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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名稱 

癌症中基因組改變之基於非侵入性血液的檢測 

NON-INVASIVE BLOOD BASED MONITORING OF GENOMIC ALTERATIONS IN CANCER 
(57)摘要

本發明提供檢測細胞游離核酸的方法。該方法包含：自已知患有癌症的受試者獲得血漿樣本 ， 

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為特徵；從自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核酸； 

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樣本中的看家基因 

及/或總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 

斥突變之第一突變的量；及在報告中指示當(a)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 

總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及(b)第一突變量與對照量相比增長時，受試者具有第一突變，其中對 

照量藉由以下步驟決定：使用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量 

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自對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對照細胞游離核 

酸中的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者已知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

The invention provides methods to monitor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The method comprises obtaining a 
plasma sample from a subj ect known to have a cancer characterized by a pair of mutually exclusive mutations 
specific to the cancer; isolating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from the plasma sample obtained from the subject; 
measuring the amount a housekeeping gene and/or total DNA in the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the 
plasma sample to confirm that the amount of housekeeping gene and/or total DNA in the sample is within 
a selected range; measuring the amount of a first of the pair of mutually exclusive mutations specific to the 
cancer in the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the plasma sample; and indicating in a report that the 
subject has the first mutation when (a) the amount of the housekeeping gene and/or total DNA in the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the plasma sample is within the selected range and (b) the amount of the 
first mutation is increased as compared to a control amount, wherein the control amount is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the apparent amount of the first mutation in control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plasma 
samples obtained from control subj ects known to have the second of the pair of mutually exclusive mu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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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to the cancer using measuring condition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ose used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the first mutation in the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the plasma sample from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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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中文庚文）

癌症中基因組改變之基於非侵入性血液的檢測

NON-INVASIVE BLOOD BASED MONITORING OF GENOMIC 
ALTERATIONS IN CANCER

【相關申請案】

【0001】 本申請案根據美國專利法主張於2013年10月10 S 

提交申請之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第61/889,148號及於2013年 

6月11日提交申請之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第61/833,556號之 

優先權，上述臨時專利申請案之各者全部倂入本文。

聯邦政府資助硏究

【0002】 本發明係在美國國家癌症硏究所SPORE授權P50 

CA090578及美國國立衛生硏究院授權R01CA135257的政府 

支持下完成。因此，聯邦政府對本發明具有某些權利。

【技般域】

【0003】 本發明大體而言係關於癌症。更特定言之，本發明 

係關於檢測細胞游離DNA之方法以便執行疾病檢測及藥物功 

效之藥效評估。

［先前技術］

【0004】 癌症仍爲主要的健康關注點。儘管對癌症之許多態 

樣的理解增加，但是對於癌症治療可用的方法依舊鮮有成 

就。現用癌症療法中的主要限制係對癌症中回應於療法的分 

子變化缺乏理解。此對於諸如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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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變肺癌或BRAF突變黑素瘤之 

癌症特別典型，在該等癌症中儘管埃羅替尼或維羅非尼具有 

初期顯著的臨床療效，但是在所有患者中最終會發展出對該 

等靶向療法的抗藥性。理解此抗藥性何時發生及如何發生可 

幫助導引後續治療性選擇。

【0005】基因型導向癌症護理之挑戰大部分由不能從同一患 

者中反復獲取活組織檢查造成。因此，需要使用體液（諸如 

血液）執行腫瘤之基因分型。然而，血液具有極低濃度之所 

感興趣的DNA片段（衍生自腫瘤），使得需要高敏感性測定。 

該等測定具有眾多限制，包括低特異性（亦即，假陽性）。 

假使習知腫瘤基因分型確實具有成爲假陰性的幾率，則高敏 

感性測定的另一挑戰在於識別「金標準」野生型群體。因此， 

技術中需要高靈敏度、高特異性測定，以便偵測癌症之分子 

標記。

【發明內容】

【0006】在一些態樣中，本發明係關於藉由腫瘤細胞進入體 

液中的細胞游離核酸具有診斷及預後性效用之發現。本發明 

之發明人已生成控制平臺，該控制平臺允許準確決定個體是 

否攜帶所感興趣的突變，或所獲得之結果是否爲量測測定之 

人爲錯失（artifact） ο此平臺基於兩個槪念：⑴品質控制步驟及 

（ϋ）「金標準」對照群體。根據本發明之一個態樣，提供一種 

檢測細胞游離DNA之方法。該方法包含：自已知患有癌症的 

受試者獲得血漿樣本，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 

變爲特徵；從自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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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 

總DNA的量，以確認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 

於選定範圍內；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 

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的量；及在報告中指示當（a） 

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 

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及（b）第一突變量與對照量相比增長時， 

受試者具有第一突變，其中對照量藉由以下步驟決定：使用 

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 

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來自 

對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 

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者已知具有特定於癌症之該 

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

【0007】 根據本發明之一些態樣，提供一種檢測細胞游離 

DNA之方法。該方法包含：自已知患有癌症的受試者獲得血 

漿樣本，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從 

自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核酸；量測從血漿 

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 

確認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量 

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 

突變之第一突變的量；及使用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 

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 

質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自對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 

之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 

者已知具有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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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例中，該方法進一步包含：在報告中指示當（a）從血漿樣 

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於 

選定範圍內及（b）第一突變量與對照量相比增長時，受試者具 

有第一突變。

【0008】在一些實施例中，在向受試者施用抗癌療法之前及 

之後量測第一突變量。在一些實施例中，重複樣本收集、分 

離及量測步驟以便檢測隨時間推移的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 

在一些實施例中1突變量減少指示癌症正在穩定或減少。在 

一些實施例中，突變量增長指示癌症正在增長。在一些實施 

例中-在以下樣本中量測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a）在受試者 

接受抗癌療法前自受試者獲得之第一樣本中；及（b）在受試者 

接受抗癌療法後自受試者獲得之第二樣本中。

【0009】 根據本發明之一些態樣，提供一種治療癌症之方 

法。該方法包含：自已知患有癌症的受試者獲得血漿樣本， 

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從自受試者 

獲得之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核酸；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 

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樣本 

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量測從血漿 

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 

一突變的量；使用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 

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量 

測條件量測從自對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對照細胞 

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者已知具有 

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及當（a）從血漿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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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於選 

定範圍內及（b）第一突變量與對照量相比增長時，用抗癌療法 

治療受試者。

【0010】在一些實施例中，在向受試者施用抗癌療法之前及 

之後量測第一突變量。在一些實施例中，重複樣本收集、分 

離及量測步驟以便檢測隨時間推移的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 

在一些實施例中，當突變量隨時間推移減少時，保持施用抗 

癌療法。在一些實施例中，當突變量隨時間推移增長時，以 

更高劑量施用抗癌療法或改變抗癌療法。在一些實施例中， 

在以下樣本中量測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a）在受試者接受抗 

癌療法前自受試者獲得之第一樣本中；及（b）在受試者接受抗 

癌療法後自受試者獲得之第二樣本中。

【0011】 根據本發明之一些態樣，提供一種檢測抗癌療法之 

功效的方法。該方法包含：向已知患有癌症的受試者施用抗 

癌療法，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自 

受試者獲得血漿樣本；從自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中分離細 

胞游離核酸；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 

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 

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 

核酸中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的量；及使用 

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 

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自對 

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 

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者已知具有特定於癌症之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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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

【0012】在一些實施例中，在向受試者施用抗癌療法之前及 

之後量測第一突變量。在一些實施例中，重複樣本收集、分 

離及量測步驟以便檢測隨時間推移的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 

在一些實施例中，當突變量隨時間推移減少時，抗癌療法爲 

有效。在一些實施例中，當突變量隨時間推移增長時，抗癌 

療法並非有效。在一些實施例中，在以下樣本中量測受試者 

之第一突變量：(a)在受試者接受抗癌療法前自受試者獲得之 

第一樣本中；及(b)在受試者接受抗癌療法後自受試者獲得之 

第二樣本中。

【0013】 除非另有指示，以下實施例同等應用於本文所闡述 

之本發明之各種態樣。

【0014】 在一些實施例中，藉由定量PCR執行以下之量測： 

(a)從自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 

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及(b)從對照血漿樣本分離 

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血漿樣本 

自已知具有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的對照受 

試者獲得。

【0015】 在一些實施例中 > 癌症係肺癌。在一些實施例中> 

該對互斥突變包含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及大鼠肉瘤 

(Rat sarcoma; RAS)突變。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對互斥突變包 

含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及v-Ki-ras2 Kirsten大鼠肉 

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變。在一些實施例中，EGFR 

突變選自由以下組成之群組：L85 8R、T790M、L861Q、G719S '

PI-20248.doc 6 S



201534732

缺失19 (Del 19)及外顯子20插入。在一些實施例中，KRAS 

突變係G12C。

【0016】 在一些實施例中，癌症係結腸癌。在一些實施例中， 

該對互斥突變包含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1 

(BRAF)突變及大鼠肉瘤(RAS)突變。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對互 

斥突變包含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 (BRAF)突變 

及v-Ki-ras2 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 

變。在一些實施例中，BRAF突變係 V600E。

【0017】 在一些實施例中，癌症係黑素瘤。在一些實施例中， 

該對互斥突變包含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1 

(BRAF)突變及大鼠肉瘤(RAS)突變。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對互 

斥突變包含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 (BRAF)突變 

及神經母細胞瘤RAS病毒(v-ras)癌基因同源物(NRAS)突變。

【0018】 在一些實施例中，藉由數位液滴PCR量測特定於癌 

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的量。在一些實施例中，藉由 

以下步驟決定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的量 ： 

製備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之至少2倍連續稀釋 

物；使用數位液滴PCR量測該至少2倍連續稀釋物中的第一 

突變量；及評估所量測之稀釋物之線性度以確認方法之準確 

性。

【0019】 在一些實施例中，藉由微陣列、下一代測序、化學 

發光方法、螢光方法、數位偵測及質譜分析法(MALDI-TOF) 

執行以下之量測：(a)從自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 

游離核酸中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及(b)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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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之表觀量 ， 

該等對照血漿樣本自已知具有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 

第二突變的對照受試者獲得。

【0020】本發明之各限制可含有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因 

此，應期望，可在本發明之各個態樣中包括涉及任一元素或 

元素之組合的本發明之各限制。本發明在應用中並不受限於 

以下描述中所闡述或在圖式中所圖示的結構及組件排列之細 

節。本發明能夠允許其他實施例或能夠以各種方式實踐或實 

施。又，本文所使用之用詞及術語係出於描述之目的且不應 

視爲限制性。在本文中，使用「包括」、「包含」或「具有」、

「含有」、「涉及」及上述之變型意謂含有此後所列出之項 

目及項目之等效物以及額外項目。

【0021】 參看【實施方式】將使得本發明之該等及其他態樣 

以及各種優勢及效用顯而易見。本發明之各個態樣可含有各 

種實施例 ' 如應將理解的。

【0022】本申請案中所識別之所有文件以引用之方式全部倂 

入本文。

［圖式簡單說明］

【0023】 第1圖圖示如先前技術中已知的數位液滴PCR之原 

理。數位液滴PCR (Digital droplet PCR; ddPCR)利用了微流體 

及界面活性劑化學品的最新發展。將反應混合物分成約20000 

滴液滴 ' 該等液滴被PCR擴增、PCR後螢光標記及在自動化 

液滴流式細胞儀中讀取。基於液滴螢光強度對各個液滴指派 

陽性及陰性(1或0)値。藉由流式細胞儀讀取陽性及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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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使用該量計算濃度及95%帕松置信水平。

【0024】 第2圖圖示本文所描述之測定之一實施例之診斷準 

確性。在具有基因型不重疊的KRAS突變NSCLC的患者之血 

漿中測試EGFR突變。可認爲在此群體中所偵測的EGFR突 

變之低濃度處於分析特異性的「正常範圍」（第2A圖及第 

2B圖）。反之，硏發KRAS G12C測定及執行相同的特異性 

測試（針對EGFR及KRAS突變患者血漿中的KRAS G12C突 

變之測定）（第2C圖）。

【0025】第3A圖論證品質控制平臺經硏發以經由檢測影響 

DNA數量、品質及純度的因素最佳化血漿DNA基因分型之敏 

感性。藉由量測看家基因（Linel）之濃度，測定樣本之DNA數 

量。Line-Ι量大於50000 pg/μΣ指示次最佳樣本製備且從而影 

響DNA數量、品質及純度。Line-Ι量低於某一閩値（在此情 

況中，低於50 pg®L）指示輸入材料過少。第3B圖圖示Line-1 

DNA量與血漿中的總DNA量相關。

【0026】 第4圖圖示初步資料論證cfDNA基因分型允許非侵 

入性檢測接受療法之肺癌患者的回應。在第4A圖中，患者接 

受治療但腫瘤繼續發展，而實例B中的患者接受治療並且治 

療見效。

【0027】 第5圖論證抗性突變（在此情況中爲EGFR T790M） 

之演化的檢測。用EGFR靶向療法開始治療之患有EGFR突 

變肺癌的患者經歷對EGFR外顯子19及EGFR T790M血漿基 

因型之連續檢測。治療見效的患者具有血漿基因型之正常 

化。當抗性發展時，原始EGFR突變再次被偵測到（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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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偵測到新型的T790M抗性突變（實線）。在症狀惡化時 

患者腫瘤之基因分型亦論證爲後天性T790M抗性突變。有趣 

的是5在臨床症狀惡化（clinical progression）之前的8周偵測 

血漿T790M ο該等發現表明，當抗性發展時，連續cfDNA基 

因分型可允許檢測回應以及評估新型突變（第5A圖）。後天 

抗性（第5A圖中的實線）的訊號可用於導引使用第二代療法 

的治療（第5B圖中所論證）。在彼情況下，抗性生物標記被 

用於改變治療及在治療後變成標記來檢測治療是否起作用

（類似於第5A圖中的虛線）。

【0028】 第6圖圖示生物標記之更多組合。

【0029】 第7圖圖示數位液滴PCR中所涉及的步驟。

[0030】 第8圖圖示EGFR缺失1 9 ddPCR測定。

[0031】 第9圖論證使用針對EGFR L858R（第9A圖）、EGFR 

外顯子19缺失（第9B圖）及KRAS G12C （第9C圖）的測 

定偵測金標準陽性及陰性群體中的突變等位基因。亦圖示受 

試者工作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urves）（第 9D 圖、第 9E 圖、 

第9F圖）。藉由硏究具有不重疊基因型的肺癌患者之血漿 ， 

EGFR測定的正常範圍經識別爲每100 μL之cfDNA中L858R 

之0-2個複本及外顯子19缺失之0-12個複本。設定陽性的聞 

値處於此正常範圍以上，各個測定具有在100%特異性下的 

66%-79%範圍內之敏感性。

[0032】 第10圖圖示血漿DNA量化以最佳化敏感性。第10A 

圖論證針對LINE-1的定量PCR可量化cfDNA濃度且與使用 

PicoGreen的量化高度相關。硏究金標準陽性病例中的基因型

PI-20248.doc 10 S



201534732

濃度，假陰性結果全部具有低水平或者高水平之LINE-1 （第 

10B圖）。當cfDNA濃度爲最佳時，敏感性爲100%，LINE-1 

水平處於3000 pg/μΕ與650000 pg/μΕ之間（虛線）。球形表 

示EGFR突變病例及正方形表示KRAS突變病例。

【0033】第11圖論證針對疾病檢測的血漿基因型之連續量 

測。在一些病例中可見寬動態範圍（第11A圖、第11B圖）。 

在目標腫瘤縮小的病例中（第11A圖、第11D圖）及在沒有 

可量測疾病的症狀回應的病例中（第11B圖、第11C圖）皆 

可見血漿基因型的減少。倂發EGFR L858R （第11A圖，實 

線）及T790M （第11A圖，虛線）突變趨向平行。

【0034】 第12圖圖示在目標進展前接受一線埃羅替尼治療 

之9位患者（第12A圖至第121圖）中的血漿內EGFR突變 

水平。在所有患者中，回應於治療，血漿內EGFR敏感化突 

變之水平（實線）下降，其中8位患者（第12B圖至第121 

圖）具有全血漿回應。在6位患者中，在目標進展前的至多4 

個月再度出現血漿基因型水平，且亦偵測到較低濃度之 

T790M （虛線）。在3位患者（第12G圖至第121圖）中， 

在RECIST進程（PD）中未偵測到血漿基因型；所有3位患者僅 

在胸部具有緩慢腫瘤發展。

【0035】 第13圖圖示ddPCR測定特徵。隨著樣本輸入增長， 

對於L858R測定（第13A圖）及外顯子19缺失測定（第13B 

圖）兩者的複本輸出以線性方式跨寬動態範圍增長。對 

1000 及 50000 基因組當量（genome equivalents; GE）之背景下 

的EGFR突變之10及50個複本進行測試，L85 8R測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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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圖）論證了比外顯子19缺失測定（第13D圖）更加一致 

的敏感性。

【0036】 第14圖論證來自患有晩期黑素瘤的患者之cfDNA 

中的BRAF V600E之偵測。1突變/100 gL DNA之閩値產生 

8 6%敏感性及100%特異性。

【0037】 第15圖圖示ddPCR測定之日間及日內變化。（第 

15A圖）在三個非連續日一式三份測定每個反應中範圍自10 

至10000個T790M突變複本的相同連續稀釋物。變體之百分 

比係數在日內介於12.2%與21.4%之間及在日間介於15.9%與 

32.2%之間。（第15B圖）在同一日對含有T790M突變的1、 

2 ' 10或20個複本之樣本之技術重複測定32次。結果顯示 

ddPCR展現帕松分佈的單分子偵測。

【0038】 第16圖圖示NSCLC患者中的EGFR突變濃度。（第 

16A圖）在沒有回應跡象的患者中，血漿基因型濃度爲穩定 

或增長。（第16B圖）在對治療作出至少輕微回應的患者中 

血漿基因型濃度2減小1773倍之平均値。】輕微回應界定 

爲在初期再分期CT掃描上的腫瘤質量減小＞10%。$取決於個 

別患者基因型包括EGFR外顯子19缺失及L858R兩者。'將 

可偵測EGFR突變的閩値設定爲0.5個複本/mL以便連續檢 

測。

【實施方式】

【0039】本申請案係關於用於決定有機體之生理狀態的細胞 

游離DNA （cell free DNA; cfDNA）之分析及檢測，以針對早期 

疾病偵測檢測藥物功效及藥動學，以及以在此類分析中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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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識別分子之分子標記及指紋來導引治療。本發明之方法提 

供基於非侵入性血液的定量測定以執行疾病診斷、檢測及藥 

物功效之藥效評估。本發明具有目前在臨床實踐中尙未實現 

的眾多優勢。第一，本發明允許對各個受試者連續取樣（亦 

即，在不同時間處對來自受試者之血液相繼取樣）。舉例而 

言，可在療法期間及/或受試者已接受任何療法之前及之後的 

不同時間處自受試者收集樣本。第二，本發明使得受試者腫 

瘤與治療性介入之間能夠直接匹配（亦即，由腫瘤基因型導 

引抗癌療法之選擇）。第三，本發明對不同癌症型廣泛可用。 

本文所描述之測定爲高度特異的（亦即，藉由限制假陽性允 

許臨床可作用結果）、定量的（亦即，具有用以檢測對治療 

的回應之潛能）及快速的（亦即，允許1-3天之總周轉時間 

（turnaround time; TAT））。

【0040】本發明基於腫瘤細胞釋放細胞游離核酸進入體液 

（諸如血液）中的發現。此腫瘤相關的細胞游離DNA具有診 

斷及預後性效用，且可用於非侵入性腫瘤基因分型，從而消 

除對反復腫瘤活組織檢查的需要。然而，由於該等細胞游離 

核酸少量存在於體液中，難以準確偵測該等核酸中的基因組 

生物標記作爲腫瘤診斷及進展之替代物，導致高比例之假陽 

性及假陰性結果。另外，自體液分離細胞游離DNA的過程可 

引發細胞游離DNA損失及存在於體液中的細胞所釋放之 

DNA污染。此通常造成較長處理時間、複雜的處理方法、較 

高成本，且更重要地，造成較低敏感性、特異性及稠度。

【0041】本發明之發明人已藉由生成控制平臺解決該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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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該控制平臺允許準確決定個體是否攜帶所感興趣的突變 

或所獲得之結果是否爲量測測定之假像。此平臺基於兩個槪 

念：⑴品質控制步驟及（ii）「金標準」對照群體。品質控制步 

驟識別及使用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之範圍來確認經分 

離之細胞游離核酸具有充足數量、品質及/或純度，從而確保 

所描述方法之敏感性。「金標準」對照群體係患有一癌症的 

受試者，該受試者具有不存在於測試癌症群體中的突變。作 

爲金標準對照組的此群體具有兩個特徵。第一，認識到可相 

對於正常群體修改癌症受試者之血液，且因此對照群體在彼 

方面與測試群體類似。第二，充分利用許多腫瘤展示出在癌 

症受試者中不重疊之互斥基因突變的事實。因此，針對任何 

給定對之互斥突變，存在具有（或懷疑具有）該對突變之第 

一突變的測試受試者及已知具有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的 

「對照受試者」，但事實上該等受試者本應具有零量的該對 

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因爲第一突變與第二突變不同時發 

生）。已發現，僅具有第二突變的該等對照受試者在測定中 

可具有背景活性，該背景活性被讀取爲仿佛亦存在第一突 

變。本發明藉由使得彼等受試者成爲對照受試者來利用此情 

況。該等對照受試者具有類似癌症及在該等對照受試者中所 

量測之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表示「正常範圍」或「對照量」。 

鹹信對照量係量測測定中的任何假像或背景干擾之極好措 

施。

【0042】 根據本發明之一些態樣，提供檢測細胞游離DNA 

（cfDNA）之方法。在一些實施例中，術語「cfDNA」與「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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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ctDNA）可互換使用。該等方法包含：自已知患有癌症 

的受試者獲得血漿樣本，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 

突變爲特徵；從自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核 

酸；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 

總DNA的量，以確認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 

於選定範圍內；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 

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的量；及在報告中指示當（a） 

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 

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及（b）第一突變量與對照量相比增長時 ， 

受試者具有第一突變，其中對照量藉由以下步驟決定：使用 

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 

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對照 

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 

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者已知具有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 

斥突變之第二突變。

【0043】 在體液中循環的細胞游離核酸（諸如細胞外DNA片 

段及mRNA）係癌症的分子生物標記。與自凋亡細胞所釋放 

之均勻截斷DNA不同，由於壞死、生理性死亡、分泌或破碎， 

自癌細胞所釋放之DNA大小各有不同及顯示出腫瘤相關特 

徵，諸如減小的鏈穩定性、癌基因及腫瘤抑制基因突變、微 

衛星變異及基因高甲基化。偵測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癌症相關 

突變在臨床上對診斷及管控癌症有用。

【0044】 如本文所使用，「特定於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意 

謂在癌症受試者中不重疊的一對突變。許多腫瘤分析項目已

PI-20248.doc 15



201534732

在許多患者中觀察到互斥基因組改變一一舉例而言，在肺癌 

中EGFR及KRAS突變，但沒有患者同時存在該兩種基因病 

變。其他癌症型的額外非限制性實例包括：結腸癌中BRAF 

與KRAS突變（兩者皆包括在共用RAS/RAF信號通路中）之 

間的互斥性；黑素瘤中BRAF與NRAS突變之間的互斥性； 

結直腸癌中APC與CTNNB1突變（兩者皆包含在/3 -連環蛋 

白信號通路中）之間的互斥性；神經膠母細胞瘤中TP53突變 

及 MDM2複本數目擴增之間的互斥性；及漿液卵巢癌中 

BRCA1/2突變與BRCA1後生遺傳沉默之間的互斥性（The 

Cancer Genome Atlas Research Network 2011 ； Ciriell 等人，

Genome Research 2011 ；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Research 

Network 2008 ）。在 Cui Q, PLoS One. 2010 中描述互斥突變 

之其他實例。

【0045】以特定於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的癌症係具有 

一對互斥突變的癌症。在一些實施例中，該等突變係「運輸 

型」突變（passenger mutation）（亦即，該等突變在功能上爲中 

性及不促進腫瘤發展）。在較佳實施例中，該等突變係「驅 

動」突變（亦即，該等突變促進腫瘤發生）。癌症之非限制 

性實例包括肺癌、結腸癌、黑素瘤、卵巢癌、乳癌、神經膠 

母細胞瘤、甲狀腺癌及前列腺癌。

【0046】 在一些實施例中，癌症係肺癌，且該對互斥突變包 

含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及v-Ki-ras2 Kirsten大鼠肉 

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變。在一些實施例中，EGFR 

突變選自由以下組成之群組：位置858處的白胺酸（L）至精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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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R）置換（L858R）、位置790處的蘇胺酸（T）至甲硫胺酸（Μ） 

置換（Τ790Μ）、位置861處的白胺酸（L）至魅醯胺酸（Q）置換 

（L861Q）、位置719處的甘胺酸（G）至絲胺酸（S）置換（G719S）、 

外顯子19缺失（缺失19）及外顯子20插入。在一些實施例 

中，KRAS突變係位置12處的甘胺酸（G）至半胱胺酸（C）置換 

（G12C）。

【0047】 在一些實施例中，癌症係結腸癌，且該對互斥突變 

包含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 （BRAF）突變及 

v-Ki-ras2 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變。在 

一些實施例中'BRAF突變係位置600處的額胺酸（V）至魅胺 

酸（E）置換（V600E）。

【0048】 在一些實施例中，癌症係黑素瘤，及該對互斥突變 

包含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 （BRAF）突變及神經 

母細胞瘤RAS病毒（v-ras）癌基因同源物（NRAS）突變。

【0049】 本文所使用之「受試者」指人類或動物，包括所有 

脊椎動物（例如，諸如靈長類動物（特別是較高等靈長類動 

物）之哺乳動物、綿羊、犬、齧齒動物（例如，小鼠或大鼠）、 

豚鼠、山羊、豬、貓、兔及牛等等）。通常，受試者係人類， 

且使用技術中已知的任何適宜診斷方法診斷出該受試者患有 

癌症。舉例而言，可使用以下技術中的一或更多者診斷受試 

者患有癌症：組織病理學、影像測試及血液測試。一旦已診 

斷出受試者患有癌症，癌症型將決定是否可使用本發明檢測 

細胞游離核酸。因此，對癌症是否以特定於癌症之一對互斥 

突變爲特徵（亦即，受試者是否具有特定於癌症之一對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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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變的基因突變）作出額外決定。可使用技術中已知的任何 

適宜診斷方法（例如，藉由腫瘤基因分型）決定突變之存在。

【0050】在一些實施例中，在本文所描述之方法中可使用含 

有由癌細胞釋放之細胞游離DNA的任何體液樣本。此類體液 

之實例包括（但不限於）血液（血清/血漿）、骨髓（血清/ 

血漿）、腦脊髓液、腹膜液、胸膜液、淋巴液、腹水、漿液、 

痰、淚液、糞便、尿、唾液、來自胸部的導管液、胃液及胰 

液。在一些實施例中，所使用之樣本係血液。在較佳實施例 

中，所使用之樣本係血清或血漿。在一些較佳實施例中-所 

使用之樣本係血漿。對於血漿中的細胞游離DNA，人類樣本 

中的濃度範圍可自1至100 ng/ml。

【0051】可使用技術中已知的任何標準方法收集體液。自受 

試者獲得血漿樣本意謂佔有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在一些實施 

例中，可由醫學實踐者（例如，醫生、護士或臨床實驗室實 

踐者）自受試者移出血漿樣本，及隨後將血漿樣本提供給執 

行本文所描述之測定之量測步驟的人員。可將血漿樣本由受 

試者或由醫學實踐者（例如，醫生、護士或臨床實驗室實踐 

者）提供給執行量測步驟的人員。在一些實施例中，執行量 

測步驟的人員藉由自受試者移出血液樣本及自血液樣本分離 

血漿而自受試者獲得血漿樣本。

【0052】可使用技術中已知的任何方法從體液/血漿樣本分 

離生物/血漿樣本中的細胞游離DNA °舉例而言 > 可藉由離心 

及/或過濾自體液移出潛在污染細胞。可（例如，藉由蛋白酶 

K消化）移出可干擾細胞游離DNA之偵測的蛋白質。在自體 

PI-20248.doc 18



201534732

液移出細胞及蛋白質後，可使用技術中已知的任何方法進一 

步純化細胞游離DNA。舉例而言，可用醇中所沉澱之苯酚萃 

取細胞游離DNA，並溶解於含水溶劑中。

【0053】 自體液分離細胞游離DNA可引發DNA損失及存在 

於體液中的細胞所釋放之DNA污染。此通常造成較長處理時 

間、複雜的處理方法、較高成本及較低敏感性、特異性及稠 

度。本發明之發明人已硏發品質控制平臺以最佳化本文所描 

述之細胞游離腫瘤DNA測定之調用標準。因此，作爲品質控 

制步驟，本文所描述之方法使用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確 

認經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具有充足數量、品質及/或純度，以 

便確保所描述方法之敏感性爲準確。看家基因係典型組成型 

基因，該等基因係維持基本細胞功能所需，且在正常及病理 

生理學條件下在有機體之所有細胞中表達。看家基因之非限 

制性實例包括Linel、GAPDH、HSP90、β -肌動蛋白及Β -2- 

微球蛋白。藉由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 

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及確認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 

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來測定樣本之品質。看家基因及/ 

或總DNA的量比選定範圍更高指示次最佳樣本製備及血液裂 

解，該血液裂解影響DNA數量、品質及/或純度。比選定範圍 

更低的量指示輸入材料過少。熟習此項技術者可使用技術中 

已知的方法決定「選定範圍」。在一些實施例中，看家基因 

爲Linel及選定範圍介於100000 pg/μΐ與10 pg/μΐ之間。在一 

些實施例中5看家基因爲Linel及選定範圍介於75000 pg/μΐ 

與25 pg/μΐ之間。在較佳實施例中'看家基因爲Linel及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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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介於50000 pg/μΐ與50 pg/μΐ之間。可在本文所描述方法 

之其他量測步驟之前、之後或同時執行此品質控制步驟。

【0054】 可使用技術中熟知的眾多方法（例如，定量PCR 

（qPCR）、微陣列、下一代測序或基於凝膠電泳的比色偵測測 

定，該等比色測定諸如化學發光方法、螢光方法、數位偵測 

及質譜分析法（例如，MALDI-TOF））決定⑴看家基因及/ 

或總DNA的量及（ii）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 

一突變量。在一較佳實施例中，使用qPCR，因爲qPCR允許 

PCR產物之常規且可靠的量化。在一些較佳實施例中，使用 

數位液滴PCR決定⑴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及（ii）從血漿 

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量。數位液滴PCR 

（ddPCR）所提供的基本優勢在於（a）動態範圍內的增長，（b）偵 

測模板DNA中的細小變化之精確性改良，（c）容許大範圍擴增 

效率的能力，及（d）量測絕對DNA濃度的能力。

【0055】 藉由以下步驟決定「對照量」：量測從血漿樣本分 

離之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血漿樣 

本自已知具有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的對照 

受試者獲得。在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 

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條件 

下量測對照量。由於該對互斥突變在癌症受試者中不重疊 ， 

自已知具有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的對照受 

試者獲得之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量預計爲零（因 

爲第一突變與第二突變並不同時發生）。然而，所使用之量 

化測定及量測條件可導致偵測已知具有第二突變之受試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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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突變之表觀量或表面量。因此，僅具有第二突變的該 

等對照受試者在測定中可具有背景活性，該背景活性被讀取 

爲仿佛亦存在第一突變。該等對照受試者具有類似癌症及在 

該等對照受試者中所量測之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表示「正 

常範圍」或「對照量」。鹹信對照量係量測測定中的任何假 

像或背景干擾之極好措施。舉例而言，來自具有KRAS突變 

非小細胞肺癌的受試者之血漿樣本中的細胞游離DNA中的 

EGFR突變量預計爲零，因爲EGFR突變與KRAS突變在肺癌 

中不重疊。然而，在患有KRAS突變肺癌的受試者中偵測到 

存在極少量EGFR突變，指示此爲特異性的「正常範圍」（第 

2圖），表示量測測定中的假像或背景干擾。在一些實施例中， 

源於KRAS突變癌症之L858R及缺失19突變的對照量爲0-10 

及0-1個複本/ml °

【0056】 指示分析之結果（亦即，當（a）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 

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 

及（b）第一突變量與對照量相比增長時，受試者具有第一突變） 

的有形或電子報告及關於該分析的任何其他資訊可視情況生 

成作爲分析的一部分（在本文中可互換地指示爲「提供」報 

告、「產生」報告或「生成」報告）。報告之實例可包括（但 

不限於）以紙質（諸如測試結果之電腦生成列印輸出）或等 

效形式呈現的報告及儲存於電腦可讀取媒體（諸如CD、電腦 

硬碟或電腦網路伺服器等等）上的報告。報告（特別是儲存 

於電腦可讀取媒體上的彼等報告）可爲資料庫（諸如患者記 

錄之資料庫，該資料庫可爲具有安全特徵的「安全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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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安全特徵限制對報告之存取，諸如僅允許患者及患者之 

醫學實踐者檢視報告（舉例而言））的一部分。

【0057】 可進一步傳輸、交流或彙報（本文可互換使用該等 

術語）報告至諸如受測試之受試者、醫學實踐者（例如，醫 

生、護士、臨床實驗室實踐者、基因顧問等等）、保健組織、 

臨床實驗室及/或意欲檢視或擁有報告的任何其他方。基於報 

告之形式，可藉由技術中已知的任何手段執行「傳輸」或「交 

流」報告之動作，且該動作包括口頭傳輸及非口頭傳輸兩者。 

此外，「傳輸」或「交流」報告可包括傳送報告（「推送」） 

及/或撷取（「獲得（pull）」）報告。舉例而言，可藉由以 

下手段傳輸/交流報告：在各方之間實體移送報告（諸如針對 

紙質形式的報告），諸如藉由自一方實體傳送至另一方；或 

藉由電子或以訊號形式傳輸報告（例如，經由電子郵件或在 

網際網路上，藉由傳真及/或藉由技術中已知的任何有線或無 

線通訊方法），諸如藉由自儲存於電腦網路伺服器上的資料 

庫摄取等等。

【0058】在一些實施例中，藉由以下步驟決定⑴看家基因及/ 

或總DNA的量及（ii）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 

的量：製備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的至少2倍連續 

稀釋物；使用數位液滴PCR量測⑴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 

量及（ii）至少2倍連續稀釋物中的第一突變量；及評估所量測 

之稀釋物之線性度以確認方法之準確性。稀釋物之線性度指 

示分析方法在測定範圍內獲得測試結果之能力，該等測試結 

果接近於稀釋樣本中的突變之預期量。線性度係藉由針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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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濃度對比觀察濃度之線性回歸的r平方（/決定係數或r相 

關係數）値來量測。

【0059】在一些實施例中 > 在向受試者施用抗癌療法之前及 

之後量測第一突變量。如本文所使用，「抗癌療法」指將減 

少癌症之嚴重性或至少部分地消除癌症作爲目標的任何療 

法。或者，「抗癌療法」指將減少癌症轉移或至少部分地消 

除癌症轉移作爲目標的任何療法。抗癌療法包括化學療法、 

放射、手術及該等與其他治療性選擇之一些組合。在一些實 

施例中，向受試者施用靶向至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 

第一突變的療法。

【0060】 在一些實施例中，反復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 

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及（b）第一突變量以 

便檢測隨時間推移的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在一些實施例 

中，在受試者已接受任何抗癌療法前自受試者獲得之第一樣 

本中及在受試者已接受抗癌療法後自受試者獲得之第二樣本 

中量測第一突變量。在一些實施例中，第一突變量隨時間推 

移減少指示癌症正在穩定或減少。在一些實施例中，第一突 

變量隨時間推移增長指示癌症正在增長 。

【0061】 根據本發明之一些態樣，提供一種檢測抗癌療法之 

功效的方法。該方法包含：向已知患有癌症的受試者施用 

抗癌療法，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 ； 

自受試者獲得血漿樣本；從自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中分離 

細胞游離核酸；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 

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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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 

核酸中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的量；及使用 

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 

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自對 

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 

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者已知具有特定於癌症之該對 

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

【0062】在一些實施例中，在向受試者施用抗癌療法之前及 

之後量測第一突變量。在一些實施例中，重複量測步驟以便 

檢測隨時間推移的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當突變量隨時間推 

移減少時，認爲抗癌療法有效（亦即，成功產生所欲結果）。 

當突變量隨時間推移增長時，認爲抗癌療法並非有效（亦即， 

未成功產生所欲結果）。在一些實施例中，在以下樣本中量 

測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a）在受試者接受抗癌療法前自受試 

者獲得之第一樣本中；及（b）在受試者接受抗癌療法後自受試 

者獲得之第二樣本中。

【0063】 根據本發明之一些態樣，提供一種治療癌症之方 

法。該方法包含：自已知患有癌症的受試者獲得血漿樣本， 

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從自受試者 

獲得之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核酸；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 

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樣本 

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量測從血漿 

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 

一突變的量；使用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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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量 

測條件量測從自對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對照細胞 

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者已知具有 

特定於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及當（a）從血漿樣本 

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於選 

定範圍內及（b）第一突變量與對照量相比增長時，用抗癌療法 

治療受試者。

【0064】 可用有效量之任何抗癌療法治療受試者。在一些實 

施例中，在向受試者施用抗癌療法之前及之後量測第一突變 

量。在一些實施例中，重複量測步驟以便檢測隨時間推移的 

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當突變量隨時間推移減少時，保持施 

用抗癌療法。或者，當突變量隨時間推移增長及/或量測出已 

知比較抗藥性的新突變（例如，T790M）時，以較高劑量施 

用抗癌療法或改變抗癌療法。

[0065】 藉由以下實例進一步說明本發明，不應將該等實例 

視爲進一步限制。貫穿本申請案所引用之所有參考（包括參 

考文獻、已頒發之專利、已公開之專利申請案及同在申請中 

之專利申請案）之全部內容以引用之方式明確倂入本文。

實例

【0066】 實例1 :樣本製備及液滴數位PCR （ddPCR）之協定

【0067】從全血分離血漿

【0068】 A.設備及試劑

[0069 】 BD EDTA 管-玻璃（Bd # 366450）

[0070】5-15 ml聚丙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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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移液器-1000 μΐ，

【0072】 無RNase/DNase的移液槍槍頭（帶濾芯）-ΙΟΟΟμΙ

[0073】15 ml聚丙烯離心管

【0074】臺式離心機

【0075】B.過程

【0076】*爲了最佳化DNA產出率，對於每一樣本需要約10 

ml之全血。

【0077】**應在血液抽取之一（1）小時內實施血漿分離。

【0078】1.再混合血液樣本，隨後立即離心。

【0079】2.在室溫下用水平轉子（擺動頭）以1900 g （3000 

rpm）離心EDTA管10分鐘。

【0080】3.在不干擾單核細胞及血小板之發白層（whitish layer） 

的情況下，使用微量移液器吸出血漿及移送至15ml聚丙烯錐 

形管中。

【0081】4.在40°C以1900 g （3000 rpm）離心錐形管10分 

鐘。小心移送血漿至新的5-15 ml聚丙烯管，在試管之底部留 

下約0.5 ml不受干擾。可自10 ml之全血樣本獲得約4-5 ml 

之血漿。出於此目的不應使用聚苯乙烯管。該等試管在-80°C 

冷凍箱中將會破裂。

【0082】5.行進至cfDNA萃取或在-80°C立即儲存經分離之 

血漿。在使用當天於室溫下解凍血漿樣本。

【0083】細胞游離DNA萃取

【0084】A.背景

【0085】細胞游離核酸（諸如血液中特定於腫瘤之細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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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片段及mRNA或母親血液中的胎兒核酸）通常作爲＜1000 

bp （DNA）或＜1000 nt （RNA）之短片段存在於血清或血漿中。另 

外，與20 nt 一樣小的細胞游離miRNA具有提供某些癌症及 

疾病狀態之生物標記的潛能。生物體液（諸如血漿、血清或 

尿）中的細胞游離核酸之濃度通常較低及在不同個體間變化 

頗大。對於血漿中的細胞游離DNA ＞人類樣本中的濃度範圍 

可自1至100 ng/ml。在自不同個體獲得之樣本中，可針對細 

胞游離信使RNA片段及miRNA分子之濃度採用類似樣本間 

變化性。

【0086】 Β·設備及試劑

【0087】 微量離心機(Microfuge Centrifuge)

【0088】 生物安全櫃(SterilGARD hood)

【0089】 能夠容納50 ml離心管的60°C水浴或加熱塊

【0090】 56°C加熱塊或類似者（能夠容納2 ml收集管）

【0091】 Daigger Vortex Genie 2

【0092】 移液器-20 μΐ、200 μΐ、1000 μΐ

【0093】 無RNase/DNase的移液槍槍頭（帶濾芯）- 20 μΐ、

200 μΐ、1000 μΐ

【0094】 1.5 ml 微型離心管(Fisher # 02-681-461)

【0095】 50 ml離心管

[0096] 100%乙醇

【0097】 100%異丙醇

[0098] 磷酸鹽緩衝鹽水(Phosphate-buffered saline; PBS)

[0099】 QIAamp循環核酸試劑盒(Qiagen #55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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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碎冰

【0101】C·協定

【0102】 在開始前，確保根據Qiagen QIAamp循環核酸試劑 

盒手冊中的詳細說明製備緩衝液。用70%乙醇將實驗台、安 

全櫃及移液器擦洗乾淨。

【0103】 緩衝液ACB*

【0104】 在使用前，將200 ml異丙醇(100%)添加至300 ml 

緩衝液ACB濃縮液中以獲得500 ml緩衝液ACB。添加異丙 

醇後充分混合。

【0105】緩衝液ACW1*

【0106】 在使用前，將25 ml乙醇(96-100%)添加至19 ml緩 

衝液ACW1濃縮液中以獲得44 ml緩衝液ACW1。添加乙醇 

後充分混合。

【0107】 緩衝液ACW2*

【0108】 在使用前，將30 ml乙醇(96-100%)添加至13 ml緩 

衝液ACW2濃縮液中以獲得43 ml緩衝液ACW2。添加乙醇 

後充分混合。

【0109】 將載體RNA添加至緩衝液ACL*

【0110】 載體RNA服務於兩個目的。第一，增強核酸至 

QIAamp迷你薄膜之黏合，尤其是若樣本中存在極少靶向分 

子。第二，添加大量載體RNA減少了稀有事件中的RNA降 

解幾率，該稀有事件係RNase分子藉由緩衝液ACL中的離液 

鹽及清潔劑逃避變性。

【0111】 將1 550 μΐ緩衝液AVE添加至含有310 μg凍乾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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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的試管中以獲得0.2 μ§/μ1之溶液。徹底溶解載體RNA， 

將該載體RNA方便地分成大小等分試樣，並在-15至-30°C儲 

存。冷凍-融化載體RNA之等分試樣不超過三次。

【0112】 應注意，載體RNA不溶解於緩衝液ACL中。必須 

首先將載體RNA溶解於緩衝液AVE中及隨後添加至緩衝液 

ACL 中。

【0113】根據試劑盒手冊中的表格計算每批樣本所需之緩衝 

液ACL-載體RNA混合物之容積。選擇同時處理之樣本數目。

【0114】 藉由翻轉試管或瓶10次輕輕混合。爲了避免泡沫， 

不應渦旋。

【0115】 協定：純化來自4 ml或5 ml血清或血漿之細胞游 

離核酸

【0116】 對於1 ml、2 ml或3 ml，請參看Qiagen試劑盒手 

冊，第22頁。

【0117】 開始前要點

【0118】在室溫(15-25°C)下實施所有離心步驟。

【0119】 即使在協定步驟期間應用真空，但在步驟之間切斷 

真空以確保一致性。

【0120】開始前待辦事項

【0121】使樣本平衡至室溫。

[0122】 若樣本＜4 ml或＜5 ml，用磷酸鹽緩衝鹽水將容積增 

加至4 ml或5 ml °

【0123】 設置 QIAvac 24 Plus。

【0124】 將水浴或加熱塊加熱至60°C以便與步驟4中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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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離心管一起使用。

【0125】 將加熱塊加熱至56°C以便與步驟14中的2 ml收集 

管一起使用。

【0126】 使緩衝液AVE平衡至室溫用於步驟15中的溶離。

【0127】 確保已製備緩衝液ACB、緩衝液ACW1及緩衝液

ACW2。

【0128】根據下表中的指示將緩衝液AVE中重新組成之載 

體RNA添加至緩衝液ACL。

【0129】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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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所需的緩衝液ACL及載體RNA（溶解於緩衝液AVE中） 
的容積▲ 4 ml及· 5 ml樣本

緩衝液ACL (ml)

樣本序號

2.

13
14
15

3S.7
42,2
45 Λ

528

17

19
20
21
22
23

緩衝液AVE 

中的載體 
—JJ—

11.3
10.9
22J
28,1
33J
39.4
45.0
504
5^,3
Μ9
67.5
73 J
78Λ
84.4
弼Q

95.6
I0L3
100.9
1 Ϊ2.5
Η 8.1
I23.S
129.4

5
6

9
10
Π

【0130】過程

【0131】1.用移液管將400 μΐ或500 μΐ QIAGEN蛋白酶K移

入50 ml離心管中。

【0132】2.將4 ml或5 ml之血清或血漿添加至試管中。

【0133】3.添加3.2 ml或4.0 ml緩衝液ACL （含有1.0 μβ fc

體RNA）。封閉帽蓋及藉由脈衝渦旋混合30秒。

【0134】 確保在試管中形成可見旋渦。爲了確保高效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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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徹底混合樣本及緩衝液ACL以產出均勻溶液。

【0135】 注意：在此時不應中斷過程。立即行進至步驟4開 

始裂解培養。

【0136】4.在60°C培養30分鐘。

【0137】5.背靠實驗台放置試管及旋開帽蓋。

【0138】6.將7.2 ml或9 ml緩衝液ACB添加至試管中的裂 

解液中。封閉帽蓋及藉由脈衝渦旋徹底混合15-30秒。

【0139】7.在冰上培養試管中的裂解液-緩衝液ACB混合物5 

分鐘。

[0140】8.將 QIAamp微柱體插入 QIAvac 24 Plus上的 

VacConnector中。將20 ml試管延伸器插入開放QIAamp微柱 

體中。

【0141】確保將試管延伸器牢固地插入QIAamp微柱體中以 

免樣本漏洩。

【0142】 注意：保持收集管以便步驟13中的乾燥自旋。

【0143】9.將步驟7中的裂解液-緩衝液ACB混合物小心應用 

於QIAamp微柱體之試管延伸器中。接通真空泵。當已經由 

柱體完全抽取所有裂解液時，切斷真空泵及釋放壓力至0毫 

巴。小心移出及清除試管延伸器。

【0144】 請注意，大樣本裂解液容積（當從5 ml樣本開始時 

約20 ml）可需要至多15分鐘藉由真空力穿過QIAamp微型 

薄膜。爲了快速且方便地釋放真空壓力，應將使用真空調節 

器（QIAvac連接系統的一部分）。

【0145】 注意：爲了避免交叉污染，當心不要在相鄰QIA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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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體上方移動試管延伸器。

【0146】10.將600 μΐ緩衝液ACW1應用於QIAamp微柱體 

中。將柱體之蓋保持開放，並接通真空泵。在已經由QIAamp 

微柱體抽取所有緩衝液ACW1後，切斷真空泵及釋放壓力至 

0毫巴。

【0147】11.將750 μΐ緩衝液ACW2應用於QIAamp微柱體 

中。將柱體之蓋保持開放，並接通真空泵。在已經由QIAamp 

微柱體抽取所有緩衝液ACW2後，切斷真空泵及釋放壓力至 

0毫巴。

【0148】12.將750 μΐ之乙醇(96-100%)應用於QIAamp微柱 

體中。將柱體之蓋保持開放，並接通真空泵。在已經由旋柱 

體抽取所有乙醇後，切斷真空泵及釋放壓力至0毫巴。

【0149】13.封閉QIAamp微柱體之蓋。自真空歧管移出柱 

體，並清除 VacConnector。在清潔的2 ml收集管中放置 

QIAamp微柱體，並使得全速(20000 x g; 14000 rpm)離心3分 

鐘。

【0150】14.將QIAamp微柱體放置到新的2 ml收集管中。打 

開蓋，及在56°C培養組合物10分鐘以完全乾燥薄膜。

【0151】15.在(所提供的)清潔的1.5 ml溶離試管中放置 

QIAamp微柱體及清除步驟14中的2 ml收集管。將20-150 μΐ 

之緩衝液AVE小心應用於QIAamp微型薄膜之中心。封閉蓋 

及在室溫下培養3分鐘。

【0152】 要點：確保溶離緩衝液AVE平衡至室溫(15-25°C)。 

若小容積(<50 μΐ)完成溶離，則必須將溶離緩衝液分配至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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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心上以便完成鍵合DNA溶離。溶離容積爲可撓及可根據 

下游應用之需求調整。經恢復之溶離液容積將比應用於 

QIAamp微柱體的溶離容積小至多5 μΐ。

【0153】16.在微型離心機中全速（20000 x g; 14000 rpm）離心 

1分鐘以溶離核酸。

【0154】 D.儲存-應將DNA儲存於4°C下之1.5 ml Eppendorf 

試管中供立即使用。不定情況下應將DNA儲存於-80°C。

【0155】E.疑難解答

【0156】溶離液中具有極少核酸或沒有核酸

【0157】b）延長血液抽取與血漿製備之間的時間。細胞可分 

解及釋放基因組DNA進入血漿中，稀釋靶向核酸。

【0158】e）未正確製備緩衝液。

[0159】一般處置

[0160] 堵塞之QIAamp微柱體

【0161】 在2 ml收集管中放置QIAamp微柱體，並全速旋轉 

1分鐘或直至樣本已完全穿過薄膜。用試管延伸器、 

VacConnector及（可選）Vac Valve重新組裝QIAamp微柱體。 

將剩餘樣本裂解液移送至試管延伸器中，接通真空泵，打開 

VacValve ＞並經由QIAamp微柱體傳遞剩餘裂解液。若QIAamp 

微柱體繼續堵塞，則重複上述過程。

【0162】 由於反復凍結與融化，血漿中可已經形成冷沉澱 

物。該等冷沉澱物可阻塞QIAamp微柱體。不使用已凍結與 

融化一次以上的血漿。假若冷沉澱物爲可見，藉由16000 g 

離心5分鐘使樣本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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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3】 液滴數位PCR

[0164] A.背景

[0165] Droplet Digital PCR™ (ddPCR™)提供具有準確性、

精確性及敏感性的靶向DNA分子之絕對定量。ddPCR應用包 

括量測複本數目變化、稀有序列偵測、突變偵測及基因表達 

分析（第7圖）。

20 μΐ、200 μΐ、1000 μΐ

[0166】 B.設備及試劑

【0167】 Bio-Rad Tetra-Head 或 My-iQ 熱循環控制器

[0168】 QX100 ddPCR 系統

[0169】 Eppendorf PCR平皿熱封機

【0170】 移液器-2、20、200、1000 μΐ

[0171】 無RNase/DNasee的移液槍槍頭（帶濾芯）移液管-

# AB-0757)

[0172】 1.5 ml微型離心管

[0173] 無 Dnase、無 Rnase 水

[0174】 Twin Tec 半裙部 96 孔平皿(Eppendorf #95 1 020362)

[0175】 易刺穿箔 PCR 平皿密封件（Thermo-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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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6】 液滴讀取儀用油（Bio-Rad #1863004）

[0177】 液滴產生用油(Bio-Rad #1863005)

【0178】 用於 ddPCR 的 DG8 濾筒(Bio-Rad # 1863008)

[0179】 用於 ddPCR 的 DG8 罐(Bio-Rad #1863009)

【0180】 用於探針的2xddPCR超混合液(Bio-Rad # 1863010)

[0181] 40xTaqman 引物/探針混合液(Lif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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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2】C.預防

【0183】 按一般規律，設置實驗室避免污染：

【0184】 在開始前及完成後，用70%乙醇擦拭工作臺面：安 

全櫃、實驗台、托架、移液器、濾筒固持器、廢料燒杯、液 

滴產生器及熱封機。當在安全櫃中進行實驗時，開啓UV （ 15 

分鐘定時器）（或當另一潔淨室使用者在你之後完成時，請 

求該使用者爲你開啓UV）。使用DNA Zap以一周爲基礎清 

洗安全櫃。

【0185】 時常更換手套：當製備主混合液時，特別是當打開 

Taqman探針管時，始終使用乾淨手套。在處置陽性對照與患 

者樣本之間更換手套。

【0186】 使用防倒吸移液槍槍頭及校準移液槍。在吸移前/後

檢查槍頭中的液位。一次性吸移至各個反應容器中。

【0187】 擁有自己的一組PCR試劑。以小等份儲存試劑（包 

括水）。

【0188】D.協定

【0189】i.製備ddPCR反應：

【0190】*請記住，對於每一主混合液包括無模板（水）、野 

生型及突變型對照。

【0191】1·當執行多個反應時，總是在無模板情況下製作主 

混合液（具有10%的額外容積）。按以下次序添加組份，藉 

由移液槍上下混合數次。

36

試劑 最終濃度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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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探針的2xddPCR

超混合液

lx

40xTaqman引物/探針

混合液

lx

【0192】2.等份裝入濾筒之樣本孔中及最後添加DNA樣本。 

重要的是，在塡滿DG8濾筒之油孔（70 μΐ之液滴產生用油） 

前塡滿樣本孔。

【0193】3.用一片DG8墊圈覆蓋濾筒及將濾筒裝載至液滴產 

生器中。

【0194】4.當液滴產生器上的指示燈變綠時，取出濾筒。

【0195】5.使用手動50 μΐ的8孔道移液器，在數到五時輕輕 

向上吸移30 Μ液滴。在數到五時，釋放液滴至96孔PCR平 

皿中。

[0196】6.重複液滴產生步驟，直至處理完所有濾筒。

【0197】7.用一張易刺穿箔PCR平皿密封件覆蓋PCR平皿。 

在右側角落標記孔Α1。用預加熱Eppendorf PCR平皿密封機 

密封PCR平皿：用力向下按壓（第二層疊）及數六次。翻轉 

該平皿並用力按壓 > 數到六。

【0198】在完成後請記得關斷平皿密封機。

【0199】8.在預設ddPCR程式下將平皿放置於熱循環機中。

【0200】9.選擇適宜程式及開始PCR。

【0201】ii.QXlO0讀取儀上的平皿讀取：

【0202】1.在PCR程式完成二十分鐘前，用QuantaSoft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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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置新的平皿佈局。

【0203】 2.檢查及確保指示QX100讀取儀用油及廢料之液

位的指示燈爲綠色。

[0204】 3.準備好QX100讀取儀。

【0205】 4.將已完成PCR平皿移送至QX100讀取儀並開始

讀取。

【0206】 5.每週五下午關閉QX100讀取儀及附接儀器的膝

上型電腦。

【0207】 iii.ddPCR循環條件：

【0208】 該等程式經硏發用於Bio-Rad Tetra-Head及My-iQ

熱循環機。其他熱循環機可需要不同的輪廓。

步驟 溫度

1 95°C 10分鐘

升溫至94°C 2.5°C/秒

2 94°C 30 秒

升溫至退火溫度2.5°C/秒

3

2和3

退火溫度* 1分鐘

40個循環

10°C保持

*請參看特定於各個突變偵測測定之退火溫度的下一區段。

【0209】 iv.藉由基因/外顯子的ddPCR程式及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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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突變 PCR程式
! 陽性對照

EGFR
Del 19 ddPCR 55 PC9(de!19)及 A5斗9 dGF&Q gP亟直

LS5SR ddPCR 5S 質體

T790M ddPCR 58 質體

KRAS
G12C ddPCR.60 ■質體

G12D ddPCR 61 質體

G12S ddPCR 64 A549(G12$)及 PC9^RA^vt)gDNA

【0210】 E.定製設計之EGFR缺失19 ddPCR測定

【0211】i.測定背景：

【0212】 各種外顯子19缺失係NSCLC患者中最常見的EGFR 

激活突變。此特別EGFR缺失19 ddPCR測定係用於偵測外顯 

子19內的缺失，該缺失引發EGFR之激酶域內的4-5胺基酸 

缺失。由於外顯子之短長度（99 bp），引物之設計延伸至內含 

子序列。在兩種引物中，正向引物位於外顯子序列，反向引 

物位於外顯子19與20之間的內含子序列。在兩個探針中， 

VIC標記「參考探針」序列由野生型及缺失突變型兩者共享； 

FAM標記探針序列跨越缺失區域之熱點且僅存在於EGFR外 

顯子19野生型樣本中。EGFR外顯子19野生型樣本將具有 

FAM標記及VIC標記液滴兩者，而EGFR缺失19突變樣本

將僅具有Vic標記液滴（第8圖）。可藉由QuantaSoft軟體

中的徒手功能（free-hand function）對兩個群體容易地分組。

正向引物：

GTGAGAAAGTTAAAATTCCCGTC (SEQ ID NO: 1) 
39% GC 58.4° Tm

反向引物：

CACACAGCAAAGCAGAAAC (SEQ ID NO: 2) 47% GC 
58.7° Tm

探針1 （特定 

於野生型）

5'-FAM-AGGAATTAAGAGAAGCAACATC-MGB-3' 
(SEQ ID NO: 3) 36% GC 72.2° Tm

探針2（參考）

5'-VIC-ATCGAGGATTTCCTTGTTG-MGB-3' (SEQ ID 
NO: 4) 42% GC 68.8°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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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0213】 數位液滴PCR係用於硏發一種自癌症患者之血漿樣 

本評定腫瘤衍生DNA之方法。數位液滴PCR （ddPCR）利用了 

微流體及界面活性劑化學品的最新發展。將反應混合物分成 

約20000個液滴，在自動化液滴流式細胞儀中PCR擴增、PCR 

後螢光標記及讀取該等液滴。基於螢光強度對各個液滴指派 

陽性及陰性（1或0）値。藉由流式細胞儀讀取陽性及陰性的 

量及使用該量計算濃度及95%帕松置信水平（第1圖）。數 

位液滴PCR （ddPCR）所提供的基本優勢眾多，包括（a）動態範 

圍內的增長，（b）偵測模板DNA中的細小變化之精確性改良， 

（c）容許大範圍擴增效率的能力，及（d）量測絕對DNA濃度的 

能力。

【0214】 假使習知腫瘤基因分型確實具有假陰性之幾率，則 

高敏感性測定的特別挑戰在於識別「金標準」野生型群體， 

一些野生型癌症可實際上攜帶所感興趣之基因型。爲了克服 

此挑戰，在具有基因型不重疊的KRAS突變NSCLC的患者之 

血漿中測試EGFR突變。因此，可認爲在此群體中所偵測的 

EGFR突變之低濃度處於分析特異性的「正常範圍」（第2A 

圖及第2B圖）。反之，硏發KRAS G12C測定及執行相同的 

特異性測試（針對EGFR及KRAS突變患者血漿中的KRAS 

G12C突變之測定）（第2C圖）。

【0215】 品質控制平臺經硏發以最佳化ctDNA測定（第3A 

圖）的調用標準。藉由量測看家基因（Linel）之濃度，測定樣 

本之DNA數量。Line-Ι濃度大於50000 pg/pL指示次最佳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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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製備且從而影響DNA數量、品質及純度。Line-Ι濃度低於 

某一聞値（在此情況中，低於50pg®L）指示輸入材料過少。 

Line-1 DNA濃度與血漿中的總DNA濃度相關（第3B圖）。 

因此，Line-Ι及/或總DNA濃度兩者可用於品質控制。

【0216】初步資料表明，ctDNA基因分型允許非侵入性檢測 

接受療法的肺癌患者的回應（第4圖）。在第4A圖中，患者 

接受治療但腫瘤繼續發展，而第4B圖中的患者接受治療並且 

治療見效。

【0217】 用EGFR靶向療法開始治療之具有EGFR突變肺癌 

的患者經歷EGFR外顯子19及EGFR T790M血漿基因型之連 

續檢測。治療見效的患者具有血漿基因型之正常化。當抗性 

發展時，原始EGFR突變再次被偵測到（虛線）以及偵測到 

新型的T790M抗性突變（實線）。在症狀惡化時患者腫瘤之 

基因分型亦論證爲後天性T790M抗性突變。有趣的是，在臨 

床症狀惡化之前的8周偵測血漿T790M。該等發現表明，當 

抗性發展時，連續ctDNA基因分型可允許檢測回應以及評估 

新型突變（第5A圖）。

【0218】 後天抗性（第5A圖中的實線）的訊號可用於導引 

使用第二代療法的治療（第5B圖中所論證）。在彼情況下， 

抗性生物標記被用於改變治療及在治療後變成標記來檢測治 

療是否起作用（類似於第5A圖中的虛線）。第6圖圖示生物 

標記之更多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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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方法 

患者群體

【0224】 針對主要硏究群體，選擇經歷常規腫瘤基因分型且 

患有晩期NSCLC的患者。所有患者同意一份IRB批準的協 

定，該協定允許血液樣本之收集及基因組分析，在任意3個 

月時期內限於＜50 mL之血液。若患者在自身NSCLC中具有 

已知的EGFR或KRAS突變，則患者適合於cfDNA分析。在 

臨床CLIA批準的實驗室中執行EGFR及KRAS之腫瘤基因分 

型。在同意IRB批準的協定之標本收集後，亦硏究了患有晩 

期黑素瘤的患者之第二群體及已知的BRAF基因型。

血漿收集

【0225】 對於每位適合的患者，在常規護理期間收集血漿， 

該期間爲一線療法前或者療法中的癌症正在發展時之後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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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處。若在常規護理期間有可能，則收集額外後續樣本。將 

各個樣本收集至一個10 mL含EDTA的真空容器中，並在收 

集的4小時內旋轉成血漿。萃取及在-80°C凍結血漿cfDNA， 

直至基因分型。經由針對人類長散佈元件l(LINE-l)的經修改 

定量PCR測定量測所萃取血漿中的總DNA濃度。

液滴數位PCR

【0226】 液滴數位PCR (ddPCR)係一種數位PCR技術，該技 

術利用了微流體及界面活性劑化學品中的發展。儘管習知數 

位PCR涉及使輸入DNA稀釋至個別孔中以便分析的繁瑣處理

ENREF 10，但ddPCR將輸入DNA乳化成約20000個液滴，該 

等液滴經PCR擴增及螢光標記，及隨後在自動化液滴流式細 

胞儀(第1圖)中讀取。基於螢光強度對各個液滴個別指派 

陽性或陰性値。藉由流式細胞儀讀取陽性及陰性的量及使用 

該等量計算等位基因之濃度。爲了最小化偏差及爲了確保結 

果之完整性，當測試血漿樣本時實驗室對腫瘤基因類型不知 

情，但對於資料分析選擇性知曉結果。在增長數量之輸入DNA 

情況下，一式三份分析各個血漿樣本(例如，1 rL、2 gL及4 

μΐΌ。結果經正常化爲每|1L DNA輸入中的突變等位基因之 

平均濃度，並報告爲每100 μL之DNA的突變等位基因之複 

本，從一血液樣本分離之近似DNA數量。

結果

測定特徵

【0227】 首先硏發用於EGFR L858R及外顯子19缺失的兩種 

測定；後一測定經設計以偵測野生型訊號損失，且因此可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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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可變序列之缺失。爲了論證各個測定之分析敏感性及特異 

性，各個ddPCR循環條件經最佳化以在背景訊號的最小增長 

下產出最大螢光訊號。對於各個TaqMan探針，藉由跨55.0-65 

°C之溫度梯度測試各個測定來決定最佳退火溫度。使用突變 

DNA之連續稀釋，應發現，取決於所測定之突變，ddPCR偵 

測到介於0.005%與0.01%之間的突變發病率，具有每10,000 

個中5至50個突變複本之敏感性（第13圖）。在三個非連 

續日反復實驗。兩種測定論證了跨越4個量級的動態範圍之 

等位發病率之線性量化。從技術角度來看，此表明ddPCR提 

供對血漿樣本內的低發病率EGFR突變等位基因之可靠且定 

量的量測。

最大化陽性預測値

【0228】 爲了最佳化EGFR基因分型測定之特異性（及導引 

臨床決定的實用性），在金標準陰性群體中測試假陽性讀數 

之發生率。爲了確保選擇確定爲EGFR的野生型之患者，硏 

究具有KRAS突變肺癌的患者。大量硏究已發現，EGFR與 

KRAS突變在NSCLC中不重疊且代表不同癌症群體，因此在 

具有KRAS突變NSCLC的患者之血漿中所發現的任何EGFR 

突變DNA可解讀爲生物學無意義及代表測定的「正常範圍」。

【0229】 首先在23位NSCLC患者中硏究EGFR L858R測 

定，在這些癌症中12位患者具有EGFR L858R及11位患者 

具有KRAS突變。在2個KRAS突變病例（18%）中偵測到低水 

平之EGFR L858R ＞具有每100 μΐ的DNA中1.7個突變之峰 

値水平（第9Α圖）。使用每100 μL的DNA中2個突變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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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極結果的閥値＞ 12個病例中的8個被正確辨別爲EGFR 

L858R陽性（66%敏感性；100%特異性）。接著在23位NSCLC 

患者中硏究可變外顯子19缺失測定，在這些癌症中9位患者 

具有EGFR外顯子19缺失及14位患者具有KRAS突變。在3 

個KRAS突變病例（21%）中偵測到低水平之EGFR外顯子19 

缺失，具有每100 μΐ的DNA中9.9個突變之峰値（第9Β圖）。 

使用每100 μΐ,的DNA中12個突變作爲陽極結果的閩値，9 

個病例中的6個被正確辨別爲EGFR外顯子19缺失陽性（66% 

敏感性；100%特異性）。最後，使用如上文所硏發的KRAS 

G12C測定測試反向實驗。在具有EGFR突變肺癌的17位患 

者中，沒有患者具有可量測突變KRAS （第9C圖）。使用每 

100 μL的DNA中1個突變之閩値，14個KRAS G12C病例中 

的11個被正確辨別爲陽性（79%敏感性；100%特異性）。

【0230】爲了量規此測定對其他基因類型界定惡性腫瘤的槪 

括能力，以上文所描述之方式硏發BRAF V600E的測定及測 

試來自13位黑素瘤患者的血漿樣本。使用每100 μΕ的DNA 

中1個突變之闕値作爲陽性結果，此測定具有86%之敏感性 

及100%之特異性（第14圖），論證了 ddPCR基因分型在除 

NSCLC外的疾病中的潛在價値。

品質控制以改良敏感性

【0231】 爲了更好地理解病例之子集中的假陰性結果，量測 

LINE-1以評估各個血漿樣本中的cfDNA之數量及品質。 

LINE-1爲容易量測的基因組常見反轉錄轉位子，該LINE-1 

先前已用於估計血漿中的總DNA ο用於LINE-1 qPCR測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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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子爲82 bp及107 bp，提供DNA片段之最小尺寸之快照。 

首先在69個樣本中量測LINE-1水平，並與用PicoGreen所量 

測的總體DNA濃度相比較（第10A圖），且發現高程度之關 

聯（R2=0.94 > p<0.0001）。跨69個樣本的中間値LINE-Ι濃度 

具有 7700 pg/pL （四分位距：3072-14415 pg/応）。

【0232】 接著在上文實驗中所硏究的38位EGFR突變及 

KRAS突變肺癌患者的血漿樣本中量測LINE-Ι水平。在 

LINE-Ι之水平增加的情況下突變等位基因之偵測總體改良

（第10B圖）。在具有小於3000 pg/μΙ,的LINE-Ι水平之樣 

本中，代表cfDNA之低濃度，50%沒有可偵測血漿基因類型。 

亦觀察到，在具有LINE-Ι之最高水平（大於700000 pg/μΐΌ 

的病例中未偵測出血漿基因類型，此可能指示高水平之生殖 

系DNA模糊了突變cfDNA之偵測。然而，當僅考慮具有介 

於3000與700000 pg/gL之間的LINE-Ι濃度之病例時，敏感 

性爲100%，具有100%特異性（第10B圖），指示LINE-1 

可用於品質控制以闡明何等樣本較少可能具有假陰性結果。 

硏發疾病檢測生物標記

【0233】爲了評估作爲疾病檢測生物標記的cfDNA基因類型 

發病率的値，量化可變性範圍。使用上文所描述之技術，第 

五基因分型測定經硏發以偵測EGFR T790M突變。產生人類 

血漿DNA樣本，使得每25 μL反應含有1、2、10或者20個 

複本之EGFR T790M，各個EGFR T790M被分割成32個個別 

樣本，及藉由ddPCR針對T790M發病率測試該等樣本之各 

者。該測定展示了陽性液滴與樣本輸入之間的帕松分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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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接受變異係數處於20%-30%之範圍內（第15圖），表明 

超出此量的變化代表腫瘤負荷或生物學方面的真實變化。

【0234】 爲了量規可行性，從具有基因類型界定肺癌或黑素 

瘤的患者硏究連續血漿樣本以決定cfDNA的變化是否代表腫 

瘤生物學（第11圖）。在埃羅替尼失效後接受化學療法的具 

有EGFR突變NSCLC的患者中，隨著新的腦部轉移之發展看 

到血漿L858R及T790M的增長，隨後當啓動臨床試驗治療時 

血漿水平下降。在EGFR突變NSCLC接受化學療法之第二病 

例（第11B圖）中，隨著患者之胸腔引流解除，血漿L858R 

減少，但是非可量測疾病之CT影像展示出疾病穩定性。在具 

有KRAS突變NSCLC及骨轉移的患者（第11C圖）中，化學 

療法引發血漿G12C水平的下降，伴有改良的疼痛控制及減少 

的鴉片劑需求。最後 > 具有BRAF突變黑素瘤的患者具有實 

驗免疫療法上的進展，隨後對維羅非尼回應（第11D圖）， 

看到血漿V600E水平之上升與下降。該等實驗論證了 cfDNA 

基因分型對於連續評估疾病狀態具有價値，甚至是不具有CT 

上客觀可量測疾病的患者。

針對抗性突變的檢測

【0235】爲了決定ddPCR是否可在使用靶向療法治療後辨別 

抗性突變之發展，硏究具有晩期EGFR突變NSCLC且經一線 

埃羅替尼（NCT00997334）之預期性臨床試驗治療的患者，將分 

析限制在13位患者，該等患者具有目標進展之發展前按每個 

實體瘤的療效評價標準（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Solid Tumors; RECIST）所收集的連續血漿樣本。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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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患者之各者中，診斷時存檔組織之基因分型辨別EGFR外 

顯子19缺失而無需T790M之跡象。四位患者不具有可偵測 

預治療血漿基因類型並被排除，留下9個病例(69%)用於分析。

【0236】 所有9位患者展示出對埃羅替尼的血漿回應，其中 

8位論證了完全血漿回應(第12圖)。在患者中的6位中， 

在目標進展中再次偵測到突變EGFR之血漿水平，在RECIST 

進程4-12周前偵測血漿進程。在該等患者之各者中，在進程 

中亦可辨別血漿T790M，大體上比EGFR敏感化突變的水平 

低出一些。該等患者中的四位具有適用於EGFR基因分型的 

腫瘤活組織再檢查，且在各者中確認T790M °剩餘三位患者 

在目標進展中沒有再度出現血漿基因類型；明顯地，該等患 

者中之各者僅在胸部具有緩慢腫瘤發展，以使得該等患者隨 

後繼續單試劑埃羅替尼脫離協定。

論述

【0237】本文所描述的是一種針對基於血漿的腫瘤基因分型 

之新的定量測定，該測定已從技術上經最佳化轉換用於臨床 

實踐中。藉由量化臨床血漿樣本中的可靶向基因型之發病率 

及經由硏究嚴格金標準陰性病例具有不重疊癌症基因類型 ， 

對於使用ddPCR的EGFR及KRAS突變偵測已辨別正常範 

圍。使用此計算闔値作爲陽性結果的標準，以及使用LINE-1 

濃度消除不良品質樣本，資料論證了此測定具有高敏感性及 

特異性。

【0238】 由於許多可靶向基因型爲相對不常見，測定發展集 

中在最大化特異性方面。舉例而言，考慮到用於偵測E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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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化突變的血漿測定，在來自大型法國實驗的10,000位 

NSCLC 患者中存在 8.6% ( Barlesi F, Bions H, Beau-Faller Μ, 

Rouquette I, Ouafik Lh, Mosser J 等人，Biomarkers (BM) 

France: Results of routine EGFR, HER2, KRAS, BRAF, 

PI3KCA mutations detection and EML4-ALK gene fusion 

assessment on the first 10,000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pts). ASCO Meeting Abstracts. 

2013;31:8000 )。在此群體中，對於具有80%敏感性及90%或 

95%特異性的EGFR突變之血漿測定本應分別具有僅43%或 

60%之PPVo出於此原因，臨床等級測定將可能需要犧牲敏感 

性以便最佳化特異性。在相同群體中，具有70%敏感性及99% 

或100%特異性的測定本應分別產生87%或100%之PPV。此 

外，當測試代表僅2%之患者的更罕見基因類型(諸如NSCLC 

中的BRAF V600E)時，最大化特異性的需要被擴增。定量測 

定(諸如ddPCR)的一個有價値的特徵爲靈活性，若預先測 

試的機率改變(例如，亞洲肺癌患者)，則允許陽性的標準 

變化。此與特定於等位基因的PCR測定形成對比，諸如一種 

測定展示出在241位亞洲肺癌患者的血漿之初步分析中與腫 

瘤基因分型的高度一致性(Mok T, Wu YL, Lee JS, Yu C-J, 

Sriuranpong V, Wen W 等人 ‘ Detection of EGFR-activating 

mutations from plasma DNA as a potent predictor of survival 

outcomes in FASTACT 2: A randomized phase III study on 

intercalated combination of erlotinib (E) and chemotherapy (C) 

ASCO Meeting Abstracts. 2013;31:8021 )；因此 > 測定爲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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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具有較低突變發病率的群體不可輕易調節至較高特異 

性標準。

【0239】此硏究允許在對EGFR激酶抑製劑抗性之臨床發展 

前辨別對肺癌患者的血漿T790M 之獲取。考慮到EGFR 

T790M作爲具有EGFR突變肺癌及後天抗性的患者之生物標 

記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此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第一， 

後天性T790M與T790M陰性後天抗性相比已經與緩慢腫瘤生 

長及有利預後關聯。第二，具有特定於T790M的活性之第三 

代EGFR激酶抑製劑近期已展示出在一些患者中誘發回應。 

儘管T790M導向的靶向療法之醫藥學發展可受到抗性發展後 

執行反復活組織檢查之挑戰限制，但本文所描述之資料指示 

使用ddPCR可非侵入性辨別EGFR T790M之出現及EGFR 

T790M潛在用於導引後續治療。

【0240】使用ddPCR的血漿基因分型之定量本質亦提供用於 

檢測具有特定基因類型的腫瘤複製之發病率的機制，潛在地 

提供對靶向療法之藥效學的深入瞭解。在類似慢性骨髓性白 

血病的液體惡性腫瘤中，對激酶抑製劑的分子回應之速度已 

確定爲預後之重要生物標記，且幫助指示哪位患者可需要早 

期搶救療法。類似地，對靶向療法的血漿回應可經證明爲基 

因類型界定實性腫瘤之有價値的生物標記，兩者作爲有利結 

果之臨床生物標記及潛在地作爲早期臨床試驗端點。事實 

上，在本文所描述之小系列中論證此情況一一未展現對埃羅 

替尼的完全血漿回應之一患者具有早期進展。另外，使用血 

漿基因類型量化回應評估可潛在地允許對於具有基因類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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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實性腫瘤的彼等患者之試驗自然增長，該等實性腫瘤不可 

使用習知回應標準客觀量測。

方法

【0241】 自基於(I)晩期NSCLC，(II)對EGFR TKI的後天抗 

性，(III)擁有或具有計劃性活組織再檢查及(IV)同意硏究血液 

抽取的四個IRB批準的協定辨別患者。

【0242】 在標準EDTA試管中自每位患者收集基線血液樣 

本。在第一循環治療及第二循環治療後，初期抽血時啓動新 

治療的患者之子集經歷兩個後續血液抽取。使用經修改協定 

製備血漿以最小化細胞破裂。使用QIAmp循環核酸試劑盒 

(Qiagen)萃取cfDNA。如先前所描述的，使用預先確認探針及 

ddPCR系統(BioRads)偵測及量化EGFR突變濃度(Oxnard等 

人，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14 )。對於陽性測試結果的 

閩値特定於所硏究的各個EGFR突變：外顯子19缺失=6個複 

本/mL，L858R=1 個複本/mL，T790M=0.5 個複本 /mL。

【0243】表2中展示患者特徵。

【0244】表2 :患者特徵

N=45 匸 :' .Ϊ * »

中間年齡 57 (26-80)

性別 36 (80%)

女性
9 (20%)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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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漿基因分型之敏感性可爲更佳。

病例報告：血漿基因分型導向治療

【0247】對EGFR TKI具有後天抗性的患者中的血漿基因分 

型比活組織再檢查及組織基因分型早24天偵測到EGFR 

T790Mo第0天，當CT展示對埃羅替尼的顯著進展時，抽取 

血漿（第17圖）。第1天，cfDNA基因分型偵測到每ml之 

EGFR T790M中806個複本。第25天，來自活組織再檢查基 

因分型的報告展示EGFR T790M θ因此，此技術具有允許在 

沒有活組織檢查之風險的情況下早數周開始治療的潛能。第 

31天，開始用硏究性藥物療法治療患者。第73天，CT論證 

射線照相回應。

【0248】 總之，本文所描述的是最佳化用於臨床應用之 

cfDNA基因分型測定。液滴數位PCR具有快速周轉時間，可 

對常規血漿標本執行，相對便宜，並提供具有寬動態範圍的 

結果，使得液滴數位PCR成爲一種對於臨床護理及臨床硏究 

兩者具有吸引力的工具。

參考文獻

1. Paez JG, Janne PA, Lee JC, Tracy S, Greulich H, Gabriel S 

等人' EGFR Mutations in Lung Cancer: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Response to Gefitinib Therapy. Science. 

2004;304:1497-500.

2. Kwak EL, Bang Y-J, Camidge DR, Shaw AT, Solomon B, 

Maki RG 等人.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Inhibition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 Engl J Med.

PI-20248.doc 54 s



201534732

2010;363:1693-703.

3. Flaherty KT, Puzanov I, Kim KB, Ribas A, McArthur GA, 

Sosman JA 等人，.Inhibition of Mutated, Activated BRAF in 

Metastatic Melanoma. N Engl J Med. 2010;363:809-19.

4. Karapetis CS, Khambata-Ford S, Jonker DJ, O'Callaghan CJ, 

Tu D, Tebbutt NC,等人 > K-ras Mutations and Benefit from 

Cetuximab in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N Engl J Med. 

2008;359:1757-65.

5 . Jackman DM, Miller VA, Cioffredi LA, Yeap BY, Janne PA, 

Riely GJ 等人，Impact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nd 

KRAS mutations on clinical outcomes in previously untreat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results of an online tumor 

registry of clinical trials. Clin Cancer Res. 2009;15:5267-73.

6. Maheswaran S, Sequist LV, Nagrath S, Ulkus L, Brannigan 

B, Collura CV 等人，Detection of mutations in EGFR in 

circulating lung-cancer cells. N Engl J Med. 2008;359:366-77.

7. Misale S, Yaeger R, Hobor S, Scala E, Janakiraman M, 

Liska D 等人， Emergence of KRAS mutations and acquired 

resistance to anti-EGFR therapy in colorectal cancer. Nature. 

2012;486:532-6.

8. Higgins MJ, Jelovac D, Barnathan E, Blair B, Slater SA, 

Powers P 等人， Detection of tumor PIK3CA status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using Peripheral Blood. Clin Cancer 

Res. 2012.

Pl-20248.doc 55 s



201534732

9. Diaz Jr LA, W订liams RT, Wu J, Kinde I, Hecht JR, Berlin J 

等人， The molecular evolution of acquired resistance to 

targeted EGFR blockade in colorectal cancers. Nature. 

2012;486:537-40.

10. Dawson SJ, Tsui DW, Murtaza M, Biggs H, Rueda OM, Chin 

SF,等人 5 Analysis of circulating tumor DNA to monitor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 13;368:1 199-209.

1 1. Zhou Q, Zhang X-C, Chen Z-H, Yin X-L, Yang J-J, Xu C-R 

等人 > Relative Abundance of EGFR Mutations Predicts Benefit 

From Gefitinib Treatment for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J Clin Oncol. 201 1 ;29:33 1 6-2 1.

12. Rago C, Huso DL, Diehl F, Karim B, Liu G, Papadopoulos N 

等人 > Serial assessment of hzuman tumor burdens in mice by 

the analysis of circulating DNA. Cancer Res. 2007;67:9364-70.

1 3. Vogelstein B, Kinzler KW. Digital PCR.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9;96:9236-41.

14. Kuang Y, Rogers A, Yeap BY, Wang L, Makrigiorgos M, 

Vetrand K 等人， Noninvasive detection of EGFR T790M in 

gefitinib or erlotinib resist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lin 

Cancer Res. 2009; 1 5:2630-6.

1 5. Hindson BJ, Ness KD, Masquelier DA, Belgrader P, Heredia 

NJ, Makarewicz AJ 等人， High-Throughput Droplet Digital 

PCR System for Absolute Quantitation of DNA Copy Number. 

Anal Chem. 2011;83:8604-10.

PI-20248.doc 56 s



201534732

1 6. Cardarella S, Ortiz TM, Joshi VA, Butaney M, Jackman DM, 

Kwiatkowski DJ 等人， The Introduction of Systematic 

Genomic Testing for Patients with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J Thorac Oncol. 2012;7:1767-74

1 0.097/JTO. ObO13e3 1 82745 bcb.

17. Johnson ML, Sima CS, Chaft J, Paik PK, Pao W, Kris MG, 

等人 1 Association of KRAS and EGFR mutations with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adenocarcinomas. Cancer. 

2013;l 19:356-62.

1 8. Barlesi F, Bions H, Beau-Faller M, Rouquette I, Ouafik Lh, 

Mosser J 等人，.Biomarkers (BM) France: Results of routine 

EGFR, HER2, KRAS, BRAF, PI3KCA mutations detection and 

EML4-ALK gene fusion assessment on the first 10,000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pts). ASCO 

Meeting Abstracts. 2013;3 1:8000.

19. Cardarella S, Ogino A, Nishino M, Butaney M, Shen J, 

Lydon C 等人'.Clinical, pat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BRAF mutation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lin Cancer Res. 2013.

20. Mok T, Wu YL, Lee JS, Yu C-J, Sriuranpong V, Wen W 等 

人 » Detection of EGFR-activating mutations from plasma DNA 

as a potent predictor of survival outcomes in FASTACT 2: A 

randomized phase III study on intercalated combination of 

erlotinib (E) and chemotherapy (C). ASCO Meeting Abstracts.

PI-20248.doc 57 s



201534732

2013;3 1:8021.

2 1. Oxnard GR, Arc订a ME, Sima CS, Riely GJ, Chmielecki J, 

Kris MG 等人'Acquired resistance to 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in EGFR mutant lung cancer: Distinct natural history 

of patients with tumors harboring the T790M mutation. Clin 

Cancer Res. 20 11; 1 7:1 61 6-22.

22. Zhou W, Ercan D, Chen L, Yun CH, Li D, Capelletti M 等 

人'Novel mutant-selective EGFR kinase inhibitors against 

EGFR T790M. Nature. 2009;462:1070-4.

23. Sequist LV, Soria J-C, Gadgeel SM, Wakelee HA, Camidge 

DR, Varga A 等人，First-in-human evaluation of CO-1 686, an 

irreversible, selective, and potent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of 

EGFR T790M. ASCO Meeting Abstracts. 2013;3 1:2524.

24. Arc订a ME, Oxnard GR, Nafa K, Riely GJ, Solomon SB, 

Zakowski M 等人， Rebiopsy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Acquired Resistance to EGFR Inhibitors and Enhanced 

Detection of the T790M Mutation Using a Locked Nucleic 

Acid-Based Assay. Clin Cancer Res. 20 11; 1 7:1 1 69-80.

25. Branford S, Kim DW, Soverini S, Haque A, Shou Y, 

Woodman RC 等人 ‘ Initial molecular response at 3 months may 

predict both response and event-free survival at 24 months in 

imatinib-resistant or -intolerant patients with Philadelphia 

chromo so me-positive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in chronic 

phase treated with nilotinib. J Clin Oncol. 2012;30:4323-9. 

PI-20248.doc 58 s



201534732

除本文所圖示及描述之彼等外，本發明之各種修改將自前文 

描述對熟習此項技術者變得顯而易見且屬於隨附申請專利範 

圍之範疇內。本發明之優勢及目標不一定由本發明之各個實 

施例涵蓋。

【符號說明】

7 I \、

【生物材料寄存】

國內寄存資訊【請依寄存機構、日期、號碼順序註記】

八、、

國外寄存資訊【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順序註記】

八、、

【序歹U表】（請換頁單獨記載）

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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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摘要
探申請案號：103120192

探申請日：2014年06月11日 ^IPC分類：
(2006.01)

6ol Κ)^-?/π>(2006.01)

【發明名稱】（中文决文）

癌症中基因組改變之基於非侵入性血液的檢測

NON-INVASIVE BLOOD BASED MONITORING OF GENOMIC 
ALTERATIONS IN CANCER

【中文】

本發明提供檢測細胞游離核酸的方法。該方法包含：自 

已知患有癌症的受試者獲得血漿樣本，該癌症以特定於 

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從自受試者獲得之血漿 

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核酸；量測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 

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樣本 

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處於選定範圍內；量測 

從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 

互斥突變之第一突變的量；及在報告中指示當（a）從血漿 

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 

量處於選定範圍內及（b）第一突變量與對照量相比增長 

時，受試者具有第一突變，其中對照量藉由以下步驟決 

定：使用與量測從來自受試者之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 

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量 

測條件量測從自對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對照 

細胞游離核酸中的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者 

已知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第二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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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The invention provides methods to monitor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The method comprises obtaining a plasma 

sample from a subject known to have a cancer 

characterized by a pair of mutually exclusive mutations 

specific to the cancer; isolating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from the plasma sample obtained from the subj ect; 

measuring the amount a housekeeping gene and/or total 

DNA in the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the 

plasma sample to confirm that the amount of housekeeping 

gene and/or total DNA in the sample is within a selected 

range; measuring the amount of a first of the pair of 

mutually exclusive mutations specific to the cancer in the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the plasma sample; 

and indicating in a report that the subject has the first 

mutation when (a) the amount of the housekeeping gene 

and/or total DNA in the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the plasma sample is within the selected range and (b) 

the amount of the first mutation is increased as compared 

to a control amount, wherein the control amount is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the apparent amount of the first 

mutation in control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plasma samples obtained from control subjects known to 

have the second of the pair of mutually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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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tions specific to the cancer using measuring 

condition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ose used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the first mutation in the cell free nucleic 

acids isolated from the plasma sample from the subject.

【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5）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111：
J 1 \\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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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檢測細胞游離DNA的方法 > 該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i) 自已知患有一癌症的一受試者獲得一血漿樣本， 

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 ；

(ii) 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該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 

核酸；

(iii) 量測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的 

一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該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 

/或總DNA的該量處於一選定範圍內；

(iv) 量測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特 

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一第一突變的量；以及

(ν) 在一報告中指示當(a)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

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該量處於該選 

定範圍內及(b)該第一突變量與一對照量相比增長時，該受試 

者具有該第一突變'

其中該對照量藉由以下步驟決定：使用與量測從來自該 

受試者之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 

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自對照受 

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 

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者已知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 

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

2.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1其中藉由定量PCR執行以下之 

量測步驟：(a)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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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 ； 

及(b)從對照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之 

表觀量，該等對照血漿樣本自已知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 

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的對照受試者獲得。

3. 如請求項1至2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 > 其中該癌症係肺 

癌。

4. 如請求項3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及一大鼠肉瘤(RAS)突變。

5. 如請求項3所述之方法 > 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一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及一 v-Ki-ras2 Kirsten大鼠 

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變。

6. 如請求項4至5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 > 其中該EGFR突 

變選自由以下組成之群組：L858R' T790M、L861Q、G719S、 

缺失19及外顯子20插入。

7. 如請求項5或6所述之方法，其中該KRAS突變係G12C。

8. 如請求項3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大鼠肉瘤(RAS)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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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請求項1或2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癌症係結腸癌。

ίο.如請求項9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v-Ki-ras2 Kirste η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變。

11. 如請求項10所述之方法，其中該BRAF突變係V600E。

12. 如請求項1或2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癌症係一黑素瘤。

13. 如請求項12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大鼠肉瘤(RAS)突變。

14. 如請求項12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神經母細胞瘤RAS病毒(v-ras)癌基因同源物(NRAS)突變。

15. 如請求項1至14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數位液 

滴PCR量測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的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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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請求項15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以下步驟決定特定於 

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的量：

製備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之至少2倍 

連續稀釋物；

使用數位液滴PCR量測該至少2倍連續稀釋物中的該第 

一突變量；以及

評估該等所量測之稀釋物之線性度以確認該方法之準確 

性。

17. 如請求項1至16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在向該受試 

者施用一抗癌療法之前及之後量測該第一突變量。

18. 如請求項1至17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重複步驟⑴ 

至步驟（iv）以便檢測隨時間推移的該受試者之該第一突變量。

19. 如請求項18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突變量的一減少指示該 

癌症正在穩定或減少。

20. 如請求項18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突變量的一增長指示該 

癌症正在增長。

21. 如請求項18所述之方法，其中在以下樣本中量測該受試 

者之該第一突變量：（a）在該受試者接受一抗癌療法前自該受 

試者獲得之一第一樣本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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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該受試者接受一抗癌療法後自該受試者獲得之一第 

二樣本中。

22.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微陣列、下一代測序、 

化學發光方法、螢光方法、數位偵測及質譜分析法 

(MALDI-TOF)執行以下之量測步驟：(a)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 

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 

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及(b)從對照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 

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血漿樣本自已知 

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的對照受試 

者獲得。

23. 一種檢測細胞游離DNA的方法，該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i) 自已知患有一癌症的一受試者獲得一血漿樣本， 

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 ；

(ii) 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該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 

核酸；

(iii) 量測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的 

一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該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 

/或總DNA的該量處於一選定範圍內；

(iv) 量測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特 

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一第一突變的量；以及

(ν) 使用與量測從來自該受試者之該血漿樣本分離之

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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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自對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 

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 

者已知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

24. 如請求項23所述之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在一報 

告中指示當(a)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 

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該量處於該選定範圍內及(b)該第一
>

突變量與一對照量相比增長時，該受試者具有該第一突變。

25. 一種治療癌症的方法，該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i) 自已知患有一癌症的一受試者獲得一血漿樣本，

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 ；

(ϋ) 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該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

核酸；

(iii) 量測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的 

一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該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 

/或總DNA的該量處於一選定範圍內；

(iv) 量測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特 

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一第一突變的量 ；

(ν) 使用與量測從來自該受試者之該血漿樣本分離之

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 

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自對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 

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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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知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以 

及

(Vi) 當(a)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 

的該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該量處於該選定範圍內及(b)該 

第一突變量與一對照量相比較增加時，用一抗癌療法治療該 

受試者。

26. 如請求項25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定量PCR執行以下 

之量測步驟：(a)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 

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 

變；及(b)從對照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 

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血漿樣本自已知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 

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的對照受試者獲得 。

27. 如請求項25或26所述之方法5其中該癌症係肺癌。

28. 如請求項27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一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及一大鼠肉瘤(RAS)突變。

29. 如請求項27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一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及一 v-Ki-ras2 Kirsten 

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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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如請求項28或29所述之方法，其中該EGFR突變選自 

由以下組成之群組：L858R、T790M、L861Q、G719S、缺失 

19及外顯子20插入。

31. 如請求項29或30所述之方法，其中該KRAS突變係 

G12C。

32. 如請求項27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大鼠肉瘤(RAS)突變。

33. 如請求項25或26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癌症係結腸癌。

34. 如請求項33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v-Ki-ras2 Kirste η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變。

35. 如請求項34所述之方法，其中該BRAF突變係V600E。

36. 如請求項25或26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癌症係一黑素瘤。

37. 如請求項36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大鼠肉瘤(RAS)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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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請求項36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神經母細胞瘤RAS病毒(v-ras)癌基因同源物(NRAS)突變。

39. 如請求項25至38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數位 

液滴PCR量測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的 

量。

40. 如請求項39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以下步驟決定特定於 

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的量：

製備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之至少2倍 

連續稀釋物；

使用數位液滴PCR量測該至少2倍連續稀釋物中的該第 

一突變量；以及

評估該等所量測之稀釋物之線性度以確認該方法之準確 

性。

41. 如請求項25至40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在向該受 

試者施用該抗癌療法之前及之後量測該第一突變量。

42. 如請求項25至41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重複步驟 

⑴至步驟(iv)以便檢測隨時間推移的該受試者之該第一突變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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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如請求項42所述之方法，其中當該突變量隨時間推移減 

少時，保持施用該抗癌療法。

44. 如請求項42所述之方法，其中當該突變量隨時間推移增 

長時，以一更高劑量施用該抗癌療法或改變該抗癌療法。

45. 如請求項42所述之方法，其中在以下樣本中量測該受試 

者之該第一突變量：（a）在該受試者接受該抗癌療法前自該受 

試者獲得之一第一樣本中；及

（b）在該受試者接受該抗癌療法後自該受試者獲得之一第 

二樣本中。

46. 如請求項25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微陣列、下一代測序、 

化學發光方法、螢光方法、數位偵測及質譜分析法 

（MALDI-TOF）執行以下之量測步驟：（a）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 

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 

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及（b）從對照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 

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血漿樣本自已知 

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的對照受試 

者獲得。

47. 一種檢測一抗癌療法之功效的方法，該方法包含以下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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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向已知患有一癌症的一受試者施用一抗癌療法 ，

該癌症以特定於該癌症之一對互斥突變爲特徵；

(ϋ) 自該受試者獲得一血漿樣本；

(iii) 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該血漿樣本中分離細胞游離 

核酸；

(iv) 量測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的 

一看家基因及/或總DNA的量，以確認該樣本中的看家基因及 

/或總DNA的該量處於一選定範圍內；

(ν) 量測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特

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一第一突變的量；以及

(Vi) 使用與量測從來自該受試者之該血漿樣本分離之 

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量所使用之彼等條件實質 

相同的量測條件量測從自對照受試者獲得之血漿樣本分離之 

對照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受試 

者已知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

48.如請求項47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定量PCR執行以下 

之量測步驟：(a)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 

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 

變；及(b)從對照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 

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血漿樣本自已知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 

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的對照受試者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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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如請求項47至48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癌症係 

肺癌。

50. 如請求項49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一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及一大鼠肉瘤(RAS)突

變ο

51. 如請求項49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及一-v-Ki-ras2 Kirsten 

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變。

52. 如請求項50或5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EGFR突變選自 

由以下組成之群組：L858R、T790M、L861Q、G719S、缺失 

19及外顯子20插入。

53. 如請求項51或52所述之方法-其中該KRAS突變係 

G12C。

54. 如請求項49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大鼠肉瘤(RAS)突變。

55. 如請求項47或48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癌症係結腸癌。

PI-20248.doc 1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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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如請求項55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v-Ki-ras2 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變。

57. 如請求項56所述之方法，其中該BRAF突變係V600E。

58. 如請求項47或48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癌症係一黑素瘤。

59. 如請求項58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大鼠肉瘤(RAS)突變。

60. 如請求項58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對互斥突變包含：

一 v-raf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l(BRAF)突變及一 

神經母細胞瘤RAS病毒(v-ras)癌基因同源物(NRAS)突變。

61. 如請求項47至60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數位 

液滴PCR量測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的 

量。

. 62.如請求項61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以下步驟決定特定於

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的量：

製備從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之至少2倍 

連續稀釋物；

PI-20248.doc 1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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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位液滴PCR量測該至少2倍連續稀釋物中的該第 

一突變量；以及

評估該等所量測之稀釋物之線性度以確認該方法之準確 

性。

63. 如請求項47至62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在向該受 

試者施用該抗癌療法之前及之後量測該第一突變量。

64. 如請求項47至63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 ' 其中重複步驟 

⑴至（iv）以檢測隨時間推移的該受試者之第一突變量。

65. 如請求項64所述之方法，其中當該突變量隨時間推移減 

少時'該抗癌療法爲有效。

66. 如請求項64所述之方法，其中當該突變量隨時間推移增 

長時'該抗癌療法並非有效。

67. 如請求項64所述之方法，其中在以下樣本中量測該受試 

者之該第一突變量：（a）在該受試者接受該抗癌療法前自該受 

試者獲得之一第一樣本中；及

（b）在該受試者接受該抗癌療法後自該受試者獲得之一第 

二樣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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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如請求項47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微陣列、下一代測序、 

化學發光方法、螢光方法、數位偵測及質譜分析法 

（MALDI-TOF）執行以下之量測步驟：（a）從自該受試者獲得之 

該血漿樣本分離之該等細胞游離核酸中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 

互斥突變之該第一突變；及（b）從對照血漿樣本分離之細胞游 

離核酸中的該第一突變之表觀量，該等對照血漿樣本自已知 

具有特定於該癌症之該對互斥突變之該第二突變的對照受試 

者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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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圖）論證了比外顯子19缺失測定（第13D圖）更加一致 

的敏感性。

【0036] 第14圖論證來自患有晚期黑素瘤的患者之cfDNA 

中的BRAF V600E之偵測。1突變/100 μL DNA之閩値產生 

86%敏感性及100%特異性。

【0037】 第15圖圖示ddPCR測定之日間及日內變化。（第

15A圖）在三個非連續日一式三份測定每個反應中範圍自10 

至10000個T790M突變複本的相同連續稀釋物。變體之百分

• 比係數在日內介於12.2%與21.4%之間及在日間介於15.9%與 

32.2%之間。（第15B圖）在同一日對含有T790M突變的1、

2 ' 10或20個複本之樣本之技術重複測定32次。結果顯示 

ddPCR展現帕松分佈的單分子偵測。

【0038】 第16圖圖示NSCLC患者中的EGFR突變濃度。（第

16A圖）在沒有回應跡象的患者中，血漿基因型濃度爲穩定

;戢堵長*汽"第16 B圖'j在對治療作出至少輕微回應的患者中

1，血漿基因型濃度$減小1773倍之平均値。】輕微回應界定

• 爲在初期再分期CT掃描上的腫瘤質量減小＞10%。2取決於個

別患者基因型包括EGFR外顯子19缺失及L858R兩者。'將 

可偵測EGFR突變的閩値設定爲0.5個複本/mL以便連續檢 

測。第17圖圖示患者歷經血漿基因型針對治療的病例報告。

【實施方式】

【0039】本申請案係關於用於決定有機體之生理狀態的細胞

. 游離DNA （cell free DNA; cfDNA）之分析及檢測，以針對早期

疾病偵測檢測藥物功效及藥動學，以及以在此類分析中確定

PI-2024S-Al.do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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