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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影响直肠神经内分泌瘤（NET）患者经内镜治疗术后标本垂直切缘阳性的

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在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消化中心接受内镜治疗的直肠NET（G1级）患者资料。病例纳入标准为内镜切除［包括内镜下

黏膜切除术（EMR）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黏膜标本病理证实为NET的病例，且内镜治疗前

均进行核素显像检查确认NET局限于直肠，排除临床资料或随访资料不完整的病例。切除标本

垂直切缘阳性的判断方法为内镜下切除标本固定后，每隔 2 mm垂直切片，若垂直切缘有肿瘤细胞

浸润则判定为垂直切缘阳性。分析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切除方式、病变直径、病变形态（包括结节

样病变、活检或治疗后瘢痕样改变）、核分裂像以及Ki⁃67阳性指数等对切除标本垂直切缘阳性的影

响。单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133例直肠NET患

者入组，其中男性93例，女性40例，年龄为（50.0±10.7）岁。64例行EMR治疗，术后有3例（4.7%）垂

直切缘阳性；69例行ESD治疗，术后有13例（18.8%）垂直切缘阳性；内镜下治疗后垂直切缘阳性共计

16例（12.0%），其中男性11例，女性5例，年龄为（52.4±10.4）岁，患者病变直径为（9.0±4.7）mm。单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病变直径≥10 mm（χ2 =5.575，P=0.018）和瘢痕样改变（χ2 =3.894，P=0.048）与本组直

肠NET患者内镜下治疗后标本垂直切缘阳性有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变直径≥10 mm是本

组直肠NET患者内镜下治疗后标本垂直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OR=10.136，95%CI：2.114~48.591，
P=0.004）。结论 直肠NET直径≥10 mm提示内镜治疗后标本垂直切缘阳性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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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positive vertical resection margin of the
postoperative specimens after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rectal neuroendocrine tumors (NET). Methods A
case ⁃ control study was performed.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rectal NET (G1) undergoing endoscopic
treatment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June 2018 at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Inclusion criteria: cases underwent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 or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whose mucosal specimens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s NET, and NET was confined to the rectum by nuclide imaging examination before endoscopic
treatment. Those with incomplete clinical data or follow⁃up data were excluded. Resected specimen was
fixed and sliced every 2 mm, and when tumor cells were found to infiltrate the vertical cutting edge, the
positive vertical margin was defined. Associations of gender, age, resection method, tumor diameter, lesion
morphology (nodular lesions, biopsy or post⁃treatment scar⁃like changes), mitotic figure, Ki⁃67 index，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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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sitive vertical margin were analyzed. Un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binary logistic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133 patients
with rectal NET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93 males and 40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50.0±10.7)
years. Sixty⁃ four patients received EMR treatment and 3 patients (4.7%) had positive vertical margins.
While 69 patients received ESD treatment and 13 (18.8%) had positive vertical margins. After endoscopic
treatment, 16 cases (12.0%) were vertical positive margin, including 11 males and 5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52.4±10.4) years. The lesion diameter was (9.0±4.7) mm.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lesion diameter ≥10 mm (χ2=5.575, P=0.018) and scar⁃like changes (χ2=3.894, P=0.048)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vertical marg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sion diameter ≥10 mm
(OR=10.136, 95%CI: 2.114 to 48.591, P=0.004)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positive vertical
margin of the specimen after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rectal NET. Conclusion The diameter of rectal
NET ≥10 mm indicates a high risk for positive vertical margin after endoscopic treatment.

【Key words】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rectum; Endoscopic treatment; Vertical margin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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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

NEN）是指起源于肽能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的

一系列异质性肿瘤［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10年版消化系统肿瘤分

类，高分化NEN称作神经内分泌瘤（neuroendocrine
tumor，NET），其生物学表现为惰性，增殖活性低，生

长缓慢，为内镜下治疗提供了病理基础和时机。近

年来，由于内镜检查的广泛应用，消化道NET的检

出率迅速增高，且超声内镜发现其多位于消化道黏

膜肌层及黏膜下层［2⁃3］。中国消化道黏膜下肿瘤内

镜诊治专家共识指出：对于没有淋巴结转移或淋巴

结转移风险极低、使用内镜技术可以完整切除、残

留和复发风险低的病变，均适合进行内镜下切除［4］。

直肠NET内镜治疗方式主要包括：内镜下黏膜切除

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EMR）、内镜黏膜下

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以及

由此延伸出的内镜黏膜下挖除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ESE）、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

瘤切除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STER）和内镜全层切除术（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TR）等，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临

床［5⁃7］。内镜下完全切除标准为垂直切缘无肿瘤组

织，侧切缘2 mm以上无肿瘤组织［8］。随着内镜治疗

技术的进步和规范，侧切缘阳性的发生率大大降

低，但由于内镜切除方式和适应证选择的不同，垂

直切缘阳性是内镜治疗后时常遇到的问题之一［9⁃11］。

本研究旨在分析直肠NET内镜治疗患者的临床及

病理资料，探索影响直肠NET内镜治疗后垂直切缘

阳性的因素，为局部复发风险的评估及进一步治疗

方案的制定提供临床基础。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5年

1月至2018年6月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中心接

受内镜治疗的直肠NET（G1级）患者资料。病例纳

入标准为内镜切除（EMR或ESD）、黏膜标本病理证

实为NET的病例，且内镜治疗前均进行核素显像检

查，确认NET局限于直肠；排除标准为临床资料或

随访资料不完整的病例。最终纳入133例直肠NET
（G1 级）患者，其中男性 93 例，女性 40 例，年龄为

（50.0±10.7）岁。本研究获得患者知情同意，并通过

伦理委员会审查（审批号：18115⁃0⁃03）。
二、切除标本垂直切缘阳性的判断

内镜下切除标本固定后，每隔2 mm垂直切片，若

垂直切缘有肿瘤细胞浸润则判定为垂直切缘阳性［4］。

三、分析方法

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切除方式、病变直径、

病变形态（包括结节样病变、活检或治疗后瘢痕样

改变）、核分裂像及Ki⁃67阳性指数等临床资料，根

据切除标本垂直切缘阳性与否，分析上述资料对患

者内镜切除标本垂直切缘阳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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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管理及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表示。单因素分析采

用二元 logistic检验；把单因素分析中P<0.2的变量纳

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手术及病理情况

本组 133例直肠NET内镜治疗的患者中，内镜

下治疗后垂直切缘阳性患者 16例（12.0%），其中男

性 11例，女性 5例，年龄为（52.4±10.4）岁。患者病

变直径为（9.0±4.7）mm。本组术后病理证实，Ki⁃67
阳性指数均＜2%；16例（12.0%）有核分裂像。

64例行EMR治疗，术后有3例（4.7%）垂直切缘

阳性，其中1例追加了内镜下ESD扩大切除，术后病理

未见肿瘤细胞残留；另外2例在随访中未见肿瘤复发

和转移征象。69例行ESD治疗，术后有13例（18.8%）

垂直切缘阳性，其中 3例为瘢痕样改变，10例病变

直径≥10 mm。在可评价直肠NET内镜下切除深度、

且垂直切缘阳性的6例ESD标本中，4例病变直径在

12~20 mm之间，2例病变直径在 20~25 mm 之间，

肿瘤最深均累及黏膜下层。

二、术后垂直切缘阳性的危险因素分析

分析临床病理特征与垂直切缘阳性的关系发

现，当将直肠NET（G1级）的直径分为≥8 mm和<8 mm
两组时，单因素分析发现其与直肠NET内镜治疗后

标本垂直切缘阳性无关［17.9%（14/78）比3.6%（2/55），

χ2=1.449，P=0.229］；但当将病变直径分为≥10 mm
和<10 mm两组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6%（2/77）
比 25.0%（14/56），χ2=5.575，P=0.018］。除此之外，

单因素分析发现，瘢痕样改变也与直肠 NET 内

镜下治疗后标本垂直切缘阳性有关，见表1。多因

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病变直径≥10 mm 是直肠

NET 内镜下治疗后标本垂直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

因素（P=0.004），见表2。直径≥10 mm且垂直切缘阳

性的 14例患者中，有 5例（35.7%）术后标本有核分

裂像。

讨 论

以往文献报道，直肠 NET 的大小、形态、生物

学特性、脉管侵犯等指标可以预测该肿瘤的良恶

性，且肿瘤的大小被认为是最重要、可靠的指

标［12⁃13］。本研究入组的经内镜切除直肠NET 病例

术后病理证实侧切缘及脉管侵犯均为阴性，故不讨

论此两种因素对垂直切缘阳性的影响。本研究显

示，病变直径≥10 mm是直肠NET内镜下治疗后标

本垂直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在本研究中，若

将直肠NET（G1级）的直径分为≥8 mm和<8 mm两

组，单因素分析发现其与直肠 NET 内镜治疗后标

本垂直切缘阳性无关（χ2=1.449，P=0.229），即表明

直径<8 mm 的直肠病变，EMR 和 ESD 均可以达到

R0切除。多项研究表明，直径<10 mm直肠NET（G1
级）经内镜治疗可以获得R0切除，本研究与以往结

果大致相符［14⁃15］。

有部分研究发现，对于病变直径在 10~20 mm、

局限于黏膜下层且无脉管侵犯的直肠NET，内镜治

疗也可以取得有效的治疗［16⁃17］。而本组病例中，当

病变直径≥10 mm时，有 25.0%（14/56）垂直切缘阳

表1 影响133例直肠神经内分泌瘤患者内镜治疗后垂直

切缘阳性的单因素分析［例（%）］

临床病理因素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50
≥50

切除方式

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病变直径（mm）
<10
≥10

病变形态

结节样病变

瘢痕样改变

核分裂像

有

无

例数

93
40

60
73

64
69

77
56

124
9

16
117

垂直切缘

阳性率

11（11.8）
5（12.5）

5（8.3）
11（15.1）

3（4.7）
13（18.8）

2（2.6）
14（25.0）

13（10.5）
3（3/9）

5（5/16）
11（9.4）

χ2值

0.002

0.670

1.374

5.575

3.894

2.675

P值

0.968

0.413

0.241

0.018

0.048

0.102

表2 影响133例直肠神经内分泌瘤患者内镜治疗后垂直

切缘阳性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病变直径（mm，≥10/<10）
病变形态（瘢痕样改变/结节样病变）

核分裂像（有/无）

Wald值

8.388
3.630
2.836

P值

0.004
0.057
0.092

OR（95%CI）
10.136（2.114~48.591）
5.332（0.953~29.837）
3.205（0.826~1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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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与上述两篇文献报道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这两篇文献报道中病变较大的部分患者接受了经

肛内窥镜治疗，使得其可以切除更大的深度，从而

保证了完全切除率［14⁃15］。

直肠 NET 的大小与其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

2010年版WHO消化系统肿瘤分类中建议对于胃肠

胰NEN的分级采用计数核分裂像数或Ki⁃67指数，

普遍将核分裂像<2/10个高倍视野、Ki⁃67阳性指数

≤2%定义为G1级［18］。本研究入组的直肠NET内镜

治疗病例术后病理证实Ki⁃67阳性指数均<2%，故不

讨该因素对垂直切缘阳性的影响。有文献报道，对

直径为 3 mm的肿物内镜随访 10年，其大小和形态

几乎没有变化［19］。这表明越是微小的病变，其增殖

活性越低，生物学表现为良性行为。本研究中，直

肠 NET 直径≥10 mm 且垂直切缘阳性的 14 例患者

中，有 5例（35.7%）术后标本有核分裂像，与以往研

究大致相符。当然，是否将直肠神经内分泌瘤直径

≥10 mm作为内镜下治疗后标本垂直切缘阳性的危

险因素，还需要更多循证医学数据来证实。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是回顾

性、单中心的临床研究，主要观察指标为垂直切缘

是否阳性，未涉及患者的无进展生存及总生存率；

其次，本研究纳入的病例均为G1级的直肠NET，病
例的局限性可能造成研究结果存在偏差；再次，内

镜活检或治疗后瘢痕样改变的病例，因其完整性被

破坏及黏膜下纤维化等原因，造成内镜扩大切除困

难，这样可能削弱瘢痕样改变病例对切除标本垂直

切缘阳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内镜下切除是治疗直肠NET（G1级）

的有效手段，病变的大小是内镜医师在进行治疗的

需要慎重考虑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发现，病变直径

≥10 mm是直肠NET内镜下治疗后标本垂直切缘阳

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当评估内镜完全切除困难

时，建议行经肛内窥镜扩大切除或外科根治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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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新视野·

腔内Poke技术应用技巧分享

杜建军 薛洪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通外科，上海 200040
通信作者：杜建军，Email：dujjm@163.com，电话：021⁃66895072

采用管状吻合器的消化道吻合重建，是开放胃手术中的

标准术式和经典选择。但在腹腔镜下，由于荷包缝合及钉砧

头放置困难，管状吻合器在全腔镜胃手术中的应用受到了限

制。2018年，我们首次提出“腔内Poke技术”概念和手术方

法，实现了腹腔镜下钉砧头在胃和空肠上的简单、安全放置，

以及全腹腔镜远端胃切除术中经典的、使用管状吻合器的胃⁃
空肠和空肠⁃空肠Roux⁃en⁃Y消化道重建，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本文结合动画演示，与各位同道分享“腔内Poke技术”在全腹

腔镜远端胃手术中的使用技巧及注意事项。

一、手术技巧

1.选取共用切口：常规腹腔镜探查明确肿瘤无腹腔及临

近器官种植及侵犯后，行腹腔镜远端胃癌D2淋巴结清扫。于

幽门下 2 cm处使用直线切割闭合器离断十二指肠。 25 mm
钉砧头中心杆尾端系牵引线后，由选取的左上腹部切口（也是

标本取出、吻合器置入切口）置入腹腔内，“毛巾钳”夹闭该切

口重建气腹。

2. 胃钉砧头放置：根据肿瘤位置，在拟离断胃切线的远端

胃前壁做一约2.5 cm切口，经此切口系牵引线钉砧头被置入

胃腔内，助手持针器夹持牵引线后进入胃腔；持针器头端在胃

大弯侧拟放置钉砧头处、由腔内向腔外戳出（即腔内Poke技
术）。术者持电钩于大弯胃壁戳出凸起处切开胃壁，夹持牵引

线持针器头端顺势戳出胃腔并张开钳口，传送牵引线至腔外；

拉紧牵引线，使中心杆直立。直线切割闭合器置于近牵引线

出胃壁处夹闭与击发，离断胃大弯侧胃体，用牵引线将钉砧头

中心杆拉出胃腔，完成钉砧头放置。用1~2把直线切割闭合器

离断剩余胃体，远端胃切除完成。

3. 空肠钉砧头放置：经左上腹部切口取出标本后，将另一

25 mm钉砧头经该切口置入腹腔。距屈氏韧带25 cm处离断

空肠，持针器夹持钉砧头中心杆将其置至远端空肠肠腔25~
30 cm处。助手持肠钳由肠腔外夹持住至该位置的钉砧头中

心杆，向上顶起中心杆顶端（即腔内Poke技术）。术者电钩切

开凸起处肠壁，中心杆由腔内向腔外戳出。充分牵拉中心杆

至肠腔外，完成钉砧头放置。

4.胃空肠Roux⁃en⁃Y重建：管状吻合器从左上腹部切口置

入腹腔，依次置入远端、近端空肠肠腔内，分别与胃、空肠上放

置钉砧头连接、击发，完成胃⁃空肠、空肠⁃空肠管状吻合器吻

合。空肠残端均以直线切割闭合器关闭。

二、注意事项

1. 钉砧头、管状吻合器置入腹腔均通过标本取出切口完

成，无需额外的腹部辅助切口；钉砧头及管状吻合器置入后使

用“毛巾钳”夹闭该切口，可维持良好的气腹。也可通过延长左

上腹主操作孔来替代。

2.钉砧头置入胃腔时，注意将系于钉砧头中心杆的牵引线

夹持于持针器钳口的底部。这样在后续电钩切开胃壁及持针

器戳出过程中，可以很好地保护牵引线，避免切断缝线。

3. 切开胃大弯侧戳出凸起胃壁时应避免开口过大，仅需

使用电钩切开少许胃壁，持针器头端足以戳出（Poke）即

可。胃壁开口过大将不利于将钉砧头中心杆妥善地固定于

胃壁上。

4. 直线切割闭合器紧邻牵引线戳出的位置击发即可。注

意直线切割闭合器的钳口不要夹闭牵引线戳出的“洞口”，避免

下一步中钉砧头中心杆牵出困难。

5. 持针器传送牵引线至腔外被拉紧时，胃腔内钉砧头向

大弯侧移动，注意此时勿将钉砧头中心杆拉出胃腔，以避免接

下来直线切割闭合器放置的困难。

6. 牵拉缝线将钉砧头中心杆牵出胃腔，完成钉砧头在胃

的放置后，可用大号Hemolock夹住牵引缝线末端，以防钉砧头

滑至胃腔内难以寻找。

7. 持针器夹持钉砧头置入肠腔前，需要使用石蜡油润滑

肠腔；在肠钳有序的帮助下，主刀与助手医生的默契配合对于

钉砧头的顺利放置尤为重要。对于部分空肠较细的病例，可选

择23 mm的管状吻合器。

8. 空肠肠壁较薄，电钩仅需切开凸起肠壁少许，使钉砧头

中心杆足以戳出（Poke）即可。避免肠壁切口过大，钉砧头中心

杆戳出后松动。

9. 将管状吻合器置入腹腔前，应将相应肠袢预先摆放到

拟行吻合的位置，随后助手的两把肠钳和主刀医生左手的肠

钳，共同钳夹空肠断端开口呈三角形，有利于快速地将管状吻

合器置入空肠肠腔内。管状吻合器置入肠腔后，应注意妥善固

定空肠，避免空肠从管状吻合器上滑脱。

10.如采用AirSeal system气腹机，使用管状吻合器的胃⁃空
肠和空肠⁃空肠Roux⁃en⁃Y重建会更加便捷。

（收稿日期：2019⁃04⁃17）
（本文编辑：朱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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