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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筛查：公开所有数据，
势在必行

Screening for prostate cancer: time to put all the data on the table
来源：BMJ 2016;353:i2574 doi: 10.1136/bmj.i2574

Ian Haines 及其同事呼吁获取公共资助的两项主要试验临床数据，以解决围绕检

测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筛查前列腺癌的争论。
一直以来，利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进行前列腺癌筛查的价值存在较
大争议，全球各地指南对此意见不一。来
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泌尿外科协会建
议对 55~69 岁男性进行 PSA 检测 1，而美

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则反对进行类似检查，
并将其列为 D 级推荐，即“中至高度确信

此项工作无明显获益或害处多于好处 2。”
患 者 和 医 生 应 如 何 看 待 、调 和 这 些 分
歧呢？

关键点
对于无症状者进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检测导致过度诊断和治疗，这已成为
一个公共健康问题。
在 3 项公共资助的临床试验中，2 项研究尚
未对公众公开数据。

公 共 资 助 的 临 床 试 验 数 据 ，尤 其 是 关 于
PSA 检测等领域，
应由患者及公众共享。
资助方和期刊应在研究申请和发表阶段设
置限制，
以要求研究者公布未来试验数据。

一方面，转移性前列腺癌给患者造成

极大痛苦，2%~3%的男性在平均年龄 80

岁时因此死亡 3,4，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这一

鉴于 PSA 筛查的收益和风险尚不明确，医
生应向患者详细告知。

情况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现有诊疗方式

例研究数据，才能解答相关问题。然而，

范围（0~4 ng/ml）的人群中 ，前列腺癌发

立查阅。在此，我们呼吁公开另外 2 项欧

存在诸多问题：处于通常意义上 PSA 正常

目前只有美国的 PLCO 试验结果允许独

病率为 20%~25%；过度诊疗十分常见；根

洲的研究数据。

5

治性治疗益处有限；根治性治疗的常见不
良反应，如勃起功能障碍和尿失禁，常给
6,7

患者带来困扰 。
基于如上考虑，针对早期前列腺癌是

否进行筛查或治疗，医生主要依赖 3 项重
要的随机临床试验数据作出判断

8-10

。虽

9

然欧洲前列腺癌随机筛查研究（ERSPC）
和哥德堡试验 数据显示 PSA 筛查具有
10

积极意义，但大规模美国前列腺、肺脏、结

直肠和卵巢（PLCO）试验并未发现类似结

果。应用 PSA 进行前列腺癌筛查的争论

仍在继续，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公开上述病
10

PSA 时代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及
治疗策略
在 PSA 检测成为筛查手段之前，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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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前列腺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在
1982年为79/100 000；
而到2009年，
前列腺

癌发病率增加 144%，
上升至 194/100 000。
2012 年，在澳大利亚有五分之一的 65~

74 岁 男 性 接 受 PSA 筛 查 。 在 过 去 的

30 年 中 ，前 列 腺 癌 所 导 致 的 死 亡 率 由
34/100 000 下降至 31/100 000，并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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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而这大多源于治疗手段的进步，非受益于普
遍 筛 查 和 早 期 发 现 。 也 就 是 说 相 比 于 之 前 ，到

2009 年 时 每 10 000 人 中 增 加 115 例 前 列 腺 癌 患

者，却只能挽救其中的 3 例，这是极大程度上的过
度诊断。

除此之外，PSA 检测同时导致显著的过度治

PSA 筛查仅使前列腺癌死亡风险降低 15%，且结果

无统计学差异。未经分析受试者个体数据的前提
下，尚无法确认 PSA 筛查的任何益处。

我们为何需要公开患者数据？
这些数据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在欧洲进行

疗。每 1 000 例 PSA 检测中，假阳性例数约为 87

例，从而进行不必要的穿刺活检，其中的 28 例可能

的两项研究得出积极结果，使得全世界大量男性接

因此出现中度或重度并发症。每 1 000 例 PSA 检测

可检出 28 例前列腺癌，因为肿瘤进展性尚不明确，

同等风险受试者在治疗方面出现明显不平衡，因此

受规律的 PSA 筛查。但在研究中，筛查组和对照组

25 例将会选择接受根治性治疗（手术或放疗），但

筛查组受试者结局改善是源于筛查本身抑或是上

的 25 例中，7 名患者术后发生持续性勃起功能障碍

全公开，无法独立查阅。对于结果的独立评估已关

很多均为终生无症状性疾病。在接受根治性治疗
和尿失禁，而另外一些则出现慢性肠道症状。现有

证据显示，在低于 85 岁的人群中，1 000 例筛查仅

使得前列腺癌死亡人数减少 2 名，转移性前列腺癌
发生人数减少 2 名。

注到研究的缺陷和偏倚，但研究者在未回答核心问
题之前便中止了类似评估程序 2-14。对于 ERSPC 研
究，具体问题包括：

•在所涉及的 7 个欧洲国家中，试验结果受到既往
PSA 筛查影响的程度如何？

•对照组受试者更多接受雄激素剥夺单一治疗，这

上述 3 项研究结果如何？
表 1 总结了上文所述 3 项公共资金资助研究的

情况。ERSPC 研究结果发表于 2009 年，并在 2014

年得到更新，推荐 PSA 检查作为前列腺癌筛查手
段。该研究将 55~69 岁定义为核心年龄，筛查组

（72 891 人）中有 355 人（0.49%）因前列腺癌死亡，
而对照组（89 352 人）中则为 545 人（0.61%）。作者
据此认为，在 55~69 岁男性中，进行 PSA 筛查使得
前列腺癌死亡风险降低 21%（95%可信区间 0.69~

0.91，P=0.001）。但是，完整分析此项研究的受试

者年龄区间（50~74 岁），而不仅是 55~69 岁区间，
表1

述偏倚仍值得商榷。这两项研究具体数据尚未完

是否会与病死率较高有关？如果是的话，那么这
一偏倚可能影响所有的积极结果。

•不同国家的数据库是否合理？包括芬兰（提供超

过半数的受试者）在内，7 个国家中的 5 个并未发
现统计学差异。

•试验结果显示，55~69 岁年龄区间内，筛查可显

著降低疾病特异性死亡风险达 20%，这一数据是
否有效？为何在所有年龄区间中，风险降低并不
显著？

•某些国家研究者未告知对照组受试者其参与临
床研究，这是否会导致针对筛查组的认识偏倚？

公共资助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为基础的前列腺癌筛查临床研究内容概况
试验名称

比较

人群

对于疾病特异性病死率的
影响

为何需要非确认患者的
数据

ERSPC（由 7 个独立试验数 筛查组：PSA 检测每年 182 000 名 50~74 岁男性入组， 随访 13 年，可降低特异性 需证实是否在 55~69 岁区
据合并）
1 次，
共4次
但 结 果 着 重 报 道 55~69 岁 区 病死率（筛查组 355/72 891， 间和总体人群均可降低病
对照组：
无 PSA 检测*
间受试者
对 照 组 545/89 352；95% CI 死率
0.69~0.91，P=0.001）
哥德堡

PLCO

筛查组：PSA 检测每年 20 000 名 50~64 岁瑞典哥德堡 随访 14 年，可降低特异性 需要确定病死率下降是否
1 次，
共2次
市男性入组（60%受试者同时 病 死 率（筛 查 组 44/1 138， 显著
对照组：
无 PSA 检测
纳入 ERSPC 试验）
对 照 组 78/718；RR 值 为
0.56，95% CI 0.39~0.82，P=
0.002）
筛查组：PSA 检测每年 76 685 名 55~74 岁 美 国 男 性 随访 13 年，未降低特异性 需独立分析患者间异质性
1 次，
共持续 6 年
入组
病死率（筛查组 158/38 340，
对照组：
无 PSA 检测
对照组 145/38 345）

注：*至 1997 年，两个中心亦应用直肠指诊和经直肠超声。CI：可信区间；RR：相对风险；ERSPC：欧洲前列腺癌随机筛查研究；PLCO：前列腺、肺
脏、结直肠和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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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期前列腺癌筛查、调查及治疗的害处，程
度不明确。

研究数据为何尚未公开？
所有科学研究的真实性均需要通过外部独立

调查加以确认。目前，距离 ERSPC 和哥德堡 2 项研

究结果发表已分别过去了 7 年和 5 年，研究者对于
外界公开试验数据的要求一直置若罔闻。

近日，Schroder 及其他作者谈到 ERSPC 试验时

表示：
“研究人员正在就 ERSPC 试验展开进一步分
析，
并将在这些工作结束后公布之前的数据”15。

而对于哥德堡筛查试验，Carlsson 及其团队则

表示研究数据将不会对外界调查开放 16。

如若上述表态成为现实，那么医生将如何向患

者提供最新的建议和指导？鉴于 ERSPC 结果最初

数据提供了法律依据 22。

Krumholz 和 Peterson 曾对于数据分享的诸多问

题进行详细论证 23。而尽管 Lehman 和 Loder 的观点
主要在于缺失数据的处理，但其仍可用于上述 PSA

试验：
“后期回顾性披露每一位参与者的详尽信息
是正确理解治疗手段优劣的重要开端”24。
许多人向癌症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期望他们的
贡献将有助于更快的“治愈”癌症。因此，这类研究
的 结 果 最 终 属 于 大 众 。 此 外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在包括赫尔辛基宣言在内的文件中概括了
若干强制性原因，以解释为何尽快向公众公布临床
试验数据是一项伦理义务 25。

路在何方？
研究者若能及时公开试验数据，除履行了其对

发表于 2009 年，作者应就公布原始数据列出更为

于受试者和资助方的责任，同时也将保证医生和患

详尽的时间表，而不是仅提供一个模糊的终位点，

者无需依据片面数据做出决定。对于未来，我们提

要知道所谓进一步分析可能会持续数年。

出能够依据具体时间框架公布数据是获得公共资

与之态度迥异的是，距最初结果发表不到 4

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便公布了 PLCO 试验的受

试者数据。这些数据可通过癌症数据访问系统门
户网站进行查询 ，其中包括 PSA 筛查结果、受试
17

助的先决条件，而对于中途违背这一协议者，资助
方可以暂停资助，直至其公开研究数据。同样，期
刊编辑也应把保证按计划公布数据作为发表研究
结果的前提 26。

者依从性、对照组筛查污染、诊断情况、并发症、阶

如果对于试验结果的质疑持续存在，而外界始

段性诊断、病理类型、分期、分级、初始治疗及死亡

终无法获取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前列腺癌筛查数

原因。

据，这两项在欧洲进行的试验的可信性将无法确

由此可以看出，公共资金支持的临床试验数据
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公布。如同之前所述，公开患

认。医生在给出 PSA 筛查的意见时，应对其收益和
风险的不确定性加以考虑。

者数据的过程并不费时，不同研究之间无法分享原
始数据“只会让公众进一步认为我们进行临床试验
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服务患者”18。

因此，研究者应按要求在初始结果发表 5 年内

公布临床研究原始结果。

获取公共资助试验数据
ERSPC 和哥德堡试验均由国家和慈善组织支

持，限制这些公共资助的试验数据接受外界监督的
政策显然与资助方初衷相悖。这同样与现行通用
的外部监督调查常规和国际政策相违背 19,20。此
外，许多影响力极大的医学期刊也并不提倡这一做
法。欧洲医学组织（EMA）政策指出“试验数据可自
由用于对该研究进一步的分析”21，这一政策促进
了临床试验数据公开化，并为欧盟范围内公布此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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