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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全程新辅助治疗（TNT）在高危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

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TNT治疗的101例
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通过直肠高分辨MRI结合胸腹部增强CT以及

直肠超声诊断，临床分期为Ⅱ~Ⅲ期的直肠癌；（2）至少具有以下高危因素之一：cT4a、cT4b、cN2、壁外

血管侵犯阳性、环周切缘阳性、侧方淋巴结阳性；（3）肿瘤距离肛缘≤15 cm；（4）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

（ECOG）体力状况评分0~1分，骨髓造血功能、肝功能、肾功能均符合放化疗标准；（5）采用TNT方案

治疗；（6）临床随访资料及术后病理资料完整者。排除既往接受过直肠癌手术（预防性结肠造瘘术除

外）、盆腔放疗、系统化疗者；基线发现有远处转移者；未接受新辅助放疗者；新辅助化疗＜4周期者。

具体治疗方案为：3 周期 CAPOX 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诱导化疗后，行盆腔调强放疗联合

CAPOX方案同步化疗，之后再行3周期CAPOX方案巩固化疗。根据治疗效果和患者意愿选择行全

直肠系膜切除术（TME）或采取等待⁃观察策略。观察评价本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包括肿瘤退缩分级

（TRG）、病理完全缓解率（pCR）或临床完全缓解率（cCR）、术后并发症（术后30 d）及放化疗不良反应

［根据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CTCAE）4.0 版进行分级］。结果 全组 101 例患者，男 68 例

（67.3%），女 33例（32.7%），中位年龄54岁，临床T4a期者14例（13.9%），临床T4b期者30例（29.7%），

临床N2期者57例（56.4%），侧方淋巴结肿大者44例（43.6%）。本组患者新辅助化疗周期为（6.0±1.3）个。

75例（74.3%）接受了至少6周期新辅助化疗。完成足量新辅助放疗的患者为100例（99.0%）诱导化

疗和巩固化疗的周期分别为（2.0±0.9）个和（2.8±1.0）个。TNT过程中发生的3级急性不良反应最常

见的是白细胞减少［13例（12.9%）］和血小板减少［7例（6.9%）］；其次依次为腹泻 5例（5.0%）、放射

性皮炎 5例（5.0%）、贫血 4例（4.0%）、直肠疼痛4例（4.0%）和直肠炎2例（2.0%）。3级急性不良反应

以发生在同步放化疗过程中为主，包括白细胞减少6例，血小板减少、腹泻以及放射性皮炎各5例，

直肠炎2例和直肠疼痛4例，无4级不良反应发生。TNT后，共32例（31.7%）获得pCR或cCR者，61例
（60.4%）部分缓解，有2例（2.0%）放化疗后出现远处转移，其余患者放化疗期间未出现疾病进展。除

14 例（13.9%）患者拒绝手术（其中 7 例为 cCR 患者选择等待⁃观察，另 7 例未达 cCR）外，有 87 例

（86.1%）患者成功行TME手术，放化疗完成至TME手术的时间间隔为（20.1±8.5）周，手术R0切除率

97.7%（85/87），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为16.1%（14/87），其中盆腔感染或脓肿6例（6.9%），吻合口漏3例

（3.4%），出血 2例（2.3%）以及胃肠功能障碍3例（3.4%）。术后病理提示：TRG 0级为24例（27.6%）、

TRG 1级20例（23.0%）、TRG 2级为30例（34.5%）、TRG 3级为13例（14.9%）。结论 TNT对于具有

高危因素的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具有良好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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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preliminary efficacy of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TNT)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 with high risk factors. Methods
Data of 101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stage II⁃III rectal cancer with high risk factors and received
TNT between March 2015 and January 2018 at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Inclusion criteria: (1)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stage II ⁃ III rectal cancer by high ⁃
resolution MRI combined with CT and endorectal ultrasound; (2) at least one high risk factor: cT4a,
cT4b, cN2, EMVI+, CRM+ and lateral lymph node+; (3) distance from tumor to anal verge was within 15 cm;
(4) Eastern Collabo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 performance status score was 0⁃1; bone marrow function,
liver function and kidney function were suitable for chemoradiotherapy; (5)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NT
strategy; (6) the follow⁃up data and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data were complete. Patients with previous
rectal cancer surgery (except prophylactic colostomy), pelvic radiotherapy, and systemic chemotherapy,
those with distant metastases, those without neoadjuvant radiotherapy, those receiving less than 4 cycles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ere excluded. The regimen of TNT: 3 cycles of induction CAPOX (oxaliplatin
plus capecitabine) were followed by pelvic radiotherapy and concurrent CAPOX, then 3 cycles of
consolidation CAPOX were delivered after radiotherapy.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TME) or watch⁃and⁃
wait strategy was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atients' wishes. Short ⁃ term efficacy,
including tumor regression grade (TRG),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cCR),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ithin 30 days of surgery, and adverse events (AE) to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measured using CTCAE 4.0)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101 patients included 68 males
(67.3%) and 33 females (32.7%) with a median age of 54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cT4a, cT4b,
cN2 and enlarged lateral lymph node was 13.9%, 29.7%, 56.4% and 43.6%, respectively. The mean cycle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as 6.0 ± 1.3. Seventy ⁃ five patients (74.3%) received at least 6 cycles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100 (99.0%) completed radiotherapy. The mean cycle of ind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was 2.0 ± 0.9 and 2.8 ± 1.0 respectively. Most common grade 3 AE was
leucopenia (n=13, 12.9%) and thrombocytopenia (n=7, 6.9%). Grade 3 diarrhea and radiation dermatitis
were observed in 5 cases (5.0%) respectively. Grade 3 anemia and rectal pain were observed in 4 cases
(4.0%) respectively. And rectal mucositis was observed in 2 cases (2.0%). Most of the AE was observed
during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No grade 4 or higher AE was observed. After TNT, 32 patients
(31.7%) achieved pCR or cCR, and 62 patients (60.4%) achieved partial response (PR). Only 2 patients
(2.0%) developed distant metastasis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while the other patients did not show disease
progression. Seven patients (6.9%) with cCR refused surgery and selected watch⁃and⁃wait, while 7 patients
without cCR still refused surgery. The other 87 patients (86.1%) underwent TME successfully. The mean
interval from the completion of chemoradiotherapy to surgery was (20.1±8.5) weeks. The R0 resection rate
was 97.7% (85/87).The morbidity of surgical complication was 16.1% (14/87), including pelvic infection or
abscess in 6 cases (6.9%), anastomotic leakage in 3 (3.4%), hemorrhage in 2 (2.3%), and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in 3 (3.4%). Pathological findings revealed that 24 cases (27.6%) had TRG 0, 20 (23.0%) had
TRG 1, 30 (34.5%) TRG 2, and 13 (14.9%) TRG 3. Conclusion TNT is safe and has good short ⁃ term
efficacy for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factors.

【Key words】 Rectal neoplasms，locally advanced;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High risk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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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全球发病率排名第三的常见恶性

肿瘤［1］。目前对于局部晚期直肠癌（local advanced
rectal cancer，LARC）来说，手术切除仍是其最基本

的治疗手段。美国国家综合癌症治疗协作网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推

荐，分期为Ⅱ~Ⅲ期的LARC标准治疗方案为新辅助

同步放化疗+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辅助化疗［2］。但Ⅱ~Ⅲ期 LARC 的

患者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应该根据危险因素对这类患者进行分层治疗。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指南也明确提出了这样的治疗思

路［3］。此外，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标准新辅助治疗

方案（新辅助放化疗+TME+辅助化疗）可降低患者

局部复发率，但不能够改善患者的远处转移［4］。因

此，尽可能降低新辅助放化疗后LARC患者的远处

转移率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研究表明，有 cT4a、cT4b、cN2、壁外血管侵犯

（extramural venous invasion，EMVI）阳性、系膜筋膜

（mesoretal fascia，MRF）阳性及侧方淋巴结阳性等因

素的LARC患者，具有较高的复发转移风险［5⁃6］。针

对具有上述高危因素的直肠癌患者，目前认为，可

以采用 3 种强化治疗方案来尽可能地提高疗效：

（1）增加新辅助放疗剂量［7］；（2）增加新辅助化疗周

期数［8］；（3）采用全程新辅助治疗（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TNT）模式［9］。TNT是指将术后辅助化疗提

前到新辅助治疗阶段。与标准治疗模式相比，TNT
治疗模式可以更早地开始给予患者系统化疗，并最

大程度地争取肿瘤退缩，从而尽可能提高放化疗的

有效性，并有可能改善患者远期生存［9⁃11］。

我们之前发表的一篇关于 TNT的前瞻性二期

临床研究结果提示，对于具有高危因素的LARC患

者来说，TNT具有良好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12］。在

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地回顾性分析了更大样本量

采用TNT方案治疗的LARC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期

进一步验证TNT对于这类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病例入选标准：（1）通过直肠高分辨MRI结合

胸腹部增强CT以及直肠超声诊断，临床分期为Ⅱ~
Ⅲ期的直肠癌；（2）至少具有以下高危因素之一：

cT4a、cT4b、cN2、EMVI阳性、环周切缘（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CRM）阳性、侧方淋巴结阳性；（3）肿
瘤距离肛缘≤15 cm；（4）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体力状况评分

0~1分［13］，骨髓造血功能、肝功能、肾功能均符合放化

疗标准；（5）采用TNT方案治疗的LARC患者；（6）临

床随访资料及术后病理资料完整者。排除标准：

（1）既往接受过直肠癌手术（预防性结肠造瘘术除

外）、盆腔放疗、系统化疗的患者；（2）基线发现有远处

转移的患者；（3）未接受新辅助放疗的患者；（4）新

辅助化疗<4周期者。

按上述纳入和排除标准，回顾性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8年 1月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

TNT的101例LARC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被纳入的

患者均有至少一个高危因素，患者基线资料见表1。
其中2015年6月至2017年4月，本团队设计并开展

了针对此类患者的前瞻性二期研究（ChiCTR⁃OIN⁃
17012284），获得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审批

号：2016⁃66）。本研究中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

表1 采用全程新辅助治疗（TNT）方案的101例局部晚期

直肠癌患者基线资料

注：a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评分［13］；b采用第8版美国癌症

联合委员会癌症TNM分期［14］

特征

年龄［岁，中位数（范围）］

性别［例（%）］

男

女

体质指数［kg/m2，中位数（范围）］

肿瘤距肛缘距离［例（%）］

≤5 cm
>5~10 cm
>10~15 cm

ECOG评分 a［例（%）］

0
1

临床T分期 b［例（%）］

T2

T3

T4a
T4b

临床N分期 b［例（%）］

N0

N1

N2

侧方淋巴结肿大［例（%）］

数据分布

54（30~80）

68（67.3）
33（32.7）
23（17~34）

47（46.5）
47（46.5）
7（6.9）

60（59.4）
41（40.6）

4（4.0）
53（52.5）
14（13.9）
30（29.7）

12（11.9）
32（31.7）
57（56.4）
4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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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疗方案

所有患者均进行TNT治疗，根据治疗效果和患

者意愿选择 TME 手术或者等待 ⁃观察（watch and
wait）策略。

1. TNT方案：先给予3周期CAPOX方案诱导化

疗；之后行盆腔调强放疗联合CAPOX方案同步化

疗；同步放化疗结束 3周后再给予 3周期CAPOX方

案巩固化疗。CAPOX诱导化疗和巩固化疗方案为：

奥沙利铂 85 mg/m2（第 1天）；卡培他滨 1 000 mg/m2

2次/d，第1~14天，每3周1次。CAPOX同步化疗方

案为：奥沙利铂85 mg/m2（第1天，第22天）；卡培他

滨825 mg/m2 2次/d，每周5 d，共25~28 d。放疗技术

采用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或容积调强放疗（volumetric intensity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放疗剂量为5 040 cGy/28 f；

2.手术方案：手术遵循TME原则。巩固化疗结

束至少3周后行TME手术。由于纳入的患者均为高

危复发的患者，因此，即使患者在 TNT后达到了临

床完全缓解（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cCR），也建

议进行TME手术。

3.等待⁃观察策略：在 TNT 结束后进行疗效评

估，若达到 cCR 的患者经充分沟通后仍坚持拒绝

TME手术治疗，则可考虑行等待⁃观察策略进行严

密的随访观察。前 2年每 3个月和之后 2年每 6个

月，患者应定期行肛门指检、直肠镜、直肠超声、直

肠MRI、胸腹部增强CT；每年定期复查结肠镜。若

在此过程中患者出现局部复发，则行TME手术。

三、观察指标

（1）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2）参照NCCN推荐

的 TRG 标准，对 TNT 后原发灶肿瘤的病理形态学

（纤维化成分和残余肿瘤）进行评估，包括肿瘤完全

消退（TRG 0 级）、中度消退（TRG 1 级）、轻度消退

（TRG 2级）和消退不良（TRG 3级）［2］。（3）cCR率或

病理完全缓解率（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cCR定义为通过影像学检查结合肠镜、肛门

指检等方法，证实TNT后无临床残余肿瘤；pCR定义

为 TNT后手术切除的肿瘤标本（包括淋巴结）在显

微镜下观察肿瘤细胞完全消失。（4）放化疗不良反

应，根据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the 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adverse events，CTCAE）4.0 版［15］

进行分级评估。（5）术中情况和术后并发症，术后并

发症定义为术后 30 d内出现的手术相关、感染、心

脏、神经系统并发症。

四、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 25.0软件进行，计量

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x± s表示；计量资料不符合

正态分布，则采用中位数（范围）表示。计数资料采

用例（%）表示。

结 果

一、TNT治疗完成情况

本组患者新辅助化疗周期为（6.0±1.3）个周期。

75例（74.3%）患者接受了至少 6周期新辅助化疗，

17例（16.8%）患者完成了 8个周期的新辅助化疗。

完成足量新辅助放疗的患者为100例（99.0%）；仅有

1例患者在放疗3 780 cGy/21次后，因消化道不良反

应较重而提前终止放疗，随后该患者继续接受 2周

期巩固化疗，但拒绝接受手术治疗。

诱导化疗和巩固化疗的周期分别为（2.0±0.9）
个周期和（2.8±1.0）个周期。完成3周期诱导化疗和

3周期巩固化疗的患者分别为30例（29.7%）和72例

（71.3%）。1例患者在行3个周期诱导化疗（CAPOX
方案）后出现3级肝毒性反应，故其后的化疗方案更

改为mFOLFOX6（奥沙利铂+四氢叶酸+氟尿嘧啶）。

二、TNT的放化疗急性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TNT过程中发生的 3级急性不良反应见表 2。
未出现4级急性不良反应者。

三、TNT近期疗效

全组 101例患者接受 TNT后，32例（31.7%）获

得 pCR或 cCR者，61例（60.4%）部分缓解。见图 1。
有 2例（2.0%）出现远处转移，其中 1例为肝脏单发

转移，行TME手术及同期肝转移灶切除；另1例出现

肝及骨转移，建议暂缓手术并更换化疗方案为

表2 101例接受全程新辅助治疗（TNT）的局部晚期直肠癌

患者3级急性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例次（%）］

不良反应

白细胞减少

贫血

血小板减少

腹泻

放射性皮炎

直肠炎

直肠疼痛

总例数

（101例）

13（12.9）
4（4.0）
7（6.9）
5（5.0）
5（5.0）
2（2.0）
4（4.0）

诱导化疗

阶段（4例）

2
1
1
0
0
0
0

同步放化疗

阶段（23例）

6
0
5
5
5
2
4

巩固化疗

阶段（9例）

5
3
1
0
0
0
0

发生3级急性不良反应的治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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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FIRI（伊立替康+四氢叶酸+氟尿嘧啶）并联合靶

向治疗，但患者后来未于本院继续治疗，目前失访。

其余患者TNT治疗期间无疾病进展情况发生。

四、TME手术情况

本组 101 例患者中，87 例（86.1%）成功施行

TME手术。见图1。放化疗完成至TME手术的时间

间隔为（20.1±8.5）周。TME手术R0切除率为 97.7%
（85/87），保肛者 68例（78.2%），中位手术时间 198.7
（120~400）min，中位失血量72.5（10~1 000）ml。

术后病理提示：所有手术标本的远、近端切缘均

为阴性，手术拣出淋巴结数6（1~41）枚，其中阳性淋

巴结为0（0~7）枚，环周切缘阳性2例（2.3%）。24例

（27.6%）为 TRG 0 级，20 例（23.0%）为 TRG 1 级，

30例（34.5%）为TRG 2级，13例（14.9%）为TRG 3级；

ypT0~2期46例（52.9%），ypT3期39例（44.8%），ypT4期

2例（2.3%）；ypN0期66例（75.9%），ypN1期15例（17.2%），

ypN2期6例（6.9%）。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16.1%（14/87），其中盆腔

感染或脓肿6例（6.9%），吻合口漏3例（3.4%），出血

2例（2.3%）以及胃肠功能障碍3例（3.4%）；术中及术

后未出现死亡病例。中位总住院时间14.8（4~37）d；
其中 1例患者于术后 7 d 和 20 d分别出现肺部感染

和盆腔感染，住院时间达37 d。
14例患者未行TME手术，其中有7例（6.9%）为

TNT后评价获得 cCR，拒绝手术并要求采取等待⁃观

察策略者，见图1；目前有5例患者仍处于无病生存状

态；1例出现局部复发，行挽救TME手术后现无病生

存，1例出现肺转移后死亡。有6例（5.9%）在TNT后

虽未达 cCR，但仍拒绝手术治疗，其中有4例现为无

进展生存状态，2例发生复发转移，现带瘤生存。还有

1例为前面提及的TNT后出现肝及骨转移，暂缓手术

并更换化疗方案为FOLFIRI+靶向治疗，目前失访。

讨 论

局部晚期（Ⅱ~Ⅲ期）直肠癌的新辅助治疗近年

来成为了受到广泛关注的热点领域。这一部分患

者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应尽可能将这类患者根据危险因素进行分层，并给

予个体化的治疗［5⁃6］。对于具有高危复发风险的患

者，给予强化的治疗方案可能会带来获益。而强化

的治疗方案中，TNT方案的可行性和价值越来越受

到重视。一些研究结果显示，TNT具有如下优势：使

肿瘤降期的可能性增加，提高R0切除率；cCR的比

例增加，让更多的患者有器官保留以及实施等待⁃观
察策略的机会；安全性及耐受性良好 ；可能具有能

够降低远处转移的优势［10⁃11，16］。因此，具有高危因素

的LARC患者可能是TNT治疗模式的适宜人群。但

是，最合理的诱导化疗、同步放化疗、巩固化疗的顺

序，同步放化疗和手术的最佳间隔时间，以及最佳

的化疗方案目前还尚无明确结论。

注：TNT为全程新辅助治疗；pCR为病理完全缓解；cCR为临床完全缓解；PR为部分缓解；SD为疾病稳定；PD为疾病进展；TME为全直肠系膜切除

术；CRM为环周切缘

图1 101例接受全程新辅助治疗的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的转归情况

PR（61例） SD（6例） PD（2例）pCR或cCR（32例）

TME手术

（25例）

等待⁃观察

（7例）

拒绝手术

（4例）

TME手术

（57例）

未手术

（1例）

TME手术

（1例）

拒绝手术

（2例）

TME手术

（4例）

保肛（68例）

CRM阳性（2例）

接受TNT的101例局部晚期

直肠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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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我们开展了 TNT 用于具有高危因素的

LARC患者的前瞻性二期临床研究，结果提示 TNT
能够获得较高的 pCR或 cCR率（36.2%），且安全性

良好［12］。在本研究中，我们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将

符合入选标准的 101例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希

望进一步验证TNT对于具有高危因素的LARC患者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研究中，共 32例（31.7%）患

者获得了 pCR 或 cCR，这与我们之前研究报道的

36.2%相比，略有下降［12］。Garcia⁃Aguilar等［17］的一

项二期非随机对照研究中对比了新辅助同步放化

疗后分别给予0、2、4、6周期巩固化疗后的 pCR率，

发现新辅助化疗总周期数越多，pCR率越高，其中

给予6周期巩固化疗组pCR率达到了38%。在我们

的二期临床研究中，接受了8周期新辅助化疗的患者

有 15 例（31.9%），本 项 回 顾 性 研 究 中 仅 17 例

（16.8%），这可能是造成pCR或cCR率有所下降的原

因。Cercek 等［10］发表的回顾性研究中显示，接受

TNT者完全缓解率为 36%，其中Ⅱ期和Ⅲ期患者分

别为 43例（54%）和 265例（33%）。本研究的pCR或

cCR率（31.7%）稍低于36%，还可能与我们纳入的Ⅲ
期直肠癌患者更多有关。总的来说，本研究的 pCR
或 cCR率与我们的二期研究及其他 TNT的研究结

果（完全缓解率14%~36%）相似［12，18⁃20］。有研究也采

用了与我们相似的诱导化疗加同步放化疗加巩固

化疗的“三明治式”的治疗策略，其报道的pCR率高

达42.2%［21］。结果的不同可能与纳入的患者人群以

及完全缓解判断标准等不同有关。由此，要观察

TNT方案是否能进一步提高 pCR或 cCR率，以及能

否进一步提高生存率，还需要进一步开展三期随机

对照临床研究。

关于TNT和TME手术的安全性，本研究数据表

明，最常见的 3级急性不良反应为白细胞减少和血

小板减少，分别为13例（12.9%）和7例（6.9%）；未观

察到4级不良反应的发生。Garcia⁃Aguilar等［17］的研

究显示，接受了同步放化疗加 2~4 周期巩固化疗

mFOLFOX6方案最常见的3级以上的不良反应是粒

细胞减少（6%）和淋巴细胞减少（4%）。本研究中，

手术并发症包括盆腔感染或脓肿 6例（6.9%）、吻合

口漏 3例（3.4%）、出血 2例（2.3%）以及胃肠功能障

碍 3例（3.0%）。手术并发症的总发生率是 16.1%，

期间没有出现死亡病例。这与本团队之前的研究

结果［12］及Cercek等［10］的研究结果相似，并再次验证

TNT和手术的安全性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在本研究中，放化疗完成和手术的平均间隔时

间是 21周，手术时间间隔>8周者有 85例（97.7%），

≤8 周的仅 2 例（2.3%）。目前国际上对直肠癌新

辅助放化疗后手术时机的选择尚未达成共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放疗后肿瘤的退缩有时

间依赖性［22⁃24］。因此，同步放化疗后，适当延长与

手术之间的时间间隔可能有利于肿瘤对放疗的

反应。但有研究认为，放化疗后与手术间隔时间

>8周可能会降低其安全性，因为长时间的延迟手

术，盆腔的纤维化可能会增加手术难度和手术并

发症［17］。然而更多的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放化疗

后与手术间隔时间>8周，也没有发现手术安全性

下降［25⁃27］。

另外，TNT后达到cCR者，之后的治疗方案是选

择TME还是等待⁃观察仍有待探索。Cercek等［10］的

回顾性队列研究中，有 22%（67/308）选择等待⁃观
察。因此，TNT的另外一个潜在优势可能就是提高

选择等待⁃观察策略和实现保留器官的概率。而本

研究仅7例（6.9%）cCR的患者选择进行等待⁃观察，

是因为本研究的目标人群是具有高危复发风险的

患者，这类患者cCR后选择等待⁃观察是否具有与其

他低风险患者同样的安全性，值得进一步探索。

Smith等［28］正在进行的一项二期随机对照研究中，将

TNT后达到 cCR的患者随机分成TME组和等待⁃观
察组，比较两组的 3年无病生存率有无差别。期待

该研究的结果，以为TNT后获得 cCR患者的后续治

疗提供选择依据。

本研究中，有 92.1%的患者在治疗后都发生了

部分或完全缓解。有2例（2.0%）患者在TNT治疗后

出现远处转移。Garcia⁃Aguilar 等［17］的非随机对照

研究结果显示，同步放化疗后分别给予 0、2、4、6周

期化疗组分别有1例、2例、0例和1例患者在术前出

现远处转移；全组共有 1.4%（4/292）的患者在术前

出现远处转移。总的来说，该研究结果并没有显示

新辅助治疗时间的延长会增加疾病进展的风险。

与RAPIDO研究［29］一样，我们需要研究TNT是否能

提高具有高危因素的LARC患者的生存率，因此需

要有长期的随访观察以及三期随机对照试验来验

证TNT治疗模式的疗效。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这是一项

单臂的回顾性研究，可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偏

倚。第二，本研究的观察的主要终点为TRG、pCR或

cCR率以及安全性，虽然 pCR或 cCR率为 31.7%，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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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率高达97.7%（85/87），但仍缺乏长期预后的结

果。第三，因为随访时间较短，我们仅使用了 TNT
治疗结束时评价的 cCR结果来研究，而没有使用至

少12个月的观察期来评价持续性 cCR，使最后的结

果可能不够严谨。第四，在放化疗和手术间的时间

间隔过长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按照方案设计

其时间间隔是 15~17周，但实际上我们的平均间隔

为 21周，有明显延长，这是由于在本中心的床位等

待时间较长。以上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我
们会尽可能加以避免。

本研究更进一步证实，对于具有高危因素的

LARC患者来说，TNT治疗可以取得较好的近期疗

效和良好的安全性。但远期生存情况及不良反应

的结果仍需进一步的观察和随访。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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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年会通知

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主办，北京医师协会、北京医师协会外科专科医师分会联合主办，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年会（CCS2019）将于 2019年 5月 16日至 19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

开。

本着面向全国普通外科医师、发挥行业带头作用、搭建高水准医师交流与继续教育平台、促进外科学科发展与进步为

目的，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自 2007年成立以来，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一届中国外科医师年会。本届年会我们将继续秉

承历届年会的优秀传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求加强医务工作者的综合能力培养、提高临床实践能力，为全体外科同仁们

提供一个国际性高水平的交流平台。

截至 2017年底，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业已成立了 24个分支机构，在年会期间各分支机构都将设立分会场，并围

绕各自专业领域中临床进展与多学科协作、手术和诊疗技术的演示与培训、执业规范和行业标准的研究与制定等主题，邀

请国际和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报告和现场演示，全方位展现普通外科学领域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

诚挚的邀请您参加此次会议，与会者可获得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

如希望了解更多会务信息，请致电 010-88325934或登录大会官网www.ccs2007.org.cn,进行在线投稿。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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