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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 EML4-ALK、EGFR 基因突变
状态及生存分析
王强 1，张峤 1，
曹燕珍 2，
陶洁 1，
单莉 1△
探讨棘皮动物微管样蛋白 4-间变淋巴瘤激酶（EML4-ALK）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

摘要：目的

状态与未经系统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治疗的Ⅳ期维吾尔族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长期生存的关系。方
法

收集 97 例未经 TKIs 治疗的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的组织标本，分别运用 FISH 及 ARMS 方法检测 EML4-

ALK 基因融合及 EGFR 基因突变状态并进行生存分析。结果

97 例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组织中，6 例（6.2%）存在

EML4-ALK 基因融合，26 例（26.8%）存在 EGFR 基因突变。生存分析显示，EML4-ALK 基因融合患者与 EML4-

ALK 基因未融合患者总生存期（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41），EGFR 基因突变患者与 EGFR 野生型患者 OS 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07）。EGFR/EML4-ALK 综合突变对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长期生存发现，EGFR 突
变型组、EML4-ALK 阳性组、EML4-ALK 阴性+EGFR 野生型组患者中位 OS 分别为 17.7、17.3、16.2 个月，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915）。结论

在排除 TKIs 治疗影响的情况下，EML4-ALK 融合基因与 EGFR 基因突变状态尚不能

作为评估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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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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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hinoderm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like 4-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EML4-ALK) and epi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mutation statu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in Uygur patients with stage Ⅳ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who did not accept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reat⁃
ment. Methods

Totally 97 tissu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Uygur patients with stage Ⅳ NSCLC who did not accept tyro⁃

sine kinase inhibitor treatment. EML4-ALK fusion gene and EGFR mutation status were detected by using FISH and ARMS
methods. The survival rates were analysed. Results

In 97 tissue samples, EML4-ALK fusion genes were found in 6 (6.2%)

samples, EGFR mutations were found in 26 (26.8%) samples. The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in OS between EML4-ALK fusion gene group and no EML4-ALK fusion gene group (P=0.941).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OS between EGFR mutation group and wild-type EGFR group (P=0.607). The values of median OS were

17.7 months, 17.3 months and 16.2 months for EGFR mutant group, EML4-ALK positive group and EML4-ALK negative+
EGFR wild-type group, and th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0.915). Conclusion

Excluding the thera⁃

peutic influence in TKIs, EML4-ALK fusion gene and EGFR mutation status of tumor tissue can not be used as an indepen⁃
dent factor in assessing the prognosis in Uygur patients with stage Ⅳ NS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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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而其中 80%以
上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1]。随着分子遗传学研
究的不断进展，NSCLC 被细分为各种不同的分子亚
型，并由此研发了各类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已有多
项研究表明，对于初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敏感突变的 NSCLC 患
者，应用 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治疗在疾
病控制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无进展生存
期（progress free survival,PFS）和生活质量上均优于
化疗 [2-3]。但另有研究认为排除使用 EGFR-TKIs 靶
向治疗的 NSCLC 患者后，EGFR 基因突变并不影响
其预后[4]。棘皮动物微管样蛋白 4-间变淋巴瘤激酶
（echinoderm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like 4-an⁃
aplastic lymphoma kinase，EML4-ALK）是新发现的肺
腺癌驱动基因。临床试验均证实 EML4-ALK 阳性
肺 癌 患 者 对 小 分 子 ALK 抑 制 剂 均 高 度 敏 感 ，但
EML4- ALK 对 晚 期 NSCLC 患 者 的 预 后 预 测 价 值
存 在争议 [5- 6]。目前关于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与
EML4-ALK 基因融合及 EGFR 基因突变的研究鲜
见报道。本研究对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肿瘤组织
EML4-ALK 融合基因与 EGFR 基因突变状态进行
检测，并分析患者的预后，以期为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的个体化治疗、预后判断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5 年 9 月—2012 年 11 月就诊于新疆医

进行操作，石蜡切片通过脱蜡等预处理后，依次进行消化、
DNA 提取及纯化、PCR 扩增、测序。将 PCR 产物纯化后应用
ABI 3730XL 分析仪进行测序分析。阳性即 8 联 PCR 管中

A~G 管，1 个或 1 个以上突变阳性或弱阳性。阴性即 8 联
PCR 管中 A~G 管，
7 管突变均为阴性。
1.3

随访

采用查阅病例资料及电话形式对患者进行随访，

随访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30 日，生存期从确诊Ⅳ期维吾
尔族 NSCLC 之日起，至死亡日期为止；仍生存者至末次随访

时间为止，其生存数据为截尾数据。随访时间为 3.4~35 个

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16 个月。对于失访或非肿瘤原因导致
的死亡以
“存活”计，
按截尾数据处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分析，率的比较

采用 Pearson χ2 检验，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估计组间生存

率和绘制累积生存函数曲线，组间比较使用 Log-rank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EML4- ALK 基 因 融 合 和 EGFR 基 因 突 变 情
况 97 例样本中 6 例（6.2%）存在 EML4-ALK 基因
融合，即 EML4-ALK 基因阳性，91 例（93.8%）未检
测出 EML4-ALK 基因融合，即 EML4-ALK 基因阴
性。26 例（26.8%）存在 EGFR 基因突变，其中 11 例
为 21 外显子 L858R 点突变，14 例为 19 外显子缺失
突变，1 例为 18 外显子 G719X 基因突变，无 20 外显
子 T790M 突变。EML4-ALK 基因阳性的患者未见
同时合并 EGFR 基因突变。见图 1~4。

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肺内科一病区经病理组织学确诊的Ⅳ
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均有足够的组织学标本行 EGFR

及 EML4-ALK 基因检测，且所有入组的患者均未行 TKIs 靶
向治疗。根据入组标准选取 97 例，其中女 40 例（41.2%），男
57 例（58.8%）；年龄 30~77 岁，中位年龄 59 岁；有吸烟史 56
例（57.7%）；鳞癌 24 例（24.7%），腺癌 73 例（75.3%）。
1.2

1.2.1

方法

EML4-ALK 基因的 FISH 检测

使用 ALK 双色分离

探 针 试 剂 盒（Vysis LSI ALK Dual Color, Break Apart Rear⁃

rangement Probe, Abbo Molecular），根据试剂盒说明进行操

Fig.1

Dual-color split FISH for NSCLC patients with positive

图1

EML4-ALK 融合基因阳性 NSCLC 患者的 FISH 结果

Fig.2

Dual-color split FISH for NSCLC patients with negative

图2

EML4-ALK 融合基因阴性 NSCLC 患者的 FISH 结果

作。石蜡切片通过脱蜡等预处理后，依次进行蛋白酶处理、

EML4-ALK fusion gene（FISH,×100）
（FISH，
×100）

变性、杂交、细胞核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随机读取 50 个肿

瘤细胞，要求肿瘤细胞核轮廓及信号清晰，每个细胞核内至
少有 1 组红、绿信号，如果红绿信号分离（距离 2 个信号直
径）或额外出现单独的红色信号，视为阳性细胞；50 个观察细

胞中阳性细胞<5 个为阴性标本，>25 个为阳性标本；如果在

5~25 个之间则再计数 50 个细胞，100 个细胞内合计阳性细
胞数，>15 个为阳性标本。
1.2.2

EGFR 基因检测

应用直接测序法或扩增阻滞突变系

统（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 ARMS,Qiagen Inc,

Valencia, CA）检测 EGFR 基因突变情况。按照试剂说明书

EML4-ALK fusion gene（FISH，
×100）
（FIS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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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2.3 生存分析 本研究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共
有 5 例失访，失访率为 5.2%，其中包括 1 例 EGFR
基因突变，4 例既无 EGFR 基因突变又无 EML4ALK 基因融合，其余均有完整随访资料。
2.3.1 EML4- ALK 基 因 融 合 对 患 者 预 后 的 影
响 EML4-ALK 基因阴性患者中位总生存期（over⁃
all survival，OS）为 16.2（95%CI：14.3~18.2）个月，平
均生存期为（14.6±1.8）个月；EML4-ALK 基因阳性
患者中位 OS 为 17.3（95%CI：9.6~25.0）个月，平均生
存期为（16.7±6.3）个月，EML4-ALK 基因阳性患者
与阴性患者间 O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
0.006，P=0.941），
见图 5。

ARMS results of EGFR gene mutations in NSCLC patients

图3

EGFR 基因突变型 NSCLC 患者的 ARMS 结果

累积生存率

1.0
0.8

a

0.4

b

0.6

ARMS results of EGFR gene wild-type in NSCLC patients

图4

Fig. 5

EGFR 基因野生型 NSCLC 患者的 ARMS 结果

2.2 EML4-ALK 基因融合和 EGFR 基因突变与患
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
者中不同性别、年龄、是否吸烟、不同病理类型患者
EML4-ALK 基因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女性
EGFR 基因突变率高于男性，非吸烟者高于吸烟患
者，
腺癌高于鳞癌（均 P<0.05）。见表 1。
Tab.1

Relationship between EML4-ALK fusion gene

and EGFR gene mut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SCLC patients
EML4-ALK 基因融合和 EGFR 基因突变与
NSCLC 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临床病理
特征

n

EML4-ALK 融合

57

1(1.8)

基因阳性

χ

2

EGFR 基因
突变型

例（%）
χ

2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60
>60

吸烟状况
否
是
病理类型
腺癌
鳞癌

40
39

5(12.5)
5(12.8)

58

1(1.7)

41

5(12.2)

56

1(1.8)

73

6(8.2)

24

0

P＜0.05，＊＊P＜0.01

＊

3.009

3.221

2.808

0.925

11(19.3)
15(37.5)
8(20.5)

18(31.0)
17(41.5)
9(16.1)

24(32.9)
2(8.3)

3.969

＊

图5

0

10

20

30

生存时间（月）

40

time in Uygur patients with stage Ⅳ NSCLC

EML4-ALK 基因融合与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
生存时间的关系

2.3.2 EGFR 基因突变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EGFR
野生型患者中位 OS 为 15.8（95%CI：13.6~18.0）个
月，平均生存期为（14.6±1.1）个月；EGFR 基因突变
患者中位 OS 为 17.5（95%CI：14.0~21.1）个月，平均
生存期为（17.3±1.8）个月，EGFR 基因突变患者与
EGFR 野生型患者 O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0.265，
P=0.607），
见图 6。
1.0
0.8

a

0.6

b

0.4
0.2
0.0

1.316

+ 删失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ML4-ALK fusion and the survival

累积生存率

表1

b EML4-ALK 阴性

0.2
0.0

Fig.4

a EML4-ALK 阳性

0

a EGFR 突变基因型

b EGFR 野生基因型
+ 删失

10
20
30
生存时间（月）

40

Fig. 6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GFR mutations and the survival
time in Uygur patients with stage Ⅳ NSCLC

7.779

图 6 EGFR 基因突变与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

5.546＊

2.3.3 EGFR/EML4-ALK 综合突变对患者预后的影
响 考虑 EML4-ALK 基因阳性对 EGFR 基因野生
型及 EGFR 突变基因型对 EML4-ALK 基因阴性的

＊＊

生存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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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生存率

影响，将 92 例有完整随访资料的患者分为 EGFR 突
变型、EML4-ALK 阳性和 EML4-ALK 阴性+EGFR
野生型 3 组进行生存分析，EGFR 突变型组患者中
位 OS 为 17.7（95%CI：13.8~21.0）个月，平均生存期
为（17.0 ± 2.6）个 月 ；EML4- ALK 阳 性 组 患 者 中 位
OS 为 17.3（95%CI：9.6~25.0）个月，平均生存期为
（16.7±6.3）个月，EML4-ALK 阴性+EGFR 野生型组
患者中位 OS 为 16.2（95%CI：14.4~18.1）个月；平均
生存期为（15.6±1.7）个月，3 组间 OS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Log-rank χ2=0.178，P=0.915），
见图 7。
1.0

a EML4-ALK 阳性

0.6

c EML4-ALK 阴性+

0.8
0.4
0.2

0.0

Fig. 7

b EGFR 突变型

c
0

10

20

b

a
30

生存时间（月）

EGFR 野生型

+ 删失

40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GFR mutation, EML4-ALK fusion,

and EML4-ALK negative+EGFR wild-type, and the survival time in
patients with NSCLC

图 7 EGFR 基因突变、EML4-ALK 基因融合及 EML4-ALK 阴性+
EGFR 野生型与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生存时间的关系

3

讨论

EGFR 的表达能激活下游重要的信号通路，从
而导致细胞增殖、存活、转移及血管生成等，因此在
关于 NSCLC 的研究中，EGFR 一直是一个热点。相
关研究显示，EGFR 基因突变在亚裔 NSCLC 中约占
30%~40%，在西方高加索人人群中约占 10% [7]。本
研究中发现 EGFR 基因突变率为 26.8%，低于亚裔
人群而又高于西方人群，可能与不同种族之间突变
率存在差异有关，但也有研究表明维吾尔族人群
EGFR 基因突变率与西方高加索人种突变率相似[8]，
与本研究略有出入，可能与入组样本量较小有关。
本研究发现在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中，女性、腺癌
及不吸烟的患者 EGFR 基因突变较多见，与此前
多项研究一致 [9- 10]。融合蛋白 EML4-ALK 是通过
EML4 和 ALK 两个基因片段倒位融合所表达，这种
融合基因能通过 PI3K-AKT、MAPK 和 JAKSTAT 途
径导致肿瘤的发生。既往研究显示在未经选择的
NSCLC 患者中 EML4-ALK 融合基因的发生率约为
0.5%~11.6% [11]。本研究中 EML4-ALK 基因融合发
生率处于相关研究报道范围的中间偏高水平，明显
高于西方高加索人的 0.4%～2.7%[11]，这可能与本研
究样本量较小及全部均为Ⅳ期患者有关。有研究表

明Ⅲ、Ⅳ期 NSCLC 患者 EML4-ALK 基因融合比例
明显高于Ⅰ、Ⅱ期患者 [12]。另有研究发现 EML4ALK 基因融合更容易出现在既往少量或无吸烟史
和年轻的患者，其病理类型多为腺癌，以腺泡癌和印
戒细胞癌多见，且不会与 EGFR 和 KRAS 基因突变
同时出现 [13]。本研究结果却提示 EML4-ALK 基因
阳性率在不同性别、年龄、是否吸烟、不同病理类型
的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中无明显差异，与上述
研究报道有所差异，这可能与不同种族及 EML4ALK 基因阳性比例在 NSCLC 人群中所占比例较低，
以至于入组的研究病例数较少有关。本研究同样发
现不存在 EGFR 基因突变合并 EML4-ALK 基因融
合的患者，与上述研究相吻合。
目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EGFR 基因突变可作
为 EGFR-TKIs 有效性的预测因子[2-3]，但对生存的影
响尚不能明确。为排除 NSCLC 患者临床分期对预
后的影响，本研究均选取Ⅳ期 NSCLC 患者，同时排
除了 EGFR-TKIs 治疗的影响，使 EGFR 对预后的影
响分析更为直接而准确。EGFR 突变基因型与野生
基因型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
此在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中，EGFR 基因突变尚不
能作为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这与多数报道一致。
Ayyoub 等[2]针对 EGFR、KRAS 基因突变与生存的关
系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生存分析，其结果并未显示
出 EGFR 基因突变的患者生存时间延长。亦有研究
发现手术切除的 296 例Ⅰ~Ⅲ期 NSCLC 患者中（排
除术前术后采用 EGFR-TKIs 治疗者），发生 EGFR
突变患者的 3 年 OS 优于 EGFR 野生型患者，可见
EGFR 突变是良好的预后因子[14]。
自 Soda 等[15] 首次在 NSCLC 患者中发现新的融
合 基 因 EML4- ALK 后 ，大 多 数 研 究 的 重 点 在 于
EML4-ALK 基因融合与 NSCLC 患者临床特征的关
系，而该基因对维吾尔族人群 NSCLC 患者长期生存
的 影 响 鲜 见 报 道 。 Shaw[5]、Amanda[16] 两 位 学 者 在
2011、2014 年先后报道 EML4-ALK 融合基因并非
NSCLC 患者的独立预后因子。上述两项研究中入
组的研究对象均为欧洲白种人群，而本研究排除
ALK-TKIs 影响后 EML4-ALK 基因阳性与阴性患者
OS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因 此 ，在 Ⅳ 期 维 吾 尔 族
NSCLC 患者中，EML4-ALK 融合基因突变与否同样
不能作为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同时本研究排除了
EML4-ALK 基因阳性对 EGFR 基因野生型及 EGFR
突变基因型对 EML4-ALK 基因阴性的影响，不论是
EGFR 突变基因还是 EML4-ALK 融合基因仍然不
能作为判断Ⅳ期维吾尔族 NSCLC 患者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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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但也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小，且 EML4-ALK
融合基因突变率本身较低，使得研究中的 EML4ALK 融合基因患者较少，此外 2 组间确诊后治疗方
案及一般情况不尽相同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有待
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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