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６２·

差。（２）由于本实验的ＴＰＳ使用卷积剂量算法，该

化，可能造成金属植入物周围组织照射剂量不足或

算法可使均匀组织中（水）卷积核在修正后用于不

过量。因此，建议临床上对存在金属植入物患者进

均匀组织，且金属密度远大于一般组织条件下可能

行放疗时应进行剂量修正，以减少这些患者的放疗

会产生的误差。（３）使用ＴｌＸ３计算剂量分布时需要

失败率和副反应发生率。

ＣＴ值。当金属植入物存在时，ＣＴ图像所产生金属
伪影会影响到ＴＰＳ对周围组织电子密度的正常评
估。至于这些误差影响到何种程度，有待进一步研
究。因此，在临床上使用ＴＰＳ评估金属植入物对其
周围剂量分布影响时，应注意对金属植入物密度的
修正，同时还应注意ＣＴ图像中金属伪影的影响。
综上所述，金属植入物对放疗剂量分布存在明
显影响，相同条件下不锈钢对射线剂量分布影响较
钛合金明显。建议临床上对术后需行放疗患者在使
用金属植入物时尽可能采用低密度、低原子序数的
材料。另外，ＴＰＳ可能低估金属植入物对其界面剂
量影响，临床医生应予以重视。金属植入物对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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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胃癌术中放疗的应用及进展
李桂超章真
胃癌的治疗以手术治疗为主，结合术前或术后的辅助治

治疗窗，可以给予靶区高剂量照射以补充外照射剂量。笔者

疗。早期胃癌根治性手术后的生存率叮达８５％一９０％以上，

回顾电子线照射的ＩＯＲＴ在胃癌治疗中的进展，并对其作用

但对局部进展期胃癌（Ｌ—Ｔ４期或淋巴结阳性），治疗后失

机制、优缺点、适应证、并发症、应用方法及未来发展等方面

败的原因为局部复发、腹腔种植和远处转移¨…；其中局部

进行综述。

区域复发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形式¨Ｊ，而且局部区域复发也

一、胃癌ＩＯＲＴ的发展过程及应用现状

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出现复发后中位生存期短，一般为

ＩＯＲＴ始于６０年代中期，日本的Ａｂｅ率先开展了ＩＯＲＴ

９～１２个月，因此加强局部治疗而提高局部控制，可能有生

在胃癌放疗中应用，用于手术不能彻底切除的原发灶进行姑

存得益。

息性照射，但疗效欠佳；后逐步发展为手术切除配合术中照

手术联合化疗和放疗可提高进展期胃癌疗效。放疗方
法除常规体外照射，术中放疗（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射残存或亚临床病灶及邻近淋巴引流区，并初步总结出胃癌
ＩＯＲＴ的适应证，照射剂量等。日本早期报道显示ＩＯＲＴ有提

ＩＯＲＴ）也有其临床应用特点。ＩＯＲＴ是在手术过程中应用单

高生存率的趋势。国内吴涛等Ｈ１、张修龙等¨１报道了胃癌

次大剂最放疗对术中残存肿瘤或瘤床进行照射，并避开周围

ＩＯＲＴ的疗效，提示胃癌ＩＯＲＴ能提高Ⅱ、Ⅲ期胃癌患者５年

正常组织的放疗技术。胃癌放疗剂量受周围正常组织耐受

生存率，且未增加术后并发症。其他报道显示Ｄ：淋巴结清

量限制。而ＩＯＲＴ因在术中可有效避开正常组织而具有较宽

扫术联合ＩＯＲＴ可提高Ⅱ、Ⅲ期胃癌患者的５年生存率ＭＪ。
但最近一项德国研究提示，ＩＯＲＴ虽然可提高局部控制但对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４２２ １．２０１０．０５．０２５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通信作者：章真，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９６＠ｈｏｔａｍｉｌ．ｃ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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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生存的改善无益，且吻合口瘘和胰腺炎的发生率在
ＩＯＲＴ组较高，可能术后并发症高而抵消了ＩＯＲＴ效应，同时
其较高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可能与手术操作技术有关０７１。
ＩＯＲＴ可避开正常器官、精确定位于靶区，但相对常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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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照射而言，单次高剂量照射并不能使所有残存肿瘤细胞被

手术切口长度；（４）延长手术时间，增加可能感染的机会；

杀灭，且ＩＯＲＴ剂量增加也受到限制。因此ＩＯＲＴ与体外照

（５）设野范围有限，淋巴结区照射可能范围局限。

射技术（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ｂｅａｍ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术前放疗（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ＢＲＴ）的联合，包括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三、胃癌ＩＯＲＴ的应用策略

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ＲＴ）和术后放疗

目前胃癌的治疗仍存在很多争议，如手术清扫范围，辅

ｔｈｅ咧）ｙ，ＰＲＴ）而进一步提高局部控制

助治疗方案，化疗及放化疗与手术联合方式及疗效掣”４“。

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法国学者报道ＩＯＲＴ＋术后外照

规范手术联合放疗可提高局部控制和远期生存率，ＩＮＴ０１１６

射治疗４２例淋巴结阳性胃癌患者的研究，显示生存的优势

及更新报道显示术后辅助放化疗可提高高危复发危险的局

（６１％：５３％），５年局部失败率为２１％¨…。国内付深等报

部晚期胃癌（Ｔ３、１＂４或Ｎ＋期）患者的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

道ＩＯＲＴ联合术后放疗可进一步提高Ｄ：淋巴结清扫术后的

并且可以被大多数患者耐受¨。１。“。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局部控制率，ＩＯＲＴ剂量１２—１５ Ｇｙ，外照射剂量３９．６ Ｇｙ，可

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改进、对高复发危险区域的认

以被很好耐受¨０１。有关ＰＲＴ＋ＩＯＲＴ的研究较少，俄罗斯

识和对辅助治疗的进一步研究都支持放疗在胃癌治疗中的

ＩＯＲＴ，提示

作用¨ｎ１９Ｊ。但是即使是接受了术后辅助放疗的患者，仍有

Ｓｋｏｒｏｐａｄ等¨ｕ的研究中ＰＲＴ

２０ Ｇｙ ５ ｄ＋２０ Ｏｙ

可提高Ｔ３期以上或淋巴结有转移的患者的长期生存，且未

部分局部区域复发的存在。ＩＮＴ０１１６研究中旧。１，经过术后

增加副反应。

辅助放化疗后出现局部复发和区域复发的患者占治疗失败

总之，随着胃癌综合治疗的不断发展，胃癌ＩＯＲＴ从初

的比例分别为１９％和６５％。由于小肠、肾等临近器官的限

始的姑息治疗，发展到与根治术和外照射联合的辅助治疗手

量，术后放疗的剂量局限在４５．０—５０．４ Ｃ，ｙ以内，局部剂量

段，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提高局部控制上，而且有可能进一步

的不足是存在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而ＩＯＲＴ的应用使得

提高患者生存。目前多项研究显示ＩＯＲＴ联合外照射可提

给予比常规外照射放疗更高的总剂量进而进一步提高生物

高局部控制，部分显示有生存率的获益。

效应成为可能。目前胃癌ＩＯＲＴ的应用多数处于研究阶段，

二、胃癌ＩＯＲＴ的作用机制和优缺点

但前述的研究提示，胃癌治疗中ＩＯＲＴ与外照射相结合的方

１．胃癌治疗中ＩＯＲＴ的作用机制¨“：首先，通过清除亚

法可能成为今后胃癌放疗的趋势。对不可切除的胃癌患者

临床微转移肿瘤灶而降低手术区域的肿瘤残存概率；肿瘤手

可选择进行ＰＲＴ配合ＩＯＲＴ的治疗方法，而对于可切除的进

术后与放疗开始的间隔可能会导致残留细胞的再增殖，

展期胃癌患者可选择术前或术后的放疗联合ＩＯＲＴ的治疗

ＩＯＲＴ在术中给予不论是作为“加量”还是单独治疗，可能避

方法。

免肿瘤加速再增值可能。其次，与外照射相比，～次大剂量

四、胃癌ＩＯＲＴ的具体临床应用

照射可获得更高的剂量水平而使放射生物效应最大化；尽管

高能电子线以其特有的放射物理性能使其成为ＩＯＲＴ

剂量分割在ｌＯ Ｇｙ以上时与实际效应的拟和性降低，线性二

应用的最佳选择。某一特定能量的电子束具有一定射程，当

次模型仍是最常用的一种。ＩＯＲＴ与分割照射相比，一次大

达到一定深度后，其深度剂量迅速跌落，临床可根据病灶深

剂量照射利用相对低的总剂量（１／３—１／２；，ｂ照射剂量）可降

度的大小选用合适能量的电子线，使肿瘤受到足量照射，而

低细胞的存活分数。假定胃癌细胞的∥８值为ｌＯ，单次加

位于肿瘤后面的－正常组织受到较小剂量的照射。

量照射１２ Ｇｙ或单纯照射２ｌ Ｇｙ与分割照射２５ Ｇｙ和６０ Ｇｙ

基于前述的研究报道，进展期胃癌ＩＯＲＴ的适应证：（１）

的剂量取得相似的局部控制。但大剂鼍照射存在潜在增加

原发肿瘤切除后，周围存在可疑亚ｌ临床病灶者；（２）局限于

晚反应组织（∥８值≤３）晚期副反应如纤维化等的概率。

胃后綮的浆膜浸润者；（３）无肝脏及腹腔转移；（４）手术未能

第三，通过ＩＯＲＴ而使手术和放疗的时机配合最优化。ＩＯＲＴ

切除的探查病例，如病灶局限，一个照射野可包括令部肿瘤

单次大剂量照射的放射生物学优势町能是通过避免手术与

者，若认为照射剂量不足，亦町术后补充照射；（５）ＴＮＭ分期

放疗间隔或分次照射的『日Ｊ隔中细胞町能的再增殖。且手术

处于Ⅱ一Ⅳ期者，意在达到根治目的。

治疗中的组织血供较丰富、乏氧少，可以增加其放射敏感性
（氧效应）。

五、胃癌ＩＯＲＴ的注意事项和相关并发症
１．ＩＯＲＴ需注意的问题：（１）应在治疗前对患者进行充分

２．胃癌ＩＯＲＴ优点：（１）可在术中直视下根据肿瘤切除

的评估。（２）术前术后应监测血淀粉酶及血糖，监测胰腺受

情况、病灶范围选择合适的限光筒和电子线，精确地进行单

损情况；如果胰腺包括在内，ＩＯＲＴ后血淀粉酶及血糖迅速升

次大剂量地照射靶区；（２）可通过遮挡或移位的方法，将肿

高，并在一周后恢复正常。（３）充分麻醉，以防患者腹压增

瘤周围重要脏器防护于照射野之外，最大限度降低正常组织

高。（４）上腹正中切口应较常规手术切口稍长，便于更好暴

照射，改善治疗比率，提高局部控制率，降低ｊＥ常组织并发

露腹腔，顺利插置限光筒；手术按胃癌根治术的方法常规进

症；（３）缩短了体外放疗周期；（４）手术的并发症和手术的康

行。（５）胃癌ＩＯＲＴ多选用能鼍为６—１２ ＭｅＶ电子线，视具

复期无明显影响。

体情况一次性照射剂量１５一加Ｇｙ为宜；目前多与外照射进

３．胃癌ＩＯＲＴ局限性：（１）增加晚反应组织（∥Ｂ值≤３）

行配合作为加量的方法，对术中未能切除或残存病灶在行术

晚期副反应如纤维化等的可能；（２）需要可行ＩＯＲＴ的手术

中照射后，病灶ｐｌｊ周应置银夹，以便术后放疗定位时参考。

室、特定设备和相关的治疗人员；（３）可能需要增大患者的

（６）限光筒应紧贴受照区，以保护受照剂量准确和防止肠管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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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至筒内。（７）瘤床周围会有液体积累从而影响剂量分
布，故在ＩＯＲＴ过程中持续的吸引器吸引是必要的。（８）应
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质鼍保证；应用特定剂量测量方法进行
剂量测量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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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ｔｅｒ

２．ＩＯＲＴ相关并发症：早期文献报道的最常见并发症有

Ｂｉｏｌ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８］Ｇｌｅｂｅｎ

疡穿孔、小肠溃疡穿孔、骨坏死、胆管梗阻和晚期的血管毒性
如动脉扩张瘘等Ｈ Ｊ。在胃肠道中，小肠放射耐受性最差，尤

伤。空肠起始端位置较深且在照射野内，如不注意保护很易
造成损伤，表现为阵发性腹痛伴呕吐，类似高位不伞梗阻；早
期症状不明显，３—６个月后加重，易误诊为复发或转移。目
前随着对并发症认识的加深，这螳主要并发症已得到较好的
预防和控制，但在应用ＩＯＲＴ时仍应警惕这些类似的放疗副

复，但是晚期反应一旦发生将很难逆转，故应以预防为主。
为减少胃癌ＩＯＲＴ并发症的发生，照射剂量在单用ＩＯＲＴ时
应控制在３０ Ｇｙ以下，在与外照射合用时＜２０ Ｇｙ的ＩＯＲＴ联
合ＥＢＲＴ比较安全¨Ｊ。并且保证小肠受照的总生物等效剂
量≤５０．４ Ｇｙ，还需要精确定位照射野，注意保护正常组织。
六、胃癌｜ＯＲＴ的发展展望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式，ＩＯＲＴ联合外照射的应用可能对进一步的提高局部控制
甚至远期生存有益。但是这砦结果主要依据于较早期的资
料，如何更好地利用ＩＯＲＴ，如何达到ＩＯＲＴ联合外照射的最
佳的应用模式，包括适应证、照射范围、照射剂量等问题，尚
未达成共识。需要更多基础与临床的试验，多中心的共同努
力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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