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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X 模型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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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合适的临床前研究模型是肿瘤研究转化的关键。目前，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发展迅速，但由于缺乏合适的临
床前期研究模型，大部分药物在进入Ⅱ期临床试验前便夭折。人源性肿瘤异种移植模型 （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
Model，PDX） 是将患者肿瘤组织直接接种于免疫缺陷小鼠而建立的新型肿瘤研究模型，该模型保留了其供体肿瘤的主要组
织学和遗传学特征，能够在后续传代中保持稳定，是一种能与临床样本保持较高一致性，且具有高临床预测价值的临床前
研究模型。PDX 模型可用于临床前药物评估、生物标志物鉴定和个性化精准医疗研究领域。本综述归纳了 PDX 模型的建立
方法、PDX 模型的优势及其在肿瘤研究方面的应用和局限性，并对 PDX 模型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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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stablishment of appropriate preclinical research models is important for the tumor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nti-tumor drugs is emergent, but most of drugs are failed in phase

Ⅱ clinical trial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preclinical research models. 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 (PDX) is

one of the novel tumor research models established by inoculating patient tumors tissue directly into immunodeficient mice. PDX is a preclinical research model with high clinical predictive value due to its high conservatism
of histological and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with donor tumors. Generally, PDX models are widely used in preclinical drug evaluation, biomarker identification and personalized medical treatment. In this review, the methods of
PDX model establishment, the advantages, the application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PDX model in tumor clinical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At last, we prosp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DX model in tumor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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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 NCI-60 为代表） 是最常用的人类肿瘤研究模

临床前期模型在人类抗肿瘤药物的开发研究中

型[1]，但该模型与人体肿瘤微环境的区别较大，导

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传统细胞系模型

致其在临床试验中预测价值较低。传统肿瘤细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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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代过程中，细胞特性发生极大改变，例如遗传

研究。研究表明，临床患者对细胞毒性药物的反应

信息的插入与丢失、生长和侵袭特性的改变以及特

与 PDX 模型的结果高度一致[5]，同时，相较于基因

定细胞群的丢失[2, 3]，而肿瘤组织是由不同特征的

敲除小鼠，PDX 模型肿瘤异质性高，建模时间短，

高度异质性亚群的癌细胞组成，且肿瘤微环境在肿

接近人体肿瘤微环境，故该模型已经逐渐成为首选

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因此，在临床研

的临床前研究工具[6, 7]。本综述概述了 PDX 模型的建

究中，细胞系肿瘤研究模型无法代表复杂的肿瘤异

立方法，PDX 模型在肿瘤研究中的优势、应用及局

[4]

质性 。基于以上原因，传统细胞系肿瘤研究模型
无法满足临床肿瘤模型研究的需要，尤其是在肿瘤
研究转化的需要方面。

限性，并对 PDX 模型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1

PDX 模型的建立方法

科研人员一直致力于开发和建立新的、具有代

目前已有研究对 PDX 模型的建立方法进行了

表性的肿瘤研究模型，PDX 模型是最具潜力的模型

全面的总结[8]，虽然建模方法众多，但建模流程相

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经典化疗药物和新药的临床前

同。图 1 为 PDX 模型的建立流程。该模型的建立过

图1

建立 PDX 模型的流程示意图

程中，首先通过手术或活检获取肿瘤组织，其来源

研究人员在方法建立的过程中，对肿瘤的来源

可为原发性或转移性实体瘤，或使用恶性胸水或腹

和接种位置与移植成功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

水作为种植肿瘤来源；接着，以碎片或单细胞悬液

得出，转移灶肿瘤组织来源比原发灶肿瘤组织来源

的形式将肿瘤植入小鼠，通常选择小鼠腋下、背部、

构筑的 PDX 模型具有更高的成功率[11, 12]。在接种位

肾包膜处及原位作为肿瘤植入部位，植入前常与基

置对移植成功率的影响研究中，研究人员得出结

质胶或人成纤维细胞及间质干细胞混合，对于激素

论，由于供血量不同，肾包膜植入比皮下植入具有

敏感的肿瘤，种植后使用激素以提高 PDX 模型的

更高的移植成功率，在非小细胞肺癌移植中成功率

成功率。建模成功后，待肿瘤长至直径约 1~2 cm

高达 90%[13, 14]。

时，可将肿瘤从第一代宿主 （P0） 剥离，一部分组

综上，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多种 PDX 模型的

织切碎至 3 mm×3 mm×3 mm 左右，植入新的小鼠

建立方法，优化了 PDX 模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P1），一部分用多聚甲醛固定保存以后继续检测，

但仍无法满足临床前肿瘤研究的需求，因此，开发

或用冻存液保存以复苏保种传代。以此类推，可繁

新的 PDX 模型建立方法仍是 PDX 模型建立及应用

育足够数量的 PDX 小鼠后代 （P2，P3，…）。目

的主要工作之一。

前，移植宿主主要选择裸鼠、SCID 小鼠、NODSCID 小鼠、NSG 小鼠 （在 NOD-SCID 基础上敲除
IL2 受体）、日本的 NOG 小鼠、BRG 小鼠等[9]，其

2

PDX 模型的优势
PDX 模 型 的 优 势 主 要 体 现 在 两 方 面 ： 第 一 ，

中，依据肿瘤植入指数 （Tumor Engraftment Index，

PDX 模型保留了供体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大体的

TEI） 这一公认的定量评估小鼠免疫缺陷程度的评

组织结构和超微结构等关键特征，且能够在连续传

分标准 ，得出 NSG 小鼠是目前最优的 PDX 模型

代中保持一致。同时，基因分析结果显示，供体肿

移植宿主。

瘤与其 PDX 之间无显著的 DNA 结构重排积累[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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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同传代 （多达 10 代） 的 PDX 模型对药物治疗

耐药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对于临床联合治疗方案

反应率相同，说明 PDX 模型的基因表达具有很高

至关重要。在 CRC 中，EGFR 抑制剂耐药的肿瘤有

，仅存在传代中人肿瘤基质逐渐被小

相关的基因扩增，如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uman

鼠基质所取代，导致模型中涉及肿瘤基质和免疫功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和间质

能的基因表达减少的问题。第二，PDX 模型的临

表皮转化因子（Mesenchymal to Epithelial Transition

床预测价值较高。由于 PDX 模型和临床观察结论

Factor，MET），因此，针对 HER2 和 MET 基因的

的稳定性

[16, 17]

[8]

有较高的一致性，其在药效评价 、生物标志物的

双靶点联合用药展现出了良好的疗效。同样，在

中具有重要

SCCHN 中，PIK3CA 基因的突变激活会导致 EGFR

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对 PDX 模型

抑制剂药物的耐药，而与 PIK3 抑制剂的联合用药

在肿瘤研究中相关的应用进行了开发。

可改善耐药[31]。如上，通过 PDX 模型，不仅可以

[18]

筛选 和预测患者对药物响应程度

3

[19-21]

探明抗肿瘤药物耐药机制，同时可验证联合用药的

PDX 模型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

治疗方案，克服临床耐药的问题[32]。
3.2 联合临床试验

3.1 药物的开发及生物标志物的检测
由于缺乏高预测价值的临床前研究模型及合适

药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由于临床试验的固有

的生物标志物筛选，导致大量进入Ⅱ期临床试验的

性质，即患者根据具体标准每次只能接受一种药物

药物无法进行后续临床研究[22, 23]。因此，具有高临

或治疗方案，导致缺乏足够有用的药物开发相关的

床预测价值的 PDX 模型在生物标志物的筛选及药

信息，限制了在临床研究中药物的开发。同时，单

物开发中可为临床前Ⅱ期研究及后续试验提供强有

一的药物或治疗方案，也容易导致患者出现极端反

力的支持。

应或快速耐药，因此详细研究药物相关的潜在机制

研究表明，肿瘤靶向药物及细胞毒性药物，在

对患者的治疗意义重大。

PDX 模型中的药物反应率与临床检测到的药物反

为解决患者耐药对肿瘤治疗效果的影响，联合

应率相似。如 PDX 模型中，EGFR 抑制剂 （西妥昔

临床试验应运而生。最初的形式是使用基因工程鼠

单抗）对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的肿瘤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use， GEM） 模 型 探 索

缓解率达到了 10.6%，与临床检测到的结肠癌患者

治疗方案的耐药机制[33]，基于相同的模式，PDX 模

的肿瘤缓解率接近[23]；同样地，PDX 模型在头颈部

型同样被用于临床试验中开展联合研究，且成效显

鳞状细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ead

著[34, 35]，图 2 为具体流程从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发

and Neck，SCCHN）患者的肿瘤缓解率中展现出很好

展而来的个性化 PDX 模型，使用相同的药物来模

的一致性[24]。另外，在KRAS突变的CRC的PDX模型

拟临床反应，该试验能够在患者和小鼠模型中同时

研究中，MEK 和 PI3K/mTOR抑制剂治疗效果差，与

评估药物反应，为研究敏感和耐药的生物标志物以

Ⅰ期的临床检测数据一致 。同时，利用 PDX 模型
[25]

的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及为克服耐药提供了有力的措施。
3.3 精准医疗

PDAC）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联合用药 （紫杉醇和

近年来，肿瘤学相关研究领域发展迅速，针对

吉西他滨） 对肿瘤治疗有效，该结果也与联合方案

个体化治疗的精准治疗为肿瘤治疗带来了重大进

在临床中的疗效相同，与此同时，在一项随机Ⅲ期

展，但仍任重道远。一方面，部分患者很难检测到

研究中，该方案已证实可以延长晚期 PDAC 患者的

具有药物疗效的生物标志物，从而无法接受个性化

生存时间 。综上，PDX 模型已经成为新的筛选临

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随着肿瘤生物分子图谱的

床前抗肿瘤药物的重要模型。

完善，部分患者中能够检测到多个潜在的治疗靶

[26]

此外，PDX 模型在筛选抗肿瘤药物的同时，还
可识别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在 CRC 的研究中，明确

点，但很难得出最优的治疗方案。
如上文所述，目前大量研究证明 PDX 模型中

表明KRAS 突变的 PDX 模型对西妥昔单抗无效，无

的药物反应与临床反应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

KRAS 突变是其治疗 CRC 的临床生物标志物

联合 PDX 模型进行精准医疗将有利于克服如上精准

[27, 28]

。

而在 PDAC 的 PDX 模型中发现，去氧胞苷激酶是

医疗中存在的问题。以非小细胞肺癌 （Non-small

吉西他滨药物疗效的预测因子，并得到了临床检测

Cell Lung Cancer，NSCLC） 为例，PDX 模型的研究

结果的证实

[29, 30]

。

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 NSCLC 患者对一线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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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PDX 小鼠模型的联合临床试验

结合 PDX 小鼠模型的个体化精准医疗决策

药物敏感，三分之一的患者出现耐药，但患者对敏

化的医学应用；（2） 不同类型的肿瘤存在不同的最

感及抵抗的药物各不相同，表明基于患者的个体差

佳移植部位；（3） PDX 模型建立的时间与患者治

[36]

异，肿瘤治疗需要个体化的精准医疗方案 。在图

疗时间的匹配性。建立 PDX 模型通常需要 4-8 个月

3 中，我们描述了精准医疗中 PDX 模型的作用。

的时间，而很多患者治疗窗比较短；（4） PDX 模

4

PDX 模型的局限性

型较低的构建成功率无法满足部分肿瘤治疗的要

虽然 PDX 模型在肿瘤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求。对于某些具有特定表型的肿瘤类型，如激素受

要的角色，但其在肿瘤转化及应用的相关研究中，

体阳性的乳腺癌，移植成功率很低，而实现肿瘤患

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技术性方面的局限性主要包

者 的 精 准 医 疗 ， 必 须 将 PDX 模 型 成 功 率 提 高 至

括：（1） 建立 PDX 模型的肿瘤组织如何获取和处

60%~70% 以 上[37]。 PDX 研 究 的 另 一 个 局 限 在 于 ，

理的问题。大块的肿瘤组织对于 PDX 建立有益，

该模型与正常人类肿瘤生长的真实情况略有差异，

但较小的样本，如肿瘤活检或细针穿刺更适合个性

如缺乏免疫系统及肿瘤微环境，且人肿瘤间质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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