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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管胃结合部

腺癌的外科治疗涉及胸腔与

腹腔两大解剖区域，不同专业

对该疾病的认识及外科治疗

策略选择差异较大，国内尚缺

乏统一公认的外科治疗规范。

由于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的最

佳治疗模式需要胸外科、胃肠

外科和肿瘤科的多学科协作

制定，因此，于 2018年 9月发

布了由19位胸外科和20位胃

肠外科知名专家共同制订的《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外科治疗中

国专家共识（2018年版）》。本共识的制订与发布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不同学科对该疾病认识的同质性，更利于食管胃结

合部腺癌的规范化外科治疗。该共识的制订过程中参考现有

高质量临床研究证据及国际国内相关指南，并进行了多轮讨

论与投票，最终形成了27项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外科治疗相关

的推荐陈述，并提出了9项尚待探索的外科问题，基本涵盖了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外科治疗相关领域与研究热点。本文将针

对该共识的推荐陈述进行总结和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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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rgical treatment for 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AEG） involves thoracic and
abdominal cavities. With no general consensus o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modality for AEG in China，the understanding and
surgical practice of AEG are controversial between thoracic
and gastrointestinal surgeons.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for 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2018 edition）was released in September 2018 by
the Chinese expert panel including 19 thoracic surgeons and
20 gastrointestinal surgeons. The formu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is consensus has increased homogeneity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has facilitated standardized surgical treatment for
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The consensus
was based on the best available clinical evidence and the lates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nd consensus. Several
rounds of discussion and voting were conducted. Finally,
27 statements on surgery⁃related recommendations and 9 issues
requir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were reached in the consensus,
which basically cover the field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surgical treatment for 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on. This review will explain in details the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for 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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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irc junction，AEG）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

率呈现上升趋势［1⁃2］。该疾病涉及胸腔与腹腔两大

解剖区域，其发病机制及生物学行为与单纯食管癌

或胃癌均有所不同。由于解剖部位的特殊性，其定

义、分型、外科治疗策略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分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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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胸外科与普通外科对该疾病的认识也有一

定的差异，各自倾向的外科治疗模式也有不同程度

的不足，缺乏标准统一的外科治疗模式。目前，国

际和国内均缺乏由胸外科与胃肠外科共同参与制

订并广泛认可的相关指南与共识，为了规范AEG的

外科治疗方式与质量控制，充分体现多学科协作诊

疗模式在该疾病的积极作用，由国际食管国际食管

疾病学会中国分会食管胃结合部疾病跨界联盟、中

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腹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上消化道外科医师专

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胃肠肿瘤学组共同

牵头，制订了《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外科治疗中国专

家共识（2018年版）》［3］。

该共识由19位胸外科及20位胃肠外科知名专

家共同参与制订，基于现有最高级别临床研究证据

（PubMed，检索截止日期 2018年 7月 1日），参考国

际国内相关指南与共识，形成草案。并按照国际共

识制定Delphi方法［4］进行两轮匿名投票与讨论，最

终形成共识终稿。共识的推荐陈述包括了 3个方

面：（1）所参照的证据级别（Ⅰ~Ⅳ级）；（2）推荐强

度（A~D）；（3）专家组赞同率。Ⅰ类证据及A级推荐

表示基于最高级别临床证据的最高级强度推荐。

本共识最终形成了 27项AEG外科治疗相关推

荐陈述，并提出了9项尚待探索的外科问题。内容包

括：AEG的定义、分型和分期；外科手术路径；微创外

科；手术切除范围；联合脏器切除；淋巴结分组与清

扫规范；术前新辅助治疗。基本涵盖了AEG外科治

疗相关领域与研究热点。现对其进行总结（见表1）及

解读。

一、AEG的定义、分期和分型

本共识统一规范AEG的中文专业术语为“食管

胃结合部腺癌”。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食管胃

结合部”及“消化系统肿瘤分类”中的定义，该“结合

部”应强调食管胃的“解剖交界”而非“组织学交

界”，食管的鳞状上皮与胃的柱状上皮组织交界线

可以与食管胃解剖交界线（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EGJ）不相重叠，外科临床使用其解剖交界更具合理

性［5⁃6］。推荐AEG的定义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

先，肿瘤的中心位于解剖交界上下 5 cm范围以内；

其次，肿瘤本身必须跨越或直接接触食管胃解剖交

界线。同时建议摒弃“贲门癌”的医学术语，只能是

“食管癌”、“胃癌”或“食管胃结合部癌”。

准确、统一的分期系统对预测预后及治疗决策

选择至关重要，也是疗效评价的重要基础。本共识

参照最新的第 8版国际抗癌联盟/美国癌症联合委

员会（UICC/AJCC）中关于食管癌及胃癌分期系统的

章节，统一规定施行“2 cm 原则”，不同专业（胸外

科、普通外科）均使用统一的分期标准［7］：即肿瘤中

心位于EGJ以下 2 cm（包括 2 cm）近侧且侵犯EGJ，
参照食管腺癌TNM分期标准；若肿瘤中心位于EGJ
以下 2 cm以远且侵犯EGJ，则按胃癌分期标准进行

TNM分期。

AEG的分型主要有日本分型及Siewert分型，日

本“E⁃G”分型根据AEG中心和上下缘与EGJ关系进

行划分，仅适用于肿瘤长径≤4 cm且肿瘤中心位于

EGJ上下 2 cm，未区分鳞癌与腺癌［8］。该日本分型

在我国使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结合本共识的AEG
定义及我国实际国情，推荐使用国际使用较为普遍

的 Siewert分型：Ⅰ型，肿瘤累及EGJ，中心位于EGJ
以上 1~5 cm；Ⅱ型，肿瘤累及EGJ，中心位于EGJ以
上 1 cm至EGJ以下 2 cm；Ⅲ型，肿瘤累及EGJ，中心

位于EGJ以下 2~5 cm。该分型对外科手术策略的

选择有较好的指导价值。因此，本共识推荐AEG患

者应常规行上消化道造影评估肿瘤中心位置及肿

瘤受累范围，进行准确的术前 Siewert分型，以辅助

治疗方案的选择。

二、AEG的手术路径选择

合理的手术路径对手术切除范围、吻合部位、

淋巴结清扫、切缘距离等外科治疗有重要影响。常

用的手术路径包括经胸路径（左胸或右胸）、经腹膈

肌裂孔路径、左胸腹联合切口路径等。鉴于经左胸

腹联合切口路径的创伤大、并发症风险高，AEG患

者不推荐经胸腹联合切口路径［9⁃10］。而左胸路径对

上纵隔淋巴结清扫的局限性，不能充分体现经胸路

径的外科优势，也不作为AEG的推荐手术路径［11］。

针对不同 Siewert分型的AEG，结合病变累及范围，

推荐选择上腹右胸或经腹膈肌裂孔径路。

针对 SiewertⅠ型与Ⅲ型的手术路径的临床研

究证据强，争议较少，SiewertⅠ型AEG推荐参照食

管腺癌选择经右胸上腹路径，Siewert Ⅲ型AEG推荐

参照胃癌采用经腹食管裂孔路径。目前争议较多

的属SiewertⅡ型AEG的最佳手术路径，尚缺乏高质

量临床研究证据。参照 JCOG⁃9502临床研究亚组分

析，若 Siewert Ⅱ型AEG患者若食管受累距离<3 cm
则推荐经腹食管裂孔路径，否则推荐采用经上腹右

胸路径［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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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8年版）》推荐总结

主题

定义分型

手术路径

微创外科

切除范围

联合脏器切除

淋巴结分组与

清扫规范

新辅助治疗

推荐陈述

1.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定义：不论肿瘤中心处于何种解剖位置，食管⁃胃解剖交界

上下5 cm区间以内的腺癌，并跨越或接触食管胃结合部（EGJ），即为AEG。

2. AJCC/UICC第8版分期系统在食管癌及胃癌章节对AEG作了统一的规定，可称为“2 cm
原则”，即肿瘤中心位于EGJ以下2 cm内（含2 cm）并侵犯EGJ，按食管癌进行分期；若肿

瘤中心位于EGJ以下2 cm以远并侵犯EGJ，则参照胃癌分期。

3. Siewert分型仍是目前普遍适用的AEG分型方式，对手术径路的设计有较好的指导价值。

4. 日本胃癌治疗指南中AEG的“E⁃G”分型方法可适用于瘤体长径≤4 cm的病例，对淋巴结

清扫范围有一定指导价值，但在我国普遍推广使用具有一定局限性。

5. 不适合外科治疗AEG病例包括：M1病例；此外，cT4b病例争议较多，建议基于多学科模

式新辅助治疗有效的条件下个体化考虑手术治疗。

6. 术前准确分型对外科治疗策略有重要影响，因此，诊断AEG病例建议行上消化道造影

评价食管受累高度与范围。

7. 右胸路径，适宜于Siewert Ⅰ型AEG。

8. 经腹膈肌食管裂孔径路，适宜于Siewert Ⅲ型AEG。

9. SiewertⅡ型AEG的手术径路目前尚有争议，建议食管受累距离<3 cm者首选经腹膈肌

食管裂孔径路，≥3 cm者经上腹右胸径路。

10. 胸腹腔镜联合可在 SiewertⅠ、Ⅱ型中选择性开展，但目前尚待高质量临床试验的远期

随访结果。

11. 腹腔镜AEG切除目前缺少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据支持，以在经验丰富的医疗机构基于

临床研究开展为宜。

12. 腹腔镜探查在SiewertⅡ、Ⅲ型AEG怀疑cT3~4期病例中应用，可评估有无腹膜种植（P1），
具有进一步准确分期、制定合理治疗策略的价值。

13. 全胃切除是SiewertⅡ（长径>4 cm）、Ⅲ型的AEG建议选择的切除方式，尤其是局部进展

期AEG。

14. 经腹近端胃大部切除，在SiewertⅡ、Ⅲ型的长径≤4 cm的AEG中可以选择性应用。

15. 经胸食管切除+近端胃大部切除是 SiewertⅠ型的首选外科治疗方式，也适用于部分

SiewertⅡ型。

16. 食管切缘与AEG肿瘤上缘的距离，目前没有确定性的界定，术中冰冻切缘阴性最具判

断价值。SiewertⅠ型和食管受累≥3 cm的 SiewertⅡ型AEG，食管切缘距离建议≥5 cm；

SiewertⅢ型和食管受累<3 cm的 SiewertⅡ型AEG，对于食管切缘距离推荐≥2 cm，并建

议术中快速冰冻切片证实切缘阴性。

17. 术中冰冻病理检查对保证食管切缘和胃切缘的肿瘤学安全性有重要价值，建议术中酌

情开展，特别是局部病期偏晚或经腹切除者。

18. 预防性脾脏切除不作为推荐；但对于 SiewertⅡ、Ⅲ型AEG直接浸润脾脏（包括胃脾韧

带）、脾门淋巴结疑转移者在预期可达R0切除时，可考虑联合脾脏切除；或在单纯可疑

脾门淋巴结转移而脾脏未直接浸润者可酌情选择保留脾脏的脾门淋巴结清扫。

19. 联合胰体尾切除在肿瘤直接浸润胰体尾或脾动脉旁、脾门淋巴结转移与血管融合无法

分离时，若可达R0切除时可考虑实施，需同期联合脾脏切除；建议对该类病例首先实施

新辅助化疗。

20. SiewertⅠ型的淋巴结分期按照食管癌；SiewertⅢ型的淋巴结分期按照胃癌；SiewertⅡ型

的淋巴结分期目前尚存争议，建议开展相关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21. AEG胸部淋巴结清扫规范：SiewertⅠ型的胸部淋巴结清扫应参照中下段食管癌，行彻底

的纵隔淋巴结清扫（包括上纵隔及下纵隔）；SiewertⅡ型应清扫下纵隔淋巴结清扫；

SiewertⅢ型应参照胃癌，因累及食管，应行下段食管旁和膈上淋巴结（第110、111组）清扫。

22. AEG腹部淋巴结清扫规范：SiewertⅠ型胸部淋巴结清扫参照下段食管癌，并应进行彻底

的腹区淋巴结清扫（第16~20组）；SiewertⅡ型行近端胃大部切除需D1/D1+淋巴结清扫；

SiewertⅡ、Ⅲ型行全胃切除需行D2淋巴结清扫，若cT1N0且肿瘤长径<4 cm可考虑选择行

D1/D1+淋巴结清扫。

23. 脾门淋巴结清扫（第10组）不再作为常规推荐；对于怀疑脾门淋巴结转移预期可R0切除

者，可考虑联合脾脏切除或保留脾脏的脾门淋巴结清扫。

24. 脾动脉远端淋巴结（第11d组）在经胸或经胸腹联合切除AEG行全胃或近端胃切除者，

对于≥cT2期的病例应当常规清扫。

25. 肝固有动脉旁淋巴结（第12a组）清扫在经腹标准全胃D2手术中需要清扫，但在经胸或

经胸腹联合切除中近端胃切除者则不做要求。

26. 新辅助化疗在局部进展期预期可R0切除的AEG病例推荐优选考虑。

27. 新辅助放化疗在局部进展期预期可R0切除的AEG病例中争议较多，暂不做推荐，在

SiewertⅠ型病例中可考虑实施，宜在探索性临床研究基础上应用。

证据级别

Ⅲ

Ⅲ

Ⅲ
Ⅲ

ⅠB

Ⅳ

ⅠB
ⅠB
ⅠB

ⅠB

Ⅲ

Ⅲ

ⅠB

Ⅲ
Ⅲ

Ⅲ

Ⅲ

ⅠB

Ⅲ

Ⅲ

Ⅲ

Ⅲ

ⅠB

Ⅲ

Ⅲ

ⅠB
ⅠB

推荐强度

A

A

A
A

B

D

A
A
A

B

C

A

A

A
C

C

A

A

C

A

A

A

A

A

A

A
B

赞同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6%

100%

100%

100%

100%

96%
100%

9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6%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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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EG的微创外科治疗

近年，微创腔镜技术在食管外科获得快速发

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外科创伤。已有随机

对照研究报道，相比传统开放手术，腔镜微创技术

具有更好的短期疗效［12］。但其远期疗效尚缺乏高

质量临床研究证实。而对于AEG，由于其解剖部位

的特殊性，以及我国AEG患者偏晚，各个医疗机构

的腔镜技术也有所差异。共识推荐胸腹腔镜联合

可以在SiewertⅠ型和Ⅱ型中选择性开展，但其远期

疗效尚属待研究内容。但腹腔镜AEG手术目前尚

无高质量临床研究证据支持，可以在经验丰富的机

构开展相关临床研究。在对于 Siewert Ⅱ和Ⅲ型

AEG cT3~4期患者中，推荐腹腔镜探查评估隐匿性腹

膜种植转移，协助准确分期和辅助综合治疗方案的

决策，提高患者远期生存率［13］。

四、AEG的切除范围

AEG 手术涉及食管及胃的切除范围，不同的

Siewert 分型由于病变范围及淋巴结转移的差异，

其手术切除范围也应有所不同。术后短期并发症、

手术彻底性、远期生存获益以及术后生活质量均是

判断不同手术切除范围优劣的标准。SiewertⅠ型

AEG 参照食管癌的切除范围，推荐行经胸食管切

除加近端胃大部切除；Siewert Ⅲ 型AEG，由于其肿

瘤部位偏下，胃下部周围淋巴结转移率较高，全

胃切除是其推荐的切除方式，尤其是局部进展

期AEG。另外，参照日本胃癌治疗指南，肿瘤长径

≤4 cm的Siewert Ⅲ型AEG，也可采用经腹近端胃大

部切除术［8］。SiewertⅡ型的手术切除范围争议较

大，日本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SiewertⅡ型AEG患

者的淋巴结转移与肿瘤远端距EGJ的距离密切相

关［14］。结合现有日本胃癌治疗指南及不同切除范

围的食管切缘阳性率，本共识推荐经胸食管切除加

近端胃大部切除适用于部分 SiewertⅡ型患者。对

于长径≤4 cm的 Siewert Ⅱ型 AEG 患者在保证食管

安全切缘的前提下也可使用经腹近端胃大部切

除，而肿瘤长径>4 cm的SiewertⅡ型患者则推荐行

全胃切除。

对食管切缘的推荐：食管切缘阳性是影响患者预

后的重要因素，而且与外科手术直接相关。在保证安

全吻合的前提下，推荐SiewertⅠ型及食管受累≥3 cm
的 SiewertⅡ型患者，需满足食管切缘至少 5 cm；

Siewert Ⅲ型及食管受累<3 cm的 Siewert Ⅱ型患者，

食管切缘距离应至少2 cm；同时建议术中酌情进行

切缘的冰冻病理检查，特别是局部晚期或单纯经腹

手术患者，以确保切缘阴性［15⁃17］。

五、AEG的联合脏器切除

参考 JCOG⁃0110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结果，预

防性脾脏切除在胃上部癌中无生存优势，且增加手

术风险［18］。本共识不推荐在AEG患者中行预防性

脾脏切除。但对于AEG直接侵犯脾脏、怀疑脾门淋

巴结转移，预期可R0切除时可考虑联合脾脏切除。

在单纯脾门淋巴结可疑转移而未直接侵犯脾脏时，

可考虑保留脾脏的脾门淋巴结清扫［19⁃20］。

目前证据并未显示联合胰体尾切除在AEG患

者中的安全性及远期获益，推荐尽量避免实施。仅

肿瘤直接侵犯胰体尾或脾动脉旁、脾门淋巴结可疑

转移融合，且预期R0切除时，可考虑施行，同时应联

合全胃及脾脏切除［21⁃23］。

六、AEG的淋巴结清扫规范

AEG的淋巴结清扫涉及胸腔及腹腔两大解剖

区域，各自淋巴结清扫规范依据Siewert分型及手术

路径也有所差异。为统一规范淋巴结分组描述，本

共识参照AJCC／UICC第 8版食管癌及胃癌章节，

Siewert Ⅰ型及Ⅱ型按食管癌淋巴结分组，Siewert Ⅲ
型按胃癌分组［7］。

根据现有 AEG 淋巴结转移规律研究证据，推

荐：（1）对于SiewertⅠ型AEG，胸部参照中下段食管

癌行彻底的纵隔淋巴结清扫（包括上纵隔左右喉返

神经旁淋巴结：第 2R和 2L组）及腹部淋巴结清扫

（食管癌分组：第 16~20 组）；（2）对于 SiewertⅡ型

AEG胸部行包括隆突下的下纵隔淋巴结清扫［24⁃28］；

腹部行近端胃大部切除时应D1/D1+淋巴结清扫；行

全胃切除则需行D2淋巴结清扫，如 cT1N0且肿瘤长

径<4 cm 也可考虑行 D 或 D1 +淋巴结清扫。（3）
Siewert Ⅲ型AEG，胸部应行下段食管旁及膈上淋巴

结清扫（胃癌分组：第110和111组）；胸腹应行全胃

切除加D2淋巴结清扫，但早期病例（cT1N0且肿瘤长

径<4 cm）也可考虑行D1/D1+淋巴结清扫［14，29］。

本共识对腹部脾门淋巴结、脾动脉远端淋巴结

及肝固有动脉淋巴结的清扫也做了特殊说明与推

荐［8，30］。脾门淋巴结清扫仅适用于该淋巴结可疑转

移且可R0切除的患者，根据肿瘤侵犯情况可行联合

脾脏切除或保留脾脏的脾门淋巴结清扫［31］。脾动

脉远端（胃癌分组：第 11d组）在≥cT2病例中应推荐

清扫。肝固有动脉旁（胃癌分组：第 12a组）清扫仅

适用于经腹全胃切除加D2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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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AEG的新辅助治疗

目前尚缺乏单独针对AEG患者新辅助治疗的

高质量临床研究，东西方相关的指南推荐也存在差

异。结合现有研究证据及我国实际情况，推荐针对

局部进展期AEG患者，预期可R0切除时优先考虑新

辅助化疗［32⁃33］；由于新辅助放化疗在局部进展期

AEG患者中应用的争议较大，本共识暂不作推荐，

仅建议在SiewertⅠ型患者中探索性实施［32］。

综上，AEG是既独立于食管癌及胃癌、也与之

密切相关的一类恶性肿瘤。AEG的最佳治疗需要

胸外科、胃肠外科和肿瘤科的多学科协作模式。本

共识的制订与发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不同学科

对该疾病认识的同质性，更利于AEG的规范化外科

治疗。一些尚待解决的临床问题，还需多学科合作

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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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结直肠技术协会第六届会议暨欧洲结直肠癌联盟

第11届国际结直肠癌症会议通知

由欧亚结直肠技术协会（ECTA）和欧洲结直肠癌联盟（EFR）联合举办的ECTA第六届会议暨EFR第11届国际结直肠癌症

会议将于2019年4月24—27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由维也纳总医院Béla Teleky教授担任此次会议主席。大会将邀请

欧亚肛肠界和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对结直肠癌近期多个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并对结直肠癌综合治疗策略的多项认识进行规

范。此外，会议将围绕对结直肠癌癌前病变、炎性肠病研究现状展开探讨，并将结合同期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性学日”活动内

容、围绕直肠癌术后性功能恢复问题进行讨论。

ECTA于2009年11月由新加坡的萧俊教授和中国汪建平教授倡导并在中国广州成立，目前协会主席由国际大学结直肠

外科医师协会（ISUCRS）主席、亚太肛肠联盟（APFCP）主席全浩景（Ho Kyung Chun）教授兼任。协会成立10年以来，每两年在

欧洲和亚洲轮回召开学术会议，前5届会议分别在中国广州、意大利都灵、新加坡、俄罗斯莫斯科和韩国首尔举办，对推动欧亚

两洲各地结直肠技术的发展、特别对促进欧亚两洲各地的结直肠医生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此次大会将以“西方会晤东方”的会议主旨为契机，为欧亚两洲结直肠专科医生展开进一步交流提供广阔平台。诚挚欢迎

我国肛肠界及相关领域专家同道参会，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结直肠疾病诊疗技术发展携手并进。更多会议详情请登录https：//
www.efrcancer.org 查看，或ECTA青年培训委员会委员马钢教授联系，邮箱地址：gangma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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