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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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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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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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ｍｎａｎｔ；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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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残胃的胃癌。由于ＧＲＣ早期诊断率低，其根治性

明显病灶，取吻合口部位组织病理检查证实。

手术率和生存率均明显低于原发性胃癌…。为提

１．３发生部位及病理类型、分期吻合口处２２例，

高ＧＲＣ的早期诊断率和治疗水平，我们对３９例

残胃底贲门处７例，残胃小弯侧６例，残胃大弯侧

ＧＲＣ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现作报道。

２例，吻合口空肠侧２例。病理类型：低分化腺癌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本组为我院１９９６年５月至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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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４月收治病例。其中，男２９例，女１０例；年龄

１．４手术方式本组行手术治疗３９例。其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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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性手术切除２３例，姑息性手术切除１４例，剖腹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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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１０例，残胃全切除＋脾切除９例，残胃全切除＋

间１３—４０年，超过１５年者占９０。３％。

除＋胰尾切除２例。根治性切除后的消化道重建方

１．２临床表现及诊断上腹隐痛不适１９例，上腹

式：食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型吻合１８例，食管空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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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ｈｌａｔｔｅｒ法吻合５例。

查术２例。行根治性手术的２３例中单纯残胃全切
脾切除＋横结肠部分切除２例，残胃全切除＋脾切

１．５统计学方法采用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２结果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０６
［作者单位］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普通外科，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作者简介］胡逸林（１９７９一），男，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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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５

手术切除率５９．０％（２３例），５年存活率２１．７４％，２

切除率低。随着ＧＲＣ早期发现率提高，其预后明显

年存活率６５．２２％；１６例行非根治性切除患者的５

改善。Ｐｏｉｎｔｎｅｒ等¨叫将４０７例ＧＲＣ与同期原发性

年生存率分别为０，２年存活率为５６．２５％；两组各

胃癌进行对比随访观察，发现ＧＲＣ根治术组Ｉ、Ⅱ

期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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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讨论

端胃癌对比，结果两根治术组５年生存率差异无统
３．１影响因素本病发病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多在

计学意义。本组患者行根治性切除病例的ｌ、２、５年

３９—７１岁。ＧＲＣ发生与原基础疾病有很大关系，胃

生存率分别为１００％、６５．２２％、２１．７４％；而非根治

溃疡术后较十二指肠溃疡术后ＧＲＣ的发生率高达

性切除的预后仍较差，２、５年生存率分别为５６．２５％和

３—４倍¨Ｊ。影响ＧＲＣ发生的因素较多，主要有：

ｏ。未切除的ｌＯ例，均于２年内死亡，平均生存时间１０

（１）术后间隔时间。ＧＲＣ的发生率与术后间隔时间

个月。各组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成正比，术后ｌＯ年以上者发生癌变的危险性大大增

ＧＲＣ确诊多在晚期，且组织分化差，恶性度较

高。（２）年龄。首次手术时年龄愈大，癌变的间隔

高。因此，应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对胃切除术后

期愈短。（３）首次手术为胃溃疡的男性患者，患

１０年以上尤其是Ｂｉｌｌｒｏｔｈ ＩＩ式术后的患者，或者是年

ＧＲＣ的危险将增加＂Ｊ。（４）吻合方式。ＧＲＣ的发

龄较大的患者，定期行胃镜检查，发现异常及时胃黏

生与首次手术吻合的方式有关。ＢｉＵｒｏｔｈ ＩＩ式吻合术

膜活检，这是早发现、早诊断ＧＲＣ的关键，诊断明确

后胃肠道解剖改变较大，胆汁易于反流。胆汁、胰液

后尽早做根治性手术，可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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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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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高”＇５ 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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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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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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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