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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病（COVID-19）是⼀种新的不断变化的情况。

癌症患者的信息：https：//www.cancer.gov/espanol/coronavirus

检查Y新的CDC公共卫⽣信息：https : //espanol.cdc.gov/enes/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素瘤治疗（PDQ®）-健康专业版
转到患者版本

有关⿊⾊素瘤的⼀般信息

⿊⾊素瘤是⿊⾊素细胞的恶性肿瘤，⿊⾊素细胞是产⽣⾊素⿊⾊素并来源于神经c的细胞。尽管⼤多数⿊⾊素瘤发⽣在⽪
肤上，但它们也出现在粘膜或其他神经c细胞（包括葡萄膜）迁移到的其他部位。葡萄膜⿊⾊素瘤在发⽣率，预后因素，
分⼦特征和治疗等⽅⾯与⽪肤⿊⾊素瘤有很⼤不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关于葡萄膜性眼⿊⾊素瘤治疗的PDQ摘
要。）

发病率和死亡率

估计2020年美国新发⿊⾊素瘤病例和死亡⼈数：[ 1 ]

新案例：100350。

死亡：6850。

⽪肤癌是美国Y常被诊断出的恶性肿瘤。在2012年，540万癌症病例被诊断为3.3万⼈。[ 1 ]虽然有创⿊⾊素瘤约占⽪肤
癌的约1％，将导致多数死亡。[ 1，2 ]在过去的30年中，发病率增加了[ 1 ]年龄较⼤的男⼦处于Y⾼⻛险；然⽽，⿊⾊素
瘤是25⾄29岁的年轻⼈中Y常⻅的癌症，并且是15⾄29岁的⼈中第⼆常⻅的癌症。[ 3 ]眼部⿊⾊素瘤是Y常⻅的眼癌。
每年⼤约诊断出2000例病例。

⻛险因素

⿊⾊素瘤的危险因素是内在的（遗传的和表型的）和外在的（环境的或暴露的）：

太阳博览会。

⾊素特征。

多个痣。

⿊⾊素瘤的家族和个⼈病史。

免疫抑制。

环境暴露。

（有关危险因素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DQ摘要：⽪肤癌的预防和遗传学》，后者仅以英⽂提供。）

解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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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检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肤癌筛查》中的PDQ摘要。

临床表现

⿊⾊素瘤主要发⽣在成年⼈中，超过50％的病例出现在⽪肤的正常区域。尽管⿊素瘤发⽣在任何地⽅，包括粘膜和葡萄
膜，但在⼥性中更常⻅于四肢，在男性中更常⻅于躯⼲，头部或颈部[ 4 ]。

指示痣恶变的早期迹象如下：

深⾊或多变的⾊素沉着。

瘙痒。

卫星病变的⼤⼩或外观增加。

溃疡或出⾎（晚期症状）。

正常⽪肤的示意图。正常⽪肤有⿊⾊素细胞，这是引起⿊⾊素瘤的细胞。表⽪是相对

⽆⾎管的，并容纳基底⻆质形成细胞（基底细胞癌的起源）和鳞状上⽪的⻆质形成细

胞（鳞状细胞癌的起源）。基底膜区域位于基底⻆质形成细胞的正下⽅，将表⽪与真

⽪分开。

•

•

•

•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piel/pro/deteccion-piel-p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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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应该对任何可疑的病变进⾏活检，Y好是局部切除。不可刮擦或烧灼可疑病变。样本应由专业病理学家检查以确定微阶

段。

研究得出结论，良性⾊素性病变很难与早期⿊⾊素瘤区分开。⽽且，即使是专业的⽪肤病理学家也可能有不同的意⻅。为

了减少误诊的可能性，由⼀个独⽴的专家病理学家的第⼆评价应予以考虑。[ 5，6 ]的研究发现，对于诊断病理学家之间
协商⼀致的程度有很⼤差异。⿊素瘤和良性⾊素性病变的组织学。[ 5，6 ]

证据（在组织学评估上存在分歧）：

1. 在⼀项研究中，发现由⼀组专业的⽪肤病理学家检查的140例病例中有37例在诊断⿊⾊素瘤与良性病变⽅⾯存在分
歧。在⽪肤⿊⾊素瘤的组织学分类中，Y⼤的共识是Breslow的厚度和溃疡的存在。但是在其他组织学特征（如克
拉克浸润的⽔平，消退的存在和淋巴细胞浸润）上的共识很差[ 5 ]。

2. 在另⼀项研究中，⼀组专业的病理学家对38％的病例有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解释[ 6 ]。

预后因素

原发性和转移性肿瘤的特征影响预后。是被纳⼊对癌症分期，美国联合委员会的2009年修订版Y重要的预后因素如下：
4，7 - 9 ]

⿊⾊素瘤的厚度或浸润程度。

有丝分裂指数，定义为每毫⽶的有丝分裂数。

原发部位溃疡或出⾎。

涉及的局部淋巴结数⽬，在宏观和微观转移之间有所区别。

系统性转移。

部位（内脏对肺对所有内脏）。

⾎清乳酸脱氢酶浓度⾼。

⼀般来说，年轻患者，⼥性，以及那些肢体⿊⾊素瘤有较好的预后[ 4，7 - 9 ]

⿊⾊素瘤病灶具有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变化和⼤直径。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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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期⿊⾊素瘤的微⼩卫星病变记录为存在或不存在，有时表明其预后的组织学因素较差，但这是有争议的[ 10 ]。作为可能
的预后因素进⾏了研究[ 11 ]。

复发的⼏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虽然后期复发的情况并不少⻅。[ 12，13 ]

相关摘要

以下是包含与⿊⾊素瘤有关的信息的其他PDQ摘要：

预防⽪肤癌

⽪肤癌筛查测试

⽪肤癌治疗

葡萄膜眼⿊⾊素瘤的治疗

参考书⽬

1. 美国癌症协会：《 2020年癌症事实与数据》。佐治亚州亚特兰⼤：美国癌症协会，2020年。在线提供。上次访问
时间为2020年5⽉12⽇。

2. ⿊⾊素瘤。⻢⾥兰州⻉塞斯达：国家医学图书馆，2012年。在线提供。上次访问时间为2019年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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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lingluff CI Jr，Flaherty K，Rosenberg SA等：⽪肤⿊⾊素瘤。在：DeVita VT Jr，Lawrence TS，Rosenberg
SA：癌症：肿瘤学原理和实践中。第9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Lippincott Williams＆Wilkins，2011年，第1643-
91⻚。

5. Corona R，Mele A，Amini M等⼈：⽪肤⿊⾊素瘤和其他⾊素性⽪肤病变的组织病理学诊断的观察者间变异性。J
Clin Oncol 14（4）：1218-23，1996.  [PUBMED摘要]

6. 农夫ER，Gonin R和Hanna MP：专家病理学家之间⿊⾊素瘤和⿊素细胞痣的组织病理学诊断不⼀致。Hum
Pathol 27（6）：528-31，1996.  [PUBMED摘要]

7. Balch CM，Soong S，Ross MI等⼈：多机构随机试验的⻓期结果，⽐较了中层⿊⾊素瘤（1.0⾄4.0 mm）的预后
因素和⼿术结果。组间⿊⾊素瘤⼿术试验。Ann Surg Oncol 7（2）：87-97，2000。  [PUBMED摘要]

8. Manola J，Atkins M，Ibrahim J等：转移性⿊⾊素瘤的预后因素：东部合作肿瘤⼩组试验的汇总分析。J Clin
Oncol 18（22）：3782-93，2000.  [PUBMED摘要]

9. Balch CM，Gershenwald JE，Soong SJ等：2009 AJCC⿊⾊素瘤分期和分类的Y终版本。J Clin Oncol 27（36）：
6199-206，2009.  [PUBMED摘要]

10. LeónP，Daly JM，Synnestvedt M等：在临床I期⿊素瘤患者中，显微卫星的预后意义。Arch Surg 126（12）：
1461-8，1991。  [PUBMED摘要]

11. Mihm MC，Clemente CG，Cascinelli N：淋巴结⿊⾊素瘤转移中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组织病理学预后指标和局
部免疫反应的表达。Lab Invest 74（1）：43-7，1996 .  [PUBMED摘要]

12. Shen P，Guenther JM，Wanek LA等：选择性淋巴结清扫术能否降低晚期⿊⾊素瘤复发的频率和死亡率？Ann
Surg Oncol 7（2）：114-9，2000。  [PUBMED摘要]

13. Tsao H，Cosimi AB，Sober AJ：⽪肤⿊⾊素瘤的超晚期复发（15年或更⻓时间）。Cancer 79（12）：2361-
70，1997.  [PUBMED摘要]

•

•

•

•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piel/pro/prevencion-piel-pdq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piel/pro/deteccion-piel-pdq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piel/pro/tratamiento-piel-pdq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ojo/pro/tratamiento-melanoma-ocular-pdq
https://www.cancer.org/content/dam/cancer-org/research/cancer-facts-and-statistics/annual-cancer-facts-and-figures/2020/cancer-facts-and-figures-2020.pdf
https://medlineplus.gov/melanoma.html
https://seer.cancer.gov/archive/publications/aya/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8648377&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8666360&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10761786&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11078491&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19917835&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1842174&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8569196&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8569196&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10761789&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9191524&dopt=Abstract


6/15/2020 ⿊⾊素瘤治疗（PDQ®）–健康专业⼈员的版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piel/pro/tratamiento-melanoma-pdq 5/60

⿊⾊素瘤的细胞和分⼦分类

恶性⿊⾊素瘤临床病理细胞亚型的描述性术语应仅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们没有独⽴的预后或治疗意义。细胞亚型如下：

表⾯扩散。

结节状

Lentigo恶性。

髋⾅轻度（掌plant和颌下）。

其他不常⻅的类型如下：

粘液性（⼝腔和⽣殖器）。

增塑剂。

警惕。

基因组分类

⽪肤⿊⾊素瘤

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络对来⾃331例患者的333个⽪肤⿊素瘤进⾏了多平台整合表征[ 1 ]研究⼈员在DNA，RNA和
蛋⽩质⽔平上使⽤了六种类型的分⼦分析，以鉴定出四种主要的基因组亚型。 ，根据是否存在以下突变：

BRAF突变。

RAS突变。

突变NF1。

⾃然三重。

基因组亚型可能指示药理作⽤靶标，可⽤于设计临床试验或指导临床决策以使⽤靶向疗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表1。

迄今为⽌，只有针对BRAF突变的⿊素瘤亚型的靶向疗法才有效，并获得了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与单
⼀疗法相⽐，结合BRAF抑制剂和MEK抑制剂的治疗也可改善预后。但是，⼏乎所有患者都对治疗和复发产⽣抵抗⼒。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摘要中的每个处理部分。）因此，对于具有BRAF突变的⿊⾊素瘤亚型或任何其他基因组亚型
的患者，临床试验仍然是重要的选择。

⽆论遗传亚型如何，已批准了⼏种免疫疗法来治疗⿊⾊素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摘要中的每个处理部分。）免疫

疗法的益处与特定的分⼦亚型或突变⽆关。在TCGA分析中，鉴定了与可能改善免疫治疗效果的⽣存期相关的免疫标记物
（每种分⼦亚型的⼀个亚组）。预后⽣物标志物的鉴定是积极研究的领域。

•

•

•

•

•

•

•

•

•

•

•

•

表1.多平台分析：⽪肤⿊素瘤 突变，拷⻉数，全基因组，miRNA / RNA表达
和蛋⽩质表达

a中的

基因组亚型 突变样本的百

分⽐（％）

⾼淋巴细胞浸

润率（％）

使⽤靶向疗法的临床意义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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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亚型 突变样本的百

分⽐（％）

⾼淋巴细胞浸

润率（％）

使⽤靶向疗法的临床意义

   FDA批准的治疗 研究治疗

（单药治疗或

联合治疗）

BRAF突变 52 〜30 BRAF抑制剂 CDK抑制剂，
PI3K / Akt /
mTOR抑制
剂，ERK抑制
剂，IDH1抑制
剂，EZH2抑
制剂，Aurora
激酶抑制剂，

ARID2染⾊质
重塑剂

   –维拉⾮尼

–达布拉⾮尼

MEK抑制剂

–曲美替尼

–Cobimetinib

BRAF和MEK抑制剂的组合

–Vemurafenib和
Cobimetinib

–达拉⾮尼和曲美替尼

c，d

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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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亚型 突变样本的百

分⽐（％）

⾼淋巴细胞浸

润率（％）

使⽤靶向疗法的临床意义

FDA =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

原发⿊素瘤与匹配的正常样品; N = 67（20％）。转移性⿊⾊素瘤与正常样本相匹配；N ＝ 266（80％）。配对

定义为来⾃同⼀患者的样本。

⾃然三元组被定义为BRAF，NRAS，HRAS，KRAS或NF1中没有突变的异质亚组。

基因组亚型不能决定或限制使⽤免疫疗法的适应症。

RAS突变（NRAS，HRAS和
KRAS）

28 〜25  MEK抑制剂，
CDK抑制剂，
PI3K / Akt /
mTOR抑制
剂，ERK抑制
剂，IDH1抑制
剂，EZH2抑
制剂，Aurora
激酶抑制剂，

ARID2染⾊质
重塑剂

NF1突变 14 〜25  PI3K / Akt /
mTOR抑制
剂，ERK抑制
剂，IDH1抑制
剂，EZH2抑
制剂，ARID2
染⾊质重塑剂

天然三元 14.5 〜40  KIT突变抑制
剂/ CDK扩增
（例如伊⻢替

尼和达沙替

尼），MDM2
/ p53相互作
⽤抑制剂，

PI3K / Akt /
mTOR抑制
剂，IDH1抑制
剂，EZH2抑
制剂

c，d

⼀个

b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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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膜⿊⾊素瘤

葡萄膜⿊⾊素瘤与⽪肤⿊⾊素瘤有很⼤的不同。在⼀个系列中，第186名葡萄膜⿊⾊素瘤83％被发现含有在组成型活性的
体细胞突变GNAQ或GNA11。[ 2，3 ]（有关详情，请参阅PDQ摘要葡萄膜眼⿊⾊素瘤治疗）。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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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an Raamsdonk CD，Griewank KG，Crosby MB等：葡萄膜⿊⾊素瘤中GNA11的突变。N Engl J Med
363（23）：2191-9，2010.  [PUBMED摘要]

有关⿊⾊素瘤分期的信息

临床分期基于是否扩散到区域淋巴结或远处。根据临床评估，当⿊⾊素瘤局限于原发灶时，随着浸润的厚度和深度的增

加，淋巴结或全身转移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会使预后恶化。⿊⾊素瘤通过局部扩展（通过淋巴系统）或⾎源性扩散到远

处。尽管转移涉及任何器官，但肺和肝是常⻅部位。

恶性⿊⾊素瘤的微状态通过组织学检查确定，其中病变的垂直厚度以毫⽶为单位（Breslow分类）或局部浸润的解剖学⽔
平（Clark分类）。当病变的厚度⼤于1.5 mm时，Breslow的厚度可重现，并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恶性⿊⾊素瘤的后续⾏
为。该厚度应始终报告。

专业病理学家需要对整个原发肿瘤样品进⾏仔细的组织学评估，以实现准确的微分期。

克拉克分类（⼊侵级别）

基因组亚型 突变样本的百

分⽐（％）

⾼淋巴细胞浸

润率（％）

使⽤靶向疗法的临床意义

的⻛险和单⼀和组合疗法的益处在上节中描述的治疗⽅案。

研究包括但不限于这些示例。对信息的临床试验中英⽂发表的关于ClinicalTrials.gov⽹站。

表示通过FDA批准的测试诊断出突变的时间。

c，d

d

e

f

表2. Clark分类（⼊侵级别）

⼊侵等级 描述

第⼀层 仅表⽪受累（原位⿊⾊素瘤）；⽆侵⼊性伤害。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ojo/pro/tratamiento-melanoma-ocular-pdq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26091043&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19078957&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21083380&dopt=Abstract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cancer/tratamiento/estudios-clinicos
https://clinicaltrial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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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的阶段分组和TNM定义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已使⽤TNM（肿瘤，淋巴结和转移）分类来确定⿊素瘤的分期[ 1 ]。

该分期系统⽤于⽪肤⿊⾊素瘤。此分期系统不适⽤于其他癌症，例如：结膜⿊⾊素瘤，葡萄膜⿊⾊素瘤 头，颈，尿道，
阴道，直肠和肛⻔的粘液⿊⾊素瘤；默克尔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 1 ]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cTNM）预后阶段组和临床定义

⼊侵等级 描述

⼆级 乳头状真⽪的浸润；它不到达乳头状和⽹状真⽪之间的连接

处。

第三层 侵袭扩散通过乳头状真⽪，但不穿透⽹状真⽪。

第四层 侵⼊⽹状真⽪，但不穿透⽪下组织。

第五层 侵袭整个⽹状真⽪并穿透⽪下组织。

表3.阶段0  cTNM定义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转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在这种情况下，厚度和溃疡状态不适⽤。

0 Tis，N0，M0 Tis = 原位⿊⾊素瘤。 N0 =⽆区域转移。 M0 =⽆远处转移。

a的

的

b

b

表4. IA和IB 阶段的cTNM定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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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转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转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IA T1a，N0，
M0

T1a =厚度<0.8毫⽶，
⽆溃疡。

N0 =⽆区域转移。 M0 =⽆远处转移。

IB T1b，N0，
M0

T1b =厚度<0.8 mm，
有溃疡；厚度0.8-1.0
mm，有或没有溃疡。

N0 =⽆区域转移。 M0 =⽆远处转移。

T2a，N0，
M0

T2a =厚度> 1.0–2.0
mm，⽆溃疡。

N0 =⽆区域转移。 M0 =⽆远处转移。

的

表5.阶段IIA，IIB和IIC cTNM定义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转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协会 T2b，N0，
M0

T2b =厚度> 1.0–2.0
mm，有溃疡。

N0 =⽆区域转移。 M0 =⽆远处转移。

T3a，N0，
M0

T3a =厚度> 2.0–4.0
mm，⽆溃疡。

N0 =⽆区域转移。 M0 =⽆远处转移。

IIB T3b，N0，
M0

T3b =厚度> 2.0–4.0
mm，有溃疡。

N0 =⽆区域转移。 M0 =⽆远处转移。

⼀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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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转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T4a，N0，
M0

T4a =厚度> 4.0 mm，⽆
溃疡。

N0 =⽆区域转移。 M0 =⽆远处转移。

IIC T4b，N0，
M0

T4b =厚度> 4.0 mm，有
溃疡。

N0 =⽆区域转移。 M0 =⽆远处转移。

的

表6.第三阶段  cTNM定义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例如，通过刮宫诊断出的⿊⾊素瘤。

例如，原发灶未知或完全消退的⿊⾊素瘤。

在这种情况下，厚度和溃疡状态不适⽤。

通过前哨淋巴结活检发现⿊⾊素瘤。

三级 任何T，
Tis，≥N1，
M0

TX =不可评估的原发肿瘤。 N1a =临床评估 中1个

隐匿的淋巴结的折

中；没有在途转移，

也没有卫星或微卫星

转移。

M0 =⽆远处转移。

a的

的

b

c

d

e

b，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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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例如，通过刮宫诊断出的⿊⾊素瘤。

例如，原发灶未知或完全消退的⿊⾊素瘤。

在这种情况下，厚度和溃疡状态不适⽤。

通过前哨淋巴结活检发现⿊⾊素瘤。

T0 =没有原发肿瘤的证据。

TIS =⿊素瘤原位 临床评估中检测到

N1b = 1淋巴结受累，
⽆转移转移，⽆卫星

或微卫星转移。

T1a =厚度<0.8毫⽶，⽆溃疡。 N1c =⽆局部淋巴结
病，有短暂转移和卫

星或微卫星转移。

T1b =溃疡厚度<0.8 mm；厚度
0.8-1.0 mm，有或没有溃疡。

N2a = 2或3个隐藏的
淋巴结参与临床评估

；没有在途转移，也

没有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

T2a =厚度> 1.0–2.0 mm，⽆溃
疡。

N2b =累及2或3个淋
巴结（在临床评估中

⾄少检测到1个），⽆
转移转移，⽆卫星或

微卫星转移。

的

b

c

d

e

光盘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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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例如，通过刮宫诊断出的⿊⾊素瘤。

例如，原发灶未知或完全消退的⿊⾊素瘤。

在这种情况下，厚度和溃疡状态不适⽤。

通过前哨淋巴结活检发现⿊⾊素瘤。

T2b =厚度> 1.0–2.0 mm，有溃
疡。

N2c =累及1个淋巴结
（在临床评估中隐藏

或检测到）或伴有转

移转移以及来⾃卫星

或微卫星的转移。

T3a =厚度> 2.0–4.0 mm，⽆溃
疡。

N3a = 4个或更多隐藏
淋巴结参与临床评估

；没有在途转移，也

没有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

T3b =厚度> 2.0–4.0 mm，有溃
疡。

N3b =累及4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少检测到1个淋巴
结），或任何数量的

块状淋巴结，⽆转移

转移，⽆卫星或微卫

星转移。

T4a =厚度> 4.0 mm，⽆溃疡。 N3c =涉及2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隐藏或检测到），

任何数量的块状或转

的

b

c

d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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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例如，通过刮宫诊断出的⿊⾊素瘤。

例如，原发灶未知或完全消退的⿊⾊素瘤。

在这种情况下，厚度和溃疡状态不适⽤。

通过前哨淋巴结活检发现⿊⾊素瘤。

移性淋巴结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

转移。

T4b =厚度> 4.0 mm，有溃疡。

的

b

c

d

e

表7.阶段IV  cTNM定义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巴结
数⽬，转移中是否存在转

移以及来⾃卫星或微卫星

的转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CNS =中枢神经系统。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例如，未进⾏前哨淋巴结活检或先前已切除区域淋巴结。（例外：T1⿊⾊素瘤不需要病理类别N，在这种情况下使⽤

cN。）

IV 任何T，任
何N，M1

任何T = 参⻅表6中的描
述。

NX =不可评估的区域淋
巴结；  N0 =⽆区域转

移；≥N1= 参⻅表6中的
描述。

M1 =远处转移。

a的

的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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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pTNM）的预后阶段和病理学定义的分组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巴结
数⽬，转移中是否存在转

移以及来⾃卫星或微卫星

的转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CNS =中枢神经系统。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例如，未进⾏前哨淋巴结活检或先前已切除区域淋巴结。（例外：T1⿊⾊素瘤不需要病理类别N，在这种情况下使⽤

cN。）

–M1a =远处转移⾄⽪
肤，软组织（包括肌

⾁）或局部淋巴结

[M1a（0）=正常LDH；
M1a（1）=⾼LDH]。

–M1b =肺部远处转移，
在M1a中描述的相同部
位有或没有转移

[M1b（0）=正常LDH；
M1b（1）=⾼LDH]。

–M1c =没有CNS参与的
远处内脏转移，在M1a
或M1b中描述的相同部
位有或没有转移

[M1c（0）=正常LDH 或
M1c（1）=⾼LDH]。

–M1d =远处的CNS转
移，在M1a，M1b或
M1c中描述的相同部位有
或没有转移[M1d（0）=
正常LDH；M1d（1）=
⾼LDH]。

的

b

表8.阶段0  pTNM定义
a，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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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
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

转移以及来⾃卫

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图⽚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
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

转移以及来⾃卫

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 =诊所；LDH =乳酸脱氢酶。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完成0期（原位⿊⾊素瘤）和T1期病理分期不需要淋巴结的病理学评估; cN信息⽤于指定病理分期。

在这种情况下，厚度和溃疡状态不适⽤。

0 Tis，
N0，
M0

Tis = 原位⿊⾊素瘤。 N0 =⽆区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的

b

c

b，c

表9. IA和IB 阶段的pTNM定义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
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
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

及来⾃卫星或

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N =临床N；LDH =乳酸脱氢酶；p =病理。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完成0期（原位⿊⾊素瘤）和T1期病理分期不需要淋巴结的病理学评估; cN信息⽤于指定病理分期。

IA T1a，
N0，M0

T1a =厚度<0.8
毫⽶，⽆溃疡。

N0 =⽆区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a，b

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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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
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
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

及来⾃卫星或

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N =临床N；LDH =乳酸脱氢酶；p =病理。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完成0期（原位⿊⾊素瘤）和T1期病理分期不需要淋巴结的病理学评估; cN信息⽤于指定病理分期。

T1b，
N0，M0

T1b =厚度<0.8
mm，有溃疡；
厚度0.8-1.0
mm，有或没有
溃疡。

IB T2a，
N0，M0

T2a =厚度> 1.0–
2.0 mm，⽆溃
疡。

N0 =⽆区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的

b

对于阶段IIA，IIB和IIC表10 PTNM定义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
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
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

转移以及来⾃卫

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LDH =乳酸脱氢酶；p =病理。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协会 T2b，
N0，M0

T2b =厚度> 1.0–
2.0 mm，有溃
疡。

N0 =⽆区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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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
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
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

转移以及来⾃卫

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LDH =乳酸脱氢酶；p =病理。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T3a，
N0，M0

T3a =厚度> 2.0–
4.0 mm，⽆溃
疡。

IIB T3b，
N0，M0

T3b =厚度> 2.0–
4.0 mm，有溃
疡。

N0 =⽆区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T4a，
N0，M0

T4a =厚度> 4.0
mm，⽆溃疡。

IIC T4b，
N0，M0

T4b =厚度> 4.0
mm，有溃疡。

N0 =⽆区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的

表11. IIIA，IIIB，IIIC和IIID期  pTNM定义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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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协会 T1a / b –
T2a，N1a或
N2a，M0

T1a =厚度<0.8毫⽶，
⽆溃疡；T1b =厚度
<0.8，有溃疡；厚度
0.8-1.0毫⽶，有或没有
溃疡。

N1a =临床评估 中1个

隐藏淋巴结的折衷；

没有在途转移，没有

卫星或微卫星转移；

或 N2a =在临床评估
中涉及2个或3个隐藏
的淋巴结 ；没有在途

转移，也没有卫星或

微卫星转移。

M0 =⽆远处转移。

T2a =厚度> 1.0–2.0
mm，⽆溃疡。

IIIB T0，N1b，
N1c，M0

T0 =没有原发肿瘤的证
据。

临床评估中检测到

N1b = 1淋巴结受累，
⽆转移转移，⽆卫星

或微卫星转移。

M0 =⽆远处转移。

N1c =⽆局部淋巴结
病，有短暂转移和卫

星或微卫星转移。

T1a / b –
T2a，N1b / c
或N2b，M0

T1a =厚度<0.8毫⽶，
⽆溃疡；T1b =厚度
<0.8，有溃疡；厚度
0.8-1.0毫⽶，有或没有
溃疡。

N1b =在临床评估中检
测到1个淋巴结受累，
⽆转移，⽆转移或微

卫星；N1c =⽆区域淋
巴结病，有短暂转移

和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要么

M0 =⽆远处转移。

T2a =厚度> 1.0–2.0
mm，⽆溃疡。

N2b =累及2或3个淋
巴结（在临床评估中

⾄少检测到1个），⽆
转移转移，⽆卫星或

微卫星转移。

b

b

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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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T2b / T3a，
N1a – N2b，
M0

T2b =厚度> 1.0–2.0
mm，有溃疡；T3a =
厚度> 2.0–4.0 mm，
⽆溃疡。

N1a =临床评估 中1个

隐藏淋巴结的折衷；

没有在途转移，也没

有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临床评估中检测到

N1b = 1淋巴结受累，
⽆转移转移，⽆卫星

或微卫星转移。

N1c =⽆局部淋巴结
病，有短暂转移和卫

星或微卫星转移。

N2a =在临床评估中涉
及2或3个隐藏的淋巴
结 ；没有在途转移，

也没有卫星或微卫星

转移。

N2b =涉及2或3个淋
巴结（在临床评估中

⾄少检测到1个），⽆
转移，卫星或微卫星

转移。

国际认证 T0，N2b，
N2c，N3b或
N3c，M0

T0 =没有原发肿瘤的证
据。

N2b =涉及2或3个淋
巴结（在临床评估中

⾄少检测到1个），⽆
转移，卫星或微卫星

转移。

M0 =⽆远处转移。

b

b

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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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N2c =累及1个淋巴结
（在临床评估中隐藏

或检测到）或伴有转

移转移以及来⾃卫星

或微卫星的转移。

N3b =累及4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少检测到1个），
或任何数量的块状淋

巴结，⽆转移转移，

⽆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Ø。

N3c =涉及2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隐藏或检测到），

任何数量的块状或转

移性淋巴结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

转移。

T1a – T3a，
N2c或N3a / b
/ c，M0

T1a =厚度<0.8毫⽶，
⽆溃疡；T1b =厚度
<0.8，有溃疡；厚度
0.8-1.0毫⽶，有或没有
溃疡。

N2c =累及1个淋巴结
（在临床评估中隐藏

或检测到）或有转移

灶转移以及来⾃卫星

或微卫星的转移灶；

Ø。

M0 =⽆远处转移。

T2a =厚度> 1.0–2.0
mm，⽆溃疡。

T2b =厚度> 1.0–2.0
mm，有溃疡。

N3a =临床评估中涉及
4个或更多隐藏淋巴结
；没有在途转移，也

没有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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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N3b =累及4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少检测到1个淋巴
结），或任何数量的

块状淋巴结，⽆转移

转移，⽆卫星或微卫

星转移。

T3a =厚度> 2.0–4.0
mm，⽆溃疡。

N3c =涉及2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隐藏或检测到），

任何数量的块状或转

移性淋巴结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

转移。

T3b / T4a，任
何N≥N1，M0

T3b =厚度> 2.0–4.0
mm，有溃疡；T4a =
厚度> 4.0 mm，⽆溃
疡。

N1a =临床评估 中1个

隐藏淋巴结的折衷；

没有在途转移，也没

有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临床评估中检测到

N1b = 1淋巴结受累，
⽆转移转移，⽆卫星

或微卫星转移。

N1c =⽆局部淋巴结
病，有短暂转移和卫

星或微卫星转移。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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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N2a =在临床评估中涉
及2或3个隐藏的淋巴
结 ；没有在途转移，

也没有卫星或微卫星

转移。

N2b =涉及2或3个淋
巴结（在临床评估中

⾄少检测到1个），⽆
转移，卫星或微卫星

转移。

N2c =累及1个淋巴结
（在临床评估中隐藏

或检测到）或伴有转

移转移以及来⾃卫星

或微卫星的转移。

N3a =临床评估中涉及
4个或更多隐藏淋巴结
；没有在途转移，也

没有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

N3b =累及4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少检测到1个淋巴
结），或任何数量的

块状淋巴结，⽆转移

转移，⽆卫星或微卫

星转移。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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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N3c =涉及2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隐藏或检测到），

任何数量的块状或转

移性淋巴结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

转移。

T4b，N1a –
N2c，M0

T4b =厚度> 4.0 mm，
有溃疡。

N1a =临床评估 中1个

隐藏淋巴结的折衷；

没有在途转移，也没

有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临床评估中检测到

N1b = 1淋巴结受累，
⽆转移转移，⽆卫星

或微卫星转移。

N1c =⽆局部淋巴结
病，有短暂转移和卫

星或微卫星转移。

N2a =在临床评估中涉
及2或3个隐藏的淋巴
结 ；没有在途转移，

也没有卫星或微卫星

转移。

N2b =涉及2或3个淋
巴结（在临床评估中

⾄少检测到1个），⽆
转移，卫星或微卫星

转移。

b

b



6/15/2020 ⿊⾊素瘤治疗（PDQ®）–健康专业⼈员的版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piel/pro/tratamiento-melanoma-pdq 25/60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LDH =乳酸脱氢酶；p =病理。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通过前哨淋巴结活检发现⿊⾊素瘤。

例如，原发灶未知或完全消退的⿊⾊素瘤。

N2c =累及1个淋巴结
（在临床评估中隐藏

或检测到）或伴有转

移转移以及来⾃卫星

或微卫星的转移。

第三代 T4b，N3a / b
/ c，M0

T4b =厚度> 4.0 mm，
有溃疡。

N3a =临床评估中涉及
4个或更多隐藏淋巴结
；没有在途转移，也

没有卫星或微卫星转

移。

M0 =⽆远处转移。

N3b =累及4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少检测到1个淋巴
结），或任何数量的

块状淋巴结，⽆转移

转移，⽆卫星或微卫

星转移。

N3c =涉及2个或更多
淋巴结（在临床评估

中隐藏或检测到），

任何数量的块状或转

移性淋巴结转移以及

来⾃卫星或微卫星的

转移。

的

b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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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溃疡状
态）

N类（涉及的区域淋
巴结数⽬，转移中是

否存在转移以及来⾃

卫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部位
和浓度）

在这种情况下，厚度和溃疡状态不适⽤。d

表12.阶段IV  pTNM定义
a的

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
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
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

转移以及来⾃卫

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N =临床N；LDH =乳酸脱氢酶；p =病理。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例如，未进⾏前哨淋巴结活检或先前已切除区域淋巴结。（例外：T1⿊⾊素瘤不需要病理类别N，在这种情况下使⽤

cN。）

⽆需对淋巴结进⾏病理学评估即可完成0期（原位⿊⾊素瘤）和T1 期的病理分期；cN信息⽤于指定病理分期。

在这种情况下，厚度和溃疡状态不适⽤。

IV 任何T，任
何N，M1

任何T = 参⻅表
6中的描述

NX =不可评估的
区域淋巴结；

N0 =⽆区域转
移；≥N1= 参⻅
表6中的描述

M1 =远处转移。

Tis = 原位⿊⾊
素瘤。

–M1a =远处转移⾄
⽪肤，软组织（包

括肌⾁）或局部淋

巴结[M1a（0）=正
常LDH；M1a（1）
=⾼LDH]。

的

b

c

d

d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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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类别T（厚度和
溃疡状态）

N类（涉及的区
域淋巴结数⽬，

转移中是否存在

转移以及来⾃卫

星或微卫星的转

移）

M类（LDH的解剖
部位和浓度）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N =临床N；LDH =乳酸脱氢酶；p =病理。

AJCC 适应：⽪肤⿊⾊素瘤。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

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563–85。

例如，未进⾏前哨淋巴结活检或先前已切除区域淋巴结。（例外：T1⿊⾊素瘤不需要病理类别N，在这种情况下使⽤

cN。）

⽆需对淋巴结进⾏病理学评估即可完成0期（原位⿊⾊素瘤）和T1 期的病理分期；cN信息⽤于指定病理分期。

在这种情况下，厚度和溃疡状态不适⽤。

–M1b =肺部远处转
移，在M1a中描述
的相同部位有或没

有转移[M1b（0）=
正常LDH；
M1b（1）=⾼
LDH]。

–M1c =没有CNS参
与的远处内脏转

移，在M1a或M1b
中描述的相同部位

有或没有转移

[M1c（0）=正常
LDH或M1c（1）=
⾼LDH]。

–M1d =远处的CNS
转移，在M1a，
M1b或M1c中描述
的相同部位有或没

有转移[M1d（0）=
正常LDH；
M1d（1）=⾼
LDH]。

的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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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瘤治疗选择概述

劈开

表13.⿊⾊素瘤的标准治疗⽅案

阶段（TNM阶段标准） 标准治疗⽅案

对于任何阶段的⿊⾊素瘤患者，临床试验都是重要的选择，因为对异常分⼦和⽣物学途径的深⼊了解会加速药物的

发现。许多临床试验都提供标准治疗⽅案。有关正在进⾏的临床试验的更多信息，请参⻅NCI⽹站。

0期⿊⾊素瘤 劈开

I期⿊⾊素瘤 切除⽤或不⽤淋巴结治疗

II期⿊⾊素瘤 切除⽤或不⽤淋巴结治疗

可切除的III期⿊⾊素瘤 切除⽤或不⽤淋巴结治疗

不可切除的III期，IV期和复发性⿊⾊素瘤 内部疗法

免疫疗法

信号转导抑制剂

化学疗法

局部姑息治疗

⼀

a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cancer/tratamiento/estudios-clini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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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切除仍然是治疗⿊⾊素瘤的主要⽅式。未在原发部位外扩散的⽪肤⿊⾊素瘤治愈的机会很⾼。局限性⿊⾊素瘤的治疗

是⼿术切除，其边缘与原发病变的微阶段成⽐例。

淋巴结治疗

前哨淋巴结活检

淋巴图和前哨淋巴结活检（BGLC）⽤于检测原发肿瘤⼤于1⾄4 mm的患者区域淋巴结中的隐匿转移。这些程序可以允许
确定患者谁能够避免与区域淋巴结清扫的问题，可能与辅助治疗的并发症受益[ 1 - 6 ]

在⼴泛切除原发性⿊⾊素瘤之前，应先⾏淋巴标测和前哨淋巴结切除（GLC），以确保准确识别前哨淋巴结。

在多个研究，SNB的诊断准确性证实的假阴性结果的0⾄2％速率[ 1，6 - ⼗⼀⽉ ]当检测转移性⿊⾊素瘤，它是可能的区
域淋巴结的后续过程期间完成。

淋巴结清扫

微观或宏观上涉及⼀个或多个前哨淋巴结的患者有资格进⾏完整的淋巴结清扫以进⾏区域控制，或参加多中⼼选择性淋巴

结清扫试验II研究（NCT00297895），该研究将确定是否完全淋巴结清扫会影响⽣存。BGLC应在⼴泛切除原发性⿊⾊素
瘤之前确保淋巴图的准确性。

辅助治疗

完全切除后复发⻛险⾼的患者越来越多地使⽤辅助治疗，有关Y佳治疗的数据正在涌现。伊匹⽊单抗是美国⻝品和药物管

理局（FDA）批准的第⼀种辅助治疗检查点抑制剂，该药物以10 mg / kg（ipi10）的剂量可改善总体⽣存（OS）。 ）与
安慰剂（EORTC 18071 [NCT00636168]）进⾏⽐较。[ 12然⽽，使⽤这些剂量时，依匹莫单抗的毒性很重要。在北美⼩
组间试验E1609（NCT01274338）中，以3 mg / kg（ipi3）较低的ipilimumab剂量（已批准⽤于转移性⿊⾊素瘤）对
ipi10剂量进⾏了测试，并将其与⾼剂量⼲扰素的使⽤进⾏了⽐较。ipi3剂量可显着改善OS，⽽ipi10剂量则⽆变化[ 13 ]，
这些数据使⼤剂量⼲扰素作为⿊⾊素瘤的辅助治疗⽆效。随着新的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ipi3剂量的作⽤尚待确定。

使⽤新的检查点抑制剂（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以及将它们与信号转导抑制剂（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组合
使⽤的⼤型随机试验证明，其对⽆复发⽣存期（SRS）有明显的临床效果。与使⽤伊匹⽊单抗相⽐，毒性⼩。CheckMate
238试验（NCT02388906）⽐较了尼古鲁单抗的使⽤和ipi10剂量的使⽤，发现尼古鲁单抗的SRS和安全性更好[ 14 ]。SG
数据尚未在任何试验中准备好。

⽆论编程死亡蛋⽩1（PD-L1）配体的表达或BRAF中是否存在突变，均已观察到使⽤ipilimumab，nivolumab和
pembrolizumab进⾏免疫治疗的好处。BRAF突变患者的另⼀种选择是与信号转导抑制剂联合治疗。

参与旨在确定可进⼀步延⻓SRH和OS且毒性作⽤较⼩的治疗⽅法的临床试验，对所有患者⽽⾔都是重要的选择。

肢体灌注

在⼀项随机，多中⼼，III期试验（SWOG-8593）中，该试验已经在患有⾼⻛险I期原发性肢体⿊⾊素瘤的患者中完成，使
⽤⽆病⽣存期或OS均⽆益处将孤⽴的肢体灌注⻢法兰，并与单独⼿术进⾏⽐较[ 5 ]。

不可切除的III期，IV期和复发性疾病的系统治疗

尽管扩散到远处的⿊⾊素瘤⼏乎⽆法治愈，但治疗选择却迅速增加。与达卡巴嗪的使⽤相⽐，随机试验已显示抑制检查点

和调节丝裂原活化的蛋⽩激酶途径是改善OS的两种⽅法。尽管在单⼀疗法中这些⽅法均⽆法治愈，但初步数据表明该组
合是有希望的。由于新药和新药的迅速发现，⿎励患者和临床医⽣考虑参加临床试验以进⾏初始治疗和进展。

免疫疗法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0297895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238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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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点抑制剂

FDA批准了三种检查点抑制剂：pembrolizumab，nivolumab和ipilimumab。与针对不可切除或晚期疾病的不同治疗⽅
法相⽐，这些⽅法均具有改善OS的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摘要中有关不可切除，IV期和III期复发性⿊⾊素瘤
治疗的部分中的Pembrolizumab，Nivolumab和Ipilimumab部分。）正在进⾏多项III期临床试验，以确定免疫疗法和靶
向疗法的Y佳疗法顺序，并确定免疫疗法或免疫疗法与靶向疗法的组合是否Y适合延⻓OS。

⽩介素2

1998年，FDA批准了⽩细胞介素2（IL-2），因为在进⾏过8期I期研究的先前治疗的少数转移性⿊⾊素瘤中，发现了持久
的完全缓解（CR）率（6-7％）和⼆。尚⽆III期研究将⾼剂量IL-2与其他疗法的使⽤或对OS的相对影响进⾏⽐较。

信号转导抑制剂

迄今为⽌，研究表明，BRAF抑制剂和MEK抑制剂可能对⿊⾊素瘤的⾃然病程具有显著作⽤，尽管它们不能作为单⼀疗法
治愈。

BRAF抑制剂

维拉⾮尼

Vemurafenib于2011年获得FDA批准，被证实可改善⽆法切除或晚期疾病的患者的⽆进展⽣存期（SSP）和OS。
Vemurafenib是⼀种⼝服的⼩分⼦药物，可引起选择性的BRAF激酶抑制作⽤，仅适⽤于经FDA批准的试验鉴定为BRAF中
存在V600E突变的患者[ 11 ]。

达拉⾮尼

Dabrafenib是⼀种引起选择性BRAF抑制作⽤的⼝服微分⼦药物，于2013年被FDA批准，并在国际多中⼼试验中显示出与
dacarbazine相⽐可改善SSP（BREAK-3 [NCT01227889]）。

MEK抑制剂

曲美替尼

曲美替尼是⼀种引起选择性抑制MEK1和MEK2的⼝服微分⼦药物，2013年被FDA批准⽤于BRAF中具有V600E或V600K突
变的不可切除⿊⾊素瘤或转移性⿊⾊素瘤患者。与达卡巴嗪相⽐，曲美替尼可改善SSP。

柯美替尼

Cobimetinib是引起选择性MEK抑制的⼝服微分⼦药物，2015年被FDA批准与BRAF抑制剂vemurafenib联合使⽤。（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抑制信号转导的联合疗法部分）。

C-KIT抑制剂

初步数据表明具有激活突变或扩增的该粘膜或肢端⿊素瘤的c-KIT可以是各种的c-KIT抑制剂的敏感[ 15 - 17 ]将可⽤II期和
III期患者具有c-KIT突变的不可切除的III期或IV期⿊⾊素瘤。

抑制信号转导的联合疗法

2014年，FDA迅速批准了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的组合⽤于患有BRAF中具有V600E或V600K突变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素瘤患者。与使⽤达拉⾮尼作为单⼀疗法相⽐，使⽤该组合发现了更好的持久应答率。Y终批准取决于正在进⾏的临床

试验结果以及OS的临床获益验证。

2015年，FDA还批准了vemurafenib和cobimetinib的组合⽤于患有BRAF中具有V600E或V600K突变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素瘤的患者。与BRAF抑制剂和安慰剂相⽐，使⽤BRAF和MEK抑制剂的另⼀种组合（达拉⾮尼和曲美替尼的组合与达
拉⾮尼和安慰剂的组合）时，来⾃III期试验的公开数据⽀持SSP的改善。SG数据是初步的。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122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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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疗法

达卡巴嗪

达卡巴嗪于1970年根据总体缓解率获得批准。在III期试验中，总体缓解率为10-20％，CR较差。在随机试验没有证明在
OS效果[ 18 - 21 ]在转移性⿊⾊素瘤患者不易普利姆玛和威罗菲尼的Y近登记试验的对照组中使⽤时，达卡巴嗪不会影响
SG尝试过。

替莫唑胺

在⼀项以OS为主要终点的III期临床试验中，观察到替莫唑胺，⼝服烷基化剂和静脉注射达卡巴嗪的作⽤相似。然⽽，该
试验的⽬的是证明替莫唑胺的优越性，但并未达到，并且样本量不⾜以使⽤统计学检验以降低劣势[ 19 ]。

局部姑息治疗

局部淋巴结清扫术可⽤于缓解淋巴结转移远处的⿊⾊素瘤。在分离转移到肺，胃肠道，⻣，有时脑转移的情况下，切除是

姑息性和⻓期⽣存偶尔出现。[ 14，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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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期⿊⾊素瘤治疗

0期⿊⾊素瘤的标准治疗选择

0期⿊素瘤的标准治疗⽅案如下：

1. 割礼。

劈开

具有Y⼩切缘的切除术，但没有微观的折衷，被⽤于治疗0期疾病的患者。

正在进⾏的临床试验

在正在接受患者的NCI资助的癌症临床试验中进⾏⾼级英语搜索。可以通过试验地点，治疗类型，药物名称和其他条件简
化搜索。它还具有有关临床试验的⼀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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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期⿊⾊素瘤的标准治疗选择

I期⿊⾊素瘤的标准治疗⽅法如下：

1. 切除⽤或不⽤淋巴结治疗。

劈开

有证据表明，厚度⼩于2毫⽶的病变可采⽤1厘⽶的放射状切除切缘进⾏保守治疗。

根据⿊⾊素瘤的部位，⻔诊切除现在是⼤多数患者的选择。

证据（分裂）：

1. 在⼀项随机试验，窄边缘（1厘⽶），宽⻚边距（≥3厘⽶）患者2毫⽶的Y⼤厚度的⿊⾊素瘤进⾏了⽐较[ 1，2 ] [
证据⽔平：1iiA ]

两组在转移性疾病发作，⽆病⽣存期（SSE）和总⽣存期（OS）⽅⾯均未观察到差异。

2. 在另外两个随机试验，2厘⽶和更⼴泛的边缘（4或5厘⽶）余量进⾏⽐较[ 3，4 ] [证据⽔平：1iiA ]

在局部复发，远处转移或OS⽅⾯未发现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两项试验的中位随访时间⾄少为10年。

3. 在组间⿊⾊素瘤外科⼿术试验中，切缘减少4⾄2 cm与以下结果有关：[ 5 ] [ 证据⽔平：1iiA ]

统计上显着减少了使⽤⽪肤移植的需求（从46％降⾄11％；P <0.001）。

缩短住院时间。

4. 在⼀项针对⾼危I期原发性肢体⿊⾊素瘤患者的III期多中⼼随机临床试验（SWOG-8593）中，当将单独的肢体与美
法仑灌注⽤于治疗时，对SSE或OS均⽆益处。相⽐于单独的⼿术。[ 6，7 ]

淋巴结治疗

I期⿊⾊素瘤患者尚⽆计划⾏区域淋巴结清扫术的益处[ 8 ]。

溃疡性或中等厚度肿瘤患者可通过淋巴图和前哨淋巴结活检（BGLC）识别隐匿性淋巴结疾病。这些患者有时受益区域淋
巴结和辅助治疗[ 6，9 - ⼗⼀⽉ ]

证据（⽴即淋巴结清扫术与延迟淋巴结清扫术观察）：

1. 在国际多中⼼选择性淋巴结清扫术试验（MSLT-1 [JWCI-MORD-MSLT-1193]）中，纳⼊了1269例中等厚度原发性
⿊⾊素瘤（在研究中定义为1.2⾄3.5 mm）。 [ 12 ] [ 证据等级：1iiB ]

在中位值为59.8个⽉时，在随机接受⼴泛切除和BGLC并随后进⾏完全淋巴结清扫术的患者中，未观察到⿊
素瘤特异性⽣存优势（主要终点）。涉及淋巴结与淋巴结观察及延迟淋巴结清扫术以防⽌随后的淋巴结复

发。

这项试验的⽬的不是为了检测微观淋巴结受累患者的淋巴结清扫效果的差异。

2. Sunbelt⿊⾊素瘤试验（UAB-9735 [NCT00004196]）是⼀项III期临床试验，旨在确定有或没有⾼剂量辅助⼲扰素
α-2b的淋巴结清扫术对SSE和SG的影响，与是否存在亚显微转移灶的患者进⾏观察相⽐前哨淋巴结（GLC）仅通过
聚合酶链反应测试（即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测试的阴性结果）检测到。

该研究的存活数据尚未报道。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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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期⿊⾊素瘤临床评估中的治疗选择

以下是I期⿊⾊素瘤患者的临床评估治疗⽅案：

1. 参与评估新技术以检测GLC中亚显微转移的临床试验。由于患有临床I期隐匿性淋巴结疾病的患者亚组的治疗失败率
较⾼，因此在临床试验中已评估了新技术，以检测GLC中的亚显微转移，从⽽确定哪些患者可以局部淋巴结清扫术
有⽆辅助治疗的好处。

正在进⾏的临床试验

在正在接受患者的NCI资助的癌症临床试验中进⾏⾼级英语搜索。可以通过试验地点，治疗类型，药物名称和其他条件简
化搜索。它还具有有关临床试验的⼀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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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期⿊⾊素瘤的标准治疗选择

II期⿊⾊素瘤的标准治疗⽅法如下：

1. 切除⽤或不⽤淋巴结治疗。

劈开

对于2⾄4毫⽶厚的⿊⾊素瘤，⼿术切缘应为2⾄3厘⽶或更⼩。

没有太多信息可指导治疗厚度超过4毫⽶的⿊⾊素瘤患者；但是，⼤多数指南建议在解剖特征允许时使⽤3 cm的⻚边距。

根据⿊素瘤部位的不同，⼤多数患者可以进⾏⻔诊切除。

证据（分裂）：

1. 在⼩组间⿊素瘤外科⼿术试验任务2b中，⽐较了1到4 mm厚的⿊素瘤患者的切缘2对4 cm [ 1 ]。

在中位随访超过10年后，两组之间的局部复发或⽣存率均⽆显着差异。

边缘减少4到2厘⽶与以下结果有关：

统计上显着减少了使⽤⽪肤移植的需求（从46％降⾄11％；P <0.001）。

缩短住院时间。

2. 在英国的⼀项研究中，将厚度超过2 mm的⿊⾊素瘤患者随机分成1或3 cm的边缘进⾏切除[ 2 ]。

切缘1 cm的患者局部复发率更⾼（瞬时危险⽐[HR]为1.26； 95％置信区间[CI]为1.00-1.59；P = 0.05）。

没有观察到⽣存差异（CRI，1.24，95％CI，0.96-1.61，P = 0.1）。

该研究表明，对于厚度超过2 mm的⿊⾊素瘤患者，仅1 cm的切缘可能不够。

淋巴结治疗

淋巴标测和前哨淋巴结活检

淋巴结图和前哨淋巴结活检（BGLC）⽤于检测II期疾病患者区域淋巴结中的隐匿转移。这些程序可以允许确定患者谁能
够避免与区域淋巴结清扫的问题，可能与辅助治疗的并发症受益[ 3 - 7 ]

在⼴泛切除原发性⿊⾊素瘤之前，应先⾏淋巴标测和前哨淋巴结切除（GLC），以确保准确识别前哨淋巴结。

可以使⽤在原发肿瘤部位注射的蓝⾊染料和放射性药物来识别引流病变的第⼀淋巴结。然后取出结节并在显微镜下检查。

在多个研究，SNB的诊断准确性证实的假阴性结果的0⾄2％率[ 3，8 - 腊 ]当检测转移性⿊⾊素瘤，它是可能的区域淋巴
结的后续过程期间完成。

局部淋巴结清扫术

关于区域淋巴结中微转移性⿊⾊素瘤的临床意义，前瞻性试验尚⽆公开信息。⼀些证据表明，在中等厚度肿瘤和隐匿性转

移的患者中，与⽴即进⾏局部淋巴结清扫术的患者相⽐，将其推迟⾄明显出现淋巴结转移的患者的⽣存期更⻓。临床评估

[ 13 ]应该谨慎对待这⼀发现，因为它来⾃于随机试验的后续亚组分析中的信息。

证据（局部淋巴结清扫术）：

1. 在国际多中⼼选择性淋巴结清扫术试验（MSLT-1 [JWCI-MORD-MSLT-1193]）中，纳⼊了1269例中等厚度原发性
⿊⾊素瘤（在研究中定义为1.2⾄3.5 mm）。 [ 14 ] [ 证据等级：1iiB ]

•

•

•

•

•

•

•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26&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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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位值为59.8个⽉时，在随机接受⼴泛切除和BGLC并随后进⾏完全淋巴结清扫术的患者中，未观察到⿊
素瘤特异性⽣存优势（主要终点）。涉及淋巴结与淋巴结观察及延迟淋巴结清扫术以防⽌随后的淋巴结复

发。

这项试验的⽬的不是为了检测微观淋巴结受累患者的淋巴结清扫效果的差异。

2. 三次前瞻性随机试验，它没有以展示预防性区域淋巴结清扫术的⽣存获益[ 15 - 17 ]

II期⿊⾊素瘤临床评估中的治疗选择

II期疾病患者的⼿术后全身辅助治疗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对于⾼复发⻛险的患者，参加临床试验是重要的治疗选
择。

正在进⾏的临床试验

在正在接受患者的NCI资助的癌症临床试验中进⾏⾼级英语搜索。可以通过试验地点，治疗类型，药物名称和其他条件简
化搜索。它还具有有关临床试验的⼀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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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切除的III期⿊⾊素瘤的治疗

可切除的III期⿊⾊素瘤的标准治疗选择

可切除的 III期⿊⾊素瘤的标准治疗选择如下：

1. 切除⽤或不⽤淋巴结治疗。

2. 辅助治疗。

a. 免疫疗法。

检查点抑制剂。

b. 信号转导抑制剂的组合。

达拉⾮尼和曲美替尼。

劈开

因此能够以通过宽局部切除具有取决于的1〜3厘⽶边距治疗原发肿瘤上的肿瘤的厚度和位点[。1 - 7 ]有时需要对使⽤⽪
肤移植物，以覆盖所得到的缺陷。

淋巴结治疗

前哨淋巴结活检

淋巴图和前哨淋巴结活检（BGLC）⽤于检测原发肿瘤⼤于1⾄4 mm的患者区域淋巴结中的隐匿转移。这些程序可以识别
患者谁可以避免并发症有关区域淋巴结清扫和谁可以从辅助治疗受益[ 3，8 - 12 ]

在⼴泛切除原发性⿊⾊素瘤之前，应先⾏淋巴标测和前哨淋巴结清除（CLL），以确保准确识别前哨淋巴结。

在多个研究，SNB的诊断准确性证实的假阴性结果率从0⾄2％[ 8，腊 - 17 ]如果检测转移性⿊⾊素瘤，它是可能的区域淋
巴结的后续过程期间完成。

淋巴结清扫

微观或宏观上涉及⼀个或多个前哨淋巴结的患者有资格进⾏完整的淋巴结清扫以进⾏区域控制，或参加多中⼼选择性淋巴

结清扫试验II研究（NCT00297895），该研究将确定是否完全淋巴结清扫会影响⽣存。在⼴泛切除原发性⿊⾊素瘤之
前，应先完成淋巴结清扫术，以确保淋巴图的准确性。

辅助治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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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切除后复发⻛险⾼的患者越来越多地使⽤辅助治疗，有关Y佳治疗的数据正在涌现。伊匹⽊单抗是美国⻝品和药物管

理局（FDA）批准的第⼀种辅助治疗检查点抑制剂，该药物以10 mg / kg（ipi10）的剂量可改善总体⽣存（OS）。 ）与
安慰剂（EORTC 18071 [NCT00636168]）进⾏⽐较。[ 18然⽽，当使⽤这些剂量时，依匹莫单抗的毒性很重要。在北美
⼩组间试验E1609（NCT01274338）中，以3 mg / kg（ipi3）较低的ipilimumab剂量（已批准⽤于转移性⿊⾊素瘤）对
ipi10剂量进⾏了测试，并将其与⾼剂量⼲扰素的使⽤进⾏了⽐较。ipi3剂量可显着改善OS，⽽ipi10剂量则⽆变化[ 19 ]，
这些数据使⼤剂量⼲扰素作为⿊⾊素瘤的辅助治疗⽆效。随着新的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ipi3剂量的作⽤尚待确定。

使⽤新的检查点抑制剂（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以及将它们与信号转导抑制剂（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组合
使⽤的⼤型随机试验证明，其对⽆复发⽣存期（SRS）有明显的临床效果。与使⽤伊匹⽊单抗相⽐，毒性⼩。CheckMate
238试验（NCT02388906）⽐较了尼古鲁单抗的使⽤和ipi10剂量的使⽤，发现尼古鲁单抗的SRS和安全性更好[ 20 ]。SG
数据尚未在任何试验中准备好。

⽆论编程死亡蛋⽩1（PD-L1）配体的表达或BRAF中是否存在突变，均已观察到使⽤ipilimumab，nivolumab和
pembrolizumab进⾏免疫治疗的好处。BRAF突变患者的另⼀种选择是与信号转导抑制剂联合治疗。

参与旨在确定能够进⼀步延⻓SRH和OS且毒性作⽤更少，治疗⽅案更短的治疗⽅法的临床试验是所有患者的重要选择。

免疫疗法

检查点抑制剂

尼武单抗

证据（nivolumab）：

1. 在⼀项多国双盲随机试验（CheckMate 238 [NCT02388906]）中，将接受完全切除的IIIB，IIIC或IV期⿊⾊素瘤患
者随机分组（1：1）以接受nivolumab或ipilimumab [ 20 ] [ 验证级别：1iDii]主要终点为SRH，定义为从随机分组
到⾸次复发⽇期，出现新的原发性⿊⾊素瘤或因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根据随机分组，排除了在随机分组前超过12
周进⾏切除，患有⾃身免疫性疾病，使⽤过全身性糖⽪质激素，先前曾接受过⿊⾊素瘤全身性治疗且功能状态

（EF）得分⾼于1的患者。东部合作肿瘤⼩组（ECOG）。每2周静脉给予Nivolumab 3 mg / kg剂量，每3周给予
ipilimumab 10 mg / kg剂量，共4剂，然后每3个⽉Y多1年或直到复发。疾病

906例患者被随机分组  ：453例患者接受nivolumab治疗，453例患者接受ipilimumab治疗。基线特征是平衡的。⼤
约81％的患者患有III期疾病；32％是溃疡性原发性⿊⾊素瘤；48％，⼤淋巴结病；62％，PD-L1表达低于5％；
42％的⼈携带了BRAF突变。

当⽅案中指定的中期分析时，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独⽴数据监视委员会终⽌了该研究，当
时对每个患者进⾏了⾄少18个⽉的随访他们呈现了360集⽣存期，没有复发。两个治疗组均未达到中值
SRH。在12个⽉时，接受nivolumab治疗的患者的SRH率为70.5％（95％置信区间[CI]，66.1–74.0），⽽
60.8％（95％CI，56） ，0-65.2）接受ipilimumab治疗的患者。报道的453名接受nivolumab治疗的患者
复发或死亡为154（34％），⽽ipiplimumab治疗的453患者为206（45.5％）复发或死亡（瞬时⻛险⽐
[CRI] ，0.65；97.56％CI，0.51-0.83；P <0.001）。⽆论PD-L1表达或BRAF中的V600突变如何，
亚组分析均⽀持nivolumab 。

接受nivolumab治疗的患者发⽣的不良反应（AE）较少，包括3⾄4级严重不良反应，并且死亡。由于AD，
在9.7％的患者中停⽌了Nivolumab的给药，在42.6％的患者中停⽌了ipilimumab的给药。依匹莫单抗组有
2例与治疗有关的死亡（髓质发育不全和结肠炎）报道，⽽尼古鲁单抗治疗组⽆1例死亡。EA曲线类似于在
转移环境中观察到的检查点抑制剂的毒性作⽤。Y常⻅的免疫作⽤发⽣在胃肠系统，肝脏系统和⽪肤。接

受nivolumab治疗的患者中有14％发⽣了3或4级AD，接受ipilimumab治疗的患者中有46％发⽣了AD。

派姆单抗

•

复发或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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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派姆单抗）：

1. 在⼀项多国双盲随机试验（MK-3475-054 / KEYNOTE-054 [NCT02362594]）中，将接受完全切除的IIIA，IIIB或
IIIC期⿊⾊素瘤患者随机（1：1）接受派姆单抗[ 21 ] [ 证据⽔平：1iDii ]主要终点是SRH，定义为从随机分组到因
任何原因⾸次复发或死亡的时间。记录到复发后，患者可以更改组或重复进⾏派姆单抗治疗。每3周以200 mg静脉
输注派姆单抗治疗，直⾄完成18剂（约1年）。

随机将1019例患者：pembrolizumab 514例，安慰剂505例。基线特征是平衡的。约40％的患者患有溃疡性原发
性⿊⾊素瘤；66％的总淋巴结受累率为84％，表示PD-L1（使⽤22C3抗体测定法，⿊⾊素瘤评分> 2）；44％的⼈
携带BRAF突变。

当发⽣351次事件（复发或死亡）时，EORTC独⽴数据监视委员会在修改后的中期分析中对未公开的结果
进⾏了审查。那时，观察到治疗效果，对SRH的中期分析成为Y终分析。患者的OS和次要疗效标准将继续
受到监测。

在中位随访15个⽉后，派姆单抗组的12个⽉SRH率为75.4％（95％CI，71.3–78.9），⽽61.0％（95％CI）
，56.5–65.1）。不论PD-L1表达或BRAF突变如何，都维持pembrolizumab的作⽤。

约有14％的患者因EA停⽤了pembrolizumab。15％的患者认为3、4或5级AE与派姆单抗相关。有⼀种与治
疗有关的死亡（肌炎）。

伊匹单抗

证据（ipilimumab）：

1. 在北美⼩组间试验E1609三组⾮掩盖试验（NCT01274338）中，将两种不同剂量的ipilimumab与⾼剂量⼲扰素作
为⾼危⿊⾊素瘤患者的辅助治疗进⾏了⽐较[ 19 ]，⼀组将1,670例已切除疾病的患者（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第7
版定义的IIIB，IIIC，M1a或M1b期）随机（1：1：1：1）接受ipilimumab 3 mg / kg（ipi3）或ipilimumab每3周
10毫克/千克（ipi10），共4剂（诱导），然后每12周施⽤相同剂量，共4剂（维持），或⼤剂量⼲扰素2000万单
位/ m 每天，每周5天，持续4周（诱导），然后隔天每天3天，每周48天（维持），每天⽪下给药1000万单位/ m
 [ 19 ]。 [ 证据级别：1iiA ]

该试验设计有两个主要共同终点，即SRS和OS，并进⾏了层次分析，以评估ipi3剂量与⾼剂量⼲扰素的剂量，然后
评估ipi10剂量与⾼剂量⼲扰素的剂量。⾸次发作的时间⽐预期的要⻓，并且对设计进⾏了修改，以便在数据截⽌⽇
期进⾏Y终分析，平均随访时间为57.4个⽉（范围：0.03-86.6）个⽉）。

与⾼剂量⼲扰素相⽐，ipi3剂量可显着改善OS（HR，0.78； 95％CI，0.61-0.99；P = 0.044），⽽SRH则
不然（HR，0， 85; 95％CI，0.66-1.09; P = 0.065）。

与⾼剂量⼲扰素相⽐，ipi10剂量并未显着改善OS或SRH（HR，0.88； 95.6％CI，0.69-1.12，探索性HR，
0.84； 99.4％CI，分别为0.65-1.09）。

在ipi3剂量后，69.7％的患者，ipi10剂量后的51.6％的患者以及⼤剂量⼲扰素⾼剂量的86.2％的患者中使⽤
了抢救治疗。

ipi3剂量的毒性低于ipi10剂量；然⽽，两组均发⽣与治疗和死亡相关的停药。

ipi3组与治疗相关的停药率为34.9％，ipi10组为54.1％。

ipi3组发⽣了3例可能与治疗相关的死亡，ipi10组发⽣了5例，⼤剂量⼲扰素组发⽣了2例。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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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结论是，⽀持性证据使⾼剂量⼲扰素作为⾼危⿊⾊素瘤患者的辅助治疗⽆效。此外，与ipi10剂量和⾼⼲扰
素剂量相⽐，ipi3剂量的SG数据更  好。依匹莫单抗作为辅助性单药治疗的作⽤尚不清楚，因为在CheckMate 238上
显示尼古鲁单抗优于ipi10剂量以改善SRH，并且OS数据尚未准备好。

2. 在⼀项多国双盲随机试验（EORTC 18071 [NCT00636168]）中，将接受完全切除的III期⿊⾊素瘤患者随机（1：
1）接受ipilimumab或安慰剂治疗[ 22 ] [ 证据⽔平：1iiDii]淋巴结转移⼤于1 mm或在途转移的患者，在随机分组
之前进⾏了12周以上的切除，患有⾃身免疫性疾病，接受了免疫抑制治疗，以前接受过⿊素瘤的全身性治疗，并且
他们获得的ECOG EF得分⼤于1。依匹莫单抗每3周以10 mg / kg的剂量给药，共4剂，然后每3个⽉给药，Y⻓3
年。主要终点是SRH，由独⽴审查委员会评估的复发或死亡（⽆论原因如何）定义。

纳⼊951例患者（ipilimumab组475例，安慰剂组476例）。中位年龄为51岁，94％的患者的EF评分为0。

在2.7年的中位随访中，记录了528例与SRH相关的发作：伊匹⽊单抗组234例（49％； 220例复发，14例死
亡）和安慰剂组294例（62％；复发）。 289次复发，其中5⼈死亡。ipilimumab组的中位SRH为26个⽉
（95％CI，19-39），⽽安慰剂组为17个⽉（95％CI，13-22）。CRI为0.75（95％CI，0.64-0.90）；P＜
0.002。在亚组中，依匹莫单抗的作⽤是⼀致的。

依匹莫单抗在52％的患者中因AD⽽停药。患者接受了ipilimumab的中位剂量为4剂；ipilimumab组中有
36％的患者接受治疗超过6个⽉，⽽26％的患者接受治疗超过1年。有5例药物不良反应死亡：3例结肠炎，
1例⼼肌炎和1例多发性格林-巴利综合征器官衰竭。Y常⻅的AE是胃肠道，肝脏，内分泌，包括⽪疹，疲劳
和头痛。

来⾃该试验（EORTC 18071）的数据测试了与安慰剂相⽐使⽤⼤剂量ipilimumab（10 mg / kg）的情况，是批准
ipilimumab⽤于辅助治疗的基础。但是，在随后的组间试验E1609（如上所述）中，使⽤低剂量的伊利⽊单抗（3 mg /
kg）可以观察到更好的结局，这是⽤于转移性疾病的批准剂量。

⼲扰素α-2b

证据（⾼剂量⼲扰素α）：

1. 在⼀项对照，随机，多中⼼研究（EST-1690）中，将⾼剂量⼲扰素α⽅案与低剂量⼲扰素α-2b⽅案（每天3 mU /
m 体表⽪下给药）进⾏了⽐较。每周3次，共104周）或观察。该试验允许II期和III期⿊⾊素瘤患者的参与。该三
组试验共纳⼊642例患者[ 14 ] [ 证据级别：1iiA ]

在中位随访52个⽉时，与观察组相⽐，所有接受⾼剂量⼲扰素的患者（包括患有II期临床疾病的患者）均
观察到SRH的统计学显着优势（P = 0.03）。

与观察组相⽐，在接受⾼剂量⼲扰素的患者中未观察到SRH的统计学显着优势。

⾼剂量⼲扰素组的5年SRH率为44％，低剂量⼲扰素组为40％，观察组为35％。

与观察相⽐，没有⼲扰素剂量能改善OS（CRI，1.0; P = 0.955）。

⾼剂量组与观察组的联合分析（EST-1684和EST-1690）表明，治疗为SRH带来了显着的优势，但对⽣存却
⽆济于事。

2. 在⼀项国家多中⼼随机试验中，评估了在短时间内（1个⽉）静脉内⼤剂量⼲扰素ECOG-1697（NCT00003641）静
脉内给药与观察到的⿊⾊素瘤厚度⾄少2 mm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的观察结果，或任何厚度的⿊⾊素瘤伴前哨淋
巴结受累。由于缺乏⼲扰素治疗，该试验在中期分析后结束。

3. 2011年，美国⻝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将聚⼄⼆醇化⼲扰素α-2b（半衰期较⻓，可以⽪下给药）⽤于疾病
伴发⿊⾊素瘤的辅助治疗微观或宏观淋巴结；包括完全淋巴结清扫术在内的完全⼿术切除后的84天内开始这种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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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醇化⼲扰素α-2b的批准基于研究EORTC-18991（NCT00006249），其中将1256例⾏III期⿊⾊素瘤切除的患
者随机观察或接受聚⼄⼆醇化⼲扰素α-2b直到⽪下。 5年[ 15 ] [ 证据级别：1iiDii ]

由独⽴评估委员会确定，SRH在接受⼲扰素治疗的患者中有所改善（观察组分别为34.8和25.5个⽉； HR，
0.82； 95％CI，0.71-0 ，96; P = 0.011）。

两组之间的中位OS⽆差异（HR，0.98、95％CI，0.82-1.16）。

接受聚⼄⼆醇化⼲扰素的患者中有三分之⼀由于毒性作⽤⽽中⽌治疗。

信号转导抑制剂的组合

达拉⾮尼和曲美替尼

证据（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

1. 在随机双盲双中⼼（COMBI-AD [NCT01682083]）中，将BRAF中突变为V600E或V600K的⿊⾊素瘤患者IIIA，IIIB
或IIIC 接受全淋巴结清扫术的机会（1：1）达拉⾮尼和曲美替尼，或两种相同的安慰剂⽚剂[ 23 ] [ 证据⽔平：
1iDii]主要终点为SRH，定义为从随机分组时间到因任何原因⾸次复发或死亡之⽇为⽌的时间。随机分组前超过12
周接受⼿术切除且ECOG EF评分⼤于1的患者被排除在外，达布拉⾮每天150 mg两次，曲美替尼⼀次⼀剂。如果没
有复发，不可接受的毒性作⽤或死亡，则每天2 mg，每天1次（联合疗法），持续12个⽉。随机分配870例患者
（组合治疗438例，安慰剂432例）。基线特征是平衡的。⼤多数患者（91％）携带V600E突变，⽽9％的患者携带
V600K突变。

在初步分析的数据截⽌⽇期，Y⼩随访时间为2.5年（中位数为2.8年），所有患者均已完成试验治疗。438
例接受联合疗法的患者中有163例（37％）复发，432例安慰剂中432例（57％）中有247例复发（HRC
HR，0.47； 95％CI，0， 39-0.59；P <0.001）。联合⽤药组未达到中位数SRH（95％CI，44.5 –未达
到），安慰剂组为16.6个⽉（95％CI，12.7-22.1）。 。 的CRI 为0.57；95％CI，0.42-0.79；P＝
0.0006。该结果未达到⽅案中规定的中期统计显着性限值（P = 0.000019）。

在联合治疗组中，有26％的患者发⽣AE，从⽽导致治疗中断；需要减少38％的剂量；66％的患者需要中断
剂量。在安慰剂组中，有3％的患者出现了导致治疗终⽌的EA。所需剂量减少3％；15％的剂量需要中断。
接受联合治疗的患者中有36％发⽣严重AE，⽽安慰剂组中则为10％。据报道，联合治疗组死于肺炎1例。

可切除的III期⿊⾊素瘤临床评估中的治疗选择

根据临床评估，可切除的III期⿊⾊素瘤患者的治疗选择如下：

1. 参与包括疫苗在内的联合免疫疗法的试验。

2. 参加针对已知突变的辅助疗法的试验；例如，在c-KIT中。

3. 内疗法。

正在进⾏的临床试验

在正在接受患者的NCI资助的癌症临床试验中进⾏⾼级英语搜索。可以通过试验地点，治疗类型，药物名称和其他条件简
化搜索。它还具有有关临床试验的⼀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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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切除的III期，IV期和复发性⿊⾊素瘤的治疗

不可切除的III期，IV期和复发性⿊⾊素瘤的治疗选择

不可切除的III期，IV期和复发性⿊⾊素瘤的治疗选择如下：

1. 内部疗法。

a. Talimogen laherparepvec（T-VEC）。

2. 免疫疗法。

a. 检查点抑制剂。

针对程序性细胞死亡蛋⽩1（PD-1）和程序性死亡蛋⽩1（PD-L1）配体的抗体。

派姆单抗。

Nivolumab。

抗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4抗原（CTLA-4）的抗体。

伊匹⽊单抗。

b. ⼤剂量⽩介素2（IL-2）。

c. 双重免疫调节。

d. 控制点的双重抑制。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抑制剂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1的抑制剂。

3. 信号转导抑制剂。

a. BRAF抑制剂（⿏⾁瘤v-raf病毒癌基因B1同源物）（存在BRAF V600突变的患者）。

维拉⾮尼。

达布拉⾮尼。

b. 丝裂原活化的蛋⽩激酶（MEK）抑制剂。

曲美替尼。

Cobimetinib。

c. KIT抑制剂。

多种激酶抑制剂。

•

•

•

•

•

•

•

•

•

•

•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29658430&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29658430&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25840693&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28891408&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28891408&dopt=Abstract


6/15/2020 ⿊⾊素瘤治疗（PDQ®）–健康专业⼈员的版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piel/pro/tratamiento-melanoma-pdq 44/60

索拉⾮尼。

d. 信号传导抑制剂的联合治疗。

BRAF抑制剂与MEK抑制剂。

达拉⾮尼和曲美替尼。

Vemurafenib和cobimetinib。

恩哥拉⾮尼和⽐尼替尼

4. 化学疗法。

5. 局部姑息治疗。

有两种⽅法（抑制检查点和调节有丝分裂原激活的蛋⽩激酶途径，MAPK）在随机试验中可改善⽆进展⽣存期（SSP）和
总⽣存期（SG）。与针对CTLA-4抗体（ipilimumab）的单药治疗或研究⼈员选择的化学疗法相⽐，针对PD-1的抗体单
药（pembrolizumab或nivolumab）表现出更好的疗效和更好的安全性。与ipilimumab相⽐，针对PD-1和CTLA-
4（nivolumab和ipilimumab）的抗体的免疫治疗组合还可延⻓SSP和OS。但是，这种组合会产⽣严重的毒性作⽤。

由于新药或治疗性药物的快速配制以及有待解决的悬⽽未决的问题，⿎励患者及其医师考虑参加临床试验以进⾏初始治疗

和在进展时参加。临床试验涉及以下⽅⾯：

Y佳组合免疫疗法剂量可降低毒性作⽤并保持疗效。

选择受益于联合免疫疗法和单⼀疗法的患者的⽅法。

PD-L1表达作为功效⽣物标志物的作⽤。

维持治疗功能。

测序疗法的重要性，例如免疫疗法和靶向疗法。

内部疗法

塔⾥⽊根

Talherogénlaherparepvec（T-VEC）是经过基因修饰的1型单纯疱疹病毒（HSV-1），⽤于溶瘤治疗，已被批准⽤于⽆
法切除的⽪肤，⽪下和淋巴结病变患者的局部病灶内注射初次⼿术后复发的⿊⾊素瘤。T-VEC旨在在肿瘤内复制，引起裂
解并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GM-CSF）。抗原释放与病毒衍⽣的GM-CSF结合可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但
是，确切的作⽤机理尚不清楚。

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根据证明病灶缩⼩的数据批准了T-VEC；但是，未观察到OS改善，对内脏转移的影响或⽣
活质量的改善。

证据数据（T-VEC）：

1. 在⽆多中⼼匿名的随机试验中（NCT00769704），以1：1的⽐例将436例患者随机分配⾄病灶内T-VEC或⽪下GM-
CSF⾄少6个⽉或直⾄可注射的病变消失[ 1 ] [ 证据级别：1iiDiv符合条件的患者患有IIIB，IIIC和IV期⿊⾊素瘤，具
有⽆法切除的病变，可以在两个维度上进⾏测量。主要终点为经独⽴评估评估的持久缓解率（TRD）（完全缓解
[RC]或部分缓解[RP]> 6个⽉）。根据⾸次复发的部位，肝转移的存在，疾病的阶段以及以前的⾮辅助全身治疗对研
究进⾏分层。

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3岁（范围22-94岁）；70％的患者对东部合作肿瘤⼩组（ECOG）的功能状态（EF）进
⾏了初始评分，30％的患者患有III期疾病，70％的患者患有IV期疾病（27％的M1a，21％ M1b和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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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M1c）。在这些患者中，有53％曾经接受过⿊⾊素瘤治疗。

对于所有合并的病灶，仅以106噬菌斑形成单位（pfu）/ ml的Y⾼剂量给药，Y⾼为4 ml。对于所有合并
的注射病灶，随后的剂量从8 pfu / ml到4.0 ml，并根据每个病灶的⼤⼩确定注射量。内脏病变不允许注
射。

在接受T-VEC治疗的患者中，TRD占16％（95％置信区间[CI]，12.0–20.5），⽽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有
2％（95％CI，0–4.5） GM-CSF。亚组分析表明，对于患有早期疾病和未经治疗的疾病，T-VEC和GM-CSF
之间的TRD差异更⾼。根据疾病的阶段，T-VEC组患者与GM-CSF组患者的TRD如下：IIIB和IIIC期疾病分别
为33％和0％；IV期M1a疾病分别为16％和2％；IV期M1b疾病分别为3％和4％；IV期M1c疾病分别为8％
和3％。⽤T-VEC或GM-CSF作为⼀线治疗的患者的TRD为24⽐0％；然⽽，

T-VEC的中位暴露时间为23周（5.3个⽉）；26名患者暴露超过1年。T-VEC组Y常⻅的不良反应（AE）为疲
劳（50％），畏寒（49％），发热（43％），恶⼼（36％），流感样疾病（30％）和注射部位疼痛。由于
T-VEC的毒性作⽤，中⽌治疗的⽐率为4，⽽GM-CSF组为2％。在接受T-VEC治疗的10例患者死亡中，有8
例归因于PD-1，沙⻔⽒菌病或⼼肌梗塞。根据研究者的发现，没有⼈被认为与治疗有关。

注意事项： T-VEC是减毒的活HSV，可引起威胁⽣命的弥漫性疱疹感染。它是免疫缺陷或孕妇的禁忌症。医护⼈员和密切
接触的⼈应避免直接接触注射伤害。技术表提供了该产品的制备，管理和处置必须采取的⽣物⻛险预防措施。

在FDA的技术规范中，英语提供了详细的信息以规定治疗周期和病变⼤⼩。

免疫疗法

检查点抑制剂

针对程序性细胞死亡蛋⽩1的抗体和程序性死亡蛋⽩1的配体

PD-1途径是T细胞耗竭的关键免疫抑制途径，抑制该途径可导致T细胞活化和扩增并增强其效应功能。PD-1具有两个配
体：PD-L1和PD-L2。根据随机试验中OS的改善，FDA批准了两种针对PD-1的抗体，派姆单抗和nivolumab。

派姆单抗

证据（派姆单抗）：

1. 曾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在⼀项研究中，将173例患者（来⾃末次给予ipilimumab的24周内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素
瘤疾病进展，该患者在BRAF中表达了V600突变）被随机分配并接受了先前的BRAF）每3周接受两剂
pembrolizumab（2或10 mg / kg）中的⼀种。排除患有⾃身免疫性疾病，需要免疫抑制治疗的疾病或因
ipilimumab治疗引起的严重免疫不良反应的患者。

中位年龄为61岁。60％为男性，67％的ECOG EF得分为0，33％的ECOG EF得分为1。在这些患者中，18％
的患者患有BRAF中 V600突变的肿瘤，39％的患者的ECOG EF 浓度升⾼乳酸脱氢酶（LDH），其中64％患
有M1c疾病，9％患有脑转移，72％接受了两次或更多次的晚期疾病治疗。主要终点是根据实体肿瘤反应评
估标准（RECIST，版本1.1），通过独⽴的中央评价和掩蔽评估，评估总体反应率（GRR）[ 2 ] [ 证据⽔
平：1iiDiv ]

由独⽴的中央评估确定的GRT 在2 mg / kg组中为26％（95％CI，-14-13；P = 0.96）：81例患者中1 RC和
20 RP。中位随访时间为8个⽉，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少6个⽉的随访。在21位客观缓解的患者中，有18位
的持续缓解时间为1.4+⾄8.5+个⽉。

10 mg / kg组的缓解率相似（26％）：76名患者中有20种缓解。有和没有BRAF V600突变的患者观察到反
应。

批准的剂量为2 mg / kg，每3周静脉输注30分钟。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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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2 mg / kg治疗的患者中有7％的患者被EA终⽌了Pembrolizumab的治疗；研究⼈员认为3％的AE与该药物有
关。2和10 mg / kg组中Y常⻅的AEs如下：

疲劳（33％对37％）。

瘙痒（23％vs. 19％）。

⽪疹（18％对18％）。

其他常⻅的不良事件包括咳嗽，恶⼼，⻝欲下降，便秘，关节痛和腹泻。在接受pembrolizumab治疗的411例患者
中，发⽣率Y⾼的严重AE发⽣在肾衰竭，呼吸困难，肺炎和脂肪团中，超过2％。同样，严重且具有临床重要性的
免疫性AE是肺炎，结肠炎，垂体炎，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低下，肾炎和肝炎。

在FDA英⽂技术规范中，提供了当EA怀疑免疫严重，甚⾄停药和使⽤⽪质类固醇时的建议。

2. 没有事先治疗且接受过先前治疗的患者。在⼀项国际多中⼼试验（KEYNOTE 006 [NCT01866319]）中，将834例转
移性⿊素瘤患者以1：1：1的⽐例随机分配接受pembrolizumab（每2⾄3周静脉滴注10 mg / kg）或ipilimumab
4个周期（每3周3 mg / kg）[ 3 ]患者根据ECOG EF（0⽐1），治疗类型（第⼀线与第⼆线）和PD-L1表达（存在）
进⾏分层与缺席）。主要终点为SSP和OS [ 3 ] [ 证据⽔平：1iiA ]

⼤约66％的患者先前未接受过晚期⿊素瘤的全身治疗。在36％的患者中发现了BRAF中的 V600突变，其中近50％的
患者接受了BRAF抑制剂治疗。在本研究中，我们未招募具有⾼LDH⽔平的V600 BRAF突变或未接受抗BRAF治疗
（可提供快速的临床获益）的有症状或进展迅速的疾病的患者。在近80％的患者的组织样本中观察到PD-L1。

在23个⽉的中位随访中进⾏了明确的OS⽅案分析。在任何派姆单抗组中均未达到中位OS。但是，依匹⽊
单抗组的OS为16.0个⽉（与依匹⽊单抗相⽐，派姆单抗的HR分别为0.68、95％CI为0.53-0.87；P = 0.0009
和0 ，68; 95％CI，每3周⼀次派姆单抗相对于依普利单抗的0.53-0.86; P = 0.0008）。每两周和每三周接受
⼀次pembrolizumab治疗组的24个⽉⽣存率为55％，⽽ipilimumab组则为43％[ 4 ]。

除了没有PD-L1的肿瘤患者，在所有亚组中均观察到了益处。但是，由于该亚组很⼩（占患者的18％）且
CI较宽，因此不可能从这项研究中得出明确的结论。

尼武单抗

证据（nivolumab）：

1. 曾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加速批准是基于⼀项计划性的⾮对⽐性中期分析，该分析是对不包括匿名的多中⼼试验框架
内接受了nivolumab且⾄少随访了6个⽉的前120例患者进⾏的⽐较（CheckMate 037 [NCT01721746]）其中将患
者随机（2：1）随机给予nivolumab（每2周3 mg / kg）或研究者选择的化疗（每3周静脉注射达卡巴嗪1000 mg
/ m 或卡铂[区域]根据6曲线]每3周⼀次，紫杉醇175 mg / m 每3周⼀次[ FDA数据表 ] [ 证据⽔平：3iiiDiv参加试
验的患者必须患有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素瘤，在⽤伊⽴⽊单抗或BRAF抑制剂治疗（如果他们患有BRAF V600突
变）后进展。排除患有⾃身免疫性疾病，需要免疫抑制治疗的疾病或因ipilimumab治疗导致的严重免疫AE病史的
患者。

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8岁。65％的患者是男性，在58％的患者中ECOG EF评分为0。同样，22％的患者BRAF
发⽣V600突变；76％患有M1c疾病；56％的LDH浓度升⾼；18％的⼈有脑转移病史，68％的⼈曾接受过两
种或两种以上转移性疾病的全身治疗。

GRT和OS是主要终点。在独⽴的中央评价中，采⽤RECIST 1.1标准评估的GRT为32％（95％CI，23-41），
其中4 RC和34 RP。在出现反应的38例患者中，有33例（87％）的持续反应为2.6+⾄10.0+个⽉。

有和没有BRAF V600突变的患者观察到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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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25&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1721746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4/125554lbl.pdf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587991&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6/15/2020 ⿊⾊素瘤治疗（PDQ®）–健康专业⼈员的版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piel/pro/tratamiento-melanoma-pdq 47/60

对268例患者进⾏了安全性分析。9％的患者由于AD⽽中断了Nivolumab的给药。41％的患者发⽣严重
AE，42％的患者发⽣3级和4级AE。Y常⻅的不良反应是⽪疹，咳嗽，上呼吸道感染和周围⽔肿。其他主要
不良反应包括室性⼼律不⻬，虹膜睫状体炎，淀粉酶和脂肪酶增加，头晕和神经病。

FDA实况报道中提供了关于何时怀疑严重免疫不良事件的建议，包括中⽌药物给药和⽪质类固醇给药。

2. 患者⽆需事先治疗。在⼀项双盲，多中⼼试验（CheckMate 066 [NCT01721772]）中，对418例⽆法切除的III期或
IV期⿊⾊素瘤，⽆BRAF突变的患者进⾏了随机分组（1：1）以接受尼古鲁单抗（每组3 mg / kg） 2周）和与达卡
巴嗪（每3周）或达卡巴嗪相同的安慰剂（每3周1000 mg / m 每2周与nivolumab相同的安慰剂）。主要终点为
OS [ 5 ] [ 证据⽔平：1iA]该试验是在欧洲，以⾊列，澳⼤利亚，加拿⼤和南美的80个中⼼进⾏的，在这些国家中达
卡巴嗪已成为没有BRAF突变的患者的标准⼀线治疗⽅法。

在安全评估期间，DMSB表示SG可能存在差异。2014年6⽉10⽇，我们对⼀份计划外的临时数据库崩溃的
简短报告进⾏了审核，结果显示SG在⽀持nivolumab⽅⾯存在显着差异。DMSB建议不要掩盖研究分配，
并且在接受达卡巴嗪的患者中允许使⽤nivolumab。预期样本量约为410名患者。招募了418名患者。

在该研究的⼀部分结果中，在进⾏修饰之前进⾏了两次掩蔽以允许改变治疗⽅法，结果表明，nivolumab
组未达到中位OS，OS为10.8个⽉（达卡巴嗪组的95％CI（9.3–12.1）。nivolumab组的1年OS率是
72.9％（95％CI，65.5–78.9），4％（42.1％（95％CI，33.0-50.9））。达卡巴嗪组。 的CRI 为0.42；
99.79％CI，0.25-0.73; P <0.001）。

在nivolumab组中Y常⻅的AE是疲劳（19.9％），瘙痒（17％），恶⼼（16.5％）和腹泻（16％）。在
nivolumab组，有6.8％的患者由于AD⽽终⽌研究治疗，⽽达卡巴嗪组的患者为11.7％。可能具有免疫起源
的AE为胃肠道，肝，肺，肾，内分泌和⽪肤病学类型。但是，根据nivolumab给药指南，⼤多数药物可通
过延迟研究治疗，给予糖⽪质激素或同时给予这两种药物来解决。两组均未报告因药理不良事件⽽死亡。

3. 转移性⿊⾊素瘤的纳武单抗剂量⽅案的改变。

在对药代动⼒学反应和基于暴露剂量的反应进⾏⼈群分析时，从药代动⼒学的观点来看，每2周固定剂量的
240 mg纳武单抗等效于3 mg / kg剂量⽅案。对于不同的体重和肿瘤类型（⿊⾊素瘤，⾮⼩细胞肺癌和肾
细胞癌），两种剂量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相似[ 6 ]。

FDA批准的单药剂量⽅案从每2周静脉内3 mg / kg更改为240 mg，直到疾病进展或出现⽆法忍受的毒性作
⽤。直到完成ipilimumab的治疗后，nivolumab联合ipilimumab的1 mg / kg静脉注射剂量⽅案才会改
变；此时，该⽅案每2周更改为240 mg剂量，直到疾病进展或出现⽆法忍受的毒性作⽤。

抗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4抗原的抗体

伊匹单抗

伊匹⽊单抗是⼀种⼈单克隆抗体，可与CTLA-4结合，从⽽限制了其抑制T细胞活化，增殖和效应⼦功能的能⼒。

ipilimumab延⻓OS的临床获益在随机试验中得到证实，FDA于2011年批准了该⽅案。两项国际前瞻性随机试验的结果涉
及有或没有接受过治疗的患者也⽀持ipilimumab的给药。 [ 7，8 ]

证据（ipilimumab）：

1. 曾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在⼀项包含三组双盲（3：1：1）和双安慰剂的多国随机试验中，参加了676例先前接受过
治疗的⽆法切除的表达HLA-A * 0201的III或IV期疾病的患者。403名患者随机接受糖蛋⽩100肽疫苗（gp100）接
受ipilimumab（每3周3 mg / kg，共4剂）。在参与者中，有137位患者接受了ipilimumab（4剂，每3周3 mg /
kg），有136位患者接受了gp100疫苗。根据基线时的转移状态和IL-2治疗史对患者进⾏分层。在基线时，有82例
患者发⽣脑转移[ 8 ] [ 证据⽔平：1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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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接受ipilimumab的患者中位OS为10个⽉，接受iplilimumab gp100疫苗的患者中位OS为10.1个⽉，单
独接受疫苗的患者（ipilimumab RIC）为6.4个⽉。单独使⽤vs.单独使⽤gp100的差异为0.66; P <0.003;依
匹⽊单抗疫苗的IQR与单独使⽤gp100的IQR差异为0.68; P <0.001）。

⼀年后，在⼀项分析中发现仅接受疫苗的患者中有25％仍然活着，⽽接受ipilimumab单药治疗的患者中有
44％和接受了ipilimumab疫苗接种的患者中有45％。

接受ipilimumab治疗的患者中有10％⾄15％发⽣了严重的3或4级免疫AE。Y常⻅的严重免疫不良事件是
腹泻或结肠炎，以及与内分泌系统有关的并发症（例如垂体炎症）。这些作⽤需要停⽌治疗并给予抗炎

药，例如⽪质类固醇，或在四种情况下给予英夫利昔单抗（抗肿瘤坏死因⼦α的抗体）。

据报道，有14例与药物相关的死亡（占2.1％）和7例与严重的免疫AE相关的死亡。

2. 患者⽆需事先治疗。在⼀项国际多中⼼试验中，将502例先前未经治疗的转移性疾病患者（允许辅助治疗）以1：1
的⽐例随机分配，接受伊巴利单抗（10 mg / kg）和达卡巴嗪（850 mg / m ）或安慰剂与达卡巴嗪（850 mg /
m ）在第1、4、7和10周开始，随后每3周仅接受达卡巴嗪治疗，直到第22周。⾃疾病稳定或客观应答且⽆剂量限
制性毒性的患者起，每12周开始接受ipilimumab或安慰剂治疗然后作为维持疗法。主要终点是⽣存。根据ECOG
EF和转移阶段对患者进⾏分层。⼤约70％的患者的ECOG EF评分为0，其余为1。⼤约55％的患者患有M1c期疾病[
7 ] [ 证据⽔平：1iA ]

伊匹⽊单抗和达卡巴嗪组的中位OS为11.2个⽉（95％CI，9.4-13.6），⽽该组为9.1个⽉（95％CI 7.8-
10.5）。安慰剂和达卡巴嗪。ipilimumab和dacarbazine组的⽣存率在1年时为47.3％，在2年时为
28.5％，在3年时为20.8％（  HR ，0.72；P <0.001） ; 安慰剂和达卡巴嗪组在1年时为36.3％，在2年时
为17.9％，在3年时为12.2％。

在这项研究中，Y常⻅的药理AE属于免疫型。依匹莫单抗和达卡巴嗪治疗的患者中有38.1％观察到严重的3
或4级免疫AE，⽽安慰剂和达卡巴嗪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4.4％。Y常⻅的影响是肝炎和⼩肠结肠炎。

没有与药物有关的死亡报道。

医⽣和患者应意识到不良的免疫反应可能是严重的或致命的。根据制造商对不良免疫反应的治疗指南，即使有可能全身应

⽤糖⽪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也必须及早发现和治疗[ 9 ]。

⼤剂量⽩介素2

⽩介素2（IL-2）在1998年被FDA批准，因为在8个I和II期研究中发现了持久的RC。尚⽆III期研究将⾼剂量的IL-2与其他类
型的重复治疗进⾏⽐较，或评估其对OS的相对影响。

证据（⾼剂量的IL-2）：

1. 以下结论是从1985年⾄1993年在22家机构进⾏的8项单机构或多机构试验中对270名患者进⾏的联合分析得出的：

⼤剂量IL-2的CR率为6％⾄7％[ 10 ]。

对幸存者进⾏⾄少7年的中位随访后，CR的中位持续时间未达到，但⾄少为59个⽉[ 11 ]。

改善这种疗法的策略是积极研究的领域。

双重免疫调节

T细胞同时表达⼏种抑制其功能的受体。临床前数据和临床初步数据表明，同时阻断两种抑制性受体CTLA-4和PD-1可能
⽐阻断单⼀受体更有效[ 12 ]，导致了⼀项III期试验（NCT01844505），其中将每种药物的单药治疗与联合治疗进⾏了⽐
较。

双重检查点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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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抑制剂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1的抑制剂

证据（ipilimumab和nivolumab）：

1. 患者⽆需事先治疗。在⼀项随机的国际双盲试验（CheckMate 067）中，先前对945例未经治疗的III或IV期不可治
愈的⿊⾊素瘤患者按以下⽐例以1：1：1的⽐例进⾏了随机分配：

第1组：每2周⼀次3 mg / kg的尼伏鲁单抗和安慰剂。

第2组：每3周服⽤1毫克/公⽄的尼古拉单抗，每3周服⽤ipilimumab 3毫克/公⽄，共4剂，然后每2周服⽤
3毫克尼伏单抗。

第3组：ipilimumab每3周3 mg / kg，共4剂和安慰剂。

SSP和SG是主要终点。这项研究的⽬的是⽐较nivolumab与ipilimumab和ipilimumab单⼀疗法的组合或⽐较两种
单⼀疗法；该研究⽆权⽐较ipilimumab与nivolumab和nivolumab单药治疗的组合。

根据在中⼼实验室使⽤免疫组织化学测试（阳性，阴性或不确定结果），BRAF突变状态（V600与野⽣型突变）和
美国联合分期评估的PD-L1肿瘤表达对患者进⾏分层癌症委员会[ 13 ] [ 证据等级：1iiA ]

a. 基线时，有74％的患者的ECOG EF评分为0；36％的LDH浓度⾼；31.5％的患者患有BRAF突变，58％的患
者患有M1c期疾病。少数患者（23.6％）患有PD-L1表达肿瘤。

b. 在⾄少9个⽉的随访后对SSP的主要终点进⾏前瞻性分析。单独使⽤nivolumab或与ipilimumab联合治疗⽐
单独使⽤ipilimumab产⽣的SSP明显更⻓。结果在预定义的分层因素中是⼀致的。尼古鲁单抗的中位SSP为
6.9个⽉（95％CI，4.3-9.5）；尼古鲁单抗和伊匹单抗治疗11.5个⽉（95％CI，8.9–16.7）；和ipilimumab
治疗2.9个⽉（95％CI，2.8-3.4）。

c. 在28个⽉后对主要OS终点进⾏了前瞻性分析。在报告了467例死亡后，nivolumab组的OS率为59％，联合
治疗组的OS为64％，ipilimumab组的OS为45％（组合vs. ipilimumab  HR ， 0.55 [98％CI，0.42-
0.72；P <0.001]；尼古鲁单抗与依匹单抗  HR ，0.63 [98％CI，0.48-0.81；P <0.001] ）[ 14 ]

d. 在⾄少随访36个⽉后进⾏的描述性分析中，发现以下数据：

在nivolumab组中，OS率是52％，在联合治疗组中是58％，在ipilimumab组中是34％。

联合治疗组未达到中位OS（95％CI，38.2个⽉–未达到）。接受nivolumab或ipilimumab单药治疗
的中位OS为37.6个⽉（95％CI，未达到29.1）和19.9个⽉（95％CI，16.9–24.6），分别。

与伊匹单抗相⽐，联合⽤药  HR 为0.55（99.5％CI，0.45-0.69；P <0.001）；对于纳武单抗和
依匹莫单抗，CRI为0.65（99.5％CI，0.53-0.80；P <0.001）。

e. 联合治疗组的不良事件数量Y⾼，需要接受严格的监测。在nivolumab组中有16.3％的患者发⽣了3⾄4级
的治疗级AE，在ipilimumab组中有27.3％的患者，在联合治疗组中有55％的患者。中断治疗的Y常⻅原因
是两个单⼀疗法组的疾病进展：尼武单抗组为49％，伊匹⽊单抗组为65％。联合治疗组中Y终⽌治疗的原
因是毒性作⽤（38％）。

f. 据报告有四例与治疗相关的死亡，其原因如下：中性粒细胞减少症（nivolumab组），结肠穿孔
（ipilimumab组），肝坏死和⾃身免疫性⼼肌炎（ipilimumab和nivolumab合并使⽤）。

g. 对PD-L1表达与3年OS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仅表达程度是预测OS的⾮常差的⽣物标记。

2. ⼤脑中的转移性⿊⾊素瘤。 在多中⼼⾮匿名II期临床试验（CheckMate 204 [NCT02320058]）中，⾄少具有⼀个
可测量的未照射脑转移的患者符合接受双重免疫治疗的全身治疗的条件[Check Check] [ 15 ] [ 证据级别：3iiiDiv ]
在开始研究治疗之前的14天内，他们也不需要⽴即⼲预，神经系统症状或体征或糖⽪质激素治疗史。允许接受以前
接受过⽴体定向放射外科⼿术或切除Y多3个脑转移瘤的患者的参与。不需要确认PD-L1表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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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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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3周进⾏⼀次nvolumab（1 mg / kg）和ipilimumab（3 mg / kg）的治疗，直⾄4剂，然后每2周⼀次
nvolumab（3 mg / kg）的治疗，直⾄出现⽆法接受的进展或毒性。

主要终点是研究者使⽤RECIST标准评估的从临床⻆度出发的颅内获益率，定义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或疾病稳定⾄
少6个⽉的患者所占的百分⽐。 。在美国的28个地点，招募了101位患者，其中94位被随访了⾄少6个⽉。该⼈群的
数据如下所示。

在57％的患者中观察到（在⼤脑中）临床获益（95％CI，47-68）；24例（26％）患有CR，28例（30％）
患有RP，2例（2％）患有持续6个⽉或更⻓时间的稳定疾病。颅外损伤患者的客观缓解率相似（50％），
尽管CR患者较少（7％）。

在亚组分析中，有PD-L1表达但⽆PD-L1表达的患者有反应（研究开始时的状态在94名患者中有20名未
知）。

94例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4个⽉。获得颅内反应的中位时间为2.3个⽉（范围为1.1⾄10.8），获得颅外
反应的时间为2.1个⽉（范围为1.1⾄15，范围为0）。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任何程度和不良影响的Y常⻅治疗⽅法是头痛（21例[22％]），其中3例（4％）出现3或
4级头痛。与3或4级治疗相关的其他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包括脑⽔肿（2例[27％]），颅内出⾎（1例
[1％]），周围运动神经病（1例[1％]）和晕厥（ 1名患者[1％]）。这些不良反应均导致治疗中断；⼀例报
告了不可逆的周围运动神经病。⼀名研究⼈员确定⼀名死亡与研究治疗有关（5级免疫性⼼肌炎）。

记录的进展为33例患者（35％）；仅颅内进展17例（18％），仅颅外进展4例（4％），颅内和颅外部位进
展12例（13％）。

信号转导抑制剂

迄今为⽌，研究表明，在单⼀疗法或联合疗法中，BRAF和MEK（有丝分裂原激活的ERK激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抑
制剂可能对⿊素瘤的⾃然病程有相当⼤的影响，尽管它们没有。愈合。

BRAF抑制剂

不建议使⽤BRAF抑制剂与野⽣型BRAF⼀起治疗⿊⾊素瘤，因为临床前模型的数据表明，BRAF抑制剂有时会刺激⽽⾮抑
制丝裂原激活的蛋⽩激酶（MAPK）途径。在肿瘤细胞中与野⽣型BRAF或具有位于上游的突变RAS基因[ 16 - 19 ]

维拉⾮尼

Vemurafenib是⼀种引起选择性BRAF激酶抑制作⽤的⼝服微分⼦药物，2011年被FDA批准⽤于在BRAF中表达V600E突变
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素瘤患者。

证据（vemurafenib）：

1. 患者⽆需事先治疗。⼀项国际多中⼼试验（BRIM-3 [NCT01006980]）的结果⽀持了Vemurafenib的批准，该试验
中2107例未经治疗的IIIC或IV期⿊⾊素瘤患者先前曾接受过Cobas 4800 BRAF V600突变测试和在675例患者中发现
了BRAF中的V600突变[ 20 ]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vemurafenib（每天两次⼝服960 mg）或dacarbazine（1000 mg
/ m 每3周静脉注射）。主要指标是OS和SSP速率。在预定的中期分析中，DMSB确定两个终点（SG和SSP）均
符合统计意义的预定要求，有利于vemurafenib，并建议允许分配给dacarbazine接受vemurafenib的患者改变治
疗⽅案[ 20 ] [验证度：1iiA和1iiDiii ]

对675例患者的OS进⾏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维拉⾮尼组的OS明显优于达卡巴嗪组，尽管尚未达到维拉
⾮尼的中位⽣存期，并且该数据是初步的，因此不允许Kaplan-Meier⽣存曲线。

维罗⾮尼组  HR 为0.37（95％CI为0.26-0.55；P <0.001）。在维罗⾮尼组和每个预定义的亚组中，通
过特定特征（例如年龄，性别，ECOG EF，肿瘤分期，LDH和地理区域）观察到了⽣存获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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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尼组肿瘤进展的IRR为0.26（95％CI，0.20–0.33；P <0.001）。维拉⾮尼组的中位SSP估计值为5.3
个⽉，⽽达卡巴嗪组为1.6个⽉。

所有的患者中，20例⽐其他V600E突变BRAF 19，V600K在：BRAF，在1，V600D BRAF。在BRAF中发⽣
V600K突变的患者中，有4⼈对维罗⾮尼有反应。

AE需要在接受维罗⾮尼治疗的患者中有38％和接受达卡巴嗪治疗的患者中有16％进⾏剂量调整或停药。维
罗⾮尼Y常⻅的不良事件是⽪肤并发症，关节痛和疲劳。⽪肤鳞状细胞癌（SCC），⻆膜棘⽪瘤或两者都
发⽣的病例中，有18％接受了简单切除。达卡巴嗪Y常⻅的AD是疲劳，恶⼼，呕吐和中性粒细胞减少。
（有关应对癌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PDQ关于⽀持治疗和姑息治疗的摘要。）

2. 曾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在⼀个多中⼼II期临床试验，他就读132例突变V600E BRAF或V600K在BRAF接受960毫克威
罗菲尼每⽇⼝服两次。在⼊组患者中，61％患有M1c期疾病，49％的LDH⽔平升⾼。所有患者均已接受晚期疾病的
⼀种或多种先前治疗。中位随访时间为12.9个⽉[ 21 ] [ 证据⽔平：3iiiDiv ]

⼀个独⽴的审查委员会报告的回应率为53％（95％CI，44-62）；8例（6％）获得CR。

根据独⽴审查委员会的评估，答复的平均持续时间为6.7个⽉（95％CI，5.6-8.6）。⼤多数反应在第6周的
⾸次放射学评估中很明显。但是，有些患者直到接受6个⽉的治疗后才有反应。

达拉⾮尼

Dabrafenib是⼀种⼝服的⼩分⼦药物，可选择性抑制BRAF激酶。FDA于2013年批准了该药物，⽤于经FDA批准的测试检
测到的BRAF V600E突变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素瘤患者。不推荐将达布拉⾮尼和其他BRAF抑制剂⽤于野⽣型BRAF治疗
⿊素瘤，因为体外实验表明，有时在MAPK信号传导中发⽣⽭盾的刺激，从⽽导致肿瘤的发展。

证据（dabrafenib）：

1. 在⼀项国际多中⼼试验（BREAK-3 [NCT01227889]）中，将达拉⾮尼与达卡巴嗪进⾏了⽐较。⼀组250例⽆法切除
的III或IV期⿊⾊素瘤和BRAF的 V600E突变的患者以3：1的⽐例随机分配（150毫克的dabrafenib每天⼝服两次或静
脉注射1000 mg / m 每3周）。具有晚期疾病IL-2治疗史的患者被允许参加。主要终点是SSP；⼀个独⽴的独⽴
审查委员会允许交叉分配疾病进展的患者[ 22 ] [ 证据⽔平：1iiDiii ]

在126次发作的分析中，SSP的CRI为0.30（95％CI，0.18-0.51；P <0.0001）。达拉⾮尼的中位SSP为5.1个
⽉，⽽达卡巴嗪的中位SSP为2.7个⽉。后续和交叉设计的中位数持续时间限制了OS数据。接受达布拉⾮尼
治疗的患者的RP率为47％，CR率为3％，⽽接受达卡巴嗪的患者的RP率为5％，CR率为2％。

达拉⾮尼治疗的患者中Y常⻅的AE是⽪肤并发症（即⻆化过度，乳头状瘤和掌plant红斑感觉异常），发
热，疲劳，头痛和关节痛。⽪肤SCC或⻆膜棘⽪瘤病例12例，基底细胞癌4例，蕈样真菌病1例，新发⿊⾊
素瘤2例。

MEK抑制剂

曲美替尼

曲美替尼是⼀种⽤于⼝服的微分⼦药物，可选择性抑制MEK1和MEK2。BRAF激活MEK1和MEK2蛋⽩，进⽽激活MAPK。
临床前数据表明，MEK抑制剂可以阻⽌某些具有BRAF突变的⼈⿊素瘤肿瘤的增殖并诱导细胞破坏。

2013年，美国⻝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了曲美替尼⽤于经FDA批准的测试检测到的BRAF中具有V600E或V600K突变的
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素瘤患者。

证据（曲美替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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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项研究中，⼀组1,022例患者接受了BRAF突变筛查，确定了322例合格患者（其中281例具有BRAF的V600E突
变，40例具有BRAF的V600K突变， 1例同时具有两种突变）[ 23 ]。允许先前治疗（⽣物或化学治疗）的前期；尽
管不允许使⽤BRAF或MEK抑制剂治疗。患者按2：1的⽐例随机分配接受曲美替尼（每天2 mg⼀次）或静脉化疗
（每3周1000 mg / m 或紫杉醇175 mg / m 每3周）。随机接受化疗的患者可以改⽤其他疗法。因此，主要终
点是SSP。

研究⼈员评估的曲妥替尼组的SSP为4.8个⽉，⽽化疗组为1.5个⽉（SSP HR或死亡为0.45； 95％CI为0.33-
0.63；P <0.001）。在放射学评论中对治疗组进⾏了掩盖，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尚未达到中位操作系统。

发⽣的AE导致曲美替尼组35％的患者和化疗组22％的患者出现剂量中断。发⽣AE导致曲美替尼组27％的患
者和化疗组10％的患者降低剂量。

Y常⻅的AE是⽪疹，腹泻，恶⼼，呕吐，疲劳，周围⽔肿，脱发，⾼⾎压和便秘。严重（尽管不常⻅）的
AE与曲美替尼相关，例如⼼肌病（7％），间质性肺病（2.4％），中⼼性浆液性视⽹膜病（<1％）和视⽹
膜静脉阻塞（<1％）。在研究期间，未观察到⽪肤SCC。（有关应对癌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PDQ关于⽀
持治疗和姑息治疗的摘要。）

柯美替尼

Cobimetinib是⼀种可选择性抑制MEK1的⼝服微分⼦药物，2015年被FDA批准与BRAF抑制剂vemurafenib联合使⽤。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摘要中有关信号疗法与信号转导抑制剂联合使⽤的部分。）

KIT抑制剂

初步数据表明具有激活突变或扩增的该粘膜或肢端⿊素瘤的c-KIT可以是各种的c-KIT抑制剂的敏感[ 24 - 26 ]将可⽤II期和
III期患者具有c-KIT突变的不可切除的III期或IV期⿊⾊素瘤。

多种激酶抑制剂

索拉⾮尼

索拉⾮尼是⼀种多激酶抑制剂，可阻断⾎管内⽪⽣⻓因⼦信号传导和Raf / MEK / ERK途径。

这种单⼀疗法药物对⿊素瘤的治疗作⽤很⼩。在两项⼤型，安慰剂对照，多中⼼试验中研究了卡铂和紫杉醇联合或不联合

索拉⾮尼的化学治疗组合。没有改善被认为在与使⽤索拉⾮尼作为⼀线或⼆线治疗与化疗相⽐的结果。[ 22，27 ]

信号转导抑制剂的联合治疗

在随机III期试验中，将BRAF-MEK抑制剂的三种组合与BRAF抑制剂作为单⼀疗法的疗效进⾏了⽐较，并且始终证明联合
疗法具有更⾼的疗效。

在BRAF中 V600突变的患者中，使⽤BRAF抑制剂对单药的继发耐药有时与MAPK途径的重新激活有关。因此，阻断同⼀途
径或多种途径中多个位点的信号转导抑制剂的组合构成了积极研究的领域。

BRAF抑制剂与MEK抑制剂

达拉⾮尼和曲美替尼

证据（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

1. 患者⽆需事先治疗。在⼀项具有双重掩蔽⽽不交联的国际III期试验中（COMBI-d [NCT01584648]），将423例先前
未经BRAF的 V600E或V600K突变治疗的不可切除的IIIC期或IV期⿊⾊素瘤患者随机分组接受联合治疗达拉⾮尼（每
天两次，⼝服两次150毫克）和曲美替尼（每天⼀次，⼀次⼝服两次2毫克），或达拉⾮尼和安慰剂。主要终点是研
究者评估的SSP。该协议在主要端点分析时包括了预定义的临时OS分析。根据基线LDH⽔平和BRAF基因型对患者进
⾏分层[ 28]。] [ 证据级别：1iD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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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药的中位SSP为9.3个⽉，⽽达拉⾮尼和安慰剂为8.8个⽉。所述 为0.75（95％CI，0.57-
0.99; P = 0.03）。在Y终OS分析时的更新数据中，该组合的中位SSP为11.0个⽉，⽽达拉⾮尼和安慰剂为
8.8个⽉。SSP或死亡的HRI为0.67（95％CI 0.53–0.84；P = 0.0004；未针对每次测试进⾏调整）[ 29 ]。

当发⽣70％的情节时，对OS进⾏了Y终的预定义分析。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组的中位OS为25.1个⽉
（发作次数的66％），⽽dabrafenib和安慰剂组的中位OS为18.7个⽉（发作次数的76％）。CRI为
0.71（95％CI，0.55-0.92；P = 0.01）。

据报道，在联合组中有9％的患者和仅接受达布⾮尼的5％患者永久停⽤研究药物。

两组的3⾄4级AD的发⽣率相似：联合⽤药35％，单独使⽤达拉⾮尼37％。发热，在联合治疗组中更为常
⻅，并且在任何⼀组中均被暂时停药治疗。预防性糖⽪质激素的使⽤可以预防这种并发症的复发发作。加

⼊MEK抑制剂后，过度增⽣性⽪肤发作（如⽪肤SCC）被认为与MAPK途径的反常激活有关，因此发⽣频率
较低。很少但严重的AE是射⾎分数降低和脉络膜视⽹膜病变。

2. 患者⽆需事先治疗。在⼀项国际III期⾮公开试验中，将704例先前未接受治疗的转移性BRAF V600突变的⿊⾊素瘤
患者随机接受标准剂量的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联合治疗，或单独接受vemurafenib作为⼀线治疗。主要终点为
OS [ 30 ] [ 证据级别：1iiA ]

当提出288个Y终情节中的202个时，计划对OS进⾏中期分析。根据协议，DMSB对实际事件使⽤了调整后
的功效限值（222）（双侧功效P <0.0214 ，治疗⽆⽤P > 0.2210）。DMSB建议中⽌该研究以进⾏疗效评
估，并且中期分析成为Y终的OS分析。起草了⽅案修正案，以允许将患者更改为联合治疗组。

联合⽤药组报告死亡100例（28％），维拉⾮尼组报告死亡122例（35％）（HR，0.69； 95％CI，0.53-
0.89；P = 0.005）。接受vemurafenib治疗的患者的中位OS为17.2个⽉。联合治疗组未达到中位值。

Vemurafenib和Cobimetinib

证据（vemurafenib和cobimetinib）：

1. 患者⽆需事先治疗。在⼀项国际III期试验中，将495例先前未接受BRAF V600突变治疗的不可切除的IIIC期或IV期⿊
⾊素瘤患者随机分配接受维拉⾮尼（每⽇两次⼝服960 mg）联合治疗。和Cobimetinib（60 mg⼝服，每天⼀次，
持续21天，然后休息7天）或vemurafenib与安慰剂。主要终点是研究者评估的SSP。在进⾏SSP分析时，不允许改
变治疗⽅法。根据阶段和地理区域对患者进⾏分层。预定义了两个临时OS分析，第⼀次是在主要终点分析时[ 31 ]
[证据级别：1iDiii ]

联合⽤药的中位SSP为9.9个⽉，⽽接受vemurafenib和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为6.2个⽉。 的HR 为
0.51（95％CI，0.39–0.68；P = 001）。

由于两组的发作次数很少，因此⾸次临时OS分析是初步的。因此，在任何研究组中均未达到中位⽣存期。

不良反应的戒断率在各组中相似：联合⽤药组为13％，仅维罗⾮尼组为12％。联合治疗组报告有6例EA死
亡，仅维罗⾮尼组有3例EA死亡。

各组中3⾄4级AD的发⽣率相似：联合⽤药组为62％，仅维罗⾮尼组为58％。很少但严重的AE是脉络膜视
⽹膜病变，视⽹膜脱离，射⾎分数降低和QT间隔延⻓。加⼊MEK抑制剂后，过度增⽣性⽪肤发作（如⽪肤
SCC）被认为与MAPK途径的反常激活有关，因此发⽣频率较低。

恩哥拉⾮尼和⽐尼替尼

Encorafenib是⼀种抑制BRAF的微分⼦药物，已被批准与Binimetinib（⼀种抑制MEK的微分⼦药物）结合使⽤，⽤于治
疗BRAF中具有V600E或V600K突变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素瘤，通过FDA。与维拉⾮尼相⽐，该组合可改善SSP和OS。
但是，没有⼀个被批准⽤于单⼀疗法。

证据（encorafenib和binimetinib）：

• 死亡或进展速率

•

•

•

•

•

• 死亡或进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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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免疫治疗后没有事先治疗或进展的患者。 在⼀项国际III期⾮匿名试验（COLUMBUS [NCT01909453]）中，将
577例BRAF中V600突变的IIIB，IIIC或IV期⿊⾊素瘤患者以1：1：1的⽐例分配，接受恩哥拉⾮（450 mg每⽇）和
binimetinib（45毫克，每天两次）或单⼀治疗encorafenib（300毫克，每天）或单⼀治疗威罗菲尼（960毫克，
每天两次）。[ 32，33 ]的主要终点是在SSP根据独⽴审查委员会的掩盖评估，联合治疗组与维罗⾮尼单药治疗组⽐
较；操作系统是次要端点。

很少有患者（约5％）接受过检查点抑制剂治疗。

中位随访16.6个⽉后，合并治疗的SSP中位值为14.9个⽉（95％CI，11.0-18.5），⽽7.3个⽉（95％CI，
5） ，6–8.2）与vemurafenib。 的HR 为0.54（95％CI，0.41-0.71；双侧P <0.0001）。

在对次要OS终点进⾏36.8个⽉的中位随访后，发现联合组患者的OS中位数为33.6个⽉（95％CI，24.4 –维
拉⾮尼治疗的患者（39.2）与16.9个⽉（95％CI，14.0–24.5）（HR，0.61; 95％CI，0.47–0.79; P <0 ，
0001）。研究药物停药后的后处理等施⽤于患者的组合组中的42％和患者的威罗菲尼组中62％的[ 32，33
] [ 证据⽔平：1iiA ]

联合治疗组3级和4级AE的发⽣率为58％，维拉⾮尼组为63％。严重AE发⽣在联合组的34％和维罗⾮尼组
的37％。联合治疗组Y常⻅的AE是胃肠道症状，γ-⾕氨酰转移酶（GGT）升⾼，肌酸磷酸激酶（CPK）升
⾼，左⼼功能不全（8％）和严重视⽹膜病变（20％），这些影响⼤多数为1级或2级（SmPC中列出了监视
准则）。接受维罗⾮尼的患者表现出更多的发热和⽪肤毒性作⽤。15％的联合⽤药组和17％的维拉⾮尼组
由于AD⽽中断了研究药物的给药。没有与治疗有关的死亡；但是，合并组的⼀名参与者⾃杀。

化学疗法

达卡巴嗪于1970年被TRG批准。在III期试验中，表明GRT为10％⾄20％，并且观察到的CR很少。在OS没有影响已被证明
在随机试验[ 7，20，34 - 36 ]达卡巴嗪对OS较低的效果Y近的试验中的对照组中的⽤于易普利姆玛的登记和威罗菲尼在
当转移性⿊⾊素瘤患者以前未接受过治疗。

替莫唑胺是⼀种⼝服烷基化剂，可⽔解与达卡巴嗪相同的活性部分，在⼀项III期随机试验中，其作⽤类似于达卡巴嗪
（静脉注射），其主要终点是OS。然⽽，该试验旨在证明其优越性，并且样本量不⾜以测试其等效性[ 35 ]。

客观响应率达卡巴嗪和亚硝基脲卡氮芥和洛莫司汀是10％⾄20％[ 34，37 - 39 ]的反应通常是短暂的，过去的3⾄6个⽉，
尽管缓解有时会发⽣。⻓期的患者获得CR的数量有限。[ 37，39 ]

在⼀项随机试验中，静脉注射达卡巴嗪与⼝服替莫唑胺进⾏了⽐较。达卡巴嗪的OS为6.4个⽉，⽽替莫唑胺的OS为7.7个
⽉（HR，1.18； 95％CI，0.92-1.52）。尽管这些数据表明达卡巴嗪和替莫唑胺相似，但是任何药物均未观察到⽣存获
益。因此，这种相似性并未导致FDA批准替莫唑胺[ 35 ] [ 证据等级：1iiA ]

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的多中⼼EORTC-18032试验（NCT00101218）中，将859例患者随机分组以⽐较
替莫唑胺⽅案的延⻓剂量和逐渐增加的剂量。替莫唑胺组未观察到OS或SSP改善，该剂量⽅案⽐达卡巴嗪单药标准剂量
引起更⼤的毒性作⽤[ 40 ] [ 证据⽔平：1iiA ]

在两项未经治疗的转移性⿊⾊素瘤患者的随机III期试验中（导致FDA批准了vemurafenib [ 20 ]和ipilimumab [ 7 ]），达
卡巴嗪被⽤作标准治疗组。在两项独⽴试验中，与达卡巴嗪相⽐，维拉⾮尼（BRAF突变型V600⿊⾊素瘤）和ipilimumab
表现出更好的OS 。

具有适度的影响使⽤时作为单⼀疗法是⻓春花⽣物碱，铂化合物，紫杉烷类和其它药物。[ 37，38 ]

结合化疗联合治疗⽅案进⾏了测试（例如，多药化疗[ 41，42 ]和化疗的组合他莫昔芬，[ 43 - 45 ]化疗和免疫的组合和）
[ 10，11，41，46 - 49 ]，但不展示SG的改进。

•

•
进展或死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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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18项⽐较化学疗法和⽣物化学疗法（即，单独使⽤⼲扰素或IL-2的相同化学疗法）进⾏的随机试验的荟萃分析（15项
具有⽣存信息）的公开数据中，也没有报道OS对OS的影响。50 ] [ 证据级别：1iiA ]

局部姑息治疗

局部淋巴结清扫术可⽤于缓解淋巴结转移远处的⿊⾊素瘤。在分离出的肺转移的情况下，在胃肠道，⻣骼和有时脑转移，

切除是姑息性，有时⻓ - 发⽣⻓期存活[ 47 - 49 ]

尽管⿊⾊素瘤是⼀种相对抗辐射的肿瘤，但是姑息性放射疗法有时可以缓解症状。在回顾性研究，放射治疗已经显示出缓

解症状并在⼀定程度上降低了肿瘤⼤⼩患者的以下条件：[ 51，52 ]

多发性脑转移。

⻣转移。

脊髓受压。

⽬前尚不清楚⽤于缓解⿊⾊素瘤伴⻣或⻣髓转移的Y有效剂量分级⽅案，但有时使⽤⼤剂量分级⽅案来抵消肿瘤抵抗⼒。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关于疼痛和癌症的PDQ摘要。）

不可切除的III期，IV期和复发性⿊⾊素瘤的临床评估中的治疗选择

1. 单⼀疗法或联合免疫调节中的免疫疗法。

2. 定向疗法有单⼀疗法或联合疗法。

a. 信号转导抑制剂，例如P13K（磷酸肌醇3激酶）和Akt（蛋⽩激酶B）抑制剂，CDK（细胞周期蛋⽩依赖性
激酶）抑制剂以及BRAF和MEK抑制剂。

b. 抗⾎管⽣成。临床前数据表明，⾎管内⽪⽣⻓因⼦产⽣的增加似乎与对BRAF抑制剂的抵抗有关[ 53 ]。

c. 针对特定⼈群的⿊⾊素瘤患者的靶向治疗。

在较⼩的⿊⾊素瘤患者亚组中，在NRAS（神经⺟细胞瘤病毒致癌基因RAS [v-ras]同源物）（15–
20％），c-KIT（28-39％⿊⾊素瘤）中发现了激活突变。患有慢性阳光损伤或急性和粘膜⿊⾊素瘤
的⽪肤）和CDK4（细胞周期蛋⽩依赖性激酶4基因）（<5％）; 相反，葡萄膜⿊⾊素瘤中经常发现
GNAQ突变。在临床试验中研究了靶向由这些突变激活的途径的药物的使⽤。

3. 免疫疗法和靶向疗法的组合。

4. 内部注射（例如溶瘤病毒）。

5. 与所有Y有效的药物治疗相⽐，可对所有可识别疾病进⾏完整的⼿术切除。

6. 肢体不可切除的⿊⾊素瘤的孤⽴肢体灌注。

7. 不可切除疾病的全身治疗。

正在进⾏的临床试验

在正在接受患者的NCI资助的癌症临床试验中进⾏⾼级英语搜索。可以通过试验地点，治疗类型，药物名称和其他条件简
化搜索。它还具有有关临床试验的⼀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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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摘要的修改（04/17/2020）

具有新的癌症信息的PDQ摘要会定期进⾏审查和更新。本节描述了截⾄上述⽇期对该摘要所做的Y新更改。

有关⿊⾊素瘤的⼀般信息

统计信息已更新，其中包含了2020年估计的新病例和死亡⼈数（美国癌症协会被引⽤为参考⽂献1）。

有关⿊⾊素瘤分期的信息

I，II和IV期图像已添加到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的预后阶段和病理学定义的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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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瘤治疗选择概述

辅助治疗部分进⾏了全⾯的审查。

II期⿊⾊素瘤治疗

修订案⽂以表明尚未对II期疾病患者进⾏术后全身辅助治疗的充分研究。因此，对于⾼复发⻛险的患者，参加临床试验是
重要的治疗选择。

可切除的III期⿊⾊素瘤的治疗

辅助治疗部分 进⾏了全⾯的审查。

不可切除的III期，IV期和复发性疾病的系统治疗

我们修订了国际多中⼼试验KEYNOTE 006（NCT01866319）上的 ⽂字，以表明在中位随访23个⽉时进⾏的确定性OS协
议分析中，未达到中位OS pembrolizumab组均⽆；但是，ipilimumab组的OS为16.0个⽉。每两周和每三周接受⼀次派
姆单抗的组的24个⽉⽣存率为55％，⽽依匹⽊单抗组为43％（Schachter等⼈被列为参考⽂献4）。

该摘要由PDQ成⼈治疗编辑委员会撰写和维护，该委员会在编辑上独⽴于NCI。该摘要反映了对⽂献的独⽴审查，并不代
表NCI或NIH政策声明。有关PDQ摘要政策和维护PDQ摘要的PDQ编辑委员会的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PDQ摘要的
信息以及Cancer InformationDatabase-PDQ®上的⻚⾯。

有关此PDQ摘要的信息

本摘要的⽬的

这份针对医疗保健专业⼈员的关于癌症信息的PDQ摘要提供了关于⿊素瘤治疗的全⾯，经过同⾏评审，基于证据的信
息。⽬的是作为信息来源并为医⽣照顾癌症患者提供帮助。它不提供⽤于制定医疗保健决定的正式指南或建议。

审阅者和更新

在 对成⼈治疗PDQ编委会，编辑，其作⽤是独⽴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定期检讨这个总结并更新它作为必要的。本
摘要反映了独⽴的⽂献综述，并不构成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或美国国⽴卫⽣研究院（NIH）的政策声明。

每⽉，本理事会成员都会审查Y近发表的⽂章，以确定是否应该：

开会，

逐字引⽤，或

替换或更新（如果之前已引⽤）。

理事会成员⼀旦评估了已发表⽂章中证据的强度并决定如何将其纳⼊摘要中，则总结的更改将由协商⼀致决定。

⿊⾊素瘤治疗摘要的主要评论者是：

Russell S. Berman，医学博⼠（纽约⼤学医学院）

•

•

•

•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publicaciones/pdq/consejos-editoriales/tratamiento-adultos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publicaciones/pdq/consejos-editoriales/tratamiento-adultos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publicaciones/pdq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publicaciones/pdq/consejos-editoriales/tratamiento-adul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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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丁，医学博⼠（⻢丁和联合咨询公司）

关于本摘要内容的任何意⻅或疑问，应使⽤NCI Cancer.gov/english 通讯表提交 。不要联系安理会成员发送有关摘要的
问题或评论。理事会成员不会回答公众的问题。

证据程度

本摘要中的⼀些书⽬参考⽂献指出了科学证据的程度。这些名称的⽬的是帮助读者评估⽀持某些⼲预措施或⽅法使⽤的证

据的鲁棒性。PDQ成⼈治疗编辑委员会采⽤正式的排名系统来建⽴证据指定级别。

使⽤此摘要的权限

PDQ（医师数据查询）是注册商标。授权免费使⽤PDQ⽂档的⽂本。但是，除⾮将其完整复制并定期更新，否则不能将
其标识为NCI PDQ癌症信息的摘要。此外，作者将被允许写下这样的句⼦：“ NCI PDQ摘要中关于乳腺癌预防的信息简要
描述了以下⻛险：[包括摘要⽚段]”。

建议引⽤此PDQ摘要的参考书⽬，如下所示：

有关成⼈治疗的PDQ®。PDQ⿊⾊素瘤治疗。⻢⾥兰州⻉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更新：<MM / DD / YYYY>。可⽤⽹
址：https : //www.cancer.gov/espanol/tipos/piel/pro/tratamiento-melanoma-pdq。访问⽇期：<MM / DD /
YYYY>。

本摘要中的图像经作者，艺术家或出版者的许可复制，仅供PDQ摘要使⽤。在PDQ之外使⽤图像需要获得所有者的授
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则⽆法授予该授权。有关使⽤此摘要中的插图或其他与癌症相关的图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Visuals Online》（2000多种科学图像的集合）。

免责声明

根据证据的强度，治疗⽅案可分为“标准”或“临床评估”。这些分类不应⽀持任何有关保险赔偿的决定。有关保险范围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 Cancer.gov上的“ 癌症护理管理”⻚⾯。

欲获得更多信息

Cancer.gov/espanol提供了有关如何联系或获得帮助的更多信息，我们如何为您提供 帮助？。您也可以使⽤此表单发送
电⼦邮件 。

升级： 2020年4⽉17⽇

如果要复制其中⼀些⽂本，请参阅版权以及图像和内容的使⽤，以获取有关版权和许可的说明。如果允许数字复制，请相

信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是其创建者，并使⽤原始产品名称链接到NCI原始产品；例如，“⿊⾊素瘤治疗（PDQ®）–美国国
家癌症研究所Y初发⾏的健康专  业版。”

•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contactenos/correo-electronico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publicaciones/pdq/grados-comprobacion/tratami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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