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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放疗在直肠癌治疗中的应用
蒋奕玫赵任

【摘要】放疗与手术、化

赵任

５

Ｇｙ）和低剂量长程放疗（４４～５０ Ｇｙ）。短程和长程放疗都能

疗是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术

用于术前放疗；术后放疗主要指长程放疗．在欧美国家已广

中放疗在直肠癌中的应用仍

为应用。近距离放疗主要包括肠腔内放疗和术中放疗。相对

处于起步阶段。直肠癌患者接

外照射放疗，近距离放疗的应用还不成熟，临床适应证、并

受术中放疗有术前或者术后

发症和疗效等都在研究中。

放疗无法超越的优势．术中放

术中放疗最早于１９０６年在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应用，１９

疗可提高局部进展期直肠癌

世纪３０～５０年代，术中放疗相继在胸部、腹部、头部和颈部

的局部控制率，可提高局部复

等不同种类的肿瘤患者中开展。在可移动放疗设备未出现

发性直肠癌的总体生存率。总

之前，需要接受术中放疗的患者在手术过程中不得不从手

体而言，术中放疗是安全可行

术室转移到放疗室，这不仅不利于手术安全，而且增加了手

的，在直肠癌中的应用前景光

术时间。直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新一代可移动放疗设备的诞

明。

生，标志着术中放疗技术在全球的推广。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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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其他部位的肿瘤，直肠位于盆腔和骶前，很多情
况下定位残余的肿瘤组织有一定难度。直到目前，定位直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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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壁的残余肿瘤组织仍是一大难题。直肠癌患者接受术中
放疗具有术前或者术后放疗无法超越的优势，体现在以下３
个方面：（１）术中放疗在直视下进行，可针对肿瘤准确照射；
（２）术中可以尽量使重要的器官避开照射野，从而减少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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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３）术中放疗的剂量较小，可增加局部可应用的放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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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一般术中１８。２０ Ｇｙ的放射剂量就相当于５０ Ｇｙ的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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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术中放疗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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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环周切缘阳性，从而导致肿瘤复发［２－引。为了提高患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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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率，降低复发率，许多非手术治疗手段逐渐被写入诊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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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在ＬＡＲＣ的综合治疗中，放疗是非常重要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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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术后放疗，在临床上开展的时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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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之后，学者们逐渐把眼光放到术前治疗中。研究发现，
术前放疗组患者的总死亡率、肿瘤相关死亡率以及局部复
发率都显著低于单纯手术组，所以有了“新辅助治疗”的方

放疗、化疗与手术，是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虽然放疗

法…。但学者们为了使患者能应用更优化、更便捷的治疗方

的历史悠久，但直到本世纪初才有了显著的飞跃。放疗按照

式，研究逐渐从外照射放疗过度到近距离放疗。以致术中放

射部位的不同可以分为外照射放疗和近距离放疗。临床上

疗的报道逐渐增多。

应用较为广泛的是外照射放疗，主要有高剂量短程放疗（Ｓｘ

术中放疗由于场地和设备等原因。至今开展不多。现有
的文献大多数是小规模的临床报道，尚未见大规模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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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对照研究。术中放疗国际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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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ＩＯＲＴ）是目前研究术中放

疗最大的数据库，收入了包括直肠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等
在内的所有实施术中放疗的病例，其欧洲组已纳人了５１４

２１３

例接受术中放疗的ＬＡＲＣ患者．目前只公布了入组及技术

的３年生存率为４３％，但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

情况．尚待更进一步的研究结果［５Ｉ。

三、术中放疗的安全性

术中放疗的优势在于可提高局部控制率。相比于传

术中放疗能否在临床广泛开展，主要依据两方面因素：

统外照射放疗．术中放疗可提高８％的局部控制率［６－“。在

一是临床效果；二是安全性；两者缺一不可。术中放疗特有

Ｒｏｅｄｅｒ等［８］和Ｋｒｅｍｐｉｅｎ等［９］的报道中，这个数据高达１８％。

的并发症集中在手术区域，例如手术区域感染、疼痛和骶前

在一项系统性回顾中，接受术中放疗的ＬＡＲＣ患者５年局部

脓肿等。早期报道术中放疗的并发症可高达３０％～４０％，明

控制率可超过８０％［１０］。但术中放疗并没有提高保肛率，经腹

显高于单纯手术组㈤。导致其未能在临床广泛应用。但随着

会阴联合切除术的比例相对单纯手术组甚至有所增加１１１］。

放疗技术的日益改善，手术区域并发症明显减少。直接与放

可能的原因是，接受术中放疗的患者多为中低位ＬＡＲＣ患

疗并发症有关的因素是放疗的剂量、小于１２．５ Ｇｙ的放疗剂

者；另外，肿瘤的退缩需要时间，传统术前放疗到手术之间

量产生的并发症明显较少㈣。其次有关的因素是放疗范围，

需要至少２周的时间才能达到肿瘤降期，术中放疗的作用

应用腹腔镜技术可以更直观准确地定位残余肿瘤组织，减

往往在术后而非术中体现。早期有报道显示，术中放疗在降

少受照射的正常组织，从而减少并发症。Ｓｋｒｏｖｉｎａ等㈨报道

低复发率和提高生存率方面的作用令人鼓舞，较单纯手术

了腹腔镜联合术中放疗的直肠癌根治术，在１７例患者中仅

具有优势㈣…。但最近一项欧洲的荟萃分析发现，虽然接受

有ｌ例（５．９％）出现骶前脓肿。所以，要避免手术区域并发

术中放疗的６０５例患者中高危组局部复发率仅为１２％，但

症，主要在于控制放疗剂量和准确定位放疗部位。

与仅接受术前放疗者相比未能体现优势【１４］。法国的一项多

术中放疗的另一些并发症有些与外照射放疗类似。例

中心研究纳入了１４２例接受术中放疗的ＬＡＲＣ患者．结果

如尿路和胃肠道功能受损等。以往报道，接受术中放疗后并

术中放疗组在总体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方面没有优势［１５］。

发症明显升高，２％一１６％的患者会出现膀胱功能障碍．１４％

二、术中放疗在局部复发直肠癌中的应用

左右的患者会发生胃肠道功能紊乱．还有８％～１９％的患者
ｃａｎｃｅｒ．

会出现周围神经炎［２ｅ－…。有观点认为。经过局部高剂量放疗

ＬＲＲＣ）是困扰外科医生的一大问题。为了提高局部控制率，

之后的组织会缺氧，是导致此类并发症的原因。经过改良，

Ｔ：川，的患者在术前已接受过短程放疗，而另外一些Ｔ４的患

近年来报道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减少。Ｋｌｉｎｋ等…ｌ入组了５２

者为了缩小肿瘤或降期，也接受了常规术前放疗。虽然他们

例接受术中放疗的患者，膀胱功能受损仅为８％，吻合ＶＩ瘘

术后也会根据情况接受放化疗，但仍有３％～１５％的患者出

发生率为１１％，再手术率为４％，都与单纯手术组差异无统

现了局部复发№”］。这些患者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手术难

计学意义。术中放疗在术后３０ ｄ内产生的短期并发症最为

度大，民切除率低；二是再次放疗可能要加大剂量，放疗不

多见，大多数可控制，以泌尿系统并发症多见，消化道并发

良反应会更加明显；三是如何提高其生存率。再次选择何种

症少，总体病死率低；而３０ ｄ后发生的并发症较少见，多以

综合治疗模式值得探讨。

周围神经病变为主，最严重的并发症是髂动脉大出血：结合

局部复发性直肠癌（１０ｃａｌｌｙ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ｃｔａｌ

目前已达成共识的是，在ＬＲＲＣ患者治疗过程中，主要

术后放疗的患者可能肛门受损的概率更高。这些长期并发

是采取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模式。在非手术治疗中．放疗

症较难处理且后果严重［２８－…。解决这些并发症才能使术中放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放疗可缓解８０％一９０％因盆腔

疗应用更广泛，开展更持久。

受压引起的疼痛，减少７０％～８０％的直肠出血，减轻５０％～

总结与展望术中放疗对直肠癌局部控制率的提高目

８０％的直肠肛门症状ｍ］。即使经过评估患者可以再次接受

前已得到证实。虽然尚无证据提示术中放疗在患者总体生

手术，在许多情况下手术都无法再次达到凡切除，而术中

存率、无病生存率和保肛率等方面的优势，但仍需大规模随

辅助放疗可提高其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放疗的剂量应根

机对照试验进一步研究。总体而言，术中放疗是安全可行

据手术情况而定：接近Ｒ０切除的患者，采用７．５～１２．５ Ｇｙ的

的。随着放疗器械的发展和放疗理念的更新，相信术中放疗

放射剂量；Ｒ。切除的患者，采取１０—１５ Ｇｙ的放射剂量；Ｒ：

能长期有效地开展并造福更多的患者。

切除的患者，采取１５～２０ Ｇｖ的放射剂量［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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