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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

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术中放疗后的早期并发症
张建伟

车旭

【摘要】

兰忠民王成锋

陈应泰冯勤付

目的

总结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术中放疗后早期并发症的发生、治疗和转归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术中放疗的１１５例局部进
展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肿瘤位于胰头部８１例，胰体、尾部３４例。治疗方式为术中放疗联
合内引流手术。术中放疗采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移动式术中电子线加速器，剂量为１２—２０ ｃｙ。结果１１５例
患者的术后早期并发症包括胃瘫１２例（１０．４％），出血４例（３．５％），胆瘘１例（０．９％），胰瘘１例
（０．９％），腹腔感染３例（２．６％），肾功能不全２例（１．７％）。除１例患者囚消化道出血死亡外，其余
患者的并发症经治疗后均获得痊愈。结论采用术中放疗治疗局部进展期胰腺癌的主要早期并发症
为胃瘫、出血和腹腔感染等，其中胃瘫的发生率最高。术后早期并发症的治疗效果较好，术中放疗是
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
【主题词】胰腺肿瘤；术中放疗；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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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早

解患者症状、降低局部复发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认

期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无法

可。本研究中，我们对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

手术切除。其中因肿瘤浸润肠系膜血管或邻近脏器

受胰腺癌术中放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术

者被称为局部进展期胰腺癌。对这部分患者的治疗

后早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主要足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术中放疗足
国内新近开展的胰腺癌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其在缓

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我院自２００８年１ １月至２０１２年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６６．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７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１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腹
部外科（张建伟、车旭、陈应泰、兰忠民、王成锋），放疗科（冯勤付）
通信作者：车旭，Ｅｍａｉｌ：ｄｒｃｈｅｘｕ＠１６３．ＣＯＩ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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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间共收治胰腺癌患者３５４例，其中１１５例属于
局部进展期胰腺癌并采用内引流手术及术中放疗治
疗。总结１１５例接受术中放疗患者的病史、临床症
状、体征、辅助检查结果、影像检杏资料、手术方式、

主堡壁冱苤查！Ｑ！垒生ｉ旦筮堑鲞星！塑垦！ｉ！』Ｑ！！！！：』！些！Ｑ！垒：！尘：堑：堕！：！

术中放疗相关资料、术后并发症种类及数量、并发症
治疗后转归情况等。

３．术后并发症的治疗：术中放疗后发生率最高
的并发症是胃瘫。与一般手术后出现的胃排空障碍

２．诊断和治疗：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均获得组织

不同的是，术后胃肠功能兀恢复过程，胃液引流量持

学诊断，明确为胰腺癌后才能接受术中放疗。获得

续增多。胃瘫患者经胃肠减压、营养支持、辅以中医

组织学诊断的方法包括：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

药治疗后均康复，恢复时间平均为２７．８ ｄ。胰瘘、胆

活检、术中穿刺细胞学柃查、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影

瘘患者经保守治疗后愈合，治疗时间为７～１５ ｄ。消

像检查包括超声、ＣＴ、ＭＲＩ和ＰＥＴ－ＣＴ。所有患者术

化道出血患者全部为梗阻性黄疸患者，１例经二次

前均诊断为胰腺癌。根据肿瘤位置和症状以及术中

手术后止血成功，２例经保守治疗后出血停止，１例

探查情况，内引流手术选择胆囊空肠或胆管空肠吻

因失血性休克死亡（表１）。

合术、胃空肠吻合术。１１５例患者中，行胃肠、胆肠

讨

吻合术７８例，单独胆肠吻合术２０例，单独胃肠吻合
术１７例。

论

胰腺癌起病隐匿，恶性程度高。尽管其发生率

术中放疗使用可移动式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电子束放射

仅占所有恶性肿瘤的２％，但死亡率却占所有恶性

系统。采用３～１２ ＭｅＶ电子线，剂量为１２—２０ Ｇｙ。

肿瘤的５％。１。。胰腺癌的预后不良主要源于其早期

治疗步骤为：首先进行外科治疗，包括探查肿瘤、细

诊断困难，诊断时多数已属晚期。其中因肿瘤浸润

胞学检查、内引流手术。均完毕后，根据术前影像学

肠系膜血管或邻近脏器者的局部进展期胰腺癌，约

定位和术中所见肿瘤情况，确定照射范围，移开肿瘤

占胰腺癌患者的４０％Ｅ２ ３。另一部分因肿瘤早期侵

周围的正常组织和器官后将合适大小的限光筒置于

犯腹膜后结缔组织，并向胰周神经丛和局域淋巴结

肿瘤上方，并包括肿瘤周围１ ｅｍ的正常组织。放疗

播散，患者虽可接受手术切除，但由于手术难以达到

完成后再依正常手术步骤结束手术。

Ｒ０切除，术后复发和转移率较高。对这部分患者如

３．并发症分析：对所有患者术后的资料进行总
结，分析术后３０ ｄ内出现的并发症。
结

何能够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是胰腺癌临床治疗的重点。
１．术中放疗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术中放疗通常

果

是指在术中直视条件下，利用电子线对肿瘤病灶或

１．临床特征：１１５例患者中，男性５３例，女性

瘤床进行一次大剂量照射，主要有以下优点：照射野

６２例；年龄５５～７２岁，平均６６．８岁。主要症状包括

精确、单次照射剂量大、靶区小、表面剂量高等。有

黄疸３７例，腹痛１９例，腹部不适４６例；体检发现１３

研究显示，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接受术

例。术前存在黄疽３７例，总胆红素为６９．９～３５５．９

中放疗后的６个月和１年生存率分别为１００％和

ｍｍｏｌ／Ｌ，直接胆红素为５１．２～３０８．４

ｍｍｏｌ／Ｌ。ＣＡｌ９－９

５７．１％，明显长于姑息性治疗的患者（分别为４２．９％

Ｕ／Ｌ。肿瘤

和０），且患者的疼痛缓解明显ｐ。。术中放疗也可用

升高９８例，ＣＡｌ９－９为４３１．０～１

４２９．７

位于胰头部８１例，胰体、尾部３４例。

于治疗可切除的胰腺癌患者。Ｈｉｒａｏｋａ等【４ｌ的研究

２．术后早期并发症：１ １５例患者中，术后出现各

结果显示，在肿瘤切除前进行术中放疗者的５年生

种早期并发症２３例，其中胃瘫的发生率最高，为

存率为１５．３％，其中ＲＯ切除者的５年生存率为

１０．４％；其次为出血（３．５％）。１ １５例局部进展期胰

２０．２％。由此可见，术中放疗已经成为胰腺癌的重

腺癌术中放疗后的并发症和转归见表１。

要治疗方法之一。
２．并发症发生的原因：胰腺癌术中放疗的并发

表１

１

１５例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术中放疗后的
并发症和转归

症主要包括胰瘘、胃瘫、感染、出血和胆瘘等＂Ｊ。本
研究结果显示，胃瘫是术中放疗后发生率最高的并
发症，且胃瘫多见于胰头部肿瘤行术中放疗的患者。
胃瘫综合征是一种以胃流出道非机械性梗阻为主要
征象的功能性疾病，其特征为胃排空迟缓。６１，多见
于糖尿病或者上腹部手术后，特别是胃和胰腺手术
后。目前研究显示，胃瘫是正常胃调控功能异常，而
非器质性疾病＂ｊ。术中放疗后出现胃瘫的特点是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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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消化道

进行减黄治疗，对降低出血、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造影检查可见造影剂在胃内积存，胃部蠕动缺失，但

仍有效果¨０｜。对于胰瘘的发生应从穿刺和放疗两

造影剂可由重力作用缓慢进入小肠。行胃镜检查

方面预防。细胞学穿刺的操作应轻柔，避免大范围

时，可见部分病例出现胃窦或十二指肠黏膜轻度水

组织破坏，穿刺点应选在放射野外围区域，放疗后此

肿、糜烂，呈慢性炎症表现。由于本研究巾大部分病
例为胰头部肿瘤，考虑胃瘫的发生与放射线对胃窦

区域可覆盖邻近正常组织保护。

和十二指肠壁的照射相关。

胰腺癌，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临床应用数量将随

术后胃液量持续增多，每天５００—１

２００

总之，术中放疗目前主要用于治疗局部进展期

消化道出血主要见于梗阻性黄疸的患者，因黄

着术中放疗器械在国内的增多而大幅度提升。为解

疸患者的肝功能受损，凝血因子Ｉ、Ⅱ、Ｖ、Ⅶ、Ⅷ、

决胰腺癌术后局部高复发率的问题，对可切除胰腺

Ⅸ、Ｘ生成减少而导致凝血功能障碍。另外，如消化

癌患者进行术中放疗的临床研究也已在进行中，总

道受照射剂量大，消化道黏膜的修复能力受损，易形

结并预防术中放疗的相关并发症，将对这一新技术

成消化性溃疡并发出血。胰瘘的出现主要与术中进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行细胞学检查及其后在穿刺区域进行放疗有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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