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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直肠癌新辅助

放化疗后，有一部分患者会

出现临床完全缓解（cCR）甚

至是病理完全缓解（pCR），

随着全程新辅助治疗（TNT）
理念的提出，这部分患者的

比例将会进一步提高。对于

cCR的患者，治疗策略的选择

一直是临床研究热点和争议

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对于此

部分患者可采用“等待⁃观察

（watch and wait）”策略，可最大程度地保留器官功能和避免

根治性手术带来的并发症，且一些非随机对照研究结果也初

步证实了“等待⁃观察”策略的安全性和可行性。但是目前学

术界对于cCR患者的治疗选择仍然未达成共识，争议的焦点

主要围绕：（1）cCR和pCR符合率较低，缺乏有效地预测pCR
的分子标记物；（2）尚无统一的 cCR评判标准和随访策略；

（3）缺乏支持“等待⁃观察”策略的更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此外，对于新辅助治疗后肿瘤退缩较好的患者，行经肛局部

切除的指征和肿瘤学安全性也一直存在临床争议。总体而

言，cCR后是否行“等待⁃观察”策略或局部切除，笔者践行的

原则是目标导向、分层治疗和全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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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will achieve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cCR) or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 after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TNT), higher complete response rates will
be observed.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CR has long
been an issue of controversy and is attractive for clinical trials.
A "watch and wait" strategy for patients with cCR has been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A non ⁃ operative approach can
preserve the organfunction and avoid complications after radical
surgery. The 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a "watch and wait"
strategy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several non ⁃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how to make an
optimal decision for patients with cCR. For example, it is only
observed in partial patients that cCR is consistent with pCR
and the molecular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pCR are
suboptimal. Besides, cCR is inconsistently defined and
surveillance recommendations varies. Furthermore, there are
insufficient high ⁃ level evidence for the "watch and wait"
strategy. For patients with good response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local excision is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to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however with uncertain indications and challenged
oncological safety. For patients with cCR, we implement the
therapeutic principles of goal⁃orientation, layered treatment and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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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

联合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已成为指南推荐的标准治疗模式。但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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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肠TME手术的患者术后会出现一定比例的手

术相关并发症，如吻合口漏、吻合口出血、性功能障

碍和直肠前切除综合征等［1⁃2］。部分低位直肠癌患

者须行永久性造口，多数行根治性手术的直肠癌患

者远期生活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

新辅助放化疗后，有接近20%的直肠癌患者能够

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这部分患者预后明显优于不完全缓解以及肿

瘤进展的患者［3］。pCR患者无肿瘤残余使得手术的

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4⁃5］。但是对于 pCR的评

价是建立在TME手术的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研究聚

焦于如何准确地预测 pCR，从而能够避免对这部分

患者行外科治疗。近年来，随着多学科综合治疗模

式的推广，对直肠癌患者行个体化治疗策略越来越

受到重视，新辅助放化疗后有一部分患者出现临床

完全缓解（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cCR），即临床

评估未能发现有肿瘤残余证据。通过cCR替代pCR
来尝试对这部分患者选择非手术治疗成为了研究

热点。对 cCR患者实施“等待⁃观察”的策略经历了

一段相当长的争议期，尤其是质疑其肿瘤学安全

性。虽然近年来的一些非随机对照研究已经初步

证实：cCR患者行“等待⁃观察”策略的预后不劣于行

手术治疗甚至那些达到pCR的患者。但是，对于患

者的选择标准、随访策略、cCR与 pCR的关系、缺乏

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以及局部切除选择的指征

等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将围绕这几个方

面展开重点讨论。

一、cCR后“等待⁃观察”策略的兴起、发展与演变

cCR是指直肠癌患者行新辅助放化疗后病灶完

全退缩，直肠指检、内镜多点活检及影像学检查均未

发现有肿瘤残留［6］。1998年，巴西圣保罗医院Habr⁃
Gama等［7］率先报道了对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cCR
的患者行“等待⁃观察”策略，该研究纳入了118例直

肠癌患者，36例达到了 cCR，其中 30例行非手术治

疗，中位随访36个月，仅2例死于非肿瘤性因素，剩

余6例行手术治疗均达到pCR。该研究初步证实了

对于高选择性患者“等待⁃观察”策略是安全可行的。

在此基础上，Habr⁃Gama等［8⁃10］展开“等待⁃观察”策略

的系列研究，并不断地扩大样本量，发现 cCR后行

“等待⁃观察”策略的患者5年总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

率分别为 100% 和 92%，与 pCR 患者的预后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且局部再生长的肿瘤易行挽救性手术，

局部再生长伴远处转移的比例极低。

然而，Habr⁃Gama等［7⁃10］的研究在当时受到了一

定的质疑，主要因为该系列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

究，其他几个中心未能得到相似的结果，部分中心

cCR的局部复发率高达50%［11⁃13］。而2009年的一项

研究调查了英国和爱尔兰专科医生对于 cCR患者

处理的选择，在 122例参与该研究调查的专科医生

中，有高达 58% 的医生表示不会考虑非手术治

疗［14］。同样的，英国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新辅助

放化疗后仅有 10%的患者达到 pCR，与巴西的“有

超过1/3的患者达到cCR”相矛盾，因此认为，英国不

应该盲从巴西的研究结果，非手术治疗策略不可

取［15］。

2011年，荷兰的一项前瞻性研究采取了更为严

格的 cCR筛选标准，得到了与Habr⁃Gama团队相似

的研究结果，21例 cCR患者仅有 1例出现了局部复

发，且成功施行了挽救性手术，此外 cCR组显示出

了更好的近期疗效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质量［16］。

但是，该研究存在样本量太小的缺陷。2015年，英

国的 OnCoRe 研究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了 109 对

cCR后非手术治疗和新辅助放化疗后行手术切除的

患者，发现“等待⁃观察”策略并不降低生存率［17］。而

来自于全球等待 ⁃观察协作数据库（International
Watch and Wait Database，IWWD）的最新研究结果

通过大样本分析了“等待⁃观察”策略的肿瘤学结

果，该数据库综合纳入来自于全球 15个国家 47个

临床中心的 880例 cCR患者，该研究结果将对临床

决策甚至指南的更新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18］。

目 前 的 美 国 国 立 综 合 癌 症 网 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专家组

认为，目前的影像学工具不能准确地预测pCR，且一

部分pCR患者仍然存在淋巴结转移，所以并不常规

推荐“等待⁃观察”策略，认为在对 cCR患者行常规

“等待⁃观察”策略之前，需要有很长的随访时间和更

大样本量的观察研究来支持选择该策略，但是对于

所在临床中心的多学科团队有丰富诊疗经验者，可

尝试开展非手术治疗。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指南

则采取更为灵活的推荐，对患者进行非手术治疗

时，应让患者知情同意，此外需要制定标准化的随

访策略以便于能够早期发现肿瘤再生长，及时地行

挽救性手术。

二、cCR的评判标准以及cCR与pCR的关系

对于 cCR的评判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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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主要参考巴西的Habr⁃Gama标准、英国的

OnCoRe 标准、荷兰的 Maas 标准以及美国 MSKCC
标准。2017年的ESMO直肠癌治疗指南认为，满足

以下 4 个条件即可定义为 cCR：（1）直肠指检未及

肿块或溃疡；（2）内镜下除扁平瘢痕、毛细血管扩

张或黏膜苍白外，无其他可见病灶，多点活检阴性；

（3）磁共振或腔内超声未见原发部位及淋巴引流区

域肿瘤残余；（4）升高的血清癌胚抗原恢复至正常

水平。关于 cCR 评判的时机，不同研究间差异较

大，放化疗完成后 3~24周进行评估均有报道，绝大

部分研究选择了放化疗结束后至少 8 周再行 cCR
的评判［19］。

关于新辅助放化疗后 cCR出现的比例，不同研

究也呈现不同的数据。ESMO指南指出，新辅助放

化疗后，有 10%~40%的患者可获得 cCR；而一项包

含17项研究、692例患者的系统分析显示，总体 cCR
率为 22.4%［20］。cCR 率不同主要与患者的基线分

期、新辅助化疗的方案、剂量以及 cCR评判时机和

评判标准相关［20］。笔者所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的CinClare研究，对比放化疗期间卡培他滨单药

组与卡培他滨联合伊立替康双药组药物增敏对于

pCR的影响，中期分析结果显示，双药组的pCR率显

著高于单药组。此外，放化疗后间隔期延迟化疗可

显著提高 pCR率，增加 pCR率的同时，理论上 cCR
的比例也会有一定的提高［21］。最新的研究结果发

现，全程新辅助治疗（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TNT）
即在新辅助放化疗前加入诱导化疗将会进一步提

高患者的 cCR率，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手

术，可能为“等待⁃观察”策略提供比较有前景的平

台［22］。

临床上，达到 cCR的患者真正能够达到pCR的

比例很低。一项系统综述纳入了8项研究进行联合

分析发现，cCR经手术病理证实达到 pCR的比例仅

有 30%［23］。这可能与 cCR的评判标准有一定的关

系，更为严格的筛选标准将会增加符合率。此外，

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新辅助放化疗后肿瘤退

缩、活检呈阴性的 14 例患者中，仅有 3 例达到了

pCR，活检阴性并不代表肿瘤完全退缩［24］。同样地，

Duldulao等［25］发现新辅助放化疗后肿瘤退缩具有空

间异质性，相当一部分局部进展期肿瘤在治疗后仅

残存于肌层，而在黏膜和黏膜下层消失，活检到达

肌层才有一定的诊断价值。新辅助放化疗后，磁共

振再分期与术后病理分期的吻合度并不高，有超过

10% 的病例会出现分期不足［26］。而对未达到 pCR
的患者行“等待⁃观察”策略显然是不合理的，肿瘤残

余将会发展为局部再生长和远处转移。此外，达到

pCR的病例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术前评估时却有肿瘤

残余。Smith等［27］的研究指出，现有的临床评判标准

可能低估了pCR的比例，该研究发现，术后达到pCR
的患者中，约有 74%的患者术前并未达到 cCR。因

此，cCR的评判标准还需进一步的探索与规范。

cCR离 pCR还有多远？pCR是最终目标，评价

cCR 的目的也只是最大限度地去预测 pCR。近年

来，很多学者尝试通过其他手段预测pCR，从而能够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手术。Al⁃Sukhni等［28］回顾性分

析了23 747例接受了新辅助放化疗的直肠癌患者，

发现肿瘤分化好，T、N分期早，高放疗剂量和延迟手

术更可能达到pCR状态，从临床病理学角度去预测

pCR。类似地，其他研究发现，肿瘤的基线分期显著

影响 pCR 率，临床分期越早，pCR 率越高［3］。近年

来，分子标记物预测 pCR 更是成为研究的焦点。

Hur等［29］通过构建包含 4个生物学标记物表达模型

来预测 pCR，发现该模型对 pCR的预测有较好的敏

感性。但是Lopes⁃Ramos等［30］通过对分子标记物预

测pCR进行了一些综合的评价，发现不同的基因预

测模型准确性和特异性都不令人满意，在验证队列

中很难重复，整体并不优于临床和影像学参数。近

两年有学者通过磁共振影像组学手段，筛选与 pCR
相关的影像组学特征并构建预测 pCR影像组学模

型，也一度成为研究热点［31⁃32］。目前，这些预测pCR
的手段总体局限于单中心小样本，缺乏大规模的验

证。未来的研究趋势将会是在严格筛选 cCR患者

的基础上，整合多个pCR预测模型，在同时满足cCR
和高度可能pCR的条件时，对这些高选择性患者实

施“等待⁃观察”策略，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将会更加

的合理和安全。

三、cCR后“等待⁃观察”策略的肿瘤学安全性

自从 Habr⁃Gama 提出对 cCR 患者行非手术治

疗，其肿瘤学安全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受到质

疑。这主要是因为Habr⁃Gama的系列研究为单中心

研究，研究结果未能在其他中心得到验证，且一些

支持其结论的研究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最

新的一项Meta分析纳入了 17项研究共 692例 cCR
患者，局部再生长率为 22.1%，远处转移率为 8.2%，

其中 96%的局部再生长在随访的前 3年被发现，且

绝大部分（88%）的局部再生长率可行挽救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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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的病例能够做到 R0 切除，3 年的总生存率为

93.5%［20］。此外，该研究还发现约 60%的远处转移

不伴有局部再生长，提示远处转移可能是先前存在

微转移的延迟表现，即使行手术切除，远处转移可

能也无法避免［20］。然而，纳入病例的异质性为

Meta分析固有的局限性，包括 cCR的评判标准、影

像学手段、肿瘤的基线分期、新辅助放化疗指针和

方案等，不同研究差异较大。故该研究不能为

cCR行“等待⁃观察”策略的肿瘤学安全性提供高级

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直到最近的一项来自国际多中心 IWWD数据

库的大样本研究，为“等待⁃观察”策略的肿瘤学安全

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8］。该研究对880例 cCR患者

进行了为期3.3年的中位随访，2年累计局部复发率

为25.2%。且88%的局部再生长在随访前2年被发

现，提示 cCR的前2年需要更加密切随访的必要性。

其中97%的局部再生长位于肠壁，易于实施挽救性

手术；远处转移率为 8%，5年总生存率和无复发生

存率分别为85%和94%［18］，我们期待 IWWD数据库

的后续研究结果将会解答更多关于“等待⁃观察”策

略的疑问。

尽管数据令人鼓舞，但是该研究的异质性仍然

很强，包括患者的基线特征、新辅助治疗方案、影像

学评估策略及随访策略在各个中心均有一定的差

异，尤其在一些早期入组的病例中，磁共振并未作为

cCR评判的常规工具。此外，该研究缺乏手术对照

组，使得“等待⁃观察”策略价值评估受限。TRIGGER
研究（NCT02704520）基于 mrTRG 从实验组筛选出

延迟手术和“等待⁃观察”的病例，并与传统手术组进

行对比，将会为cCR治疗选择提供更多的证据［33］。

既往研究纳入患者的基线特征差异较大，且未

对不同基线分期患者 cCR后行“等待⁃观察”策略的

肿瘤学安全性进行亚组分析。一项回顾性研究发

现，尽管 cT2和 cT3~4期患者有着相似的 cCR率，但是

在 cT3~4期患者中早期局部再生长率显著高于 cT2期

患者，且局部再生长患者行挽救性手术后，总体预

后仍然劣于无局部再生长的患者［34］。Habr⁃Gama
等［35］认为如果选择“等待⁃观察”策略，应该选择基线

分期相对较早期的 cT2N0患者。STAR⁃TREC 研究

（NCT02945566）旨在比较 mriT1~3bN0期患者放化疗

后TME手术和器官保留的远期疗效，有望阐明器官

保留在相对比较早期的直肠癌治疗中的价值［36］。

然而，对于基线分期较早的直肠癌，本身行根治性

手术就具有较好的预后，需权衡放疗风险、长期不

良反应与可能的器官保留所带来的获益。

四、cCR或near⁃cCR后局部切除的选择与争议

对于新辅助放化疗后临床反应较好的患者，有

学者提出可以行经肛局部切除，根据局部切除术后

病理决定是否需要追加外科手术，对于 ypT0~1期患

者可选择观察随访，同样能够保留器官功能，减少

术后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也有研究

提出，新辅助治疗后，肿瘤细胞会呈现岛状残留，传

统的切缘并不安全［37］。且不同的研究纳入的患者

基线分期也有所不同，而行局部切除对患者基线特

征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美国的一项二期多中心临床研究纳入了 79例

cT2N0期直肠癌患者行新辅助放化疗，最终 72例患

者成功行局部切除，3年无疾病复发率为 86.9%，初

步探索了 cCR或 near⁃cCR后局部切除的可行性［38］。

荷兰最新的CARTS研究将入选标准放宽至 cT1~3N0，

发现此基线分期患者行新辅助放化疗后约有2/3可

行局部切除，5年无复发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

81.6%和82.8%，生存质量明显提高［39］。但是以上研

究均缺乏对照组，而法国的GRECCAR 2研究纳入

患者基线分期为临床Ⅰ~Ⅲ期的患者，综合对比局

部切除组与TME手术组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但

是并未观察到新辅助放化疗后 cCR或 near⁃cCR后

行局部切除的优越性，主要是局部切除组很多患者

追加了TME手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局部切除组

对TME手术组的整体优势，但是该研究还是显示出

局部切除的肿瘤学安全性，对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40］。有研究认为，基线分期对于局部切除

患者的选择非常关键，该研究发现临床基线分期

cT2N0的患者对新辅助放化疗反应不完全预示着不

良的病理学特征，与临床基线分期Ⅱ~Ⅲ期的患者

类似，不适合行局部切除［41］。Perez等［42］前瞻性地分

析了27例新辅助放化疗后局部切除病理为 ypT0~2的

患者，其中ypT2的患者18例，中位随访15个月，发现

局部复发率高达15%，可能与ypT2的患者比例较高、

基线分期为 cT3 和 cN1 的患者比例较高（分别为

55.6%、18.5%）相关。此外，先前的局部切除手术可

增加后续追加TME手术的并发症，并降低TME标本

的质量［43］。所以，新辅助放化疗后 cCR或 near⁃cCR
后局部切除策略的成败就在于患者的选择，最大程

度地去避免追加TME手术。

局部切除的肿瘤学安全性主要取决于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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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残留。新辅助治疗后，肿瘤退缩形成瘢痕

组织或浅溃疡，行局部切除如何确保获得安全的切

缘成为研究的热点。Hayden等［44］的研究发现，有近

一半的患者残余肿瘤位于肉眼可见的溃疡之外或

表面覆以正常的黏膜，残留肿瘤细胞甚至可达溃疡

大体边界 4 cm以外。相似地，Perez等［45］的研究发

现，新辅助放化疗后约有 37% 的肿瘤呈碎片状退

缩，53%的肿瘤退缩后残留在正常黏膜的下方。放

疗使得部分患者的肿瘤细胞呈岛状残留，远切缘变

得肉眼不可见，部分切缘可能呈现一定的假阴性，

为局部切除治疗策略的选择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

也可以解释为何多点活检阴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有

肿瘤残余。关于新辅助放化疗后 cCR如何确定下

切缘，笔者认为，鉴于肿瘤退缩的不均一性，肿瘤下

缘判断仍需依据初始肿瘤位置来定，同时注重术中

快速病理检查。同时，可能的淋巴结转移也是局部

切除所面临的问题。笔者所在医院的资料显示，即

使是 pCR的患者，也会有一定比例的淋巴结转移，

且随着 ypT分期的增加，淋巴结转移风险增加，对于

这部分患者行局部切除或“等待⁃观察”策略显然是

不合理的，但是对于基线分期cN0的患者，淋巴结转移

风险极低，对于这类 ypT0~1 的患者可尝试局部切

除［46］。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除了术前淋

巴结阳性以外，组织分化差和残留病灶直径>1 cm
也可显著增加淋巴结转移风险［47］。

总体而言，cCR 后是否行“等待⁃观察”策略或

局部切除，笔者践行的原则是目标导向、分层治

疗和全程管理。考虑到“等待⁃观察”策略缺乏高

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且有一定的局部再生长

风险，目前只建议在拥有丰富直肠癌综合治疗经

验的多学科诊疗团队的临床中心开展，对于病

例，应进行严格的挑选，综合考虑患者的基线分

期，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结合患者的治疗意

愿。同时，不断完善 cCR 的评估标准，对患者进

行更加密切的随访，一旦发现肿瘤局部再生长，

及时地实施挽救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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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文献类型和电子文献载体标志代码参照GB 3469《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题名后标注文献类型标志对电子文献

是必选著录项目。外文期刊名称用缩写，以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Lndex Medicus》格式为准。参考文献必须与其原

文核对无误，将参考文献按引用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标出）排列于文末。每条参考文献均须著录卷、期及起、止页。

对有DOI编码的文章必须著录DOI，列于文献末尾。本刊自 2019年第 7期开始规定，中文、日文等非英文语种文献均需在

·读者·作者·编者·

原语种文献后附上英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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