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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术中放疗联合术后同步放化疗治疗
局部晚期胰腺癌
王成锋

王乐

【摘要】

宣立学

目的

评价术中放疗（ＩＯＲＴ）联合术后同步放化疗在局部晚期胰腺癌治疗的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５月收治的８５例局部晚期胰
腺癌。治疗组４０例（Ａ组）行ＩＯＲＴ加内引流联合术后同步放化疗，对照组４５例（Ｂ组）仅行ＩＯＲＴ加内引
流的。总结２组的临床资料、术式等，并定期随访，评价２组的生存期等。结果随访６～１５个月，随访率
９０％（７７／８５）。Ａ组平均生存１０．１７±０．５８个月，Ｂ组为８．０５±０．４８个月；Ａ组中位生存时间１１．４０个月，
Ｂ组为８．３０个月。生存分析显示Ａ组较Ｂ组有明显的生存优势（Ｐ＝０．０２７）。Ａ组死亡１０例，Ｂ组１２
例，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０５）。结论ＩＯＲＴ联合术后同步放化疗可提高局部晚期胰腺癌患
者生存率。
胰腺癌；局部晚期；术中放疗；术后同步放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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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恶性程度高，进展迅速，且发病率在不断上
升，尽管其诊治技术已有明显提高，但相对于其他实体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资料

肿瘤，其５年总生存率低于５％。由于其起病隐匿，进

２００８年５月到２０１１年５月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

展迅速，一经诊断往往属于晚期。绝大多数患者失去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共收治局部晚期胰腺癌８５例，接

手术机会…。结合姑息性手术加术中放疗（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

受ＩＯＲＴ，其中治疗组（Ａ组）为ＩＯＲＴ联合术后同步放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ＯＲＴ）、术后放疗化疗对无法根治切

化疗共４０例，男３２例，女８例；年龄５２～７１岁；胰头癌

除的中晚期胰腺癌患者可起到缓解疼痛，延长中位生

３０例，胰体尾部癌１０例；均经术前或术中病理证实为

存期的作用心１。

腺癌；术中探查均不能切除；侵犯肠系膜上动静脉３０

ｔｉｖｅ

例（７５％）。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８０～１００分，均无远处转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６０９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１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腹
部外科
通信作者：王成峰，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ｃｆ３６９＠ｍｅｄｍａｉ｜．ｔｏｍ．ｅｌｌ

万方数据

移。仅行ＩＯＲＴ的患者为对照组（Ｂ组），比较２组生存
期的差异。２组的临床资料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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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Ｊ Ｅｎｄｏｃｒ Ｓｕｒｇ，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Ｖ０１．６，Ｎｏ．２

—１２５一

放射治疗期间，采用健择３００ ｍｓ／ｍ２，持续２４ ｈ静滴，

Ａ组与Ｂ组临床资料

每周１次。
１．２．５随访所有病例进行随访，随访频率为术后１
个月及其后每３个月１次。
１．３统计学处理

统计方法有生存率的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Ｌｏｇ·Ｒａｎｋ
检验、ＣＭＨ卡方检验等。结果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组生存情况：随访６～１５个月，随访率９０％（失
访８例）。随访至２０１０年底，Ａ组：平均生存１０．１７±
０．５８个月，中位生存期１１．４０个月；Ｂ组：平均生存
８。０５±０．４８个月，中位生存期８．３０个月。疼痛缓解率
及生存期比较见表３。生存分析显示Ａ组较Ｂ组有明

１．２方法
１．２．１
ｒｙ

术前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

ｔｅａｍ，ＭＤＴ）会诊

术前放疗科和影像诊断科医

显的生存优势（Ｐ＝０．０２７）（图１一生存曲线）。死亡：Ａ
组１０例，Ｂ组１２例。

师根据肿瘤大小及浸润深度，结合术前ＣＴ影像，选择

表３疼痛缓解率及生存期比较

相应的剂量和能量，靶区深度包括在９０％剂量范围。
一般剂量１ｌ Ｇｙ（１０—１５ Ｇｙ）；肿瘤厚度＜３ ＣＩＴＩ时照射强
度为６

ＭｅＶ；＞３

ｃｍ时为１２

ＭｅＶ。

１．２．２外科治疗全麻下剖腹探查术，明确不能行根
治性切除后，对术前未能组织细胞学证实的患者行穿
刺或切取肿瘤组织活检以明确诊断，并根据不同情况
施行姑息性手术：对有肠梗阻或预计可能发生梗阻者
行胃空肠吻合；有阻塞性黄疸者行胆肠吻合（表２）。
完成内引流术后，行ＩＯＲＴ。
表２内引流术

１．２．３

ＩＯＲＴ术中由外科医生与放疗科医生共同确

定靶区，选择合适的限光筒和其倾斜角度，务使限光筒
全部笼罩靶区。照射位置及角度调整适当后予机械手
臂固定在手术床上，将患者连同手术床、麻醉机推至
Ｍｏｂｅｔｒｏｎ ｌ

０００移动式电子线加速器下，加速器机头与
图１

限光筒对接完毕后，所有人员撤至手术室外，在监视器

Ａ组和Ｂ组生存曲线

监视下开始术中放疗。

３讨论

１．２．４术后同步放化疗Ａ组均补充术后外照射，联

３．１胰腺癌的危险性

合健择化疗（３０例），联合希罗达化疗（７例）化疗，３例

胰腺癌起病隐匿，恶性程度高。尽管仅占所有肿

没有接受化疗。体外放疗用ＣＴ精确定位，根据计算机

瘤的２％，却占了肿瘤死亡的５％’３１。约４０％的胰腺癌

治疗计划系统（ＴＰＳ）设计出的最佳治疗方案布野治

患者虽然没有远处转移，但因局部重要血管浸润而失

疗，每次１８０～２００ ｃＧｙ，每周５次，剂量３０～６０

去根治性手术切除机会Ｈ－。即便能行手术切除，也往

Ｇｙ／３～

７周，平均４６ Ｇｙ。根据病情，连续或分段治疗。体外

万方数据

往因肿瘤早期侵犯腹膜后结缔组织，并向胰周神经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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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局域淋巴结播散难以做到根治性、镜下无残癌切除。
３．２

ＩＯＲＴ的优点

进行比较，结果表明ＩＯＲＴ＋ＥＢＲＴ组中位生存时间
（８．５个月）对比ＥＢＲＴ组（８个月）没有明显差别；但１

放射治疗为胰腺癌姑息治疗的常用手段，可分为
外放射治疗（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Ｊ Ｅｎｄｏｃｒ Ｓｕｒｇ，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Ｖ０１．６，Ｎｏ．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ＲＴ）和ＩＯＲＴ。

年生存率分别为３８％和１０％（Ｐ＝０．０１８），１．５年生存
率分别为１９％和０％（Ｐ＝０．０２３）。

ＥＲＴ对不能切除的晚期病例，可以缩小病灶，取得姑息

作为治疗胰腺癌的一线新药健择化疗，具有放疗

治疗的效果，但胰腺周围有较多对放射线敏感的器官，

增敏作用。本组中位生存期１１．４０±２．５１个月，提示

ＥＲＴ剂量受到很大限制，并常引起放射性损伤。

ＩＯＲＴ＋术后放疗＋健择优于ＩＯＲＴ生存期。Ｍｏｈｉｕｄｄｉｎ

为尽量减少正常器官的照射剂量，应用ＩＯＲＴ是一

等。１叫对４０例胰腺癌的研究表明：术前化疗＋ＩＯＲＴ＋

个有效可行的方法。与常规ＥＲＴ相比，ＩＯＲＴ有以下

术后同步放化疗，中位生存期１６个月，２年生存率

优点：①术中直视下精确设定照射野。②限光筒较好

２２％，４年生存率７％。

地避开敏感、重要的正常组织，有效地保护周围正常组

对不能行根治性切除的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

织和器官。③予一次性大剂量的照射，超过细胞存活

ＩＯＲＴ＋术后放疗，并应用健择作为术后放疗增敏剂能

曲线的“肩剂量”，与同等剂量的ＥＲＴ相比，具有更高

提高中位生存期。

的生物效应。④肿瘤区适形照射高剂量，容积量远比
ＥＲＴ小，全身反应及骨髓抑制轻。⑤因适形、保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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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能行根治性切除患者，ＩＯＲＴ＋ＥＢＲＴ能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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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率（Ｐ＝０．０２８），且２年生存率（１６％）高于ＥＢＲＴ组
（０％）。虽然Ｓｈｉｂａｍｏｔｏ等。９ ｏ对ＩＯＲＴ＋ＥＢＲＴ与ＥＢ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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