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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临床缓解

情况预测模型的建立与评价

杨毫，杨林琪，王智，解飞，付茂勇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四川南充  637000）

【摘要】   目的    了解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临床缓解情况的影响因素，建立个体化预测进展期食管鳞

癌新辅助化疗临床缓解情况的列线图模型并评价其效能，从而为食管鳞癌术前辅助治疗服务。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2 月至 2020 年 8 月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行新辅助化疗［奈达铂（80 mg/m2，第 3 d）+多 西 他 赛（75
mg/m2，第 1 d），化疗周期为 2 个周期，每周期间隔 21 d］115 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93 例、女 22 例，

年龄 40～75（64.0±8.0）岁。根据 WHO 实体瘤疗效评定标准将肿瘤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

（SD）、疾病进展（PD），将 CR 及 PR 定义为临床缓解组，SD 及 PD 为临床未缓解组，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了

解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临床缓解的独立影响因素；应用 R 软件建立预测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临床缓解情

况的列线图模型，用 Bootstrap 法进行模型内部验证，采用 C-指数（C-index）、Calibration 校正曲线及受试者工作

特征（ROC）曲线评价列线图的预测效能。结果    接受多西他赛+奈达铂新辅助化疗 2 周期后，CR 9 例、PR 56 例、

SD 43 例、PD 7 例，CR+PR 65 例，SD+PD 50 例，临床缓解率约 56.52%（65/115)。单因素分析发现新辅助化疗临床

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在吸烟史、酗酒史、肿瘤位置、肿瘤分化程度、化疗前  cN 分期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低分化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临床反应最差，中高分化食管鳞癌反应较

好（P<0.05）；cN0 期进展期食管鳞癌对新辅助化疗的反应好于 cN1 期及 cN2 期（P<0.05）；列线图的 C-指数及

ROC 曲线下面积（AUC）均为 0.763（95%CI 0.676～0.850），Calibration 校正曲线拟合良好，通过约登指数计算出列

线图的最佳临界值为 70.04 分，临界值的灵敏度、特异度为 80%、58%。结论    建立的临床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区

分度和准确度，可为个体化分析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临床缓解情况、筛选新辅治疗对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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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clinical remission of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establish an individualized nomogram model to predict the
recent clinical remission of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evaluate
its efficacy, so as to serve the preoperative adjuvant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15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who underwent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edaplatin 80 mg/m2

, day
3+docetaxel 75 mg/m2, day 1, 2 cycles, 21 days apart each cycle) in the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from February 2016 to August 2020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re were 93 males
and 22 females, aged 40-75 (64.0±8.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WHO criteria for efficacy assessment of solid tumors,
tumors were divided into complete remission (CR), partial remission (PR), stable disease (SD) and progressive disease
(PD). CR and PR were defined as effective chemotherapy, and SD and PD were defined as ineffective chemotherap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short-term effica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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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The R software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nomogram model for predicting the recent clinical
remission of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Bootstrap method for
internal verification of the model. C-index (C-index), calibration curve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nomogram.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docetaxel+nedaplati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2 cycles, there were 9 patients with CR, 56 patients with PR, 43 patients with SD and 7
patients with PD. Among them, chemotherapy was effective (CR+PR) in 65 patients and ineffective (SD+PD) in 50
patients, with the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about 56.52% (65/115). Among 65 patients in the effective chemotherapy group,
59 patients underwent surgery, and the R0 surgical resection rate was 84.7% (50/59). Only 30 patients in chemotherapy
ineffective group underwent surgery, and the R0 resection rate was 63.3% (19/30).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0
resection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1).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moking history, alcoholism history, tumor location, tumor differentiation degree, and cN stage before chemotherapy
between the effectiv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and the ineffectiv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group (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ow-differentiation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had the worst
clinical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moderately-highly differentiat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sponded better (P<0.05). Stage cN0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sponded better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than stage cN1 and cN2 (P<0.05). The C-index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the nomogram
are both 0.763 (95%CI 0.676-0.850), the calibration curve fits well, and the best critical value of the nomogram was
calculated by the Youden index 70.04 point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critical value were 80% and 5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ed clinical prediction model has good discrimination and accuracy, and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ndividualized analysis of the recent clinical remission of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the screening of new adjuvant treatment subjects.

【Key word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linical remission; influencing
factors; clinical prediction model

我国是全球食管癌发病及死亡人数最多的国

家[1]，当前，食管癌治疗的主要方式仍然是手术，对

于中晚期患者，单纯手术后患者 5 年生存率仅约

30%～40%[2]。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已成为中晚

期食管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3]。目前新辅助治疗

联合手术的综合治疗模式已被多个研究证明效果

明确[4-5]。

新辅助化疗作为进展期食管癌新辅助治疗模

式的一种，化疗后临床缓解能使肿瘤降期，增加 R0
切除率，改善患者预后[4，6]。进展期食管癌新辅助化

疗临床客观缓解率约 35%～70%[4,6-7]。我们前期研

究[8] 显示，进展期食管鳞癌使用多西他赛+奈达铂

方案新辅助化疗临床客观缓解率约 59.1%。因此，

不是所有患者采用新辅助化疗治疗后都能临床缓

解，甚至部分患者出现疾病进展，延误手术时机，

这可能与不同人群新辅助化疗敏感性不同有关。

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

临床缓解情况的影响因素，建立个体化预测进展期

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临床缓解情况的列线图模型

并评价其效能，从而为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治疗

选择服务。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病理确诊为食管鳞癌；（2）治
疗前经胸腹部增强 CT、上消化道钡餐，颈部淋巴结

B 超等诊断为进展期食管癌（包括可切除和潜在可

切除进展期食管鳞癌），依据 AJCC（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食管癌第八版分期标准分

期 [9] 为: cⅡ期（T3N0M0），cⅢ期（T3N1～2M0），

cⅣa 期（T4aN0～2M0）的患者；（3）既往无其它系

统恶性肿瘤病史；（4）既往及治疗过程中未接受其

它抗肿瘤治疗，如放疗、抗血管生成治疗、免疫治

疗等；（5）使用同一化疗方案［奈达铂（80 mg/m2，

第 3 d）+多西他赛（75 mg/m2，第 1 d）］完整行新辅

助化疗 2 周期；（6）患者完成 2 周期新辅助化疗且

有完整的影像学（胸腹部增强 CT 及上消化道钡餐

造影）资料。

排除标准：（1）非食管鳞癌患者，如食管腺

癌、肉瘤等；（2）治疗前合并其它系统肿瘤，如合

并肺癌、胃癌等；（3）未使用同一方案（多西他

赛+奈达铂）或未完成化疗 2 周期；（4）同步行新辅

助放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抗血管生成治疗等

患者；（5）晚期食管鳞癌（M1）；（6）影像学明确

T4b，食管穿孔等不可切除的患者；（7）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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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影像学资料不完整的患者。

1.2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2 月至 2020 年 8 月川北医

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行新辅助化疗的 115 例食管癌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93 例、女  22 例，年龄

40～75（64.0±8.0）岁。收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

身高、体重、吸烟史、酗酒史、肿瘤分化程度、术前

cT 分期、cN 分期、临床分期、肿瘤位置等

1.3    新辅助治疗方法

新辅助化疗方案：奈达铂（大连金泉宝山生物

工程制药，80 mg/m2，第 3 d）+ 多 西 他 赛（Aventis
Pharma Dagenham，75 mg/m2，第 1 d）化疗，每个周

期 21 d，化疗周期为 2 个周期，2 周期化疗结束后 4
周复查胸腹部增强 CT，上消化道造影及 B 超等评

估新辅助化疗的近期疗效，同时决定下一步治疗方

案（手术或放疗等）。

1.4    临床分期判断标准

1.4.1    胸腹部增强 CT 评估食管癌分期　由 2 名我

院有经验的影像科医生独立盲法评价新辅助治疗

前后的 CT 图像。当分期不一致时共同阅片，决定

分期。

1.4.2    临床 T 分期判断标准　为了评估肿瘤的深

度，我们将≥5 mm 的食管壁厚度定义为病理性

的 [10]。垂直于食管腔测量壁厚，如果管腔不可见，

则获得最大横向肿瘤直径，并乘以系数 0.5[11]；同时

测量所见淋巴结的短径，观察记录增大淋巴结有无

融合和钙化。

按照 Tio 等[12] 分类系统，并与第 8 版 AJCC 食
管癌 TNM 分期一致，相应的胸腹部增强 CT 的 T
分期定义如下:（1）cT～T0 : 食 管 壁 增 厚 < 5 mm，

无明确纵隔侵犯；（2）cT～T1～2 : 食管壁增厚至

少 5～10 mm，无明确纵隔侵犯；（3）cT～T3：管

壁增厚>10 mm，伴纵隔受侵，邻近组织结构未受

侵；（4）cT～T4a : 病灶侵犯胸膜、心包及膈肌；

T4b 为病灶侵犯主动脉、椎体及气管。

1.4.3    转移淋巴结判断标准[13-14]　CT：（1）锁骨上

区淋巴结短径≥5 mm；（2）纵隔及腹部淋巴结短

径≥10 mm；（3）肿大淋巴结有融合增强现象，并

且无明显钙化；（4）其它的疑似转移征象包括淋巴

结形态异常、高灌注、密度不均或边界不规则。B
超：边界不清、内部回声不均匀、淋巴结内血流信

号丰富、具有微小钙化灶、纵横径之比<1.5。
1.4.4    临床 N 分期判断标准[9]　我们包括了从颈食

管周围延伸至腹腔轴的区域淋巴结，使用 CT 进行

的增强状态分级如下:（1）N0 期：对应于没有病理

区域淋巴结的证据。（2）N1 期：1～2 个区域淋巴

结的转移；（3）N2 期：3～6 个区域淋巴结的转

移；（4）N3 期：被定义为至少 7 个区域淋巴结的

转移。

1.4.5    临床 M 分期的判断标准[9]　如果不能评估远

处器官转移，则 M 分期为 Mx；如果没有明显的远

处器官转移，则为 M0；如果有远处器官转移，则

为 M1。
1.5    疗效与不良反应评价

1.5.1      新辅助化疗疗效的  CT 评估标准　根据

WHO 实体瘤疗效评定标准（RECIST）进行[15]。将

肿瘤分为完全缓解（CR，所有目标病灶消失，至少

持续 4 周）、部分缓解（PR，基线病灶长经总和缩小

>50%）、稳定（SD，基线病灶长经总和有缩小但未

达 PR 或有增加但未达 PD 或双径可测量病灶，各

病灶最大径乘积之和缩小不足 50%，或增大未超过

25%，至少持续 4 周）、疾病进展（PD，基线病灶长

经总和增加>25% 或出现新病灶，或新出现胸、腹

水，并且细胞学检查有明确癌细胞）。将 CR 及 PR
定义为化疗有效组，SD 及 PD 定义为化疗无效组。

1.5.2    不良反应评价　根据 2009 美国卫生和公共

服务部（HHS）/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美国

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常见不良反应术语评定标

准（CTCAE）4.0.3 版标准对不良反应进行分级[16]。

1.6    统计学分析

x
采用 SPSS 25.0 软件及 R 4.0.1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s 检验。通过查阅文献及

临床观察，选取可能与食管癌接受术前新辅助化疗

近期疗效相关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

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

选出食管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的独立影响因

素。将独立影响因素引入 R 软件，应用 rms 程序

包，构建预测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

的列线图；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1 000 次，对

列线图进行内部验证；采用 C-指数（C-index）及受

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列线

图区分度，Calibration 校正曲线评价其校准度，通

过最佳临界值（通过约登指数确定）下的灵敏度、

特异度评估列线图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在所有

分析中，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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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期新辅助化疗后肿瘤 CR9 例（7.8%）、PR56
例（48.7%）、SD43 例（37.4%）、PD7 例（6.1%），化疗

有效（CR+PR）65 例，化疗无效（SD+PD）50 例，临

床有效率约 56.52%（65/115）；见表 1。
2.2    新辅助化疗的不良反应

化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包括脱发、血液系统毒

性反应、皮疹、肝肾功能损害、消化道反应等，最常

见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

应。每项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不超过 30%，肝肾功能

损害及 3 级以上的血液系统毒性反应发生率均不

足 15%；见表 2。
2.3    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的单因

素分析

化疗有效组与无效组在吸烟史、酗酒史、肿瘤

位置、肿瘤分化程度、化疗前 cN 分期之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的多因

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临床特

征因素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

瘤分化程度、化疗前 cN 分期是接受术前新辅助化

疗的进展期食管鳞癌患者近期疗效的独立影响因

素（P<0.05）；见表 4。
2.5    预测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列

线图建立

根据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的 2 个独

立预测因素构建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

疗效列线图见图 1。每个独立预测因素得分为对应

上方评分标尺的得分（points），每例患者总得分

（total points）则为每个独立预测因素得分之和，总

分对应在化疗有效率轴上的数值即为进展期食管

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有效率，总分越高，近期

表 1    115 例患者的一般资料［ /例（%）］

项目 数据

性别

　男 93（80.9）

　女 22（19.1）

年龄（岁） 64.0±8.0

体重（kg） 57.6±10.2

身高（cm） 161.2±6.5

吸烟史 55（47.8）

酗酒史 51（44.3）

肿瘤位置

　上段 21（18.3）

　中段 75（65.2）

　下段 19（16.5）

肿瘤分化程度

　低分化 34（29.6）

　中分化 35（30.4）

　高分化 46（40.0）

化疗前cT分期

　T2期 12（10.4）

　T3期 87（75.6）

　T4期 16（14.0）

化疗前cN分期

　N0期 42（36.5）

　N1期 42（36.5）

　N2期 31（27.0）

化疗前临床分期

　cⅡ期 59（51.3）

　cⅢ期 40（34.8）

　cⅣ期 16（13.9）

近期疗效

　CR 9（7.8）

　PR 56（48.7）

　SD 43（37.4）

　PD 7（6.1）

CR：完全缓解；PR：部分缓解；SD：稳定；PD：疾病进展

表 2    115 例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不良反应［例（%）］

不良反应
CTCAE*

发生率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恶心 23（20.0） 6（5.2） 5（4.3） 0（0.0） 34（29.5）

呕吐 23（20.0） 8（7.0） 2（1.7） 0（0.0） 33（28.7）

腹泻 18（15.7） 10（8.7） 5（4.3） 0（0.0） 33（28.7）

皮疹 10（8.7） 3（2.6） 2（1.7） 0（0.0） 15（13.0）

白细胞减少 10（8.7） 3（2.6） 15（13.0） 0（0.0） 28（24.3）

中性粒细胞减少 12（10.4） 5（4.3） 15（13.0） 0（0.0） 32（27.7）

红细胞减少 13（11.3） 6（5.2） 2（1.7） 0（0.0） 21（18.2）

血小板减少 12（10.4） 5（4.3） 1（0.9） 0（0.0） 18（15.6）

转氨酶异常 10（8.7） 2（1.7） 1（0.9） 0（0.0） 13（11.3）

肌酐异常 4（3.5） 0（0.0） 0（0.0） 0（0.0） 4（3.5）

脱发 15（13.0） 10（8.7） 0（0.0） 0（0.0） 25（21.7）

*：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 4.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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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越高。

2.6    预测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列

线图的验证

通过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1 000 次，对列线图

进行内部验证。列线图在预测进展期食管鳞癌新

辅助化疗近期疗效方面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

度，C-指数及  AUC 均为  0.763（95%CI  0.676～
0.850）；见图 2；Calibration 校正曲线拟合良好，

提示列线图预测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

疗效与实际观察得出的结论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见

图 3。通过约登指数计算出列线图的最佳临界值为

70.04 分，将总分≥70.04 分的受检者划分为化疗敏

感人群，总分<70.04 分的受检者划分为化疗不敏感

人群，临界值下的灵敏度、特异度为 80%、58%。

2.7    新辅助化疗后治疗情况

本研究中 115 例患者顺利完成 2 周期新辅助化

疗后休息 4 周评估疗效及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经

影像学评估有手术指征的建议患者手术治疗，无手

术指征的患者建议到肿瘤科进一步放疗。最终有

89 例患者完成了胸腹腔镜联合食管癌切除术，69
例为 R0 切除，20 例为 R1 及 R2 切除，R0 切除率

［R0/（R0+R1+R2）］约 77.5%（69/89），具体情况如下。

化疗有效组 65 例有 59 例完成了手术，59 例完

成手术的患者当中 50 例为 R0 切除，9 例为 R1 及
R2 切除，R0 切除率约 84.7%（50/59）；另外 6 例未

完成手术切除的患者中有 3 例因患者自身原因放

弃手术，1 例失访，2 例 CT 发现肿瘤侵犯胸主动脉

建议进一步行根治性放疗；

化疗无效组 50 例患者 30 例完成了手术，其中

19 例为 R0 切除，11 例为 R1 及 R2 切除，R0 切除率

约为 63.3%（19/30）。另外 20 例未手术的患者，有

6 例因新辅助化疗后肿瘤进展建议进一步行根治性

放化疗；12 例患者新辅助化疗后肿瘤稳定，但 CT
评估侵犯气管或胸主动脉可能性大，建议进一步行

根治性放化疗；1 例患者化疗后出现食管气管瘘，

表 3    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的单因素分析［ /例（%）］

因素
化疗有效组

（n=65）
化疗无效组

（n=50）
P 值

年龄（岁） 64.0±7.6 63.0±8.6 0.39

身高（cm） 160.5±6.7 162.1±6.1 0.17

体重（kg） 58.0±9.0 56.9±11.7 0.59

性别 0.46

　男 51 42

　女 14 8

吸烟史 <0.01

20 00:00.0

酗酒史 <0.01

15 36

肿瘤部位 0.02

　上段 7 14

　中段 45 30

　下段 13 6

肿瘤分化程度 <0.01

　低分化 11 23

　中分化 21 14

　高分化 33 13

化疗前cT分期 0.78

　T2期 6 6

　T3期 50 37

　T4期 9 7

化疗前cN分期 32 10 <0.01

　N0期 21 21

　N1期 12 19

　N2期

化疗前临床分期 0.08

　cⅡ期 40 19

　cⅢ期 16 24

　cⅣ期 9 7

表 4    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 β 值 SE 值 Wald 值 P 值 OR 值 95%CI 值

肿瘤分化

程度

低分化 7.63 0.014

中分化 1.45 0.53 7.49 0.006 4.28 （1.51，12.10）

高分化 1.27 0.54 5.49 0.019 3.55 （1.23，10.24）

化疗前 cN
分期

N0 期 13.98 0.001

N1 期 -1.88 0.55 11.52 0.001 0.15 （0.52，0.45）

N2 期 -2.11 0.63 11.24 0.001 0.12 （0.3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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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支架治疗；1 例患者化疗后肿瘤进展出现严重

的吞咽梗阻行胃造瘘后再行根治性放化疗。

化疗有效组 R0 切除率高于化疗无效组（84.7%
vs. 6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3    讨论

就诊的食管癌患者多为有明显吞咽困难的进

展期食管癌，单纯手术治疗效果欠佳，术前新辅助

联合手术的综合治疗手段已被多个研究证实效果

明确[4-5]。术前新辅助化疗（nCT）作为新辅助治疗

手段之一，无论是手术 RO 切除率，还是术后远期

生存均好于单纯手术[4]。最新的 CSCO 指南[17] 推荐

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为进展期食管鳞癌次选方法，

日本依据 JCOG9907 结果把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作

为进展期食管鳞癌的标准治疗方法[4]。新辅助化疗

相比新辅助放化疗，有设备要求低、易掌握、费用

低等优点，可作为序贯化放疗的一部分，对于医疗

欠发达的我国中西部地区，术前化疗仍然是进展期

食管鳞癌术前新辅助治疗的一个重要选择手段。

进展期食管癌术前新辅助化疗方案有多种，最

常用的方案为顺铂联合 5-氟尿嘧啶，英国的 OEO2
实验[6] 及日本的 JCOG9907 实验[4] 均证实了此方案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随着化疗药物的研发进步，各

种新辅助化疗方案层出不穷，一项回顾性研究[18] 发

现，使用多西他赛+奈达铂（Doc+Ned）化疗组的患

者与使用顺铂和 5-氟尿嘧啶（CDDP+5-Fu）化疗组

的患者相比，Doc+Ned 组的临床缓解率明显好于

CDDP+5-Fu 组（36.3% vs. 10.0%）。我们的前期研

究[8] 采用多西他赛+奈达铂的新辅助化疗方案［奈达

铂 80 mg/m2，第 3 d+多 西 他 赛 75 mg/m2，第 1 d，
化疗周期为 2 个周期，每周期间隔 21 d］，临床缓解

率约 59.1%，并且有较高的安全性。本研究采用了

我们前期研究一致的新辅助化疗方案，近期临床缓

解率为 56.52%，与我们前期研究结果无明显差异

（56.52% vs. 59.1%），进一步分析发现临床缓解的患

者比无缓解的患者有更高的 R0 切除率（84.7% vs.
63.3%，P<0.05），肝肾功能损害及 3 级以上的血液

表 5    新辅助化疗结束后手术情况（例）

手术切除情况 化疗有效组（n=65） 化疗无效组（n=50） P 值

R0 50 19 <0.001

R1+R2   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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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列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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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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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alibration 校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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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毒性反应发生率均不足 15%，进一步证实了此

方案在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治疗上的安全性及

有效性。

进展期食管癌新辅助化疗后临床缓解率约

35%～70%[4,6-8]，不同的化疗方案效果不同，不同患

者对同一化疗方案的反应也有差异，这可能与不同

患者对新辅助化疗的敏感性不一样有关。部分化

疗反应差的患者疾病进展，进而延误手术时机甚至

丧失手术机会。本研究通过了解进展期食管鳞癌

新辅助化疗近期临床缓解的影响因素及建立临床

预测模型，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减少治疗手段选

择的盲目性，使患者获得更好治疗效果的同时减少

不良反应。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新辅助化疗临床缓解

组与未缓解组在吸烟史、酗酒史、肿瘤位置、肿瘤

分化程度、化疗前 cN 分期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分化程

度、化疗前 N 分期是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

期临床缓解情况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肿瘤分化程度是食管癌预后的影响因素之一，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发现低分化进展期食管鳞癌新

辅助化疗临床反应最差，中高分化食管鳞癌反应较

好（P<0.001），这可能与低分化食管鳞癌恶性程度

更高、侵袭性更强、更早发生淋巴结转移 [18] 有关。

2019 年的一项研究[19]，分析了食管及食管胃结合部

腺癌印戒细胞分化与新辅助化疗或放化疗疗效的

关系，结果显示印戒细胞分化与食管腺癌新辅助化

疗联合手术治疗后生存率无关，但是无印戒细胞分

化的患者新辅助化疗临床反应更好，有更高的 R0
切除率（88%vs. 80.6%，P=0.02）。一项随机对照研

究的二次分析[20] 发现，术前新辅助化疗并不能改善

低分化食管癌患者生存率，而中高分化食管癌生存

率能明显延长。在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

2015 年年会上，有研究者[21] 报道，肿瘤细胞分化程

度是  pT2～3N0M0 食管鳞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

素。低分化癌恶性程度高，新辅助化疗临床反应较

差，R0 切除率低于中高分化癌，对于可切除低分化

进展期食管鳞癌，直接手术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治疗

效果。

我们前期研究[8] 发现，新辅助化疗能明显缩短

进展期食管鳞癌肿瘤长度，使肿瘤降期。cT 分期

及 cN 分期是进展期食管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重要

影响因素，新辅助化疗后 T 分期及 N 分期降级与

进展期食管癌预后密切相关[22]。本研究分析结果显

示，术前 cN 分期是食管癌新辅助化疗临床缓解情

况的独立影响因素之一，cN0 期食管癌对新辅助化

疗的反应好于 cN1 及 cN2 期，这可能与 N0 期患者

T 分期更早、肿瘤更小有关，有研究表明肿瘤浸润

深度及肿瘤大小是食管癌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

因素，T3～4 期的肿瘤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18,23]，而

新辅助化疗对临床 II 期食管鳞癌有效，对临床Ⅲ期

或 cT3 患者的效果相对较差[24]。对于淋巴结转移并

且 T 分期较晚的食管癌患者，单纯多西他赛联合奈

达铂新辅助化疗效果欠佳，联合新辅助放疗或者采

用三联体新辅助化疗方案（多西他赛和顺铂和 5-氟
尿嘧啶）更能使患者获益 [5,25]。本研究发现食管癌

cT 分期及临床分期不是其独立影响因素，与既往

研究结论有差异，这可能与本研究中 cT 及临床分

期的评价标准有关。准确的 T 分期及 N 分期对于

进展期食管癌治疗决策、评价新辅助化疗后真实反

应、预测预后至关重要[20]。既往研究[26] 显示，多排

螺旋 CT 对食管癌 T 分期的准确性低于对 N 分期

的准确性，特别是对于转移淋巴结的判断，CT 具
有其独有的优势。而 T 分期的不准确继而会导致

临床分期的不准确，这可能是本研究结果与既往研

究有较大差异的原因之一。目前，有研究 [27] 表明
18F-FDG PET/CT 及 MRI 对于食管癌术前 TNM 分
期有更高的准确性。所以，在食管癌术前很有必要

行 PET/CT 及 MRI 检查进行准确的 TNM 分期，这

不仅能够准确评估患者的预后，也能辅助临床医师

对食管癌新辅助化疗目标人群进行筛选，减少盲目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吸烟及

酗酒会影响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近期临床

缓解情况。虽然多因素分析发现其并不是独立影

响因素，但是就诊的食管癌患者多有吸烟酗酒史，

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与食管癌的发生、发展

密切相关[28]。

既往吸烟史是食管癌不良预后的因素之一，其

是接受放化疗治疗的进展期食管癌患者疗效的重

要影响因素[29-30]。吸烟会导致食管癌患者体内血管

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和增殖细胞核抗原 Ki-
67 的水平升高，而这两种因子与食管癌癌变的发展

程度呈正相关，吸烟可明显加快癌变组织的恶化程

度[31]。Shitara 等[32] 的研究结果显示进展期食管癌对

放化疗的反应，评估为完全反应的患者比例在非重

度吸烟者（70.0%，28/40）中显著高于重度吸烟者

（43.7%，67/153），吸烟史与接受放化疗治疗的食管

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在临床工作中，对于

吸烟的食管癌患者，特别是重度吸烟的患者，拟行

术前新辅助化疗要倍加关注，并且在治疗期间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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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嘱患者严格戒烟，拟提高新辅助化疗效果，

改善预后。

本研究显示酗酒会影响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

助化疗疗效，这可能与长期酗酒会导致 DNA 甲基

化异常，进而导致对化疗药物耐药有关。人体内存

在多个酒精依赖的甲基化敏感基因[33]。国内的一项

研究[34] 发现，肿瘤组织中 TFAP2E 基因甲基化的发

生率高于正常组织（P<0.05）。TFAP2E 基因 CpG
岛甲基化和接受基于氟尿嘧啶化疗食管癌患者疗

效相关，TFAP2E 高甲基化患者化疗有效率明显低

于低甲基化患者（P<0.05）。有研究[35] 显示，TFAP2E
基因启动子区呈现高甲基状态时，肿瘤患者会对 5-
氟尿嘧啶耐药。另有研究 [36] 表明，在晚期胃癌里

TFAP2E 基因高甲基化会导致对氟尿嘧啶耐药。长

期酗酒可能导致进展期食管鳞癌 TFAP2E 基因高甲

基化，进而对氟尿嘧啶耐药，本研究化疗方案为多

西他赛联合奈达铂，说明多西他赛同样可能出现因

为酗酒引起的耐药。对于有酗酒史的进展期食管

鳞癌患者，化疗方案的制定应尽量避免使用氟尿嘧

啶和多西他赛，对此类患者进行 TFAP2E 基因甲基

化水平检测可能为个体化化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

本研究根据统计分析筛选出来的预测因子建

立列线图，通过计算得分，获得受试者的风险预测

值。本研究建立的列线图的预测风险能力为

0.763，Calibration 校正曲线拟合良好，通过约登指

数计算出列线图的最佳临界值为 70.04 分，临界值

的灵敏度、特异度为 80%、58%。列线图的一致性

及临床效能尚可。该列线图对于临床工作中分析

个体进展期食管鳞癌近期临床缓解情况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对于筛选新辅助化疗对象具有一定的

意义，医师可根据预测得分为患者制定更加有针对

性的治疗方案。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少，用 CT 及 B
超判断 cT 分期及 cN 分期具有局限性，未做列线图

的外部验证，其预测模型的可转移性和泛化性能力

较差，仍需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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