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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管肿瘤摘要 Anal canal tumor Abstracts

CD4/CD8比率作为HIV+患者中高级别肛管异型增

生和肛管癌的新型风险标志物：回顾性队列研究

Patel SV，Ko G，Raphael MJ，Booth CM，Brogly SB，Kalyvas

M，Li W，Hanna T

背景：HIV 感染者有发生肛管异型增生/癌的风险。筛查/
随访不但昂贵而且程序繁琐，而且随访频率如何目前亦

无证据支持。因此，需要一些客观标志物对肛管癌的发

生风险进行评估，以指导筛查/随访。CD4/CD8 比率较低

的 HIV 感染者，其整体癌症风险增加，但尚未见其用于量

化肛管癌风险的报道。

目的：我们假设 CD4/CD8 比率降低与肛管重度不典型增

生/癌的风险增加有关。

设计：对 2002—2018 年间 HIV 感染者进行单中心回顾性

研究。

设定：这项研究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

院进行的。

患者：将进展性疾病患者（肛管重度不典型增生和/或肛管

癌）与肛门细胞学检查阴性患者进行比较。

主要结局指标：自变量是最低 CD4/CD8 比率和最接近筛

查/诊断的 CD4/CD8 比率。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评估

CD4/CD8比率对于进展期疾病的预测价值。

结果：本研究共筛查了 377例HIV携带者，其中 266例细胞

学检查阴性，111例为进展性疾病（16例癌症，95例肛管重

度不典型增生）。进展期疾病患者的最低 CD4/CD8 比率

（平均：0.26 比 0.47，P<0.001）和最接近诊断的 CD4/CD8比

率（平均：0.61 比 0.87，P<0.001）均显著低于阴性患者。多

因素校正后，最低比率或最接近诊断的比率每增加 1个单

位，进展期疾病的发生风险显著下降（OR=0.10，95％ CI：
0.02~0.45，P=0.002；OR=0.31，95％CI：0.12~0.83，P=0.02）。

使用 CD4/CD8 比率作为进展性疾病预测因素的最低比率

为 0.47（敏感性 0.59，特异性 0.91），最接近诊断的比率为

0.95（敏感性 0.56，特异性 0.92）。

局限：本研究为回顾性的单因素分析。

结论：低CD4/CD8比率增加了HIV感染者发生肛管重度不

典型增生和肛管癌的风险，即使在调整了已知的肛管癌

危险因素后也是如此。我们的数据表明，CD4/CD8比率有

助于筛选肛管癌罹患风险较高的 HIV 感染者。视频摘要

见 http：//links.lww.com/DCR/B336。
（张荣欣 译，窦若虚 校）

结直肠癌摘要 Colorectal Cancer Abstracts

结肠脾曲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远期结局：一个国际

多中心队列的回顾性分析
Pedrazzani C，Turri G，Park SY，Hida K，Fukui Y，Crippa

J，Ferrari G，Origi M，Spolverato G，Zuin M，UkBae S，Baek

SK，Costanzi A，Maggioni D，Son GM，Scala A，Rockall T，

Guglielmi A，Choi GS，Larson DW

背景：结直肠癌很少出现在结肠脾曲处。一些针对结肠

脾曲癌的小样本病例系列研究发现，不良预后因素的发

生率较高，这被认为是其预后不良的原因。但是，由于病

例数较少，因此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目的：本研究旨在比较结肠脾曲癌与其他部位结肠癌的

临床病理特征、近期疗效和远期预后。

设计：对接受手术治疗的连续结肠脾曲癌患者进行回顾性

分析。按1∶1的比率与右半结肠癌及乙状结肠癌进行配对。

设定：研究对象来自全球 10个中心。

患者：共纳入了 641例结肠脾曲癌患者。

主要观察指标：总生存期和癌症特异性生存期。

结果：结肠脾曲癌更常出现狭窄（30.5％，P<0.001），更容

易浸润至浆膜外（21.9％，P=0.001），黏液腺癌的比例更高

（8.8％，P=0.001）。远期预后方面，3组患者总生存期和癌

症特异性生存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

结肠脾曲癌术后更容易发生腹膜转移（20.6％，P<0.001）。

局限性：本研究受限于回顾性的研究设计。

结论：尽管结肠脾曲癌存在多个不良预后因素，但其预后

并不劣于其他部位的结肠癌。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
lww.com/DCR/B395。

（佟伟华 译，闫瑞承 校）

PEG10在早发型与晚发型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差异

及其引起的不同的侵袭性
Watson K, Gardner IBR, Ruhl R, Lanciault G, Dewey E,

Anand S, Tsikitis VL

背景：结直肠癌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早发型结直肠癌（≤45岁）患者人数正在增加，且以局部进

展期居多。尽管已鉴定出结直肠癌的不同分子亚型，但

尚不清楚是否存在与年龄相关的分子表达差异。

目的：我们试图确定早发型和晚发型（≥65岁）结直肠癌之

间差异表达基因。

设计：筛选本机构结直肠癌登记系统，提取留有可用组织

标本的结直肠癌患者。使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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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me Atlas，TCGA）初步鉴定早发型和晚发型结直肠癌

间差异表达基因。并在两种结直肠癌细胞系上针对差异

表达基因进行体外实验。

患者：本研究纳入了 28 例诊断时为早发型和 38 例晚发型

结直肠癌患者。

设定：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接受治疗的患者，该省为单一付

款方的全民医疗保健系统。

主要结局指标：主要研究终点是早发型和晚发型结直肠

癌患者的差异表达基因。次要研究终点为患者的死亡

率。

结果：使用 TCGA进行筛查发现，7个基因在年轻患者中的

表达增加。但定量 PCR 显示，只有 PEG10 在早发组表达

增加。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是 PEG10 表达增

加的独立预测因素。TCGA 筛查结果显示，PEG10 表达增

加者总生存期较短。在 HCT⁃116 和 HT⁃29 细胞系中的体

外研究显示，PEG10可促进结直肠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局限：组织样品来自经过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的组织

切片。许多患者没有突变信息用于分析。

结论：PEG10 在早发型与晚发型结直肠癌中存在差异表

达。PEG10或可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其表达增加

与总生存缩短有关。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lww.com/DCR/
B343。

（张荣欣 译，窦若虚 校）

经皮胫后神经刺激对比药物治疗低前切除综合征

的随机对照预试验：1年随访
Cuicchi D，Di Fabio F，Guido A，Llimpe FLR，Morganti AG，

Ardizzoni A，Coscia M，Poggioli G

背景：低前切除综合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且药物治疗通

常无效。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价经皮胫后神经刺激对低前切除综

合征的治疗效果。

设计：这是一项随访 1年的随机对照预试验。

设定：本研究在一家三级医院的结直肠专科进行。

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加低位前切除术的直肠癌患

者，低前切除术综合征评分≥21 分，且回肠造口关闭时间

>18 个月。

干预措施：患者被随机分为A组（6例，接受经皮胫后神经

刺激加药物治疗）或 B 组（6 例，接受药物治疗）。分别于

治疗前（基线）、治疗结束时和随访 1 年时，采用症状严重

程度和疾病相关生活质量评分来评估低前切除综合征。

主要结局指标：临床疗效，定义为低前切除综合征评分的

降低。

结果：只有 A 组治疗后低前切除综合征评分、大便失禁严

重指数和排便梗阻综合征评分显著改善［（35.8±2.5）比

（29.0 ± 3.8），P=0.03；（36.8 ± 4.3）比（18.5 ± 8.0），P=0.02；
（10.3±3.9 3）比（8.0±4.9），P=0.009］。在每组患者中，治疗

结束时和 1 年后随访时的症状严重程度和生活质量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局限：本研究的患者数量较少，无法检测组内差异。

结论：经皮胫后神经刺激是一种治疗低前切除综合征的

有效方法。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评价该方法的临床疗

效。视频摘要见 http：//links.lww.com/DCR/B371。
（许晨 译，吴炯 校）

炎性肠病摘要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bstract

盆腔储袋切除术后的短期和长期结果：西奈山医院

经验
Pooni A，de Buck van Overstraeten A，Cohen Z，MacRae HM，

Kennedy ED，Erin DK，Brar MS

背景：目前针对盆腔储袋切除手术疗效的研究较少，鲜有

该术式长期随访结果的报道。鉴于储袋手术失败后选择

的最佳手术管理尚存有争议，准确评估与此储袋切除相

关的并发症可解决一个关键的知识缺口。

目的：本研究旨在回顾我们中心在储袋切除术方面的经

验，重点关注储袋切除术的适应证、短期结果和长期再干

预率。

设计：这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设定：这项研究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西奈山医院

进行的。

患者：选择 1991—2018 年间前瞻性炎性肠病数据库中诊

断为盆腔储袋手术失败的成年患者。

干预：对行储袋切除术的患者进行研究。

主要结局和措施：主要评估盆腔储袋切除术的适应证、近

期和远期并发症发生率及长期手术再干预。采用多因素

回归模型确定慢性会阴切口并发症的预测因素及术前转

流的效果，并评估临床疑似储袋克罗恩病的阳性预测价

值。

结果：对 140 例盆腔储袋切除的病例进行了评估。发现

59％的患者出现近期并发症，而 49.3％的患者出现了延迟

并发症。1/3 的患者因会阴切口、造口和疝等并发症需要

再次手术治疗。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免疫抑制是

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而术前转流与会阴切口愈

合无关。术前 24 例疑似克罗恩病的病例，仅 6 例经组织

病理学证实。

局限：本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可能会低估并发症的

真实发生率。

储袋切除术后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而且常因会阴伤

口不愈合、造口并发症或疝导致需要长期再次干预。需

进一步研究来明确降低风险的策略以减少会阴切口并发

症的发生，以及 IPAA 失败的患者何时应选择只行转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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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何时应选择行储袋切除。视频摘要 http：//links.lww.
com/DCR/B348。

（黄鉴 译，卢丹 校）

社会经济学摘要 Socioeconomic Abstracts

使用美国纵向数据库评估结直肠术后手术部位感

染的风险和经济负担：创新的抗菌伤口闭合技术是

否有减少感染风险的作用？
Leaper DJ，Holy C，Spencer M，Chitnis A，Hogan A，Wright

G，Chen PH，Edmiston C

背景：由于具有较高的并发症风险，特别是手术部位感

染，结直肠手术给医保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所有

外科专科中，结直肠术后的手术部位感染风险位居前列。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结直肠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

率和诊治成本，并评价使用抗菌切口闭合技术改善患者

预后的潜在经济效益。

设计：回顾性队列分析和概率成本分析。

设置：采用 2014—2018 年间美国结直肠患者数据库进行

分析。

患者：纳入分析了 107 665例结直肠手术患者。

主要结局指标：根据支付者类型（商业支付或医保支付），

分析术后 3~180 天间的感染率，感染危险因素，术后 24 个

月期间因感染产生的费用，以及一种循证的创新切口闭

合技术为每例患者节省的潜在成本。

结果：术后有 23.9% 的患者发生手术部位感染患者（浅表

切口感染 4.0%，深部切口/器官腔隙感染 19.9%）。深部切

口/器官腔隙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多种合并症、年龄、付款

类型和入院类型。根据手术部位感染类型的不同，12 个

月后经过校正的、感染相关的增加费用，商业支付费用为

$36 429~144 809，医保支付费用为$17 551~$102 280。在

为期 24 个月的研究期间，两种支付方式患者校正后的增

量成本持续增加。与使用传统的切口闭合技术相比，在

结直肠手术中使用抗菌切口闭合技术，预计将会为每例

患者平均节省$809~1 170的费用。

局限：受限于回顾性数据库的固有偏倚。

结论：手术部位感染的负担比既往报道的要高，其治疗费

用在术后 24个月内不断上升。对于抗菌切口闭合技术的

成本分析结果与既往基于循证证据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表明其作为综合外科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以减少术

后感染风险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视频摘要见 http：//
links.lww.com/DCR/B358。

（张正国 译，姚一博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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