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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直肠癌患者全程新辅助治疗后主动性
等待观察及器官保留策略：一项前瞻性、
单中心、单臂研究（PKUCH⁃R01）的
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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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对MRI分层低风险直肠癌给予全程新辅助治疗后实施等待观察及器官保

留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开展的一项前瞻性单臂二期

研究进行初步分析。研究对象纳入时间为2016年8月至2019年1月。筛选基线评价为低风险度的

中低位直肠癌［初始 MRI 局部分期为 T2或 T3a 或 T3b，且壁外血管侵犯（EMVI）阴性，且环周切缘

（CRM）阴性，高、中、低分化腺癌］，给予为期1个月的新辅助调强放化疗（IMRT；50.6 Gy/22 f）+同期

卡培他滨化疗，在4个月的等待间期，给予4次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巩固化疗，最终通过临床体检、直

肠MRI、内镜评价、血清癌胚抗原等复查手段，明确肿瘤消退的效果，评效为临床完全缓解（cCR）或

近 cCR（near⁃cCR）的患者，实施等待观察疗法或器官保留手术。主要研究终点为：器官保留率和括

约肌保留率。结果 共38例纳入本次初步分析，其中男性24例，女性14例，中位年龄56岁。基线

MRI分期：mrT2 9例（23.7%），mrT3a 14例（36.8%），mrT3b 15例（39.5%）；肿瘤分化程度：高、中分化腺

癌分别为 5例（13.2%）和 32例（84.2%）以及黏液腺癌 1例（2.6%）。患者治疗前癌胚抗原水平升高

1 例（2.6%）。调强放疗期间发生 3级放射性皮炎 1例（2.6%）；巩固化疗期间，发生3~4级不良反应

18例（47.4%）。全程新辅助治疗结束后评效，cCR率为42.1%（16/38），near⁃cCR率为 23.7%（9/38），非

cCR（non⁃cCR）率为34.2%（13/38）。共20例（52.6%）cCR/near⁃cCR患者进入等待观察，其中4例出现

局部再生。局部切除共 4例，包括 1例为再生后补救性局部切除。接受根治性切除 13例（ypCR
4例）：新辅助治疗后直接行低位前切除（LAR）10例，腹会阴联合切除1例，再生后补救性LAR 2例。

拒绝手术治疗共4例。中位随访时间23.5（8.5~38.3）月；至末次随访，器官保留率为52.6%（20/38），

括约肌保留率为84.2%（32/38）；1例局部切除后患者发生肺转移。结论 对MRI分层低风险直肠癌

实施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巩固化疗的全程治疗模式，可达到较高的 cCR/near⁃cCR率，并使该亚组获得

50%以上的器官保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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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watch and wait strategy and organ
preservation surgery after total neoadjuvant treatment for MRI stratified low ⁃ risk rectal cancer.
Methods A prospective single arm phase Ⅱ trial developed at 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was preliminarily analyzed. Subjects were enrolled from
August 2016 to January 2019. Low⁃risk rectal cancer with following MRI features were recruited: mid⁃low
tumor, mrT2 ⁃ 3b, MRF ( –), EMVI ( –), CRM ( –), differentiation grade 1 ⁃ 3. Patients received intensity ⁃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50.6 Gy / 22f with concurrent capecitabine and 4 cycles of consolidation
CAPEOX. Patients with cCR / near⁃cCR confirmed by physical examination, rectal MRI, endoscopy, and
serum CEA were recommended for watch & wait approach or local excision (LE). The main study
outcomes were 2⁃year organ preservation rate (OPR) and sphincter preservation rate (SPR). Results
Thirty⁃eight patients were eligible for analysis, including 24 males and 14 females with median age of
56 years; 9 cases of mrT2 (23.7%), 14 cases of mrT3a (36.8%) and 15 cases of mrT3b (39.5%); 5 cases
of well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13.2%), 32 cases of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84.2%) and 1 case of mucinous adenocarcinoma (2.6%). Carcinoemobryonic antigen (CEA) was elevated
before treatment in 1 case. One case (2.6%) of grade 3 radiation dermatitis occurred during IMRT; 18 cases
(47.4%) occurred grade 3 to 4 adverse events during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After total neoadjuvant
treatment, the cCR and near⁃cCR rates were 42.1% (16/38) and 23.7% (9/38), respectively, while non⁃cCR
rate was 34.2% (13 / 38). Twenty patients (20 / 38, 52.6%) of cCR or near ⁃ cCR underwent watch & wait
approach, with a local regrowth rate of 20% (4/20). Four patients received LE, including one salvage LE.
Thirteen patients (4 were ypCR) received radical resection, including 10 cases of initial low anterior
resections (LAR), 1 cases of initial abdominal perineal resection (APR) and 2 cases of salvage LAR, four
patients refused operation.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23.5 (8.5⁃38.3) months. At the last interview of
follow ⁃ up, the OPR and SPR were 52.6% (20 / 38) and 84.2% (32 / 38), respectively. Only one patient
developed lung metastasis and no local recurrence occurred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r LE. Conclusion
Total neoadjuvant treatment for low⁃risk rectal cancer achieves high cCR/near⁃cCR rate, with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receiving watch and wait approach and organ preservation in this subgroup.

【Key words】 Rectal neoplasms; MRI risk stratification;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Watch
and wait strategy; Organ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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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低位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发生临床完全

缓解（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cCR）的患者，实施

等待观察（watch and wait，W&W）目前已较为成熟，

使患者器官保留率显著提高，造口率降低，生活质

量提高［1］。国际等待观察数据库（International
Watch and Wait Database，IWWD）、InterCoRe等多中

心登记研究的数据显示，cCR患者的局部再生率和

远隔转移率为 20%~25%和 8%，提示 cCR患者预后

良好并具有稳定的生物学行为［1⁃4］。前期W&W领域

的研究，更多关注了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经过以手术

为目的新辅助治疗后，发生的“偶得性cCR”，此类患

者基线分期偏晚、治疗方案强度不够且评效时间不

足，最终达到 cCR 诊断的比例小于 5%，此现状使

cCR病例数少，W&W研究不易开展［5⁃6］。欧洲肿瘤

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MSO）等指南认为，对于MRI局部低风险度的直肠

癌（mrT2/T3a/T3b）患者，可直接实施全直肠系膜切除

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7⁃8］。目前，经括约

肌间切除术（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ISR）、经肛全

直 肠 系 膜 切 除 手 术（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aTME）等技术的普遍开展，促使中低位直

肠癌的保肛适应证明显扩大，然而手术并发症和围

手术期死亡的发生也是低位直肠癌手术不可忽视

的问题。一些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MRI基线分期

较早，提示新辅助治疗后预期 pCR率较高：巴西圣

保罗医院最新发表的数据显示，对cT2N0直肠癌实施

强效新辅助治疗后初始 cCR率高达 86%［9］；mrT3a/b
可达 35%，而mrT2接近 50%［10⁃11］。前期 Timing研究

数据显示，对局部进展期直肠癌，长疗程放化疗后

追加FOLFOX巩固化疗结合延长治疗/等待时间，病

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率

可高达 38%［12］。此外，对于基线分期较早且降期显

著的肿瘤，亦有报道显示，局部切除可获得良好的

局部治疗效果［7⁃12］。这使我们认识到，肿瘤负荷小、

预后较好的低危直肠癌，既是外科直接手术的优势

人群，又是新辅助放化疗的优势人群。在复发转移

风险均较低的情况下，新辅助放化疗后W&W和极

限低位保肛手术，究竟何种方案更为安全有效合

理，能最大限度保留器官功能和使患者获益？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开展W&W疗法的中心为

数不多，且绝大多数为回顾性研究。为了在本领域

提供中国数据，笔者团队设计实施了 PKUCH⁃R01
研究。研究假设通过MRI筛选低危直肠癌后实施

强度较高的新辅助治疗方案，可获得较高的 cCR/
pCR率，并为此组患者提供W&W或保留器官手术

（局部切除）的机会。本文为此研究的初步报告，重

点探讨该治疗模式的可行性、不良反应及短期疗

效，期待为最终实现“主动性W&W”策略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前瞻性、单臂、二期单中心临床研究。

筛选基线评价为低风险度的中低位直肠癌，给予为

期 1 个月的新辅助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同期卡培他滨化疗，在 4个月

的等待间期，给予 4次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巩固化

疗（consolidation CapeOX），最终通过临床体检、直肠

MRI、内镜评价、血清癌胚抗原等复查手段，明确肿

瘤消退的效果，给予个体化的外科治疗建议。本研

究注册于2016年8月（临床注册号NCT02860234）。
二、病例入组、排除标准及研究方案调整

1.病例入组标准：（1）年龄>18岁，<85岁；（2）体
力状况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 0~1；（3）病理学确诊的

直肠腺癌，分化为G1~G3，即高、中、低分化腺癌；（4）
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2 cm（内镜）或距离肛管直肠

环≤8 cm；（5）初始MRI局部分期为 T2或 T3a或 T3b，
壁外血管侵犯（extramural vascular invasion，EMVI）
阴性，环周切缘（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
CRM）阴性，无髂外、髂总、闭孔、腹主动脉淋巴结转

移；（6）无远隔转移证据；（7）无盆腔放疗病史；（8）无
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病史；（9）不伴随需要抗生素

治疗的全身性感染；（10）血常规：中性粒细胞计数

>1.5×109/L，血红蛋白>100 g/L，血小板计数>100×
107 /L；（11）血生化：总胆红素≤1.5×正常上限（upper
limit of normal，ULN），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3×ULN，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4×ULN；（12）患者阅读、签署

本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同意参加本研究。

2.病例排除标准：（1）复发性直肠癌；（2）初始局

部不可切除性直肠癌（无法R0整块切除）；（3）肌酐

水平超过正常值上限 1.5倍；（4）有盆腔放疗病史；

（5）患者无法耐受增强核磁的检查；（6）患者过去 5
年内罹患过生存率显著低于Ⅲ期直肠癌的恶性肿

瘤（妥善治疗过的基底细胞癌、皮肤鳞癌、小肾

癌、乳腺癌、甲状腺乳头状癌等预后较好的肿瘤，不

在此范围）；（7）患者过去 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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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如心绞痛、心肌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

血管意外等；（8）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

性的治疗；（9）患者为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10）合

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可能影响到患者参

与本研究。

3.研究方案的调整：根据临床实际入组情况和

患者需求，于2018年12月进行了下列病例筛选标准

的调整：（1）入组患者年龄上限由75岁修改为85岁；

（2）排除黏液腺癌患者入组；（3）删除了对基线mrN
分期中，对系膜淋巴结N分期的要求，明确了无系膜

外转移淋巴结；（4）将既往肿瘤疾病的可入组范围，

增加了妥善治疗过的小肾癌、乳腺癌、甲状腺乳头

状腺癌。

三、新辅助治疗方案

新辅助放化疗为 22 f⁃IMRT，肿瘤靶区（gross
tumor volume，GTV）50.6 Gy/CTV 41.8 Gy/22 f，同

期口服卡培他滨 825 mg/m2 2次/d；休息2~4周后，

给予4周期CapeOX方案巩固化疗，具体为：奥沙利铂

130 mg/m2静脉注射，第 1天，卡培他滨 1 000 mg/m2

口服，2次/d，第 1天至第14天，第15天至第21天复

查血液学检查及休息；剂量调整方案与临床实践中

辅助化疗相同。本研究新辅助治疗时序示意图见

图1。
四、疗效评定

（1）评价手段：新辅助治疗后疗效评价手段包括

但不限于：直肠T2/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增强 MR、内镜检查、直肠指诊、血清

癌胚抗原检查、胸腹 CT 检查；无论是否完成全部

4 周期巩固化疗，均在22f⁃IMRT结束后16周进行最

终评价。（2）评价标准：参考圣保罗医院、纪念斯隆

凯特琳癌症中心和马斯克里赫特癌症中心对 cCR/
近似（near）⁃cCR的诊断标准［13⁃14］。

五、个体化治疗

cCR的患者建议W&W，near⁃cCR病例根据患者

意愿进行W&W或局部切除；非 cCR病例则建议根

治性手术切除。

1.局部切除：指征和切除范围为放化疗结束后

16周评效时诊断为near⁃cCR/ymrT1~2N0；肿瘤瘢痕范

围可进行完整切除；鼓励主诊医生采用“金字塔形”

切除，对瘢痕切至直肠系膜外侧，以期获得准确 ypT
分期及阴性切缘［15］。

局部切除后，病理检查满足以下条件者可认为

达到了切除活检或局部根治的目的，可进行观察和

随诊：（1）ypT0~1；（2）基底切缘、放射状切缘均为阴

性；脉管癌栓阴性。局部切除后追加根治性直肠切除

的指证为（1）ypT分期>T2；（2）环周或基底切缘阳性；

（3）脉管癌栓（+）；（4）局部切除后病理提示 ypT2Nx，
切缘阴性且无其他高危因素的患者，根据患者保肛

意愿决定是否追加根治性切除。

2.W&W［16］：结合患者实际，可操作的复查周期

通常为第 1年每 2~3月复查，第 2年每 3~4月复查，

第 3年每 6月复查，后续每年为年度复查［13⁃14,17］。随

W&W时间的延长逐步降低复查频率。复查项目为

指诊+T2/DWI MRI+肠镜+血液癌胚抗原检查。

六、研究终点

（1）器官保留率（organ preservation rate，OPR）：

定义为新辅助治疗后达到 cCR或 near⁃cCR，接受了

非手术治疗或局部切除手术患者的比例，时间期限

为 2 年，OPR 将由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日期开始计

算［18］。（2）括约肌保留率（sphincter preservation rate，

注：巩固CapeOX方案为奥沙利铂+长培他滨

图1 PKUCH⁃R01研究新辅助治疗时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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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后达到接受了非手术治疗

或局部切除或括约肌保留手术患者的比例，SPR将

由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日期开始计算。（3）新辅助治

疗不良反应：将根据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 4.0
（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adverse events version
4.0，CTCAE 4.0标准）评价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

七、样本量估算

本中心前期数据显示，约有48%的局部进展期

癌通过 22f⁃IMRT治疗后可降期为 ypT0~2N0［19］。根据

临床经验，研究者假设其中至少 50%（绝对比例

24%）的患者可符合 cCR 或 near⁃cCR 的诊断标准。

在本研究方案中，由于通过MRI筛选了生物学行为

好、预计新辅助治疗反应率高的病例，且新辅助放

化疗联合巩固化疗治疗强度增大，预测将有 40%
的患者可达到 cCR或 near⁃cCR，假设新疗法的 cCR/
near ⁃ cCR 率 40% 优于既往疗法 cCR/near ⁃ cCR 率

24%，需要入组 64 例患者（β=0.15，power=85%，α=
5%，单侧检验），考虑到 10% 的脱落率，共需招募

72例患者。

八、质控方法

本研究中重点质控的信息为基线MRI及治疗

后 cCR评效。基线MRI第一次分期确认由本中心

直肠癌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讨

论后获得，并在治疗前由另一组独立的MRI医生进

行分期复核。治疗后 cCR 评效将再次由直肠癌

MDT团队共同审阅MRI和内镜报告后得出，并由该

患者的主诊医师将评效结果告知患者，结合患者意

愿最终形成治疗方案。

九、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2.0软件（美国 IBM公司）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

采用例（%）表示。

结 果

一、患者基线信息

本研究自2016年8月开始入组，截止至2019年

11月完成全部入组 72例。其中至 2019年 1月，共

38例纳入本次初步分析，中位随访时间 23.5（8.5~
38.3）个月；其中男性24例，女性14例。基线MRI分
期：mrT2 9例，mrT3a 14例，mrT3b 15例。患者治疗前

癌胚抗原水平升高1例（2.6%）。见表1。
二、新辅助治疗不良反应和耐受性

调强放疗期间，全部患者均完成 22次分割放

疗，发生 3级放射性皮炎 1例（2.6%）。巩固化疗期

间，共有 35例（92.1%）患者完成了 4周期的巩固化

疗（考虑到剂量调整），期间 3~4 级毒性反应率为

47.4%（18/38）。
三、疗效评价和初始决策

全程新辅助治疗结束后评效，cCR率为 42.1%
（16/38），near⁃cCR 率为 23.7%（9/38），非 cCR（non⁃
cCR）率为 34.2%（13/38）。通过多学科团队讨论和

患者意愿，初始治疗决策见表2。有1例near⁃cCR和

2例 non⁃cCR根据患者意愿和局部情况实施了局部

切除手术，病理结果均为 ypT2Nx且切缘呈阴性，未

追加根治性切除。在接受低位前切除术（low anterior
resection，LAR）或 taTME的10例患者中，ypCR 4例，

ypT1N0 1例，ypT2N0 4例，ypT3N1 1例。1例行腹会阴联

合切除术（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APR）患者为

ypT3N0。

四、肿瘤局部再生及干预

在进入 W&W 的 20 例患者中（15 例 cCR，5 例

near⁃cCR），共有2例 cCR、2例near⁃cCR出现局部再

生（4/20，20.0%）；后续 1例拒绝手术，1例接受了局

部切除（ypT1Nx），2 例接受了 LAR，经病理检查为

ypT1N0。

表1 全组38例采用全程新辅助治疗的低风险直肠癌

患者基线信息

临床资料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M（范围）］

肿瘤距肛缘距离［cm，M（范围）］

肿瘤距肛管直肠环距离［cm，M（范围）］

肿瘤分化程度［例（%）］

高分化腺癌

中分化腺癌

低分化腺癌

黏液腺癌 a

临床分期［例（%）］

T2N0

T2N+
T3aN0

T3aN+
T3bN0

T3bN+

数据

24（63.2）
14（36.8）
56（30~83）
4（1~8）
0（-1~5.5）

5（13.2）
32（84.2）

0
1（2.6）

8（21.1）
1（2.6）
8（21.1）
6（15.8）
3（7.9）

12（31.6）
注：a 1例黏液腺癌入组于方案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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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末次随访，W&W 16 例，局部切除 4 例，行

LAR/TaTME手术12例，接受APR 手术1例，拒绝手

术者5例。OPR为52.6%（20/38），SPR为84.2%（32/
38）。

五、复发转移及生存

至末次随访，1例接受局部切除的女性患者发

生了多发肺转移（入组治疗前，肺CT检查即提示可

疑小结节待查，但无法判断为肺转移），目前接受系

统化疗。无其他复发、转移及肿瘤相关死亡事件。

讨 论

PKUCH⁃R01研究在前期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实

施W&W策略的基础上，通过基线MRI筛选低风险

亚组，并给予全程新辅助治疗。初步结果显示：这

种病例选择和治疗模式，获得了 42.1%的 cCR率和

52.6%的OPR，为低风险直肠癌亚组保留器官功能

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持。R01研究结果经初步分析，

体现了设计特点和创新性：首先，回顾性研究提示

局部T2、T3a及T3b的直肠癌亚组对新辅助治疗敏感

性高，pCR率较高［9⁃11］。目前本领域内的前瞻性研究

较少，但圣保罗医院Habr⁃Gama等［9，20］2019年发表

的研究显示，对 T2N0直肠癌实施新辅助治疗+巩固

氟尿嘧啶化疗，可获得86%的初始cCR率，这与R01
研究中的分析非常接近。

其次，R01研究的治疗方案整合了高强度的新

辅助治疗手段，22 f⁃IMRT生物有效剂量大于常见

50.4 Gy/28 f方案，也高于圣保罗医院的54 Gy方案。

巩固化疗强度与 TIMING研究类似［12］；并因巩固化

疗延长了等待间期至 16周以上。目前尚无法比较

巩固化疗模式对pCR/cCR率的影响，因为巩固化疗

本身包含了时间因素。而不加巩固化疗、单纯延长

等待时间至16周以上的设计，则因为转移风险而难

以被伦理委员会通过。尽管我们选择了低风险直

肠癌，理论上等待间期转移率较低，我们仍设计了

巩固化疗以确保患者安全［9⁃10，16］。

关于局部切除的选择，本研究中有争议的设计

是对于局部切除后 ypT2Nx、切缘呈阴性且无其他高

危因素的患者，结合患者意愿可以不追加根治切

除。实际上这种放宽的局部切除指征来源于以下

几点考虑或体会：（1）患者强烈的保肛意愿对局部

切除后补救手术决策有影响；（2）短期内追加根治

切除的手术风险很高；GRECCAR⁃2等研究中追加

根治术增加了并发症［15，21］；（3）预期较低的淋巴结转

移率，本研究中实施根治手术或补救性手术的患者

中，仅有 1例 ypN1的患者，提示追加 TME手术可能

是过度治疗；（4）笔者认为，未来局部切除的适应证

范围应当扩大而不是缩小，本组分析数据可见，绝

大部分根治术后的病理分期为 ypT0~2N0；（5）对于潜

在可保肛患者的局部切除指征要格外慎重，因为

解剖间隙的破坏将使后续根治术的保肛丧失可能

性；（6）放疗后局部切除手术需要很高的手术技巧，

金字塔型切除后的创面处理、缝合线裂开的风险以

及远期肛门疼痛等，均对外科医生和患者有较大挑

战［15，22⁃26］。

对于进展期肿瘤新辅助治疗后发生 cCR，国际

公认的局部再生率为 20%~25%［1⁃2］。本研究分析中

cCR患者的局部再生比例为 2/15，cCR+near⁃cCR的

整体再生率为20.0%，这提示对于低危亚组直肠癌，

cCR后再生率可能低于进展期癌，而更多的near⁃cCR
可尝试W&W。从转移率来看，本组分析中仅出现

1 例肺转移，低于进展期肿瘤 cCR患者W&W后约

8%的转移率［1⁃3］。这也提示我们，MRI局部低风险

直肠癌患者伴随的远隔转移风险亦将较低，可积极

尝试保留器官功能的治疗策略。

笔者不认为本研究采用单臂前瞻研究设计存

在局限性，因为 cCR后W&W的研究实施随机对照

异常困难，受患者意愿影响很大。本研究的局限性

主要在以下几点：（1）对于肿瘤基线直径没有限定，

纳入了部分T分期偏早、但浸润肠腔环周范围较大

的肿瘤，这对于后续局部切除的决策有较大影响；

表2 全组38例低位直肠癌患者全程新辅助治疗后的评效结果及初始决策［例（%）］

评效类别

临床完全缓解

近临床完全缓解

非临床完全缓解

总体［例（%）］

例（%）

16（42.1）
9（23.7）

13（34.2）
38（100）

等待观察

15（39.5）
5（13.2）

0
20（52.6）

局部切除

0
1（2.6）
2（5.3）
3（7.9）

初始决策

LAR/taTMEa

1（2.6）b

3（7.9）c

6（15.8）d

10（26.3）

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0
0

1（2.6）b

1（2.6）

拒绝手术

0
0

4（10.5）
4（10.5）

注：a LAR/taTME为低位前切除术/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b为病理完全缓解；c其中 1例病理完全缓解；d其中 2例病理完全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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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 near⁃cCR患者的治疗选择，难以明确；（3）
生活质量的评价尚未完成；有研究显示，局部切除

患者尽管保留了反射弧，但仍有较高的“前切除综

合征”［23］；（4）缺乏相同MRI基线分期直肠癌患者实

施低位保肛后的数据作为对照，对于本研究组中的

人群，其各方面预后的对照组不应选择接受新辅助

治疗的进展期癌，而应该与近似MRI分期直接实施

根治手术的患者进行比较［27⁃32］。

综上，MRI分层低风险直肠癌实施新辅助放化

疗联合巩固化疗的治疗模式，可达到较高的 cCR/
near⁃cCR 率，使该亚组在个体化外科决策后获得

50% 以上的器官保留率。本研究初步显示了

PKUCH⁃R01研究方案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局限性，

其最终结果还有待全部入组病例的随访结果。同

时，由北京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牵头进行北

京地区的多中心研究（BJCC⁃R01）也已启动，希望通

过多中心数据，为局部低风险直肠癌进行等待观察

和器官保留的治疗选择，提供更扎实的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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