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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放疗在局部晚期胰腺癌治疗中的作用
白晓枫张建伟

王成锋

【摘要】

田艳涛

冯勤付

翟医蕊

车旭边志民赵平

目的评价术中放疗（ＩＯＲＴ）在局部晚期胰腺癌综合治疗中的价值。方法２００７年

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经组织细胞学证实、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胰腺
癌６５例，随机分为ＩＯＲＴ组及对照组（ｉＯＲＴ组３ｌ例，对照组３４例）、进行前瞻性研究。ＩＯＲＴ组采用

术中放疗加内引流／剖腹探查手术治疗；对照组仅行内引流／剖腹探杏治疗。评价两组的术中和术后
的不良事件、近期毒副反应、疼痛缓解情况、肿瘤标志物下降情况和远期牛存期情况。结果两组手
术时间（２０５．２、１７３．３２ ｒａｉｎ），术中出血（１７８．６１、１６２．３８ ｎｄ，Ｐ＝０．０８１）等指标及术后恢复情况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术后血液毒性、疼痛缓解、ＣＡｌ９－９ ＩＯＲＴ组下降明显（术后２周两组分别为（３８８．９－１－
３１．２）Ｕ／ｍｌ和（５０８．０±２９．８）Ｕ／ｎｄ，术后１个月分别为（３５６．７±４１．３）Ｕ／ｍｌ和（５６６．０ ４－３２．１）
Ｕ／ＩＩｌｌ、生存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２９）。结论ＩＯＲＴ可有效抑制肿瘤的生长、延长患者的生
存；止痛效果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毒副作用小、对术后恢复无显著影响、安全可靠；简便、易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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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胰腺癌的发病率在不断的上升¨圳，
而在确诊的胰腺癌患者中有大部分的患者已是晚
期，失去了手术的机会。如何提高胰腺癌的早期诊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断和晚期胰腺癌的诊治水平，是摆在国内外医学工

１．一般资料：６５例胰腺癌患者均为２００７年１

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为此，我们比较了术中放疗

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收治

（ＩＯＲＴ）在局部晚期胰腺癌综合治疗中的价值，现将

的、经组织细胞学证实、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胰腺
癌，男３２例、女３３例，年龄５５～７８岁。上腹部不适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ｒａｓ．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 １．０４．００７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１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
研究所肿瘤医院腹部外科
通信作者：赵平．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２６３．ｎｅｔ

万方数据

就诊２ｌ例、黄疸１８例，其他包括腹痛９例、偶然发
现胰腺病变９例、其他症状７例。ＩＯＲＴ及对照组临
床资料见表ｌ。本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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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知情同意。

结

表１一般临床资料及手术情况

果

１．ＩＯＲＴ组与对照组手术情况及手术时间比较：
两组术中出血量（１７８．６ ｍｌ和１６２．４ ｍ１），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手术时间ＩＯＲＴ组较对照组手术时间平
均延长（２０５．２ ｍｉｎ和１７３．３ ｍｉｎ），主要是放疗设备

的准备、安放及为保证手术无菌原则而进行的相应
准备。但随着操作熟练程度的提高，延长时间逐渐
缩小，最后ｌＯ例手术时间平均为１９５．８７

ｍｉｎ。

ＩＯＲＴ组术后腹腔引流较多、但淀粉酶平均值为
（１７．８ ４－９．９）Ｕ／Ｌ，排除有胰瘘所致。改善患者营养
状态，纠正低蛋白血症后，腹腔引流减少。ＩＯＲＴ组
腹腔引流管留置时间较对照组延长，但两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Ｏ．４１９）。
２．放疗毒副反应：ＩＯＲＴ组血液学毒性反应６
例（Ｉ。４例、Ⅱ。２例），对照组５例（Ｉ ０２例、Ⅱ０３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７５４）。ＩＯＲＴ组食欲
下降９例（Ｉ。５例、Ⅱ０３例、Ⅲ。１例），对照组１２例

２．手术治疗：全麻下行剖腹探查，术前未经病
理证实者行术中细针穿刺细胞学和（或）冰冻活检，

（Ｉ ０５例、Ⅱ０４例、Ⅲ０３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６０８），见表２。

取得组织学证据后对肿瘤的可切除性进行评估；不
表２治疗后临床资料统计分析结果

可切除者根据术前是否存在胆道、消化道梗阻，以及
术后短期内出现梗阻的可能性决定是否行胆道空肠

（￡要）

临床资料

（裟ｔ３ｒ０４１）

Ｐ值

和（或）胃空肠吻合以解除或预防梗阻，完成手术后

血液毒性

是

５

行ＩＯＲＴ。手术方式见表ｌ。

食欲Ｆ降

是

９

１２

０．６０８

２３

１６

ｏ．０４２

８

１８

３．术中放疗：采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ｌ０００移动式电子线

肿瘤大小ＰＲ、ＳＤ
ＰＤ

７

０．７５４

加速器。根据肿瘤大小、厚度决定照射剂量，剂量

手术时间（“ｎ）

２０５．２

１７３．３

ｏ．０３０

ｌｌ

手术出血（ｍ１）

１７８．６

１６五４

ｏ．０８１

８．８

７．８

ｏ．４１９

Ｇｙ（１０一１５ Ｇｙ）；肿瘤厚度＜３ ｅｍ时照射强度为

６ Ｍｅｖ、＞３

ｃｍ时为１２ Ｍｅｖ。照射野包括肿瘤外ｌ

腹腔引流时间（ｄ）
疼痛缓解

是

ｌ

４

０．０２３

ｅｍ正常组织，据此选择合适的限光筒；尽量保护周

标记物下降

是

１６

９

０．０４５

围正常组织，可用纱垫推开或用铅版遮挡。所有患

术后２周ＣＡｌ９－９（Ｕ／ｍ１）

３船．９±３１．２ ５０８．０±拽８ ０．９０９

术后１个月ＣＡｌ９－９（ｔｌ／ｍｒ）

３５６．７土４１．３

者均行单野、单次照射。
４．评价指标：术中不良事件（术中出血量、手术

住院时间（ｄ）
死亡

是

５６６．０ ｅ３２．１ ０．８４０

１４．４

１３．８

０．７７６

１４

１７

０．８０５

时间）、术后不良事件（食欲下降、腹腔引流时间、住

院时间）、近期毒副反应（血液毒性反应等）、疼痛缓
解情况、肿瘤标志物下降和生存期情况。

３．疼痛缓解情况：疼痛评价标准采用数字评分
法（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ＮＲＳ）。数字分级法用０一

５．随访及统计学处理：所有病例进行随访，失

ｌＯ的数字代表不同程度的疼痛，０为无痛，４级为疼

访２例、随访率９７％。随访频率为术后１个月及其

痛影响睡眠，７级疼痛为无法入睡，ＩＯ为剧痛。让患

后每３个月１次，随访内容包括生存情况、生活质量

者自己圈出最能代表疼痛程度的数字。程度分级标

评价、肿瘤标记物水平、影像检查等。所有数据采用

准为：０：无痛，ｌ一３：轻度疼痛，４—６：中度疼痛，７一

ＳＰｓＳｌ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ｔ

１０：重度疼痛。根据患者治疗前后的评分结果，疼痛

检验；计量资料使用Ｘ２检验；生存分析使用Ｋａｐｌａｎ－

级别下降三级以上者为明显缓解。术前伴有疼痛

Ｍｉｅｒｅ法，Ｌｏｇ．ｒａｎｋ法检测；所有分析结果以Ｐ＜

者，ＩＯＲＴ组９例、对照组５例；治疗后ＩＯＲＴ组８例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明显缓解、对照组仅ｌ例明显缓解，两组差异有明显

万方数据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３），见表２。

应的２—３倍。（３）利用高能电子线，建成靶区小、

４．ＣＡｌ９－９变化：术前ＩＯＲＴ组ＣＡｌ９－９升高２２

表面剂量高、达到最大剂量点深度后剂量急剧衰减

例（４３１．１ ４－２２．９）Ｕ／ｍｌ，对照组２３例（４８４．７±

的特性，使靶区剂量均匀、病灶后正常组织和器官受

４７．７）Ｕ／ｍｌ；术后２周两组分别为（３８８．９±３１．２）

照射量小、保护性好。（４）与手术同时进行，短时间

Ｕ／ｍｌ和（５０８．０±２９．８）Ｕ／ｍｌ，术后１个月分别为

双疗效。（５）不影响术后的体外放疗和化疗。

（３５６．７ ４－４１．３）Ｕ／ｍｌ和（５６６．０ ４－３２．１）Ｕ／ｍｌ。两

ＩＯＲＴ原则：既要达到肿瘤控制又要避免野内正常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５），见表２。

织出现早期或晚期的毒性反应。

５．生存情况：随访时间６～１５个月、随访率

１．ＩＯＲＴ指证：（１）可接受根治手术或探查的病

９７％（失访２例）。术后１个月复查ＣＡｌ９－９：ＩＯＲＴ

例，根据其治疗目的不同，都应列为术中放疗的适应

组较对照组下降明显（２３例比１５例）；ＣＴ：ＩＯＲＴ组

证，包括：根治术或扩大根治术的病例（扩大根治效

肿瘤ＰＲ或ＳＤ２３例（７４．１％）、对照组１６例（４７％）。

果、降低局部复发率）。（２）有明显残余或切缘病理

随访至２００９年底，ＩＯＲＴ组平均生存时间（８．１７

阳性的病例（杀灭残余细胞、配合其他治疗手段提

４－

０．６８）个月；对照组（５．８３ ４－０．６８）个月；ＩＯＲＴ组中

高患者存活率）。（３）无法切除的胰腺癌病例（缩小

位生存时间（９．４０ ４－２．５１）个月、对照组（４．８０

肿瘤体积、减轻疼痛、提高患者生存质量）。（４）有

４－

１．１９）个月；ＩＯＲＴ组死亡１４例、对照组１７例，两组

治疗需求、无手术禁忌的病例。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０５）。生存分析显

２．１０ＲＴ放射野：根据手术情况确定放射野。

示ＩＯＲＴ组较对照组有明显的生存优势（Ｐ＝

（１）根治性手术及淋巴结清扫者，放疗野包括瘤床

０．０２９）。生存曲线见图１。

和后腹膜组织，上从胆管切缘侧向右至右肾，向左至
残胰内侧，残余胰腺组织应排除在外。（２）不能完

１００

全切除者照射范围应将未切除或残余肿瘤或瘤床包
围住，并包括瘤体外≥ｌ ｃｍ的边缘。（３）完全不能

８０

切除者，放疗目的为止痛或缩小瘤体。照射范围仅
．

６０

包括瘤体或稍小范围也可达到相应目的。

一

鼍

翁

３．ＩＯＲＴ电子线能量的选择：应根据拟照射靶区
４０

组织的直径，厚度选择合适能量电子线，避免脊髓、
肾脏等组织的不必要损害。

２０

４．ＩＯＲＴ治疗时间：根治性手术，ＩＯＲＴ在肿瘤切
１０

除后、吻合之前进行，以避免放射损伤影响吻合口的
愈合。
圈１术中放疗及对照组生存分析

讨

论

５．ＩＯＲＴ的剂量：胰腺比邻小肠，胃，肝脏等重要
正常脏器，上述组织的正常耐受剂量非常有限，故胰
腺癌的外照射剂量限制在４５ Ｇｙ左右（常规分割）。

手术切除是目前胰腺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但由

而术中放疗能够在手术中采取铅板遮挡，缝合线牵

于早期诊断率低，多数患者就诊时已无法手术切除。

拉等方式将上述正常组织牵拉至射野之外，从而摆

放射治疗是胰腺癌的主要辅助治疗，由于胰腺位置

脱了正常组织受限量，使得病灶区或瘤床区获得最

深处腹膜后，周围有脊髓、肾脏、肝脏、肾上腺等重要

高的剂量。按照肿瘤组织的ｏ．／１３值为ｌＯ计算，单

器官，为保护这些重要器官，施于瘤床的常规外照射

次照射ｌｌ Ｇｙ，相当于常规分割照射２０ Ｇｙ左右，联

的剂量无法达到最佳治疗剂量。术中放疗（ＩＯＲＴ）

合术后外照射４５ Ｇｙ，总剂量达６５ Ｇｙ。采用术中放

是指在术中直视条件下，利用电子线对肿瘤病灶进

疗联合术后放化疗的方式，提高了肿瘤区的剂量，从

行一次大剂量照射；与常规外照射相比，ＩＯＲＴ主要

而有潜力提高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对于预计无法

有以下优点：（１）可精确设定照射野。（２）单次大

耐受术后放疗的病例，可考虑单独术中放疗，术中放

剂量照射，超过了细胞存活剂量的肩曲线、不利于肿

疗１５～２０ Ｇｙ，相当于常规分割外照射３１—５０

瘤细胞的修复，生物学效应高等；文献报道，术中大

与单独外照射剂量相当，且降低了并发症的风险。

剂量照射的生物效应是同剂量分次体外照射生物效

万方数据

Ｇｙ，

６．美国国家癌症中心（ＮＣＩ）早在１９８３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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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１例扩大切除术联合ＩＯＲＴ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

较小。目前尚未见国内外有关ＩＯＲＴ对胰腺癌

的病例，术中对瘤床和淋巴引流区域进行放疗，术后

ＣＡｌ９－９水平影响的报道。本研究ＩＯＲＴ组术前

无瘤生存期为１９个月＂Ｊ。随后ＮＣＩ又对２４例局部

ＣＡｌ９－９升高者为２２例、对照组组２３例，ＩＯＲＴ后治

晚期胰腺癌患者进行随机分组，比较ＩＯＲＴ对肿瘤

疗组ＣＡｌ９－９下降１６例，其中２例数值超过３０００

局部控制率和生存期的影响，结果ＩＯＲＴ能提高患

Ｕ／ｍｌ者术后复查数值逐渐降至６５０．５ Ｕ／ＴＩＩｌ及

者的局部控制率，总的生存期较对照组明显延长

３２１．６

Ｕ／ｎｉｌ，其中ｌ例术后４３０ ｄ死于腹腔种植转

（１８比１２个月，Ｐ＝０．０１）。Ｓｈｉｂａｍｏｔｏ等峥１对１１５

移。在其死亡前１个月复查其腹部ＣＴ时，仍未见

例不可切除的胰腺癌进行高剂量ＩＯＲＴ和体外放

其胰腺原发肿瘤增长迹象，另１例患者术后３个月

疗，ＩＯＲＴ组中位生存期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前者

复查腹部ＣＴ显示肿瘤有明显缩小，至今仍在随访

９０％以上病例腹痛和腰背痛得到良好控制。

中。ＣＡｌ９－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术中放疗在局部

７

Ｋａｗａｍｕｒａ等ｏ ３为１９例存在疼痛且肿瘤无法切除的

晚期胰腺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局部晚期胰腺癌施行单纯ＩＯＲＴ，其中１８例疼痛获

ＩＯＲＴ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可有效抑制肿瘤的

得缓解，有效率达９４．７％。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等＂ｏ报道

生长、延长患者的生存；止痛效果明显，改善生活质

ＩＯＲＴ治疗３１例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０．５年和１

量；毒副作用小、对术后恢复无显著影响、安全可靠；

年的生存率分别为１００％和５７．１％，明显长于仅行

简便、易于掌握。

姑息性手术者（４２．９％和０％），同时能缓解腹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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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分析术中放疗与健择化疗,配合术后放疗治疗不能手术切除的晚期胰腺癌.18例患者中分为单纯术中放疗(A)组,术中放疗加术后放疗(B)组,术中
放疗加术后放疗加健择化疗(C)组.结果A组中位生存期7.5个月,B组中位生存期13.5个月,C组中位生存期15个月.组间比较C组中位生存期明显高于A、B组
.提示术中放疗在直视下对准肿瘤,一次大剂量照射,加术后补充外照射,肿瘤得到最大剂量杀死.正常组织得到保护,配和健择新药化疗,明显提高中位生存
期,在治疗晚期胰腺癌中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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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价术中放疗联合区域动脉灌注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的效果.方法:17例局部晚期胰腺癌减黄手术时行术中放疗(IORT),胃网膜右动脉插管行5氟尿嘧啶(5-FU)+表阿霉素(EPI)+丝裂霉素(MMC)方案的区域灌注化疗,其中6例术后行外照射放疗.结果:疼痛缓解率70.59%(12/17),临床受益指数
35.29%(6/17),局部病灶部分缓解23.53%(4/17).中位生存11个月,1年生存率35.29%(6/17).结论:IORT结合区域动脉灌注化疗毒副作用轻微,可明显提高临
床受益率,延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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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分析了术中放疗与健择化疗，配合术后放疗，治疗不能手术切除的 18例晚期胰腺癌。提示术中放疗配合
健择新药化疗，明显提高中位生存期，在治疗晚期胰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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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消化道肿瘤之一,术中放疗作为其局部治疗方法逐渐得到应用,笔者着重介绍术中放疗在胰腺癌中的应用现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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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术中放射治疗对晚期胰腺癌的疗效.方法 对16例晚期胰腺癌患者作姑息性手术加术中放疗,用9-15Mev电子线照射病灶区域,照射20～25
Gy,并与同期未作术中放疗的20例姑息性手术治疗的患者(对照组)进行疗效比较.结果 术中放疗组腰背痛及腹痛缓解率为93.8%(15/16),对照组腰背痛及
腹痛缓解率为40.0%(8/20)(P＜0.01),术中放疗组中位生存期为13.5月,对照组为8.6月(P＜0.05).结论 姑息手术联合术中放疗能有效地缓解晚期胰腺癌
患者的腰背痛及腹痛,并可延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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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胰腺癌的治疗现状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肿瘤,预后较差.仅10%～20%的患者可以手术切除,绝大多数患者在就医时已失去手术切除的机会;而即使能够获得手术切
除的患者,其5年生存率也非常低,只有5%～15%,中位生存期为12～24个月[1,2].外照射并未显著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中位生存期为5～7个月[3].外照射
加化疗中位生存期为9～10个月[4].术中放疗配合外照射和化疗也没有明显延长中位生存期,近年来许多研究报道其中位生存期为7～16个月[5].

7.期刊论文 江华.张福泉.赵玉沛 胰腺癌放疗进展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2005,8(3)
手术是胰腺癌的可能根治方法,但总切除率仅有20%左右,且术后预后不佳,放疗及放化疗是重要的治疗方法,配合手术有可能提高切除率及改善预后
.本文简要综述胰腺癌放疗进展,主要包括放疗机制研究、术前放疗、术中放疗、术后放疗及局部进展期肿瘤放疗等.

8.期刊论文 王跃伟.雒建超.薛涣洲 术中术后放化疗在中晚期胰头癌治疗中的应用 -癌症2003,22(5)
背景与目的:中晚期胰头癌手术切除率低,综合治疗是延长患者生命的手段.本研究旨在探讨术中术后放化疗对中晚期胰头癌的治疗作用,以提高中晚
期胰头癌的姑息治疗效果.方法:对 27例中晚期胰头癌患者外科施行胆肠吻合术,手术中在放疗科行直线加速器肿瘤区直接照射,同时手术中经胃十二指肠
动脉置入埋入式化疗泵,手术后行肿瘤区灌注化疗.随访 3～ 29个月,用直接法计算患者生存率.结果:全疗程结束后肿块均有不同程度缩小,肿瘤直径由术
前的平均 4.8 cm缩小至 2.7 cm.疼痛缓解率为 100%.仍生存者 22例,死亡 5例, 6个月生存率为 100%, 12个月生存率 93.7%, 24个月生存率 20%,死亡
的 5例患者平均生存期为 17.9个月.结论:内引流加术中放疗和灌注化疗是对中晚期胰头癌患者治疗的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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