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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北美 INT⁃0116、欧洲MAGIC、日本ACTS⁃
GC、韩国⁃中国CLASSIC四大胃癌围手术期治疗经典研究，

局部进展期胃癌（LAGC）围手术期治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三

大格局，分别为北美的术后辅助放化疗、欧洲的围手术期化

疗及东亚的术后辅助化疗。近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在胃癌围

手术期治疗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德国的FLOT4⁃AIO研究

将胃癌围手术期化疗推到了高点，因此，NCCN指南将围手

术期化疗更改为首选推荐，并改写了围手术期化疗方案。韩

国ARTIST研究显示，在胃癌D2根治术后辅助化疗基础上加

用辅助放疗并不能提高总生存率，进一步确定了辅助化疗作

为胃癌D2根治术后的标准治疗地位。亚洲学者正积极探索

围手术期化疗在 LAGC的应用，对于 Bulky N病例，新辅助

化疗已成为日本指南推荐的标准治疗方案，JOCG 1509、
RESOLVE等研究将为亚洲国家LAGC的围手术期最佳治疗

选择提供更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目前围手术期化疗与术

后辅助化疗孰优孰劣尚不明确。本文拟从胃癌围手术期治

疗三大格局形成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全球胃癌围手术期治疗

的相关研究进展及指南变更等方面做一综述，以期为临床治

疗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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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our major classic studies of
perioperativ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LAGC), the North American Intergroup ⁃ 0116 trial, the
European MRC MAGIC trial, the Japan ACTS ⁃ GC trial and
Korea ⁃ China CLASSIC trial, the perioperative therapy of
LAGC was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patterns in the world,
namely, postoperative 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in the
North America, peri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the Europe and

postoperative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the East Asia.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done many
researches on the perioperative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For instance the German FLOT4 ⁃ AIO trial pushed the
perioperative chemotherapy of gastric cancer to a high point,
so the NCCN guide changed perioperative chemotherapy to the
preferred recommendation, and rewrote the perioperative
chemotherapy regimen. The ARTIST trial in Korea showed
that the addition of radiotherapy to the adjuvant chemotherapy
after D2 radical resection of gastric cancer could not improve
the overall survival rate, and further defin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as the standard treatment in D2 resection of
gastric cancer. Asian scholars ar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peri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LAGC. For Bulky
N case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has been recommended as
the standard treatment in the Japanese guidelines. The
JOCG1509，the RESOLVE and other studies will provide more
effective evidence ⁃ base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best
perioperative therapy options of LAGC in Asian countries. At
presen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perioperative chemotherapy or
postoperative adjuvant chemotherapy is better. In this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three patterns of perioperative
therapy of gastric cancer,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gastric cancer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changes of guidelines are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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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于局部进展期胃癌（locally
advanced gastric cancer，LAGC）的围手术期治疗策略存在较

大分歧。在2013年左右，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三大格局，分别

为北美的术后辅助放化疗、欧洲的围手术期化疗及东亚的术

后辅助化疗［1］。近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胃癌围手术期治疗

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随着研究与治疗的全球化，亚洲与欧

美国家对LAGC的治疗策略逐渐趋于一致。本文拟从胃癌

围手术期治疗三大格局形成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全球胃癌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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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期治疗的相关研究进展及指南变更等方面做一综述。

一、胃癌围手术期治疗三大格局形成的发展历程及经典

研究回顾

1.北美国家胃癌围手术期治疗发展历程及经典研究：在

20世纪 90年代前，LAGC的标准治疗策略是胃癌切除术，然

而多数患者通过单纯手术无法达到治愈。2000年美国国家

癌症数据中心（National Cancer Data Base，NCDB）回顾性分

析 50 196例行胃癌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Ⅰa 期胃癌

10年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达到65%，而更高分期的病

例根据病变程度不同，10年OS在 3%~42%之间［2］。当时欧

美研究发现与单纯手术相比，术后辅助化疗并不能提高胃

癌的生存率，因此，北美学者将辅助放化疗应用于胃癌的辅

助治疗中，并进行相关临床研究。2001年，Macdonald 等［3］

发表的 INT⁃0116研究结果显示，术后放化疗组预后要明显

优于单纯手术组（中位 OS：36 个月比 27 个月，P=0.005）。

INT⁃0116研究是影响北美胃癌围手术期治疗的关键性研

究，此后术后同步放化疗被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胃癌诊治指南作为Ⅰ类

证据推荐用于LAGC术后辅助治疗。

2.欧洲国家胃癌围手术期治疗发展历程及经典研究：

欧洲学者也发现浸润超过黏膜下层的胃癌病例预后较

差，5年OS为20%~30%。同时期，日本研究发现淋巴结扩大

清扫能改善这部分患者的预后。然而，欧洲本土的Dutch研

究和MRC研究结果均显示，胃癌D2淋巴结清扫术增加了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并不能提高5年OS［4⁃5］。因此，欧

洲学者将围手术期化疗引入到胃癌的治疗中。于1999年开

始了胃癌围手术期化疗里程碑——MAGIC研究，该研究结

果证实，与单纯手术相比，围手术期ECF方案化疗（表柔比

星+顺铂+氟尿嘧啶）能够使肿瘤缩小达到降期目的，并提高

13%左右的 5年OS（36.3%比 23.0%，P=0.009）［6］。后续法国

的 FNCLCC/FFCD 9703研究也得到类似结果，证实了 PF方

案（顺铂+氟尿嘧啶）围手术期治疗能够提高可切除性胃癌、

食管胃结合部癌和下段食管癌的根治性切除率和长期生存率

（5年OS提高 14%）［7］。基于MAGIC和 FNCLCC/FFCD 9703
研究，围手术期化疗成为英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LAGC的标

准治疗策略［1］。

放化疗作为食管癌的传统治疗方法之一，疗效不亚于单

独手术，故有学者探索将术前放化疗应用到食管胃结合部癌

治疗中。荷兰三期临床试验CROSS研究发现，顺铂联合紫

杉醇的术前同步放化疗方案在下段食管癌和食管胃结合部

癌中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手术（中位OS：49.4个月比24.0个月，

P=0.003）［8］。而对于术前新辅助化疗和新辅助放化疗孰优

孰劣目前尚无定论。Stahl等［9］研究发现，局部进展期下段食

管癌和食管胃结合部癌在新辅助化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

新辅助放疗可使3年OS由27.7%提高到47.4%，但该研究因

入组缓慢而提前终止，而且没有获得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

（P=0.07）。尽管如此，对于食管胃结合部癌，术前同步放化

疗与术前化疗相比仍存在生存获益的趋势，因此，NCCN指

南将术前同步放化疗作为局部进展期食管胃结合部癌的初

始治疗策略选项之一。

3.东亚国家胃癌围手术期治疗发展历程及经典研究：

在 20世纪末，D2淋巴结清扫术已经成为日本胃癌标准手术

方式［10］。日本学者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即使是浆膜层未受累

的、相对早期的胃癌在D2根治术后，仍有20%病例最终会出

现复发和转移，但整体疗效明显优于欧美国家。日本学者认

为，围手术期化疗和术后辅助放化疗对西方国家胃癌疗效的

提高更多的是补充手术的不足，因而将术后辅助化疗作为提

高胃癌疗效的主要研究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研究。

JCOG 8801研究是首个入组病例数超过500例的三期临床随

机对照试验，该研究将浆膜层未受累的胃癌D2根治术后病例

随机分为辅助化疗组和观察组，辅助化疗方案采用丝裂霉素

联合氟尿嘧啶静脉用药3周后，序贯口服尤福定（UFT）18个

月，发现辅助化疗组与观察组 5 年 OS 无差异（85.8% 比

82.9%，P=0.17）；亚组分析发现，T1期（肿瘤局限于黏膜和黏

膜下层）的病例预后较好，且不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而T2期

以上（肿瘤侵犯固有肌层、浆膜下层）的病例或许可从辅助化

疗中获益；因此研究者认为，该研究得到阴性结果的重要原

因是 T1期病例占比过高（33%），缩小了两组间的生存率差

异，建议后续胃癌术后辅助化疗研究剔除T1期病例［11］。日本

全国胃癌外科辅助治疗研究组（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Study Group for Gastric Cancer，N⁃SAS⁃GC）开展了进一步的研

究，入组190例T2N1~2期D2根治术后胃癌病例，随机分为辅助

化疗组（UFT单药治疗 16个月）和单纯手术组，研究结果发

现，术后辅助化疗组的5年OS显著高于单纯手术组（86%比

73%，P=0.017），因该研究病例数较少，故对临床效力有

限［12］。后期就有了胃癌术后辅助化疗的里程碑研究——日

本ACTS⁃GC研究，该研究选用替吉奥（S⁃1）作为辅助化疗药

物，研究结果显示，S⁃1单药术后辅助治疗与单纯手术相比同

时提高了 5年OS（71.7%比 61.1%，HR：0.669）和 5年无复发

生存率（relapse ⁃ free survival，RFS）（65.4% 比 53.1%，HR：

0.653）［13］。ACTS⁃GC研究为胃癌D2根治术后行辅助化疗提

供了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据此得出S⁃1单药化疗可作为

东亚局部进展期胃癌D2根治术后的标准辅助化疗方案。基

于S⁃1的药代动力学在白人和东亚人种的差异，同时欧美国

家多数行D0或D1手术，而ACTS⁃GC研究中均为D2手术，故尚

不能将该研究结论直接推广应用到欧美胃癌的术后辅助治

疗中，S⁃1应用于欧美胃癌辅助治疗需重新进行临床研究评

价。为探索胃癌术后辅助治疗最佳方案，韩国和中国学者进

行了另一个胃癌辅助化疗领域的经典研究——CLASSIC研

究，该研究入组 1 035例Ⅱ~Ⅲb期D2根治术后胃癌病例，随

机分为辅助化疗组 520 例和观察组 515 例，辅助化疗采用

XELOX方案治疗6个月，5年随访结果显示，XELOX组同时提

高了 5年 DFS（68% 比 53%，P<0.0 001）和 OS（78% 比 69%，

P<0.0 015），该研究结论是XELOX方案化疗可作为Ⅱ~Ⅲ期

胃癌D2根治术后的标准辅助治疗方案［14⁃15］。由于XELOX方

案在欧美结直肠癌广泛应用，该研究结果可直接应用于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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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胃癌术后辅助治疗。

至此，在2013年左右，世界胃癌围手术期治疗出现三大

格局，这三大格局分别为北美的术后辅助放化疗；欧洲的围

手术期化疗；东亚的术后辅助化疗。

二、胃癌D2根治术后辅助治疗研究进展

随着欧美D2淋巴结清扫术逐渐成熟，并发症可以得到很

好的控制，目前D2淋巴结清扫术已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胃癌

的标准治疗，特别是在东亚国家，那么胃癌D2根治术后是否

需要行辅助放疗呢？为此，韩国进行了关于胃癌D2根治术后

辅助放疗的ARTIST研究。该研究共入组458例Ⅰb~Ⅳ（M0）

期D2根治术后胃癌病例，随机分为辅助化疗组（XP方案6周

期，顺铂+卡培他滨）和辅助放化疗组（XP方案2周期→卡培

他滨+RT→XP方案 2周期），结果发现两组 3年DFS无差异

（P=0.0 862），7年随访结果进一步验证，加行辅助放疗并不

能提高DFS和OS［16⁃17］。基于此研究及ACTS⁃GC、CLASSIC研

究的结论，确定了术后辅助化疗作为胃癌D2根治术后的标准

治疗策略。胃癌术后辅助放化疗在D2根治术后并非都无价

值，ARTIST研究的亚组分析显示，在淋巴结阳性组可见DFS
获益，并且放化疗组可以降低局部复发率，推断术后辅助放

化疗可能使淋巴结阳性的病例获益，为此韩国学者进行了后

续的ARTIST Ⅱ研究。ARTIST Ⅱ研究入组了Ⅱ~Ⅲ期淋巴

结阳性的D2根治术后胃癌病例，旨在比较当前胃癌D2根治

术后标准治疗方案（S⁃1单药辅助化疗 1年/ SOX方案化疗

6 个月/SOX 2周期→S⁃1+RT→ SOX 4周期）的优劣，结果将

会对胃癌D2根治术后标准辅助治疗方案选择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胃癌D2根治术后标准化疗方案，日本胃癌治疗指南推荐

S⁃1单药化疗 1年，NCCN 指南推荐XP 或XELOX 方案化疗

6 个月。根据ACTS⁃GC研究亚组分析，发现 S⁃1单药辅助化

疗对Ⅲb 期以上病例组并不能提高 OS 和 DFS，通过将

CLASSIC和ACTS⁃GC的研究进行对比，目前倾向对Ⅲ期病例

采用两药联合方案。基于紫杉醇类药物在晚期胃癌中的疗

效，目前NCCN及日本胃癌指南均推荐含多西他赛的化疗方

案作为晚期胃癌一线化疗的可选方案，因此日本学者开始探

索多西他赛在胃癌术后辅助化疗的应用价值。2018年美国

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
胃肠研讨会上，日本Yasuhiro等［18］报道的 JACCRO GC⁃07研

究第二次中期研究结果显示，与S⁃1单药辅助化疗相比，S⁃1
联合多西他赛可以明显提高D2根治术后Ⅲ期胃癌 3年RFS
（65.9%比49.6%，P=0.0 007），并且S⁃1联合多西他赛方案对

血行转移、淋巴转移和腹膜转移均有抑制作用，因此认为该

方案有望成为日本Ⅲ期胃癌标准辅助化疗方案。

三、胃癌围手术期化疗（新辅助化疗）研究进展

1. 欧美国家胃癌围手术期治疗研究进展：基于欧洲

MAGIC研究及后续法国FNCLCC/FFCD 9703研究，围手术期

化疗成为欧洲LAGC的标准治疗策略，化疗方案采用MAGIC
研究使用的ECF方案和后续的改良ECF方案，以及FNCLCC/
FFCD 9703研究采用的PF方案。氟尿嘧啶和铂类为基础联

合（或不联合）蒽环类药物作为目前胃癌围手术期标准化疗

方案，但其疗效仍不能令人满意，5年OS仍低于 40%。而多

西他赛已在晚期胃癌一线和二线治疗中取得较好的疗效，为

此德国学者将多西他赛引入到胃癌的围手术期化疗中，并于

2012年开始了AIO⁃FLOT4研究，该研究探索围手术期采用

FLOT方案（多西他赛、奥沙利铂和 5⁃FU）与ECF/ECX方案

（表柔比星+顺铂+氟尿嘧啶/卡培他滨）的疗效差异。2016
年，Al⁃Batran等［19］报道了AIO⁃FLOT4的二期研究结果，FLOT
组的临床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
率显著高于 ECX/ECF 组（16% 比 6%）。2017 年 Al⁃Batran
等［20］在ASCO会议上报道了远期疗效结果，研究显示围手术

期采用FLOT方案可较ECF/ECX方案明显改善生存（中位OS：
50个月比35个月，P=0.012）。基于FLOT4⁃AIO研究，2018年

V1版NCCN指南对胃癌围手术期治疗进行重大更新：cT2或

以上，任何N，“围手术期化疗”更改为“首选推荐”，在围手术

期化疗或术前放化疗后，增加“反应评估”，对于评估手术不

可切除者，增加全身治疗选项（之前对这些患者推荐手术治

疗）［21］。围手术期化疗方案修改：“氟尿嘧啶核苷+奥沙利铂”

改为首选，增加“FOLT方案”治疗选项，删除ECF方案及ECF
改良方案。将“氟尿嘧啶核苷+奥沙利铂”改为首选，是基于

文献及临床实践推测，并无相应临床研究，同时标注三药方

案仅在全身状况适宜的患者身上推荐使用。胃癌术前新辅

助化疗后是否需要行术后辅助放化疗尚不明确。2018年，

荷兰学者报道的CRITICS研究显示，接受了术前新辅助化疗

的可切除胃癌患者中，术后联合放化疗与术后单纯化疗相

比，并不能提高疗效［22］。结合上述研究，目前NCCN指南对

于术前行新辅助化疗的病例，R0切除者建议行术后辅助化

疗，只有R1或R2切除的病例需行术后辅助放化疗［21］。

2.东亚国家胃癌新辅助化疗研究进展：前文已述以日

本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对LAGC标准治疗策略为D2手术联合

术后辅助化疗，对胃癌的新辅助化疗研究起步较晚。日本

学者对胃癌新辅助化疗的探索集中在两类患者上：一类是有

Bulky N，另一类是BorrmannⅣ型或大的Ⅲ型胃癌，即硬癌，

前者包含两亚组：（1）Bulky N2：3个第2站淋巴结≥1.5 cm或第

2站融合成团淋巴结≥3 cm；（2）No.16N+：No.16a2或No.16b1
直径≥1 cm［23］。对于 Bulky N 者先后进行了 JCOG 0001、
JCOG 0405和 JCOG 1002三项单臂研究［24⁃26］，JCOG 0405研究

采用CS方案（顺铂+S⁃1）化疗2周期后行胃癌扩大根治术或

联合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术，该研究3年和5年OS分别为

59%和 53%，明显优于 JCOG 0001研究（伊立替康+顺铂）及

历史研究［25］。后续进行的 JCOG 1002研究结果显示，加用多

西他赛的DCS方案（多西他赛+顺铂+S⁃1）并不增加疗效［26］。

故在日本对于此类Bulky N的病例，术前采用CS方案新辅助

化疗后续行胃癌扩大根治术成为标准治疗方案，并写入第5
版日本《胃癌治疗指南》［27］。对于BorrmannⅣ型或体积大的

Ⅲ型胃癌的新辅助化疗，JCOG 0210研究显示出CS方案在

此类患者具有应用前景［28］；后续开展了三期临床随机对照试

验 JOCG 0501研究［29］。在 2018年ASCO会议上，Yoshiaki教
授报道了该研究结果显示CS方案新辅助化疗组与 S⁃1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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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组相比并不能提高 3年OS（60.9%比 62.4%，P=0.284），

研究结论认为对于BorrmannⅣ型或大的Ⅲ型胃癌，术后 S⁃1
辅助化疗 1年已可取得较好疗效，增加CS方案的新辅助化

疗并不能改善生存，因此不被推荐［29］。FLOT4⁃AIO研究巩固

了围手术期化疗在欧美胃癌治疗中的地位，对于LAGC的初

始治疗策略是欧美的围手术期化疗还是东亚的术后辅助治

疗更优尚不明确。基于Bulky N病例新辅助化疗的成功应

用及考虑到胃癌术后辅助治疗完成率较低导致化疗强度不

够可能影响疗效，为此日本启动了关于围手术期化疗的三

期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JOCG 1509研究。JOCG 1509研究拟入

组 1 000例 cT3~4N+M0的LAGC病例，随机分为新辅助化疗组

（SOX方案新辅助化疗→手术→S⁃1辅助化疗）和辅助化疗组

（手术→S⁃1辅助化疗），旨在头对头对照围手术期化疗与术

后辅助化疗在LAGC治疗中的优劣性［23］。我国学者在此方

面也进行了相关探索，RESOLVE研究是由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发起的关于LAGC围手术期治疗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目的

在于比较SOX方案围手术期化疗与D2根治术后使用SOX或

XELOX方案辅助化疗的疗效差异［30］。期待这一系列相关研

究能够为LAGC围手术期的最佳治疗策略选择提供更为有

力的循证医学证据，围手术期化疗与术后辅助化疗孰优孰

劣，让我们拭目以待。

四、总结

基于德国 FLOT4⁃AIO研究，围手术期化疗被推到了高

点，成为欧洲和北美LAGC的标准治疗策略。全球胃癌围手

术期治疗由之前的三大格局逐步变为两大阵营，即欧美国家

的围手术期化疗和亚洲的术后辅助化疗。亚洲学者也正积

极探索围手术期化疗在 LAGC 中的应用，JOCG 1509、
RESOLVE等研究将为亚洲国家LAGC的围手术期最佳治疗

选择提供更为有效的循证医学证据。随着研究与治疗的全

球化，亚洲与欧美国家对LAGC的围手术期治疗策略终将逐

渐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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