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年 11月第 22卷第 11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November 2019，Vol.22，No.11

·特别推荐论著·

自膨胀式支架联合手术在恶性肠梗阻中
应用的长期疗效观察
李洪明 1 刁德昌 1 卢新泉 1 易小江 1 万进 1 莫德龙 1 陈振寰 1 刘方桃 1

杨元东 1 邓壮 1 李健民 2 张北平 2

1广东省中医院结直肠外科，广州 510120；2广东省中医院消化内科，广州 510120
莫德龙现在中山市中医院肛肠科工作，广东中山 528400
陈振寰现在阳江市中医医院外一科工作，广东阳江 529500
刘方桃现在贵州省黔南州中医院(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黔南分院)胃肠外科

工作，贵州黔南 558000
杨元东现在梧州市中医医院外二科工作，广西梧州 543000
邓壮现在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普通外科工作，广东湛江 524000
通信作者：刁德昌，Email：diaodechang@163.com，电话：020⁃81887233⁃33429

【摘要】 目的 探讨肠腔内自膨胀支架联合手术在恶性肠梗阻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可行性及

长期疗效。方法 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总结分析 2012年6月至 2019 年7月期间，在广

东省中医院确诊为恶性肿瘤导致的急性梗阻且接受了内镜下支架植入的203例患者临床病理资料。

结果 203例患者中共有197例患者成功完成了支架植入（技术成功率为97.0%），172例患者梗阻缓

解（临床成功率为 87.3%）。6 例患者出现了支架移位，10 例患者出现了急性穿孔。最后 158 例

（77.8%）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其中根治性手术为95例，非根治性手术为63例。119例患者接受了

腹腔镜手术，4例患者出现了术中中转开腹，而直接开腹手术患者为39例。手术治疗者中55例患者采

用了造口（造口率为34.8%），而15例（9.5%）患者为永久性造口。95例接受根治手术患者中，17例

患者采用了造口（造口率为17.9%），一期吻合率为94.7%（90/95）。总体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为13.3%
（21/158）。经过27.6个月的中位时间的随访，接受根治手术患者的3年总生存率为78.3%，5年总生

存率为 61.5%。结论 肠腔内自膨胀支架的植入联合手术可安全有效地治疗恶性肠梗阻。支架

植入过渡方案能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降低造口率，提高一期吻合率，并且不影响远期疗效。

【关键词】 腹腔肿瘤； 结直肠肿瘤； 肠梗阻，恶性； 自膨胀支架

DOI：10.3760/cma.j.issn.1671⁃0274.2019.11.011

恶性肠梗阻是腹腔恶性肿瘤、尤其是结直肠癌

的临床表现之一，10%~30%的结直肠癌患者因恶性

肠梗阻就诊［1⁃2］。恶性肠梗阻的传统治疗方法为急

诊手术治疗。然而文献报道，急诊手术的并发症发

生率高达40%~50%，病死率高达15%~20%，而择期

手术病死率在 0.9%~6% 之间，明显低于急诊手

术［3］。即使在相同分期的情况下，接受急诊手术的

患者比择期手术患者的预后差、转移风险高［4⁃6］。这

很可能与伴有梗阻患者的一般情况和营养状况较

差、急诊手术给患者带来的打击等原因有关［7］。此外

有文献报道，接受急诊手术的患者中，只有55%的患

者进行了一期吻合术［1］；接受造口的患者中，超过

30%由于种种原因造口无法进行回纳而成为永久

性造口，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8］。

近年来，自膨胀结肠腔内支架已成功地作为一

种非侵入性技术用于缓解恶性肿瘤导致的肠梗阻，

这可以将急诊手术转变为择期手术［9］。与急诊手术

相比，支架植入作为外科手术前的过渡治疗方案

（bridge to surgery，BTS），能为改善患者的一般状况

赢得时间窗，进而可全面评估患者病情，最终接受

由最佳的手术团队采用的腹腔镜手术治疗，从而提

高一期吻合率，降低永久性造口率，减少伤口感染

发生率，同时降低手术病死率。尽管支架植入有很

多优点，但也会带来穿孔、支架移位、再发梗阻等并

发症发生风险。穿孔可能会增加肿瘤种植和腹腔

播散的机会，会导致严重的感染甚至危及生命的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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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血症等［10⁃11］。因此，支架植入是否会影响肿瘤的

长期疗效尚存争议。

本研究是我国到目前为止样本量最大的远期

临床数据报道。我们通过回顾性分析广东省中医

院203 例确诊为恶性肿瘤导致的急性肠梗阻的病例

资料，探讨了自膨胀式支架植入在我国治疗结直肠

癌并梗阻患者中的可行性、安全性及远期疗效，以

期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数据基础。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

准：经腹部X线、CT和肠镜检查，并经活检病理确诊

为恶性肿瘤导致的急性结直肠梗阻患者，包括结直

肠原发性肿瘤、结直肠复发性肿瘤以及腹腔内其他

恶性肿瘤侵犯结直肠导致的梗阻。排除标准：（1）
既往曾行支架植入的患者；（2）可疑穿孔患者；（3）
腹腔内脓肿或者已明确为穿孔患者；（4）缺血性肠

病或者非恶性肿瘤导致的肠梗阻患者；（5）对肠镜

检查及治疗存在禁忌的患者。

根据上述标准，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6 月至

2019 年 7月期间在广东省中医院确诊为恶性肿瘤

相关急性肠梗阻，并接受了内镜下支架植入的 203
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患者一般临床病理资

料见表 1。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要求，患者

均获知情同意。

二、支架植入和手术方法

1.支架植入方法：肠镜检查前先常规清洁灌肠

处理。支架植入采用内镜联合透视的方案。在肠

镜直视引导下找到狭窄处。将导丝穿过狭窄口，并

越过梗阻部位，引导合适的支架穿过狭窄段。通过

内镜注入造影剂，观察有无穿孔及确定支架位置是

否合适。见图1。
2.手术方法：支架植入后，患者梗阻症状若获得

缓解，即根据患者的一般身体状况安排择期手术。

择期手术时会选择腹腔镜或开腹手术方式，根据术

中探查情况选择是否需要造口。如果支架植入失

败或者支架植入后梗阻症状未能缓解，则行急诊手

术治疗，急诊手术采用开腹的手术方式。

三、观察指标

1.主要观察指标：支架植入的技术成功率、临床

成功率，以及患者术后 3、5 年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技术成功：定义为支架能成功植入并

充分覆盖狭窄段，且没有任何的并发症（包括穿孔、

再梗阻、移位等）。临床成功：定义为持续到手术前

临床梗阻症状的缓解、且被影像检查证实的梗阻缓

解，见图 2和图 3；同时没有任何并发症和不需要再

次内镜调整支架。支架移位，通过同一位医师根据

CT影像结果重新阅片进行判断。

2.其他观察指标：手术相关指标（一期吻合率、临

时性造口率、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等）、患者一般

表1 本组203例肠梗阻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

临床病理资料

年龄［岁，M（范围）］

性别

男

女

结直肠梗阻评分 a（分）

0
1
2
3
4

合并症

有

无

肿瘤部位

升结肠

结肠肝曲

横结肠

结肠脾曲

降结肠

乙状结肠

直乙交界处

直肠

肿瘤梗阻类型

原发肿瘤

局部复发

外源性侵犯

远处转移

有

无

pTNM分期 b

Ⅰ
ⅡA
ⅡB
ⅡC
ⅢA
ⅢB
ⅢC
Ⅳ

例数（%）

69（30~96）

139（68.5）
64（31.5）

43（21.2）
75（36.9）
58（28.6）
18（8.9）
9（4.4）

121（59.6）
82（40.4）

15（7.4）
20（9.9）
17（8.4）
15（7.4）
41（20.2）
63（31.0）
10（4.9）
22（10.8）

200（98.5）
2（1.0）
1（0.5）

80（39.4）
123（60.6）

2（1.3）
32（20.3）
4（2.5）
1（0.6）

0
39（24.7）
10（6.3）
70（44.3）

注：a结直肠梗阻评分采用CROSS评分系统［12］；b按第

七版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TNM 分期标准，仅纳入

158例接受手术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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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理资料（年龄、性别、合并症、肿瘤部位、TNM
分期等）。术后病理分期按照第七版美国癌症联合

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TNM分

期标准。并发症分级按照Clavien评分标准。临床梗

阻分级根据日本的结直肠梗阻评分系统（CROSS）［12］。

四、随访方式

包括电话和门诊随访两种方式。Ⅱ期和Ⅲ期

患者每 6~12个月随访 1次，Ⅳ期患者按照每 3~6个

月随访1次。随访内容包括查体、癌胚抗原检查、胸

腹部CT检查和肠镜检查等。截至2019年8月1日，

中位随访27.6（2.0~81.5）个月。

五、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用 x ± 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用例数（%）表示。采用

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P<0.05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支架植入一般情况

本组肠梗阻患者具体处理方式及转归见图 4。

203例患者共有197例成功完成了支架植入，技术成

功率为97.0%。6例患者未能成功植入支架，均为晚

期肿瘤患者，且CROSS评分为（0~2），梗阻较严重。

其中5例为结直肠癌并腹腔多发转移，1例为膀胱癌

侵犯乙状结肠导致的梗阻。具体的梗阻部位分别

为：横结肠 1例，结肠脾曲 1例，降结肠 1例，乙状结

肠2例，直肠1例。

197例成功植入支架的患者中，有172例患者的

肠梗阻缓解，临床成功率为 87.3%。25例梗阻未能

图2 本组患者支架植入后梗阻缓解的典型CT影像图 2A.支架植

入前CT检查提示肿瘤部位及近端扩张的肠管；2B.支架植入后CT检

查提示支架固定在位，梗阻缓解。

A2 B2

图3 本组患者支架植入后梗阻未能缓解的典型病例图片 3A.支架植入前CT检查提示肿瘤部位及近端扩张的肠管；3B.支
架植入后肠镜下观察支架位置及评估治疗效果，内镜下可见粪水排出；3C.支架植入后X线平片检查提示支架固定在位，但梗

阻未能缓解

C3A3 B3

图1 肠镜下支架植入的操作过程 1A. 肠镜直视引导下找到狭窄处，将导丝穿过狭窄口；1B. 通过内镜注入造影剂，观察导丝位置；1C. 通过

造影观察有无穿孔及确定支架位置是否合适；1D. 肠镜下评估支架位置及梗阻缓解情况

D1C1A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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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的患者肿瘤具体部位为：升结肠3例，结肠肝曲

2例，结肠脾曲1例，降结肠4例，乙状结肠7例，直乙

交界处2例，直肠6例。其中2例患者造影检查发现

肿瘤长度长，单一支架无法完全覆盖肿瘤，予以行双

支架植入，但这2例患者的梗阻均未能缓解。

二、支架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

全组有 29例（14.3%）发生并发症。其中支架

移位 6 例（3.0%），包括升结肠癌 1 例，乙状结肠癌

4例，直肠癌1例，见图5。急性穿孔10例（5.1%），其

中结肠脾曲癌 1例，乙状结肠癌 8例，直肠癌 1例。

此外，还有2例（1.0%）隐匿性穿孔，术前未发现穿孔

征象，但术中发现支架边缘小穿孔。2例（1.0%）梗

阻缓解后3~5 d内再次出现梗阻（再梗阻），其中1例
为成型粪便再次堵塞，经内镜下再次调整后梗阻缓

解；另 1例内镜下调整后仍未改善，行急诊手术，见

图 6；另有 2例（1.0%）支架植入后拒绝手术治疗，出

院后再次出现梗阻，复查肠镜发现系肿瘤生长填塞

充满支架腔隙导致再梗阻，见图7。7例（3.6%）支架植

入后梗阻始终未能缓解。全组7 d内无死亡发生。

三、手术情况及远期预后

共有158例（77.8%）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择期

手术133例，急诊手术25例。其中95例为根治性手

术，63例为非根治性手术。119例患者接受了腹腔

镜手术，其中4例中转开腹；39例接受了直接开腹手

术。手术治疗者中，55例（34.8%）接受了造口，15例
（9.5%）为永久性造口。95例接受根治手术患者中，

17例（17.9%）接受了造口，一期吻合率为94.7%（90/
95）。总体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为13.3%（21/158），见

表 2。围手术期无死亡病例。截至随访结束，接受

根治手术的 158例患者 3年OS为 78.3%，5年OS为

61.5%。见图8。

讨 论

自从 1991年报道首例金属支架姑息性治疗梗

阻性结肠癌以来，肠道支架开始越来越多应用于恶

性肿瘤相关肠梗阻的治疗中［13］。Mauro等［14］认为，

结直肠癌伴梗阻患者放置肠道支架的适应证包括：

（1）适用于可切除的梗阻性直肠癌患者的过渡治疗；

（2）适用于晚期无法手术切除或术后复发的结直肠

癌伴梗阻患者的姑息性治疗。本研究中，伴有至少

1种合并症的恶性结直肠梗阻患者的比例近 60%。

这类患者的早期处理目标是解除梗阻，而不是采取

创伤较大的手术治疗。支架植入后可以解除肠道梗

阻，将急诊手术转变为择期手术，为临床医生赢得时

间以充分评估和稳定患者的病情及生理状态，并由

最佳的手术团队择期安排腹腔镜手术治疗和完成肠

道重建，从而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及死亡风险，

也符合目前的损伤控制外科原则［15⁃16］。

虽然支架在恶性肿瘤相关肠梗阻中的应用已经

有20多年的历史，但关于支架的应用价值目前仍有

图4 本组恶性肠梗阻患者处理流程图

图 5 支架植入后出现移位的典型病例图片（5A和 5B为同一例患

者，5C为另一例患者） 5A. CT检查提示肿瘤梗阻部位位于升结肠，

支架固定在位；5B.梗阻缓解后，支架移位至结肠脾曲；5C.术后标本

显示肿瘤位于降结肠，支架移位至降乙交界处

表2 本组158例接受手术治疗的恶性肠梗阻患者

手术相关并发症情况

并发症

急性心肌梗塞

脑血管意外

肺部感染

泌尿道感染

肠梗阻

吻合口漏

腹腔出血

伤口感染

深静脉血栓

合计

例数（%）

1（0.6）
1（0.6）
3（1.9）
1（0.6）
6（3.8）
5（3.2）
1（0.6）
1（0.6）
2（1.3）

21（13.3）

C5A5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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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争议。不同研究得出了不同、甚至矛盾的结

论，不同国家的指南也有不同的推荐建议。2006年

版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肛肠协会（Association of
Coloproctolog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ACPGBI）
共识推荐，除肠穿孔和绞窄性肠梗阻以外的梗阻性

结直肠癌患者，均应考虑支架植入［17］。而在更新后

的2017年版的共识中则推荐，在有选择性的部分患

者中，可以应用内镜下支架植入作为手术前的过渡

手段［18］。而最新版的欧洲胃肠内镜协会（European
Society of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ESGE）的指南

规定，推荐在年龄>70 岁和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评分>3分图8 接受根治手术的95例恶性肠梗阻患者总体生存曲线

图6 支架植入梗阻未能缓解，再次行内镜下调整并扩张，梗阻仍未能缓解的典型病例图片 6A. CT检查提示肿瘤梗阻部位

及近端扩张的结肠；6B.支架植入后，内镜检查提示支架在位，但支架暂未能展开；6C.再次肠镜检查发现粪渣阻塞支架；6D.肠
镜下行肠道疏通并行内镜下扩张；6E.梗阻仍未能缓解，患者接受急诊手术，术中见支架固定在位，但近端肠管明显扩张；6F.
术后标本显示支架固定在位 图7 一例支架植入后梗阻缓解，3月后再次梗阻，再次支架植入肠镜下图片 7A. 肠镜检查

发现肿瘤生长填塞充满支架腔隙再次导致梗阻；7B. 通过内镜注入造影剂，观察导丝可顺利通过原支架；7C.再次植入支架形

成双支架

F6

C7

C6

A7 B7

D6 E6

A6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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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高的患者中，应用支

架植入作为术前过渡，而其他患者不推荐使用［19］。

2010—2018年期间发布的 19项指南中，有 11项指

南建议支架植入作为梗阻性左半结肠癌的首选治

疗方式，另外 8项指南则不推荐把支架过渡到手术

方式作为首选方案［20］。上述推荐是基于一些研究

发现，支架过渡组患者的复发率明显高于急诊手术

组［21⁃23］。一些学者推测，这是由于上述研究的支架

植入组存在较低的技术成功率或较高的穿孔率，从

而导致了不良的长期疗效［24⁃25］。Stent⁃2研究的数据

显示，支架穿孔组患者的复发率可以高达 83%［23］。

这可能更突显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执行或监督

支架操作程序的重要性［25⁃26］。

本研究的肠梗阻支架植入的技术成功率为

97.0%，与文献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11，25，27］。回顾6例
未能成功植入支架的病例，发现几个特点：（1）均为

晚期肿瘤患者。（2）除 1例为右半结肠外，其余 5例

均为左半结肠。（3）CROSS评分均较低，梗阻程度更

严重。因此，我们推断：位于左半结肠的转移性肿

瘤的梗阻程度越严重，支架植入成功率越低。同

样，在 25例支架植入后梗阻未能缓解的病例中，只

有 5例（20%）患者位于右半结肠，左半结肠和直肠

占比 80%。6例发生支架移位的病例中，其中只有

1例位于右半结肠，其余5例均位于左半结肠。我们

认为，造成上述情况的可能原因为：（1）右半结肠肿

瘤的病理类型多为肿块型，一般肿瘤直径大，对肿

瘤的锚定能力较强，支架植入后不易移位；且右半

结肠的粪便浓缩程度较轻，经肠镜下灌洗后，支架

植入后粪便可能便于通过，因此梗阻相对容易缓

解。（2）左半结肠的肿瘤病理类型以缩窄型为主，肿

瘤直径一般相对较小，对支架的锚定能力相对较

小；且粪便传输到左半结肠时，大多已成型，遇到相

对缩窄的肠腔易于导致梗阻。支架植入并经灌肠

处理后，若成型粪便能顺利通过梗阻部位，则梗阻

可缓解，其导致的肠管水肿也会逐步缓解，左半结

肠锚定支架的能力下降，容易导致支架移位；若成

型粪便经灌肠及肠镜下灌洗后仍无法通过梗阻部

位，特别是有些老年患者长期伴有便秘，则梗阻仍

无法缓解。

支架移位的处理方法取决于支架脱落的具体

部位。（1）如果脱落部位距离肿瘤部位较近，可于支

架远端离断肠管。（2）如果支架脱落至直肠，可在麻

醉后经肛取出支架。（3）如果脱落位置距离肿瘤较

远，则需要在切除肿瘤的同时，于支架近端切开肠壁

取出支架，然后再关闭肠壁切口，出于对多个吻合口

的安全性的考虑，部分患者会采取预防性造口。本

研究中，共有12例患者发生支架导致的穿孔，其中10
例发生了急性穿孔，伴有明显临床症状，并可以通过

CT等影像学检查评估。但仍有2例患者出现了隐匿

性穿孔，术前无任何症状，术中发现在支架边缘出现

了小穿孔。这12例患者全部位于左半结肠和直肠，

跟文献报道的概率基本一致［11，25］。由此，我们推断，

由于左半结肠和直肠的恶性肿瘤多属于浸润类型，

肠腔缩窄比较常见，因此支架植入出现穿孔的风险

更大，在此类患者的支架植入时，更需严格要求内镜

操作医生的经验及操作技巧。

同样，关于支架过渡方案在治疗恶性肿瘤相关

的右半结肠梗阻中的应用价值，目前也有一定争

议。既往认为，右半结肠癌并急性梗阻患者采用急

诊手术并一期吻合的方案是安全的，但最近的研究

发现，急诊手术的病死率可以高达 34%［28⁃30］。法国

外科学会对比了梗阻性左半结肠癌与梗阻性右半

结肠癌的区别发现，梗阻性右半结肠癌患者的年龄

更大，基础疾病更多［28］；接受急诊手术的右半结肠

癌并梗阻患者的造口率也高达 17%［28］。荷兰一项

对不同疗法治疗1 860例梗阻性右半结肠癌患者的

中远期效果影响的研究发现，术前植入支架组患者

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27.3%，明显低于急诊手术组

（39.6%）；其30 d病死率也低于急诊手术组，特别是

对于年龄≥70岁或者ASA评分≥3分的患者，急诊手

术组的病死率高于支架组 3倍［30］。因此文献建议，

梗阻性右半结肠癌同样建议支架植入［30］。因此，本

研究中纳入的病例包括左半结肠及右半结肠恶性

梗阻患者。

肿瘤患者的长期疗效是肿瘤治疗的首要关注

目标。理论上讲，自膨胀支架植入后肠管及肿瘤放

射性压迫扩张，还可导致肿瘤细胞扩散到腹腔、周

围淋巴管和血管的风险增加［31⁃32］。然而，支架对肿

瘤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尚存在争议。Kim等［33］报道，

支架植入后的肿瘤标本的神经浸润发生率明显高

于急诊手术标本，但 5 年 OS 和 5 年无病生存率

（disease⁃free survival，DFS）无明显差异。而Matsuda
等［34］对比了支架植入前活检标本与支架植入后手

术切除标本的肿瘤细胞增殖情况，发现支架植入后

Ki⁃67指数明显低于活检标本，提示支架的机械压迫

作用可能会抑制肿瘤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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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项纳入 21项、共 1 919例梗阻性左半

结肠癌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支架植入组与急诊手

术组3、5年OS和3、5年DFS均相近，总体复发率和局

部复发率也接近［35］。同年另一项纳入了7项随机对

照研究的Meta分析发现，支架过渡组梗阻性左半结

肠癌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低，其 3年OS和 3年DFS
与急诊手术组接近［36］。一项随访10年的回顾性研究

也发现，接受支架过渡的患者5年OS为54.7%，10年
OS为41.0%，提示支架过渡是安全有效的，长期临床

疗效满意［24］。本研究的生存情况与其基本类似。

在择期手术的治疗中，循证医学的数据表明，

与开放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治疗具有更好的短期

疗效，远期疗效相当［37］。但在梗阻状态下，肠管扩

张严重，手术视野暴露困难，容易导致肠管副损伤，

因此肠梗阻属于腹腔镜手术的禁忌证。支架植入

后，肠管梗阻缓解，才有可能采用腹腔镜手术。韩国

的Yang等［38］最近对比了支架植入然后过渡到腹腔

镜手术和急诊手术治疗可切除的梗阻性结直肠癌

的中远期疗效，研究发现，急诊手术组和支架过渡

组的 5年DFS（51.6比 63.3%，P=0.108）和 5年OS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70.3%比81.7%，P=0.141）。而在

手术排气时间、术后进食时间及术后总体并发症发

生率方面，支架植入联合腹腔镜手术组具有明显的

优势。本研究中，腹腔镜手术的比例为72.4%。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这是一篇

回顾性分析的单臂研究；第二，时间跨度大，内镜医

生的操作熟练程度及手术医生的操作习惯可能会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可能会对支架植入的相关并发

症及手术并发症产生一定影响。第三，样本量偏

小，特别是接受根治手术的患者的例数偏少。

综上，肠腔内自膨胀支架的植入联合手术治疗

恶性肿瘤相关结直肠梗阻患者是安全可行的。支

架植入能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降低造口

率，提高一期吻合率，并且不影响远期疗效。当然

前提是支架植入的内镜操作医生具有良好的内镜

操作经验和技巧，这样才能提高技术成功率并降低

支架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未来仍需要大样本的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实支架植入在治疗

恶性结直肠梗阻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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