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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新辅助治疗联合手术治疗已成为局

部晚期食管癌患者标准治疗模式。 新辅助治疗后病理缓解，
尤其是病理完全缓解（ｐＣＲ），与远期生存密切相关。 新辅助

治疗后部分患者临床完全缓解（ｃＣＲ）。 有学者提出：新辅助

治疗后 ｃＣＲ 患者或可行根治性放化疗，必要时行挽救治疗。
笔者分析 ｃＣＲ 与 ｐＣＲ 的关系、ｃＣＲ 后“观察与等待”策略是

否具有生存获益后认为：在 ｃＣＲ 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评估和

分子诊断模型准确预测 ｐＣＲ，筛选合适患者，采取最佳综合

处理模式，或将成为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个体化全程管理的

重要发展方向。
　 　 【关键词】 　 食管肿瘤；　 食管癌；　 新辅助治疗；　 手

术治疗；　 病理完全缓解；　 临床完全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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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发病率及病死率在各类恶性肿瘤中均位

居前列，严重威胁居民健康［１］。 我国食管癌以鳞状

细胞癌为主。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食管癌在农村地

区、老年人群中更为多见；２０１５ 年食管癌预计新发

病例数约 ４８ 万，死亡病例数约 ３７ 万［２］。 食管癌早

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在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
远期生存不佳。 围绕局部晚期食管癌，近 １０ 余年的

研究结果显示：新辅助治疗联合手术治疗可以实现

更好的远期生存，但是围绕新辅助治疗联合手术治

疗仍有不少重要问题亟待探究。

１　 食管癌新辅助治疗概述

　 　 一项日本的临床研究（ＪＣＯＧ９９０７ 研究）比较新

辅助化疗和辅助化疗，提出顺铂＋５⁃氟尿嘧啶方案可

作为新辅助化疗标准方案［３］。 该随机对照研究纳入

３３０ 例临床Ⅱ期和Ⅲ期食管鳞癌患者，其中 １６４ 例

行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治疗，１６６ 例行手术治疗联

合辅助化疗。 化疗方案均为顺铂＋５⁃氟尿嘧啶。 术

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组与辅助化疗

组比较，食管鳞癌Ⅱ期、病理学 Ｎ０、Ｒ０ 切除患者比

例显著较高。 随访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组和辅助化

疗组比较，５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５５％和 ４３％（Ｐ＝０ ０４）。
　 　 一项荷兰的临床研究（ＣＲＯＳＳ 研究）结果显示：
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手术治疗具有显著生存优势［４］。
该随机对照研究纳入 ３６６ 例食管癌及食管胃结合部

腺癌患者，其中 １７８ 例行新辅助放化疗（紫杉醇＋卡
铂，４１ ４ Ｇｙ ／ ２３Ｆｘ）联合手术治疗；１８８ 例行手术治

疗。 研究发现：新辅助放化疗组和手术组比较，Ｒ０

切除率分别为 ９２％和 ６９％，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４９ ４ 个月和 ２４ ０ 个月，１、２、３、５ 年生存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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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和 ７０％、６７％和 ５０％、５８％和 ４４％、４７％和 ３４％，
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亚组分析发

现：新辅助放化疗后，食管鳞癌病理完全缓解（ｐａｔｈ⁃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ＣＲ）达 ４９％，食管腺癌

ｐＣＲ 为 ２３％。 值得注意的是，新辅助放化疗组和手

术组比较，吻合口漏发生率和围术期病死率分别为

２２％、３０％和 ６％、７％。
　 　 ２０１８ 年国内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

研究（ＮＥＯＣＲＴＥＣ５０１０ 研究）纳入 ４５１ 例局部晚期

食管鳞癌患者，其中 ２２４ 例行新辅助放化疗（长春

瑞滨＋顺铂，４０ Ｇｙ ／ ２０Ｆｘ）联合手术治疗，２２７ 例行手

术治疗［５］。 其研究结果显示：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手

术治疗组与手术组比较，Ｒ０ 切除率、中位生存时间、
无病生存时间分别为 ９８ ４％和 ９１ ２％、１００ １ 个月

和 ６６ ５ 个月、１００ １ 个月和 ４１ ７ 个月。 该项研究

报道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手术治疗组 ｐＣＲ 达 ４３ ２％。
　 　 随着新辅助治疗的广泛开展，包括新辅助治疗

方案选择、敏感性评估、并发症管理及新辅助治疗后

淋巴结清扫范围等问题引起临床医师的关注。 目

前，研究者普遍认为新辅助治疗后 ｐＣＲ 可预示较好

的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６－８］。
　 　 部分食管癌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后吞咽梗阻等症

状消失，内镜、ＰＥＴ⁃ＣＴ 等影像学检查均未发现肿瘤残

留，即达到临床完全缓解（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ＣＲ）。 对于此类患者的认识和处理引起多种讨论，
焦点在于 “观察与等待”策略。 部分学者提出“食
管保留策略”：新辅助治疗后 ｃＣＲ 患者或可行根治

性放化疗，必要时行挽救治疗。 对此表述，笔者认为

首先需要明确以下两点：（１） ｃＣＲ 与 ｐＣＲ 的关系。
（２）ｃＣＲ 后“观察与等待”策略是否具有生存获益。

２　 ｃＣＲ 与 ｐＣＲ 的关系

　 　 ｃＣＲ 与 ｐＣＲ 为交集关系，ｃＣＲ 与非 ｃＣＲ 比较可

能更易实现 ｐＣＲ。 Ｈｅｎｅｇｈａｎ 等［９］开展 ＰＥＴ⁃ＣＴ 联合

内镜检查诊断 ｃＣＲ 及预测 ｐＣＲ 的研究。 该研究纳

入 １３８ 例食管癌患者（其中鳞癌 ３５ 例），新辅助放

化疗结束后 ４～６ 周接受 ＰＥＴ－ＣＴ 和内镜检查评估，
最大标准摄取值＜４ 且无淋巴结摄取为完全代谢缓

解，内镜下无残留黏膜异常为完全内镜缓解，ＰＥＴ⁃
ＣＴ 联合内镜检查均诊断为完全缓解定义为 ｃＣＲ。
其研究结果显示：完全代谢缓解、完全内镜缓解、
ｃＣＲ 对于 ｐＣＲ 的预测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５５ ９％和 ５７ ７％、４０ ７％和 ６２ ７、３２ ４％和 ８０ ８％。
其研究结果显示：ｃＣＲ 对 ｐＣＲ 预测效能较低，临床

决策需谨慎考虑。
　 　 此外，已有不少研究探索临床评估和分子模型

预测 ｐＣＲ 的可行性。 Ａｊａｎｉ 等［１０］分析 ３２２ 例行新辅

助放化疗联合手术治疗的食管癌患者，其中 ７０ 例达

到 ｐＣＲ，２５２ 例为非 ｐＣＲ。 该研究将临床因素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包括新辅助治疗后 ＰＥＴ 检查结

果、活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性别、肿瘤分化程度及

基线水平 ＥＵＳ Ｔ 分期。 诊断试验提示该模型对

ｐＣＲ 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２０１６ 年，一项研究通过

鉴定 ｍｉＲＮＡ 差异表达，经过训练集和验证集构建包

括 ｍｉＲ⁃１４５⁃５ｐ、ｍｉＲ⁃１５２、ｍｉＲ⁃１９３⁃３ｐ 和 ｍｉＲ⁃３７６ａ⁃３ｐ
在内的预测模型，结果发现其对病理缓解具有较好

的预测效能［１１］。 另一项研究则纳入 ２８ 例食管鳞癌

患者，鉴定 ｐＣＲ 和非 ｐＣＲ 患者差异表达基因，构建

包括 ＭＭＰ１、ＬＩＭＣＨ１、Ｃ１ｏｒｆ２２６ 的预测模型。 该模

型在 ３２ 例食管鳞癌患者中有较好的 ｐＣＲ 预测效能

（曲线下面积为 ０ ８１８； 灵敏度为 ５４％，特异度为

１００％；Ｐ＝ ０ ００３） ［１２］。

３　 ｃＣＲ 后“观察与等待”策略是否具有生存获益

　 　 一项法国的前瞻性临床研究（ＦＦＣＤ９１０２ 研究）
比较新辅助治疗后临床缓解的患者，行新辅助放化

疗联合手术治疗和根治性放化疗的远期生存情

况［１３］。 其研究结果显示：２５９ 例食管癌患者经诱导

放化疗后评估为临床缓解（包括 ｃＣＲ），新辅助放化

疗联合手术治疗组、根治性放化疗组中位生存时间

分别为 １７ ７ 个月、１９ ３ 个月，２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

为 ６６ ４％、５７ ０％，术后 ９０ ｄ 病死率分别为 ９ ３％、
０ ８％。 该研究指出：对于诱导放化疗临床缓解的患

者，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手术治疗与根治性放化疗比

较，并无生存获益。
　 　 另一项纳入 １７２ 例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的随

机对照研究指出：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治疗具有较好

的 ２ 年无进展生存率（６４ ３％比 ４０ ７％，Ｐ ＝ ０ ００３），
但治疗相关病死率亦较高（１２ ８％ 比 ３ ５％，Ｐ＝０ ０３）。
该研究结果显示：临床缓解是总生存期的独立预后

因素；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治疗可以提高局部控制

率，但不能延长总生存时间［１４］。 该项研究的结果显

示：ｃＣＲ 后接受预定食管切除术的价值有待进一步

研究。
　 　 尽管已有不少证据直接或间接地支持 ｃＣＲ 后

“观察与等待”策略，另外一些研究则认同预定手术

的价值。 ２０１３ 年一项研究纳入 １７７ 例食管癌 ｃＣＲ
患者，其中 ５９ 例行根治性放化疗或密切随访，１１８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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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手术治疗组中高

达 ３４ ６％的 ｃＣＲ 患者存在肿瘤残留［１５］。 这一结果

提示 ｃＣＲ 可靠性较低。 其多因素分析发现：接受手

术治疗是无复发生存和远期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此外，有研究结果显示：新辅助治疗后淋巴结状态等

对无病生存和远期生存具有重要影响［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法国开展的 ＥＳＯＳＴＲＡＴＥ 研究

（ＮＣＴ０２５５１４５８）对新辅助治疗后 ｃＣＲ 患者予以随

机分组，接受手术切除或密切随访并在必要时行挽

救手术。 ２０１７ 年荷兰开展的 ＳＡＮＯ 研究中，新辅助

放化疗后 ４ ～ ６ 周接受包括内镜、ＰＥＴ⁃ＣＴ 检查在内

的临床评估，非 ｃＣＲ 患者行手术治疗；ｃＣＲ 患者继

续定期评估，待发现可疑病变即行手术治疗［１７］。 这

两项大规模前瞻性临床研究或将有助于指导食管癌

新辅助治疗后 ｃＣＲ 患者的综合处理。
　 　 总体而言，目前临床研究大多比较 ｃＣＲ 患者行

预定手术或根治性放化疗后生存情况。 笔者认为：
此类研究的前提及结论需慎重考虑，只有在 ｃＣＲ 的

基础上，通过临床评估和分子诊断高度考虑 ｐＣＲ，才
可作为“观察与等待”策略的讨论前提。
　 　 ２０１８ 年，ｐｒｅＳＡＮＯ 研究指出：ＥＵＳ 检查结合咬

取组织活组织检查、细针穿刺活组织检查及 ＰＥＴ⁃ＣＴ
检查等影像学检查可有效发现残留病灶［１８］。 有学

者提出：结合临床评估或分子标志物有助于提高 ｃＣＲ
对 ｐＣＲ 的预测效能［１９－２０］。 事实上，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开展

的 ＰＲＩＤＥ 研究已经关注 ＰＥＴ⁃ＣＴ、ＭＲ、内镜及 ｃｔＤＮＡ
等多种检查手段综合预测 ｐＣＲ 的效能［２１］。 因此，
一项更加综合的前瞻性临床研究（包括临床评估和

分子预测）将会有助于明确食管癌新辅助治疗后

ｃＣＲ 的综合处理模式。

４　 结语

　 　 近 ２０ 年来，食管癌综合诊断与治疗取得了长足

发展。 在外科领域，围术期并发症和病死率明显下

降。 ＮＥＯＣＲＴＥＣ５０１０ 研究报道：吻合口漏、围术期

死亡在新辅助放化疗组分别为 ８ ６％、２ ２％，在手术

组分别为 １２ ３％、０ ４％，均远低于欧美国家相关研

究数据。 同时，外科医师也应注意放射治疗和内科

治疗取得的明显进步。 ２０１９ 年国内一项前瞻性研

究报道：４３６ 例行食管鳞癌根治性放化疗患者，其中

Ⅱａ、Ⅱｂ、Ⅲ、Ⅳ期比例分别为 １５ ４％、１６ ３％、４６ ８％、
２１ ５％，５ 年生存率可达 ４３ ０％，远优于 ＲＴＯＧ８５０１、
ＲＴＯＧ９４０５ 等早期研究［２２］。 近年来，免疫治疗亦为提

高食管癌远期生存带来更多希望。 此外，微创、快速康

复理念深入人心，生命质量与人文关怀愈加得到重视。
　 　 在这一背景下，综合治疗的思路和选择愈加广

阔，新辅助治疗后 ｃＣＲ 患者如何进行最佳处理也显

得尤为重要。 尽管目前在 ｃＣＲ 诊断标准、ｐＣＲ 预测

模型方面尚无定论，随访策略与挽救治疗也没有共

识，但是笔者认为：在 ｃＣＲ 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和分

子诊断准确预测 ｐＣＲ，筛选合适患者，采取最佳综合

处理模式，或将成为精准医学下局部晚期食管癌个

体化全程管理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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