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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手术治疗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的晚期恶性肠梗阻的短期效果及预后。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病例入组标准：（1）原发灶为结直肠癌；（2）存在广泛腹腔转

移；（3）影像学上梗阻部位位于Treitz韧带以下；（4）肠梗阻保守治疗无效；（5）预计生存期 2个月以

上；（6）患者及家属有强烈手术意愿；（7）接受了包括造口/短路手术或减瘤手术治疗。按照上述标

准，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中心三病区收治的46例患者

临床病理资料，分析术后可经口进固体食物的梗阻症状缓解率、术后30 d内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分

级（采用Clavien⁃Dindo分级）和病死率以及术后生存时间以评价手术效果，同时采用Kaplan⁃Meier 法
进行生存分析，采用 Cox 回归分析筛选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的恶性肠梗阻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 46例患者中男性30例，女性16例；中位年龄63（19~87）岁。其中接受造口或短路手术23例

（造口/短路组），接受减瘤手术23例（减瘤手术组）。患者整体术后症状缓解率为76.1%（35/46），造

口/短路组为 60.9%（14/23），减瘤手术组为 91.3%（21/23），减瘤手术组显著高于造口 /短路组

（χ2=4.301，P=0.038）。术后25例患者出现并发症，减瘤手术组和造口/短路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52.2%（12/23）
和56.5%（13/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88，P=0.767）；Ⅲ级以上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8.7%（2/23）
和13.0%（3/23），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χ2=0.224，P=0.636）。术后 30 d内共计 4例患者死亡，两组各

死亡2例（均为8.7%）。术后有24例患者继续进行1~8周期不等的化疗±靶向治疗（方案有CapeOX±贝
伐单抗、FOLFOX/FOLFIRI+西妥昔单抗/贝伐单抗），其中造口/短路组 10例，减瘤手术组 14例。减

瘤手术组另有 2例患者接受了术后放化疗（50.6 Gy/22 f，同步口服卡培他滨）截至 2019年 4月末次

随访，全组有34例死亡（34/46，73.9%），中位总生存时间为6.4个月，6个月和1年生存率分别为54.5%
和29.2%；减瘤手术组的中位生存期显著长于造口/短路组（11.5个月比5.2个月，χ2=5.117，P=0.024）。

术后症状改善明显的 35 例患者中位生存时间长于症状未见明显改善的 11 例患者（7.1个月比

5.1个月，χ2=3.844，P=0.050）。多因素分析显示，造口/短路手术（HR=2.917，95%CI：1.357~6.269，P=0.006）和
网膜饼形成（HR=4.060, 95%CI：1.419~11.617，P=0.009）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对

于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的恶性肠梗阻，减瘤手术的方式可以取得良好的症状改善效果，有网膜饼

形成的患者预后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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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hort ⁃ term efficacy and prognosis of palliative surgical
treatment for malignant bowel obstruction (MBO) caused by peritoneal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mCRC).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for patients were as
follows: (1) primary colorectal cancer; (2) massive peritoneal metastasis; (3)obstructive site located below
Treitz ligament by imaging; (4) obstruction refractory to conservative treatment; (5) estimated rese survival
time more than 2 months; (6)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had strong willingness for operation; (7) surgical
treatment included stoma / bypass and debulking surge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criteria,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of 46 patients undergoing palliative surgery at Peking University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Center, Unit III from January 2016 to October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Postoperative
symptomatic relief rate, morbidity of complication within 30 days, complication classification (Clavien ⁃
Dindo classification), mortality and survival after operation were analyzed. Kaplan⁃Meier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survival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prognostic factors. Results Among
46 patients, 30 were male and 16 were female with median age of 63 (19⁃87) years; 23 patients received
stoma / bypass surgery (stoma / bypass group), and 23 cases received tumor debulking surgery
(debulking group). The overall symptom relief rate was 76.1% (35 /46), while symptom relief rate in the
debulking group was 91.3% (21/2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0.9% (14/23) in the stoma/bypass
group (χ2=4.301, P=0.038).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25 patients.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52.2% (12/23) in the debulking group and 56.5% (13/23) in the stoma/bypass group, witho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0.088, P=0.767). Morbidity of complication beyond grade III was 8.7% (2/23) and
13.0% (3/23) in the debulking group and stoma/bypass group respectively, witho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0.224, P=0.636). Four patients died within 30 days after operation, 2 (8.7%) in each group.
Twenty ⁃ four patients underwent 1 ⁃ 8 cycles of chemotherapy ± targeting therapy (regimens: CapeOX ±
Bevacizumab, FOLFOX / FOLFIRI ± Bevacizumab / Cetuximab), including 10 cases in the stoma / bypass
group and 14 cases in the debulking group. Two patients of debulking group received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50.6 Gy/22 f, with concurrent oral capecitabine). Till the last follow up of
April 2019, 34 patients died (34/46, 73.9%) with a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time of 6.4 months,
and the 6⁃month and 1⁃year survival rate was 54.5% and 29.2%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in
the debulk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stoma / bypass group (11.5 months vs. 5.2
months, χ2=5.117, P=0.024).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of the 35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relief after
operation was significant longer than that of 11 patients without relief (7.1 months vs 5.1 months, χ2=3.844,
P=0.050).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stoma/bypass surgery (HR=2.917, 95%CI:1.357⁃6.269, P=0.006)
and greater omental metastasis (HR=4.060, 95%CI:1.419⁃11.617, P=0.009)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MBO caused by peritoneal mCRC. Conclusions For patients of
MBO caused by peritoneal mCRC, tumor debulking surgery may achieve higher symptom relief rate and
prolong survival. Greater omental metastasis indicates poor prognosis.

【Key words】 Colorectal neoplasms; Bowel obstruction, malignant, metastasis; Palliative
surgery;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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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肠梗阻是一类特殊的肠梗阻，继发于不可

治愈的腹腔内原发性恶性肿瘤，或有明确腹腔转移

的非腹腔原发性肿瘤，最常见于卵巢癌、结直肠癌

和胃癌［1⁃4］。由于其恶性度高、生存期短，治疗的主

要目的是改善生活质量。治疗方式有手术、静脉营

养支持、胃肠减压和应用药物［5］。恶性肠梗阻在姑

息性治疗领域，是外科医生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其手术治疗高度依赖于病情和外科医师的经验及

技术水平。姑息手术的目的在于解除梗阻、恢复进

食、改善营养状态，为部分患者进一步治疗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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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治疗恶性肠梗阻的手术方式有造口转流、置入

支架以及减瘤手术切除病灶等［6⁃7］。然而，腹腔广

泛转移的患者，有可能存在多发梗阻甚至闭袢，单

纯造口或短路（造口/短路）手术对于改善症状、改

善腹腔内环境、快速减轻肿瘤负荷及降低再梗阻风

险均效果有限；对于肿瘤生物学行为较好的患者，

积极地施行减瘤手术仍可能会带来生存获益［8⁃10］。

由于存在高度的异质性，至今无法获得高级别的循

证医学证据［11］。既往国际报道多集中在卵巢癌的

减瘤治疗或为混杂病种队列，国内仅有共识性的文

献，病例报道较少［12］。本研究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单病区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的恶性肠梗阻患者

实施外科干预治疗的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报道

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病例入

组标准：（1）原发灶为结直肠癌；（2）存在广泛腹腔

转移；（3）影像学上梗阻部位位于 Treitz韧带以下；

（4）肠梗阻保守治疗无效；（5）预计生存期 2个月以

上；（6）患者及家属有强烈手术意愿；（7）接受了包

括造口、短路手术或减瘤手术治疗。

根据上述病例入组标准，纳入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在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月期间，46例接受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腹腔转移

导致的恶性肠梗阻患者，男性 30例，女性 16例；年

龄（59.6±11.5）岁，中位年龄 63（19~87）岁。所有患

者术前经过多学科团队（multi ⁃ disciplinary team，

MDT）讨论，并结合患者的意愿和手术适应证确定

手术治疗方案。本组有23例患者接受造口/短路手

术（造口/短路组）治疗，有23例接受减瘤手术（减瘤

手术组）治疗。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均P>0.05），见表 1。本研究通过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2019YJZ46）。
二、手术适应证及其方式

1.造口/短路手术：适应证：（1）机械性肠梗阻和

（或）肿瘤局限；（2）单一部位梗阻；（3）有可能对进

一步化疗及抗肿瘤治疗获益者；（4）家属不接受减

瘤手术者。禁忌证：（1）多发部位梗阻形成闭袢；

（2）冰冻腹腔及不接受积极减瘤手术。

手术方式：寻找梗阻部位近端扩张肠管，行回

肠⁃结肠造口或短路。23例造口/短路组患者中1例

行短路手术；22例行造口手术，有 4例为横结肠造

口，18例为小肠造口。

2.减瘤手术：适应证：（1）充分评估围手术期风

险后，判断可耐受手术；（2）经影像学评估及查体，

预期术后可有效解除梗阻并缓解症状；（3）预计可

获得较长经口进食生存和较长无再次梗阻生存期；

（4）术后预期可保留能满足基本肠内营养、足够长

度（2 m以上）的小肠；（5）患者及家属同意实施积极

的减瘤手术。禁忌证：（1）高龄和一般状态较差，难

以耐受大手术；（2）近期手术治疗证实无法减瘤；

（3）Treiz韧带以上部位存在梗阻；（4）肝十二指肠韧

带、幽门、贲门等明显受累，预计将导致经口饮水困

难；（5）系统化疗后肿瘤快速进展，生物学行为差；

（6）床旁查体提示全腹壁僵硬，考虑小肠系膜、腹膜

大面积种植转移。

手术方式：切除肿瘤受累小肠及结肠肠段和所

累及周围脏器，并尽可能减瘤、切除肉眼可见病灶。

23例减瘤手术组患者中，16例进行肿瘤及区域受侵

肠段切除；7例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其中 2例为结

肠联合双附件切除，1例为直肠联合双附件和肝切除，

1例为直肠联合双附件和部分膀胱切除，2 例为结

肠联合部分胃切除，1例为结肠联合部分肝切除。

表1 造口/短路组与减瘤手术组恶性肠梗阻患者

基线资料的比较［例（%）］

临床病理特征

男性

≥60 岁

原发灶部位

结肠

直肠

分化程度

高

中

低或未分化

ECOG评分>0分 a

单发梗阻

小肠梗阻

结肠梗阻

腹水

网膜饼形成

远处脏器转移

造口/短路组

（23例）

15（65.2）
10（43.5）

15（65.2）
8（34.8）

2（8.7）
17（73.9）
4（17.4）

11（47.8）
15（65.2）
13（56.5）
14（60.9）
2（8.7）

17（73.9）
11（47.8）

减瘤手术组

（23例）

15（65.2）
15（65.2）

17（73.9）
6（26.1）

2（8.7）
17（73.9）
4（17.4）

16（69.6）
15（65.2）
11（47.8）
12（52.2）
6（26.1）

18（78.3）
8（34.8）

χ2值

0.000
2.190
0.411

0.000

2.242
0.000
0.348
0.354
2.421
0.119
0.807

P值

1.000
0.139
0.522

1.000

0.231
1.000
0.555
0.552
0.120
0.730
0.369

注：aECOG 评分为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体力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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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术效果评价指标及随访

（1）术后可经口进固体食物的梗阻症状缓解

率［13］；（2）术后 30 d 内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分级

（采用Clavien⁃Dindo分级［1］）和病死率；（3）通过门诊

和电话进行随访，了解术后生存时间并分析影响预

后的因素；末次随访时间为2019年4月。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统计学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

验；总体生存率的分析采用Kaplan⁃Meier 法，组间生

存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Cox回归分析筛选

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的恶性肠梗阻的独立预后

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梗阻症状缓解情况

本组患者术后整体症状缓解率为 76.1%（35/
46），造口/短路组为 60.9%（14/23），减瘤手术组为

91.3%（21/23）；减瘤手术组显著高于造口/短路组

（χ2=4.301，P=0.038）。减瘤手术组有 3例患者术中

达到肉眼无瘤状态（no evidence of disease，NED）。

术后有 24 例（52.2%）患者继续接受了 1~8 周期不

等的化疗±靶向治疗（方案有 CapeOX±贝伐单抗、

FOLFOX/FOLFIRI+西妥昔单抗/贝伐单抗），其中造

口/短 路 组 10 例（43.5%），减 瘤 手 术 组 14 例

（60.9%），减瘤手术组另有2例患者接受了术后放化

疗（50.6 Gy/22 f，同步口服卡培他滨）。术后2个月内，

全组有3例（6.5%）患者出现再梗阻，其中造口/短路

组 2例，减瘤手术组 1例；再梗阻患者中 2例再入本

院行保守治疗后好转，减瘤组 1例于外院经手术治

疗后好转。

二、术后30 d内并发症发生情况

术后 30 d 内出现并发症 25 例（54.3%），减瘤

手术组中 1例因切口感染裂开行二次手术。造口/
短路组和减瘤手术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52.2%
（12/23）和 56.5%（13/23），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0.088，P=0.767）；Ⅲ级以上并发症发生

率分别为 8.7%（2/23）和 13.0%（3/23），两组比较，

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χ2=0.224，P=0.636）。术后

30 d 内 4 例（8.7%，4/46）死亡；造口 /短路组和减

瘤手术组各 2 例，死因分别为感染中毒性休克、

腹腔感染并脑梗死、失血性休克和肺部感染。见

表 2。

三、随访结果

截至末次随访，全组46例患者中有34例死亡，

总体中位生存时间为 6.4个月，6个月和 1年的总体

生存率分别为54.5%和29.2%，见图1。减瘤手术组

的中位生存期为11.5个月，显著长于造口/短路组的

5.2个月（χ2=5.117，P=0.024），见表3和图2。症状缓解

的35例患者中位生存时间7.1个月，长于11例症状无

缓解者的5.1个月（χ2=3.844，P=0.050），见图3。
四、预后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手术方式和有无网膜饼形成

图1 46例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恶性肠梗阻患者术后总体生存曲线

表2 造口/短路组与减瘤手术组恶性肠梗阻患者术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例（%）］

术后并发症

总并发症 a

肺部感染

腹腔感染

切口感染

泌尿系统感染

腹泻

心律失常

出血

脑梗死

短肠综合征

造口黏膜坏死

并发症分级 b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V级

例数

25
4
7
7
1
1
1
5
1
2
1

20

1
4

造口/短路组

（23例）

12（52.2）
2（8.7）
3（13.0）
3（13.0）
1（4.3）

0
1（4.3）
1（4.3）

0
0

1（4.3）

0
10（43.5）

0
0

2（8.7）

减瘤手术组

（23例）

13（56.5）
2（8.7）
4（17.4）
4（17.4）

0
1（4.3）

0
4（17.4）
1（4.3）
2（8.7）

0

0
10（43.5）

0
1（4.3）
2（8.7）

注：a并发症发生例数有重叠；bClavien⁃Dindo分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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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造口/短路组与减瘤手术组恶性肠梗阻患者总体生存曲线

比较

图 3 术后症状改善的 35例与未改善的 11例恶性肠梗阻患者总体

生存曲线比较

与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的恶性肠梗阻的预后有

关。见表 3。多因素分析结果仍然显示，手术方式

和有无网膜饼形成为影响本组结直肠癌腹腔转移

导致的恶性肠梗阻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4。
讨 论

本研究在国内第一次报道了结直肠癌腹腔转

移导致的恶性肠梗阻的生存情况及手术干预效果。

在本研究中，观察到了手术可以取得良好的症状改

善效果，但术后并发症和病死率较高。相对造口/短
路手术，减瘤手术可以获得更高的症状改善率，且

不增加术后30 d内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部分经

过筛选的可耐受手术的患者可以从减瘤手术中得

到生存延长。这表明对于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

的恶性肠梗阻患者，手术仍有相当的临床价值。

对于恶性肠梗阻，由于肿瘤的负荷较重以及全

表4 本组46例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的恶性肠梗阻患者

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临床病理因素

手术方式（造口
或短路/减瘤）

网膜饼形成（有/无）

回归
系数

1.070
1.401

标准
误

0.390
0.536

统计量

7.518
6.825

风险比

2.917
4.060

95%CI
1.357~6.269
1.419~11.617

P值

0.006
0.009

表3 本组46例结直肠癌腹腔转移导致的恶性肠梗阻患者

预后的单因素分析［例（%）］

临床病理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60
<60

原发灶部位

结肠

直肠

分化程度

高

中

低或未分化

ECOG评分 a

0
>0

手术方式

造口/短路

减瘤

梗阻部位

单发

多发

小肠梗阻

有

无

结肠梗阻

有

无

腹水

有

无

网膜饼形成

有

无

远处脏器转移

有

无

症状缓解

是

否

例数

30（65.2）
16（34.8）

25（54.3）
21（45.7）

32（69.6）
14（30.4）

4（8.7）
34（73.9）
8（17.4）

19（41.3）
27（58.7）

23（50.0）
23（50.0）

30（65.2）
16（34.8）

24（52.2）
22（47.8）

26（56.5）
20（43.5）

8（17.4）
38（82.6）

35（76.1）
11（23.9）

19（41.3）
27（58.7）

35（76.1）
11（23.9）

6个月总体

生存率（%）

57.7
48.6

55.3
54.5

53.5
56.3

100
51.1
45.0

61.5
49.2

39.2
68.8

57.4
50.0

48.1
62.4

60.5
46.2

62.5
52.8

45.4
81.8

49.2
57.9

57.3
45.4

中位生存

时间（月）

6.5
5.4

6.1
7.1

6.1
10.6

17.3
6.1
5.4

6.5
5.7

5.2
11.5

6.5
5.7

5.7
10.6

7.1
5.4

7.1
6.1

5.4
17.3

5.4
6.4

7.1
5.2

χ2值

0.183

0.505

1.524

3.251

1.508

5.117

0.558

1.202

0.762

0.727

5.177

0.379

3.844

P值

0.669

0.477

0.217

0.197

0.219

0.024

0.455

0.273

0.383

0.394

0.023

0.538

0.050

注：aECOG评分为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评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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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消耗较大，患者一般状况欠佳，多周期、甚至多线

化疗后也难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外科医

生积极实施手术干预的意愿普遍不高，多以静脉营

养以及生长抑素类药物对症支持治疗为主［15］。而

文献报道，接受对症支持治疗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

有21 d，且生活质量显著低下［16］。

姑息性手术的首要目标是缓解症状、恢复经口

进食［17⁃18］。本组患者整体症状缓解率为76.1%，减瘤

手术组也获得了比造口/短路组更高的症状缓解率

（91.3% 比 60.9%），高于既往文献报道［13］。除此之

外，术后 2个月再梗阻率也是评价手术的有效性指

标，本组患者术后再梗阻率为 6.5%，与文献报道的

6%~47%相符［18⁃19］。这表明，术后生活质量和症状

管理仍需要持续关注。

单发肠梗阻患者可以通过支架、造口解决问

题，但多发梗阻的患者可能不得不进行减瘤手术，

对于这部分患者，积极减瘤可能会带来生存获

益［2，20］。本组患者总体中位生存时间为6.4个月，积

极减瘤手术的患者获得了比造口/短路组更长的生

存时间（中位生存时间 11.5个月比 5.2个月），也长

于既往文献报道的 4~9个月［21⁃22］。在既往文献中，

恶性肠梗阻的减瘤多见于卵巢癌及结直肠癌的手

术，这显示原发瘤种在治疗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18］。

本组恶性肠梗阻患者术后症状改善明显、恢复

进口进食良好的患者，其生存期显著长于未显著改

善者（中位生存期7.1个月比5.1个月），这说明姑息

手术虽然缓解症状为目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

了生存的延长，可能得益于营养状态的改善和后续

全身治疗的进行。然而，恶性肠梗阻的患者具有高

度异质性，外科医生在手术前通常很难确定手术方

式，只有在术中才能确定是否施行造口/短路手术或

者积极减瘤手术，此外还需结合手术医生的技术水

平以及患者的意愿［18］。

从手术的安全角度看，不可忽视的是，本组患

者术后30 d内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54.3%
和 8.7%，与既往文献报道的并发症发生率6%~40%
和病死率 5%~15%相当［18，21，23⁃25］。即便是接受创伤

相对较小的造口/短路手术的患者，其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和病死率与减瘤手术组的患者相当，提示创伤

较小的手术仍显著影响患者的短期预后。这表明

恶性肠梗阻相关外科干预仍然是高风险的治疗选

择。尽管如此，本组中超过 1年总体生存期的患者

为 29.2%，最长可获得 24个月的生存期，提示小部

分生物学行为良好的患者在度过围术期风险后仍

可显著获益。

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显示，手术方式和有

无网膜饼形成为结直肠癌复发转移导致的恶性肠

梗阻独立预后因素，这表明术前评估或者术中发现

患者网膜饼形成，提示严重预后不良。在既往文献

中，对于预后因素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年龄、是否

手术治疗、腹水、低蛋白血症、原发肿瘤类型被报道

是主要的预后因素，合并危险因素的多少决定了术

后短期并发症发生率和生存期［21，23，26⁃29］。

本项研究体现了结直肠癌恶性肠梗阻单一病

种的手术干预效果，避免了多个瘤种的混杂。局限

性在于样本量较少，患者具有高度异质性，可能存

在选择性偏倚进而影响最终结论，队列术前化疗周

期、基因类型等生物学行为信息较少；术后维持抗

肿瘤治疗的效果难以评价。虽然本组患者得到了

术后症状缓解和生存获益，但严重并发症和死亡风

险仍不可忽视。尽管外科医生通常会积极治疗术

后并发症，然而对于一些晚期疾病患者不太可能接

受。外科医生在面临恶性肠梗阻病例时，在选择具

体手术方式时要充分权衡收益和风险，并且需要考

虑到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及人文关怀［30］。

恶性肠梗阻是一类异质性很高的疾病，本领域

内几乎不可能开展手术方式的随机对照研究［27］。

我们认为在专家共识的基础上，开展高质量的队列

研究或登记研究，结合完善的生活质量和症状评价

体系，有利于提高本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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