｌｙｐｉｃａｎ１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ｃａｎｃ
ｅｒ ｅｘｏｓ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ｓ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Ｊ］．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５，
５２３（７５５９）：
１７７１８２．
［２４］Ｐｅｉｎａｄｏ Ｈ，Ａｌｅｃｋｏｖｉｃ Ｍ，Ｌａｖｏｔｓｈｋｉｎ Ｓ，ｅｔ ａｌ． Ｍｅｌａｎｏｍａ ｅｘｏｓｏｍｅｓ

· ２２５·

ｇｒｉｎ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ｏｒｇａｎｏｔｒｏｐｉｃ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Ｊ ］．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５２７
（７５７８）：３２９３３５．
［２６］Ｚｈａｏ ＸＸ，Ｚｈａｎｇ ＷＱ，Ｑｉｕ ＸＰ ，ｅｔ ａｌ．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ｅｘｏｓｏｍ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ＲＩＳＰＲ ／ Ｃａｓ１２ａ ［Ｊ ］． Ａｎａｌ Ｂｉｏａｎａｌ Ｃｈｅｍ，２０２０，
４１２（３）：
６０１６０９．
［２７］ＫａｎｉｋａｒｌａＭａｒｉｅ Ｐ ，Ｌａｍ Ｍ，Ｍｅｎｔｅｒ ＤＧ，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
ｉ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ｏｍｅ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Ｒｅｖ，
２０１７，３６（２）：
２３５２４８．
［２８］Ｊｉａｎｇ ＸＣ，Ｗｏｎｇ ＫＨＫ，Ｋｈａｎｋｈｅｌ ＡＨ，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ｃｏｖｅｒｅ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Ｊ］． Ｌａｂ Ｃｈｉｐ，２０１７，１７
（２０）：３４９８３５０３．
［２９］Ｔａｋｅｍｏｔｏ Ａ，Ｏｋｉｔａｋａ Ｍ，Ｔａｋａｇｉ Ｓ，ｅｔ ａ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ＴＧＦβ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ｎ ｐｏｄｏｐｌａｎ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ｕｍｏｕｒ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

ｔａｓｉｓ［Ｊ］． Ｓｃｉ Ｒｅｐ，２０１７，７：
４２１８６．
［３０］Ｌｅｍｂｅｃｋ ＡＬ，Ｐｏｓｃｈ Ｆ，Ｋｌｏｃｋｅｒ ＥＶ，ｅｔ ａｌ． Ｌａｒｇｅ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ｓｉｚｅ ｉｓ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Ｊ］． Ｃｌｉｎ Ｃｈｅｍ Ｌａｂ Ｍｅｄ，２０１９，５７（５）：
７４０７４４．
［３１］Ｌｕｏ ＣＬ，Ｘｕ ＺＧ，Ｃｈｅｎ Ｈ，ｅｔ ａｌ． ＬｎｃＲＮＡｓ ａｎｄ ＥＧＦＲｖＩＩＩ ｓｅｑｕｅｓ
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ＥＰｓ ｅｎａｂｌｅ ｂｌｏｏｄｂａｓｅｄ ＮＳＣＬ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ａｎａｇ Ｒｅｓ，２０１８，１０：
１４４９１４５９．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ｂｏｎｅ ｍａｒｒｏｗ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ｐｒｏ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

８８３８９１．
ｔｙｐ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Ｔ［Ｊ］． Ｎａｔ Ｍｅｄ，２０１２，１８（６）：
［２５］Ｈｏｓｈｉｎｏ Ａ，ＣｏｓｔａＳｉｌｖａ Ｂ，Ｓｈｅｎ ＴＬ，ｅｔ ａｌ． Ｔｕｍｏｕｒ ｅｘｏｓｏｍｅ ｉｎｔｅ

（收稿日期：
）
（本文编辑：许晓蒙）
·读者·作者·编者·
２０２００６０６

对一稿两投和一稿两用问题处理的声明

为维护本刊声誉和广大读者的利益，对于一稿两投和一稿两用问题的处理声明如下。
均指同一原始研究的报告“两投”或“两用”或虽然 ２ 篇文
１． 本声明中所说的“一稿两投”或“一稿两用”，
稿在文字的表达和讨论的叙述上有某些不同，但其主要数据和图表是相同的。所指文稿不包括重要会议的
纪要、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有关组织达成的共识性文件、新闻报道类文稿以及在一种刊物发表过摘
要或初步报道而将全文投向另一种期刊的文稿，即：如果 １ 篇文稿已以全文方式在某刊物发表，除非文种不
同，否则不可再将该文投寄给他刊。
编辑部将认真收集有关资料并仔细核实。确认属于一稿两投时，将立
２． 读者举报文稿涉嫌一稿两投时，
即进行退稿处理。
本刊将择期在杂志中发布撤销该论文的声明；两年内拒绝刊登该文作者作
３． 一稿两投或两用一经证实，
为第一作者所撰写的一切文稿，并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

《临床检验杂志》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