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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肿瘤细胞检测与临床应用进展
循环
肿瘤细胞检测与临床应用进展
赵倩雯，司徒博，郑 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医学科，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
循环肿瘤细胞是指自发或因诊疗操作脱离实体瘤原发灶或转移灶而进入外周血循环的肿瘤细胞，
其已被研究证实是包括
乳腺癌、
肺癌、
胰腺癌、
结直肠癌等在内的多种癌症的诊断和预后标志物，
有助于肿瘤的体外早期诊断、
耐药性监测，
判断预后及
生存分析，
检测肿瘤复发、
评价药物疗效以辅助治疗决策及调整治疗方案。但目前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研究出具有更高灵敏度和特异性的检测新方法将有助于循环肿瘤细胞在临床上的应用。本文将从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技
术、
临床应用以及临床应用展望等方面对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的研究进展和临床应用作一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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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rogress in research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ZHAO Qianwen, SITU Bo, ZHENG Le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are tumor cells that spontaneously or, following operations, migrate into the peripheral blood
circulation from the primary tumor or metastatic tumor. As diagnostic,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biomarkers in many types of
cancers including breast cancer, lung cancer, pancreatic cancer and colorectal cancer,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ontribute to the
early diagnosis of cancers, drug resistance monitoring, prognostic assessment, survival analysis, detection of tumor recurrence
and evaluation of drug efficacy to assist in treatment decision-making and adjustment of treatment plans. However, the
current approaches to the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still have limit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etection
methods with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ill be helpful for better use of these cells. Herein the authors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in terms of the detection techniques,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and their prospects in future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neoplasms;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biomarkers; clinical application

循环肿瘤细胞（CTCs）主要指自发或因诊疗操作脱
离实体瘤原发灶或转移灶而进入外周血循环的肿瘤细
胞。肿瘤细胞能够脱离基底膜进入血液成为 CTCs，
少
数CTCs能逃避机体的免疫杀伤而存活下来，
部分肿瘤
细胞团也可以直接从原发灶脱离并进入循环系统，
形成
循环肿瘤微栓（CTM）。这些CTCs和CTM随血液播散
后可在其他部位形成新的转移灶，
因而与肿瘤的转移和
复发密切相关。
9
CTCs在外周血中十分稀少，
大约为每10（
10亿）个
6~7
血细胞或每 10 个白细胞中存在 1 个 CTC。但是，
CTCs 在形态和类别上仍有一定的异质性。在形态方
面，
CTCs可分为单细胞CTCs、
细胞团CTM和血小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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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的 CTCs，
也有部分 CTCs 是以与白细胞形成混合团
［1］
块（WBC-CTC）
的形式存在。在类别方面，
CTCs可分
为上皮细胞表型、
间质细胞表型和混合表型。
1 CTCs 的检测技术
CTCs 的检测技术可分为富集和鉴定两步。CTCs
的富集方法主要基于肿瘤细胞与血细胞的物理特性和
生物特性差异进行分离。物理特性主要是利用 CTCs
体积大小、
变形性、
密度、
电荷等性质的特点，
利用滤膜［2］、
［3］
［4］
微流控 、
电化学 等检测技术进行富集。生物特性富
集主要是基于 CTCs 表达的特定蛋白和其侵袭能力进
行分离［5］，
例如基于肿瘤相关抗原 EpCAM 的表达作免
疫分选。其中 CTCs 的免疫分选方式可分为正性分选
和负性分选，
正性分选是利用肿瘤相关抗原的抗体，
如
抗EpCAM、
抗HER2、
抗EGFR等抗体对目标CTC进行
捕获，
负性分选是利用白细胞抗原（如 CD45）去除白细
胞。此外，
还有许多新发展的基于纳米材料［6］、
适配体识
［7］
［8］
别技术 ，
基于声学原理的分离 或肿瘤细胞端粒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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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介导［9］的分离体系，
以及CTCs体内捕获技术［10］等，
这
些方法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
性。富集后细胞的鉴定方法主要有细胞形态结合荧光
免疫细胞化学（ICC）方法、
利用多重PCR检测肿瘤相关
mRNA以及检测分析活肿瘤细胞特异分泌的蛋白质等
方法［11］。除了根据亚群特异的上皮型标志物EpCAM、
E
钙黏素、CKs 等，间质型标志物 N 钙黏素、波形蛋白、
ZEB1等进行CTCs的鉴定之外，
还可以结合治疗相关、
某些肿瘤特异的表面标志物同时对CTCs进行分析，
例
［12］
如 CTCs 表面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检测 。此
外，
Alix-Panabieres曾利用肿瘤细胞CK19、
MUC1等蛋
白质的分泌对肿瘤病人体内CTCs进行了检测鉴定［13］。
由于CTCs的异质性，
目前常用的富集和鉴定方法
仍无法避免部分CTCs的漏检或错检。基于CTCs体积
大小的物理特性相关富集方法会漏检一部分体积较小
的CTCs亚群［14］，
基于CTCs表面上皮型标志物EpCAM
的相关富集方法已被证实会漏检发生上皮间质转化
（EMT）的CTCs亚群［15］。针对这些问题，
若同时结合多
个标志物，
主要是结合间质型细胞标志物如波形蛋白或
其他一些肿瘤特异的分子标志物，
或同时结合多种生物
特性来富集 CTCs，将会大幅提高 CTCs 检测的回收率
和可靠性。CTCs的鉴定方法也各有优缺点。细胞形态
与荧光 ICC 结合鉴定 CTCs 的方法若是使用传统的显
微镜进行手工的观察和鉴定，
较为费时费力，
而改为使
用一些可以自动扫描、
自动识别阳性细胞并成像的设备
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利用多重PCR检测肿瘤相
关 mRNA 鉴定 CTCs 的方法中 RT-PCR 的特异性和灵
敏度还有待提高。因此，
将不同的鉴定方法进行优化整
合，
可能可以更好的鉴定CTCs，
获得更高的准确性。
此外，
CTCs 的数量与病人的临床分期和病情发展
密切相关，
或可利用CTCs的计数来检测肿瘤的药物敏
［16］
感性 。但目前更倾向于结合CTCs计数和下游分析来
进行实验结果或肿瘤患者病情的综合判断。富集分离
后可分别在蛋白质水平、RNA 水平和 DNA 水平对
CTCs 细胞群进行分子分型和特征分析。例如，
利用滤
膜过滤细胞的方式富集 CTCs 后采用上皮型和间质型
细胞标志物对应的RNA探针来检测两种CTCs的比例，
可以获得CTCs上皮-间质分型的相关信息［2］。此外，
可
［17］
以利用 RT-PCR 对 CTCs 表达谱 进行分析，
也可利用
［18］
靶向 PCR、
DNA 测序等对 CTCs 的突变 、
基因组等进
［19］
行 分 析 。 同 时 ，还 可 利 用 原 位 杂 交 的 方 法 检 测
miRNA［20］的水平或比较分析不同CTCs的miRNA表达
谱［21］。利用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22］、
全外显子组测序［23］、
RNA 测序［24］或甲基化检测［25］等技术来分析 CTCs，
可获
得 CTCs 多组学生物信息，
这也成为近几年 CTCs 研究
的热点。但这些CTCs分析方法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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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对CTCs进行单细胞扩增与测序分析时，
如何有
效的分离单个活细胞，如何实现可用于测序分析的
CTCs 核酸提取，
如何提高单细胞测序的深度和基因覆
盖率，
如何解读结果中可能存在的偏倚和假阳性问题
等，
都是CTCs单细胞测序分析的技术挑战。
2 CTCs 的临床应用
CTCs 的检测分析可用于肿瘤生物学以及致病机
制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也可用于肿瘤病人或其他人群的
病情和治疗的检测分析，
从而指导临床诊疗实践。在肿
瘤生物学研究方面，
随着近年来单细胞分离和二代测序
技术的发展，
可以实现在单细胞水平上检测分析CTCs
的基因组、转录组、
甲基化组，
获得相较于实体肿瘤不
同，
且更易获取的信息。CTCs异体移植模型的建立，
可
用于研究CTCs诸如转移潜能等方面的特性，
从而对肿
［26］
瘤的转移机制研究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检测分析
CTCs也可能发现一些因肿瘤异质性而被传统的组织活
检漏检的新突变［27］，
具有临床意义和基础研究价值。在
临床应用方面，
CTCs的检测分析可广泛用于健康状态、
癌前病变、
恶性肿瘤和肿瘤转移的人群。对CTCs数目
或者分型、
特性进行分析，
有助于肿瘤的体外早期诊断、
耐药性监测，
判断预后及生存分析，
检测肿瘤复发、
评价
药物疗效以辅助治疗决策及调整治疗方案。
血液中 CTCs 的定量可能可以实现对早期肿瘤病
人的鉴别诊断。例如，
CTCs 的检测对于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病人发生肺癌的可能性具有指示作用［28］。但由于
检测方法的局限性，
一些健康人群也可能出现CTCs假
阳性的结果，
因此CTCs在鉴别诊断方面的应用价值还
［29］
有待考察 。对于肿瘤的早期诊断，
CTCs 也可发挥重
要的作用。尤其在一些致死率极高、
进展较快的恶性肿
［30］
瘤，
如胰腺癌 中，
肿瘤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31］
义。Ankeny 等 通过研究发现 CTCs 有望成为胰腺癌
的诊断和分期标志物。而在肺癌中，
也已有研究者发现
对于同一名肺癌病人，
CTCs的出现比CT可检出病灶的
［32］
出现早 1~4 年 。除此之外，
CTCs 的检测分析也可用
于肿瘤治疗疗效和复发的监测。例如，
CTCs 的数量和
M型与E型CTCs的比例可以作为乳腺癌病人肿瘤治疗
应答和疾病进展的标志物［33］，
且已有研究表明 CTCs 是
早期乳腺癌微小转移的标志物［34］，
也是早期乳腺癌［34］、
晚期胃癌［35］、
结直肠癌［36］等癌症的无病存活率和总生存
率的独立预后因素。在ALK重排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中，
CTCs的ALK拷贝数变异可以在病人进行克唑替尼
治疗时，
预测其无进展生存期［37］。不仅如此，
检测肿瘤
病人治疗前后 CTCs 水平的变化可以监测病人的治疗
应答。已有研究表明，
治疗前CTCs水平高的转移性乳
腺癌病人在经过化疗后，
其中CTCs水平转低的病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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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s 持续增高的病人预后更好，
且这一现象在治疗前
CTCs水平较低的乳腺癌病人中也存在［38］。而对于晚期
结直肠癌病人，
检测其化疗和靶向治疗前和治疗过程
中 CTCs 水平可以独立预测病人的无病存活率和总生
存率［39］。此外，
检测 CTCs 并扩展相关的体内或体外研
究有助于开发新型抗癌药物，
研究药物抵抗的作用机
［40］
制 ，
并有望指导临床用药。通过对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的CTCs进行基因分析，
可以监测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对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耐药机制，
从而指导临床病人用
［41］
药 。已有研究发现可在一些 HER2 阴性的乳腺癌病
人的外周血中发现 HER2 阳性的 CTCs，
因此这部分病
人也可以考虑使用如拉帕替尼等针对 HER2 位点的靶
向药物进行治疗［42］。由于 CTCs 来源于实体肿瘤，
因此
对 CTCs 的体外培养或体内模型的建立可能可以实现
治疗方案的临床前测试［43］，
或获得病人对药物敏感性的
［44］
个体化信息 。但CTCs的体外培养还存在着许多技术
难题尚待研究者们进一步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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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cement microfluidic device［J］. Biomed Microdevices, 2015,
17(3): 9964.
［4］ Shen H, Yang J, Chen Z, et al. A novel label-free and reusable
electrochemical cytosensor for highly sensitive detection and
specific collection of CTCs［J］. Biosens Bioelectron, 2016, 81: 495502.
［5］ Alix-Panabières C, Pantel K. Technologies for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facts and vision［J］. Lab Chip, 2014, 14(1):
57-62.
［6］ Mohamadi RM, Besant JD, Mepham A, et al. Nanoparticle-mediated
binning and profiling of heterogeneous circulating tumor cell
subpopulations［J］. Angew Chem Int Ed Engl, 2015, 54(1): 139-43.
［7］ Zeng Z, Tung CH, Zu Y. A cancer cell-activatable aptamer-reporter
system for one-step assay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J］. Mol Ther
Nucleic Acids, 2014, 3: e184.
［8］ Li P, Mao Z, Peng Z, et al. Acoustic separa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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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akakura M, Kyo S, Nakamura M, et al. Circulating tumour cells
detected by a novel adenovirus- mediated system May be a potent
therapeutic marker in gynaecological cancers［J］. Br J Cancer, 2012,
107(3): 448-54.

3 CTCs 应用展望
总而言之，
CTCs检测分析在肿瘤生物学研究和临
床医疗实践中都表现出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
CTCs 作为一种易于获得的检测标志物，
可以提供丰富
的临床、
基因和生物学信息，
正在迅速成为肿瘤监测中
的重要工具。目前CTCs检测方法尚不完善，
亟需发展
更加灵敏、
特异、
快速、
有效的检测体系。CTCs 体内捕
获分析新技术的发展有望通过增加分析血量提高CTCs
检测的敏感性，
而未来发展基于两种或多重不同原理联
合检测分析的方法可能更有裨益。另外，
CTCs 单细胞
测序分析已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并且其在肿瘤转
［24］
［18］
移相关通路 以及肿瘤相关突变方面 已经有了一些
研究成果，
有望发现新的治疗靶标，
从而实现抗转移治
疗的个体化。除此之外，
对迅猛发展的多种CTCs检测
方法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和严格的标准化质量控制系
统，
有助于实现不同方法之间的比较分析，
从而对分析
结果进行更为全面、
准确的解读，
获得真正有益的疾病
信息，
并促进CTCs分析在临床诊疗中的推广应用和个
体化医疗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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