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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死亡率均位居第 １ 位的恶性肿瘤。 多学科团队（ＭＤＴ）诊疗通过对

疾病多维度的讨论和分析给肿瘤患者带来很多益处，如可增加患者满意度，减少住院费用，缩短治疗

等待时间，提供更合理的诊疗路径和策略，减少医疗纠纷，增加高质量临床试验的患者入组机会，改善

患者预后和生活质量等。 目前，中国肺癌 ＭＤＴ 在指南遵循度、民主决策、落地执行和反馈、会议记录、
患者随访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共识结合中国肺癌 ＭＤＴ 诊疗经验和前沿的国际肿瘤 ＭＤＴ 诊

疗经验，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肺癌 ＭＤＴ 诊疗模式，包括 ＭＤＴ 责任义务、组织架构、工作形式、标准流

程、评估方法与激励机制等体系。 共识由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联合制定，旨在为中国

肺癌 ＭＤＴ 提供流程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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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中国国家

癌症中心登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２０１５ 年新发肺癌

人数约为 ７８．７ 万例，发病率高达 ５７．２６ ／ １０ 万，每年

因肺癌死亡人数约为 ６３．１ 万例，死亡率为 ４５．８７ ／ １０

万［１］。 肺癌导致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日趋严重，成为

我国恶性肿瘤死亡主要病因。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年经济快速发展、医疗水

平极大提升，临床上肺癌患者的预后包括总生存时

·７１８·中华肿瘤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ｎｃｏｌ，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０



间（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Ｓ）和生活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ＱｏＬ）明显改善，长期生存的肺癌患者基数显著增

加，越来越多的肺癌患者对更长的生存预期、更高的

ＱｏＬ 诉求迫切，临床上对肺癌患者个性化、精准化、
多学科、综合治疗势在必行。 对肺癌患者实施多学

科团队（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ｍ， ＭＤＴ）诊疗模式，能
充分考虑到患者个体差异、肿瘤的异质性，不仅能保

证治疗方案的科学性，同时能确保治疗方案实施的

完整性、公允性、实用性、可追溯性和时效性，从而有

效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预期和 ＱｏＬ。
肺癌从诊断到治疗需综合临床分期、个体差异、

病理结果、肿瘤异质性、疾病发展趋势，通过综合多

学科包括肿瘤内科、胸外科、呼吸内科、放疗科、病理

科、影像科、内镜中心支气管镜室等科室的意见，来
确立肺癌患者 ＭＤＴ 诊疗方案，以平衡肺癌患者的治

疗获益和风险。 临床对肺癌患者分期诊断存在分歧

时，需通过 ＭＤＴ 诊疗模式提高肿瘤临床分期的准确

性。 除了肺癌疑难病例，Ⅲ期肺癌和寡转移肺癌等

因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在制定初始治疗方案前，发起

ＭＤＴ 评估并制定诊疗方案至关重要。 肺癌 ＭＤＴ 诊

疗模式不仅适用于非小细胞肺癌 （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ＳＣＬＣ）患者，同时也适用于小细胞肺

癌（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ＬＣ）患者，并贯穿于肺

癌全病程管理流程中。
基于肺癌诊断和治疗的复杂性，美国国家癌症

综合网络（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ＣＣＮ）指南给出明确的推荐意见：在肺癌患者从诊

断到治疗的全病程管理中，以 ＭＤＴ 诊疗模式为中

心、结合最佳的循证证据和个体数据，能为肺癌患者

提供最优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肺癌患者治疗获益、
降低并发症和疾病进展风险［２⁃３］。

１． 国外肿瘤ＭＤＴ 的临床获益：传统诊疗模式中

患者转诊需要等待时间，而且患者每到一个新的科

室，医师需要重新熟悉患者情况甚至修订新的治疗

方案。 而 ＭＤＴ 模式集合多学科专家优势，可减少时

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抓住最佳治疗时机、提供最优化

的治疗方案。 肿瘤患者 ＭＤＴ 诊疗模式大约经历了

３０ 年的发展与实践。 欧美发达国家其他癌种 ＭＤＴ
诊疗模式运行结果显示，ＭＤＴ 能显著改善肿瘤患者

的预后，患者 ３ 年生存率从 ５８％提高至 ６６％［４⁃５］。
ＭＤＴ 诊疗可显著缩短约一半的治疗等待时间，减少

住院费用，增加高质量临床试验的患者入组机会和

入组效率［６⁃８］。 这些不仅提高了医院病床的周转率，
也有利于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和满意度。 英国通过

立法确保每一位恶性肿瘤患者获得 ＭＤＴ 综合诊疗

的机会［９］。
肺癌的 ＭＤＴ 诊疗模式，有利于促进临床跨学科

交流和融合，有利于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的整合发

展，强化跨学科团队合作与核心人才的培养，促进医

疗资源的优化配置［８］。 ＭＤＴ 方案确立和后期实施，
可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和心理健康，提高对疑难问

题的决策效率［１０］。
２． 国内肺癌 ＭＤＴ 现状：我国探索肿瘤 ＭＤＴ 诊

疗实践，大约也经历了 ２０ 年的发展历程，但至今尚

未形成 ＭＤＴ 诊疗共识、ＭＤＴ 收费模式以及医师参

与 ＭＤＴ 治疗模式的激励机制。 针对我国省、市级肿

瘤专科医院和省、市级综合医院的一项调研结果显

示，仅有 ３５％～５４％的医院建立了 ＭＤＴ，其中省级肿

瘤专科医院 ＭＤＴ 的开展率较高，地市级肿瘤专科医

院不到 １３％，三级综合性医院的开展率在 １５％ ～
２６％，二级综合性医院多数未建立 ＭＤＴ［１１］。 ２０１９ 年

通过对全国已开展肺癌 ＭＤＴ 诊疗模式的 １８ 家医院

中共计 ２７ 位专家进行了现场讨论、投票和调研，结
果显示，目前中国肺癌 ＭＤＴ 在指南遵循度、民主决

策、落地执行和反馈、会议记录、患者随访等方面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ＭＤＴ 成员也强烈呼吁建立更

有效的激励机制，体现 ＭＤＴ 成员价值。 同时，期望

通过 ＭＤＴ 多学科合作，提高患者入组临床研究的机

会以及提升研究质量。
３． 中国肺癌ＭＤＴ 共识制定目标与内容：基于肺

癌患者 ＭＤＴ 诊疗需求和中国发展现状，为确保肺癌

ＭＤＴ 诊疗模式的规范化、可持续性运行，本共识旨

在建立、健全和完善中国肺癌 ＭＤＴ 标准。 目标是通

过建立多学科团队合作机制，为肺癌患者提供最优

化的 ＭＤＴ 诊疗方案，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预后及

ＱｏＬ。
本共识为中国首次针对肺癌患者 ＭＤＴ 诊疗标

准建立的共识文件。 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肺癌

ＭＤＴ 诊疗模式，包括了 ＭＤＴ 责任义务、组织架构、
工作形式、标准流程、评估方法与激励机制等管理体

系。 通过对 ＭＤＴ 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后期评估

３ 个阶段进行管理，提升肺癌 ＭＤＴ 方案制定的科学

性和实用性，强化 ＭＤＴ 方案实施阶段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完善后期评估阶段的可靠性和完整性，逐步建

立完善中国肺癌 ＭＤＴ 诊疗模式的运营闭环。
一、肺癌 ＭＤＴ 准备阶段

肺癌 ＭＤＴ 准备阶段的工作主要包括组建 ＭＤＴ
团队，配置必要的基础设施，确立 ＭＤＴ 患者的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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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建立 ＭＤＴ 准备阶段的标准化流程，明确 ＭＤＴ
的实施类型以及规定 ＭＤＴ 的职责要求，共 ６ 个方

面。
（一）肺癌 ＭＤＴ 团队［２⁃３，１１⁃１３］

１． 成员组成：成员组成包含 ＭＤＴ 首席专家、
ＭＤＴ 主席、ＭＤＴ 成员及 ＭＤＴ 协调员，有条件的单位

可增设 １ 名相对固定的 ＭＤＴ 秘书。
ＭＤＴ 首席专家：由同行认可的肺癌相关临床科

室（如肺内科或肺外科）权威专家担任，具有一定行

政组织及协调能力。 ＭＤＴ 首席专家也可能是 ＭＤＴ
主席，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而不仅仅局限于 ＭＤＴ 会

议。 首席专家职责：（１）同意出席大多数 ＭＤＴ 会

议；（２）参与确定 ＭＤＴ 组织架构和成员；（３）管理

ＭＤＴ，为 ＭＤＴ 设定明确的目标、目的、对成员的期

望；（４）确定 ＭＤＴ 的作用及其在肿瘤治疗中的重要

意义；（５）在当地就实施有效 ＭＤＴ 所需的资金及资

源进行谈判。
ＭＤＴ 主席：一般由主任医师担任，拥有肺癌领

域丰富的诊疗经验，具备组织能力、协调沟通能力、
争议处理能力，具备对 ＭＤＴ 组织的把控能力。 主席

职责：（１）全权负责组织和主持 ＭＤＴ 病例讨论会，
确保所有需要讨论的病例能及时进行讨论；（２）确

保 ＭＤＴ 所有成员能围绕主题、充分交流，营造专业

的讨论气氛；（３）确保以循证医学为依据和以患者

为中心的最优化 ＭＤＴ 治疗方案产生；（４）治疗方案

产生后，明确落实执行人员；（５）对 ＭＤＴ 讨论进行

总结。
ＭＤＴ 成员：一般由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人员

担任，二级及以下医院可放宽至青年主治医师，应当

具备团队精神，尊重同行发言，善于合作，善于学习，
能够及时掌握本领域的最新进展和诊疗指南。 团队

成员可分为核心成员和扩展成员。 其中核心成员包

括胸外科、呼吸内科、肿瘤内科或胸内科、放疗科、介
入科（内镜科）、影像诊断、病理诊断和分子诊断等

专家；扩展成员包括特殊病例需要邀请的相关科室

专家，如临床研究机构、伦理机构等专家。 团队成员

职责：（１）核心成员应相对固定并按时参加 ＭＤＴ 会

议，扩展成员根据需求参加 ＭＤＴ 会议。 如日程冲

突，应指定本科室相应专家参与讨论；（２）ＭＤＴ 参与

成员应全程参加病例讨论，在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

经验的基础上，给出诊疗意见。
ＭＤＴ 协调员：一般由来自医院或专科肿瘤中心

的具有行政岗位工作经验的人员，或从事肺癌诊治

的高年资住院医师或低年资主治医师轮值担任（轮

值周期为至少半年至 １ 年），具有一定的协调和管

理能力，已接受数据系统和 ＩＴ、数据保护和共享方

面的培训，能够使用 ＭＤＴ 会议需要使用的设备和设

施。 协调员职责：（１）协调员是 ＭＤＴ 规范高效运行

的必要组成人员，主要负责全程协助安排 ＭＤＴ 病例

讨论会；（２）负责提交 ＭＤＴ 会议申请，在会前收集

患者资料并提前发送给参加讨论的专家，以及准备

必要的会议设备设施；（３）记录、撰写并存档 ＭＤＴ
病例讨论会的会议纪要，必要时可增加记录员；（４）
负责随访、追踪 ＭＤＴ 治疗方案的落实情况和执行效

果，并定期向 ＭＤＴ 专家组反馈，对重点病例进行归

纳总结和分享；（５）有条件的医院，可以指定人员兼

职固定担任 ＭＤＴ 秘书，协助协调员完成 ＭＤＴ 的事

务性工作。
２． ＭＤＴ 团队协作和文化：每个 ＭＤＴ 成员在

ＭＤＴ 中均有明确的角色和职责，成员之间相互平

等，相互尊重和信任，和睦相处，求同存异。 ＭＤＴ 需

设立团队的发言制度，鼓励发表具有建设性的讨论

和争议，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和分享经验。
３． ＭＤＴ 成员个人发展和培训：ＭＤＴ 成员应认

识到不断学习的必要性，可通过会议或网络分享自

己的学习和实践经验，共同学习、进步。 此外还可根

据需要获得培训机会，以增强个人的专业技能及在

ＭＤＴ 中的协作能力，例如领导技能、主持和沟通技

巧、时间管理能力、自信及决断力以及视频会议等 ＩＴ
设备的使用方法，此外，还需积累肿瘤学、放射学和病

理学知识（适用于在这些领域不是专家的成员）等领

域的知识储备。 ＭＤＴ 团队成员还应具有教学和培训

意识，如将治疗后的病例再提交回顾讨论等。
（二）必要的基础设施

１． 会议场地的物理环境：建议设立在相对固

定、安静的独立空间，足够宽敞，照明设施完善，桌椅

布局适宜，确保所有与会成员都有座位，以便于各科

医师近距离讨论。
２． 技术和设备：建议举行ＭＤＴ 的会议室配置可

连接医院内网的电脑设备和高清投影设备，以便调

取和播放患者的影像学、病理学、实验室检查数据等

病历资料。 有条件的单位，还可配备实时录像和视

频对话设备以便进行回放观看或通过视频会议与场

外人员进行分享讨论。
（三）ＭＤＴ 患者的纳入标准［１１］

ＭＤＴ 患者的纳入标准包括：（１）尚未确诊，但可

能有获益的早期肺癌患者；（２）治疗过程中因疗效

不佳；出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如Ⅲ级以上免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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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良反应）或手术、放疗并发症需要更改原治疗

计划的肺癌患者，治疗存在重大争议的患者，或治疗

后疾病出现进展的各类病例（包括手术后复发转

移、放化疗结束后出现疾病进展）；（３）强烈建议但

不限于以下类型患者进入 ＭＤＴ 诊疗：①局部晚期或

晚期 ＮＳＣＬＣ 患者；②ＳＣＬＣ 患者；③高龄或合并症和

（或）并发症多发的患者；④病情复杂的疑难患者

（多原发肺癌、寡转移、脑膜转移、惰性肺癌、ＳＣＬＣ
转化、少见突变、混合疗效、罕见病理类型和基因突

变家属依从性不好、潜在医疗纠纷人群等）。
（四）ＭＤＴ 准备阶段的标准化流程

会前主管医师根据纳入标准筛选需要进行

ＭＤＴ 的住院肺癌患者，上报科室主任进行本科室内

讨论，判断是否需要进行 ＭＤＴ 讨论；征得科室主任

首肯后，由协调员和主管医师共同准备患者标准化

ＭＤＴ 讨论模板，并上报 ＭＤＴ 主席，在满足 ＭＤＴ 纳

入标准并经评议通过后，进入 ＭＤＴ 执行阶段。 ＭＤＴ
讨论模板应包括诊断数据（病理和影像等）、临床信

息（常规临床检测、合并症、心理状态和姑息治疗情

况等）、患者既往病史和患者或家属对目前诊疗的

观点等。
（五）ＭＤＴ 的实施类型［１４］

１． 依据 ＭＤＴ 形式分类：除了传统的院内 ＭＤＴ
形式，肺癌 ＭＤＴ 还可以有门诊 ＭＤＴ、院际 ＭＤＴ 模

式。 传统院内 ＭＤＴ 是在具有肺癌诊疗相关临床科

室的三级综合医院和肺癌诊疗相关专科医院内开展

的 ＭＤＴ，由本院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相对稳定的

ＭＤＴ 团队，定期召开 ＭＤＴ 会诊。 门诊 ＭＤＴ 可提供

一站式诊疗服务，能使患者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个体

化治疗方案；一般通过门诊医师提出申请或由患者

自己提出申请，通过门诊办公室登记或通过网络预

约，经确认后，向患者发送就诊通知，患者需携带相

关病历资料，按照预约时间到场就诊。 院际 ＭＤＴ 是

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或患者要求等原因，邀请其他

医疗机构的医师会诊，申请科室应当向患者说明会

诊目的、费用等情况，在患者或患者监护人知情同意

情况下邀请院外专家会诊。
２． 依据 ＭＤＴ 规模分类：分为基本型 ＭＤＴ 和规

模型 ＭＤＴ。 基本型 ＭＤＴ 指仅有最初核心成员的

ＭＤＴ，通常由几个肺癌诊疗最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
如肿瘤内科、胸外科、放疗科、呼吸科、病理科、影像

科医师。 基本型 ＭＤＴ 主要适用于减少过度使用所

有专科医师的时间和精力等情况或缺少专科医师或

专家不足时，例如二级医院或基层医院、偏远地区医

院。 规模型 ＭＤＴ 成员则包括胸外科、呼吸内科、肿
瘤内科、放射科、介入科、影像科、病理科、护理学等

专家，以及特殊病例需要的相关专家，包括针对患者

病情对应的专科医师，通常由知名三甲医院医技精

湛的顶尖肿瘤专家组成，他们多为高年资主管医师

（主任或副主任医师），并且有丰富的肺癌诊治经

验，并接受持续肺癌专业教育，在肺癌基础和临床研

究方面拥有高水平的科学产出，并且每年管理＞１００
例新诊断肺癌病例。

（六） ＭＤＴ 的职责要求

１． 医院应将 ＭＤＴ 作为改善医疗服务工作重点

积极推进，为肿瘤 ＭＤＴ 开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人员

和硬件设备设施支持，保证 ＭＤＴ 顺利运行。
２． 确保固定时间召开 ＭＤＴ，并辐射带动周边地

区医院积极开展肿瘤 ＭＤＴ 工作及 ＭＤＴ 相关人员的

培训。
３． 建立肿瘤 ＭＤＴ 病例数据库，及时登记 ＭＤＴ

病例资料，包括基本信息和 ＭＤＴ 讨论、执行、随访情

况等信息，并根据收集的信息，定期开展肿瘤 ＭＤＴ
效果评估，不断提高肿瘤 ＭＤＴ 质量和水平，及时总

结经验，注意科研产出。
二、肺癌 ＭＤＴ 执行阶段

肺癌 ＭＤＴ 执行阶段主要内容包括：肺癌 ＭＤＴ
的执行流程、肺癌 ＭＤＴ 会议讨论流程及需要明确的

问题、肺癌 ＭＤＴ 临床决策的制定原则、ＭＤＴ 的方案

执行、ＭＤＴ 病历记录等方面内容，具体分述如下。
１． 肺癌 ＭＤＴ 执行流程：肺癌 ＭＤＴ 会议前，由主

管医师将 ＭＤＴ 病历上报至肺癌 ＭＤＴ 协调员（协调

员一般采用轮值制度），并准备该患者病例汇报的

ＰＰＴ 资料。 ＭＤＴ 协调员进行 ＭＤＴ 排期（固定 ＭＤＴ
时间及频次）、安排具体执行 ＭＤＴ 日期和会议地

点。 通过在线或电子邮件形式邀请并通知 ＭＤＴ 专

家组参与 ＭＤＴ 会议。
肺癌 ＭＤＴ 讨论会中，发起 ＭＤＴ 的主管医师需

要系统介绍并准确展示 ＭＤＴ 病例数据，包括患者的

现病史、既往史、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诊断、病理学诊

断［组织病理、分子病理如基因检测及程序性死亡

受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１， ＰＤ⁃１） ／程序性死亡

配体 １（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ｌｉｇａｎｄ １， ＰＤ⁃Ｌ１）检测

结果等］，当前的诊断信息（含病理、ＴＮＭ 分期）和既

往治疗方案，并明确提出本次 ＭＤＴ 讨论的问题要点

和目的。 与会的 ＭＤＴ 专家通过集体讨论，根据患者

临床特征、诊疗过程并结合循证医学证据，提出个体

化的诊疗计划和方案。 ＭＤＴ 讨论内容需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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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癌 ＭＤＴ 标准化信息登记表，合并所在医院的病

历格式存档。
肺癌 ＭＤＴ 会后，需要落实 ＭＤＴ 拟定的治疗方

案，完善 ＭＤＴ 患者的病程记录，动态更新 ＭＤＴ 执行

情况，随访治疗效果，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和诊治需

求，必要时进行 ２ 次 ＭＤＴ，同时开展 ＭＤＴ 患者教育

活动。 对每一例 ＭＤＴ 肺癌患者需建立完整的、标准

化的病历档案，有条件的单位可建立数据库，定期对

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逐步提高肺癌 ＭＤＴ 诊疗水平

和科研水平。 综合性三级医院开展肺癌 ＭＤＴ 执行

流程可以参考流程图 １，ＭＤＴ 诊疗模式流程图结束

的终点为肺癌患者死亡或失访。

注： ＭＤＴ： 多学科团队

图 １　 ＭＤＴ 执行流程图

　 　 对二级医院和偏远地区如受诊疗条件的限制，
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的 ＭＤＴ 可简易流程（图 ２）。 临

床科室主管医师根据患者要求，提交患者病历数据、
明确 ＭＤＴ 的目标，邀请 ＭＤＴ 专家讨论形成共识意

见，付诸实施并给予反馈，这就是简易版的 ＭＤＴ 执

行流程。
２． 肺癌 ＭＤＴ 讨论的步骤：首先，对符合 ＭＤＴ 纳

入标准的病例在确定治疗方案前，须进行科室内部

的讨论。 对拟转诊或需其他科室协助的肺癌患者，
需基于ＭＤＴ团队讨论意见决定是否转科治疗。 其

次，肺癌 ＭＤＴ 讨论基于患者临床表现、影像诊断依

据、病理诊断依据、基因检测与实验室检查、患者的

个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循证医学证据进行

深入讨论，制定综合的 ＭＤＴ 诊疗方案，以权衡肺癌

患者的诊疗获益和风险。 每次 ＭＤＴ 讨论形成的诊

疗方案终稿，需包括确切的诊断意见和可执行的治

疗意见。 临床开展肺癌 ＭＤＴ 讨论中，出现诊疗意见

不一致时，建议以投票制或商议后由主席决策的方

式形成 ＭＤＴ 诊疗意见共识，充分告知患者和（或）
家属并结合其治疗意愿进行选择。 最后，在综合诊

疗方案制定后，负责该患者管理的主管医师须严格

执行 ＭＤＴ 诊疗方案。 当在 ＭＤＴ 方案执行中出现疾

病进展或 ３ 级以上的不良反应事件时，须重新评估

是否需要再次进行 ＭＤＴ 讨论，并及时更新 ＭＤＴ 治

疗方案。 当患者再次入院时，每次 ＭＤＴ 讨论诊疗意

见和治疗方案、后续 ＭＤＴ 方案执行情况、ＭＤＴ 方案

变更情况，均须记录在 ＭＤＴ 的病历记录中。
３． 肺癌 ＭＤＴ 需明确的问题：肺癌 ＭＤＴ 会议讨

论问题需要基于患者的客观数据，结合循证医学证

据和 ＭＤＴ 的目的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因此，肺癌

ＭＤＴ 会议需讨论 ３ 个方面的问题：（１）肺癌患者的

精确分期： 患者病情的综合评估、准确诊断是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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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ＭＤＴ： 多学科团队

图 ２　 ＭＤＴ 简易执行流程图

治疗方案的前提，病情评估需收集患者功能状态评

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Ｓ）、临床症状与体征、实验

室检查、影像学、病理结果、基因检测等信息。 对后

期的治疗策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肺癌的 ＴＮＭ
分期方面，ＭＤＴ 团队需要评估肿瘤大小与位置、肿
瘤局部解剖浸润情况、肿瘤的血液供应情况和淋巴

结转移情况、远处器官转移情况。 在患者的病理取

材及诊断方面，应包括活检方式（支气管镜检查、经
皮肺穿刺活检等）、活检的位置、组织病理、免疫组

化、分子分型及基因突变等。 ＭＤＴ 团队讨论后形成

一致的诊断意见，完成精确的肺癌 ＴＮＭ 分期及病理

诊断。 （２）肺癌患者的综合治疗：在确定 ＴＮＭ 分期

后，ＭＤＴ 团队需要根据患者个体化情况，结合国内

外指南及循证医学证据，提出可实施的最优化治疗

方案。 对Ⅰ～Ⅲ期可手术切除、潜在可手术的肺癌

患者，均需优先考虑肿瘤的手术治疗机会，再讨论围

手术期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方案的适

应证。 对不可手术或无法耐受手术的早期及局部晚

期肺癌患者，在确立标准治疗方案前，需要综合评估

患者化疗及放疗的时机和方案、靶向治疗的时机、免
疫治疗的可行性、患者的治疗意愿和预期等决策问

题。 Ⅳ期肺癌患者应先考虑驱动基因突变的靶向治

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同时需考虑系统性化

疗、姑息性放疗甚至姑息性手术等治疗手段的综合

应用。 理想的肺癌治疗方案的制定需结合患者的个

体数据和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来综合考量，并且充

分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和偏好。 （３）肺癌患者治疗

的疗效及安全性：临床上肺癌治疗方案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需要根据患者体能状态和疾病情况调整

ＭＤＴ 诊疗方案。 对患者疗效评估需基于客观、可量

化的指标。 判断 ＭＤＴ 方案的疗效需随访患者的

ＯＳ、无病生存时间（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ＤＦＳ）、无进

展生存时间（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ＦＳ）和 ＱｏＬ
等指标。 ＭＤＴ 方案的安全性评估需密切随访患者

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情况，尤其 ３ 级及以上的不

良反应事件。
４． 肺癌 ＭＤＴ 临床决策制定：肺癌 ＭＤＴ 临床决

策方案的制定基于客观的患者数据和循证医学证

据。 制定科学、精准、个性化、可执行的 ＭＤＴ 诊疗方

案需综合考量如下因素：（１）患者基线数据：制定

ＭＤＴ 诊疗决策的前提条件是肺癌 ＭＤＴ 会议上需提

供客观、完整准确的患者数据。 尤其是肺癌患者现

病史、既往史、诊断及分期、影像学诊断、病理诊断、
基因检测情况等。 （２）患者个体差异：肺癌 ＭＤＴ 会

议形成诊疗决策需考虑患者的 ＰＳ 和其他合并症情

况等个体差异。 ＭＤＴ 诊疗起始前，需充分评估患者

ＰＳ 和主要脏器功能，这对治疗方案的可行性及依从

性十分重要。 （３）患者心理状况：肺癌 ＭＤＴ 诊疗决

策的制定，需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预期，包括但不限

于患者的生存预期、ＱｏＬ 预期以及治疗意愿等。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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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心理状态的评估须贯穿于 ＭＤＴ 诊疗计划、实施和

管理的始终。 （４）肺癌 ＭＤＴ 临床决策制定需符合

如下标准：①具有循证医学依据的诊疗方案需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抗癌协

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ＣＳＣＯ）、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ＡＳＣＯ）、欧洲肿瘤学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ＥＳＭＯ） 和

ＮＣＣＮ 等制定的国内外肺癌诊疗指导原则、指南及

专家共识；②ＭＤＴ 诊疗应以患者为中心，基于患者

个体化的临床资料制定 ＭＤＴ 诊疗方案。 如有关键

临床资料缺失，应记录在案，于 ＭＤＴ 后补充完善相

关临床资料；如因资料不完整或结果未归而无法得

出诊疗建议时，可以择期组织二次 ＭＤＴ，但应尽量

避免此类情况；③ＭＤＴ 团队应了解所有当前正在进

行的临床试验（包括临床试验的入选标准）。 评估

患者能否参与临床试验，作为临床决策的一部分，必
要时可请相关临床试验的协作者或研究者参加

ＭＤＴ 会议；④通常需选择标准诊治方案。 在特殊情

况下，因诊疗条件的限制，需有足够理由选择其他非

标准治疗方案作为替代，并应将实际情况记录在案；
⑤建议推荐不少于 ２ 种治疗方案给患者进行治疗选

择，或者作为替代治疗方案的选择；⑥应明确将

ＭＤＴ 建议传达给患者或家属和其医疗组的责任人，
并记录传达信息的方式和时间；⑦ＭＤＴ 成员在决策

讨论过程中需形成清晰明确、可执行的诊疗建议和

共识。
５． 肺癌 ＭＤＴ 记录的标准化：肺癌 ＭＤＴ 记录文

档需规范填写 ＭＤＴ 的具体时间、地点、组织者和参

与者等基本信息，以及 ＭＤＴ 会议讨论形成的治疗意

见和方案，便于 ＭＤＴ 诊疗后的执行和随访，方便

ＭＤＴ 患者病例的存储、检索、数据利用。 ＭＤＴ 记录

需要包括肺癌 ＭＤＴ 的时间、地点、首席专家、主席

（主持人）、协调员、参加科室及 ＭＤＴ 专家名单（职
称）、发起单位及科室、主管医师。

ＭＤＴ 病历需采取结构化记录，具体包括患者的

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或门诊号等）、
患者的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 （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ＥＣＯＧ）ＰＳ 当前评分、ＭＤＴ 的次数、
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诊断、病理诊断、基因检测结果；目前诊断、治
疗阶段（初治或经治）及线数、既往治疗史（是否手

术）与疗效评估等信息。 影像学检查是准确 ＴＮＭ
分期的重要手段。 增强 ＣＴ 和 ＭＲＩ 可以充分评估肿

瘤大小、位置、浸润范围与毗邻解剖结构的关系、淋
巴结转移情况以及远处器官转移情况。 ＮＳＣＬＣ 患

者需要常规进行分期检查，需要进行头颅 ＭＲＩ、颈部

淋巴结彩超、全腹部（肝脏和肾上腺）增强 ＣＴ、骨扫

描等检查。 病理是肺癌确诊的金标准。 对肺癌

ＭＤＴ 患者进行病理诊断时，需要完整填写病理取样

的方式、取样部位、组织来源、染色方法等信息，并完

整保留原始病理检测的数字图像，并按照 ＭＤＴ 患者

的唯一序列号进行存档，便于 ＭＤＴ 诊疗后期的随访

评估和查阅。 基因突变、ＰＤ⁃１ ／ ＰＤ⁃Ｌ１ 等检测可为肺

癌患者提供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的依据。 肺癌

ＭＤＴ 标准化信息登记表如表 １ 所示。
无论是初治肺癌患者，还是经治肺癌患者，只要

进行肺癌 ＭＤＴ，每次形成的共识意见，必须反馈给

患者或家属，并获得知情同意书签字后，方可落地执

行，并完整保留存档患者或家属签字后的知情同意

书作为诊疗依据。 具体模板可以参照表 ２。
三、肺癌 ＭＤＴ 后跟踪与反馈

肺癌 ＭＤＴ 是一个动态的全病程管理流程，伴随

治疗方案的执行和疾病的转归，临床需要对肺癌

ＭＤＴ 方案实时跟踪并反馈修订。 ＭＤＴ 方案的有效

性取决于高质量的落地执行，按要求执行方案是肺

癌 ＭＤＴ 患者持续受益的关键。
１． 肺癌 ＭＤＴ 方案落实：（１）方案执行、监测与

评估［１０］：肺癌 ＭＤＴ 执行主体由患者的主管医师所

在科室负责。 在完成 ＭＤＴ 后，主管医师需负责落地

执行，并对 ＭＤＴ 诊疗方案的疗效进行持续评估。 一

方面主管医师需要对 ＭＤＴ 肺癌患者进行不良反应

监测（详见 ＭＤＴ 标准病历 Ｎ⁃１２ 表单），当出现严重

的 ３ 级及以上不良反应事件以及非预期不良事件

时，需要及时反馈，必要情况下调整治疗方案。 另一

方面，需要通过客观的随访指标，如 ＤＦＳ、ＰＦＳ 和 ＯＳ
等，对 ＭＤＴ 患者进行长期随访观察，定期评估患者

的 ＱｏＬ，确保 ＭＤＴ 治疗方案执行的有效性和患者的

依从性（请参考标准 ＭＤＴ 病历 Ｎ⁃１４ 表单）。 医院

医务处作为监管方，需要定期组织肺癌领域 ＭＤＴ 专

家，抽查 ＭＤＴ 病历，了解 ＭＤＴ 方案执行情况、ＭＤＴ
病例记录规范、治疗和随访的实施情况等。 具体诊

断和治疗措施交由相应的 ＭＤＴ 专科成员或特定的

专家组完成。 跨科室的专家成员对各自提交的讨论

意见或方案具有最终解释权。 （２）肺癌 ＭＤＴ 方案

修订：临床肺癌患者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尽管

ＭＤＴ 团队基于患者客观数据结合最新的循证证据

形成 ＭＤＴ 治疗方案，但是并不能确保每一例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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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ＭＤＴ：多学科团队

疗效与预期一致。 在实际 ＭＤＴ 诊疗工作中，动态监

测并及时修订 ＭＤＴ 方案是必要的后续工作。 当临

床基于客观的评价指标发现患者对 ＭＤＴ 方案出现

严重不良反应事件、疾病进展或其他未获益的客观

证据时，ＭＤＴ 团队有必要再次发起 ＭＤＴ 讨论，根据

患者的疾病进展情况，结合最新的循证证据调整

ＭＤＴ 的治疗方案并及时登记在 ＭＤＴ 病历中（参考

标准 ＭＤＴ 病历 Ｎ⁃１０ 表单），以满足肺癌患者的疾病

全程管理需求。 ＭＤＴ 团队需针对有争议的病例详

细解释治疗过程，避免医疗纠纷的出现。 （３）肺癌

ＭＤＴ 后期随访报告表模板：肺癌管理是动态的过

程。 ＭＤＴ 方案执行后的随访阶段，需根据标准化的

格式登记肺癌患者的随访指标及信息，标准化模板

参考 ＭＤＴ 标准病历 Ｎ９⁃１４ 表单。 建议临床为每一

例 ＭＤＴ 肺癌患者构建标准化的病历数据管理系统，
便于临床肺癌数据的维护、质量控制和持续性改进，
对临床疗效判断和后期真实世界研究提供同质性的

数据集。
２． 患者跟踪与反馈［１０］：肺癌 ＭＤＴ 中每位专家

所给出的意见和建议均应记录于患者的 ＭＤＴ 病历

中，结合一定的时间顺序，根据患者疾病的进展和转

归情况，对治疗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再通过

核对历史的分析和预判记录，进一步积累临床经验

和提升诊疗水平。
肺癌 ＭＤＴ 后跟踪与反馈，分述如下：（１）患者

标准病历记录的跟踪：临床开展 ＭＤＴ 过程中，建立、
健全和完善 ＭＤＴ 患者档案至关重要。 结构化、标准

化记录肺癌患者的 ＭＤＴ 病历，应贯穿于肺癌全病程

管理的始终。 ＭＤＴ 病历记录包括但不限于诊断、治

疗方案、患者疗效评估、不良反应记录、疾病进展等

情况。 主管医师执行 ＭＤＴ 共识意见时，包括但不限

于完善 ＭＤＴ 决策中需要补充的检查项目，并更新记

录在 ＭＤＴ 病历中。 （２）患者的疗效跟踪：肺癌患者

的主管医师应及时跟踪和反馈患者治疗的疗效和不

良反应情况，出现疾病进展或 ３ 级及以上不良反应

时，应及时判断是否发起第 ２ 次 ＭＤＴ 调整治疗方

案。 （３）患者的随访情况跟踪：肺癌患者的主管医

师需跟踪随访 ＭＤＴ 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包括但不限

于定期复查及疗效的评估等，定期向 ＭＤＴ 成员反馈

疗效及预后指标情况（参考 Ｎ⁃１４ 表单）。 如果患者

治疗后出现突发或特殊情况，需及时上报 ＭＤＴ 团

队。 （４）患者的转诊及病历管理权的跟踪：对需要

转诊的肺癌患者，应根据 ＭＤＴ 达成转诊共识，在征

求患者知情同意后，执行 ＭＤＴ 转诊意见，并及时移

交 ＭＤＴ 病例管理权限至目标科室的主管医师。
（５）真实世界研究问题的跟踪：对临床疑难病例或

棘手的疑难问题，通过肺癌 ＭＤＴ 可快速将临床诊疗

实践问题转化为临床科研问题，打通临床问题向科

研问题转化的渠道，提高临床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和

实用性，快速推动中国肺癌科研领域发展。
３． 肺癌 ＭＤＴ 运行、质控评估体系的建立：本共

识起草单位需定期对 ＭＤＴ 管理制度、标准流程、
ＭＤＴ 病历标准进行完善修订，以利于临床更好地实

践肺癌 ＭＤＴ 全程管理方案。 （１）定期对开展肺癌

ＭＤＴ 诊疗模式的医院进行评价。 可采用包括肺癌

患者的满意度、治疗费用、治疗实施时间等作为绩效

指标进行考核衡量。 （２）对肺癌患者获益的评价。
ＭＤＴ 诊疗模式对个体预后指标的改善情况，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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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层和混杂因素控制后，依据患者的 ＤＦＳ、
ＰＦＳ、ＯＳ 和 ＱｏＬ 等客观指标进行评价。 （３）ＭＤＴ 对

临床科研实力提升的评价。 临床可以将 ＭＤＴ 患者

入组临床研究的数量，作为量化评价指标，来衡量

ＭＤＴ 的科研价值。 同时，需要考虑 ＭＤＴ 诊断对促

进科学问题发现的价值，综合评价科研立项的课题

来源、发表高质量论文与 ＭＤＴ 的数量作为重要指

标。 （４）对肺癌 ＭＤＴ 的运行情况评价。 ①ＭＤＴ 病

例年诊疗数量和占比（按年度统计 ＭＤＴ 病例总数

占全院当年肺癌病例总数的比例）：可通过计算新

增 ＭＤＴ 病例与新诊断肺癌病例的占比，以反映

ＭＤＴ 在执行单位乃至全国范围内整体的落地执行

情况。 ②ＭＤＴ 初诊病例占全部 ＭＤＴ 患者比例：计
算 ＭＤＴ 新增病例与 ＭＤＴ 总病例比例，以评价 ＭＤＴ
增速情况。 ③ＭＤＴ 病例不同肺癌分期所占比例（早
期、局部晚期和晚期）：通过统计分析肺癌各分期

ＭＤＴ 分布情况，评价在肺癌全病程管理中，哪个阶

段需要更多的专家医疗资源分布，为肺癌分级诊疗

制度的完善、优化专家资源分配提供决策数据。 ④
ＭＤＴ 治疗方案执行情况评估（分为完全执行、部分

执行、未执行，并提供部分执行、未执行原因）。 临

床建立、健全客观可评价的 ＭＤＴ 质控指标和评价体

系，转变传统肺癌分散管理模式，走向全病程、证据

驱动和精准个体化的 ＭＤＴ 模式，全面提升肺癌综合

诊疗水平。 ⑤ＭＤＴ 患者纳入临床试验的情况。
四、肺癌 ＭＤＴ 共识总结

伴随中国肺癌诊疗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发展，肺
癌的诊断和治疗已经步入精准、个性化的综合全病

程管理时代。 肺癌领域的一线医务工作者，需要打

破学科和专业壁垒，建立以肺癌患者自身特性和肿

瘤生物学行为为中心、以循证医学证据和指南为依

托、以最优化的诊疗方案为目标的 ＭＤＴ 全程管理模

式，以最大限度地延长肺癌患者生存期、提高 ＱｏＬ。
基于患者的客观数据和循证医学证据，遵循 ＭＤＴ 管

理模式团结协作，为患者确立最优化的诊疗方案，以
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和 ＱｏＬ 为最终目标。

本共识通过介绍责任义务、组织架构、工作形

式、标准流程、评估方法及后期跟踪与反馈，促进肺

癌 ＭＤＴ 综合诊疗方案落地执行，通过规范化 ＭＤＴ
诊疗流程，不断提升肺癌诊疗水平和科研能力，使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受益最大化，为肺癌患者全病程管

理提供更全面、规范的诊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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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Ｂｒｏｗｎ Ｂ， Ｙｏｕｎｇ Ｊ， Ｓｍｉｔｈ ＤＰ， ｅｔ ａｌ．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ｍ⁃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ｓｔｅｐｐｅｄ⁃ｗｅｄｇ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Ｊ］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 ２０１８， １３（１）：４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３０１２⁃０１８⁃０７３３⁃ｘ．

［１３］ Ｏｓａｒｏｇｉａｇｂｏｎ ＲＵ，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ＲＫ， Ｋｒａｓｎａ ＭＪ．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Ｊ］ ． Ｔｒａｎｓ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１５， ４ （ ４）：
４４８⁃４５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７８ ／ ｊ．ｉｓｓｎ．２２１８⁃６７５１．２０１５．０７．０５．

［１４］ Ｓｅｌｂｙ Ｐ， Ｐｏｐｅｓｃｕ Ｒ， Ｌａｗｌｅｒ 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ｍ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ｒｅ［Ｊ］． Ａｍ Ｓｏｃ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Ｅｄｕｃ Ｂｏｏｋ， ２０１９， ３９：３３２⁃３４０．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ＥＤＢＫ＿２３６８５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１２）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一稿两投和重复发表问题的处理原则

　 　 一稿两投（一稿多投）是指同样的文稿或实质性内容相

同的文稿投寄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媒体。 重复发表是指同

样的文稿或实质性内容相同的文稿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媒

体发表，无论是印刷版媒体还是电子媒体。
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作为我国重要的医学信息源期刊，

原则上不接受一稿两投或重复发表的论文，读者在这些期刊

上所阅读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原始的、首发的，除非声明是按

作者和编辑的意图重新发表的。 这一立场符合中国和国际

版权法、道德规范及资源使用的成本效益原则。 但这一政策

并不妨碍下列论文向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投稿：（１）已经被

其他刊物退稿的论文；（２）发表初步报告后再发表完整的论

文，如已在其他刊物或专业学术会议的论文汇编上发表过摘

要；（３）在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过，但并未在其他刊物或会议

汇编上全文发表或准备全文发表。 因此，作者在向中华医学

会系列期刊投稿时，必须就以前是否投寄过或发表过同样或

类似的文稿向编辑部作充分的说明，以免造成一稿两投或重

复发表。 如果文稿中部分内容已经发表，作者应在新的文稿

中明确指出有关内容并列出相应的参考文献，同时将以前发

表的文稿寄给编辑部，以便编辑部决定如何处理新的文稿。

如果出现一稿两投现象，且作者在投稿时没有作这方面

的说明，编辑部将立即退稿；如果编辑部在发表前没有了解

一稿两投的情况而造成重复发表，编辑部将在本刊发表有关

该文稿系重复发表的声明。 对于一稿两投或重复发表的情

况，编辑部将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

通报，同时，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两年内将拒绝接受该论文

第一作者所撰写的其他文稿。 作者向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

投稿并收到编辑部回执后 ３ 个月未接到退稿，则表明该稿件

仍在处理中，如果作者欲投寄其他刊物，应事先与编辑部联

系并征得编辑部的同意。 作者向大众媒体、政府机构或生产

厂商初步报告已被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录用但尚未发表的

论文的科学内容，是违反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政策的，除非

该论文报道的内容涉及到治疗方面的重大突破或对大众健

康的严重危害，如药物、疫苗、其他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的

严重副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提前透露文稿的内容，不影响该

论文的发表，但应事先与编辑部讨论并征得同意。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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