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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直肠癌是最

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极大

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Ⅱ期、

Ⅲ期结直肠癌的治疗已经由

手术治疗的单一模式转变为

强调围手术期的多学科综合

诊疗模式。Ⅱ期结肠癌的辅

助化疗适应证目前仍以有无

临床高危因素来界定，微卫

星状态和 BRAF 基因突变检

测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有一定

的帮助;Ⅲ期结肠癌的辅助化疗以联合化疗为主，疗程为6个

月;基于 IDEA研究的结果，对T1~3、N1患者的治疗，美国国立

综合癌症网络指南将3个月的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

他滨）列入了推荐选择中；进展期结肠癌的新辅助化疗目前

仍处于临床试验探索阶段。直肠癌的治疗较之结肠癌最大

的区别在于放疗的应用，并且同步放化疗联合全直肠系膜切

除术及辅助化疗的治疗方式已成为局部晚期直肠癌的金标

准治疗模式；当前，在直肠癌新辅助治疗中的探索热点还包

括直肠癌的新辅助化疗以及全程新辅助治疗（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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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orect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s in the world, threatening human health. The
treatment strategy of stage II and stage III colorectal cancer
has changed from surgery alone to multidisciplinary mode
emphasizing perioperative treatment. The indication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stage II colon cancer is still defined by
high ⁃ risk factors, but only microsatellite status and BRAF

gene mutation can help predict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Combined chemotherapy is the main adjuvant therapy for
stage III colon cancer. The recommended course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is 6 month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IDEA study, the three ⁃ month CapeOX regimen
(oxaliplatin and capecitabine) is recommended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1⁃3 and N1 tumor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colon cancer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of clinical tri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
of rectal cancer and colon cancer l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radiotherapy. Chemoradiotherapy combined with TME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surgery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treatment for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Nowadays,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neoadjuvant
therapy of rectal cancer includ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TNT).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the
progress of perioperative treatment for colo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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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全球男性第三大常见肿瘤，女性第

二大常见肿瘤，死亡率位于所有肿瘤的第四位［1］。

55%的结直肠癌发生在发达国家［2］。随着筛查手段

的提高，很多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已经逐渐呈现下降

趋势［3］。而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方

式的改变和期望寿命的提高，结直肠癌发病率快速

攀升［4⁃5］。对于新发结直肠癌病例而言，一般在获得

诊断结果开始进行治疗前，需进行多学科评估制订

治疗方案。结直肠癌多学科团队的组成一般由结

直肠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内镜科、影像

科、肝外科、胸外科、介入科、造口护士和心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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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治疗方案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设计，强

调个体化、规范化的综合治疗，治疗方案的正确与

否决定了治疗效果。其核心内容其实就是整个围

手术期治疗的概念，包括Ⅱ期和Ⅲ期结直肠癌患者

的辅助治疗、新辅助治疗以及晚期患者的转化性治

疗、姑息治疗等。

20世纪 90年代以前，结直肠癌的治疗可以说

外科手术是独领风骚。虽有化疗和放射治疗的研

究，但一直未证实其具有明确的临床价值。20世

纪90年代后，结直肠及其相关学科也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Ⅰ期无论是结肠癌还是直肠癌，5 年总体

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均在90%~95%之间［3］。

因此，辅助治疗对Ⅰ期结直肠癌的价值并不大；

但是Ⅱ期、Ⅲ期结直肠癌由于具有较高的复发

转移率，辅助治疗已被证实对其具有很好的临床

价值。许多研究证明了Ⅱ期、Ⅲ期结肠癌的辅助化

疗价值。与此同时，Ⅱ期、Ⅲ期直肠癌的辅助放化

疗在减少局部复发和改善生存的价值也被证明，

随后进行的局部晚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研究

结果将此种治疗模式变为了金标准。

辅助药物的选择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从

1977年的NSABPC01研究［单纯手术、卡介苗治疗和

MOF（司莫司汀、长春新碱和氟尿嘧啶）］［6］，到20世

纪80年代末期的NT 0035研究［氟尿嘧啶（5⁃FU）联合

左旋咪唑］［7］，再到 1990 年后确定了亚叶酸钙

（leucovorin，LV）和 5⁃FU联合应用的历史地位［8］；最

后，到MOSAIC研究证实了奥沙利铂联合 5⁃FU+LV
能更好地提升治疗效果［9］。结直肠癌的复发转移模

式有很大的不同。直肠癌、特别是中低位直肠癌，

存在较高的局部复发机会，放疗的应用价值较大；

而结肠癌以远处转移模式为主。结直肠癌的治疗

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将结肠癌及直肠癌围

手术期辅助与新辅助治疗分开讨论。

一、结肠癌围手术期辅助与新辅助治疗

（一）辅助治疗

Ⅱ期和Ⅲ期结肠癌的辅助化疗价值已经得到

广泛的认可及大量研究数据的支持。 2009 年

Sargent等［10］的研究显示：5⁃FU单药辅助化疗可提高

Ⅱ期和Ⅲ期结肠癌 8 年 OS。MOSAIC 研究发现，

FOLFOX4（5⁃FU+LV+奥沙利铂）组 5年的无病生存

率（disease ⁃ free survival，DFS）显著优于5 ⁃FU+LV组

（73.3%比67.4%，P=0.003）；此外，FOLFOX4组的6年

OS明显高于5⁃FU+LV组（78.5%比76.0%，P=0.046）。

在Ⅲ期患者人群中，FOLFOX4 组较 5⁃FU+LV 组的

6 年 OS 提高了 4.2%（72.9% 比 68.7%，P=0.023），但

是在整个Ⅱ期结直肠癌病例中，没有发现FOLFOX4方
案能带来生存获益［11］。

对于Ⅱ期结肠癌的辅助治疗，美国国家综合

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指南推荐无高危因素者不常规化疗，如化疗

则选择单药化疗，有高危因素的患者建议化疗，可

考虑加 5⁃FU、奥沙利铂联合化疗［12］；欧洲肿瘤内科

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
指南在高危组中以70岁为界，推荐≤70岁的患者联

合化疗，而>70岁的患者以单药为主，如生物学年龄

较轻的则可联合化疗［13］。Ⅱ期结肠癌辅助化疗的

地位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可能有以下原因：（1）在各

项临床研究中，Ⅱ期患者的获益存在较大变异度，

疗效不确定；（2）Ⅱ期患者群体的异质性较强，既存

在预后好的表达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的 T3 期患者，也存在预后

差的表达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le，MSS）的

T4期患者，而这两者复发风险的差别可高达40%［14］；

（3）目前没有很好的风险分级方法将真正能从辅助

化疗中获益的Ⅱ期患者筛选出来。

目前比较公认的Ⅱ期结肠癌高危因素包括：原

发肿瘤 T4期、组织学类型为分化差（包括印戒细胞

癌和黏液腺癌）、淋巴管和血管侵犯、周围神经侵

犯、肠梗阻或穿孔、切缘过近、可疑阳性或阳性、淋

巴结取样数目≤12枚、术前血清癌胚抗原水平高，另

还包括通过分子或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到的

微转移病变［15］。NCCN指南以及ESMO指南对于高

危因素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在MOSAIC研究的高危

Ⅱ期亚组分析中可以看到，联合奥沙利铂患者在

DFS、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和

OS方面均有获益［16］。近年来，关于生物标记物在

Ⅱ期结肠癌的预后及辅助化疗预测因素研究进行

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包括 MSI/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BRAF基因突变、CDX2表达、POLE状

态、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水

平、DNA 倍性联合肿瘤间质比检测、多基因检测

及分子分型等［17⁃24］。但是，目前在临床实践中，对

Ⅱ期结肠癌术后辅助化疗有一定指导意义的仅有

MSI检测以及BRAF基因突变检测［17⁃18］。

Ⅲ期结肠癌的辅助化疗谈及最多的就是药物

选择、治疗疗程、开始时机以及高龄患者的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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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对于药物选择，NCCN指南经历了 2006年对

奥沙利铂价值的肯定，2010年对FOLFOX化疗方案

的明确推荐，后又在2011年引入了CapeOX（奥沙利

铂+卡培他滨）方案（证据等级 2A类），直到 2012年

更新了CapeOX为 1类推荐。可以看到的是在联合

药物治疗方面已经没有任何争议，只是在不同药物

（尤其是 5⁃FU）制剂及给药方式上，有不同的选

择［25⁃28］。（2）治疗疗程上，NCCN 指南及 ESMO 指南

推荐辅助化疗疗程为 6个月。早期大规模的三期

RCT研究，往往将辅助化疗的时限设置为1年，但是

至少有 3项临床研究在 5⁃FU+LV辅助治疗的时代，

比较了6~8个月与12个月的辅助化疗疗效，但是并

没有发现延长到1年的辅助化疗对患者生存有任何

获益，故指南中辅助治疗的时长一般都为 6 个

月［29］。而在著名的 IDEA研究中，将化疗时间缩短

至 3 个月，部分Ⅲ期患者也可以获得较好的 3 年

DFS［30］。也是基于 IDEA研究的结果，对T1~3、N1的患

者治疗，NCCN指南将 3个月的CapeOX方案也列入

了推荐选择中。（3）开始时间上，一般而言，辅助化

疗应在术后6~8周内开始；实际上，这个时间框的界

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随意性，主要是基于在大多数

临床研究中规定的是此期限（MOSAIC研究术后7周

内开始化疗；NO16968研究术后 8周内；NSABPC07
研究术后6周内）。有两项荟萃分析表明，延迟术后

辅助化疗时间与患者生存期缩短相关，提示一旦患

者身体评估可行化疗，应该尽早开始术后辅助化

疗［31⁃32］。（4）老年患者治疗选择上，多项回顾性数据分

析显示，老年患者能从辅助治疗中获益，但不能证实

从含奥沙利铂的方案中获益［33⁃35］。2015年，一项荟萃

分析显示，无论在<70岁年龄组还是≥70岁年龄组，

CapeOX 或 FOLFOX 都能较 5⁃FU+LV 组显著延长

DFS（P=0.014）和 OS（P=0.045）；证明了只要患者可

以耐受，联合化疗对于高龄Ⅲ期患者有更好的治疗

效果［36］。

（二）新辅助治疗

结肠癌的术前治疗，主要是新辅助化疗，目前

仍处于研究阶段。其优点包括降期，缩小原发灶，

增加手术机会；及早治疗临床或亚临床微小转移

灶，减少术后复发和转移；在肿瘤血管和淋巴管未

损伤前予以化疗，可提高局部药物浓度；了解药物

敏感性，利于化疗药物选择；术前即抑制快速增殖

的癌细胞；减少术中癌细胞医源性播散。缺点包

括：可能使肿瘤早期进展，错过“手术窗口期”；病灶

出现梗阻、穿孔、出血，急诊手术；化疗诱导的肝损

伤，手术耐受性差；新辅助化疗获得临床完全缓解

而使手术切除范围的确定变得异常困难，而手术范

围的不确定可能导致术后肿瘤细胞的残留。现国

内外有数个临床试验均在开展中，包括英国的

FOxTROT研究［37］、法国的ECKINOXE研究［38］以及我

们中心的COLARC研究。本中心前期的二期临床

研究结果显示，结肠癌新辅助化疗的有效率较好，临

床缓解率（临床完全缓解及临床部分缓解）为 68%，

病理缓解率［肿瘤退缩程度（tumor regression grade，
TRG）≤2］为68%，无患者发生疾病进展，且安全性较

高［39］。对于新辅助化疗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OS和DFS是否获益仍需证据；如何选择高

危复发风险的亚群；如何选择合适化疗和靶向治疗

方案及疗程以及能否结合新辅助放化疗。

二、直肠癌的围手术期辅助与新辅助治疗

（一）新辅助放化疗

直肠癌的治疗较之结肠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放疗的应用。20世纪 70年代后期和 80年代早期，

直肠癌术后辅助放疗最初得以应用，初始目标是放

疗对局部控制的影响，随后着重于放疗与化疗的联

合应用，包括应用方法及同期放化疗以及放疗的并

发症。北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表的单中

心研究显示，Ⅱ~Ⅲ期直肠癌术后单纯放疗的局部

控制失败率在15%~22%之间，5年DFS在50%~57%
之间［40⁃42］。20世纪 80年代起，在单中心研究的基础

上，开始了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这些试验确立了

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
后辅助治疗的标准治疗方式，所有试验的病例均为

肿瘤完全切除的T3、T4和（或）N＋患者［43］。进入21世

纪（2005年前后），随着一系列三期临床研究结果的

报道，术前放化疗取代了术后放化疗，成为局部晚

期直肠癌的标准治疗模式。2004年德国的研究结

果显示，相比于辅助放化疗，新辅助放化疗在降低

局部复发率及提高保肛率方面均有非常显著的获

益［44］。

此外，在选择单纯放疗或者放化疗联合的研究

中，放化疗组的 pCR率更高。我们知道，相对于术

后放化疗，术前放疗有其临床和生物学上的优点，

主要包括：放疗后肿瘤降期退缩，可提高切除率；对

低位直肠肿瘤，肿瘤的退缩可能增加保留肛门括约

肌的机会；降低术中播散的概率；肿瘤乏氧细胞少，

对放疗较术后放疗敏感；小肠的蠕动幅度较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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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未坠入盆腔，治疗的不良反应较低。所以，无论

是NCCN指南还是ESMO指南，都明确推荐了同步

放化疗+TME手术+辅助化疗的治疗方式为局部晚

期直肠癌金标准治疗模式。这一模式仍在不断优

化中，在优效性方面，主要是追求更好的肿瘤退缩

以期达到更高的 R0 切除率、更高的保肛率、更好

的长期获益以及临床完全缓解后局部切除（避免腹

会阴切除术）的目的；在非劣效性方面，主要是减

少放疗相关不良反应，方法包括靶区及剂量的优化

以及低危患者去放疗化。在临床治疗实际应用中，

应尽可能延长间隔期、加强新辅助治疗（提高放疗

剂量、增加化疗周期、加强同步放化疗）、局部切

除。根据复旦附属肿瘤医院一项系列二期临床试

验，Ⅲ期临床实验探索5⁃FU方案是否应加用奥沙利

铂发现，加用奥沙利铂之后，毒性增加但是疗效无

明显改变，提示我们是否可以尝试联合另一种化疗

药物——CPT⁃11。因此，本中心另一项三期随机对

照多中心临床试验CinClare对比新辅助方案采用放

疗 50 Gy及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或是放疗 50 Gy
加上卡培他滨以及CPT⁃11的效果。初步结果显示，

加入 CPT⁃11 后，患者化疗敏感性由 18% 提升至

34%，耐药率由 15% 降至 13%（尚未发表）。提示

CPT⁃11可能可以使新辅助治疗患者获益更多，我们

也非常期待进一步的试验结果。

（二）新辅助化疗及全程新辅助治疗

当前，在直肠新辅助治疗中的探索热点包括直

肠癌的新辅助化疗以及全程新辅助治疗（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TNT）。一项纪念斯隆凯特琳

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的研究评估了Ⅱ~Ⅲ期直肠癌新辅助化疗

的疗效，结果发现R0切除率为100%，病理完全缓解

率为 25%，同时 4年的DFS及OS均在 90%以上［45］。

TNT模式主要分为新辅助化疗→放化疗→TME手术

和放化疗→新辅助化疗→TME 手术两种模式。

2018年，Cercek等［46］报道了迄今为止关于TNT治疗

最大规模的研究（回顾性研究，随访时间较短），结

果显示TNT组化疗药物完成率更高、临床完全缓解

率更高、手术豁免率更高，同时作者也表示，需要更

长的随访时间来评估完全缓解后未手术患者的真

实治疗结局。

对于 TNT模式，需要清楚其潜在的优缺点，这

将有利于我们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去。其优点包括：

提高局晚直肠癌围手术期化疗完成率；亚临床转移

灶的清除；生物学行为及化疗反应筛选；增加R0切

除率；增加器官保留的机会；减少总体化疗不良反

应。缺点包括：获益人群筛选；术前分期不准确，过

度治疗；治疗中疾病进展；患者身体状态评分下降；

DFS和OS的延长不确切；直肠癌最佳辅助方案及时

间都不清楚。

总得来讲，结直肠癌已经由原来的单纯手术治

疗演进为现今的围手术期治疗，这其中结直肠癌多

学科团队的通力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

有很多的科学问题亟待解决，如Ⅱ期结肠癌的辅

助治疗适应证，联合方案或单药方案的选择；Ⅲ期

结肠癌辅助治疗时间的设定以及结肠癌新辅助化

疗、放疗、直肠癌新辅助治疗模式的优化等；需要我

们通过更多的临床试验结果、基础实验数据来予以

回答。

参 考 文 献

［1］ Torre LA，Bray F，Siegel RL，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2［J］. CA Cancer J Clin，2015，65（2）：87⁃108. DOI：10.3322/
caac.21262.

［2］ Schreuders EH，Ruco A，Rabeneck L，et al.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a global overview of existing programmes［J］. Gut，
2015，64（10）：1637⁃1649. DOI：10.1136/gutjnl⁃2014⁃309086.

［3］ Siegel R，Desantis C，Jemal A. Colorectal cancer statistics，2014
［J］. CA Cancer J Clin，2014，64（2）：104⁃117.DOI：10.3322/ca
ac.21220.

［4］ Favoriti P，Carbone G，Greco M，et al. Worldwide burden of
colorectal cancer：a review［J］Updates Surg，2016，68（1）：7⁃11.
DOI：10.1007/s13304⁃016⁃0359⁃y.

［5］ 郭天安，谢丽，赵江，等 . 中国结直肠癌 1988—2009年发病率

和死亡率趋势分析［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8，21（1）：33⁃
40. DOI：10.3760/cma.j.issn.1671⁃0274.2018.01.007.

［6］ Wolmark N，Fisher B，Rockette H，et al. Postoperative adjuvant
chemotherapy or BCG for colon cancer：results from NSABP
protocol C⁃01［J］. J Natl Cancer Inst，1988，80（1）：30⁃36.

［7］ Laurie JA，Moertel CG，Fleming TR，et al. Surgical adjuvant
therapy of large ⁃ bowel carcinoma：an evaluation of levamisol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evamisole and fluorouracil. The North
Central Cancer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Mayo Clinic［J］. J Clin
Oncol，1989,7（10）：1447⁃1456. DOI：10.1200 / JCO.1989.7.10.
1447.

［8］ Wolmark N，Rockette H，Fisher B， et al. The benefit of
leucovorin ⁃ modulated fluorouracil as postoperative adjuvant
therapy for primary colon cancer：results from 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Breast and Bowel Project protocol C ⁃ 03［J］. J Clin
Oncol，1993，11（10）：1879⁃1887.DOI：10.1200/jco.1993.11.10.
1879.

［9］ André T，Boni C，Mounedji ⁃ Boudiaf L，et al. Oxaliplatin，

318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年 4月第 22卷第 4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April 2019，Vol.22，No.4

fluorouracil， and leucovorin as adjuvant treatment for colon
cancer［J］. N Engl J Med，2004，350（23）：2343⁃2351. DOI：10.
1056/NEJMoa032709.

［10］ Sargent D，Sobrero A，Grothey A，et al. Evidence for cure by
adjuvant therapy in colon cancer： observations based on
individual patient data from 20，898 patients on 18 randomized
trials［J］. J Clin Oncol，2009，27（6）：872⁃877. DOI：10.1200/jco.
2008.19.5362.

［11］ André T，Boni C，Navarro M，et al. Improved overall survival
with oxaliplatin， fluorouracil， and leucovorin as adjuvant
treatment in stage II or III colon cancer in the MOSAIC trial［J］.
J Clin Oncol，2009，27（19）：3109⁃3116.DOI：10.1200/jco.2008.
20.6771.

［12］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Colon Cancer （NCCN Guidelines®）

（2018 Version 4）［EB/OL］.（2018⁃10⁃19）［2019⁃01⁃22］https：//
www.nccn.org.

［13］ Schmoll HJ，Van Cutsem E，Stein A，et al. ESMO 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olon and rectal
cancer. a personalized approach to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J］.
Ann Oncol，2012，23（10）：2479⁃2516. DOI：10.1093/annonc/m
ds236.

［14］ Hutchins G，Southward K，Handley K，et al. Value of mismatch
repair，KRAS，and BRAF mutations in predicting recurrence
and benefits from chemotherapy in colorectal cancer［J］. J Clin
Oncol，2011，29（10）：1261 ⁃ 1270. DOI：10.1200 / jco. 2010.30.
1366.

［15］ Van de Velde CJ，Boelens PG，Borras JM，et al. EURECCA
colorectal：multidisciplinary management：European consensus
conference colon & rectum［J］. Eur J Cancer，2014，50（1）：e1⁃
e34. DOI：10.1016/j.ejca.2013.06.048.

［16］ Tournigand C，André T，Bonnetain F，et al. Adjuvant therapy
with fluorouracil and oxaliplatin in stage II and elderly patients
（between ages 70 and 75 years）with colon cancer：subgroup
analyses of the Multicenter International Study of Oxaliplatin，
Fluorouracil，and Leucovorin in the Adjuvant Treatment of Colon
Cancer trial［J］. J Clin Oncol，2012，30（27）：3353⁃3360. DOI：
10.1200/jco.2012.42.5645.

［17］ Samowitz WS，Sweeney C，Herrick J，et al. Poor survival
associated with the BRAF V600E mutation in microsatellite ⁃
stable colon cancers［J］. Cancer Res，2005，65（14）：6063⁃6069.
DOI：10.1158/0008⁃5472.can⁃05⁃0404.

［18］ Sargent DJ，Marsoni S，Monges G，et al. Defective mismatch
repair as a predictive marker for lack of efficacy of fluorouracil ⁃
based adjuvant therapy in colon cancer［J］. J Clin Oncol，2010，
28（20）：3219⁃3226. DOI：10.1200/jco.2009.27.1825.

［19］ Dalerba P，Sahoo D，Paik S，et al. CDX2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stage II and stage III colon cancer［J］. N Engl J
Med，2016，374（3）：211⁃222. DOI：10.1056/NEJMoa1506597.

［20］ Domingo E，Freeman⁃Mills L，Rayner E，et al. Somatic POLE
proofreading domain mutation，immune response，and prognosis

in colorectal cancer：a retrospective，pooled biomarker study［J］.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6，1（3）：207 ⁃ 216. DOI：10.
1016/s2468⁃1253（16）30014⁃0.

［21］ Tie J，Wang Y，Tomasetti C，et al.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alysis detects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and predicts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 colon cancer［J］. Sci Transl Med，2016，
8（346）：346ra392. DOI：10.1126/scitranslmed.aaf6219.

［22］ Danielsen HE，Hveem TS，Domingo E，et al. Prognostic markers
for colorectal cancer：estimating ploidy and stroma［J］. Ann
Oncol，2018，29（3）：616⁃623. DOI：10.1093/annonc/mdx794.

［23］ Gray RG，Quirke P，Handley K，et al. Validation study of a
quantitative multigene reverse transcriptase ⁃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 for assessment of recurrence risk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 colon cancer［J］. J Clin Oncol，2011，29（35）：4611⁃4619.
DOI：10.1200/jco.2010.32.8732.

［24］ Song N，Pogue ⁃ Geile KL，Gavin PG，et al. Clinical outcome
from oxaliplatin treatment in stage II/III colon cancer according to
intrinsic subtypes：secondary analysis of NSABP C ⁃ 07 / NRG
oncology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Oncol，2016，2（9）：

1162⁃1169. DOI：10.1001/jamaoncol.2016.2314.
［25］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Colon Cancer （NCCN Guidelines®）

（2006 Version 2）［EB/OL］.（2005⁃11⁃15）［2019⁃01⁃22］https：//
www.nccn.org.

［26］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Colon Cancer （NCCN Guidelines®）

（2010 Version 2）［EB/OL］.（2010⁃05⁃01）［2019⁃01⁃22］https：//
www.nccn.org.

［27］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Colon Cancer （NCCN Guidelines®）

（2011 Version 4）［EB/OL］.（2011⁃04⁃08）［2019⁃01⁃22］https：//
www.nccn.org.

［28］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Colon Cancer （NCCN Guidelines®）

（2012 Version1）［EB/OL］.（2011⁃08⁃30）［2019⁃01⁃22］https：//
www.nccn.org.

［29］ O′Connell MJ ，Laurie JA ，Kahn M ，et al. Prospectively
randomized trial of postoperative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high⁃risk colon cancer［J］. J Clin Oncol，1998，
16（1）：295⁃300. DOI：10.1200/jco.1998.16.1.295.

［30］ Andre T，Iveson T，Labianca R，et al. The IDEA（International
Duration Evaluation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Collaboration：
prospective combined analysis of phase III trials investigating
duration of adjuvant therapy with the FOLFOX（FOLFOX4 or
Modified FOLFOX6）or XELOX（3 versus 6 months）regimen for
patients with stage III colon cancer：trial design and current
status［J］. Curr Colorectal Cancer Rep，2013，9（3）：261 ⁃ 269.
DOI：10.1007/s11888⁃013⁃0181⁃6.

［31］ Czaykowski PM， Gill S， Kennecke HF，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stage III colon cancer：does timing matter？［J］.
Dis Colon Rectum，2011，54（9）：1082⁃1089.DOI：10.1097/DCR.

319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年 4月第 22卷第 4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April 2019，Vol.22，No.4

0b013e318223c3d6.
［32］ Biagi JJ，Raphael MJ，Mackillop WJ，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time to initiation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survival in
colorectal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 analysis［J］.
JAMA，2011，305（22）：2335⁃2342. DOI：10.1001/jama.2011.749.

［33］ Hanna NN，Onukwugha E，Choti MA， 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arious prognostic nodal factors， 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survival among stage III colon cancer patients
over 65 years：an analysis using surveillance，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SEER）⁃Medicare data［J］. Colorectal Dis，2012，
14（1）：48⁃55. DOI：10.1111/j.1463⁃1318.2011.02545.x.

［34］ Sanoff HK，Carpenter WR，Sturmer T，et al. Effect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stage III colon cancer
diagnosed after age 75 years［J］. J Clin Oncol，2012，30（21）：

2624⁃2634. DOI：10.1200/jco.2011.41.1140.
［35］ McCleary NJ，Meyerhardt JA，Green E，et al. Impact of age on

the efficacy of newer adjuvant therapies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
III colon cancer：findings from the ACCENT database［J］. J Clin
Oncol，2013，31（20）：2600 ⁃ 2606. DOI：10.1200 / jco. 2013.49.
6638.

［36］ Haller DG，O′ Connell MJ，Cartwright TH，et al. Impact of age
and medical comorbidity on adjuvant treatment outcomes for stage
III colon cancer：a pooled analysis of individual patient data from
four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s［J］. Ann Oncol，2015，26（4）：

715⁃724. DOI：10.1093/annonc/mdv003.
［37］ FOxTROT Collaborative Group. Feasibility of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operable colon cancer：
the pilot phase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
Oncol，2012，13（11）：1152 ⁃ 1160. DOI：10.1016 / s1470 ⁃ 2045
（12）70348⁃0.

［38］ Karoui M，Rullier A，Luciani A，et al. Neoadjuvant FOLFOX 4
versus FOLFOX 4 with Cetuximab versus immediate surgery
for high ⁃ risk stage II and III colon cancers：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II trial ⁃ ⁃ the PRODIGE 22 ⁃ ⁃
ECKINOXE trial［J］. BMC Cancer，2015，15：511. DOI：10.1186/

s12885⁃015⁃1507⁃3.
［39］ Liu F， Yang L， Wu Y， et al. CapOX a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operable colon cancer
patients：a prospective single ⁃ arm phase II trial［J］. Chin J
Cancer Res，2016，28（6）：589⁃597. DOI：10.21147/j.issn.1000⁃
9604.2016.06.05.

［40］ Schild SE，Martenson JA Jr，Gunderson LL，et al. Postoperative
adjuvant therapy of rectal cancer：an analysis of disease control，
survival，and prognostic factors［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1989，17（1）：55⁃62.

［41］ Vigliotti A，Rich TA，Romsdahl MM， et al. Postoperative
adjuvant radiotherapy for adenocarcinoma of the rectum and
rectosigmoid［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1987，13（7）：999⁃
1006.

［42］ Tepper JE，Cohen AM，Wood WC，et al. Postoperative radiation
therapy of rectal cancer［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1987，
13（1）：5⁃10.

［43］ Fisher B， Wolmark N， Rockette H， et al. Postoperative
adjuvant chemotherapy or radiation therapy for rectal cancer：
results from NSABP protocol R⁃01［J］. J Natl Cancer Inst，1988，
80（1）：21⁃29.

［44］ Sauer R，Becker H，Hohenberger W，et al. Preoperative versus
postoperative chemoradiotherapy for rectal cancer［J］. N Engl J
Med，2004，351（17）：1731⁃1740. DOI：10.1056/NEJMoa040694.

［45］ Schrag D，Weiser MR，Goodman KA，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out routine use of radiatio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a pilot trial［J］. J
Clin Oncol，2014，32（6）：513⁃518. DOI：10.1200/ jco.2013.51.
7904.

［46］ Cercek A，Roxburgh CSD，Strombom P，et al. Adoption of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J］.
JAMA Oncol，2018，4（6）：e180071. DOI：10.1001 / jamaoncol.
2018.0071.

（收稿日期：2019⁃01⁃22）
（本文编辑：万晓梅）

·名词解析·

吻合口漏与吻合口瘘

目前，国内“吻合口漏”和“吻合口瘘”两个名词存在混用现象。为规范这两个名词在论文中的使用，本编辑部征求相关

的各位专家意见，现达成以下共识。

吻合口漏 对应英文词汇为“anastomotic leakage”或“anastomotic leak”，指吻合口不完整而导致的消化道内容物外漏。

“漏”是一种对于病理过程的动态描述，强调物质通过病理状态下形成的异常交通流向其本不该出现的区域，引起或不引起

病理改变。从时间上讲，一般吻合口术后早期发生的破裂应称为“漏”。

吻合口瘘 瘘的对应英文词汇为“fistula”，为器官管道与体表皮肤之间、器官管道与器官管道之间的慢性感染性通道，

病灶里的分泌物由此流出，一般由瘘口（内口、外口）和瘘管构成。“瘘”是一种对于病理状态的形态的静态描述，强调形态学

可见的异常交通，及其导致的病理结局。从时间上讲，吻合口瘘多指消化道漏并发症发生以后的继发事件。

综上，对于消化道内容物通过破裂的吻合口外溢，推荐使用“吻合口漏”。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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