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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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论坛·

中国消化道黏膜下肿瘤内镜诊治
专家共识（2018版）解读
齐志鹏 李全林 钟芸诗 周平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上海 200032
通信作者：周平红，Email：zhou.pinghong@zs⁃hospital.sh.cn，电话：021⁃64041990

【摘要】 2018 年 8 月，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牵

头，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外科学组、中国医师协会

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及中华医学会外科学

分会胃肠外科学组的部分专家共同制订的《中国消化道

黏膜下肿瘤内镜诊治专家共识（2018版）》于包括《中华胃

肠外科杂志》在内的 5种期刊同时发表。本共识是国内首

部关于消化道黏膜下肿瘤（SMT）内镜诊治的专家共识，从

内镜医生的角度阐述了 SMT 的内镜诊治过程，希望为内

镜医生提供相关临床指导及诊疗思路。共识首次提出了

内镜下治疗 SMT的病例选择原则和技术原则，并对于 SMT
的内镜下治疗适应证及禁忌证，建议临床医生按照病情

的需要及自身的技术特点加以选择。本文对共识中内镜

下 SMT 治疗部分的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解读，总结了该共

识针对不同起源层次、不同大小、不同部位的 SMT，内镜圈

套切除术、内镜黏膜下挖除术、内镜全层切除术及经黏膜

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的适用情况，并对活组织病理学

检查、内镜治疗指征和内镜治疗新技术等 SMT 内镜治疗

中的争议点和需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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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ugust 2018, The Chinese Consensus
on Endoscopic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bmucosal Tumors, which was formulated by the Surgical
Group of Chinese Society of Digestive Endoscopology, the
Chinese Physicians Association Endoscopy Branch Digestive
Endoscopy Professional Committee, the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Group of Chinese Society of Surgery, was published
in Chinese Journal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This consensus
is the first guideline in the area of gastrointestinal submucosal
tumors (SMTs) in China, and it proposed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procedure of SMTs from the endoscopists ′
viewpoint. This consensus presents case selection principles
and technical principles of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SMTs.
For and the indication and contraindication of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SMTs, it is suggested that clinician choose
optimal procedure according to disease′ s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ques of the clinician. In this review, the key contents
of consensus are interpreted in detail. The application of
endoscopic snare resection, 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
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and 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at different SMTs was summari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oversies in endoscopic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the SMTs, such as biopsy, indication of
endoscopic treatment and new techniques of endoscopic
therapy,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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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发展，消化道黏膜下肿

瘤（submucosal tumor, SMT）的检出率逐年增高。

事实上，“SMT”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类有着相

似内镜表现的疾病的总称，其组织病理学类型复

杂。所以，对于 SMT是否需要治疗、外科治疗还是

内镜治疗、内镜下治疗方法及内镜治疗后如何处

理等问题，目前尚缺乏原则性的规范。临床医师在

选择治疗方案时，主要根据各自的临床经验，随意

性较强，存在一定风险。2017年，美国消化内镜学

会（American Society for Gastrointestinal Eodoscopy，
ASGE）首次发布了《消化道上皮下病变内镜诊疗

指南（2017版）》［1］。但该指南侧重于 SMT的诊断，

在内镜治疗方面阐述较少，对于临床工作中的

SMT 的治疗指导意义较为有限。因此，制定适合

中国国情及医疗现状的 SMT的内镜诊治共识意见

十分必要。

目前，国内已具备了制定共识的基础：（1）随

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提升，内镜检查的普及及内镜

超声（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EUS）技术的成熟

与发展，我国 SMT 的检出率大幅提高，具备了共

识制定的社会基础；（2）广大消化内镜医师对内

镜下 SMT 治疗的可行性及重要性已经具备了充

分的认识，具备了共识制定的临床基础；（3）国际

上较为公认的内镜下 SMT 治疗术式，部分是国内

专家所首创［2⁃3］；加上国内也开展了众多针对 SMT
治疗疗效的研究，具备了共识制定的循证基础。

上述条件表明，制定我国的相关共识时机已经成

熟。

基于此背景，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牵头，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外科学组、中国医师

协会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及中华医

学会外科学分会胃肠外科学组的部分专家召开会

议，讨论并形成草稿，后经历多次讨论与修改，制

订了《中国消化道黏膜下肿瘤内镜诊治专家共识

（2018 版）》（以下简称“共识”）［4］。本文将围绕共

识中内镜下 SMT 治疗部分的重点内容进行解读，

为共识的理解和推广提供帮助。

一、治疗原则与治疗方式解读

考虑到共识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共识首次提

出了内镜下治疗 SMT 的病例选择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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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了所有可能通过内镜治疗获益的

SMT患者。同时也提出了内镜下治疗 SMT的技术

原则，即内镜切除过程中应遵循无瘤治疗原则，需

完整切除肿瘤且切除时应保证瘤体包膜完整。简

洁明了、指导性强。此外，对于 SMT的内镜下治疗

适应证及禁忌证，考虑到各级医院的内镜技术水平

及患者的治疗意愿，没有采用“建议”、“禁用”等字

样，希望临床医生按照病情的需要及自身的技术特

点加以选择。此次共识还分别列举了针对不同起

源层次、不同大小、不同部位的 SMT的不同内镜下

治疗术式及适用情况。

1. 内镜圈套切除术：既往用于治疗黏膜病变

的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拓展应用于 SMT的治疗后，继续使用原术式

名称容易引起歧义。因此，有专家提议使用“内镜

圈套切除术”来代替内镜黏膜切除术。共识指出，

内镜圈套切除术一般适用于较为表浅、术前EUS和

CT 检查确定突向腔内的且可通过圈套器一次性

完整切除的 SMT，但在行圈套切除前，需确认肿瘤

是否会发生移动［4］。内镜圈套切除术操作方法简

单，但有一定的出血风险，发生率为2.7%~13%［5⁃7］。

2. 内镜黏膜下挖除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ESE）：同样为了避免引起歧义，使用

ESE代替用于治疗黏膜病变的内镜黏膜下切除术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共识指

出，一般适用于直径≥2 cm 的 SMT，术前 EUS 和 CT
检查确定肿瘤突向腔内的 SMT；直径<2 cm，但起源

较深，内镜圈套切除困难的肿瘤可行ESE［4］。不同

部位的 SMT挖除有不同的操作技巧，胃窦、胃体中

部小弯、胃体下部后壁的病变在直视下操作相对较

为容易，为初学者首选部位。而胃底部、中上部胃

体大弯侧、下部胃体小弯侧有时需反转镜身、反向

操作，难度较大，且有研究显示，ESE 切除胃底部

SMT更易发生穿孔［8］。食管腔狭窄，操作空间小，

且壁薄无浆膜层，ESE只适合切除黏膜肌层来源的

食管 SMT。对于来源于固有肌层的 SMT，宜采用经

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STER）。结肠与直肠相比，壁

较薄且柔软，肠管走向变异度大，位置不固定，有伸

缩性，操作难度最大，且较易发生并发症［9］。

3. 内镜全层切除术（endoscopic full ⁃ thickness
resection，EFTR）：EFTR的开展可进一步扩大内镜切

除治疗的适应证，为今后开展经自然腔道内镜手

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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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积累经验，并打下扎实基础［10］。共识指

出，EFTR 一般适用于对于起源于固有肌层和 CT
检查发现肿瘤突向浆膜下或部分腔外生长以及

ESE术中发现瘤体与浆膜层紧密粘连而无法分离的

胃、十二指肠、结直肠 SMT以及>5 cm不能行 STER
治疗的食管 SMT［4］。但对于食管及肠道 EFTR，虽

然初步数据证实可行有效，但有可能会造成胸腔

瘘和腹腔瘘，从而引起严重的纵隔感染或腹腔感

染，因此需谨慎选择［11］。对于未接受过严格的内

镜缝合培训、无内镜缝合经验者，建议不要贸然开

展EFTR治疗。

4. 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TER）：对

于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技术，共识采用国内常用名

称，并结合 ASGE 制定的《消化道上皮下病变内镜

诊疗指南（2017 版）》，采用规范的名称“经黏膜下

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TER）”。STER 技术实现

了切除肿瘤的同时，保留了黏膜层的完整性，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下降，现已成为符合适应证 SMT 的

首选治疗方法。共识指出，STER技术一般适用于

起源于固有肌层、直径<5 cm的食管及胃 SMT。需

要注意的是，胃部由于黏膜层较厚，并存在胃大

弯，尤其在胃底和胃体近端在黏膜下层建立隧道

较为困难，因此，食管 SMT 比胃更适合行 STER 治

疗［12⁃13］。STER技术的关键在于术中应尽量避免损

伤消化道黏膜，预防黏膜损伤的关键是切除过程

中的反复黏膜下注射，如发生黏膜损伤，应使用金

属夹将损伤处夹闭，必要时放置胃管负压引流［14］。

二、治疗中的争议点和需注意的问题

1.SMT 的活组织病理学检查：SMT 的术前活

检，对于 SMT 治疗方法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指

导意义，且 ASGE 制定的《消化道上皮下病变内镜

诊疗指南（2017 版）》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列举

了一系列术前活检方法，如钳夹活检、超声内镜引

导下细针穿刺吸取术及开窗活检技术等。但值得

注意的是，SMT 的活检可能会损伤黏膜或造成与

黏膜下组织粘连，增加手术难度，还有可能增加出

血穿孔、肿瘤播散等风险。同时，国内外目前尚无

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实 SMT术前活检的安全性与

必要性。因此，本共识认为，术前活检不一定必

要。这既是专家的经验总结，也是防止 SMT 的术

前活检时或活检后出现意外的预防措施。但此问

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引起注意，以期为共识的更

新提供新的依据。

2.SMT的内镜治疗指征：SMT的内镜下切除指

征一直是国内外内镜医师重点关注的问题，但目

前尚无统一的认识。因此，根据国内外研究进展，

本共识提出了最适合我国医疗现状的 SMT内镜治

疗适应证，即（1）对于术前检查怀疑或活检病理证

实存在恶性潜能的肿瘤，在内镜切除技术允许的

前提下，考虑内镜切除；（2）对于有症状（如出血，

梗阻）的 SMT，考虑内镜切除；（3）对于术前检查怀

疑或病理证实良性，但患者不能规律随访或随访

期内瘤体短时间增大及内镜治疗意愿强烈的患者

可选择行内镜下切除。共识中提出的禁忌证为：

（1）明确发生淋巴结或远处转移的病变；但对于

部分 SMT 为获取病理需大块活检，可视为相对禁

忌证；（2）一般情况差、无法耐受内镜手术者［4］。

但需注意的是，这些指征尚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

究的支持。所以在医疗工作中，应参考共识所提

出的 SMT 内镜治疗指征，结合患者情况及实际治

疗水平加以选择。同时，也应该在今后的临床工

作中开展更多的高质量临床研究，为 SMT 的内镜

治疗指征的选择提供更多的依据。

3.SMT的内镜治疗新技术：随着内镜治疗理念

及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SMT 的内镜治疗新技术

不断涌现［15⁃16］。内镜下可切除 SMT 的囊括范围也

在不断扩大，由既往的黏膜肌层、黏膜下层、固有

肌层扩展至浆膜层甚至消化道管壁周围的腔外肿

瘤，因此有必要予以关注。但是目前关于 SMT 内

镜治疗新技术的研究较少，尚无法达成共识，目前

只能忽略此部分。今后需要更多的临床实践和证

据予以明确，从而进一步完善本次共识。

总之，本次共识的发布体现出消化内镜技术

的日益进步和广大的临床需求。作为“专家共识”

的形式推出，表明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

今后更新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尽管如此，相信本

次共识的制订必将对我国 SMT的内镜诊治起到积

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临床医生应对不同的患者，

在不同的医疗环境下，针对不同大小、部位和性质

的 SMT 采取个体化的内镜诊治措施，力求达到理

想的治疗效果，最大限度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才

是本次共识制订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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