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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表明，局

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新辅助

放化疗（nCRT）后，会发生临

床完全缓解（cCR）。部分精

心挑选的患者经等待观察

后，获得很好的疗效。这种

保留器官的方法，有助于患

者避免手术及其相关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nCRT 会导致

肿瘤细胞的退变和残留肿瘤

细胞的不均匀分布。由于假阴性率高，活检的可靠性在等

待观察策略中仍不尽如人意。因此，对病理组织学检查阴

性的患者，也应严格随访。今后，免疫微环境和分子标记、源

于患者的类器官培养、循环肿瘤细胞（CTC）和血浆游离DNA
（cfDNA）等技术，可能有助于等待观察患者的筛查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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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promising
results of watch and wait (W&W) approaches in carefully
selected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who
get a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cCR) after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nCRT). This approach of organ ⁃
preservation helps patients avoid surgery and its relat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nCRT will lead to the regression of the

tumor cells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residual tumor
cells. The reliability of biopsy is still unsatisfactory in W&W
strategy due to the high ratio of false negative cases. Therefore,
the patients with negative histopathological assessment should
also receive a strict follow ⁃ up. In the future,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and molecular markers, patient derived
organoid,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and circulating cell⁃free
nucleic acids (cfDNA) may be helpful for screening and
monitoring patients undergoing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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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世界范围内第三常见的癌症，也是

导致男性和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第四位的原因［1］。直

肠癌的发生率约为30%，且预后较差［2⁃3］。对局部进

展 期 直 肠 癌 患 者 予 以 标 准 的 新 辅 助 放 化 疗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nCRT），有利于提

高其肿瘤的可切除性、肛门括约肌保留率和局部控

制率。

一、等待观察策略的意义

在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后，有15%~20%的局部进

展期直肠癌患者会获得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具体表现为在标准外科切

除术后，组织学未见肿瘤残留［4］。在这些患者中，

能否省略手术而保留肛门，一直是学术界饱受争议

的话题。Habr⁃Gama等［5］的研究首次提出了“等待

观察（watch and wait，W&W）”的策略，该项研究中，

在放化疗后获得临床完全缓解（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cCR）的低位直肠癌患者，经过严密的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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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未进行手术；经过平均 60个月的随访发现，与未

达到 cCR 而接受全直肠系膜切除（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的患者相比，W&W组的结果令人欢

欣鼓舞，5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为 93%，

无病生存率（disease⁃free survival，DFS）为85%［5］。

另外一项经典的研究也获得了相似的结果。

在该项研究中，21例 cCR患者被纳入W&W组。在

随访（25±19）个月后，除1例患者出现局部复发并接

受补救性手术治疗外，其余20例患者均达到无病生

存；对照组共纳入20例pCR患者，接受手术后，随访

（35±23）个月，对照组 pCR患者累计 2年DFS和OS
分别为 93% 和 91%。W&W 组与对照组相比，DFS
和OS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短期并发症及肠道

功能方面W&W组明显优于对照组［6］。由此可见，

经过nCRT后，获得 cCR的低位直肠癌患者，有可能

从W&W策略中获益。

W&W策略除了精心筛选 cCR患者，同时需要

在该策略中加入非常缜密的随诊方案，包括直肠指

诊、核磁共振成像、内镜检查、胸部和腹部CT扫描

（用于监控远处转移）及血清学癌胚抗原等肿瘤标

志物的检测［7⁃10］。

二、病理活检在W&W策略中的意义

接受nCRT后的直肠癌会呈现不同程度的病理

学改变，由未见肿瘤细胞残留［肿瘤退缩分级

（tumor regression grade，TRG）的 TRG0］至肿瘤细胞

对于治疗几乎无任何反应（TRG3）［11］。尽管有研究

报道，临床肿瘤分期（cT）与术后病理学肿瘤分期

（ypT）密切相关［12］。但是，多项研究结果相差悬殊，

cCR和pCR的一致率从22%到96%不等［13⁃16］。

最近，来自韩国亚洲医学中心的研究值得关

注。该研究对 2 247例接受 nCRT的局部进展期直

肠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有313例（14.1%）术后

病理证实为pCR；术前2周行经直肠超声（transrectal
of ultrasound，TRUS）检查 283 例、行高分辨率磁共

振成像（MRI）检查 305例、腹盆CT（AP⁃CT）139例；

在这 3组患者中，针对原发肿瘤的 pCR预测效率差

强人意，分别有41例（14.5%）、51例（16.7%）和27例

（19.4%）患者得以验证；而针对临床N0状态的预测

效率相对较高，经TRUS、MRI和AP⁃CT准确预测的

病例分别为 204例（88.3%）、130例（52.2%）和 78例

（65.5%）。因此，上述临床手段预测原发病灶 pCR
的作用非常有限［17］。所以，有学者建议，在内镜检

查的同时，取活检，行病理学评估也应该纳入随诊

方案［6］。

目前，针对活检后病理诊断在“W&W”策略中

的应用价值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原因在于经

nCRT治疗后，活检病理的敏感性值得怀疑。

据国内研究报道，178例接受调强放疗联合化

疗的直肠癌患者入选该项研究，其中 79例在 nCRT
治疗后和手术前进行原发灶病理活检，术后证明，

有 52例患者达到了 pCR；在 120例 ypT2~4患者中，肿

瘤细胞在黏膜层、黏膜下层及固有肌层的检出率分

别为 20%、36.7%和 69.2%，原发灶活检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分别为 12.9%和 94.1%［18］。因为肿瘤细胞主

要位于肠壁较深层次，所以，即使原发灶为阴性的

患者，也不能排除肿瘤细胞残留的可能。

Duldulao等［12］的研究结果证实，在至少25%的cT2

肿瘤患者和超过40%的 cT3~4肿瘤患者中，通过内镜

在黏膜和黏膜下层取活检会无法检测到肿瘤细胞。

所以作者建议，包括固有肌层在内的全层活检，可

能会为所有接受nCRT治疗后的直肠癌患者进行准

确评估来提供依据。

Kuo等［19］的研究结果也证实，nCRT治疗后的直

肠癌患者通过重新活检预测 pCR 的敏感性仅为

21.4%，其敏感性甚至低于MRI（33.3%）和肠镜检查

（53.8%）。

Tang等［20］研究发现，51例内镜活检病理阴性的

患者，经过术后病理证实，仅有12例为真正的pCR，

预测效率仅为 23.5%；49例经过术后病理证实有肿

瘤残留的患者中，有 10例活检病理阳性，敏感性为

20.4%，特异性为 100%，准确率为 36.1%。另外，该

研究针对粗针穿刺活检能否提高预测准确率也进

行了相应的探索。结果发现，在接受粗针穿刺的43例
患者中，18例粗针穿刺活检阴性，其中8例术后病理

证实为pCR，阴性预测率为44.4%；35例术后证明有

肿瘤细胞残留的患者中，25 例粗针穿刺活检也予

以证实，敏感性为71.4%，特异性为100%，总准确率

为 76.7%。由此可见，粗针穿刺活检虽然较常规钳

取活检预测准确率有所提高，但仍非最完美的检查

手段。

由此可见，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所造成的肿瘤

细胞变性坏死、组织细胞浸润、纤维组织增生以及

残留肿瘤细胞位于肠壁较深层次，都是导致活检阳

性率较低的原因。

三、免疫微环境及分子标记物在W&W策略中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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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常规检测方法在W&W策略中作用有

限，针对免疫微环境和分子相关标志物的研究对于

预测nCRT疗效、筛选出适合W&W的患者意义重大。

nCRT可以激活宿主免疫应答，但也可以激活

免疫抑制途径［21］。为确定肿瘤免疫微环境的预测

效果，Teng等［22］用免疫组化的方法，研究了 62例直

肠癌 nCRT术前、术后T淋巴细胞亚群、程序性死亡

蛋白配体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蛋白4表达情况，

结果显示，高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高CD4+肿
瘤浸润淋巴细胞和低髓源性抑制细胞的患者对nCRT
的反应良好（分别为P=0.022、P=0.022和P=0.005）。

分子标记物在预测nCRT疗效方面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Watanabe等［23］应用cDNA芯片，对52例nCRT
前直肠癌标本进行基因表达谱分析，将其中 7例反

应良好和 28例无反应病例作为训练组，6例反应良

好和 11例无反应病例作为验证组，结果发现，训练

获得的 33基因表达谱在训练组和验证组的准确率

分别为 88.6% 和 82.4%。Agostini 等［24］也通过应用

基因表达谱对19例反应良好和23例无反应病例进

行验证，发现 19个差异表达的基因。由锌指蛋白

160（ZNF160）、X线交叉互补蛋白3（XRCC3）和ATP
依赖 DNA 螺旋酶同源物（HFM1）等基因构成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预测 nCRT 疗效的准确率高达

95%。

最近，应用源于患者的类器官培养以预测直肠

癌放化疗疗效成为研究热点。Ganesh等［25］建立了

65例源于原发性、转移性或复发性直肠癌患者的类

器官培养物。该类器官样本保留了其源肿瘤的分

子特征，其对临床相关放化疗反应与患者肿瘤的临

床反应相关。将该类器官肿瘤组织植入小鼠直肠

黏膜后，会形成侵袭性直肠癌，随后转移到肺和肝

脏。重要的是，移植瘤会表现出与临床相似的对化

疗反应的异质性。因此，作者认为，基于类器官平

台，结合体内试验，可以有效地预测直肠癌对于放

化疗的敏感性。国内Yao等［26］的研究结果也证实，

直肠癌类器官可以很好地重现相对应肿瘤的病理

生理及遗传学特征。而且患者的放化疗反应与直

肠癌类器官反应高度一致，准确率为 84.43%，敏感

性为78.01%，特异性为91.97%。

此外，在接受nCRT治疗后直肠癌患者中，循环

肿瘤细胞［27］及血浆游离DNA［28］可以很好地将反应

良好及无反应患者加以区分，这为将来W&W策略

动态监测提供了重要依据。

笔者认为，病理活检在直肠癌 nCRT 治疗后

W&W策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活检病理阳

性患者应该积极进行补救性手术；针对活检病理阴

性患者，应谨慎处理，需结合内镜等检查结果综合

评估是否为真正的 pCR，并继续按照“等待与观察”

策略要求进行密切随访。另外，在nCRT前，可以参

考免疫微环境、分子标志物等指标，借助类器官培

养、循环肿瘤细胞及血浆游离DNA等检测技术，预

测 nCRT疗效的同时，对进入“等待与观察”组的病

例进一步分为高危组和低危组，针对其中预期高复

发风险的高危组患者，结合内镜检查、病理活检等

常规检查手段，制定更为缜密的随访计划，可能是

将来直肠癌nCRT后W&W策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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