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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爆发给结直肠

癌的治疗带来了困难。肿

瘤患者作为感染的高危人

群，肿瘤病史作为新冠肺炎

不良预后的重要因素，都是

当下医患双方共同面临的

挑战。对于复发转移性结

直肠癌患者，低强度的维持

治疗是更好的选择，病情变

化或恶性度较高的肿瘤患

者仍需接受联合化疗。对于根治术后的患者，鉴于辅助化疗

获益程度的相对有限，可降低治疗强度并减少治疗时间。面

对发热的肿瘤化疗患者，需要对患者的发热原因进行分析，

按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文件规定的流程接受排查。病情稳定、一般状况良好及治疗

有效的患者可择期推迟影像学评估的时间。临床医师应根

据每例患者的具体情况作出个体化的临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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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makes the medical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s
difficult. Cancer patient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 and
tumor history is defined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oor
prognosis, which challenges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CRC) patients, maintenance

therapy is the optimal choice. The patients with tumor
progression or poor biological behavior should receive or
continue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Adjuvant chemotherapy
should reduce the intensity of treatment and shorten the
therapy time. Fever patients during chemotherapy need to
receiv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screening according to
national standards. Patients with stable diseases and good
general conditions may delay imaging examination. Clinicians
should make individual clinical decisions based on the
specifics of each patient during epidemic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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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年 12月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

冠肺炎）在武汉确诊以来，全国各省、直辖市及自治

区均有确诊病例报道，包括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

已出现感染患者。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六版）》文件规定，该病作为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1］。新冠

肺炎的感染及死亡病例已远超 2003年在我国爆发

的SARS肺炎，这种传染性强、波及范围广的疫情也

是少有的，使得大部分临床医生缺乏如何在此情况

下正常开展临床工作的经验。目前，我们仍不能对

疫情何时结束作出准确的判断，这为广大的结直肠

癌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困难。抗癌是个漫长且持续

的过程，肿瘤患者更是感染新冠病毒的高危人群。

据何建行教授团队分析的数据来看，新冠肺炎中肿

瘤患者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中肿瘤患者的比例，其

次，与非肿瘤患者相比，新冠病毒感染的肿瘤患者

年龄更大、呼吸道症状更明显、基线肺部CT严重程

度更高、重症风险也更高，肿瘤病史是发生严重事

件的最高危险因素，更加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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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受化疗、或手术的患者，比未开始抗肿瘤治疗

的患者有更高的重症风险［2］。此外，医院作为感染

的高危场所，前来治疗的肿瘤患者还需面对交叉感

染的风险。尽管如此，化疗对肿瘤患者、尤其是晚

期患者延长生存期仍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需要

我们对患者接受化疗所面临的感染风险及延迟治

疗导致的疾病进展综合评估，作出合理的临床决

断。在这严峻的疫情背景下，本文希望通过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的经验，以结直肠癌患者治疗为例，与

各位肿瘤科医生分享及探讨疫情下的肿瘤患者治

疗方法的选择。

一、复发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化疗

化疗是晚期结直肠癌患者治疗的基石。研究

表明，无论是氟尿嘧啶（5⁃FU）/卡培他滨单药、还是

联合伊立替康或奥沙利铂等药物的联合化疗，都能

改善肿瘤患者的预后，且一旦治疗有效，患者大多

可获得 2~3个月的肿瘤稳定时间［3⁃6］。短暂停止化

疗，一般不会对肿瘤病情发展带来明显而快速的不

利影响。因此，对于前期治疗有效的结直肠癌患者

来说，无需对不能按时进行化疗赶到过度忧虑。

由于疫情结束日期尚无法准确判断，在不具备来

医院进行静脉化疗的情况下，长时间的完全终止化疗

也并非合理选择，而低强度的药物维持治疗可能是更

好的办法［7⁃8］。因此，在疫情期间，为避免住院、静脉输

液等危险因素暴露，建议对于经初始化疗后病情稳

定、高龄、肿瘤负荷低的患者，可提前进入维持治疗阶

段，维持治疗药物选择以口服化疗药物为主。

从患者临床特征分析，肺转移和（或）区域淋巴

结转移等患者由于肿瘤负荷相对较小、肿瘤进展速

度较慢，更加适合推迟治疗或是接受维持治疗；肝转

移、特别是病灶负荷较大的患者，不适合延迟化疗，

能否适用于低强度维持治疗需要谨慎评估。从基因

分型视角来看，RAS/BRAF野生型患者，肿瘤生物学

行为相对较好，适合接受维持治疗，而对于 BRAF
V600E突变肠癌，由于肿瘤进展速度快，不适合降低

治疗强度。从治疗阶段分析，接受一线方案治疗患

者，由于一线治疗有效率相对更高，肿瘤控制时间更

久，推荐适度延迟治疗或提前进入维持治疗是适合

的，而二线甚至三线治疗患者，需要综合评估患者肿

瘤负荷、基因状态、进展时间等因素来考量是否可以

给予低强度维持治疗或是维持原治疗强度。

卡培他滨单药口服是比较适合的维持治疗选

择，如暴露风险可控，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可能延长

维持治疗有效时间，对于RAS/BRAF基因野生型患

者，西妥昔单抗亦可作为维持用药的选择。对高龄、

体力状况差、医院就诊交叉感染风险高的二线或三

线治疗患者，也可考虑暂时终止化疗，提前换用瑞戈

非尼、呋喹替尼等小分子靶向药物口服治疗，可能有

助于减少患者医院就诊而增加感染的风险［9⁃10］。

对于疫情期间，接受初始化疗后病情尚未获得

稳定、肿瘤负荷巨大、临床症状明显、基因分型为

BRAF V600E等生物学行为不佳，可能仍然需要接

受一定强度的联合治疗的患者，鉴于联合化疗可能

导致患者免疫功能降低而增加感染风险，建议化疗

期间务必加强对患者的支持治疗及健康宣教，做好

严格的个人防护与病区消毒，并对预期可能出现的

不良反应给予及时处理及早期干预，特别是化疗后

导致的严重粒细胞减少，并密切观察非预期出现的

不良反应。一旦患者进入病情稳定期建议立即降

低治疗轻度进入维持治疗阶段。

我国地缘广阔，异地就医患者比例非常高，在疫情

期间，强烈建议患者选择在当地医院继续接受药物

治疗，避免异地就医的路途中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

二、根治术后结直肠癌患者的辅助化疗

对于根治术后的结直肠癌患者，辅助化疗与否

取决于肿瘤分期。尽管指南表明术后辅助化疗能

提高患者生存，但不同患者的获益存在差异，特别

对于Ⅱ期患者是否需要接受辅助化疗，争议较

大［11⁃12］。目前NCCN指南推荐，Ⅰ期及低危Ⅱ期患

者不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无需行术后辅助化疗；

普危Ⅱ期患者，依据MOSAIC研究，可观察或行卡培

他滨/5⁃FU 单药治疗；高危Ⅱ期患者，可行联合化

疗、单药化疗或观察；Ⅲ期患者推荐联合化疗［11，13⁃15］。

基于 IDEA研究，T1~3N1的低危Ⅲ期患者与高危Ⅱ期

3个月XELOX辅助化疗组的无病生存期不劣于6个

月治疗组，同时即使接受FOLFOX方案化疗，3个月

与6个月的治疗疗效差距也并不明显［15］。

我们认为，辅助化疗对于肠癌患者来说获益是

有限的。在疫情期间，医生没有必要让患者为了并

不高的治疗获益而面临来医院就医增加病毒感染

暴露的风险。根治术后的结直肠癌患者接受辅助

化疗的适应证范围应该减小，治疗强度应该降低。

除外风险非常高的T4b或N2以上的患者，其他患者

均可考虑仅接受卡培他滨单药辅助化疗；对于已经

完成3个月辅助化疗的患者，可终止后续辅助化疗。

三、对化疗期间出现发热患者的处理

发热是肿瘤患者化疗期间常见的不良反应。一

方面，化疗药物的骨髓抑制可能导致伴或不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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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另一方面，肿瘤坏死引起

免疫反应，释放内生致热源也可导致体温升高。此

外，肿瘤患者化疗时大多带有 PICC/CVC/输液港等

静脉通路，导管相关血流感染较新冠肺炎更加常见。

一旦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出现发热，必须严格遵循疫

情期间国家与医院制定的发热处理流程，进行肿瘤发

热与感染发热的鉴别诊断，并遵循制度接受排查。

四、对化疗期间影像学评估的建议

影像学检查对于评估药物治疗疗效、接受局部

治疗手段的时机、化疗方案的变更、维持治疗截点

的选择都有着重要意义。非疫情期间，影像学检查

推荐每6~8周常规进行；但在疫情期间，频繁的影像

学检查同样可能增加患者交叉感染的风险，有必要

进行调整。建议对治疗后病情稳定，临床症状获得

改善、肿瘤标志物检测水平下降、临床综合评估治

疗有效的患者，推迟检查时间；而对于病情出现恶

化如肿瘤标志物检测水平升高、临床症状加重的患

者，或是出现临床急症如梗阻、穿孔、出血等的患

者，可能需要综合评估疾病进展以调整治疗方案，

则需要立即接受影像学检查。

五、总结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不容乐观，无论是国

内、还是国际上，尚缺乏传染病大规模爆发的背景下

肿瘤患者化疗策略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这对广

大结直肠癌患者及临床医师都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文中的观点及推荐均为建议，欢迎与同道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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