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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辅助化疗方案在进展期胃癌
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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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通外科 上海市微创外科临床医学中心 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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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CapeOX）或奥沙利铂联合替吉奥（SOX）新辅助化

疗方案在局部进展期胃癌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
年 4月至 2019年 4月期间，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予以新辅助化疗并接受标准腹腔

镜下胃癌根治术的进展期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病理组织学确

诊为胃腺癌，临床分期为 T3~4aN+M0；（3）肿瘤可切除；（4）术前接受 CapeOX或 SOX方案新辅助化

疗，未接受过放疗及其他方案的化疗；（5）未合并其他恶性肿瘤；（6）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

≤1分；（7）无骨髓抑制；（8）肝、肾功能正常。排除标准：（1）胃癌复发患者；（2）因肿瘤穿孔、出血、梗

阻等而行急诊手术的患者；（3）对奥沙利铂、替吉奥、卡培他滨及药物辅料过敏；（4）罹患冠心病、心

肌病或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Ⅲ~Ⅳ级；（5）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共计118例患者入组（新

辅助化疗组），纳入同期住院接受手术及术后辅助化疗的379例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作为辅助化疗

组。依据性别、年龄、ECOG评分、肿瘤部位、临床分期、化疗方案等因素，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

方法，将新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组进行 1∶1匹配后，两组各为 40例。比较分析两组患者一般情

况、新辅助化疗疗效、术中情况、术后情况、病理组织学结果、化疗相关不良事件、生存状况等方面的

差异。结果 两组患者匹配后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新辅助化疗组术

前5.0%（2/40）达到完全缓解，57.5%（23/40）达到部分缓解，32.5%（13/40）达到疾病稳定，5.0%（2/40）
疾病进展；客观缓解率为 62.5%（25/40），疾病控制率 95.0%（38/40）。新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组

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住院天数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 P>0.05）。新辅助化疗组手术相关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2.5%（5/40），辅助化疗组为

15.0%（6/4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05，P=0.74），均经保守治疗后恢复；两组患者均

未出现Clavien⁃Dindo Ⅳ或Ⅴ级并发症。术后病理结果提示，新辅助化疗组中病理分期T1的患者比

例高于辅助化疗组［27.5%（11/40）比 5.0%（2/40）］，而病理分期 T3的患者比例低于辅助化疗组

［20.0%（8/40）比45.0%（18/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432，P=0.001）。新辅助化疗组肿瘤退缩

分级：0级 4例，1级 8例，2级 16例，3级 12例，病理完全缓解率为 10%（4/40），总体病理反应率为

70.0%（28/40）。两组患者化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40%（16/40）比 37.5%（15/40）］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总生存期（43个月比40个月）和3年总体生存率（66.1%比59.8%）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428）；新辅助化疗组无病生存期和 3年无病生存率均优于辅助化疗组［36个月

比28个月，51.4%比35.8%，P=0.048）。结论 CapeOX或SOX新辅助化疗方案对于局部进展期胃癌

患者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未增加手术风险，可改善患者的无病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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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oxaliplatin plus capecitabine
(CapeOX) or oxaliplatin plus S⁃1 (SOX) regime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performed.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diagnosed
as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undergoing CapeOX/SOX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standard laparoscopic
radical operation for gastric cancer in Ruijin Hospit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April 2016 to April 2019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1) age≥
18 years; (2) gastric adenocarcinoma was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y and the clinical stage was T3⁃4aN+M0;
(3) tumor could be resectable; (4) preoperativ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as CapeOX or SOX regimen
without radiotherapy or other regimen chemotherapy; (5) no other concurrent malignant tumor; (6) the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 score ≤ 1; (7) no bone marrow suppression; (8) normal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1)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gastric cancer; (2) patients
receiving emergency surgery due to tumor perforation, bleeding, obstruction, etc.; (3) allergy to oxaliplatin,
S⁃1, capecitabine or any drug excipients; (4) diagnosed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rdiomyopathy, or the
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class III or IV; (5) pregnant or lactating women. A total of 118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s th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and 379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who received surgery combined with postoperative adjuvant chemotherapy over the same period
simultaneously were included as the 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as
performed including gender, age, ECOG score, tumor site, clinical stage, chemotherapy regimen and other
factors by 1:1 ratio，there were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general
conditions, efficacy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traoperative conditions, postoperative conditions,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chemotherapy ⁃ related adverse events, and survival statu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emographic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ll P>0.05). In th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5.0% (2 / 40) of patients
achieved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57.5% (23 / 40) achieved partial response, 32.5% (13 / 40) remained
stable disease, and 5.0% (2 / 40) had disease progression before surgery.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was
62.5% (25 / 40), and disease control rate was 95.0% (38 / 40).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in terms of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number of lymph node harvested, length of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postoperative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all P>0.05).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well
managed with conservative treatment. No Clavien ⁃ Dindo IV or V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in both
groups. Patholog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stage T1 in th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27.5% (11 / 40) vs. 5.0% (2 / 40)],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stage T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20.0% (8/40) vs. 45.0% (18/40)],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15.432, P=0.001). In th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there
were 4 cases of tumor regression grade 0, 8 cases of grade 1, 16 cases of grade 2, and 12 cases of grade 3.
The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rate was 10% (4 / 40), the overall pathological response rate was
70.0% (28/40).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chemotherapy⁃ related
adverse events betwee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40% (16/40)
vs. 37.5% (15/40), 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S (43 months vs.
40 months) and 3⁃year OS rate (66.1% vs. 59.8%) betwee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P=0.428). The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3⁃year DFS rates of th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36 months vs.
28 months, 51.4% vs. 35.8%, P=0.048). Conclusion CapeOX or SOX regime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s a safe, effective and feasible treatment mode for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without increasing surgical risk
and can improve the DF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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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胃癌的早期筛查与诊断由于尚处于起步

阶段，初诊即为进展期胃癌的患者比例高达

70%［1⁃2］。手术是治疗非转移性胃癌最有效的方式，

但对于进展期胃癌，单纯手术切除的疗效并不理

想。1982年，Frei［3］率先提出了新辅助化疗的概念。

经过数十年的临床实践，新辅助化疗在肿瘤局部降

期、提高R0切除率和延长患者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等方面展现出良好的前景［4⁃6］。本研究

通过回顾性分析进展期胃癌患者的临床数据，观察

围手术期新辅助化疗的临床疗效，为新辅助化疗的

临床应用值提供客观依据。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本研究通过瑞金

医院医学化理委员会审批［（2019）临伦审第（131）
号］。回顾性收集 2016年 4月至 2019年 4月期间，

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予以新辅助

化疗并接受标准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的进展期胃

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18岁；

（2）病理组织学确诊为胃腺癌，临床分期为T3~4aN+M0；

（3）肿瘤可切除；（4）术前接受并完成奥沙利铂联合

卡培他滨（CapeOX）或奥沙利铂联合替吉奥（SOX）
新辅助化疗方案，未接受过放疗及其他方案的化

疗；（5）未合并其他恶性肿瘤；（6）美国东部肿瘤协

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

分≤1分；（7）无骨髓抑制，白细胞计数>3×109/L，血
小板计数>100×109/L；（8）肝、肾功能正常。排除标

准：（1）胃癌复发患者；（2）因肿瘤穿孔、出血、梗

阻等而行急诊手术的患者；（3）对奥沙利铂、替吉

奥、卡培他滨及药物辅料过敏；（4）罹患冠心病、心

肌病或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Ⅲ~Ⅳ级；

（5）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按照上述标准，共计118例

患者入组（新辅助化疗组）。同时，纳入同期住院直

接进行手术并在术后接受CapeOX或SOX方案进行

辅助化疗的379例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作为辅助化

疗组。

依据性别、年龄、ECOG评分、肿瘤部位、临床分

期、化疗方案等因素，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方

法，将辅助化疗组与新辅助化疗组进行1∶1匹配，设

置容许误差为0.05。匹配变量赋值见表1。
二、基线评估及治疗方案

所有入组患者均进行基线评估，包括胸部、腹

部及盆腔增强CT、胃镜检查、血常规、血液生化、凝

血功能、消化道肿瘤指标等检查。新辅助化疗组患

者完成基线评估后，接受3周期的新辅助化疗，随后

再次行胸部、腹部及盆腔增强CT评估疗效，并于末

次化疗结束 4周时入院，接受标准腹腔镜下胃癌根

治术。术后 4周继续化疗，围手术期共完成 8周期

CapeOX或SOX化疗。辅助化疗组患者完成基线评

估后，入院接受标准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术后完

成8周期CapeOX或SOX辅助化疗。

化疗期间观察并按照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

［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CTCAE）version 5.0.，CTCAEv5.0］记录患者化疗相

关不良事件［7］。手术均由同组胃肠外科医生完成，

根据肿瘤的定位及侵犯程度，施行腹腔镜根治性远

端胃切除术或根治性全胃切除术。

三、观察指标

1. 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根据 RECIST1.1 标

准［8］或世界卫生组织标准［9］进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

估，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进展、疾病稳定；

还包括客观缓解率：指肿瘤缩小达到一定量并且保

持一定时间的患者比例（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

的病例）；疾病控制率：指肿瘤缩小或稳定且保持一

定时间的患者比例（包含完全缓解、部分缓解和疾

病稳定的病例）。

2.手术及术后情况：手术方式、手术时间、术中

失血量、术中并发症等，术后开始摄入流质饮食的

时间、住院天数和并发症等。

3.病理组织学结果：术后病理分期、肿瘤退缩

分级［10］、肿瘤切缘、清扫淋巴结数目等。

4. 化疗相关不良反应：采用并发症 Clavien ⁃
Dindo分级进行评估［11］。

四、随访

通过电话随访获得患者无病生存期（disease⁃

表1 本研究倾向性评分匹配变量赋值

变量

性别

年龄

ECOG评分 a

肿瘤部位

临床T分期

临床N分期

化疗方案

赋值

男=0，女=1
连续型数值变量，按实际数值录入

0分=0，1分=1
胃上部=0，胃体=1，胃下部=2
T3=0，T4a=1
N1=0，N2=1，N3=2
CapeOX=0，SOX=1

注：a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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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survival，DFS）和OS。末次随访时间为 2020年

1月23日。

五、统计学方法

所 有 数 据 使 用 SPSS 23.0 软 件（SPSS Inc.，
Chicago，IL，USA）进行统计学分析。分类变量用例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 x ± s表示，组间的比较

采用 t检验；非连续型变量用M（范围）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Mann ⁃ Whiteny U 检验。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曲线；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匹配80例受试者，新辅助化疗组和辅

助化疗组各40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ECOG评

分、肿瘤位置、临床分期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见

表2。
二、新辅助化疗治疗效果

新辅助化疗组 40例中有 2例（5.0%）达到完全

缓解，23例（57.5%）达到部分缓解，13例（32.5%）达

到疾病稳定，2例（5.0%）发生疾病进展；客观缓解

率为62.5%（25/40），疾病控制率为95.0%（38/40）。
三、两组手术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相当，尽管新辅助化疗组患

者术中出血量略多于辅助化疗组，但该差异并无统

计学意义（P=0.07）。所有患者术中均未出现严重并

发症，无中转开腹。两组患者术后首次进食流质

时间、术后住院天数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3。
四、两组手术并发症情况比较

新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组患者手术相关并

发症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5%（5/40）
比 15%（6 / 40），χ2=0.105，P=0.74］。术后并发症

Clavien⁃Dindo 分级：新辅助化疗组Ⅰ~Ⅱ级 3例，分

别为吻合口漏、胰漏和肺部感染各 1例；Ⅲ级 2例，

分别为切口感染和吻合口狭窄各 1例；辅助化疗组

Ⅰ~Ⅱ级 5例，分别为吻合口漏 1例、胰漏 1例、肠梗

阻 1例和肺部感染 2例；Ⅲ级 1例，为腹腔脓肿。两

组患者未出现Clavien⁃Dindo Ⅳ或Ⅴ级并发症。所

有并发症均经保守治疗后治愈。

五、两组术后病理评估的比较

新辅助化疗组术后病理达到 TRG 0 级 4 例，

TRG 1级 8例，TRG 2级 16例，TRG 3级患者 12例。

疾病控制率为 95%（38/40），病理完全缓解率为

10%（4/40），病理反应率为70%（28/40）。
新辅助化疗组 39例（97.5%）获得R0切除，1例

R1切除，病理提示上切缘见肿瘤细胞残留。辅助化

疗组38例（95.0%）获得R0切除，2例为R1切除，其中

1例上切缘见肿瘤细胞残余，另1例下切缘见肿瘤细

胞残余。两组患者术后T分期存在差异（P=0.001），

表3 本研究倾向性评分匹配后新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组

胃癌患者手术及术后情况比较

手术及术后情况

手术范围［例（%）］

远端胃癌根治术

根治性全胃切除术

手术时间（min，x± s）
术中出血量［ml，M（范围）］

首次进食流质（d，x±s）
术后住院天数（d，x±s）

新辅助化疗

组（40例）

27（67.5）
13（32.5）

205.4±52.6
165（40~500）

5.3±1.3
10.5±2.9

辅助化疗组

（40例）

22（55）
18（45）

213.9±44.4
110（40~300）

5.4±1.3
10.9±3.3

统计值

χ2=1.317

t=-0.780
U=724
t=-0.241
t=-0.466

P值

0.25

0.44
0.07
0.79
0.64

表2 本研究倾向性评分匹配后新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组

胃癌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基线资料

年龄（岁，x± s）

性别［例（%）］

男

女

ECOG 评分［例（%）］a

0分
1分

肿瘤位置［例（%）］

胃上部

胃体

胃下部

临床T分期［例（%）］b

cT3

cT4a
临床N分期［例（%）］b

cN1

cN2

cN3

化疗方案［例（%）］

CapeOXc

SOXd

新辅助化疗组

（40例）

59.1±9.4

29（72.5）
11（27.5）

28（70.0）
12（30.0）

6（15.0）
11（27.5）
23（57.5）

14（35.0）
26（65.0）

4（10.0）
20（50.0）
16（40.0）

31（77.5）
9（22.5）

辅助化疗组

（40例）

59.6±9.1

27（67.5）
13（32.5）

25（62.5）
15（37.5）

8（20.0）
12（30.0）
20（50.0）

17（42.5）
23（57.5）

10（25.0）
15（37.5）
15（37.5）

26（65.0）
14（35.0）

统计值

t=-0.241
χ2=0.238

χ2=0.503

χ2=0.538

χ2=0.474

χ2=3.318

χ2=1.526

P值

0.81
0.63

0.48

0.76

0.49

0.19

0.22

注：a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b肿瘤T分期和N分期根据2018年

国际抗癌联盟/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UICC/AJCC）TNM分期标准（第

8版）；c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d奥沙利铂联合替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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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组患者生存曲线的比较 1A.总体

生存曲线；1B.无病生存率曲线

A1

B1

新辅助化疗组中病理分期T1患者的比例高于辅助化

疗组，而病理分期 T3患者的比例低于辅助化疗组。

见表4。
六、两组患者化疗相关不良事件

本组患者常见的化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恶心

呕吐、便秘、骨髓抑制、肝功能异常、周围神经病变、

手足综合征等，治疗过程中未出现化疗相关死亡事

件。见表 5。两组化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0.0%（16/40）比37.5%（15/40），
P=0.82）］。

七、随访结果比较

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失访病例。新辅助化疗组

和直接手术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26.7±11.1）个月比（25.9±10.6）个月，t=0.319，
P=0.75］。新辅助化疗组 15例患者出现病情进展，

复发或转移的部位包括腹膜（6 例）、肝（3 例）、肺

（3 例）、胃空肠吻合口（2例）和骨（1例），其中 11例

患者死亡。辅助化疗组20例患者出现病情进展，复

发或转移的部位包括腹膜（8例）、肝（6例）、肺（3例）、

骨（1例）、食管空肠吻合口（1例）和左锁骨上淋巴

结（1例），其中 15例患者死亡。生存分析显示，新

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组中位OS分别为 43个月

（95% CI：40.07~45.18）和 40 个月（95% CI：32.64~
47.35），3 年 OS 率分别为 66.1% 和 59.8%，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428）；新辅助化疗组中位DFS为

36个月（95% CI：33.73~40.27），高于辅助化疗组的

28个月（95% CI：21.14~34.85），新辅助化疗组 3年

DFS率为51.4%，高于辅助化疗组的35.8%（P=0.048）。

见图1。

讨 论

目前，多模式综合治疗是进展期胃癌的标准治

疗模式，但主要治疗模式存在地域上的差异。基于

INT⁃0116研究，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放化疗是美国进

展期胃癌的主要治疗模式［12］。在亚洲，CLASSIC研

究奠定了手术联合术后辅助化疗在胃癌综合治疗中

的地位，该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纯手术相比，手术联

合术后CapeOX化疗显著提高了患者 5年DFS（68%

表5 本研究倾向性评分匹配后新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组

胃癌患者化疗相关不良事件（例）

化疗不良事件

白细胞减低

血小板减少

贫血

恶心/呕吐

肝功能异常

便秘

周围神经病变

手足综合征

新辅助化疗组

（12例）

5
3
2
2
0
0
0
0

辅助化疗组

（14例）

5
2
3
0
0
2
1
1

新辅助化疗

组（4例）

3
0
0
0
1
0
0
0

辅助化疗

组（1例）

1
0
0
0
0
0
0
0

CTCAE a1~2级 CTCAE a 3~4级

注：a不良事件通用标准

表4 本研究倾向性评分匹配后新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组

胃癌患者术后病理（yp）情况比较［例（%）］

术后病理情况

病理T分期

ypT0

ypT1

ypT2

ypT3

ypT4

病理N分期

ypN0

ypN1

ypN2

ypN3

手术根治度

R0

R1

清扫淋巴结数（枚，x± s）

新辅助化疗

组（40例）

4（10.0）
11（27.5）
8（20.0）
8（20.0）
9（22.5）

16（40.0）
7（17.5）

11（27.5）
6（15.0）

39（97.5）
1（2.5）

22.6±7.9

辅助化疗组

（40例）

0
2（5.0）
3（7.5）

18（45.0）
17（42.5）

6（15.0）
9（22.5）

13（32.5）
12（30.0）

38（95.0）
2（5.0）

24.6±9.9

统计值

χ2=15.423

χ2=6.962

χ2=0.342

t=-1.023

P值

0.001

0.070

1.000

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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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53%，HR=0.58，95% CI：0.47~0.72，P<0.00 001）和
5 年 OS（78% 比 69%，HR=0.66，95% CI：0.51~0.85，
P=0.0015）［13⁃14］。在欧洲，新辅助化疗是进展期胃癌

患者治疗模式的主体。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

在降低肿瘤局部分期、提高肿瘤R0切除率、改善患

者预后等方面疗效显著［14⁃17］。随着大型临床研究的

开展与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积累，美国国立综合

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指 南［10］、欧 洲 肿 瘤 内 科 学 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指南［18］、中国临

床肿瘤协会指南［19］也将新辅助化疗纳入胃癌的诊

疗规范。新辅助化疗逐渐成为进展期胃癌综合治

疗的热点。

胃癌新辅助化疗的方案多种多样。Terazawa
等［20］研究发现，对于 T3~4aN1⁃3M0 胃癌患者，接受

CapeOX 新 辅 助 化 疗 可 达 到 较 好 的 R0 切 除 率

（78.4%）和病理缓解率（54.1%），且未出现严重化疗

相关不良事件。而RESONANCE研究结果显示，局

部进展期胃癌患者接受 SOX新辅助治疗后出现降

期（67.6%），R0切除率显著提高（73.1% 比 58.1%），

病理缓解率为 67.8%，病理完全缓解率为 23.6%［21］。

此外，以铂类药物为基础的CapeOX方案和 SOX方

案无须持续静脉输注，可显著减少输液相关并发

症，且药物口服吸收迅速，给药途径便捷，因此被广

泛应用于临床。

本研究中，新辅助化疗组 40 例患者均接受

CapeOX或SOX方案新辅助化疗3周期，化疗后影像

学评估显示，客观缓解率达62.5%；而术后病理组织

学结果提示，新辅助化疗组中病理分期为T1的患者

比例高于辅助化疗组，而病理分期为T3的患者比例

低于辅助化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证明新辅助化疗在降低肿瘤局部分期方面疗效显

著。此外，有文献报道，进展期胃癌经过新辅助化

疗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其预后明显较好，5年

生存率与早期胃癌相当［22⁃23］。本研究中新辅助化疗

组TRG结果显示，4例患者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病理

完全缓解率为 10%，提示CapeOX或 SOX新辅助化

疗方案可为进展期胃癌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美国麻省总医院回顾性分析了 1995—2014年

收治的453例食管胃结合部肿瘤患者，结果显示，与

单纯手术相比，新辅助化疗并未显著增加术中并发

症与术后死亡的风险［15］。在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手

术时长、术中出血量相当，术中均未出现严重并发

症，亦无非计划二次手术。提示CapeOX或 SOX新

辅助化疗未显著增加手术风险。

两组患者均出现了较为频繁的化疗相关不良

事件（总体发生率：40.0%比37.5%，P=0.82），可能与

患者总体年龄偏高、手术应激、消化道功能不全、营

养状态不佳等相关，但治疗过程中未出现化疗相关

死亡，提示CapeOX或 SOX新辅助化疗的安全性尚

可，但患者的耐受性有待提高，这可能是今后研究

的方向。

大宗临床研究已证实，与单纯手术相比，新辅

助化疗可改善进展期胃癌患者预后，然而新辅助化

疗对比术后辅助化疗的临床研究目前较少，两者孰

优孰劣存在争议。2019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大会

公布了韩国PRODIGY与中国RESOLVE研究结果，

两项研究均聚焦于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在D2根

治术的基础上，分别对比三药DOS/两药 SOX新辅

助化疗与术后替吉奥单药/CapeOX 双药辅助化

疗［24］。两项研究结果均提示，新辅助化疗可以降

低肿瘤分期，提高 R0切除率，显著改善患者 DFS。
在本研究中，两组患者O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28），但新辅助化疗组患者DFS显著优于辅助

化疗组（P=0.048）。
综上所述，胃癌CapeOX或 SOX新辅助化疗具

有较好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未显著增加手术风险，

同时可改善患者 DFS，是进展期胃癌安全、有效、

可行的治疗模式，而更多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开展，

将有助于建立更适合亚洲人群的新辅助治疗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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