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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Habr⁃Gama 于

2004年率先报道了一组新辅

助放化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

解（cCR）直肠癌患者在进行

非手术的等待观察（W&W）

后，获得满意的疗效。自此，

W&W 走入人们视线并日益

受到关注。虽然越来越多的

临床研究结果表明，W&W策

略对部分直肠癌患者安全可

行，但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

循证医学证据。因此，对该方案的实施及安全性仍然受到质

疑。主要的焦点在于什么是最优化的放化疗方案；cCR的判

断时间及判断标准；目前仍然缺乏更精准的手段对cCR进行

准确的预测和评估；对局部肿瘤再生后补救手术的实施方案

及其安全性；肿瘤远处转移的风险是否会增加；目前尚缺乏

患者长期的肿瘤学及功能学随访结果。本文将根据文献并

结合本中心的经验，对目前W&W开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加以

阐述，并对其运用前景和未来面临挑战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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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4, Habr⁃Gama reported a new group
of rectal cancer patients achieving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cCR) after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who were able to
get a satisfactory curative effect after a non ⁃ operative watch
and wait (W&W) strategy. Since then, W&W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public attention. Although results of
accumulating clin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W strategy
is feasible for treating part of rectal cancer patient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evidence ⁃ based medical evidence.
Therefore, the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strategy still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main focuses are on the optimized
scheme of chemoradiotherapy, the timing and standard to
evaluate a cCR, and the shortage of a more precise
approach to judging and predicting cCR. Whether a
salvage surgery is safe and feasible for local regeneration, the
risk of increasing distant metastasis and long⁃term oncologic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of patients also remain uncertai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institute′ s experience,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W&W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and futur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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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Habr⁃Gama等［1］首先报道了71例直肠癌

患者经新辅助放化疗（neoadjuvant chemoradiation
therapy，nCRT）后，肿瘤达到临床完全缓解（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cCR）；在进行了非手术的等待观察

（watch and wait，W&W）后，与给予手术治疗的患者

治疗效果相当。Habr⁃Gama的研究结果留给人们思

考的问题是，在nCRT后，如果患者达到了病理完全

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也就是

局部已经没有残留肿瘤，是否可以避免手术而进行

W&W？这个问题近几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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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CRT方案和W&W的实施

1. nCRT方案：目前一般采用的方案是长程放化

疗。放疗剂量通常为50.4 Gy，以1.8~2.0 Gy、25~28次

分割外照射，每周5次［2］。同时给予氟尿嘧啶（5⁃FU）
为基础的化疗药物增敏，可以口服卡培他滨，也可静

脉同时给予5⁃FU和亚叶酸钙［3］。局部晚期直肠癌行

标准放化疗后，大约有 1/4 的患者会达到 cCR［4］。

2006 年，Habr⁃Gama 等［5］提出了通过提升放疗剂

量至 54 Gy，并在放疗结束至疗效评价间期增加以

5⁃FU和亚叶酸钙为基础的3个疗程的巩固化疗方案，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cCR比例。

2. nCRT后 cCR的评估间期：对 nCRT后 cCR的

最佳评估时间仍然存在争议。疗效评估通常在放

化疗结束后6~10周（平均8.8周）进行［6］。但近期研

究发现，放化疗结束后12周以后才达到 cCR的平台

期［7］。Hupkens 等［7］报道，在放化疗结束后 8~10 周

评估为近似 cCR（near cCR，ncCR）的患者，也就是虽

然放化疗反应良好，但尚未完全达到 cCR标准的患

者，在间隔 12周再次评估时，有 90%可以达到 cCR
标准；延长间隔时间评估后，符合 cCR并可以进行

W&W的患者增加了43%，因此，如果适当延长评估

间隔时间，cCR率会有所增加。

Habr⁃Gama等［8］也在总结该中心采用 54 Gy增

强方案治疗的患者后发现，在放疗结束10周进行首

次评估，以后对ncCR的患者每隔6~8周再随访评估

1次，直到完全达到严格的 cCR标准或者明确有肿

瘤残留。结果发现，只有 38% 的 cCR 患者出现在

10~16 周的评估期间内，平均出现 cCR 的时间为

18.7周，而且 cT2~T3a期患者 nCRT后达到 cCR的时

间（19周）明显早于T3b~T3d及T4期患者（26 周），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因此建议，对于首次评估

为 ncCR的患者，通过延长疗效评估间期至 16周再

做最后决定，能增加患者 cCR的机会。既往研究也

告诉我们，手术标本的 pCR比例与手术和 nCRT结

束的间隔时间亦相关，间隔时间越长，pCR比例越

高［9⁃10］。

3.nCRT后 cCR及ncCR的评判标准：采用W&W
策略成功的关键是对nCRT的疗效反应及结果有正

确的判断［11］。因此，对于 cCR的判断，必须掌握严

格的标准［12⁃13］。cCR主要根据肛门指诊、直肠内镜

及腹部高分辨磁共振表现进行评估。（1）肛门指诊：

局部光滑，未触及包块或仅在原肿瘤部位触及局部

僵硬。（2）内镜：可见黏膜苍白，完整光滑并可见毛

细血管的增生，见图 1；或可见瘢痕改变；也有的患

者肿瘤可完全消失。（3）高分辨磁共振：在原肿瘤部

位T2加权表现低信号，mrTWI无弥散受限，磁共振

肿瘤退缩分级（MRI tumor regression grade，mrTRG）
1级。在 cCR和明确肿瘤残留之间会存在一个中间

状态，即 ncCR，判断标准包括：（1）肛门指诊局部正

常，或仅触及≤2 cm的不平整或结节；（2）内镜可见

黏膜泛白和（或）毛细血管扩张，但伴轻度黏膜不平

整；（3）高分辨磁共振在原肿瘤部位T2加权表现低

信号，评分mrTRG 1~2级。目前认为，判断cCR最好

还是依据肛门指诊和内镜，影像学结果不能帮助诊

断cCR，但可以帮助进一步证实cCR。活检不建议常

规进行，因为经过放疗，肿瘤局部纤维化严重，而且放

疗后残留肿瘤细胞可能位于肠壁肌层中，而表面黏

膜正常，活检难以夹取到肿瘤组织，因此内镜下活

检结果经常会导致误判，对临床指导价值不大［14］。

见图2。

如果经严格评估有任何表面溃疡残留、不平整

以及结节残留，则需要考虑采取经肛局部切除或根

图 1 一例新辅助放化疗后临床完全缓解患者的内镜表现，可见局

部黏膜光滑、苍白，表面有毛细血管增生（本中心提供图片）

注：绿色圈内为正常黏膜，红色圈内为腺癌组织

图2 本中心一例近似临床完全缓解患者，经肛局部全层切除后，病

理检查可见表面黏膜正常（绿圈），但肌层仍然可见肿瘤残留（红圈）

（本中心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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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手术治疗。通过局部切除或全层切除活检可

以很好地了解肿瘤对治疗的反应、特别是对于ncCR
或影像学显示为ycT0~2N0的患者，既可以切除局部残

留病灶、又能够通过病理检查来了解肿瘤对放化疗

的反应程度。需要提醒的是，放疗后施行局部切除

会明显增加并发症发生率，主要是切口裂开，我们

中心切口裂开的发生率约在 30%，特别是靠近肛门

的肿瘤行局部切除后，由于远端固定张力大，容易

造成严重伤口裂开，但经过良好的对症处理，均能

够痊愈。见图3。
4. W&W随访的实施：符合 cCR标准的患者可

以进入W&W程序，但需进行计划周密的以指诊和

肠镜为主的规律随访，并定期行MRI以了解局部直

肠系膜及盆腔情况。这样可以早期发现局部再生

病变，从而保证患者的安全。

由于患者的肿瘤再生通常在 2年内，如果 2年

仍然能保持 cCR，那么以后复发的概率通常不超过

10%［15］。因此，W&W的前两年是非常重要的随访

期，且随访必须由熟悉W&W策略的专家进行。具

体随访方案如下［13］：（1）每3个月进行指诊和乙状结

肠镜检查，并需结合内镜窄带成像术（narrow band
imaging，NBI）观察；（2）每 4~6个月行盆腔磁共振检

查；（3）每4个月查血癌胚抗原；（4）每6个月行胸腹

部CT检查；（5）肠镜检查按目前肿瘤随访指南进行。

2年后如果仍然维持 cCR，纤维乙状结肠镜和

指诊可每6个月1次，3年以后可改为1年1次。3年

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此之后复发率会进一步明

显下降，因此应行盆腔MRI和胸腹部CT的全面检

查，此后则根据临床需要进行。在随访期的任何

时候发现肿瘤再生，应立即检查后行根治性手术

治疗。

二、W&W安全性及主要风险

1. W&W安全性：虽然目前尚缺乏长期观察结

果，但已有的证据提示，W&W 的患者总体生存率

（overall survival，OS）和 无 病 生 存 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与根治手术后的患者相当，这说明

W&W对于 nCRT后 cCR的患者在肿瘤学上是安全

的，而且在良好随访的基础上对于再生的肿瘤仍然

有机会进行补救手术［12］。

OnCoRe研究是迄今最大的一项队列研究，通过

对患者年龄、治疗状态及临床分期的倾向配比队列

评分，有效弥补了当前研究的一些不足，研究选取了

109例W&W患者和109例手术患者，结果显示，两组

3 年非再生无病生存率（non ⁃ regrowth disease ⁃ free
survival）分别为88%和78%，3年OS为96%比87%，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6］。2018年，Dattani等［3］一项

包含了 17项研究 692例患者荟萃研究得出类似结

论，cCR为 22.4%（95% CI：14.3~31.8），3年的OS为

图3 本中心一例65岁男性患者治疗前后内镜所见（本中心提供图片） 3A.治疗前，肿瘤距齿状线1 cm，肿瘤大小2 cm ×3 cm，肿

瘤分期cT2N0M0；3B.长程放化疗后8周，评估为近似临床完全缓解；3C.经肛局部切除后3周，切口裂开感染；3D.经肛局部切除后2个
月，治疗后逐步好转；3E.经肛局部切除后15个月

E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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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95%CI：90.2~96.2）［3］。近期，国际等待观察数

据库（International Watch and Wait Database，IWWD）
报道了 880例 cCR患者，结果显示，5年总生存率在

85%（95% CI：80.9~87.7），5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为

94%（91%~96%），持 续 cCR 的 患 者 5 年 OS 为

87.9%［12］。这与Mass等［17］的荟萃分析中pCR的患者

5年OS为87.6%相当。这是迄今最大的一组对真实

世界W&W策略肿瘤学的安全性进行评价的系列数

据结果，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研究，不但为cCR患者的

非手术治疗提供了有力的统计数据，也提示在真实

世界里，对cCR患者进行W&W策略是安全可行的。

毫无疑问，对经过选择的达到 cCR的直肠癌患

者实施W&W策略，可以达到理想的保肛保直肠目

的，同时有良好的盆腔肿瘤的局部控制。2019年，

Smith等［18］报道了113例W&W和136例全直肠系膜

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术后 pCR 的

对比结果，平均随访 43个月，W&W组保直肠率达

82%（93/113），22例（20%，22/113）局部肿瘤再生的

患者均行补救手术，而且术后91%（20/22）保持盆腔

未再发生肿瘤。

2. W&W主要风险：W&W的主要风险焦点在于

肿瘤局部再生、直肠系膜淋巴结转移及局部肿瘤的

播散以及远处转移率是否增加。

目前对pCR的预测仍然缺乏有效的评价指标，

因此，cCR与 pCR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没

有手术切除，亚临床残留的肿瘤会导致局部肿瘤再

生及远处转移可能，从而危及患者的生存［19］。Nahas
等［6］报道，克利夫兰诊所有 27%的术前判断 cCR的

患者，病理显示仍然有肿瘤残留，因此 cCR的患者

局部肿瘤再生是目前最大的风险。

5%~30%的W&W患者会发生肿瘤局部再生，

大部分会在 2年内发生，而且 97%的局部再生局限

于肠腔内［12］。绝大部分肿瘤局部再生患者可以进

行补救手术，且与直接手术的患者相比，对肿瘤的

治疗效果并没有负面影响［20］。有文献报道，肿瘤2年

局部再生率为 20%~25%，61.8% 出现在 1 年之内，

88%的肿瘤再生发生在 2年之内，96%的再生出现

在 3年之内，接近 90%的患者均能成功进行R0切除

补救手术［3，12，16］。需要强调的是，cCR后肿瘤再生的

补救手术与直肠癌手术后盆腔复发再进行的手术

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通常可以顺利完成，而后者

往往手术困难或无法再次手术［4］。

另一项主要风险是局部直肠系膜的淋巴结转

移和肿瘤播散以及远处转移。虽然局部肿瘤对放

疗反应良好是肿瘤生物学行为及预后良好的指标，

但仍然会有7%左右的 ypT0患者存在局部淋巴结转

移的风险，这部分患者需要行根治性的TME手术，

因此MRI、CT以及腔内超声主要用于随访直肠周围

是否有转移淋巴结或局部肿瘤播散［21］。局部再生

的患者中，肿瘤再生与远处转移的相关性，以及肿

瘤的远处转移是否是影响患者生存率的重要因素

仍不明确。Dattani等［3］的研究中57例（8.2%）出现远

处转移，其中的35例（60%）不伴有局部再生，3年累

计转移发生率为 6.8%（95% CI：4.1~10.2）。但在

Smith等［18］的研究中，肿瘤局部再生组的远处转移发

生率明显高于持续cCR组（36%比1%，P<0.001），因

此局部肿瘤再生会影响患者的总体生存。IWWD数

据显示，经过平均 3.3年的随访，有 8%的患者出现

远处转移，有局部肿瘤再生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为

76.5%，这些患者中有17.8%出现了远处转移［12］。此

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放疗本身存在的风险，例如增

加第 2肿瘤的发生率，引起小肠梗阻及慢性腹痛的

发生［22］。

总体而言，对 cCR的患者实行W&W策略是安

全可行的，密切随访早期发现再生，可以达到很高

的补救手术成功率，并且不会增加转移的发生以及

对患者生存产生负面影响。

三、W&W的患者获益及生活质量

W&W带给患者最大的获益是免除了手术给患

者带来的各种不良结果，包括手术并发症和直肠肛

门功能受损，也使许多患者避免了永久性造口，不

但保留了肛门而且保留了直肠。Smith等［13］的研究

中，W&W 组保直肠率达 82%（93/113），高于 TME
组。OnCoRe研究中，W&W组 3年的无造口生存率

显著高于手术组（74%比7%），大大提高了患者生活

质量［16］。对于那些通过采用W&W策略而避免了根

治性手术的患者收益是非常大的。目前发现，在肿

瘤早期阶段（包括 cT2N0），nCRT后 cCR率甚至可以

达到 44%［23］。因此，通过研究提高W&W策略的应

用潜力，精准扩大适用范围，将使更多的患者因避

免根治性手术和相关并发症获益［23］。但需要注意

的是，如果放疗效果不佳，这类患者再进行手术会

面临更多的并发症以及有过渡治疗之虞。

目前，关于W&W后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很少，

尚无 W&W 与放化疗后 TME 手术功能对照研究。

Habr⁃Gama 等［22］对照研究了 nCRT 后W&W 与局部

233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0年 3月第 23卷第 3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March 2020，Vol.23，No.3

切除的患者，肛肠测压发现，W&W患者的肛管静息

压和最大收缩压均优于局部切除患者，问卷调查结

果提示，W&W组的排粪问题要少于局部切除组；在

一般日常生活量表中，W&W组评分均好于其他各

亚组，但SF⁃36问卷结果相反。可能的解释是W&W
患者由于没有切除肿瘤，面临肿瘤再生的风险，因

此患者更多的缺乏安全感。而且，密切的随访也在

不断地提醒他们这种风险的存在。因此，W&W患

者对肿瘤复发的焦虑需要引起医生足够的重视。

然而，放化疗并非没有远期的不良反应，约有1/3
的 W&W 患者会表现严重的低位前切除综合征

（law anterior resection syndrome，LARS）和LARS评分

增高［24］。目前，对于W&W后放疗剂量与肛门直肠功

能的相关性研究较少。van der Sande等［25］最近研究

报道，有大约1/3的W&W患者在至少随访2年后存

在有明显的LARS综合征，主要症状有排粪不尽感及

在短时间内多次排粪，排粪急迫，而且随着时间延

长，接受过越高剂量照射的括约肌功能会越差。

四、W&W的研究及展望

时至今日，W&W已非一个新的概念，但要接受

这一理念成为日常治疗的一个选择仍有待时日，对

于W&W的临床应用仍需非常慎重［26］。特别是对有

手术机会的直肠癌患者，因为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

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其安全性并指导选择最适合的

患者。

获得循证医学证据最理想的状态是，cCR患者

W&W后的肿瘤学与功能学的结果，通过随机对照研

究（randomized condrolled trial，RCT）与进行标准的

TME手术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2］。目

前在clinicalTrials.gov上能够查到登记的正在进行的

临床研究有 16项，但只有一项研究（NCT02052921）
是对局部晚期直肠癌经过长程新辅助放化疗后cCR
的患者随机分组行W&W或直接手术，然后对肿瘤学

结果（3年DFS）进行对照研究［27］。要对W&W进行

RCT研究面临很大困难。首先，这应该是一项非劣

效研究，主要研究终点为生存率，证明该疗法不会对

生存率造成负面影响，这需要大量的病例数，因此完

成困难；其次，由于目前标准手术疗法与W&W相比

并无明显优势，而且手术使多数患者需要造口或术

后功能更差，当患者达到cCR后，很难说服患者再接

受根治性手术治疗，因此TME手术入组将面临困难，

使RCT研究难以完成［23］。

目前最可行的方案，是通过记录详实数据的前

瞻性大数据队列研究，从而提出最佳放疗策略，并

通过研究得出如何提高放疗效果，提升 cCR 的比

例。例如是否可以通过增加肿瘤区放疗的剂量、或

在放疗期间增加生物增敏剂，从而提高放疗效果、

减少放疗抵抗等。但此类研究需要包含个体化的

研究治疗方案并广泛纳入各类患者，因此更好地完

成此类研究，获得更加可靠的数据，就应该克服各

种障碍，加强国际间、院际间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更

快地入组各类患者，弥补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更加准确和普适的结

果。目前，IWWD纳入了 15个国家 47个中心的数

据［12］。国内有条件的中心也可以积极加入该数据

库的数据收集。2018年，IWWD已经报道了迄今最

大的一组病例数据结果，随着参加国家及中心数量

的不断增加、数据的不断积累和随访时间的不断延

长，IWWD也将会给我们提供更多更详实的真实世

界患者获益和风险数据来指导临床实践。

另一个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方面是，在开展

W&W的过程中，部分患者会存在过度治疗的风险。

因此，目前W&W需要提供更加个体化的精准治疗

依据，包括放疗敏感性的预测以及更加精准的判断

及预测 cCR的手段，例如将不敏感的患者从敏感患

者中区分出来，从而避免他们过度治疗。既往研究

重点放在希望通过寻找相关基因标志来进行敏感

性预测，但从目前研究的结果看，效果欠佳，且短期

内难以获得理想的结果［28］。所以需要一些新的思

路、新的技术和新的方法应用于该项研究。

影像学检查来准确预测 pCR显示了良好的前

景，研究主要集中在PET⁃CT以及MRI弥散像对cCR
的预测与判断，在结合临床指标后，可大大提高判

断准确率，使PET⁃CT对cCR的预测准确率从91%上

升到96%。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MSKCC）肿瘤中心也

报道了类似的结果，TRIGGER研究告诉我们，mrTRG
可以作为评判肿瘤对放化疗是否有效的新的生物学

指标，但仍然缺乏随机对照的双盲研究来提供依

据［29］。这些研究提示我们，通过更敏感精准的影像

学技术或寻找相关生物学标志，将会更精准地判断

cCR及pCR。如果我们掌握了有效地预测敏感性的

手段，我们就可以改变目前“千人一方”的局面，可以

开展个体化的精准治疗，这样也能使更多早期的、低

位的直肠癌患者进行W&W，而这部分患者的获益将

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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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已制定了相关共识来指导临床实

践［30］。由于W&W的开展有很高的要求，建议只有

在能够得到多学科团队的指导、对患者可以进行密

切随访包括肠镜和磁共振评估的中心来开展实

施。此外，在实施前，必须将该疗法可能存在的风

险及不确定性对患者进行充分告知。当然，随着治

疗方法的不断优化与规范，新辅助放化疗方案及药

物治疗的进步，基础与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治疗

效果会不断提升，这一治疗理念也将会惠及更多的

患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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