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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肛门鳞状细胞癌治疗之后的局

部复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的：基于高分辨率肛门镜的肛门癌

患者随访期间，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

变和局部复发的发生率。

设计：回顾性观察研究。

地点：肛门及生殖肿瘤转诊中心。

患者：1998－2018 年间，共有 76 例肛

管/肛周癌患者，其中 63 例符合条件，

排除 3 例后总共 60 例患者入组本研究，

男性为 35/60（58％）。 

干预：对肛门鳞状细胞癌患者接受放

化疗或者单纯手术之后接受高分辨率

肛门镜的随访。

主要观察指标：局部复发和高度鳞状

上皮内病变检出率。

结果：60 例患者（27％为 HIV 阳性）

接受了中位随访时间为 42个月（7~240
个月）的随访。7 例患者在研究入组时

即有局部复发，因此需进行单独分析。

剩余 53例患者中有 30 例（57％）接受

了放化疗， 23 例接受了手术切除

（43％）。33 例患者为肛周肿瘤，20 例

患者为肛管肿瘤。放化疗组 30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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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10 例为 I期肿瘤（33％），而手术

组 23例患者中 I期肿瘤有 22例（96％，

p <0.001）。 

结局：放化疗组和手术组分别有 4 例

（13％）和 17 例（74％）患者发现了

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p <0.001）。21
例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患者有 20例
（95％）接受了消融治疗。已出现局部

复发的 7 例患者中有 6 例（86％）在中

位随访 21个月后出现了高级别鳞状上

皮内病变。１例患者（T1N0M0）在首

次放化疗（0.56/1000 人-月）后的随访

过程中发生了局部复发，手术组无一

例复发。之前已有局部复发的 7 例患

者中有 2 例再次 出现局部复发

（6.86/1000 人-月）。3 例局部复发均在

治疗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后发生。

全组无一例发生转移，未行腹会阴联

合切除术的患者亦无死亡发生。 

局限性：回顾性数据。 

结论：肛门鳞状细胞癌患者术后出现

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在手术组比放

化疗组更为常见。在高分辨率肛门镜

随访中，局部复发率很低，因为高级别

鳞状上皮内病变已经被消融了。病灶

较小的肛周癌手术切除似乎是安全的；

但是，部分患者仍有较高复发风险。视

频 摘 要 见

http://links.lww.com/DCR/B285。 

背景 

肛门鳞状细胞癌（ASCC）经过治疗

后可以获得长期生存。放化疗

（CRT）是主要治疗方式，尽管 T1
（<2cm）的肛周癌也可以行单纯手术

切除术（EO）进行治疗 1。ASCC 是

由于 HPV 引起的，并且在肛管上皮

内瘤变（AIN）背景下发生，现在被

称为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
2,3，并被认为可能是癌前病变。对于

切缘≥1mm的完全切除的肛周 T14 
ASCC，如果无区域性扩散，则行 EO
治疗也是可以接受的 1。有一些证据

表明肛管的 ASCC 手术治疗的效果并

不比 CRT 的疗效差 5，但 EO 仍存在

争议 6。正在进行的一项前瞻性英国

研究也正在探索这个问题 7。切除切

缘不足的患者和 T1N0 期疾病的患者 

 

接受辅助化学放疗（CRT）。成功进行

ASCC 治疗后仍可发生局部复发      

 

 

(4），CRT 后的 LR 发生率为 9.89 / 
1000 人月[8,9]。该统计数据来源于

2005 年，虽然从那时候开始放疗技术

有所改善 10。ASCC 治疗后的 LR 意

味着相应的并发症和潜在死亡率可能

会升高；长期生存可能需要行挽救性

腹会阴联合切除术或行永久性造口的

手术。 

英国关于 ASCC 治疗后随访的指南 1

不建议将 HRA 作为随访的一部分。

但是，伦敦地区指南建议除了临床随

访之外还应使用 HRA 来进行监测 LR
（表 1）1,11。英国最近的一篇论文 9

建议，在 ASCC 后，HRA 检测和治

疗 HSIL 可能会降低 LR 率。HRA 使

用肛门镜放大（最多 x30）并检查肛

周和肛门内上皮，如果需要的话，使

用 5％乙酸和 Lugol 碘，并在局部麻

醉下通过活检诊断 HSIL12。病理诊断

是检测肛管/肛周 HSIL 的金标准 13。

http://links.lww.com/DCR/B285


Dis Colon Rectum 2020; 63: 1363–1371 
DOI: 10.1097/DCR.0000000000001750 
Copyright © 2020 
Disclaimer: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lon and Rectal Surgeons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translations provided by Dr. 
Wang and his colleagues.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ublished content is the only official text. The translated 
version is subject in all respects to the official text of the published article. If there are any concerns or issues regarding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s or information presented with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ese 
articles, please refer back to the official English-language version. 

 

世界各地的医疗单位都通过局部手术

或消融来治疗 HSIL，以防止其发展

为 ASCC3,14–16。一项治疗肛管 HSIL
的随机对照试验正在进行 17。目前尚

不了解 ASCC 术后 LR 中 HSIL 的病

理类型，也尚不清楚 HRA 在 ASCC
治疗后降低 LR 中的作用 3,13。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在国家 HRA 转诊

中心的 ASCC 随访计划中检查 HSIL
的检测率和 LR 率。 

材料和方法 

1998-2018 年间，对肛管肿瘤转诊治

疗中心接受了 ASCC 治疗并连续接受

HRA 监测的患者进行了前瞻性收集的

数据库进行访问，该中心主要接收来

自该地区和全国各地的患者。CRT18

结束或 EO 手术结束后完成六个月的

随访时间的患者可以纳入本研究。

ASCC 患者接受 HRA 监视的时间长

短有所不同：随访数据来自 2004 年

以来的患者，但也有 1998 年以后诊

断为癌症的患者。 

在使用 HRA 随访监测之前，ASCC
治疗遵循以下两种途径之一：CRT 或

有足够切缘的 EO。CRT 组包括切除

联合辅助放化疗的病例（n = 6，数据

未显示）。比较了 CRT 和 EO 组的结

果。EO 后出现 HSIL 通过切除治疗

（如果在我们单位施行）；其他病例

是在 EO / CRT 后的不同时间从外单

位/医院转诊接受 HRA 随访的。如果

可以在没有肛门镜的情况下完成手

术，则将跨越肛门边缘的病例视为肛

周病变。肛周被定义为距肛门边缘至

周围 5 cm 皮肤 4，但是我们将阴道系

带附近的患者排除。来自外单位的患

者采用转诊医生的建议将病例分为肛

管/肛周。“肛缘”考虑为肛周。少数病

例在对已经治疗过的（EO，CRT）
ASCC 局部复发治疗后才转诊进行

HRA 监测。这部分患者虽然治疗方式

一样，但将其结果单独考虑。 

如果在随访期间怀疑 HSIL，则进行

HRA 指导下的活检。靶向 HSIL 治疗

可采用消融术（局部或全身麻醉下激

光消融）。随后继续进行 HRA 随访。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学，

任何免疫抑制反应和既往肛门生殖器

癌症病史；ASCC 分期，治疗，诊断

日期；肛门 HSIL 和 LR 的后续诊

疗；局部/远处复发或转移；死亡，死

亡原因和生存状态；随访时间。 

随访期是从 ASCC 治疗结束到最近一

次的 HRA。当患者退出 HRA 监测，

停止就诊，出现 LR 或死亡（以先发

生者为准）时，则开始对数据进行分

析。对于退出该研究的患者，数据更

新则包括最近一次的 HRA 的数据。 

主要研究终点为 LR 率和首次检测出

HSIL 的时间。次要研究终点是 HSIL
治疗的次数，全因死亡，ASCC 特异

性死亡和淋巴结转移。LR 被定义为

肛管或肛周内的任何浸润性癌，无论

原发肿瘤的确切位置如何。这是由于

缺乏有关其他单位转诊患者中原始

ASCC 确切位置的准确记录。 

本研究排除的患者为：在 ASCC 治疗

后六个月未参加至少一项 HRA 监测

的患者；非鳞状细胞的组织学诊断；

以及首次接受 CRT 治疗失败的患者，

定义为在 CRT 结束后或六个月后的持

续性存在侵袭性 ASCC [18]。 

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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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伦理委员会已授予许可编号：17 
/ SC / 0487。 

统计 

比较 EO 和 CRT 两组间的结果差异。

双侧 Fisher 精确检验用于比较分类变

量，本研究认为 p≤0.05为显著性差

异；连续型数据（参数和非参数）使

用两样本 t 检验和 Wilcoxon 秩和检

验。 使用 Kaplan-Meier 估计和对数

秩和检验比较两组之间差异的显著

性，以分析 HSIL 诊断时间。使用

SPSS（IBM，SPSS 软件，版本 19）
和 R（R 统计学计算基金会，奥地

利，维也纳，ISBN 3-900051-07-0，
URL http://www.R-project.org/）分析

数据。 

结果 

队列特征 

在 1998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诊

断的 76 例 ASCC 病例评估后纳入

HRA 随访计划。CRT 后 6 个月之

内，由于非鳞状组织学诊断的原因排

除了 3 名患者（4％），而由于持续未

消退的原发肿瘤而排除了 10 名患者

（13％）。因此，确定有 63 名

（83％）患者符合入组本研究。其

中，两名患者拒绝接受 HRA 随访，

要求当地医疗机构随访。因此，有

61/63（97％）的患者至少接受了一次

HRA 随访。在 CRT 后四个月的初次

HRA 评估中，发现 1/61 患有无症状

的持续性 ASCC，并被建议接受姑息

化疗。因此，有 60 名患者进入了随

访研究（图 1）。 

在开始随访之前，发现 7 名患者已出

现 LR。这些患者被认为可能有不同

的 LR 风险，因此在本文中将其分开

分析。 

剩下的 53 例病例中，有 31 例

（58％）是男性，其中 18 例

（58％）被确定为与男同性恋者。22
位女性中有 13 位（59％）在 ASCC
诊断之前或之后肛门生殖道其他部位

再被确诊为 HSIL / 癌症（9 例

HSIL，4 例癌症，见表 2）。15/53
（28％）患者为 HIV 阳性，另有 14
位患者免疫力下降。10 名假定的有免

疫能力的患者缺乏有关免疫状态的数

据。 

33/53（62％）患者所患肿瘤位于肛

周。21/33（64％）的肛周病变患者接

受了 EO 治疗。除 EO 组中的 2 名患

者（10％）是痔疮标本中完全切除的

ASCC 外，所有的肛管病变患者均接

受了 CRT 治疗。 

随访结果 

30 名接受放化疗的患者中（包括 1 例

单独接受放疗的患者），在平均 46 个

月的随访中，发现 4 例（13％）在

HRA 随访中至少一次发现肛管

HSIL。单纯放射治疗的病例是后来发

现患有 HSIL 但未发展为 LR 的病例

之一。23 例 EO 患者中有 17 例

（74％）在 HRA 随访中位数 39 个月

内发展为 HSIL（表 3）。通过对数秩

和检验，两组间首次达到 HSIL 的时

间明显不同（图 2）。 

CRT 组的 LR 率为 0.56 / 1000 人月。

一例肛周肿瘤患者（1 / 30，3％，中

位随访时间为 46 个月），在 CRT 后

39 个月出现 LR，这是一种异常的多

灶浸润性肛周 SCC。在 CRT 后 15 个

月时首次在肛周诊断 HSIL，但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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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到 28 个月，HRA 才诊断 HSIL
阴性，而在 30 个月时，激光消融了

右后和左前肛周 HSIL；在 35 个月时

局部活检为低级别病变，但在 39 个

月时右侧肛周后溃疡含有 ASCC
（0.6mm 深度浸润）。切除未显示进

一步的侵袭性疾病。唯一的危险因素

是吸烟和肥胖（BMI 43）。治疗的困

难包括较大的体表面积，放疗后多发

红斑，多发疣，因患者体积而导致的

对局麻药和全身麻醉药的耐药。已经

接受了整个肛周的激光分阶段烧蚀治

疗。肛管 HSIL 也已消融。随后的 23
个月随访中没有发现进一步的 LR。 

EO 组中未发现 LR。 

53 例既往没有 LR 的患者中，HSIL
的治疗率为 20/21（95％）。其中一名

（4％）患者接受了切除，其他 19 名

（85％）患者进行了激光消融。一名

患者出现了自愈。所有 3 例 LR 病例

均在 HRA 检测和治疗 HSIL 之后发

生。 

迄今为止，已有两名患者在 HRA 随

访计划中死亡（3.3％）。这两例死亡

都不是由 ASCC 引起的：一名死于中

段消化道的神经内分泌肿瘤。一名先

天性免疫抑制患者死于阴道 SCC。 

HRA 随访过程中没有患者出现远处转

移，也没有患者死于 ASCC。在

ASCC 随访期间，有一名仍活着的患

者被诊断出患有原发性肺癌。没有患

者接受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已有局部复发的患者 

7 名患者在进入 HRA 监测之前曾有过

LR。由于进一步发生 LR 的风险较

高，因此单独进行了分析。 

七分之三的患者在进入研究之前已接

受过 CRT 治疗并手术治疗了 LR。所

有这三个患者均再次出现了 HSIL，
其中一个患者在 8 个月后相邻部位切

除第二个 LR（表 4）。 

一位在肛管 ASCC EO 切除后被转诊

进行随访的患者在首次 HRA 时诊断

LR，并在随后的 CRT 后进入随访。 

该患者没有进一步的 HSIL。 

3 例既往没有 CRT 的患者中，有 1 例

患有原发性 ASCC 的患者接受了

EO，四年后接受激光消融治疗弥漫性

T2 肛周复发（由于合并症，不适合

CRT）；然后她在 21 个月后在肛管中

发现了 LR，并接受了 CRT。另外两

名在进入研究之前对 T1 SCC 进行了

切除，对 LR 进行了进一步切除。 

在我们的随访过程中，这 7 例病例中

有 6 例平均发生 2.5 次 HSIL（1-4）。
所有患者均进行了消融治疗。在两个

案例中治疗均延迟了 9 个月。前者由

于患者缺勤导致治疗延迟，虽然并未

影响患者预后。另一名患者由于在另

一家医院进行外阴癌的治疗，可能导

致了其 LR。 

在研究结束时，所有 7 例患者仍然存

活，没有淋巴结转移或进一步的

LR。从进入研究前的最新 LR 治疗时

间到 LR 或其最近的 HRA 日期至

2018 年 12 月（中位随访时间 21 月，

范围 8-121 月），该组的癌症发生率为

6.86 / 1000 人月。 

讨论 

HSIL 被认为是 ASCC 可能的前期病

变，而 HRA 是其检测的金标准技术
3,13–16。然而，对于 ASCC 治疗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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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 进行随访的作用目前知之甚少，

也不存在已有关于 HRA 使用的国际

标准。 

由于 HSIL 可能是癌前病变，因此患

者在 CRT 之后出现肿瘤退缩或治疗后

改变后可能在重要部位仍存在显著的

HSIL。CRT 后 HSIL 发生率的下降支

持了这一假设。此外，并非所有研究

均提示 EO 组后续出现 HSIL 20 与较高

的 LR 发生率相关，HRA 和消融相结

合和较低的 LR 发生率相关 21。 

有趣的是，与 EO 组相比，CRT 组最

初的预后明显较差，ASCC 期较高，

但 HSIL 的发生率却较低。 

体积较小的肛门/肛周癌的 EO 取得了

不同程度的成功 19,20,22,23，EO 的使用

也在逐步增加 5。一项针对 EO 与

CRT 的人群研究显示，尽管处于早期

阶段，但 80 个月后 EO 组的存活率降

低了。但是，没有记录 LR 的情况
22。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 CRT 相比，

EO 的 LR 率更高 23，其中 41％的 EO
病例在 41 个月的中位随访期内局部

复发，这比我们观察到的要高得多。

本组 EO 病例在研究中没有使用

HRA，也没有发现或治疗 HSIL。 

与 12 例不接受 CRT 辅助治疗后的患

者相比，5 例切除 T1 期肿瘤未接受

CRT 辅助治疗出现 HSIL 几率较高
24。 

上述证据和我们自己的研究认为直径

小于 2cm 的肿瘤同时淋巴结阴性的患

者应该接受 EO 治疗。在某些论文中
19,23，对 HRA 进行密切随访和消融

HSIL 是否可以逆转 EO 患者的复发率
19,23 仍需要在临床试验中进行进一步

探索，但我们的研究数据令人鼓舞。 

该队列中大量的早期癌和肛周癌是由

于患者在切除较小的 ASCC 后转诊接

受 HRA 随访，这主要是一种肛周治

疗方式，也归因于我们在患者寻求

HSIL 治疗接受 HRA 检查时发现了侵

袭性较小的 ASCC。在许多情况下，

初次 HRA 检查时便可发现局部复

发，而没有 HRA 可用的转诊临床医

生则很难发现复发。HRA 能够有效的

发现早期 SCC，还可以识别 HSIL，
这也更加说明应该将 HRA 视为

ASCC 治疗后随访项目的另一个原因
3。 

总 LR 率为 0.91 / 1000 人月，与 2005
年英国论文 8 中的 Goon 等 9 计算得出

的预期 LR 9.89 / 1000 人月相比较

低。在 19 个月的中位随访中，对 19
例 HIV 阴性患者进行 ASCC 的 CRT
后进行 HRA 随访和 HSIL 治疗的先导

研究中 LR 率为 1.98/1000 人月。没有

HSIL 的发生率和治疗的相关报告。

他们的 LR 率比 2005 年的数据提高了

五倍，尽管这些数据来自现代放射疗

法技术之前的一个时代，新的放疗技

术降低了 LR 率 10。随机对照研究通

常结合了区域和局部复发率，5 年复

发率为 25％25。在 42 个月的随访

中，我们的 60 名患者队列的总 LR 率

为 0.91 / 1000 人-月，这比 Goon 等人

的数字进一步降低了两倍，其中一半

以上的患者存在免疫功能受损。这比

2005 年的 LR 率提高了 10 倍 8。我们

和 Goon 等人的数字均表明 LR 率的

提高至少部分归因于 HRA 监测和

HSIL 治疗。 PLATO 伞试验系列临床

研究中的 ACT 3 是高质量前瞻性队列

研究，其提供了有趣的比较数据，体

积较小的肿瘤接受了完整切除，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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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HRA 或 HSIL 治疗 26。 

在这项研究中，只有一个患者出现了

LR。该病例发生于一名中年异性恋男

子，其异常的多灶性肛周浸润性病变

导致了广泛的放射治疗区域。尽管进

行了治疗，但他的 LR 使用微创技术

切除。该患者已被转诊接受免疫学评

估。另外两个病例是已经复发一次并

且似乎有较高的第二次 LR 风险的患

者。三人均接受了进一步的 HSIL 监

测，且均未发生远处复发和腹部手术

切除。本研究中的 LR 病例均为

T1N0M0，但是样本量太小，无法得

出任何进一步的具体结论。即使

HSIL 治疗无法阻止 LR，但使用 HRA
随访可能会使 LR 降级。进一步的研

究可能会确定潜在的可改变因素，以

改善 LR 的预防，例如每 3-4 个月间

隔的随访时间或更强烈的消融。 

我们队列中的患者均未行腹会阴切除

术，也没发生转移性疾病。但是，持

续存在的 HSIL 已得到积极治疗。如

果没有 HRA，就不能准确地检测出

HSIL 或进行治疗。部分因为之前的

治疗或其他禁忌症而无法进行放射治

疗的患者中，肛周肿瘤复发通过 EO
和严密的随访可能是替代腹会阴切除

的可行方法。但是，要充分告知患者

这种保守治疗方法的风险，并需要格

外小心 1。LR 切除仅限于早期发现且

切缘大于 1mm 的情况下才可行，这

在肛周肿物最容易实现。 

局限性 

这是对前瞻性收集的数据的回顾性分

析。数据的回顾性意味着不可能提前

检测计算效能，因此该研究可能会出

现统计效能不足。由于本研究的三级

转诊性质，我们的队列可能没有代表

性。各组之间在背景方面存在显着的

差异，请参见本文。 

结论 

鉴于放疗严重的并发症会对生活质量

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27。我们需要一

种安全的替代技术来治疗较小的

ASCC。我们介绍了 HRA 随访以及

HSIL 检测和治疗，以及适当选择的

LR 病例进行手术切除。本研究观察

到 LR 的早期诊断以及较低的 LR
率。 

由于 EO 后观察到的 HSIL 发生率很

高，我们建议在这些预后良好的

ASCC 中使用 HRA 进行监测随访。

更多的外科手术单位应考虑接受 HRA
培训，以在 ASCC 治疗后发现和治疗

HSIL。 

这是我们已知的对 ASCC 治疗后患者

进行 HRA 随访的最大样本量的研

究。需要对该人群中的 HRA 进行进

一步的前瞻性研究，以了解 CRT 和

EO 后的最佳随访，以及评估 HSIL 治

疗对 LR 的影响以及最终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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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补充表：伦敦地区指南：肛门鳞状细胞癌后 HRA 指导的监测.11 

随访模式 初始 2 年 2 年之后 

临床体检 & HRA 3-4 个月 5 年内每 6 个月一次,然后每
年一次  

PET 6 个月 +/- 3 

个月 

只在考虑肿瘤复发时 

MRI   6 个月 第 3 年再行 2 次检查，然后
只在考虑肿瘤复发时 

胸腹盆 CT 12 个月 3 年时再行 1 次检查，然后 

只在考虑肿瘤复发时 
 



表 2. 一般资料与危险因素：原发性 ASCC 治疗后随访 

一般资料 放化疗* 仅切除 （EO） 总共 显著性 
例数 30 23 53  
平均年龄 （范围） 55 （39-72） 51 （27-75） 53 p= 0.19 
性别比例（男：女） 19：11 12：11 31：22 p = 0.57 
MSM  12  6  18 p = 0.222 
其他生殖器官 HSIL/癌症

（女性） 
4 例 HSIL，1 例癌症合

并 HSIL 
5 例 HSIL，3 例癌

症合并 HSIL 
9 例 HSIL，4
例癌症 

HSIL p=0.328 
癌症 p=0.104 

HIV 携带者 （均为男性） 10（33%） 5（22%） 15（28%） p= 0.28 
其他免疫缺陷者** 7（23%） 7（30%） 14（26%） p= 0.75 

初始 AJCC 部位和分期     
肿瘤部位：肛管 vs 肛周 18：12 2：21 20：33（38%

肛管） 
p=0.0006 

不明分期 1（3%）  1/53 （2%）  
1 期（%总数） 10（33%） 22  （96%） 32/53 

（60%） 
p < 0.0001 

2 期（%总数） 8（27%） 1（4%） 9/53（17%） p = 0.034 
3/4 期（%总数） 11（37%） 0 11/53

（21%） 
p = 0.001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RA 高分辨肛门镜； HSIL 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MSM， 男性同性恋性行为。 

* 1 例患者仅接受放疗 

** 其他导致免疫缺陷的原因包括：肝移植， 结缔组织疾病， 类风湿关节炎， 胶原性结肠炎， 卡波西肉瘤， 
糖尿病， 克罗恩病， Churg-Strauss syndrome， 肾移植， 淋巴瘤，严重免疫缺陷伴随症状和内源性 CD4 白血

病严重联合免疫缺陷与先天性 CD4 淋巴细胞减少症 



表 3. 随访结果：首次 ASCC 治疗后的随访 

结果 放化疗, CRT  n = 30 仅切除, EO n = 23 总体 n = 53 p 值 

治疗后中位随访时间, 月(范围) 45.6 (8-240) 38.6 (7-193) 41.8 (7-240) p=0.484  

肿瘤治疗后的 HSIL 4 (13%) 17 (74%)  21/53 (40%) p = 0.00001 log 

rank test,首次

HSIL 时间 (图 2) 

HSIL†后的治疗 4/4 (100%) 16/17 (94%) 20/21 (95%) p = 1.0 

HRA 随访发现局部复发  1 (3%) 0 1/53 (2%) p= 1.0 

0.56/1000 人月 0 0.34/1000 人月  

†1 例患者自愈 



表 4. 进入 HRA 监测计划的具有 ASCC 先前 LR 的患者 

ASCC 患者随访前即
有 LR 

初次 CRT 或 LR 后成
功切除 

手术切除, LR, CRT 手术切除, LR 后切除, 

随后进入随访 
 

患者总人数 3 1 3 

随访时再次发生 LR 1 0 1 

细节 初始 ASCC：转诊前
10 年为 T2 的肛管 

危险因素：吸烟者； 

肥胖 

年龄：50 岁。 
 
第一次 LR：HRA 转
诊时：切除 1.1mm

深度 10mm “ 4 点钟”
ASCC 肛周 

HSIL 治疗：a /切除肛
周 HSIL 

b /五个月后 AC 消融
HSIL 
肛周左外侧活检：
AIN2 
 
第二次 LR： 

两个月后，左侧肛周
外侧 3mm 水平
1.5mm 深度。 

治疗：切除 

结果：其后接受 HSIL

激光消融； 无 ASCC

复发。 

 
 

 
 
 

初始 ASCC：T1N0M0 

ASCC 在转诊前 4 年
被切除 

危险因素：肥胖，糖
尿病 

年龄：40 岁 

外阴 SCC（已排除） 
 
第一次 LR：T2 肛周
ASCC 行激光治疗；
因合并症未行 CRT 

HSIL 治疗的原因： 

a/自 1 年前开始对广
泛 HSIL 进行激光消
融 

b /一年后对继发外
阴合并会阴 HSIL 行
手术切除。推迟进行
HRA 监视。 
 
第二次 LR： 

距肛管 ASCC21 个月 

治疗：CRT 

结果：HSIL 激光消融
以来无 ASCC 复发 

随访中无 LR  2 1 2 

细节 初始 ASCC：CRT 

LR：分别为 6 年和
1.5 年 
 

初治 ASCC：切除肛门
直肠连接处 
 

初始 ASCC：手术切
除 
 



治疗：仅行切除术和
扩大切除并行手术重
建 
 
进入随访：平均治疗
3.5 次 HSIL 

随访时间：分别为
121 个月和 74 个月 

LR：第一次 HRA：GA

活检切除术的肛门边
缘病变。 LR 也可在
前肛门直肠交界处诊
断。 
 
治疗：CRT 
 
进入随访：经过 8 个
月的随访未发现 HSIL  

LR：切除后 5 年和 2

年 
 
治疗：进一步切除，
切缘阴性 
 
结果：两组均有 1 名
患者接受 HSIL 治疗 

随访：分别为 10 个
月和 4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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