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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TKIs治疗老年EGFR敏感突变型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临床效果的meta分析

陈天才,蒋 玮,周韶璋,曾爱屏,于起涛△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肿瘤内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通过 meta分析评价 EGFR络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在 EGFR敏感突变型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患者中的疗效。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CNKI)等数据库,全面搜集EGFR-
TKIs与化疗的随机临床对照试验(RCT),提取各RCT中年龄≥65岁和<65岁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的风险比(HR)和
95%可信区间(CI),荟萃亚组分析EGFR-TKIs在年龄≥65岁和<65岁的EGFR敏感突变型NSCLC患者中的临床疗效。结

果:共纳入4个RCTs,包括1036例患者,荟萃分析结果显示,EGFR敏感突变型晚期NSCLC患者经EGFR-TKIs治疗后,EG-
FR敏感突变型NSCLC接受EGFR-TKIs相比化疗可以延缓PFS(HR=0.32,95%CI:0.23~0.44;P<0.0001);亚组分析年

龄≥65岁的老年患者PFS进展风险(HR=0.28)低于年龄<65岁患者(HR=0.34)。结论:EGFR-TKIs可以显著延缓EGFR
敏感突变型晚期NSCLC患者的PFS,且在老年患者中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对此部分老年患者,EGFR-TKIs是较好的治疗选择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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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ofEGFRtyrosinekinaseinhibitorsinelderlypatientswithEGFR-mutatednon-smallcell
lungcancer:ametaanalysis
ChenTiancai,JiangWei,ZhouShaozhang,ZengAiping,YuQitao.(DepartmentofRespiratoryOncology,
theAffiliatedTumorHospit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Weperformedameta-analysistoassesstheefficacyofepidermalgrowthfactorrecep-
tortyrosinekinaseinhibitors(EGFR-TKIs)inelderlypatientswithEGFR-mutatednon-smallcelllung
cancer(NSCLC).Methods:Ameta-analysisoftheresultsofrandomizedclinicaltrialwasundertaken.Rele-
vantpublicationsfromPubMed,theCochranelibrary,Embase,CNKIweresearched.Weretrievedthehaz-
ardratio(HR)and95%conferenceinterval(CI)forprogressionfreesurvival(PFS)oftheintention-to-
treatpopulationandagedefinedsubgroup.Results:Four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s(RCTs)werein-
volved,whichconsistedof1,036patients,thepoolanalysisrevealanoverallsignificantimprovementinPFS
(HR=0.32,95%CI:0.23-0.44;P<0.0001)withtheuseofEGFR-TKIsinEGFR-mutatedNSCLC.
Subgroupmeta-analysissuggestedthatEGFR-TKIswaseffectiveinprolongingPFSinelderlypatients
(HR=0.28)incomparisonwithyoungpatients(HR=0.34).Conclusion:EGFR-TKIshadagoodeffectin
delayingdiseasesprogressioninelderlypatientswithadvancedEGFR-mutatedNSCLC.Itwasagreatvalid
optioninthisagegroup.
Keywords EGFRmutatednon-smallcelllungcancer;epidermalgrowthfactorreceptortyrosinekinasein-
hibitors;meta-analysis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我国最常见的癌症

相关死亡疾病[1]。多数晚期NSCLC患者年龄≥70
岁,其发病率和病死率较年轻患者高[2]。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EGFR)络氨酸激酶突变是中国 NSCLC

患者中最常见的突变类型[3]。EGFR络氨酸激酶抑

制剂(EGFR-TKIs)如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

尼等可明显改变晚期EGFR敏感突变型NSCLC的

预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EGFR
敏感突变型NSCLC患者比例呈升高趋势,然而,有
关EGFR-TKIs在该类患者的临床疗效目前尚无定

论。因此,本文通过对相关随机临床试验(RCTs)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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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meta分析,旨在评价 EGFR-TKIs在老年晚期

EGFR敏感突变型NSCLC中的疗效。

1 材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策略

  由两位研究者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联合检索的

方法检索,检索数据库包括PubMed、Embase、Co-
chranelibrary、中国知网(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CBN)等国内外数据库;中文检索词为:非
小细胞肺癌、老年患者、厄洛替尼、吉非替尼、阿法替

尼、埃克替尼;英文检索词为:Non-smallcelllung
cancer、EGFR、erlotinib、gefitinib、afatinib、icotinib,
检索时间从建库至2017年5月;同时结合各数据库

的主题词和自由词进行检索。
1.2 文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两名独立评价者根据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

文献,如遇不同意见则讨论解决或咨询第3位评价

者。目前学术上对老年性患者的定义存在争议,中
华医学会老年医学会建议将60岁以上称为老年

期[4]。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则认为65岁是分界

点[5]。本文依据大部分RCT中均以65岁为年龄分

组的节点,故对老年患者定义为年龄≥65岁。
1.2.1 纳入标准 (1)研究对象为老年EGFR敏

感突变 的 NSCLC 患 者;(2)试 验 组 接 受 EGFR-
TKIs治疗;(3)对照组干预措施包括化疗或者安慰

剂;(4)对年龄≥65岁和<65岁患者无疾病进展时

间(progression-freetime,PFS)的描述中有明确的

风险比(hazardratio,HR)和95%可信区间(confi-
denceinterval,CI)。
1.2.2 排除标准 (1)试验结局数据不完整;(2)动
物试验;(3)每组的研究对象样本量少于10例;(4)
非RCT。
1.3 数据提取和文献质量评价

  文献数据的提取由两位研究者根据已制定的数

据提取表,独立的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进行数据

提取,表格完成后交叉核对数据资料,主要提取信息

包括:各个RCT中对年龄≥65岁和<65岁患者描

述的PFS的HR 和95%CI;文献第一作者、发表日

期、试验组药物干预、年龄≥65岁或<65岁的患者

数量、研究设计(盲法、随机方法等)。文献质量评价

使用Jadad量表[6]。两名研究者意见不同时通过讨

论或由第3位研究者协商解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Revman5.3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meta分

析。EGFR-TKIs在年龄≥65岁和<65岁患者中的

PFS疗效比较根据最后荟萃分析得出的各自组间的

HR 的大小来判断治疗疗效,各效应量均以95%CI
表示。各研究间的异质性采用I2检验,检验水准设

定为P=0.10,即当P<0.10时,研究间存在异质

性。同时采用I2检验对异质性进行定量分析,I2取
值范围为0%~100%。I2值越大则异质性越大,I2

≤50%认为各研究间异质性可以接受。若异质性检

验无统计学意义(P>0.10,I2<50%),则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如异质性存在统计学差异(P<0.10,I2

>50%),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果采

用森林图表示。当纳入研究足够多时,则采用漏斗

图评价是否存在发表偏倚。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检索结果

  共 检 索 2510 篇 文 献,剔 除 重 复 后 文 献

1205篇,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不相

关、设计不符合、综述类及会议文献摘要共1224篇,
剩余81篇;阅读全文后,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5篇,
符合纳入标准文献共7篇[7-13],其中Lux-lung6和

Wjtong5108L为两个EGFR-TKI之间头对头对比

非劣性试验,其中Lux-lung7为一线阿法替尼对比

吉非替尼,Wjtong5108L为二线厄洛替尼对比吉非

替尼,考虑Lux-lung7和 Wjtong5108L和其他研究

相 比,临 床 异 质 性 较 大,故 最 终 未 予 纳 入。
NEJ002[13]为一线吉非替尼对比化疗Ⅲ期临床研究,
但研究因未给出≥65岁患者和<65岁患者PFS具

体的 HR 和95% CI,无法获取数据,故未纳入分

析。综上,最终4篇RCT[7,9-10,12]纳入研究,均为Ⅲ
期临床试验,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文献质量评价,
见表1。对4篇RCT年龄≥65岁和<65岁患者无

进展生存时间(PFS)的风险比(HR)和95%可信区

间(CI)提取后的数据,见表2。

图1 文献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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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临床
试验

主要
终点

试验组
病例数

对照组
病例数

一线/二
线治疗

试验组
药物

对照组
药物

Jadad
评分

Eurtac2012 Ⅲ期 PFS 86 87 一线 厄洛替尼 化疗药物 5

Lux-lung32013 Ⅲ期 PFS 230 115 一线 阿法替尼 化疗药物 2

Lux-lung62014 Ⅲ期 PFS 242 122 一线 阿法替尼 化疗药物 5

Optimal2011 Ⅲ期 PFS 82 72 一线 厄洛替尼 化疗药物 5

2.2 Meta分析结果

  共1036患者纳入研究,640例患者随机接受

EGFR-TKIs(厄洛替尼,n=168;阿法替尼,n=472)
治疗,396例患者接受化疗(培美曲塞+顺铂;吉西

他滨+顺铂或卡铂);其中346例患者年龄≥65岁

(33.3%),690例患者年龄<65岁(66.7%)。因总

异质性较大(I2=68%),Meta分析时使用随机效应

模型,荟萃分析后显示EGFR敏感突变型 NSCLC
接受EGFR-TKIs相比化疗可以延缓PFS(HR=
0.32,95%CI:0.23~0.44,P<0.0001)。在年龄

≥65岁亚组患者中,荟萃分析后 HR=0.28(95%
CI:0.14~0.56,P=0.0003);年龄<65岁亚组患

者中,荟 萃 分 析 后 HR=0.34(95% CI:0.23~
0.49,P<0.00001),见图2。相比年龄<65岁患

者,EGFR-TKIs(厄洛替尼或阿法替尼)可以进一步

延缓老年(年龄≥65岁)EGFR 敏感突变型晚期

NSCLC患者的PFS。

2.3 敏感性分析

  因研究终点事件结果异质性较大,故对其行敏

感性分析。将纳入的研究逐个排除后,发现排除

Lux-lung3研究后,异质性I2由89%降为34%,总
效应 量 HR=0.26(95% CI:0.20~0.35,P<
0.00001),见图3。提示去除该研究后对整体结果

无明显影响。敏感分析后,年龄亚组分析结果再次

表明,年龄≥65岁的EGFR敏感突变型NSCLC患

者(HR=0.22)经EGFR-TKIs治疗后的无疾病进

展风险低于年龄<65岁患者(HR=0.29)。

图2 根据年龄亚组分析得到不同年龄阶段PFS的 HR 和95%CI

表2 各研究中不同年龄患者PFS的 HR 和95%CI

纳入研究
年龄≥65岁 年龄<65岁

n HR 95%CI n HR 95%CI

Eurtac2012 88 0.28 0.16~0.51 85 0.44 0.25~0.75

Lux-lung32013 134 0.64 0.39~1.03 211 0.53 0.36~0.76

Lux-lung62014 86 0.16 0.07~0.40 278 0.30 0.21~0.63

Optimal2011 38 0.17 0.07~0.43 116 0.19 0.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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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去除Lux-lung3研究后根据年龄亚组分析得到不同年龄阶段PFS的 HR 和95%CI

3 讨 论

  近年来,年轻 NSCLC患者的病死率已有所下

降,但老年NSCLC患者的病死率不断升高,由于多

数老年患者合并血脑血管等疾病,机体功能衰退,导
致机体对化疗、放疗等耐受性差[14],因此迫切需要

找到一种高效低毒的靶向药物。EGFR-TKIs因其

疗效肯定、不良反应轻微、给药便利等优势,已成为

晚期NSCLC治疗的重要方法。

  本研究纳入4篇临床RCT,进行 meta分析后

显示,EGFR-TKIs可以显著延缓老年晚期 NSCLC
患者的 PFS,尽管在异质性较大的情况下(I2=
68%),老年患者在接受EGFR-TKIs治疗后与年轻

患者相比,无疾病进展HR 更低(0.28vs0.32)。进

一步行敏感性分析去除对异质性影响较大的Lux-
lung3研究后异质性可降至34%,再对其亚组分析

结果 表 明,相 比 年 轻 患 者 (HR =0.29),老 年

NSCLC患者的无疾病进展风险更小(HR=0.22)。
分析异质性来源时原因如下:(1)在Lux-lung3研究

发现,体能状体评分(performancestatus,PS)≥1分

患者比例在年龄≥65岁的患者中更多;(2)Lux-
lung3研究Jadad文献质量评价得分较低,因随机方

法、盲法说明不清楚等原因,综合评分为2分;(3)多
项临床研究[7,11-12]表明,第二代EGFR-TKI阿法替

尼相比一代EGFR-TKI如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和埃

克替尼Ⅲ~Ⅳ级的治疗相关毒副作用更常见,不排

除与阿法替尼本身药物的特性相关。

  国外学者Des[15]开展一项随机Ⅱ期临床试验,
评价吉非替尼、吉西他滨、多西他赛在老年性晚期

NSCLC患者中的作用,试验组127例患者PS评分

为2~3分,根据年龄>70岁或<70岁分成两组,随

机接受吉非替尼、吉西他滨、多西他赛单药一线治

疗;尽管样本量较小,且接受吉非替尼治疗的患者的

EGFR状态未明,结果显示老年患者当接受吉非替

尼治疗后,与年龄<70岁患者相比,疾病进展风险

或死亡风险更低;我国学者[16]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此外,有多项研究[17]结果同样表明,尽管在EGFR
突变情况未明的情况下,厄洛替尼在老年患者同样

表现出生存获益。上述研究结果显示EGFR-TKIs
可作为 EGFR 敏感突变或状态未明的老年晚期

NSCLC患者治疗的合理方案。目前我国正在进行

的一项评价埃克替尼一线治疗老年晚期EGFR敏

感突变型NSCLC的单臂、开放标签、Ⅳ期临床试验

(NCT01646450),期待该研究能提供关于 EGFR-
TKIs在这一部分人群中作用的信息。

  本研究通过 meta分析后发现,相比年龄<
65岁患者,EGFR-TKIs(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可以

进一步降低EGFR敏感突变型老年晚期NSCLC患

者的无疾病进展风险,可能与老年患者机体整体代

谢缓慢,肿瘤生长速率受影响有关;此外,EGFR-
TKIs对EGFR敏感突变如19缺失突变,21L858R
点突变高度敏感,故服用EGFR-TKIs针对肿瘤敏

感突变细胞的特异性强,从而能明显抑制肿瘤细胞

的 生 长。但 不 同 年 龄 阶 段 的 EGFR 敏 感 突 变

NSCLC背后肿瘤生物行为有何差异尚未得知。本

研究提示虽然EGFR-TKIs可以降低EGFR敏感突

变型老年晚期 NSCLC的无疾病进展风险,但并非

说明降低无疾病进展风险可以转化为总生存时间

(overallsurvival,OS)的获益;老年患者合并的基础

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更常见,且免

疫功能较弱,骨髓造血功能低下,这些都是影响患者

治疗和预后的重要因素,因此充分了解老年患者的

生理病理特点、药物作用机制及其代谢等过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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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为老年患者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EGFR-TKIs可以显著延缓 EGFR
敏感突变型 NSCLC患者的PFS,且在老年患者中

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可作为EGFR敏感突变的老年

性晚期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合理治疗方案。但

由于本研究存在纳入文献数量及质量方面的局限

性,需要今后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进一

步探讨,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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