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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 Colon Rectum 2020年10期摘要

·DCR专区·

肛管肿瘤摘要 Anal Neoplasia Abstracts

肛门鳞状细胞癌患者采用高分辨率肛门镜随访：高

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的发现和治疗对局部复发的

影响
Julie Bowring，Adam N. Rosenthal，Noreen Chindawi，Mayura

Nathan，Homerton Anogen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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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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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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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1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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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荣欣 译、校）

结直肠癌摘要 Colorectal Cancer Abstracts

结肠肠段切除是结肠脾曲癌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治

疗方式：意大利外科肿瘤学会⁃结直肠癌网络合作

组织的全国回顾性研究
Maurizio Degiuli， Rossella Reddavid， Fulvio Ricceri，

Francesca Di Candido，Monica Ortenzi，Ugo Elmore，Claudio

Belluco，Riccardo Rosati，Marco Guerrieri，Antonino Spinelli

背景：全球对于结肠脾曲癌治疗经验有限，主要原因是其

发生率较低。结肠脾曲癌的治疗包括肠段切除和扩大切

除两种术式，但何种手术才是标准治疗尚未达成共识。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肠段切除术与扩大切除术是否同

样安全有效。

设计：遵循 STROBE 声明，本项全国性的回顾性队列研究

使用了意大利肿瘤外科学会国家结直肠癌网络的数据，

连续纳入 2006年 1—12月间结肠脾曲癌患者。

设定：获得了 31个意大利结肠直肠外科转诊中心的数据。

患者：共有 1 304 例患者接受了脾曲肠段切除术（791 例，

60.7%）或扩大切除手术（扩大右半或左半切除；513 例，

39.3%）。

主要观察指标：我们评估了 Clavien⁃Dindo≥3级的术后并发

症、肿瘤学结果（淋巴结清扫数量、近/远端肠管切除长度，

R0切除率）和远期生存结果。

结果：两组在性别、BMI、ASA 和 ECOG 评分以及肿瘤分期

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肠段切除组微创手术比例

更高（62.1%比 50.9%，P<0.001），手术时间更短（165 min 比

189 min，P<0.001），但两组Clavien⁃Dindo≥3级的术后并发症

（6.44% 比 6.43%，P=0.99）、30 天病死率（0.63% 比 0.38%）、

肿瘤学结果及远期生存（5 年 OS：0.84 比 0.83；5 年 PFS：
0.85比 0.84）相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局限性：研究的回顾性本质存在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

移，跨中心的治疗可能缺乏一致性。手术方式的选择也

主要是基于外科医生的理念。

结论：肠段切除术是治疗结肠癌脾曲的一种安全有效的

选择。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lww.com/DCR/B307。
（张荣欣 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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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Ⅱ期结肠癌的临床决策支持：治疗一致性和生

存率的真实世界研究

Peng ⁃ ju Chen，Tian ⁃ le Li，Ting ⁃ ting Sun，Van C. Willis，

Christopher Roebuck，Dena M. Bravata，Xin ⁃ zhi Liu，Yull

Edwin Arriaga，Irene Dankwa⁃Mullan，Ai⁃wen Wu

背景：预后和病理学危险因素通常会影响临床医生和患

者对于高危Ⅱ期结肠癌随访方案和辅助化疗的选择。然

而，Ⅱ期结肠癌患者的治疗和预后仍存在差异。

目的：评估符合 Watson 肿瘤学（一个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建议的治疗方案的生存获益。

设计：回顾性观察研究肿瘤治疗方案中实际治疗与

Watson肿瘤学建议的一致性。

设定：中国顶级癌症中心。

患者：306例高危Ⅱ期结肠癌患者的电子健康记录中的术

后治疗数据。

主要结局指标：治疗模式加 3年和 5年总生存率和无病生

存率。

结果：总符合率为 90%。主要的不符合是由于对微卫星

高度不稳定性患者和≥70岁患者予以辅助化疗（而不是随

访）引起的。两组间符合的队列中，总体生存率（P=0.56）
和无病生存率（P=0.19）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接受辅助

化疗的患者 5 年总生存率显著高于接受单纯随访的患者

（94% 比 84%，P=0.01）。

局限：采用从手术患者中提取的回顾性病例，58% 不能纳

入分析的患者缺乏完整的随访数据，生存率分析假定生

存率和审查之间没有不可测量的相关性。

结论：Watson肿瘤学研究所建议的治疗方案与中国顶级癌

症中心的实际决策高度一致。治疗模式表明，Watson肿瘤

学或可指导临床医生尽量减少对高危Ⅱ期结肠癌患者的过

度化疗。有必要进一步评估单药和多药化疗对这类患者生

存的影响。视频摘要见http：//links.lww.com/DCR/B291。
（何婉 译，张荣欣 校）

结肠切除术时预防性妇科手术对Lynch综合征和

结肠癌妇女的益处：一项马尔可夫成本⁃效果分析

Asya Ofshteyn，Boxiang Jiang，Katherine Bingmer，John M.

Nakayama，Carlos Gallego，Matthew Giglia，Sharon L. Stein，

Emily Steinhagen

背景：对于已生育的 Lynch 综合征妇女，应采取预防性子

宫切除术和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预防妇科肿瘤。在结

肠癌切除术中行预防性妇科手术的益处尚不清楚。

目的：Lynch 综合征患者接受结肠癌手术中，不同术式选

择的相关成本、生活质量、总体生存及无结肠癌/子宫内膜

癌/卵巢癌生存的比较。

设计：一个跨越 40 年的马尔可夫决策树，被构建为一个

假设的 30 岁 Lynch 综合征合并结肠癌的妇女队列。比

较 6 种手术方法的结果，包括节段性或全结肠切除术，加

或不加子宫切除术，联合或不联合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

术。

设定：在单个中心进行马尔可夫成本效益分析。

患者：对基因诊断为 Lynch 综合征的患者进行了文献检

索，这些研究描述了结肠癌切除术和预防性妇科手术后

的成本、死亡率和生活质量。

主要结局指标：术后 40 年质量调整后的总生存期和无结

肠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生存期。

结果：接受全结肠切除术加子宫切除术并双侧输卵管卵

巢切除术的 Lynch综合征妇女，总生存时间和无癌生存时

间最长。全结肠切除术加子宫切除术者紧随其后，但其

质量调整后的总生存时间最长，成本最低。

局限：本研究受到统计方法和研究质量的限制。

结论：对于患有 Lynch 综合征和结肠癌的妇女，30 岁时行

全腹结肠切除术和预防性子宫切除术是最具成本效益的

手术选择。附加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可获得最高的无

癌生存率和最低的死亡率。然而，年轻女性预防性输卵

管卵巢切除术后过早绝经的额外发病率，超过了卵巢癌

预防的获益。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lww.com/DCR/B287。
（何婉 译，张荣欣 校）

日本阑尾肿瘤临床病理特征分析：一项基于全国性

调查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Shimpei Matsui，Kohei Murata，Yosuke Fukunaga，Takashi

Takeda， Makoto Fujii， Tatsuro Yamaguchi， Yoshinori

Kagawa，Tsunekazu Mizushima，Yuko Ohno，Takashi Yao，

Yuichiro Doki，Kenichi Sugihara

背景：阑尾肿瘤的治疗方法与结直肠癌不同。然而，由于

这种疾病较为罕见，因此对此类疾病的认识仍然很有限。

目的：探讨日本阑尾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

设计：全国性的多中心回顾性观察研究。

设定：这项研究是在参与的三级转诊医院中进行的。

患者：2000—2017年间确诊的阑尾肿瘤患者。

主要结局指标：总生存率。

结果：共有来自 43个参与机构的 922例患者被纳入研究，

排除 114 例非腺癌和 48 例生存数据缺失的患者，剩余的

760例患者纳入队列分析。其中，515例（67.8%）为黏液性腺

癌，245例（32.2%）为非黏液性腺癌。黏液腺癌组中 267例

（35.1%）诊断为低级别阑尾黏液性肿瘤（LAMN）。黏液腺

癌患者 5 年生存率（83.1%）明显优于非黏液腺癌（62.0%）

（P<0.01）。针对黏液腺癌的多因素预后分析显示，高分化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2/3级］、远处转移和R2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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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低级别阑尾黏液性肿瘤患

者 5 年生存率（93.3%）明显优于其他黏液腺癌（72.1%）（P

<0.01）。

局限：本研究受回顾性研究设计的限制。

结论：我们在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对阑尾肿瘤进行

了积累性研究，这是亚洲首例此类报告。阑尾黏液腺癌

的AJCC分级（包括低级别阑尾黏液性肿瘤）是有用的的预

后指标。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lww.com/DCR/B282。
（何婉 译，张荣欣 校）

良性病摘要 Benign Abstracts

十字缝合与荷包缝合应用于造口还纳后切口闭合

的对比：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Jia⁃gang Han，Hong⁃wei Yao，Jian⁃ping Zhou，Hong Zhang，

Gui⁃ying Wang，Zhan⁃long Shen，Jian⁃feng Gong，Zhen⁃jun

Wang

背景：造口还纳术后切口感染风险较高。 十字缝合和荷

包缝合闭合技术都是造口还纳术后缝合切口的有效方

法，但缺乏两者之间的对比研究。

目的：比较十字缝合与荷包缝合技术用于双腔造口还纳

后切口闭合的疗效。

设计：非盲多中心前瞻性随机研究（NCT02053948）。

设定：在七个医学中心的普通外科进行。

患者：2013年 11月至 2017年 12月期间，研究共纳入 143例

造口还纳手术的患者（十字缝合组 72 例，荷包缝合组 71
例）。

干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十字缝合或荷包缝合。

主要结局指标：主要研究终点是切口愈合时间。 次要研

究终点是手术部位感染、并发症发生率和患者满意度。

结果：两组之间在手术部位感染、术中失血量和术后住院

时间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相较于荷包缝合组，十字缝合

组患者切口愈合时间更短（17天比 25天，P<0.001）。患者

满意度调查表显示，十字缝合组的总体满意度（P=0.01）以

及对切口愈合时间的满意度（P<0.001）均高于荷包缝合

组。

局限：治疗团队没办法接受盲法，本研究对操作人员的技

术水平的依赖性也很高。

结论：十字缝合和荷包缝合是造口回纳的有效方法，且手

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均较低。 十字缝合技术可以获得更

快的切口愈合，患者对愈合时间的满意度以及总体满意

度均更高，因此建议优先选择该闭合技术。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lww.com/DCR/B319。
（张荣欣 译、校）

肛肠病摘要 Anorectal Abstract

固态和液态粪便的排便控制：肛门外括约肌控便反

射和耻骨直肠肌控便反射的功能

Jara E. Jonker，Monika Trzpis，Paul M.A. Broens

背景：肛门外括约肌控便反射和耻骨直肠控便反射分别

通过肛门外括约肌和耻骨直肠肌的不自主收缩来控制排

便。目前为止，尚不清楚液态粪便对这些反射的影响。

目的：分析液态粪便对排便控制反射的影响。

设计：前瞻性观察性研究。

设定：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肛肠生理学实验室。

患者：42名健康受试者。

主要结局指标：肛门直肠压力测试用于检测自主收缩时

肛门外括约肌和耻骨直肠肌水平的压力变化，球囊滞留

试验用于检测模拟固态粪便的不自主收缩，直肠灌注试

验用于研究模拟液态粪便水的效果。

结果：在模拟固体粪便试验中，肛门外括约肌水平的压

力从开始到结束逐渐升高［（132±54）mmHg 比（198±
69）mmHg，P<0.001］，耻骨直肠肌水平的压力也同时升

高［（30±9）mmHg 比（176±52）mmHg，P<0.001］。将水注入

直肠模拟液态粪便，我们观察到，肛门外括约肌控便反射立

即被激活［（87±32）mmHg 比（145±36）mmHg，P<0.001］，

发生时间在中位注水时间 30 s之后，而耻骨直肠控便反射

则没有激活［（26±9）mmHg 比（26±7）mmHg，P=0.655］。

局限性：我们只进行了模拟两种粪便稠度的肛门直肠功

能测试，即水和固体。

结论：肛门外括约肌控便反射可控制固态和液体粪便的

排便。而耻骨直肠控便反射仅控制固态粪便。视频摘要

见 http：//links.lww.com/DCR/B286。
（许晨、蒋峰、姚一博 译，许晨 校）

结局摘要 Outcome Abstracts

腹腔镜结肠切除术当天或术后第 2天出院是否合

理？

Nicholas P. McKenna，Katherine A. Bews，Omair A. Shariq，

Elizabeth B. Habermann，Kevin T. Behm，Scott R. Kelley，

David W. Larson

背景：目前腹腔镜结直肠切除术后第 3 天出院非常普遍，

近期也有研究提议可于手术当天出院。

目的：为了确定腹腔镜结直肠切除术手术当天和术后第 2
天出院的安全性，并明确满足哪些指标患者方可纳入此

项临床路径。

设计：回顾性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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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美国外科医师协会国家外科手术质量改进项目中

接受结肠切除术的患者病历资料。

患者：择期行腹腔镜结直肠切除术且出院时或术后 5 天

内无并发症发生。（早期出院时间：手术当天或术后第 1
天；中期出院时间：术后第 2 天；标准出院时间：术后第

3~5天）。

主要结局指标：早期再入院（术后 7天内）、吻合口漏、肠梗

阻和总体再入院。

结果：在总共 36 526 例患者中，手术当天或术后第 1 天出

院者 906 例（2.5%）。手术当天或术后第 1 天出院的患者

往往手术时间较短，诊断更倾向于良性肿瘤，手术很少是

低位盆腔内吻合，7 天内再入院率仅为 2%。与中期出院

或标准出院的患者相比，早期出院患者的吻合口漏发生

率（早期出院为 0.6%，中期出院为 1.0%，标准出院为

1.2%）、肠梗阻发生率（早期出院为 1.9%，中期出院为

1.5%，标准出院为 2.1%）以及总体再入院率（早期出院为

4.8%，中期出院为 5.1%，标准出院为 5.8%）均较低。在多

因素分析中，出院日不是吻合口漏、肠梗阻和再入院的保

护因素。

局限：所使用的具体随访方法尚不清楚，且决定让患者出

院的时间存在选择偏倚。

结论：与术后 3~5 天出院相比，手术当天或术后第 2 天出

院并没有增加患者风险，亦未导致较高的再次入院率。

加快患者出院、提高床位使用率的方法可以降低医疗成

本和资源的损耗。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lww.com/DCR/
B331。

（李悠然 译，陈文平 校）

择期结直肠手术再入院风险评估指标的建立和

验证

Susanna S. Hill，Cristina R. Harnsberger，Allison S. Crawford，

Chau M. Hoang，Jennifer S. Davids，Paul R. Sturrock，Justin

A Maykel，Karim Alavi

背景：再入院率反映患者的不良结局，目前临床医生缺乏

预测再入院风险的准确模型。

目的：我们试图创建一个选择性结直肠手术后再入院的

风险评估模型。

设计：选取 2012⁃2014年美国外科医师协会⁃国家外科质量

改进项目（ACS⁃NSQIP）数据库中，行选择性结直肠切除术

的患者。将 60%的NSQIP样本用以建立模型，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将患者分为低/中和高风险类别。用剩余

40%的NSQIP样本和 2016⁃2018年的机构数据对模型进行

验证。

设定：研究包括国家和机构的数据。

主要结局指标：主要结局是术后 30 天内再入院。次要结

局包括再入院的原因和时间间隔。

结果：NSQIP 模型创建队列（50 508 例）的模型识别率

（c⁃statistic）为 0.76（95% CI：0.75~0.76，P<0.000 1），NSQIP
验证队列（3 714 例）的模型识别率为 0.70（95% CI：0.69~
0.70，P<0.000 1），机构队列（400 例）的模型识别率为 0.62
（95% CI：0.54~0.70，P=0.04）。将风险>8.7% 设置为高风

险。NSQIP和机构队列的再入院率分别为 10.7%和 8.8%；

预测为高危人群的患者中，NSQIP和机构队列的再入院率

分别为 22.1% 和 12.4%。NSQIP 队列从手术至再入院的中

位间隔时间为 14 天，机构队列为 11 天。NSQIP 和机构队

列数据显示，再入院最常见的原因是器官间隙感染、肠梗

阻/麻痹性肠梗阻和脱水。

局限：该研究为一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

结论：对于选择性结直肠手术患者，使用专门为术后开发

的再入院风险评估模型，可识别高风险患者，对可避免的

危险因素尽早干预，并进行深度门诊随访或计划性再入

院。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lww.com/DCR/B284。
（樊文彬 译，陈文平 校）

社会经济学摘要 Socioeconomic Abstracts

报销模式转变：美国腹腔镜结直肠手术价值与报销

相结合的模式

Deborah S. Keller，Jianying Zhang，Scott R. Steele

背景：目前认为，腹腔镜结直肠手术的临床应用仍未全面

普及。在提高腔镜使用价值的压力下，一种增加腹腔镜

使用率和平衡报销的模式应运而生。

目的：比较美国外科结直肠手术不同手术入路的支付和

报销情况，以期获得一种提高腹腔镜利用率的新方法。

数据来源：2012—2015 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Medicare）报销和商业赔付数据。

研究选择：列出 10 种最常见的使用开放和腹腔镜方法的

结直肠手术的赔付情况。

主要结局指标：不同付款方式的赔付差异，通过成本转移

模式衍生的价值定位来增加报销比例和腹腔镜使用率。

结果：对于医疗保险来说，腹腔镜手术比开腹手术的报销

比例低。在商业保险报销方面，腹腔镜手术在 3种手术中

报销较低。腹腔镜报销比例较高时，报销金额并不大。

医疗保险报销费用始终低于商业保险，腹腔镜手术相应

的报销费用也较低。可通过增加 10%、20%和 30%的报销

比例来节约腹腔镜手术成本。随着腹腔镜使用率的增

加，节省的费用也在不断增加。除了在 30％的报销额/
10％的使用量增加之外，其余的报销均比基线节省了更

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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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使用赔付数据可能会导致编码错误，并在不同方

法的病例组合中存在编码错误和混淆。

结论：腹腔镜结直肠手术的报销费用比开放式手术相对

较低。尽管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的报销/病例仍

然少于总节省的费用，但可通过大幅节省总体费用来

增加报销。当我们转向以价值为导向的支付方式时，

激励外科医生提高腹腔镜的使用率，并改善结果，降低

成本和提高质量。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lww.com/DCR/
B290。

（卢丹 译，陈文平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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