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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腹腔镜Roux-en-Y胃旁路术（RYGB）是重要的减重术式之一。RYGB与残胃癌发生风险

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减重外科医生以及肥胖症人群的关注。本文系统分析国内外主要医学数据

平台与RYGB术后发生胃癌相关的文献发现，21例RYGB胃旁路术后相关胃癌的患者从接受RYGB
到诊断为肿瘤的中位时间为 11（1~28）年，症状的持续时间为 7 d至 6年，其中最常见的症状是腹痛

（71.4%），尤其是上腹部（33.3%），其次为恶心和呕吐（33.3%）、体质量过度减轻（33.3%）以及腹胀

（28.6%）等。肿瘤多位于胃窦或幽门（71.4%），腺癌是最常见的肿瘤组织类型（71.4%），以Ⅲ~Ⅳ期为

主，38.1%的患者肿瘤无法完全切除，52.4%患者接受了胃次全切除术和淋巴结切除术。关于RYGB
术后发生胃癌的术前病史，一项有关 64例食管胃癌患者的全球性报道发现，常见术前病史包括抽烟

（37.5%）、饮酒史（14.0%）、胃食管反流病症状（86.0%）、存在Barrett食管（10.9%）、有其他恶性肿瘤的

个人病史（6.3%）、一级亲属（6.3%）或其他家族成员（1.6%）有胃食管恶性肿瘤的家族史。虽然RYGB
术后胃癌的发生很少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采用RYGB来治疗肥胖及其代谢病，需警惕高危患者

术后发生肿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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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paroscopic Roux-en-Y gastric bypass (RYGB) is an important obesity surgery.
The risk of remnant gastric cancer after RYGB for obesity is gaining growing attention from bariatric
surgeons and patients with obesity. This systematic review included articles from major databases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 that specifically described the remnant gastric cancer after RYGB
intervention, a total of 21 cases was subsequently analyzed. The average median time from
post-operative RYGB to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was 11 years (1-28 years), the duration of gastric
cancer symptoms lasted 7 days to 6 years, abdominal pain is the most common (71.4%), especially
in the upper abdomen (33.3%), followed by nausea and vomiting (33.3%), over-weight loss (33.3%),
and abdominal bloating (28.6%), etc. Neoplasm location was reported to occur in the antrum or the
pre-pyloric region (71.4%), with adenocarcinoma being the most common tumor histology observed
(71.4%), tumor stage III-IV as the most diagnosed, 38.1% of tumor were deemed to be unresectable,
52.4% of the patients performed subtotal gastrectomy and lymphadenectomy. In addition, a global
article investigating the occurrence of esophageal gastric cancer after RYGB in 64 cases reveal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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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eoperative medical history include smoking habits (37.5%), alcohol issues (14.0%),
GERD (86.0%), presence with Barret esophagus (10.9%), patients that has other malignant tumor
medical history (6.3%), first-degree relatives (6.3%), or other family members with gastric
esophagus cancer family history. Although the incidence of gastric cancer after RYGB is rare,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gastric cancer development is one of great concern. A rise in clinical cases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RYGB presents a target for future studies. Risk of gastric cancer after RYGB
should be evaluated and considered in high-risk cases.

【Key words】 Roux-en-Y gastric bypass; Bariatric surgery; Gastric stump cancer;
Stomach neoplasms;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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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 Roux-en-Y胃旁路术（Roux-en-Y gastric bypass，
RYGB）是国际肥胖与代谢病外科联盟和中国医师协会外科

医师分会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医师委员会官方推荐的重要的

减重术式之一［1］。1966年，美国外科医生Mason和 Ito发表

了他们关于胃旁路术的里程碑式论文［2］。第一例胃旁路术

包括一个水平的大胃囊和一个环形胃空肠吻合。1977年，

Griffen医生将其改良定型为 Roux-en-Y胃旁路手术［3］。

1994年，美国的Wittgrove等［4］首次报道了腹腔镜Roux-en-Y
胃旁路术。2004年，王存川教授在广州开展了第一例腹腔

镜Roux-en-Y胃旁路术［5］。Roux-en-Y胃旁路术的主要原理

是在靠近食管胃结合部做一个小胃囊，并旷置小肠的第一

部分，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和吸收，改变胃肠道激素的分

泌，来达到体质量减轻和缓解 2型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目

的，是治疗重度肥胖或肥胖合并 2型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

主要术式［6-7］。目前，Roux-en-Y胃旁路术被证实是治疗病态

肥胖和2型糖尿病等多种代谢疾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8-9］。

残胃癌通常是指良性疾病行胃切除术后 5年以上或胃

癌行胃切除术后 10年以上，残胃出现的新发癌［10-11］。RYGB
后旷置胃及小胃囊发生的胃恶性肿瘤是否可以定义为残胃

癌还有待商榷。从理论上讲，RYGB术后 5年也可能发生胃

癌，但具体发生情况目前还不明确。据国际肥胖与代谢病外

科联盟发表的世界减重手术登记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共实

施 394 431例减重手术，其中RYGB 72 645例，占 38.2%［12］。

根据《中国肥胖代谢外科数据库：2020年度报告》显示，中国

2020年的减重手术总数是 14 037例，其中RYGB共 976例，

占比 7.0%［13］。随着RYGB手术例数的增多，RYGB与残胃

癌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减重外科医生以及肥

胖症人群的关注。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通过系统分

析国内外主要医学数据平台的相关文献，以期为减重手术

的临床应用提供指导，为临床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和

依据。

一、检索方法

检 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中 国 知 网

（CNKI）和万方数据库等国内外主要数据库中，关于RYGB
术后出现胃癌的中英相关文献；英文检索词是“bariatric
surgery，obesity surgery，Roux-en-Y gastric bypass，gastric
bypass 和 gastric stump cancer， cancer， gastric cancer，
tumor，adenocarcinoma”；中 文 检 索 词 是“ 胃 旁 路 术 ，

Roux-en-Y胃旁路术，减重手术，肥胖代谢外科手术和胃癌，

残胃癌，胃肿瘤，胃食管交界癌，贲门癌”等。检索时限为数

据库建立至 2021年 12月 1日。先对所有的相关文献的摘

要进行评估，再获取相关文献的全文并进行分析；排除动物

研究以及非RYGB减重术后的胃癌和非残胃肿瘤的文献。

提取的数据包括研究特征（第一作者姓名、年份和发表期

刊）、系列研究中包括患者数量、症状持续时间、患者的临床

和人口学特征、外科手术类型和结果等信息和数据。

二、检索文献

（一）文献检索结果

共筛选到 10 639篇文献，根据标题和摘要筛选出

145篇可能相关的文献，排除非胃旁路术、不相关的文献综

述、无案例报道的文献、以及胃旁路术后其他癌的报道

126篇，最终 19篇［14-32］关于RYGB胃旁路术后发现胃癌的文

献被纳入分析。共有 4个病例系列研究，14个病例报告，以

及1项由Parmar等［32］发表的全球性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二）文献分析结果

1.RYGB术后发生胃癌患者的基本资料：18篇文献［14-31］

共报道了 21例RYGB胃旁路术后相关胃癌的患者，患者基

本情况见表 1。患者年龄 38~72（平均数 51.1）岁，女性

76.2%，男性 23.8%，从接受RYGB到诊断为肿瘤的中位时间

为 11（1~28）年；Parmar等［32］报道，全球 RYGB术后食管

胃结合部癌共有 64例，女性占 62.5%，男性占 35.9%，平

均年龄 48.5岁，从接受 RYGB到诊断为肿瘤的时间间隔

（9.4±7.9）年，术前体质量为（128.4±27.1）kg，诊断为胃癌时

的体质量为（85.8±20.3）kg。
2. RYGB 术 后 发 生 胃 癌 的 症 状 特 征 ：13 篇 文

献［15-20，24-26，28-31］共 21例患者报道了症状的持续时间（7 d至
6年），其中最常见的症状是腹痛 15例（71.4%），尤其是上腹

部 7例（33.3%），其次为恶心和呕吐 7例（33.3%）、体质量过

度减轻 7例（33.3%）、腹胀 6例（28.6%）、贫血 4例（19%）、胃

肠道出血 3例（14.3%），以及发烧、低氧和吞咽困难各 2例
（9.5%）。

3.RYGB术后发生胃癌的术前病史：Parmar等［32］报道的

64例食管胃癌患者中，37.5%（24/64）的患者抽烟，14%
（9例）有饮酒史；55例有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症状的患者中，17.2%的患者需要每

天用药，14.1%的患者需要间歇用药；45.3%的患者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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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胃十二指肠镜检查，其中 5例患者被检测为幽门螺杆

菌阳性；10.9%（7/64）存在 Barrett食管；6.3%的患者有其他

恶性肿瘤的个人病史，6.3%的一级亲属及 1.6%的其他家族

成员有胃食管恶性肿瘤的家族史。

4.RYGB术后发生胃癌的部位：18篇文献［14-31］报道显

示，71.3%的患者进行了腹部CT检查，其他的检查包括经胃

内镜、双气囊内镜、超声内镜、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和锝 -99m标记红细胞扫描等。肿瘤多位于胃窦或幽门

（15例，71.4%），胃体 2例（9.5%），胃底 1例（4.8%），贲门 1例
（4.8%），2例（9.5%）被诊断为皮革胃；报道的胃癌危险因素

还包括吸烟、上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酗酒和维生素D3缺乏。

Parmar等［32］报道显示，64例患者中，有 23.4%（15例）肿瘤发

表1 腹腔镜Roux-en-Y胃旁路术后发生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作者

Raijman ［14］

Lord［15］

Khitin ［16］

Escalona［17］

de Roover［18］

Corsini［19］

Watkins［20］

Harper［21］

Swain ［22］

Abellán［23］

Nau ［24］

Tinoco［25］

Magge［26］

D′Antonio［27］

Ali［28］

Haenen［29］

Chen［30］

Joliat［31］

国家
（发表年份）

美国
（1991）
澳大利亚
（1997）
美国

（2003）
智利

（2005）
比利时
（2006）
巴西

（2006）
美国

（2007）
美国

（2007）
美国

（2010）
美国

（2010）
西班牙
（2013）
美国

（2013）
巴西

（2015）
美国

（2015）
美国

（2015）
意大利
（2017）
美国

（2018）
美国

（2018）
比利时
（2018）
中国

（2020）
瑞士

（2020）

年龄
（岁）

38

71

57

51

66

57

44

45

66

69

57

55

56

69

未提及

58

40

50

52

68

72

性别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RYGB
术后
（年）

5

12

22

8

3

4

14

1

21

20

4

4

10

28

25

4

13

6

7

5

15

症状持
续时间

未提及

6年

2个月

2个月

6个月

4个月

4个月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1个月

2个月

7 d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9个月

1个月

3个月

8个月

治疗

剖腹探查

远端胃切除

远端胃切除

残胃切除

残胃切除

胃肠减压造口
吻合术

残胃切除

胃减压切除术

残胃切除

残胃切除

残胃切除

剖腹探查

残胃切除

新辅助+胃大部切除
术+网膜切除术

残胃切除+术后
放化疗

腹腔镜经胃息肉
切除术

化疗

剖腹探查

剖腹探查

化疗

化疗

肿瘤位置

胃体

胃窦

胃窦

胃窦

胃底

胃窦

胃窦

胃窦

幽门

幽门

胃体

皮革胃

胃窦

胃窦

胃窦近十
二指肠

胃窦

胃窦

胃窦

皮革胃

贲门

幽门和幽门
前区

组织学分型

腺癌

腺癌

低分化腺癌

印戒细胞腺癌

弥漫大B细胞
淋巴瘤

低分化腺癌

腺癌

腺癌

早期胃癌

腺癌

胃肠道间质瘤

低分化胃癌

腺癌

腺癌

低分化腺癌伴
印戒细胞癌

早期胃癌

印戒细胞
胃腺癌

低分化胃癌

腺癌

侵袭性癌

腺癌

分期

ⅢB

ⅠA

ⅢB

ⅢB

未提及

Ⅳ

ⅢB

Ⅳ

Tis

未提及

ⅢB

Ⅳ

IIB

Ⅳ

Ⅲ

Tis

Ⅳ

Ⅳ

Ⅳ

未提及

Ⅳ

诊断依据

探查

内窥镜

剖腹探查+术后病理

开腹手术+术后病理

剖腹探查+术后病理

腹部探查+病理

开腹手术+病理

剖腹探查

探查+术后病理

探查+术后病理

针刺病理

腹腔镜探查+病理

腹腔镜手术+病理

探查+活检

上消化道镜检+病理

胃镜+选择性息肉
切除+病理

胃镜+病理+CT

细针穿刺

单气囊小肠镜检+活检

胃镜+病理

CT+胃肠镜+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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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食管，34.4%（22例）在食管胃结合部，12.5%（8例）在小

胃囊，以及29.7%（19例）发生在残胃或旷置的胃。

5.RYGB术后胃癌的病理分期：18篇［14-31］文献报道显

示，腺癌（71.4%，15/21）是最常见的肿瘤组织类型，其次是

胃淋巴瘤（4.8%，1/21）和胃肠间质瘤（4.8%，1/21）；有 18例
病例报道了病理分期：0期（Tis）2例，ⅠA期为 1例，ⅡB期

为 1例，Ⅲ期为 6例，Ⅳ期为 8例。Parmar等［32］报道显示，

64例食管胃癌患者中，远处转移占 43.8%（28例），无远处转

移的占53.1%（34例）。

6.RYGB术后胃癌的结局：18篇［14-31］文献报道的 21例患

者中，有 8例（38.1%）患者的肿瘤无法完全切除，进行了姑

息性化疗，1例（4.8%）患者放弃手术接受化疗，2例（9.5%）
患者行减压胃肠吻合术和胃造口术，11例（52.4%）患者接

受了胃次全切除术和淋巴结切除术，1例（4.8%）患者接受

了息肉病变切除；2例（9.5%）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

1例（4.8%）腹腔脓肿经皮引流，1例（4.8%）发生肺炎并采用

抗生素进行治疗。30 d内均无死亡。Parmar等［32］报道显

示，64例患者中，通过单独内镜或联合其他方法治疗者 5例
（7.8%），仅通过手术治疗者 7例（10.9%），手术联合其他方

法治疗者 17例（26.6%），单独放疗、化疗或联合治疗者 18例
（28.1%）和姑息治疗 14例（21.9%），确诊到死亡的时间间隔

为（0.75±0.81）年，全因死亡为40例（62.5%）。

三、讨论

虽然关于RYGB术后胃癌的报道总体是很少的，但在

过去 10年里，文献报道的病例数量显著增加，这可能与

RYGB手术量的增加有关［33］。本研究18例有病理分期的患

者中，有 66.7%的患者被诊断为Ⅲ~Ⅳ期胃癌，38.1%的患者

无法行根治性切除。Parmar等［32］研究统计，有 43.8%出现

远期转移。RYGB术后胃癌确诊时多数已是晚期，原因可

能与RYGB术后胃小囊、食管胃结合部、旷置的残胃发生癌

变的早期症状不典型有关，所有症状中最常见的是腹痛，其

次为恶心呕吐、体质量过度减轻、腹胀以及贫血等，易被误

认为是减重术后正常的并发症［33］。腹痛可能与术后腹膜粘

连有关，贫血可能由铁、叶酸或维生素B12吸收不良引起。

有文献研究指出，胃远端部分切除术后，胃十二指肠内

容物和胆汁长期反流到胃黏膜，是导致癌变的主要原因之

一［11］。因此，对于RYGB术后，胆胰液反流是导致肠上皮化

生并发展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34］。有研究显示，约有 36%
的患者在胃旁路术后出现胃十二指肠反流［35］。因此，如果

患者RYGB术后 5年及以上后出现新发症状，并伴有腹痛三

联征、体质量过度减轻和恶心或呕吐等症状，需引起临床医

生的警惕，并进行相关检查治疗。全球研究病例的病史显

示，85.9%（55/64）的患者有GERD症状，提示GERD可能是诱

发肿瘤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旦发现就要及时治疗。幽门螺杆

菌感染与RYGB术后胃癌并无直接关系，但当胆汁反流合并

幽门螺杆菌感染感染时，会增加术后胃癌的发生率［36］。当

患有幽门螺杆菌、Barrett食管以及具有其他恶性肿瘤个人病

史或家族史的减重人群，需进行密切随访和关注。

除此之外，术前若存在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等病史

的患者，RYGB术后胃癌的发生率也会增加［19］。有 54.7%的

患者术前未行食管胃十二指肠镜检查，所以无法判断术前是

否已经存在癌前病变。因此，建议减重手术之前应常规行胃

镜检查［30］。本研究显示，多数确诊患者为晚期，虽然腹部CT
平扫加增强，有助于发现胃癌的一些征象，但针对肿瘤早期

检出率不高，建议术后需定期胃镜检查小胃囊以及胃空肠吻

合口［37］；残余的胃或旷置的胃可以通过腹部CT以及肿瘤标

记物来定期监测。18篇文献综合分析显示，RYGB术后胃癌

的发生部位 71.4%在残余的胃或旷置的胃（胃窦/幽门）。然

而，Parmar等［32］的全球性研究报道显示，发生部位集中在食

管和食管胃结合部（57.8%）；29.7%是在残余的胃或旷置折

胃。因此，对于高危人群，无论食管、胃、贲门还是旷置的胃，

都有可能是胃癌发生的部位，都应该警惕。

虽然现有关于RYGB术后胃癌的报道很少见，但随着

RYGB术应用的增多，对于术后胃癌的预防、早期诊断及治

疗，十分重要。（1）术前评估及检查：对于行RYGB的患者应

常规行胃镜检测，排除是否存在慢性胃炎和（或）溃疡和

（或）胆汁反流，排除是否存在胃息肉；常规行幽门螺杆菌检

测，阳性者应行根治性治疗；对于存在有致癌饮食习惯和胃

癌家族史及其他高危因素的患者，术前应充分的评估术式

的可行性。（2）术中注意事项：对于RYGB术后癌变风险高

的患者可行其他术式，以便术后常规检查，增加术后早期诊

断的可能性。RYGB术式的标准规范化实施是十分重要

的，针对不同的患者，通过调节胆胰支的长度、肠肠吻合口

的大小以及小胃囊和胃肠吻合口的大小，以便增加术后对

高危患者常规行内镜检查的可能，来增加患者早期诊断的

概率。（3）术后随访观察：对于高危患者应定期随访及复查，

对于胃旁路术后 5年及以上的患者常规行胃镜检查、癌胚

抗原检测、粪便常规+大便潜血试验及 CT检查。RYGB术

后会增加术后胃镜检查的难度，但有研究提出，使用儿童肠

镜对旷置的胃行逆行内镜检查的成功率为65%~68%［38-39］。

综上，虽然RYGB术后胃癌的发生很少见，但随着越来

越多的患者采用RYGB来治疗肥胖及其代谢病，术后胃癌

的发生风险或数据也许会有所增加。因此，对于术后胃癌

的预防、早期诊断及治疗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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