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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液体活检概述 

（一）概念 

液体活检广义上指对以血液为主的非固态生物组织进行取样和分析，是一种

新兴的疾病诊断和监测工具，可应用于癌症、心脏病、产前诊断、器官移植等系

列疾病。液体活检（Liquid Biopsy）于 2015 年被《MIT Technology Review》评

为年度十大科技突破之一。 

液体活检在癌症领域的应用占据超过 85%的市场份额。因此狭义的液体活检

定义为针对肿瘤诊断与治疗领域，通过检测血液中的循环肿瘤细胞（CTC）、循

环肿瘤 DNA（ctDNA）和肿瘤细胞外泌体等，用于实现对癌症患者的早期筛查、

指导治疗方案、治疗监测和复发监控等。本文将围绕液体活检的狭义定义，即肿

瘤液体活检展开。 

（二）与传统诊断对比 

目前传统的肿瘤早期诊断和复发监控有肿瘤标记物、医学影像、穿刺活检学

等技术。 

肿瘤标记物方法是测量肿瘤组织在生长过程中分泌、排出到血液中的蛋白质

含量，如前列腺特异抗原、糖类抗原、甲胎蛋白等。但该方法的假阳性和假阴性

的概率均较高，在怀疑患病后仍需借助如 X 光、CT、核磁和 PET 等医学影像技

术确诊。医学影像学存在的问题是对肿瘤尺寸的分辨率为 0.5cm，而此时肿瘤组

织中已至少包含 109 个细胞。且影像学数据无法确定肿瘤的分化程度和分型，需

要进一步通过穿刺或外科手术的方式取得肿瘤组织。穿刺方法具有有创性和操作

难度大等劣势，患者接受度低，同时极易加速肿瘤转移。 

综上所述，传统的肿瘤诊断和治疗手段由于诊断指标灵敏度低、肿瘤的异质

性和不同人间的巨大个体化差异，往往导致诊断较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或肿瘤

对放化疗药物产生耐药，从而导致患者几乎无法被治愈且生存期较短。 

液体活检技术仅需采集患者 5-10ml 血液，通过检测血液中 ctDNA、CTC 或

外泌体的数量、遗传特性等信息，即可覆盖癌症诊断与治疗的全部领域。液态活

检一方面可以大幅缩短癌症确认时间，在癌症早期就能够进行确认。另一方面，

液态活检可以对癌症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随时跟踪，真正实现“个性化精准治疗”。

虽然现阶段液体活检技术存在敏感性低、方法学要求高、解读注释难度较大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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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偏高等缺陷，但随着肿瘤细胞捕获技术和肿瘤基因组认知的发展，液体活检必

将替代传统的肿瘤诊断与治疗技术。 
 

表1：液体活检技术与其他早期诊断技术比较 

技术手段 检测对象 适用阶段* 诊断标准 优点 缺点 

液体活检 5-10ml 血 1,2,3,4 

数量超过参考值，或与

癌症靶标基因匹配即

判定阳性 

1.可用于肿瘤的早

期诊断和定位； 

2.追踪治疗过程 

1.捕获能力差，检出率低 

2.个体化差异大 

3.对肿瘤基因组认知有待完善 

穿刺活检 病灶组织 2 分子检测，病理实验 准确率高 
1.有创性和操作难度大，患者接受度低 

2.加大肿瘤转移风险 

医学影像 
病灶怀疑位

臵 
1,3,4 组织密度发生变化 准确率高 

可观测肿瘤最小尺寸为0.5cm，此时肿

瘤细胞数高达109 

肿瘤标志物 10ml 血 1,3,4 

肿瘤生殖或机体应答

产生的物质，以蛋白质

为主 

传统检测手段 假阳性、假阴性率较高 

*注：1.早期筛查 2.指导治疗方案（诊断分型） 3.治疗监测 4. 复发监控 

（三）市场规模 

液体活检技术的发展有两大限定因素：1.液体活检对象捕获技术；2. 对肿瘤

细胞基因组的认知程度。液体活检的研究目标是血液中是否有 CTC、ctDNA 或

外泌体，以及它们的具体突变信息。目前对肿瘤细胞基因组的认知仅停留在基因

位点突变，缺乏对区域性变异的理解，如插入、删除、拷贝数变异和结构变异等。

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将对癌症基因组的认知程度产生举重若轻的影响，并将为患

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更扎实的理论基础。 

据 Piper Jaffray 测算，2026 年液体活检全球市场容量可达 286 亿美元。其中

早期筛查市场容量 150 亿美元、指导治疗方案市场容量 17 亿美元、治疗监测市

场容量 50 亿美元、复发监控市场容量 69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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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肿瘤液体活检应用市场细分 

 

液体活检未来 10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21.7%，我国市场容量超过 500 亿人民

币。2016 年液体活检全球市场份额约 40 亿美元，预计 2026 年达到 286 亿美元，

未来 10 年维持 21.7%的复合增长率。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大、环境污染和不良生

活习惯等原因，市场前景广阔。成熟后液体活检单价按 2000 元/次计算，我国诊

断为癌症且 5 年内存活的患者人数为 749 万人，活检渗透率按 40%计算，假定每

年检查 2 次，同时我国人口总数 13.68 亿，每年 15%的人参加体检，体检中渗透

率按 10%计算，假定每年检查 1 次。据此我国液体活检市场容量为： 

749 万*40%*2000*2+13.68 亿*15%*10%*2000*1=530.24 亿人民币，预计市

场需 5-15 年成熟。 

（四）现状及发展趋势 

作为体外诊断的一个分支，液态活检是一种非侵入式的血液测试，能监测肿

瘤或转移灶释放到血液的循环肿瘤细胞(CTC)，循环肿瘤 DNA（ctDNA）碎片或

者外泌体，是检测肿瘤、辅助治疗的突破性技术。 

CTC 是由实体瘤或转移灶释放的，进入外周血循环的肿瘤细胞，分为上皮

细胞表型、间质细胞表型等，侧重于细胞病理，适用于治疗后的病情监测，判断

预后等；ctDNA 是坏死或凋亡的肿瘤细胞释放到血液循环系统中的 DNA，侧重

基因层面，获取突变信息，适用于早期筛查，个性化用药指导，耐药性监测等；

外泌体即肿瘤细胞脱落的囊泡，携带肿瘤细胞的 DNA、RNA 和蛋白质等，不仅

能用于临床诊断，还有可能能够用于疾病的治疗，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早期筛查，150
亿美元，52% 

指导治疗方

案，17亿美

元，6% 

治疗监测，50
亿美元，18% 

复发监控，69
亿美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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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液体活检分类 

 

按检测难度和意义划分，CTC>外泌体>ctDNA。1ml 血液中含有约 5x109个

红细胞，7x106 个白细胞，而实体瘤患者血液中 CTC 的数量不超过 1 个。如何从

上百亿个细胞中不遗漏地筛选出 CTC 并将其分离培养难度巨大。但 CTC 所包含

的临床意义最大，如可通过计量血液中 CTC 的数量进行癌症早期筛查；通过分

离培养 CTC 进行测序和药理学试验，可以制定精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在治疗

过程中可实时监测血液中 CTC 的含量判断是否复发；复发后可对肿瘤的耐药性

进行重分析，并修正治疗方案。而 ctDNA 由于是肿瘤的 DNA 片段，因此不具备

体外培养特性且不可进行癌症分型和药物伴随检测。而外泌体虽说在临床意义上

与 CTC 相近，但其为肿瘤细胞分泌的物质，不可进行体外培养。因此进行药物

伴随检测中临床意义远逊于 CTC。 
表2：液体活检对象的临床应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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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TC、ctDNA和外泌体的临床重要程度排序及检测难度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CTC 和 ctDNA 的研究在近年来都呈现爆发式增长。

其中，CTC 在 1869 年就有相关报道，对 CTC 的研究在 2008 年开始呈现高速增

长，其检测技术已经相对成熟。ctDNA 在 2012 年才开始高速增长，早期筛查的

检测技术相对而言并不成熟，市场上检测手段和检测靶点层出不穷，有待未来更

深入的研究。外泌体一词最早出现在 1981 年，但是直到 2007 年发现外泌体可作

为细胞间基因交流的机制，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外泌体领域的兴趣。直到 2008 年

外泌体的研究才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并且在初期就呈现出爆发增长的态势，在

2015 年其论文发表数量就超过 2000 篇，可见其在科研领域受重视程度很高。 

从全球液态活检的临床进展来看，2016 年 CTC 共有 530 例临床实验（不计

算失败的和注册但未开始的），ctDNA 共有 83 个临床实验，外泌体相关的临床

实验研究 39 个。比较而言，CTC 研究更多，未来爆发更早，全球已有 20 余个

CTC 的四期临床实验，预计短期内有更多 CTC 检测产品面世。ctDNA 研究相对

较少，主要的临床研究还在一期和二期，预计 2-3 年内才会逐渐有产品上市。外

泌体由于研究起步晚，临床研究非常少。从临床研究的角度看，研发进度上

CTC>ctDNA>外泌体，北美>西欧>东亚，未来北美和欧洲依然将是液态活检的最

活跃的地区。 

根据 JP 摩根和高盛预测，美国将占据液体活检 61%的市场份额。根据公开

资料上美国和中国液态活检公司的统计，美国的 CTC 检测公司较多，ctDNA 相

对较少，外泌体作为新兴的检测对象，2008 年才有外泌体检测公司成立。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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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而言，中国的体外活检起步比美国晚 5 年左右，2011 年才开始呈现爆发式增

长。近年来国家对精准医疗的关注及扶持逐渐上升，癌症液体活检身处其中发展

迅速。液体活检每一个项目的发展都需要经过实验室检测（laboratory-developed 

tests，LDTs）、达成行业共识、获得 CFDA 认证、纳入医疗保险系统等几个过程。

目前，有大量液态活检的 LDTs 正在进行，发展最快的 CTC 数量检测已有数个

项目获得了 CFDA 认证。紧随其后的是 ctDNA 伴随诊断产品，其他产品的发展

则更为早期。 

美国目前有强生子公司 veridex、罗氏和 Epigenomics 三家公司的液体活检产

品获得 FDA 批准。中国目前约有 47 家公司从事肿瘤液体活检，其中，26 家公

司选择 ctDNA 路线，9 家公司选择 CTC，目前有 4 个 CFDA 已批准的产品。 
表3：截止目前3个FDA已过审的液体活检产品 

 
表4：截止目前4个CFDA已过审的液体活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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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审批制度 

（一）美国认证体系 

FDA、CMS 和 FTC 三管齐下，仪器和试剂、第三方实验室和产品宣传管

控严格 

美国对于以液体活检和基因测序为首的一系列新型医疗技术，从产品、医疗

服务到宣传已经拥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监管体系。美国液体活检服务主要有两种提

供形式：（1）经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审批的相关仪器和配套试剂盒；（2）

经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认证的第三方实验室；同时，相关产

品服务的宣传由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监管，在广告中不得存在错误和虚假宣

传的情况。 

FDA 以《医疗器械修正案》为依据，监管对象为临床级产品，对液体活检

相关仪器和配套试剂耗材进行审批。经过批准的仪器和试剂可以作为临床级产品

商业化。截至目前 FDA 共批准了 3 款用于液体活检的仪器和试剂：2004 年 6 月

28 日 veridex 公司（强生子公司）的 CTC 检测仪 CellSearch 获批，2016 年 4 月

12 日 EPIGENOMICS 公司基于 ctDNA 的检测结直肠癌的试剂盒 Epi proColon

获批，2016 年 6 月 1 日 Roche 公司基于 ctDNA 检测非小细胞型肺癌的试剂盒

cobas EGFR Mutation Test v2 获批。 

CMS 依据《临床实验室改进法案修正案》（CLIA），针对第三方实验室的自

建项目，监管对象为实验室消费级和科研级应用，包括实验室人员知识水平、实

验室质量控制、技术检查和能力验证等。第三方医学实验室是美国医疗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每年有近一半的临床样本在其中完成。目前美国有近 80%

的实验室通过了 CLIA 认证。获得 CLIA 认证说明该实验室实验操作的准确性、

时效性和可靠性都已得到保证，临床第三方实验室即可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实验室

自建项目（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LDT）。CLIA 认证解决了基础研究和临床

应用之间低效率转化甚至脱节的问题，对转化医学和研究成果转化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美国大部分液态活检公司都是走 CLIA 认证而非 FDA 认证。国内也借鉴

这种方式来规范基因检测公司的竞争。 

FTC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TCA），负责监管产品宣传过程中错误和

有误导性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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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美国的液体活检监管体系 

 

（二）我国认证体系 

欲效仿美国，但产品虚假宣传泛滥，亟需提高管理 

国内的基于基因检测的液态活检项目进入临床也实行双重监管，所有仪器设

备，试剂归 CFDA 报批管理，临床实验室归属卫计委。这与美国 CLIA 认证制度

类似，即要求试点单位内部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并且相关工作人员需经培训合格

上岗，则不受 CFDA 对仪器和试剂的注册限制。 

根据 CFDA 在 2014 年 1 月公布的《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基因分

析仪等三个产品分类界定的通知》，基因测序诊断产品（包括基于测序仪及相关

诊断试剂和软件），符合医疗器械的定义，应作为医疗器械管理，其中测序反应

通用试剂盒（测序法）划为 I 类医疗器械管理产品，基因测序仪作为 III 类医疗

器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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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中国的液体活检监管体系 

 

2015 年 3 月，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公布首批肿瘤高通量基因测序临床应

用试点单位名单，只有试点单位具有出具诊断报告的资质，企业仍然可以以科研

的形式开展测序服务。其中包括 4 家第三方医学检验所华大、达安、博奥和湘

雅。根据目前的国家政策，基于基因检测液态活检只有两种可能的业务模式： 

1、国家批准的临床应用试点单位（主要是第三方医学检验所）自己进行临

床实验；2、不具有试点资格的企业通过与医院合作，获取医院将样品外包给企

业或者企业产品投放到医疗机构。 

2016 年 4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第一批基因检测技术应

用示范中心建设方案的复函》（发改办高技（2016）534 号），正式批复 27 个省

市发改委关于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的建设方案。从审批进度上看，未来示

范单位的审批已经逐渐放开。 

国家政策支持 

从精准医疗概念的提出，国家就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计划积极鼓励以 DNA 测

序为基础的精准医疗。2015 年 3 月科技部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疗战略专家会议，

提出在 2030 年以前投入 600 亿元用于精准医疗。同月卫计委发布《国家卫生计

生委医政医管局关于肿瘤诊断与治疗项目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工

作的通知》，包括 14 家医疗机构和 6 家第三方检验实验室。另外发布以肿瘤个体

化治疗、药物代谢酶及作用靶点基因检测的技术指南，旨在规范化推广相关技术。

2016 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第一批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

心建设方案的复函》正式批复 27 个省市发改委关于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

的建设方案。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显示出政府对肿瘤基因测序从资金到监管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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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支持，也奠定了肿瘤基因测序的高端发展路线。 

表 5：国家近期对于液态活检或者基因检测的政策 

时间 机构 事件 

2014 年 3 月 卫计委 
国家卫计委医管局发布通知开展高通量基因测序试点，明确试点的项目包括产前筛查和

产前诊断、遗传病诊断、肿瘤诊断与治疗、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等。 

2014 年 6 月 卫计委 授权首批个体化医学检测试点单位 

2015 年 3 月 科技部 

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计划在 2030 年前，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 600 亿

元。其中，中央财政支付 200 亿元，企业和地方财政配套 400 亿元。卫计委科教司司长

秦怀金此前表示，卫计委和科技部正在进一步完善精准医疗计划，该计划有望列入国家―

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 

2015 年 3 月 卫计委 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关于肿瘤诊断预支了项目高通量测序技术临床应用》 

2015 年 3 月 国务院 鼓励引进新型诊断试剂的开发和生产技术，禁止引入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2015 年 4 月 卫计委 下发首批肿瘤诊断高通量测序试点牌照通知 

2015 年 5 月 10 日 国务院 

发布《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其中指出，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准入审批，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芯片诊断、免疫细胞治疗等第三类医疗技术临

床应用。 

2015 年 6 月 发改委 
重点发展基因检测等新型医疗技术，快速推进基因检测临床应用以及基因检测仪器试剂

的国产化，3 年建设 30 个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 

2015 年 7 月 29 日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大篇幅报道了―精准医疗‖并透露：中国正在筹建自己的人群全基因组数据库

和样本库，为精准医疗奠定基础——这一消息被认为是行业政策进一步开闸的明确信号。 

2015 年 7 月 31 日 卫计委 

印发了《药物代谢酶和药物作用靶点基因检测技术指南（试行）》和《肿瘤个体化治疗

检测技术指南（试行）》，进一步提高临床实验室开展药物代谢酶和药物靶点基因检测

技术，以及肿瘤个体化用药基因检测技术的规范化水平。 

2016 年 3 月 8 日 科技部 

公布了《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等重点专项 2016 年度项目申

报指南的通知》（简称《国家指南》），从此精准医学（不单单是基因组）有了地图可

循，无论从应用方向，商业规划，还是技术开发。 

2016 年 3 月 卫计委 

对于未列入《医疗机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2013 年版）》，但意义明确、特异性和敏感

性较好、价格效益合理的实验室自建的临床检验项目（LDTs），应及时论证以满足临床

需求。 

2016 年 3 月 5 日 -- 
十三五纲要草案公布了未来五年中国计划实施的 100 个重大工程及项目，这其中―加速

推动基因组学等生物技术大规模应用‖入选。 

2016 年 8 月 国务院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要求发展先进高效生物技术，重点部署前沿性生物技术和新

型生物医药技术，恶性肿瘤治疗成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及现代化产业技术体系构建目标 

2017 年 1 月 发改委 

正式印发了《“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基因检测能力覆盖 50%以上出生

人口的目标，强调了以个人基因组信息为基础，结合蛋白质组、代谢组等相关内环境信

息，整合不同数据层面的生物学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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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液体活检技术详述 

（一）CTC 

1、CTC 简述 

随着实体肿瘤的生长，周围微环境发生了特定的变化时，有一部分肿瘤细胞

会获得异常的活动能力。这些细胞从原发肿瘤上脱落，在身体里寻找新的落脚点。

这些肿瘤细胞会搭乘血液系统或淋巴系统去往身体各处，其中经过血液循环的脱

落肿瘤细胞就被称为循环肿瘤细胞（CTC），在到达适宜的目标时他们又会变成

恶性繁殖的机器。这就是肿瘤的血行转移，从原发部位形成继发性肿瘤。 
图6：循环肿瘤细胞认知发展史 

 

据 BCC Research 统计和预测，2012 年和 2013 年，CTC 全球市场份额分别

为 28 亿美元和 37 亿美元，同时将在 5 年内保持 18.9%的复合增长率。预计 2018 

年循环肿瘤细胞的全球市场份额可达 89 亿美元。 

根据其细胞类型的不同，可将 CTC 分为上皮细胞表型、间质细胞表型和上

皮间质细胞混合表型。CTC 的半衰期不超过 2.4 个小时，仅有少数具有高活性的

CTC 能存活下来，并有机会在患者其他组织器官中形成转移灶。血液中的 CTC 

含量稀少，1ml 血液中含有数十亿个细胞，其中仅包含 1 个 CTC。 

2、CTC 检测流程 

当得到患者的血液后，（1）首先需要进行 CTC 的分离和富集，（2）然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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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离的细胞进行蛋白水平或者基因水平的分析，（3）再分析这些 CTC 的特

性，给出治疗策略。就目前的技术发展而言，由于 CTC 数量稀少，个体异质性

高，细胞的富集和分析检测是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技术瓶颈。 
图7：CTC检测流程图 

 

（1）CTC 的富集方法 

CTC 的富集方法可以分为化学特性富集法（免疫亲和）和物理特性富集法。

免疫亲和法主要是根据 CTC 表面表达的特异性的蛋白将 CTC 筛选出来，物理特

性富集主要是根据 CTC 的大小和密度等特性将这些细胞筛选出来。 

1. 化学特性富集法：建立在 CTC 生化特性的分离富集方法，主要是利用特

异性抗体与细胞表面抗原进行特异性结合来富集 CTC，或者去除血细胞留下肿

瘤细胞。主要包括：阳性富集法，阴性富集法，微流体法和体内富集。 

（1）阳性富集法（免疫磁珠吸附 CTC）：以 Cell Search 为代表，在磁珠上

包被细胞表面粘附分子 EpCAM，来捕获 CTC。 

（2）阴性富集法（免疫磁珠吸附其他细胞）：也称为白细胞去除法。用特异

性抗体 CD45，CD14 等与白细胞结合，从而去除全血中的白细胞。该方法比其

它富集方法捕获效率更高，但特异性明显低于其它方法。 

（3）阳性富集法（微流体法）：将抗 CTC 表面特定蛋白标示物(EpCAM)抗

体与磁珠或微流体进行偶联，利用这些固相载体上的抗体直接从血中捕获CTC。 

2. 物理特性富集法：依据 CTC 的物理特性，如密度、大小、可变形性及表

面电荷等进行富集。 

（1）密度梯度离心：非常廉价高效的 CTC 分离方法，可将 CTC 与白细胞

和红细胞分离。目前市场上有较多的依赖密度梯度离心进行 CTC 富集的试剂盒，

如 Ficoll-Paque solution（Pharmacia Fine Chemicals，Sweden），OncoQuick

（GrenierBioOne, Germany）等。临床实验证明，密度梯度离心富集 CTC 比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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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系统效率更高。 

（2）过滤法：依据 CTC 体积大于血细胞的特性，对 CTC 进行捕获。CTC

的直径约为 10um-20um，而血细胞大小为 7-12um，通过过滤，留下体积比较大

的 CTC。然而随着近年来人们对 CTC 了解的不断加深，发现很多 CTC 实际上与

白细胞一样大，有些甚至只有白细胞的一半或更小。目前有证据显示，这些小或

超小 CTC 的数目比例在有些瘤种中可高达 1/3。 

（3）微流控芯片：针对 CTC 的体积和可变形性对 CTC 进行捕获，CTC 的

捕获率和特异性均可达到 80%以上。 

总的来说物理特性富集法中密度梯度离心和过滤法操作简单，成本低廉，不

依赖细胞表面抗体的表达，捕获的细胞数量多，能够克服 CTC 在蛋白表达上的

异质性，但是无法克服 CTC 在物理特性的异质性。生化特性法操作复杂，成本

相对更高。未来，两者结合的微流控芯片将是 CTC 分离富集发展的趋势。 
表6：常用CTC富集技术比较 

 

（2）CTC 的分析检测技术 

利用免疫亲和或物理特性法可富集到 CTC，接下来还需要结合有效的下游

分析方法。一方面，由于目前 CTC 捕获技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纯度，需要对

所得到的细胞进行鉴定，以进一步确定 CTC 细胞的数目，以减少 CTC 目判定的

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另一方面，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仅 CTC 的数目

在动态的变化，CTC 所携带的分子标志物也在变化，通过对 CTC 表面标志物检

测，能够反应肿瘤发生发展的动态变化，是研究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的有效策略，

并能很好地指导临床治疗。常用的 CTC 检测技术如免疫荧光、PCR、FISH 及高

通量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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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疫荧光法（IF）：实体肿瘤细胞一般均为上皮来源，细胞内会表达角蛋

或其他肿瘤标示物(如 HER2)。借助免疫荧光染色，可对来自实体瘤 CTC 中的瘤

标进行识别，从而达到检测 CTC 的目的。这也是目前检测 CTC 的最常见方法。

缺点是，在 CTC 形成过程的间质化阶段，大量的角蛋会降解，从而在 CTC 检测

过程中出现因“看不见”而造成的假阴性。 

2. 荧光原位杂交（FISH）：荧光原位杂交是根据已知细胞内特异的 DNA 序

列，以利用荧光标记的特异寡聚核苷酸片段作为探针，与细胞内的基因组中 DNA

分子杂交，检测该特异基因序列的存在与丰度。FISH 技术与 CTC 结合，不仅可

以检测 CTC 表面标志物，也可以检测 CTC 细胞内部的标志物及核型等。 

3. RT-PCR：反转录 PCR。提取组织或细胞中的总 RNA，以其中的 mRNA

作为模板，采用引物和逆转录酶将 mRNA 反转录成 cDNA。再以 cDNA 为模板

进行 PCR 扩增，而获得目的基因或检测基因表达。RT-PCR 使 RNA 检测的灵敏

性提高了几个数量级，使一些极为微量 RNA 样品分析成为可能。结合 RT-PCR

可同时对若干个基因的表达进行检测。位点特异性 PCR 技术可用于检测 CTC 携

带的驱动基因的突变情况。 

4. 二代测序：CTC 数量少，直接进行二代测序难度大。需要将单细胞的 DNA

扩增后，再利用二代测序检查基因序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多重退火和成环循环

扩增技术和多重臵换扩增（MDA）。但是，目前单细胞测序的技术仅仅停留在实

验室阶段，未来向市场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由于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单

细胞测序是否有代表性还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证明。 
表7：CTC检测技术比较 

 

典型的 CTC 产品以强生子公司 veridex 的 CellSearch 为代表。Cell Search 是

第一代的 CTC 技术，结合了免疫磁珠、流式分析和免疫发光技术而建立的快速、

灵敏的CTC富集和定量检测技术。但由于灵敏度低和无法分离活体CTC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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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停产。 

针对以上缺点，新一代的液体活检技术在不断的发展。目前，很多公司在开

发第二代基于微流控芯片的 CTC 分析方法，二代微流控不仅能够检测 CTC 的数

量，而且可以分离活细胞进行其他分析，是未来 CTC 检测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ctDNA 

1、ctDNA 简述 

ctDNA（circulating tumor DNA，循环肿瘤 DNA）是指人体血液循环系统中

不断流动的携带一定特征（包括突变，缺少，插入，重排，拷贝数异常，甲基化

等）来自肿瘤基因组的 DNA 片段。ctDNA 的主要来源包括来源：1、来自坏死

的肿瘤细胞；2、来自凋亡的肿瘤细胞；3、循环肿瘤细胞；4、来自肿瘤细胞分

泌的外排体。根据肿瘤患者的临床分期不同，ctDNA 占 cfDNA 总量的 0.16%-43%

不等，1ml 血液中约含有 0.08-38ng ctDNA。ctDNA 的半衰期非常短，一般不超

过 1.5 小时。 

传统的组织活检必须要知道肿块的位置，这让我们很难做到对肿瘤的早期预

防。但如果肿瘤的碎片进入到血液中去，并能够从血液当中检测出来，这样就能

够在在影像可见的阶段之前，提早预测到组织肿块存在，比传统的诊断获得更早

的机遇，抓住更好的治疗机会。 
图8：ctDNA认知理解的发展史 

 

2、ctDNA 检测流程 

血液中含有大量游离在细胞外的核酸（cfDNA），不仅包括来自肿瘤的核酸

（ctDNA），还包括其他来源的核酸。因此，在检测 ctDNA 的第一步就是将 ct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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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液中抽提出来。由于 ctDNA 浓度低而且高度碎片化，因此在检测之前，富

集和分离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二步是对 ctDNA 就行基因测序检测，以确定对应

病灶。 

（1）ctDNA 的分离和富集： 

常用于分离 ctDNA 的方法有两种： 

1．离心柱法：以硅胶滤膜作为固相载体的，基于二氧化硅选择性结合 DNA

的独特属性。其原理是带负电的 DNA 骨架与带正电的硅胶滤膜之间的高亲和力。

钠离子起到阳离子桥的作用，它可以吸引核酸磷酸骨架里带负电荷的氧。在高盐

条件（pH≦7）下,钠离子可破坏水中的氢与硅中带负电荷的氧之间的氢键。通过

大量漂洗去掉所有杂物后，用 TE 或 Tris-Hcl 缓冲液或蒸馏水在低离子强度下（pH

≧7）洗脱纯化的 DNA。 

2．磁珠法：带有磁荷的颗粒可通过磁场中的永磁将其移除。这些磁颗粒可

用表面包被活性基团的氧化铁颗粒制成。因表面积大，结合核酸的能力较强，可

作为较好的分离载体。如果赋予容器侧壁磁性，样品混合物中结合有核酸的磁珠

则聚集到容器壁，直接倾倒容器可将其他杂质去除，避免了反复离心。磁珠表面

包被有活性基团可特异性吸附核酸。磁珠分离技术是现今核酸纯化的一种简单快

速的方法。 
表8：游离核酸的常用提取方法比较 

 
目前来看，分离和富集血液中的 ctDNA 并不是瓶颈，市面上有很成熟的试

剂盒可以抽提得到足量的 ctDNA。瓶颈主要在于之后的 ctDNA 的检测与分析。 

（2）ctDNA 检测 

ctDNA 的检测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聚合酶链式反应（PCR）为核

心技术的检测方法，如数字 PCR（dPCR）、ARMS、BEAMing 等，大致原理为

针对肿瘤基因突变位点设计引物，该引物不能与正常基因互补配对，从而在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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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无法扩增正常基因；第二种是以高通量测序为核心技术的检测方法，对获

取的血液样本进行高通量全基因组测序，从而获取血液中全部游离 DNA 的序列

信息。 
图9：ctDNA检测技术发展趋势 

 

ctDNA 检测技术中使用最广泛的是 dPCR 和 ARMS，由于其成本低，灵敏

度高，适合检测血液中微量的 DNA。目前有多种基于 dPCR 或 ARMS 设计的实

验技术，在 dPCR 或 ARMS 的基础上提高了灵敏度和准确度。但是依然无法克

服 dPCR 或 ARMS 的缺点：低通量，不能检测未知突变。二代测序技术（NGS）

能够很好的弥补 dPCR 在 ctDNA 检测上的不足，但缺点是价格过高，目前难以

在市场推广。为了在保证检测准确性和测序深度的基础上降低价格，目前越来越

多的新技术关注于 ctDNA 目的片段的富集。将富集后的目的序列进行深度测序，

能够很好的保证高通量检测多个已知和未知的突变，同时控制成本。下面我们简

要介绍一下目前常见的 ctDNA 检测方式。 

1．液滴数字 PCR（ddPCR）：将一个标准 PCR 反应分配到大量微小的反应

器中，在每个反应器中包含或不包含一个或多个拷贝的目标分子(DNA 模板)，实

现“单分子模板 PCR 扩增”，扩增结束后，通过阳性反应器的数目判断目标序列

的拷贝数。 

2．BEAMing：结合数字 PCR 与流式技术，通过磁珠克隆 DNA。利用特异

性 PCR 引物扩增目标突变区后，与磁珠（磁珠上固定有特异的 PCR 引物）混合

进行油包水单分子扩增反应。反乳化作用后，利用不同颜色的荧光探针结合磁珠

上的 PCR 产物，发出红色或绿色荧光。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磁珠颜色来确定突

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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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RMS-PCR：扩增受阻突变体系。是一种在 PCR 基础上发展起来用于检

测 DNA 中各种点突变的新方法。其依据的基本原理是：TaqDNA 聚合酶缺少 3′

→5′外切酶活性,因此对于 3′末端错配的引物，以低于正常末端配对引物的速

度延伸,当错配碱基的数目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条件达到一定的严谨程度时，3′末

端碱基则因磷酸二酯键形成困难。不能延伸，反应终止，也就得不到特异长度的

扩增条带，从而表明模板 DNA 没有与引物 3′末端相应的突变;如果 PCR 结果

能得到特异长度的扩增条带，表明模板 DNA 上具有与引物 3′末端相应的突变。 

上述几种技术虽然准确率高，成本低，利用上述方法检测已知位点的突变在

肿瘤个性化用药指导中现在已经有很广泛的应用。然而，在肿瘤中已知突变类型

的肿瘤是很少的，大部分肿瘤的突变都是未知的，上述方法通量低，不能检测未

知突变，未来发展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我们更好的方法去检测这些未知突变： 

4．TAM-Seq：即标记扩增深度测序法。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设计特异性引

物对目标区域进行循环预扩增，产生大小 200bp 以下末端重叠覆盖整个区域的扩

增子（预扩增），接着通过单重 PCR 选择性扩增带突变的扩增子区（标签扩增），

从而排除非特异性产物，最后在回收的产物上加接头和特异性条形码，进一步通

过单端测序得到最终结果。 

5．CAPP-Seq：深度测序肿瘤个体化建档法。CAPP-Seq 法先在在肿瘤基因

突变数据库（COSMIC，“筛选库”）来源寻找重复出现的突变相关的外显子，再

从肿瘤基因图谱库的 407 位 NSCLC 患者全基因组测序结果筛选突变，设计探针，

靶向富集含 139 个常见突变基因中的 521 个外显子和 12 个内含子，长度约为

125kb，有效的把测序区段浓缩到整个基因组大小的 0.004%，使得后续超高深度

测序得以实现。其对肿瘤的 ctDNA 检测灵敏度更高，特异性更强，与全外显子

测序等相比经济可行。 

目前而言，ctDNA 在向着高精度和高通量的方向发展。NGS（下一代测序）

虽然可以做到高通量，并且能够检测未知序列，但是全外显子组测序成本太高，

难以在疾病市场推广，未来主要还是用于研发。所以最新的研究都集中在富集靶

向 DNA，将富集后的 DNA 拿去做超深度测序可以大幅降低成本（CAP-seq 可以

将目的序列浓缩到原整个基因组大小的 0.004%）。但是，如何高效准确的富集目

的 DNA 序列是目前 ctDNA 检测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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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泌体 

1、外泌体检测简述 

外泌体是细胞分泌出的小泡，小泡中包含蛋白质、DNA、信使 RNA 以及一

些非编码 RNA，是细胞之间沟通的载体。研究发现这些外泌体与肿瘤的发生、

发展、转移以及抗药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肿瘤细胞以这些邪恶的小泡为载体，

帮助肿瘤细胞逃过免疫系统的监视。这些小泡一方面给肿瘤细胞的转移指引方向，

另一方面也创造适合肿瘤生长的微环境。 

外泌体携带的信息多样化，其中的蛋白质和核酸，均可用于癌症的早诊、复

发监测、抗药性监测等相关方面的分析。而且外泌体在数量上多于 CTC，更易

富集；在形式上分泌小泡能够有效保护核酸类物质，克服了 ctDNA 在血液中容

易降解的问题，在临床应用上大有可为。随着蛋白质组学研究和基因测序技术的

快速发展，已经发展出一个外泌体数据库。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外泌体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图10：外泌体发展历史 

 

2、外泌体检测流程 

外泌体检测流程上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对于外泌体进行提取，第二

步是对外泌体进行分析以确定病灶。 

（1）外泌体提取 

目前外泌体常见提取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差速离心法：是最常用的外泌体纯化手段，采用低速离心、高速离心交

替进行，可分离到大小相近的囊泡颗粒。 

2．密度梯度离心：将样本和梯度材料一起超速离心，样品中的不同组分沉

降到各自的等密度区，分为连续和不连续梯度离心法。用于密度梯度离心法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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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要求对细胞无毒，在高浓度时粘度不高且易将 pH 调至中性。 

3．色谱法，或者称为体积排阻层析法：根据凝胶孔隙的孔径大小与样品分

子尺寸的相对关系而对溶质进行分离的分析的方法。样品中大分子不能进入凝胶

孔，只能沿多孔凝胶粒子之间的空隙通过色谱柱，首先被流动相洗脱出来；小分

子可进入凝胶中绝大部分孔洞，在柱中受到更强地滞留，更慢地被洗脱出。 

4．过滤：利用不同截留相对分子质量（MWCO）的超滤膜对样品进行选择

性分离，便可获得外泌体。这方法简单，好操作，但是特异性低。 

5．基于聚合物的沉淀法（主要是 PEG）：将含有聚合物的沉淀溶液与生物

体液混合，4℃温育，低速离心。用于基于聚合物的沉淀最常见的聚合物之一是

聚乙二醇（PEG）。使用该聚合物的沉淀具有许多优点，包括对分离的外泌体温

和的影响和使用中性 pH。 

6．免疫分离法：外泌体表面有其特异性标记物（如 CD63、CD9），用包被

抗标记物抗体的磁珠与外泌体孵育，即可将外泌体吸附并分离出来。这种方法可

以保证外泌体形态的完整，特异性高、操作简单、不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 但是

非中性 pH 和非生理性盐浓度会影响外泌体生物活性，不便进行下一步的实验。 
表9：外泌体常见提取方法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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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泌体的分析 

目前外泌体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 

1．蛋白水平的分析方法 

（1）Western-Blot 或者 SDS-PAGE：检测外泌体中特定的蛋白表达情况。 

（2）蛋白组学分析：可以了解外泌体中不同蛋白的表达、数量情况。 

（3）Nanosight、Apogee、confocal 和传统流式细胞仪。可以知道测量外泌

体的浓度，对外泌体表面蛋白进行定量，还能研究外泌体与其他细胞的相互作用。 

2．基因水平的分析方法 

（1）PCR：主要是 RT-PCR，检测外泌体 RNA 上突变，可以低通量的快速

检测单一已知突变的表达情况。 

（2）基因芯片：通过基因芯片，可以高通量分析外泌体内大量已知 DNA

或 RNA 的表达水平。 

（3）二代测序：可以高通量，准确检测大量已知和未知突变情况。 

目前用于外泌体 RNA 分析的高通量技术手段主要为高通量测序（NGS）及

生物芯片。生物芯片通过参考已有的数据信息，针对每个转录本（lncRNA、miRNA 

或 mRNA）设计探针。生物芯片本质上是核酸杂交，不能检测未知突变；而近

NGS 可以检测未知序列。所以，生物芯片主要检测已知的 RNA 序列情况，而

NGS 则可以发现一些未知的 RNA 序列情况。NGS 准确性和灵敏度都高于生物

芯片，同时可以获得更多准确的 RNA 信息，特别是小 RNA 分子的数据，包括

miRNA 和 piRNA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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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外泌体检测常用的肿瘤标记物 

 
外泌体是在正常和病理条件下通过细胞分泌的，并含有各种膜蛋白，细胞质

蛋白和核酸。因此，检测这些外泌体蛋白能够指导临床诊断。在外泌体中发现十

大蛋白包括热休克蛋白 8（HSPA8），热休克蛋白 90AA1（HSP90AA1），CD63

抗原（CD63），肌动蛋白，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APDH），烯醇酶 1，丙酮酸

激酶， CD9 抗原（CD9），β（ACTB），CD81 抗原（CD81），ζ多肽，肌肉

（PKM2）。除此之外还包括，热休克蛋白（HSC70 和 HSC90），四旋蛋白（CD9，

CD63 和 CD81），膜转运（GTP 酶）和脂质结合蛋白等等。其中，很多蛋白有

助于我们诊断肿瘤的发生，具体情况见上表所示。包含了黑色素瘤，前列腺癌，

卵巢癌等等。 

除了蛋白质，外泌体中也含有 RNA。外泌体的 miRNA 可应用于各种肿瘤的

诊断。这其中包括了卵巢癌，前列腺癌，胃癌，肺癌，乳腺癌等等。对应的 RNA 

标志物与肿瘤见上表。 

相比其他在生物体液如血清或尿液中发现的生物标志物，外泌体标记物具有

较高的特异性和稳定性。相比如 CTC 和 ctDNA，外泌体更稳定，含量更丰富。

另一方面，由于所含物质种类多，外泌体分析也更复杂。外泌体的各种部件，诸

如外泌体蛋白质，miRNA 和脂质都有用于诊断的潜力。然而，外泌体标志物的

确定还有赖于大量的临床实验支持。截止目前，外泌体的研究相对较少，暂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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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市的产品。但是外泌体所含的信息丰富，便于富集，同时易于保存，是很

有希望体外诊断对象。 

（四）CTC，ctDNA 与外泌体优缺点比较 

表 11：CTC，ctDNA 与外泌体优缺点比较

 
 

CTC，ctDNA 和外泌体虽然都是液态活检的检测对象，但各有特色。从本质

上来说，CTC，ctDNA 和外泌体，这三者的用途不完全一样，诊断是个大拼图，

必须综合起来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CTC 能提高诊疗的精确性，而 ctDNA

侧重于靶向用药和耐药性指导。外泌体目前还没有成熟的产品，但是外泌体稳定

性强，且适用范围广。单一使用 CTC 的临床意义将不断降低，CTC 的价值将更

多展现在与 ctDNA 的综合应用，这样可以充分结合 ctDNA 高灵敏度，以及 CTC 

高特异性，全息化的优势。未来，液态活检各种方式的联合使用将是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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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进入创新特别审批通道的肿瘤基因检测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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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肿瘤基金测序临床试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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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重点液体活检公司简介 

1. 格诺生物： 

2010 年 11 月，格诺生物成立于上海张江药谷，致力于自主研发基于 ctDNA

或 CTC 的液体活检技术。公司拥有两款基于 ctDNA 的液体活检产品 GenoploRare

和 OncoploRare 分别用于定量检测血浆中 EGFR 基因突变，以及 EGFR, ROS1, 

KRAS, ALK, BRAF, c-MET, RET, HER2 基因突变位点，并提供完备的配件和试

剂。此外，公司拥有一款基于 CTC 的液体活检技术 CytoploRare 即叶酸受体阳性

CTC 检测试剂盒，同时该试剂盒已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获得 CFDA 注册认证。

该产品以 CTC 细胞特有的叶酸受体作为靶点，通过检测血液中 CTC 的浓度检测

肺癌患者的患病和复发情况。在全国 1210 例肺癌临床试验中，对所有肺癌病理

亚型的检测阳性准确率为 81%，在 III 期和 IV 期肺癌的检测中准确率高达 86%。

格诺生物的 CytoploRare CTC 检测技术产品也是国内第一款自主研发通过 CFDA

注册认证的 CTC 液体活检产品。 

2. 芝友医疗（837794.OC） 

2011 年 7 月，武汉友芝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武汉光谷生物城。

公司以肿瘤及其他重大疾病的个体化医学诊疗为战略方向，是一家专门从事个体

化用药基因诊断试剂和诊断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的产品线有两个

方向：个体化用药基因诊断试剂盒；循环肿瘤细胞检测设备。旨在为临床医生实

施个体化治疗提供检测手段，以提高医疗水平。2016 年 8 月 9 日，芝友医疗在

新三板挂牌上市。CTC 检测产品 CTCBIOPSY 获得 CFDA 认证。芝友医疗自创

立后迅速建立了基因突变检测检测平台和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平台。2015 年 2 月，

公司研发生产的 CTC 检测设备 CTCBIOPSY 获得 CFDA 认证注册。根据 CTC 细

胞大小和变形特点，选用物理筛选滤除的方式，CTCBIOPSY 使用高分子材料微

孔滤膜过滤装臵，将 CTC 从正常血细胞中分离，并进行染色鉴定。该设备已陆

续申请专利 17 项，其中已获得授权专利 11 项，展示出公司具有强大的 CTC 检

测设备研发能力并且具备核心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3. 艾德生物（A15304.SZ）：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成立于 2008 年，集肿瘤精准医疗诊断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公司专注于肿瘤精准医疗诊断行业，致力于分子

诊断技术的创新研发和高端分子诊断产品的产业化。目前拥有成熟的 PCR 技术

平台、FISH 技术平台和核酸提取产品，体外诊断是艾德生物的主打产品，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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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十一种独立或联合基因检测产品，覆盖 EGFR、KRAS、BRAF、EML4-ALK、

PIK3CA、ROS1、NRAS、Her-2 等基因位点，并获得 CFDA 的审批通过。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 Illumina 达成战略合作，公司将基于二代测序平台开发一

系列肿瘤相关试剂盒。2016 年 7 月 28 日，艾德生物与默克公司宣布签署合作协

议，启动艾德生物-默克“精确检测，精准治疗”结直肠癌 RAS 检测项目。双方将

共同研发 ADx-SuperARMS 液体活检技术，用于检测结直肠癌中的 RAS 突变，

为结直肠癌患者提供最佳的、及时的个体化诊疗方案，改善治疗现状，使患者获

得更多治疗和生存获益。2018 年 1 月 19 日，CFDA 通过创新特别审批通道，批

准了艾德生物的 Super-ARMS○R EGFR 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是我国首个以伴随

诊断试剂标准获批上市的 ctDNA 检测试剂盒。 

4. 益善生物（430620.OC）： 

益善生物成立于 2006 年，专注于肿瘤个体化治疗的检测，并涉及科研服务、

影像学检查、或心脑血管等其他疾病。在肿瘤检测领域，CTC 业务是公司的最

主要增长点。CanPatrol CTC 是益善生物在液体活检领域的明星产品，构建“医院

+网络”多渠道销售模式。2013 年 9 月，益善生物正式发布自主研发的 CTC 二代

检测技术CanPatrol CTC，其号称克服了一代技术只能分离某一表型CTC的缺陷，

实现了对所有 CTCs 的分离，具备了对 CTC 进行全面分型和分析的能力。2014

年 8 月益善生物宣布正式启动 CanPatrol CTC 检测服务，为肿瘤患者提供以 CTC

检测为基础的肿瘤实时动态监测、实时疗效评估和个体治疗靶标检测等系列专业

服务。2015 年 8 月，CanPatrol CTC 检测在线商城正式上线，检为有需求的用户

提供在线订购平台，用户足不出户，即可轻松订购专业的个性化肿瘤监测服务，

并随时跟踪检测进度，在线查询检测结果，全程掌控整个检测服务过程，轻松实

现肿瘤实时监测。与此同时，公司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携手打造了“循环肿

瘤细胞检测技术示范实验室。此外公司还与多家医院开展了研发和项目引入合作：

广州军区总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

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等均参与其中。 

5. 丽珠集团（000513.SZ）：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5 年 1 月，是集医药研发、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公司系中国医药 50 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医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业，产品范围涵盖制剂、原

料药、中间体及诊断试剂盒。2015 年 5 月，公司出资 900 万美元，其他方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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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1150 万美元认购 Cynvenio 公司发行的 B 轮优先股。Cynvenio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为 CLIA 认证实验室，专门从事肿瘤基因组检测服务，其拥有液体活检

产品 LiquidBiopsy，并对相关技术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公司此次行为旨在开拓

与探索肿瘤基因检测及精准医疗领域业务，希望借此发挥生物制剂药与诊断试剂

业务的协同合作效应，推动未来生物制剂药的市场开发与产品推广，寻求更多国

际合作机会。 

2015 年 2 月，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与 Cynvenio 公司就合资设立公司

签署合同，丽珠试剂出资 6200 万人民币，Cynvenio 以“LiquidBiopsy 专利及相关

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作价 4133 万元出资，共同建立珠海丽珠圣美医疗诊断技术

有限公司，搭建精准医疗业务平台，加快了精准医疗发展步伐。 

6. 北陆药业（300016.SZ）：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9 月，主营业务为对比剂系列、

抗焦虑类中药和降糖类等药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主要收入和利润来自对

比剂系列产品，降糖类产品是公司重要的业务领域之一。此外，自 2014 年 8 月

起，公司涉足精准医疗领域，通过外延式发展参股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美康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纽赛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逐步实现在精准医疗和肿瘤个性化诊疗领域的战略布局。2014 年 8 月，北

陆药业向世和基因增资 3000 万元，认购其增资后 20%的股权。2016 年公司继续

向世和基因增资 3000 万元，共计持有其 22.73%股份。世和基因主要从事与癌症

用药相关的基因检测技术服务业务，包括癌症基因检测、罕见病基因检测、科研

测序等服务和相关技术支持，目前拥有自主研发的 ctDNA 检测技术 Sangtinel，

可用于晚期肺癌、乳腺癌、胃癌和肠癌的检测。 2016 年 9 月，北陆药业以 6500 

万认购芝友医疗 10%股份，芝友医疗的 CTC 检测产品 CTCBIOPSY 已获得 CFDA 

认证。继陆续投资世和基因和芝友医疗后，北陆药业在液体活检领域已经形成了

ctDNA 与 CTC 检测协同发展的局势，结合高基因组测序技术，公司可实现肿瘤

患者早期筛查，影像学及病理学指标诊断配合个性化用药指导，到预后指标实时

动态监测的诊断全流程覆盖，进一步加强公司在肿瘤个性化诊疗领域的战略布局。 

7. 燃石医学 

燃石医学成立于 2014 年，专注于使用二代测序进行肿瘤基因分析。目前公

司已开发出 4 类主要产品，覆盖肿瘤组织检测、肿瘤液体活检、肿瘤易感性筛查、

以及甲状腺结节良恶性判断。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检测 panel 以及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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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生物信息学报告分析系统。液体活检方面，公司使用 Illumin 公司的 NGS 技

术检测 ctDNA，推出了“朗克”检测 8 个与靶向药有关的基因用于指导用药，以

及“朗清”检测 168 个肺癌相关基因用于病情监测。燃石医学的检测产品通常使用

小 panel 对某一种癌症进行检测，小 panel 在检测时间、成本以及针对性上具有

优势。另外，燃石医学开启了非小细胞肺癌大数据计划，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使用 ctDNA 对 168 个相关基因迚行跟踪测序，运用大数据分析斱法，探索基

因变异、用药、及肿瘤进程之间的关系。目前计划仍在病例积累阶段，但已产生

了阶段性成果。计划完成之后获得的大数据将对医生科研、患者用药、制药企业

研发都起到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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