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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原发性肺癌的临床诊治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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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医学影像学、病理学、细胞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随着双原
发性肺癌（double primary lung cancer，DPLC）发病率的迅速增长，胸外科医务工作者们也在不断的完善诊治标准。
目前，多指标联合诊断、根据单个病灶进行临床分期、早期进行手术治疗已被大多数胸外科医生所接受，电视胸腔
镜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VATS）因其创伤小等优势，逐渐被胸外科医生认可，获得广泛应用，是
未来 DPLC 乃至整个胸部疾病手术治疗的发展方向。此外，单纯的放疗已被证实预后和手术治疗没有明显差异，
胸外科传统的观念正在受着严峻的挑战。现将双原性发肺癌的临床诊治进展综述如下。
【关键词】 双原发性肺癌；电视胸腔镜手术；单纯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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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medical imageology, pathology and the
technique of cell biology, the morbidity of double primary lung cancer (DPLC) grows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thoracic
surgeons have constantly improved its standard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t the present, union diagnosis of multiple
indexes, defining clinical stage based on a single leision, and the early surgery have been accepted by most of the thoracic
surgeons. The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 for its advantage of small trauma, has been accepted by
thoracic surgeons and been widely used now. It’s a promising treatment for DPLC and other chest diseases. In addition,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nce in prognosis between the simple radiotherapy and surgical treatmen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oracic surgery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Therefore, we review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gress of DPLC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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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lung cancer）是当今世界上癌症死亡的首要
原因，正在严重危害着人群的身心健康 [1-2]。肺癌的
[3-4]

是指同时发现的两个各自独立发生的原发性癌灶，
时间间隔在六个月以内；mDPLC 是指手术切除肺

发病形式有许多种，其中多原发性肺癌 （multiple
primary lung cancers，MPLC）是肺癌中比较少见的发

内单独癌灶后，发现第二个原发性癌灶，时间间隔一

病形式，
而双原发性肺癌（double primary lung cancer，
DPLC）又是 MPLC 的典型代表。Beyreuther [5] 第一

诊治及预后的分析，并结合近年来多位临床胸外科

般在四年以上。本文通过对临床上 DPLC 的发病、

次系统的描述了 DPLC，即同一个患者的一侧或两侧

学者对 DPLC 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呈现给广大读者
DPLC 的临床诊治新进展，并呼吁社会要给予 DPLC

肺内，同时或先后出现两个起源不同的原发性癌灶，

足够的重视。

包括同时双原发性肺癌（synchronous double primary
lung cancer，sDPLC）和异时双原发性肺癌（metachro-

1

nous double primary lung cancer，mDPLC）。sD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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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情况
100 多年前，Biuroth 等 [6] 报道了第一例 mPLC，

而 半 个 世 纪 前，Beyreuther [5] 第 一 次 系 统 的 描 述
DPLC。2001 年，有研究 [7-9] 统计发现 DPLC 的发病
率高达 0.7% ～ 20.0%。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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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抽烟 [10-12] 等不良习惯的养成，加上高分辨

癌病灶细胞表现为单倍体而另一个病灶表现为双倍

率螺旋 C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CT）

新型诊断技术的普及使用，肺部多发肿瘤病灶的检

体，或两个肺癌病灶都表现为单倍体但具有不同的
DNA 异常克隆指数，可以作为诊断 DPLC 的依据。

出率明显升高，DPLC 的发病率正在迅速增加。临床

该技术尚未完善，并且价格昂贵，目前还处在实验阶

上对 DPLC 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的合理判断已成为

段。长远来看，临床上应用该技术对 DPLC 的诊断

亟待解决的问题。

及鉴别诊断势必成为一种新的探索。另外，特殊肿

[13-15]

2

等

瘤标记物如转移相关基因 1（MACC1）、酪氨酸蛋白

诊断

激酶受体（c-Met）[27] 的检测对 MPLC 的诊断也具有

对于胸外科医生来说，科学的诊断对于 DPLC
[16-17]

一定的参考意义。总体来讲，对 DPLC 的诊断仍没

，是远期

有确切的标准。多种指标联合检查附加现代高新检

预后好坏的决定性因素。DPLC 诊断标准的制订经

测方法的应用为 DPLC 的诊断提供了有力保障，是

历 了 漫 长 的 过 程，第 一 例 DPLC 的 诊 断 是 Biuroth

未来发展的趋势。

患者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指导性作用

等

[6]

根据病灶部位的不同来判断的，以后临床上

胸外科医生制定了不同的标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3

（1）每
是 Martini 等 [18] 给出的较为科学的诊断标准：

治疗及预后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床上多数肺癌患者

个病灶的病理结果为恶性，并且二者的病理形态不

确诊时已属晚期，治疗方案非常局限，预后相当差，

同；
（2）已排除复发或转移的情况。该诊断标准较为

对于 DPLC 亦是如此。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准确地描述了 DPLC，被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

的不断提高，以及影像诊断学和病理诊断学的飞速

该诊断标准局限于病理类型不同的病灶，已有不少
DPLC 误诊的报道。经过临床上长期的探索，美国

发展，越来越多的早期肺癌患者在临床上被发现，
DPLC 患者的检出率随之也大幅增加。对于 DPLC

胸科医师学会（ACCP）[19] 在 2013 年肺癌诊疗指南

确诊的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愈发显得重

中给出了 DPLC 最新的诊断标准：
（1）起源于肺内不

要。关于 DPLC 的分期，一般根据单个病灶的分期

同部位的原位癌，彼此孤立；
（2）肺内多发性病灶的

情况综合考虑，最后确定 DPLC 的科学分期。单个

组织学类型不同或各自具有不同分子生物学特性；

癌 灶 的 分 期，2011 年 由 美 国 胸 科 学 会（AATS）、欧

（3）多发性病灶的组织学类型相同，
但位于不同肺叶，

洲呼吸学会（ERS）及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联

起源于原位癌，没有同侧纵隔和隆突下淋巴结转移；
(4) 组织学类型相同，
但不同病灶出现间隔 4 年以上，

合公布了有关肺腺癌的国际多学科分类新规定。

无系统转移。

内病灶而无胸外远处转移的多结节型非小细胞肺

当代病理学技术

[20]

的发展给 DPLC 的合理诊断

近年来，对于伴有同一肺叶内或同侧不同的肺叶

增添了新的保障，传统的病理学诊断方法加上免疫

癌（NSCLC）是否可进行手术治疗，一直存在争议，
DPLC 的治疗方案随之也一直处在争议中。

组化等当代新技术能够协助鉴别转移癌或 DPLC [21]。

3.1

手术治疗及预后

然而，对于组织学相同的两个癌灶而言，也不能武

现在有不少临床医生认为手术切除是治疗 DPLC

断地诊断为转移灶，它们有可能表达不同的分子病

的首选方法，但究竟采用何种术式，并不统一。有学

理类型，基因组杂交技术、EGFR 突变检测以及二代

者认为，应该选用针对于病灶的肺组织局部切除，该

测序等对 DPLC 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有研究报

种术式能最大限度的保存肺功能，楔形切除 + 系统

道过一例通过 EGFR 基因突变和二代测序鉴别出的
DPLC 病例，有研究联合应用 P53 突变，P53 蛋白过

淋巴结清扫就是广泛应用的术式。也有人主张应

[22-24]

表达及 17P 染色体的杂合性缺失研究 DPLC，结果显

该同一般单发肺癌一样行针对病灶的肺叶切除，即
DPLC 的手术方式选择应当以解剖性的肺叶切除 +

示不同癌灶的基因突变普是不相同的。

系统淋巴结清扫作为首选的标准术式，这样才能最

流式细胞学技术

[25]

是近几年来新兴的利用流

大限度地完全切除癌灶。另外，纵隔淋巴结清扫附

式细胞仪进行的一种单细胞定量分析和分选技术。
Ichinose 等 [26] 提出 DNA 流式细胞学分析可作为诊

加于解剖学上的肺段切除能达到同肺叶切除相近的

断 DPCL 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两个病灶组织学

术式被国内大多数胸外科医生所认可，是比较流行

类型相同时，只要 DNA 倍体数不同或 DNA 指数不

的术式。总之，无论选取哪种手术方式，系统淋巴结

同，就可以初步认定为 DPLC。具体是指当一个肺

清扫是必不可少的。Trousse 等 [28] 认为淋巴结的清

长期生存效果，而且风险更低、肺功能损伤更小。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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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范围应在两组纵隔区域的基础上，清除的数量在
10 个以上。近年来，VATS 已得到长足的发展，临床

术 [41]，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但具体手术方式的

上 VATS 基本上普及国内一线、二线城市，VATS 的

判断，同时都应该在最大限度地切除病灶的同时尽

广泛开展大幅度的降低了患者的手术创伤，大大加

可能多的保存肺功能和降低手术风险。

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数根据个人的临床经验来

快了患者的术后恢复步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
科已有报道 [29]，VATS 下双侧 DPLC 根治术后 7 d 患
者即可康复出院，DPLC 的 VATS 治疗已成为当前潮
流。关于术式对预后的影响，胸外科医学工作者们
还没有给出具体详细的结论。有研究 [30-32] 报道关于
DPLC 病灶楔形切除与肺段切除或肺叶切除的术后
5 年生存率相似。关于 DPLC 术后生存率，目前尚存
争议。DPLC 患者整体的预后比单发肺癌要差得多，
文献报道 DPLC 的术后 5 年生存率为从 40%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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