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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胃癌39例诊治及预后分析

胡逸林。金炜东。曹庭加，王再兴

·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总结和分析残胃癌的临床诊治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根治性手术切除23例，姑息性手术切除14例，剖腹

探查术2例，并对手术方法、术后生存率进行总结。结果：39例无手术死亡，手术切除率76．5％。根治性手术5年存活率

22．5％，2年存活率63％；非根治性手术5年存活率为O，2年存活率为58％。结论：定期胃镜检查残胃患者，早期诊断和根治

性外科治疗是决定残胃癌预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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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稍th gastric remnant carcinoma：report of 39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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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sull眦narlz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eatures for patients with gastric remnant

carcinoma．髓well舾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prognosis of gastric remnant carcinoma．Methods：Twenty three cases with gastric

remnant carcinoma were conducted with radical surgical resection，14 Ome$were conducted with palliative surgical resection，2 cases

were conducted with exploratory laparotomy．The surgical methods and postoperative survival rate were summarized．Results：There Was

no operative mortality in this group，and from these cases，the surgical resection rate w88 76．5％．In these c蝴who were treated with

radical surgery．the postoperative 5-year survival rate was 22．5％，2-year survival rate was 63％；while these eases with non。radical

surgery。the postoperative 5-year survival rate was 0。2·year survival rate was 58％．Condusions：Fiheroptic gastroscope is needed for

treatment of gastric remnant carcinoma；and the periodical gastroscope examination，early diagnosis and radical surgical treatment might

be the key factors for gastric remnant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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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胃癌(gastric remnant cancer，GRC)是指胃、十

二指肠良性疾病行胃大部切除术后5年以上，发生

于残胃的胃癌。由于GRC早期诊断率低，其根治性

手术率和生存率均明显低于原发性胃癌⋯。为提

高GRC的早期诊断率和治疗水平，我们对39例

GRC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组为我院1996年5月至2008

年4月收治病例。其中，男29例，女10例；年龄

39—7l岁。既往胃切除的原发病：胃溃疡28例(其

中穿孔19例)，十二指肠溃疡l 1例(其中穿孔

9例)；首次胃切除的手术方式：Billroth I式9例，

Billroth II式30例。首次胃切除手术距发现GRC时

间13—40年，超过15年者占90。3％。

1．2临床表现及诊断上腹隐痛不适19例，上腹

饱胀、进食哽噎9例，黑便3例，贫血、乏力、消瘦

2例，无症状6例。19例行x线钡餐造影检查；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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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为GRC，3例疑诊，6例阴性。均行胃镜检查，

36例诊断为GRC，并由活检病理证实，3例未发现

明显病灶，取吻合口部位组织病理检查证实。

1．3发生部位及病理类型、分期吻合口处22例，

残胃底贲门处7例，残胃小弯侧6例，残胃大弯侧

2例，吻合口空肠侧2例。病理类型：低分化腺癌

19例，中分化腺癌5例，高分化腺癌3例；黏液腺癌

4例；印戒细胞癌6例；乳头状腺癌2例。TNM分

期：I期2例，Ⅱ期9例，Ⅲ期18例，Ⅳ期10例。

1．4手术方式本组行手术治疗39例。其中，根

治性手术切除23例，姑息性手术切除14例，剖腹探

查术2例。行根治性手术的23例中单纯残胃全切

除10例，残胃全切除+脾切除9例，残胃全切除+

脾切除+横结肠部分切除2例，残胃全切除+脾切

除+胰尾切除2例。根治性切除后的消化道重建方

式：食管空肠Roux—en—Y型吻合18例，食管空肠

Schlatter法吻合5例。

1．5统计学方法采用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2结果

本组无手术死亡，首次手术重建方式为Billroth

Ⅱ式30例。手术切除率71．8％(28例)。根治性

 



手术切除率59．0％(23例)，5年存活率21．74％，2

年存活率65．22％；16例行非根治性切除患者的5

年生存率分别为0，2年存活率为56．25％；两组各

期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3．1影响因素本病发病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多在

39—71岁。GRC发生与原基础疾病有很大关系，胃

溃疡术后较十二指肠溃疡术后GRC的发生率高达

3—4倍¨J。影响GRC发生的因素较多，主要有：

(1)术后间隔时间。GRC的发生率与术后间隔时间

成正比，术后lO年以上者发生癌变的危险性大大增

高。(2)年龄。首次手术时年龄愈大，癌变的间隔

期愈短。(3)首次手术为胃溃疡的男性患者，患

GRC的危险将增加"J。(4)吻合方式。GRC的发

生与首次手术吻合的方式有关。BiUroth II式吻合术

后胃肠道解剖改变较大，胆汁易于反流。胆汁、胰液

必须经过胃肠吻合处才能进入远端肠道，对吻合口

及胃黏膜的刺激大。另外，胆汁易于反流，加重对胃

黏膜的刺激。(5)有关幽门螺杆菌(Hp)在GRC中

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研究发现当胆汁反流和Hp

同时存在时，对残胃的破坏更严重，GRC的发生率

也增高”'5J。Hp感染和胆汁反流在细胞的增殖方

面具有协同作用，胃切除术后，随着时间的延长，Hp

感染在胃癌发生中的主导地位将被胆汁反流

代替‘6，7I。

3．2症状及诊治 GRC早期往往无症状，中晚期

才出现类似胃癌的症状，大致有3种表现：(1)溃疡

复发症状；(2)晚期胃癌症状；(3)胃切除术后综合

征。本组患者常见症状以上腹疼痛、呕吐、黑便、呕

血、贫血、消瘦等为主，无特异性。因此胃切除术后，

除定期复查外，应特别注意术后出现的不适症状，注

意动态分析是胃切除术后的功能障碍，还是发生了

GRC。胃镜和X线钡餐检查是诊断GRC的主要手

段，钡餐检查诊断早期GRC困难，易漏诊，确诊率较

低(50％一70％)。胃镜是早期诊断本病的主要手

段，诊断率可达90％以上旧j，但早期GRC与残胃

炎、吻合口溃疡等有时难以区别，活检取材不当，也

易漏诊。因此，检查时需多处活检及胃镜定期复查。

3．3预后根治性切除残胃及残胃再发癌可延长

患者生存率，提高生活质量∽J。GRC术后辅助化疗

是必需的，其方案的选择与一般胃癌相同。对于晚

期无法手术切除者应采用化疗和生物治疗等综合措

施。以往报道GRC的预后明显较原发性胃癌差，主

要是由于GRC淋巴转移早，诊断时多属晚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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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率低。随着GRC早期发现率提高，其预后明显

改善。Pointner等¨叫将407例GRC与同期原发性

胃癌进行对比随访观察，发现GRC根治术组I、Ⅱ

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原发性胃癌组。

Newman等【ll】将40例GRC与同期79例原发性近

端胃癌对比，结果两根治术组5年生存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本组患者行根治性切除病例的l、2、5年

生存率分别为100％、65．22％、21．74％；而非根治

性切除的预后仍较差，2、5年生存率分别为56．25％和

o。未切除的lO例，均于2年内死亡，平均生存时间10

个月。各组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GRC确诊多在晚期，且组织分化差，恶性度较

高。因此，应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对胃切除术后

10年以上尤其是Billroth II式术后的患者，或者是年

龄较大的患者，定期行胃镜检查，发现异常及时胃黏

膜活检，这是早发现、早诊断GRC的关键，诊断明确

后尽早做根治性手术，可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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