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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内镜检查的普及和内镜超声（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EUS）检查技术的发展与成熟，胃肠间质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GIST）的检出率大幅提高。

因GIST具有恶性潜能，最长径>2 cm的GIST国内外指南均

建议切除［1⁃4］。

由于GIST几乎没有淋巴结转移，不必常规行淋巴结清

扫，因此对于无远处转移的GIST行局部切除即能治愈［5］。随

着以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ocosal dissection，
ESD）为代表的内镜下切除技术的发展，以及内镜下缝合技

术的推陈出新，GIST的内镜下切除逐渐成为可能。目前，对

于瘤体直径2 cm以下的小GIST治疗，内镜下切除因创伤小、

对脏器功能影响小、恢复快及费用低等优点受到广泛关注

与认可，其有效性及安全性也逐渐被临床证实［6⁃8］。但对于

2~5 cm的GIST是否能行内镜下切除目前尚存在一些争议。

质疑主要为是否能够完整切除瘤体、穿孔的处理及长期随访

的安全性。笔者认为，内镜下切除2~5 cm GIST具有可行性。

由于位于胃的2~5 cm GIST恶性行为低于其他胃肠道部位的

GIST，且发病率高于其他部位，故内镜切除主要用于治疗胃

GIST。本文就其优势与局限作一分析。

一、内镜下切除2~5 cm GIST的疗效和安全性

内镜下能否将肿瘤完整切除，在一定程度上与肿瘤大

小、部位、有无转移以及内镜医师对术中并发症的处理有关。

为此，术前应对所有病例进行超声内镜及腹部CT检查，完善

超声内镜检查以排除肿瘤内部强回声、异质性、无回声区等

高危表现，尽量避免选择高危险度的GIST行内镜下切除［9⁃10］。

周平红教授团队首次报道了无腹腔镜辅助的内镜下全

层切除（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R）治疗平均直

径 2.8（1.2~4.5）cm的胃黏膜下肿瘤（其中 16例为胃GIST），

结果发现，所有病例均完整切除，术后无一例发生并发症，随

访 6~24个月未发现肿瘤残留、复发及转移［11］。南京大学附

属鼓楼医院内镜团队对12例直径3.5~6.0 cm、确认无转移灶

的胃GIST行内镜切除治疗，结果发现，10例直径<5.0 cm的

病例均能通过内镜切除，2例直径>5.0 cm的病例因术中发生

难以控制的大出血而转外科行手术治疗［12］；随访 1年，所有

患者均未发现局部复发或腹腔转移。目前随访时间最长的

研究分析了225例内镜切除的、直径≤4 cm的胃GIST（147例

极低危险度，72例低危险度，8例中危险度，2例高危险度）

病例，完整切除率为 96.5%，共发生术中出血 5例，术后局限

性腹膜炎2例，迟发性出血1例，除1例术中出血转腹腔镜手

术外其余均在内镜下治疗成功；平均随访57个月，无一例发

生残留、复发及远处转移［13］。

2~5 cm胃GIST大多起源于固有肌层，需要行“主动穿

孔”方能完整切除，内镜下成功修补穿孔，避免外科手术修补

以及术后腹膜炎的发生，是内镜下治疗成功的关键及核心技

术。较大的穿孔主要用金属夹联合尼龙绳的“荷包缝合”夹

闭，最先由日本学者提出，理论上可以闭合小于尼龙绳直径

的任何大小的全层缺损，因其使用方便、经济，是目前国内使

用最多的方法［14⁃15］。笔者团队首次报道将国产乐奥尼龙绳

用于胃壁全层缺损的闭合，该方法具有不依赖于双通道内

镜、不需要预先安装、操作相对简便及操作失败后易补救等

优势，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16］。国外应用较多的是 OTSC
（over⁃the⁃scope clip）系统闭合，其优点是咬合力大、闭合效

果佳及操作相对简单，是内镜下修补穿孔的最确切方

法［17］。我们研究发现，与传统的荷包缝合法相比，OTSC手术

操作耗时、术后胃管拔除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有优势，但价格

相对昂贵［18］。

另外，位于食管胃结合部的GIST可采用经黏膜下隧道

内镜肿瘤切除术（submo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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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可有效避免穿孔的发生。该技术由我国中山医院团

队首次报道，操作时在病灶上方黏膜建立隧道口，通过分离

疏松的消化道黏膜下层，在黏膜层与固有肌层之间建立人工

通道，通过该通道进行瘤体的完整切除，只需保证病灶表面

的黏膜完整，最后封闭隧道口即可有效避免消化道穿孔［19］。

综上，笔者认为，内镜不仅能完整切除病灶，且长期疗效

肯定。

二、内镜下与腹腔镜下切除2~5 cm GIST的比较

随着微创技术的进步，许多GIST患者选择了创伤小、术

后恢复快、住院天数少的腹腔镜外科手术［20⁃21］。然而，腹腔

镜手术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以胃肠道腔内生长为主的

GIST通过浆膜面很难发现病灶，在没有内镜辅助的情况下，

术中很难精确定位，导致正常黏膜切除过多；对于一些特殊

部位（例如食管胃结合部以及幽门附近）的肿瘤，手术很难进

行；对于较大的病灶，腹腔镜不能一次性完整取出，同样有造

成腹腔内播散的可能［22⁃24］。

笔者团队对行内镜切除的 29 例和行腹腔镜治疗的 26
例 3~5 cm 胃 GIST 患者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对比分析［25］。

结果发现，内镜组中位手术耗时更短［45（35，60）min比 70
（60，85）min，P<0.001］、术中中位出血量更少［15（10，15）ml
比 20（10，20）ml，P=0.017］、术后中位排粪时间更早［12
（6，24）h比20（18，24）h，P<0.001］。术中大出血发生率、腹

膜炎发生率、禁食时间、住院时间、住院总费用等方面，两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内镜组中位随访

30.0（17.5，50.0）个月，腹腔镜组中位随访38.5（26.0，49.8）个
月，两组复发转移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4%（1/29）比

7.7%（2/26），P=0.922］。
三、内镜下切除2~5 cm GIST的局限

较大肿瘤内镜下治疗最大的问题在于病灶的完整取出，

完整取出肿瘤不仅关系到能否进行精准的病理评价，更为重

要的是，可减少肿瘤细胞种植转移的可能。而肿瘤能否完整

取出与肿瘤最小横断面的直径有关。研究表明，最小横截面

直径<3.5 cm的肿瘤均能顺利经口取出［26］；而较大肿瘤只能

分割切开后取出，这是否会增加局部种植的风险尚不得而

知。国内一项回顾性研究，根据内镜治疗过程中肿瘤是否发

生破碎，将195例内镜下切除的胃GIST分为整块切除组（168
例）和破碎组（27例），根据随访结果，比较两组中同时合并

穿孔病例情况和腹膜转移率［27］。分析病例资料发现，破碎组

肿瘤明显大于整块切除组肿瘤［中位数 2.5（0.8~5.0）cm 比

1.4（0.3~4.0）cm，P<0.001］。破碎组 14例合并穿孔，整块切

除组61例合并穿孔；随访（18.7±10.2）个月，未发现肿瘤腹膜

转移及其他复发情况（肝脏转移、原位复发）等；破碎合并穿

孔组和整块切除合并穿孔组的腹膜转移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27］。但由于该研究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还需要

增加样本量和随访时间，以进一步探究胃GIST破碎与腹膜

转移之间的关系。

综上，对于内镜下切除最大直径<5.0 cm的胃GIST，我国

学者在此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若肿瘤包膜完整，无

局部浸润，无远处脏器转移且患者无心肺功能障碍或凝血

异常，可采取内镜下切除治疗，尤其是对于最小横截面直径

<3.5 cm的肿瘤。满足以上条件的GIST内镜切除术中出血容易

得到控制，穿孔也可以内镜下缝合。相比腹腔镜手术，内镜切

除术具有术中出血少、手术时间短、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快的

优势，可保护消化道的完整结构，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然而，我们仍需重视一些肿瘤经内镜无法完整取出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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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是胃肠

道最常见的间质细胞来源的肿瘤，占胃肠道恶性肿瘤的

0.1%~3%。GIST 最常发生于胃（50%~60%），其次是小肠

（30%~35%）［1⁃2］。多数GIST患者无明显不适，在内镜检查时

偶然发现，有症状者最常见的是消化道出血和腹部隐痛不

适。尽管GIST是较为罕见的胃肠道肿瘤（发生率 10~22/百
万），但鉴于所有GIST都具有恶性潜能及复发转移的风险，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尤为重要［2］。肿瘤直径<2 cm的GIST
由于复发风险较低，可规律随访或行内镜下切除；>5 cm的原

发性GIST由于有中度或高度复发风险，保留足够的切缘及

肿瘤完整性的腹腔镜或剖腹手术切除仍是治疗的金标准［3］。

但对于 2~5 cm的GIST患者，采用何种手术方式切除肿瘤暂

未明确。

随着近年技术的发展，多项临床研究表明，以腹腔镜手

术和内镜手术为代表的微创手术相对于传统剖腹手术，具有

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的优点，已广泛应用于GIST的

诊疗当中［4⁃6］。但 2~5 cm这一大小范围内的GIST适用何种

微创手术方式仍亟待探讨。根据当前数项临床研究结论，笔

者不建议使用内镜切除2~5 cm的GIST，理由如下。

第一，内镜下手术操作空间较小，难度较大。尽管大多

数研究均表明，内镜下切除 2~5 cm GIST由有经验的内镜医

师操作可顺利进行，基本没有中转腹腔镜或剖腹手术的病

例［6⁃7］。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内镜下由于操作

空间和内镜视野的限制，术者很难做到腹腔镜手术中对于肿

瘤切缘的理想控制和肿瘤完整性的保护。尤其是肿瘤较大、

占据大半消化道管腔，或肿瘤位于贲门、胃底等部位时，操作

难度更大，内镜手术的主要并发症如出血、穿孔，或无法实现

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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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切除等均与内镜下操作的困难和限制有关［8］。而腹腔镜

手术可使用硬质腔镜器械完整暴露肿瘤及术野，肿瘤较大

时，甚至可以进行辅助切口体外切除肿瘤并重建胃肠道，就

操作性而言，明显优于内镜手术。

第二，内镜下切除 2~5 cm GIST肿瘤学效果暂未明确。

由于所有的GIST均具有复发及转移的风险，评价GIST术后

长期预后的主要指标是无复发生存率（recurrence free
survival，RFS）及复发病例数。当前临床研究报道，内镜下切

除 2~5 cm GIST的RFS在 90%左右，复发比例为 2%~8%，与

腹腔镜手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11］。但是当前临床

研究样本量较小，复发病例数较少，统计学效力可能不足。

此外，由于腹腔镜手术组和内镜手术组大部分高复发风险病

例均接受了伊马替尼等赖氨酸激酶抑制剂辅助治疗，可能对

患者预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两组患者复发比例无明显差

异。因此，内镜下切除 2~5 cm GIST肿瘤学效果需要在更大

样本量中进行检验。

第三，内镜手术的并发症可能需中转腹腔镜或剖腹手术

处理。内镜下切除较大GIST的并发症主要是术中出血、穿孔

及肿瘤破裂或无法达到R0切除［12］。腹腔镜手术的主要并发症

是吻合口或消化道漏、腹腔或切口感染、肠梗阻等［5］。单纯从

发生率上来看，内镜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与腹腔镜手术无明显

差异，部分临床研究报道甚至低于腹腔镜手术，且内镜下切除

后患者肠道功能恢复可能更快，能尽早进食流质或半流质饮

食并尽快出院［10⁃11］。但是腹腔镜手术并发症大多可通过保守

治疗恢复，而内镜手术一旦发生上述并发症，则有可能中转腹

腔镜手术甚至剖腹手术进行补救，尤其是肿瘤破裂患者。如

果发生肿瘤破裂，除可能接受术后辅助治疗外，还可能增加预

后不良的风险。一项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410例）显示，肿

瘤破裂是GIST患者预后不佳的危险因素；尽管该研究报道

称，R1切除并不影响患者预后，但是作为高复发风险因素，

R1切除患者均接受了伊马替尼辅助治疗，其中2例患者还接

受了补救手术［13］。因此，综合考虑风险后，采用腹腔镜手术

初次即达到R0切除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尽管笔者不推荐使用内镜切除 2~5 cm的GIST，但是当

前部分研究结论仍表明，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

制定包括内镜手术在内的手术方案才是合适的治疗策略。

一项临床研究表明，肿瘤直径<3.5 cm的腔内生长型GIST采

用内镜下切除的方式操作可行性好、并发症发生率低［14］。故

笔者认为，根据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如肿瘤大小、生长类型

等可能影响手术切除的因素，进行不同的亚组分析，再次比

较腹腔镜及内镜手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可能对 2~5 cm
GIST的手术治疗提供更多的线索。因此，在术前开展外科

医师、内镜医师及肿瘤科医师参加的多学科讨论，判断患者

是否适合微创手术切除及选择合适的术式，有利于提高手术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并发症。此外，鉴

于当前研究大多是小样本的回顾性研究，存在患者选择偏

倚，可能对统计结果影响较大，应组织开展多中心的随机对

照研究，以验证或修正当前研究结论，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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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客观评估后可选择
内镜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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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诊断意识的加强、内镜水平的不断提高，消

化道黏膜下肿瘤（submucosal tumor，SMT）的检出率逐年上

升。胃部最常见的 SMT 是胃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由于 GIST 具有恶性潜能，且大多起

源于固有肌层，内镜下治疗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以原发于胃

的GIST为例，阐述伴有溃疡的 SMT可用内镜切除治疗的可

能性。

GIST良恶性主要与肿瘤大小、核分裂像数、原发部位

及肿瘤是否破裂有关。尽管有研究报道，合并溃疡的GIST
往往体积较大，恶性程度较高，伴有溃疡出血的GIST直径

大多>3 cm，而直径>5 cm的GIST发生溃疡的概率更高［1⁃3］。

然而，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在瘤体直径相同的情况下，合并

溃疡的腔内生长型 GIST 与无溃疡 GIST 相比，腹腔转移

率、淋巴结转移率或远处转移率更高。因此，合并溃疡的

GIST治疗方式是否应区别于未合并溃疡的GIST，尚值得进

一步研究。

目前，GIST的一线治疗方案仍然是外科手术切除。但

近年来，随着内镜器械和内镜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研究证实，内镜下选择性切除包括GIST在内的SMT是安全、

有效的［4⁃5］。2018版《中国消化道黏膜下肿瘤内镜诊治专家

共识》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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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前，常用的内镜切除方式有内

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内

镜全层切除术（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TR）及

经内镜黏膜下隧道式切除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STER），治疗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肿瘤的性质、大小、

部位、生长方式及内镜医生的选择。

对于伴有溃疡的GIST而言，进行腹腔镜手术时，瘤体溃

疡面暴露于腹腔，存在腹腔种植播散的风险。因此，有研究

报道可采用内镜⁃腹腔镜双镜联合进行非暴露胃壁全层切

除，主要术式包括非暴露内镜下消化道壁反转手术

（nonexposed endoscopic wall⁃ inversion surgery，NEWS）和非暴

露技术下的肿瘤腹腔镜和内镜联合入路（combination of
laparoscopic and endoscopic approaches to neoplasia with non⁃
exposure technique，CLEAN⁃NET）［7⁃8］。

然而需要承认的是，虽然有个案报道合并溃疡的SMT成

功行ESD，但尚无专门针对此的内镜研究［4］。此外，GIST存

在复发转移风险，腹腔打开后，瘤体暴露于腹腔，就存在腹腔

种植播散的风险可能性；且切除过程中，瘤体有落入腹腔的

可能，增加了腹腔污染和种植转移风险。因此，虽然已有较

多研究报道，EFTR 技术切除GIST是安全有效的，但大多是

短期随访结果，尚缺乏大规模前瞻性对照研究，其远期疗效

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论外科手术还是内镜切除，包膜完整的R0切除是治

疗 GIST 的基本原则［9］。在没有穿孔的前提下达到内镜下

完整切除肿瘤，避免瘤体细胞向腹腔种植播散，是内镜下切

除取得成功并被广泛接受的基础。内镜切除时，避免穿孔

的前提条件包括：（1）肿瘤为内生型，即肿瘤向胃腔内生

长；（2）浆膜完整，即便肿瘤位于固有肌层，只要小心分离，

完好的浆膜就可以作为避免穿孔的最后一道屏障；（3）由于

起源于固有肌层的瘤体切除操作难度大，由经验丰富的内

镜医生操作是手术成功的保障。本中心经过前期研究，综

合胃镜、超声内镜、上腹部增强CT三者的检查结果，初步制定

了内镜切除治疗GIST的适应证，即原发于胃、直径<5 cm、腔

内生长型、未累及浆膜层、无周围脏器累及和淋巴结转移的

GIST，是内镜切除的最佳适应证。对本中心 2007—2013年

60多例GIST内镜切除的患者进行随访，截止目前无一例复

发［10］。

综上，笔者认为，在采用内镜切除治疗伴有溃疡的 SMT
时，需满足以下条件：（1）符合内镜下切除适应证的 SMT［6］；

（2）胃肠镜、超声内镜及CT协助判断，溃疡局限于瘤体内部；

（3）术前充分评估，能在内镜下沿包膜完整的R0 切除。如

果同时满足上述 3 点，即使合并溃疡，也可考虑内镜下切

除。然而，合并溃疡的SMT是否会增加内镜操作难度、是否

会影响完整切除率、是否会增加内镜操作相关的出血及穿孔

风险等，都是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伴有溃疡的SMT行内

镜治疗的远期疗效尚需前瞻性对照研究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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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黏膜下肿瘤（submucosal tumor，SMT）的内镜下微

创治疗近年来发展迅速，在我国尤其是消化内镜领域得到很

大程度的关注与临床实践。但是对于伴有溃疡的SMT，笔者

认为，以腹腔镜手术为主的外科手术仍是标准的治疗方案，

已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并不支持内镜下切除治疗伴有溃疡的

SMT。
SMT组织病理学类型复杂，既包括平滑肌瘤、神经鞘膜

瘤、脂肪瘤、异位胰腺等良性病变，也包括具有恶性潜能的胃

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和神经内分泌

肿瘤（neuroendocrine tumor，NET），体积较大者尤以后两者

居多。胃是相对较适合开展内镜下治疗的脏器，胃SMT中最

常见的是GIST［1］。去年我国发布了《胃肠间质瘤规范化外科

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8 版）》（后简称“GIST外科共识”），因

该版共识纳入了经验较为丰富的内镜医师参与撰写，对

GIST的内镜下治疗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较以往版本拓展

了GIST的内镜下治疗的适应证，因此成为业界关注和争议

的焦点［2］。但是这部分内容还是与同期发表的我国首个《中

国消化道黏膜下肿瘤内镜诊治专家共识（2018版）》（后简称

“SMT共识”）存在一定理念上的冲突［3］。GIST外科共识以与

时俱进的态度，直面GIST内镜治疗的争议，肯定了在技术相

当成熟的单位由丰富经验的内镜医师开展内镜治疗GIST的

可行性；但对内镜治疗仍采取谨慎态度，指出内镜治疗适合

小的低风险GIST。而在 SMT共识中，并没有在治疗适应证

上，对具有恶性潜能的GIST和NET与其他良性病变加以区

分，仅以技术允许作为内镜切除的前提。

目前，评估GIST的进展风险主要参考内镜超声下的不

良因素，包括：边界不规则、溃疡、内部强回声和异质性［4］。

虽然该观点尚缺乏前瞻性临床研究证实，但目前还是得到

国内外指南共识所采用，并成为应积极干预的理论依

据［2，5］。由此可见，主流观点还是认为，溃疡是GIST具有潜

在进展风险或不良生物学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内镜治疗

虽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及相对费用低等优点，但是作为肿

瘤的治疗手段，肿瘤学的安全性应该是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

考虑。在国内的一篇回顾性报道中，利用内镜黏膜下挖除术

治疗 86例胃GIST，手术出血 5例（5.8%），穿孔 9例（10.5%），

术后病理证实 9 例（10.5%）为中 ⁃高复发风险 GIST，5 例

（5.8%）术后复发［6］。由此可见，内镜切除治疗 GIST 是否

能够保证充分的肿瘤学安全性和技术可推广性是值得探

讨的。

笔者认为，在目前内镜技术条件下，对于伴有溃疡的

SMT（尤其是GIST），内镜切除无法有效兼顾安全切缘和避

免肿瘤播散。SMT起源于消化道黏膜下，GIST更是起源于

固有肌层，这一特性决定了，不同于消化道早癌的内镜下切

除技术（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等），SMT
的内镜下治疗切除深度必须至少达到固有肌层。伴有溃

疡的 SMT往往体积相对较大，要实现保持浆膜层完整的切

除本身存在一定技术难度；且伴有溃疡的 SMT可能表现出

不良的生物学行为，如边界不清、浸润生长等，这也给内镜

下完整切除病灶带来困难；另外，切除后如果标本需要经过

曹晖

624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年 7月第 22卷第 7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July 2019，Vol.22，No.7

分块切割才能经口取出，也会对肿瘤病理评估造成根本性

错误。

近年来，针对 SMT 的治疗开展的内镜下全层切除

（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TR）技术可以实现内

镜下胃壁全层切除及钳闭，但这一技术存在发生肿瘤腹腔播

散种植的风险，尤其对于黏膜溃疡者，溃疡灶极有可能存在

肿瘤细胞暴露，一旦胃腔打开，理论上肿瘤细胞即可以通过气

腹播散至整个腹腔［7⁃8］。实际上，在伴有溃疡的SMT（尤其是

GIST）外科治疗原则中，也对避免肿瘤暴露相当谨慎，提倡采

用非暴露的手术方式，如使用切割闭合器行胃楔形切除或肿

瘤离断（CLEAN⁃NET技术）［9］；同时强调切除标本应第一时

间置入取物袋防止腹腔种植风险。因此，内镜治疗更应慎之

又慎。另一种内镜治疗技术——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

除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STER）近年

来也已尝试用于SMT的治疗［10］。该技术保留了病灶表面的

黏膜，因此显而易见，更不适合伴有溃疡的SMT的内镜治疗。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内镜技术在我国发展迅速，尤其

是某些大的著名内镜中心的内镜治疗水平（无论是难度还是

成功率）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学术期刊报道了不

少回顾性研究成果。但是，笔者在参与国际交流时，深刻体

会到了国外学者对于 SMT（GIST）内镜治疗的质疑与忧虑，

即使是来自内镜诊疗技术发达的国家（如日本）的学者也对

中国GIST的内镜治疗表达了担忧。从目前已发表的 SMT
（GIST）内镜治疗研究来看，国外研究在纳入研究对象时，往

往严格地将合并溃疡的 SMT作为排除标准［8⁃9］；即使是国内

一些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也在入组标准中排除了合并溃疡的

SMT［11⁃12］。

由于内镜医师和外科医师立场不同，SMT、尤其是GIST
的“浆膜外科”（以开放或腹腔镜为平台经体腔和脏器浆膜面

入路的传统外科）和“黏膜外科”（以内镜为平台从自然腔道

黏膜面入路的内镜外科）之碰撞其实由来已久，且必将会持

续较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内镜治疗抑或外科手术治疗，初衷

都是在确保医疗安全、遵循肿瘤根治和延长患者生存的前提

下，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内镜治疗虽然有其优势，但是一旦

出现严重并发症，将使原本的微创治疗变为巨创，而肿瘤的

医源性播散更是一种悲剧。笔者认为，SMT的内镜治疗应综

合患者病情（包括肿瘤大小、部位、大体生长方式、患者治疗

意愿）和医者技术（包括内镜下治疗的软硬件实力、并发症的

预警防范和损伤控制能力）来做个体化决策。外科医师和内

镜医师精诚合作，以学科合作的态度携手并进，相互补缺，共

同提高。外科医师不该把内镜医师的介入看做对自身传统

领域的挑战和威胁，内镜医师也不该把内镜治疗作为自己的

技术秀场盲目挑战禁区。合并溃疡的SMT内镜下治疗目前

没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即使是前瞻性的探索，笔者认为也

有较大的伦理及安全隐患，不值得提倡。因此，无论从治疗

安全性还是肿瘤学安全性来看，都应避免对合并溃疡的SMT
开展内镜下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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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基于经口内镜
下肌切开术的隧道技
术治疗
续文婷 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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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科，杭州 3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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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胃结合部黏膜下肿瘤（submucosal tumor，SMT）为齿状

线上1 cm至齿状线下2 cm之间范围内发生的SMT，通常生长

异常，表现为形状不规则，可呈马蹄形、姜形、分叶状或多边

形［1］。不同于消化道其他部位，食管胃结合部在解剖、生理

等方面具有特殊性：（1）管腔狭窄，锐角转弯陡急；（2）与膈肌

相邻，易受管腔生理性蠕动、呼吸和心跳自然运动的影响；

（3）空间、视野局限，器械和组织难以固定。因此，传统的开

腹或腹腔镜手术操作难度大、操作时间长，术后恢复慢，且

显著增加胃食管反流在内的术后并发症，使患者术后生活

质量明显下降［2⁃4］。而采用内镜黏膜下挖除术或内镜全层

切除术等传统内镜术，进行直接切除治疗，需要扩大内镜下

手术创面，导致大面积黏膜层缺损，会增加穿孔和纵隔感

染的风险。且有关传统内镜切除治疗食管胃结合部 SMT
的国内外回顾性研究均表明，当瘤体大或深时，金属夹难以

闭合，会导致术后管腔狭窄、消化道漏、甚至再次追加腹腔

镜或外科手术治疗的风险增加［5⁃6］。在此背景下，经口内镜

下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myotomy，POEM）中的隧道技

术在食管胃结合部SMT的治疗中，显示出越来越高的临床应

用价值。

POEM技术主要通过瘤体上方3~5 cm 处切开黏膜，然后

开通黏膜下隧道进行肿瘤切除，最后通过金属夹进行黏膜闭

合。Xu等［7］和 Inoue等［8］首次对食管、食管胃结合部和胃贲

门SMT的患者进行了经口内镜下肿瘤切除。由于其手术创

伤小、并发症少、手术及术后住院时间短、伤口愈合速度快和

医疗成本低等优势，POEM隧道技术在食管胃结合部SMT上

的治疗很快得到了推广［2，9］；在本中心也得到了应用［10］。基

于POEM的隧道技术切除SMT有效且安全，在与外科手术治

疗效果相当的前提下，充分体现了微创治疗的优越性，有望

成为治疗食管胃结合部SMT的优先选择。其优势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创伤小，并发症少：该技术极大程度保留了瘤体表面

黏膜，通过建立黏膜层与固有肌层之间的腔道切除瘤体，具

有黏膜层及固有肌层双重屏障，降低穿孔风险。郑晓娟等［11］

回顾分析表明，即使出现术中穿孔（3/31），金属夹可迅速成

功封闭隧道口，从而避免或大大降低消化道漏和胸腹腔继发

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本中心对43例食管胃结合部SMT的

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发现无一例发生胸腹腔继发性感染

以及消化道狭窄的严重并发症［10］。此外，该技术维持了消化

道管腔完整性，有助于食管胃结合部位生理功能的快速恢

复。由于隧道沿着黏膜下层建立，有效避开了血管网分布丰

富的黏膜层，使手术出血量减少。近年有关基于隧道内镜切

除治疗食管胃结合部SMT的单中心研究报道显示，此技术整

块切除率和完全切除率高（分别为74.5％ 和 100%），且无一

例出现严重并发症［12⁃13］。

2. 直视下操作，便于观察、评估和及时处理：镜下视野清

晰，可以减少对周围组织、血管、神经等的损伤，并及时处理

术中出血等。通过内镜观察和测量，对瘤体进行准确定位，

有助于肌肉切开深度和长度的掌控。

3. 完整切除率高，复发率低：Chen等［14］对2011年9月至

2016年 3月期间在上海一所医院诊治的 166例食管胃结合

部SMT患者进行回顾分析表明，基于POEM隧道技术内镜下

切除与腔镜下切除的瘤体完整性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84.6%比86.7%）。可见，此技术可镜下直视进行肿瘤切除，

使瘤体完整切除率增高，有利于后期全面病理评估［2，12⁃13，15］。

另一项上海的单中心、前瞻性研究对 57例隧道内镜切除的

食管胃结合部 SMT患者随访了 24个月，发现无一例出现局

部复发及远处转移［2］。其他包括本中心在内的3项国内研究

也未发现术后复发或转移［10，16⁃17］。

4. 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缩短，术后恢复快，且医疗费用

低［14］。

由此可见此技术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但要有效开展此

技术，根据已有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应注意：（1）术前进行

超声内镜检查和CT检查，可以明确病变性质、大小、来源、腔

外情况，有助于适应证的把握和风险评估。（2）有效使用CO2

气泵，控制术中送气量。（3）尽量采用纵行切口切开黏膜层，

更易于切口封闭。（4）术中反复多次黏膜下注射：有利于形成

保护性水垫，增加手术安全性。（5）电凝止血代替冲洗止血，

及时充分止血保持视野清晰。（6）瘤体切除后，反复检查隧道

并清除脱落坏死物质［18］。

综上所述，在食管胃结合部 SMT的治疗中，基于POEM
隧道技术的内镜切除技术是一种较为安全而有效的治疗手

段，其在临床上的推广和应用前景广阔。但此技术开展较

季峰

辩题三：食管胃结合部黏膜下肿瘤能否采用
隧道内镜技术治疗

·正反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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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此领域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也将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亟需解决的问题：（1）对手术者技

术要求高，丰富的内镜操作经验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是

前提，且具有根据不同病灶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的能力；

（2）需要更多大样本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来评估术中方

式和疗效；（3）不断开发完善内镜配套器械，以迎合内镜

技术的进展。相信随着内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些问

题将逐渐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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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胃结合部黏膜下肿瘤（submucosal tumor，SMT）以平

滑肌瘤和胃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居

多，后者具有明显的恶性潜能，应当进行切除。目前，SMT的

微创切除方式主要有：（1）内镜下直接切除术：包括内镜黏膜

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内镜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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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挖除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cation，ESE）及内镜全

层切除术（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TR）；（2）基

于 经 口 内 镜 下 食 管 括 约 肌 切 断 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POEM）的内镜下 SMT切除术：主要指经黏膜下隧

道 内 镜 肿 瘤 切 除 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STER）［1⁃2］；（3）腹腔镜切除术或腹腔镜及内镜联合

切除术。

与直接切除术相比，STER需要在黏膜下层与固有肌层

间建立一条隧道，再使用与 ESD 或 EFTR 相同的方法切除

肿瘤。然而，食管胃结合部解剖结构特殊，一些较大的SMT
可能导致良性食管狭窄并引起上消化道症状；同时，与食

管中上段相比，食管下段至贲门管腔狭窄，内镜下操作空间

受限；贲门至胃底穹窿部转弯陡急，不利于黏膜下隧道的建

立。因此，我们认为对于食管胃结合部，特别是鳞柱状上皮

交界处下方的SMT，直接切除比基于POEM的内镜下切除术

更有优势。

对于<10 mm的SMT，ESD、ESE及EFTR等内镜下直接切

除术已十分成熟，用于SMT的切除安全、有效且手术时间短。

研究证明，运用 ESD 或 ESE 技术直接切除食管胃结合部

SMT完整切除率高，术后并发症少，可获得与外科手术相当

的治疗效果，同时保留了贲门括约肌的完整性，能有效避免

术后胃食管反流［3⁃4］。即使在 STER 被广泛应用后，ESD、

ESE 或 EFTR，仍被作为直径<10 mm 的 SMT 的治疗首选。

文献报道，对于<10 mm 的 SMT，ESD、ESE 和 STER 均可达

到接近 100％的完整切除率，且术后并发症极少；而与

STER相比，ESD和 ESE不需要建立隧道，更能显著节省手

术时间［3，5⁃6］。因此，内镜直接切除术是治疗<10 mm SMT的

优先选择。

而对于>10 mm的 SMT，既往研究认为，利用基于POEM
的内镜下切除术可以保持黏膜完整性，从而减少术后穿孔、

消化道瘘及感染的发生，最终利于创面愈合。然而，目前仍

无大样本量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证实，基于隧道技术的SMT
切除术优于直接切除术。2018年，我国一项大样本回顾性

研究分析了424例直接切除及452例经STER切除的SMT病

例资料，结果显示，两组间整块切除率、并发症及术后住院时

间相当，且随访期内两组均无 SMT复发及死亡；而 STER组

由于需要封闭隧道入口，手术时间显著长于直接切除组［7］。

另一项临床研究数据显示，STER组与直接切除组在整块切

除率、术后发热、延迟出血和穿孔、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荟萃分析表明，对于中位直径为

15~30 mm的肿瘤，STER与直接切除组的整块切除率均很

高，并且在随访期间没有肿瘤复发；然而对于包括食管胃结

合部在内的胃部 SMT，与内镜下直接切除相比，基于 POEM
的内镜切除术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8］。

此外，基于POEM的内镜切除术需要建立黏膜下隧道至

SMT远端 2~3 cm处，才能充分暴露肿瘤并获得适当的手术

空间。食管胃结合部的SMT，黏膜下隧道通常需要建立至胃

底穹窿部，由于食管至胃底穹窿部转弯陡急，建立隧道困难，

容易偏离预定方向、破坏黏膜的完整性、损伤固有肌层甚至

误伤瘤体包膜。且该区域血供丰富，建立黏膜下隧道时常容

易引起出血，增加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研究显示，

STER切除鳞柱状上皮交界处下方 SMT时，手术时间显著增

加，术中损伤隧道上被覆黏膜的风险及气体相关并发症发生

率均显著增加［9］；皮下气肿、纵隔气肿及气胸是食管胃结合

部隧道技术后常见的并发症［10］。

当 SMT直径过大时，使用 STER切除弊端更多。首先，

当瘤体过大，尤其横向直径>35 mm时，受到隧道内径的限

制，分离后的瘤体难以从隧道口完整取出，往往需要切断瘤

体分次取出，不但破坏了标本的完整性，更存在肿瘤种植等

风险。其次，过大的瘤体常严重阻碍隧道内视野并限制内镜

操作空间，导致术中瘤体包膜破坏、固有肌层或黏膜层损伤

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对于直径较大的 SMT，应当优先直

接切除。对于直径大且突向腔内为主的SMT，可以选择ESE
切除；对于起源较深或突向腔外为主的巨大 SMT，可以选

择 EFTR。ESE 及 EFTR 完整切除率均>90%，且并发症（主

要为术中穿孔）发生率极低［11⁃12］；而金属夹夹闭或OTSC等器

械的使用已较成熟，均可有效地在内镜下闭合穿孔，避免外

科手术修补及术后感染［13⁃14］。此外，较大的SMT直接与恶性

肿瘤的高风险相关，对于可疑恶性的巨大 SMT，采用腹腔镜

或腹腔镜及内镜联合切除术，进行保留贲门的SMT切除，既

能保证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又能实现根治性治疗，可能是更

好的选择。

综上，针对食管胃结合部 SMT的切除，基于POEM的内

镜下切除术没有显著优势。我们认为食管胃结合部的 SMT
应该优先选择内镜下直接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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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G⁃GI002研究：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全程新辅助治疗模式的

二期临床研究——第一个研究组的初步结果

背景：该项NCTN多臂随机二期临床研究，通过模块化临床研究平台，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中利用全程新辅助治疗平行对

照联合不同试验组进行探索。该研究试验组间并非直接比较，而是用相关生物标记物探索在同样的高风险患者人群中的各种

研究假设。本次主要报道其中使用PARP抑制剂维利帕尼（veliparib）联合同步放化疗的研究队列的主要终点及可及的次要研

究终点（NCT02921256）。方法：Ⅱ期或Ⅲ期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低位直肠（cT3~4，距肛缘<5 cm，

Nany），体积大（任何 cT4或浸润直肠系膜筋膜 3 mm内的肿瘤），转移风险高（cN2），或拟行非保留括约肌手术（SSS）］患者被

随机分配到新辅助FOLFOX方案化疗4个月，随后进行放化疗（卡培他滨联合50.4 Gy放疗＋/- veliparib 400 mg 2次/d口服），

放化疗后8~12周手术。主要研究终点：新辅助直肠癌（NAR）评分降低4分，单侧α=0.10和效能80％，NAR通过线性模型控制

分层和可能的其他因素进行比较。次要研究终点：总体生存率（OS）、无病生存率（DFS）、安全性、病理完全缓解率（pCR）、临床

完全缓解率（cCR）、治疗完成率、阴性手术切缘和SSS比例。通过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报告的P值均为双侧检验。结果：从

2016年10月至2018年2月，178例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88例，veliparib组90例）。除入组时两组可行SSS的患者不平衡外（对

照组 39％，veliparib组 61％），两组基线特征基本平衡。总共 140例患者可评估NAR（对照组 72例，veliparib组 68例）。平均

NAR评分：对照组为12.6（95％CI：9.8~15.3）分，而 veliparib组为13.7（95％CI：10.2~17.2）分。校正分层因素（P=0.69）或者校正

分层因素与可行SSS患者比例（P=0.78），两组NA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CR率：对照组为21.6％，低于试验组33.8％（P=0.14）；
cCR：对照组为28.2％，低于试验组33.3％（P=0.60）；保肛比例SSS：对照组为52.5％，低于试验组59.3％（P=0.43）。最常见的3~4级

不良反应是腹泻和血细胞减少。试验组有2例患者死亡（1例心脏骤停，1例为放化疗后肠炎）。

结论：作为全程新辅助治疗的一部分，PARP抑制剂 veliparib联合同步放化疗是安全可行的，未出现不可预测的短期不良

反应，但初步结果联合治疗并未改善NAR评分。

［Thomas J George，et al. ASCO2019，Abstract 3505（NCT02921256）.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张剑威翻译 邓艳红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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