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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总结分析移动式直线加速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术中放疗（ＩＯＲＴ）对进展期胰腺癌的疗
回顾性总结本中心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接受术中放射治疗的５４例进展期胰腺癌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可切除胰腺癌２３例，不可切除胰腺癌３ｌ例（术中放疗组），并与同期未行术
中放疗的不可切除胰腺癌６３例进行对比分析（对照组）。结果５４例ＩＯＲＴ术后有７例发生Ｂ级胰
漏，无放射性肠炎、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术中放疗组术后引流量较对照组明显增多（Ｐ＜０．０５），两组
术后胰漏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放疗组的疼痛缓解率明显好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对照组术后ＣＡｌ９—９血清值持续性增高，而术中放疗组的ＣＡｌ９９血清值在术后３—４个月呈下降趋
势，４—５个月后又缓慢升高。２３例可切除胰腺癌中健在２２例，不可切除胰腺癌的中位生存期为８．８
个月，明显长于对照组的４．８个月（Ｐ＜０．０５）。结论

移动式Ｍｏｂｅｔｒｏｎ对进展期胰腺癌开展术中放

疗是安全、可行和便利的。该法近期疗效明显，有助于缓解腰背部疼痛、改善生活质量，并能延长胰腺
癌患者的生存期，可推荐作为进展期胰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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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移动式直线加速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用于胰腺

钢筒，有圆形、椭圆形、斜面筒等不同形态。在同一

癌的术中放射治疗（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ＯＲＴ），是国内新近开展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它

形状下分不同大小规格，根据肿瘤区的大小选择合

利用电子线在行进一定深度后剂量骤减的特点，对

术中放疗组２３例切除肿瘤患者，在切除肿瘤后

胰腺癌及其垂直于胰腺癌深部的后腹膜神经组织进

暴露肠系膜上血管及其周围瘤床，术中放疗后再进

行高剂量电子线照射，达到杀伤肿瘤细胞的目的。

行消化道重建。不能切除的３１例患者则于暴露胰

该法有助于完善胰腺癌的综合治疗，延缓癌肿复发、

腺肿瘤后，将临近正常的射线敏感组织（如邻近小

提高胰腺癌整体的预后水平。本文回顾性总结分析

肠及其它正常器官）置于限光筒外。照射范围包括

了本院接受术中放疗的进展期胰腺癌患者的ｌ临床资

肿瘤外正常组织１～２ ｃｒ［１。对准胰腺原发病灶，选

料。

择合适的射线能量和照射剂量，一般为９ ＭｅＶ和

适面积的限光筒。

１２

资料与方法

１．临床资料：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５４例

Ｍｅｖ。核对无误后操作控制单元产生高能电子线

完成照射，照射１２～２０ Ｇｙ。照射结束后关腹。
３．随访：所有患者均获定期随访。每月复查常

进展期胰腺癌患者接受了术中放射治疗。２３例患
者切除肿瘤后行术中放疗。２３例中男性１８例，女

规生化及ＣＡ一１９９等肿瘤指标。

性５例，年龄３４～７５岁，平均５９岁。其中胰头癌根

计数资料行ｘ２检验／Ｈ检验。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软件

治术联合术中放疗５例（２例Ｒ１切除，３例Ｒ２切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方法统计生存率。

除），胰体癌切除加术中放疗１７例（３例Ｒ０切除，
８例Ｒ１切除，６例Ｒ２切除），胰尾癌切除加术中放

４．统计学处理：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

结

果

疗１例（Ｒ０切除）。其余３１例为不可切除胰腺癌

１．术后并发症：术中放疗组２３例切除肿瘤胰

（ＩＯＲＴ组），术中均经局部取部分胰腺肿瘤组织冰

腺癌患者有４例术后出现Ｂ级胰漏，经积极治疗后

冻检查证实为胰腺腺癌。其中男性１２例，女性

痊愈出院。３１例不可切除胰腺癌（术中放疗组）患

１９例，年龄４２～７４岁，平均年龄６１岁。病程１～

者中，１例发生切口愈合不良，３例发生Ｂ级胰漏，

７个月，主要表现为上腹部不适、纳差等。其中２８例

经对症处理后均痊愈出院，无放射性肠炎等并发症。

患者存在上腹部及腰背部胀痛。肿瘤位于胰头部

对照组６３例中有４０例进行了剖腹探查或者转流性

７例，胰体部１８例，胰尾部６例。所有患者术前均

手术，术后恢复均无出血、感染、胰漏等严重并发症。

签署了ＩＯＲＴ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批准。

表１患者术中放射治疗后的并发症

本研究以同期６３例不可切除的、未行ＩＯＲＴ治
疗的胰腺癌患者作为对照组。这些患者均经术前超
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或术中肿瘤活检明确为胰腺
腺癌。其中２３例行ＥＲＣＰ置胆道支架，１７例术中
行胃肠／胆肠转流术，２３例仅行剖腹探查术。６３例

注：ＩＯＲＴ：患者术中放射治疗

中男性３８例，女性２５例，年龄３８～７４岁，平均
６３．２岁。病程１—２４个月，主要表现为上腹部不
适、纳差、黄疽和体重减轻等。其中５５例患者存在
上腹部及腰背部胀痛。肿瘤位于胰头部３１例，胰体

２．疼痛缓解率：ＩＯＲＴ组２８例、对照组５５例有
不同程度的上腹部和腰背部疼痛。根据ＮＲＳ数字
癌痛分级法‘１ ｏ，对患者的疼痛状况进行评估。术后

部１８例，胰尾部１４例。两组未能切除肿瘤的患者，

疼痛判断标准：完全缓解指治疗后疼痛消失并持续

由于自身耐受性和医从性等原因，术后均未接受正

１个月以上；部分缓解指治疗后疼痛明显减轻，虽有

规、足量的化疗和放疗。

痛感，但不影响正常生活，服用非阿片类止痛药可控

２．术中放疗：手术在装备有可移动式Ｍｏｂｅｔｒｏｎ

制并持续１个月以上。ＩＯＲＴ组术后完全缓解

电子束放射系统的手术室中进行。将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治

１０例，部分缓解１３例，５例无缓解。对照组术后

疗单元安置于限光筒附近并通过激光软到位进行精

１４例部分缓解，４ｌ例无缓解。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确对位。术中放疗专用限光筒采用０．５ ｃｍ厚不锈

义（Ｈｃ＝２９．９８３２，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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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ＣＡｌ９９的变化：术中放疗组３９例和对照组
５２例患者术后血清ＣＡｌ９９变化见图１。

关注并积极探索的热点和难点。
体外放疗胰腺癌的益处仍有争议。虽然胰腺癌

４．随访结果：所有患者均获访，随访时间２～３８

对放疗有一定的敏感性，但胰腺周围有胃、十二指

个月不等。近１３个月开展的２３例可切除胰腺癌目

肠、空肠、胆道和脊髓等较多对放射线耐受性较差的

前仍健在２２例，其中１例胰体尾癌合并肝部分转移
者生存时间已９个月。不可切除胰腺癌患者目前健

器官。放疗射线在杀死肿瘤细胞、抑制新生血管形
成的同时，也会对正常的组织和细胞造成损伤。与

在１４例，继续随访中。其中１７例不可切除胰腺癌

胰腺毗邻的十二指肠最高耐受量不超过５４ Ｇｙ∞Ｊ。

（术中放疗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８．８个月，对照组

而且容易带来较多的３、４级毒性反应。上述因素使

（４３例）为４．８个月，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得胰腺癌的体外放疗剂量受到很大限制。可见，胰

（Ｐ＜０．０１，图２）。两组患者多数在１年内死亡，两

腺癌体外放疗治疗精度不高、治疗范围过大、治疗剂

组均有个案病例牛存时间超过１２个月。

量不足，对于局部晚期胰腺癌的控制作用是有限的。
因此如何改进放疗技术，提高放疗剂量成为近年的
研究热点。术中放疗（ＩＯＲＴ，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

ａｐｙ）将放疗和外科手术结合，在术中直视条件下对
肿瘤、瘤床及淋巴引流区进行一次性直接、精确、大
剂量照射，具有靶区小、表面剂量高，生物学效应高
的特点。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的剂量率高达１ ０００ ｃＧｙ／ｍｉｎ，其
出束时间大约２～３ ｍｉｎ。一般术中一次１８～２０ Ｇｙ
的术中放疗同５０ Ｇｙ的外照射效果相当＂ｊ。与常规
体外照射（ＥＲＢＴ）相比，ＩＯＲＴ可使重要器官避开照
射野，从而可以避免和减少放疗并发症，精确、直接
地破坏无法切除和术后残留的肿瘤组织。其生物学
效应是同剂量分次体外照射生物效应的１．５～２．５
倍【８ Ｊ。据报道，对于在剖腹探查发现肿瘤无法切除
或术中肿瘤切缘较小或切缘阳性时应采用术中放疗
（ＩＯＲＴ），其２年肿瘤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率分别是
７１％和１７％［９］。术中放疗可作为加强手段与其他
治疗方案联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目前已成为乳
腺癌、胰腺癌、直肠癌、妇科肿瘤、后腹膜肿瘤等多种
图２不可切除胰腺癌忠者术中放疗组和对照组的生存曲线

恶性肿瘤的重要辅助治疗手段¨０｜。健康组织可通

（Ｘ２＝１６．１６４，Ｐ＜０．０５）

过限光筒屏蔽加以保护。６～２０ ＭｅＶ的电子线能适
讨

论

用于厚２—６ ｃｍ癌灶的放疗。根据靶区的深度选择

不同的电子线，通过直视下区域治疗有效控制放疗

胰腺癌是目前治疗效果较差的恶性肿瘤。患者

剂量及分布，可使整个肿瘤病灶得以均匀接受照射。

１年存活率约６０％，５年存活率２％～５％，其总体死

本组患者术中放疗时根据瘤床大小、部位不同，选择

亡率已升至所有癌症所致死亡的第四位Ｂ引。胰腺

直径５—１０ ｃｍ，倾角０、１５或３０度等不同规格的限

癌预后不良主要源于其早期诊断困难，诊断时多数

光筒，确保敏感组织器官排除在照射野之外，避免了

已属晚期。据报道有４０％局部进展期胰腺癌肿瘤

对肠道、胰腺及输尿管等组织器官的放射性损伤。

浸润肠系膜血管或邻近脏器ｂ１。这些患者即便能

本组患者术后均未出现放射性肠炎、出血、消化道穿

行手术切除，也往往因肿瘤侵犯腹膜后结缔组织，并

孔等并发症，随访亦未发生肠坏死及局部纤维化引

向胰周神经丛和局域淋巴结播散，难以达到根治，亦

起的输尿管狭窄等远期并发症。本中心对不可切除

即真正意义上的Ｒｏ切除。患者术后复发和转移率

胰腺癌的对照研究表明，两组患者术后引流液淀粉

较高，总体预后水平仍低。因此，对于胰腺癌患者接

酶平均值无明显差别（Ｐ＞０．０５）。术中放疗组术后

受合适的化疗、放疗等综合治疗手段仍是临床医生

引流量虽较对照组明显增多（Ｐ＜０．０５），但两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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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术后胰漏并发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术中放

其近期生活质量，延长不可切除胰腺癌患者的生存

疗组的疼痛缓解率明显好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对

期。对于可切除胰腺癌患者联合术中放疗的临床研

照组术后ＣＡｌ９－９血清值持续性增高，而术中放疗

究也已在进行中，其长期临床疗效，仍需大规模的临

组ＣＡｌ９．９血清值则在术后３～４个月呈下降趋势，

床对照研究进一步明确。随着放疗器械的发展和放

术后４～５个月后又缓慢升高。术中放疗组的中位

疗理念的更新，相信科学、合理地开展术中放疗能造

生存期为８．８个月，明显长于对照组的４．８个月

福更多的患者，有助于提高胰腺癌患者的整体预后

（Ｐ＜０．０５）。也有研究表明，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

水平。

胰腺癌患者接受术中放疗后疼痛明显缓解，其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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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ｇｕｒａ Ｙ，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ｙ—

ｐａ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ｌｉａｃ ｐｌｅｘｕｓ ｂｌｏｃｋ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Ｊ］．Ｈｅｐａｔｏ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５２（６５）：１６０５—１６１２．

［１２］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 Ｏ．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ｒｍａｎ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４，１３（３）：１２３—１２８．
［１ ３］Ｍａ ＨＢ，Ｄｉ ＺＬ，Ｗａｎｇ ＸＪ，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
ｒａｐ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ｒ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ｂｅａｍ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ｍｅｎｔｅｒｅｌ，２００４，１０（１１）：１６６９—１７７１．

［１４］Ｌｉｌｅｓ ｊｓ，Ｔｚｅｎｇ ＣＷ，Ｓｈｏｒｔ ＪＪ，ｅｌ ａ１．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ａｂ—
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ａｒｃｏｍａ［Ｊ］．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０９，４６（６）：
４４９－４５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７／ｊ．ｃｐｓｕｒｇ．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４．

ｊ”］Ｈｉｒａｏｋａ

Ｔ，Ｋａｎｅｍｉｔｓｕ Ｋ．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Ｊ］．Ｗｏｒｌｄ Ｊ

Ｓｕｒｇ，１９９９，２３（９）：９３０－９３６．

［１６］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 Ｖ，Ｃａｌｖｏ Ｆ，Ｒｅｎｉ Ｍ，ｅｔ
（ＩＯＲＴ）ｉｎ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ｉｏｉｎｔ

ａ１．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ＩＯＲＴ—Ｅｕｒｏｐ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 Ｏｎｃｏｔ，２００９，９１（１）：５４－５９．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ｊ．ｒａｄｏｎｃ．２００８．０７．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