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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肿瘤，在全国恶性肿瘤死亡 

总数中占22．34％，仅次于胃癌，届第二位。现就近几年食管 

癌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1 病因 

至今食管癌病 因不 明，一般认为其发病与食物粗糙 、饮 

食过快 、饮酒 、吸烟、精神作用、遗传 以及食管炎等因素关系 

密切。慢性刺激食管黏膜所致炎症，可能导致上皮增生和癌 

变，如反流性食管炎、食管憩室、贲门失弛缓症等。部分学 

者⋯在食管癌高发区对亚硝胺类化合物致癌和促癌作用进 

行研究发现，污染食物及真菌作用均可导致大量亚硝胺类化 

合物合成，亚硝胺类化合物是致癌物质。近年来 ，有学者 

在对食管癌和贲门癌组织错配修复基因的研究中，发现了甲 

基苄基亚硝胺的致癌机制。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及在肿 

瘤研究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众多学者已从基因水平对食管癌 

的病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多种有意义的基因，例如对 

食管癌组织和癌旁上皮组织的 DNA进行分析 ，发现表皮生 

长因子受体(EGFR)与原癌基因(c—myc)扩增 ，表达增强，其 

他表达扩增的还有 cyclin D与 HER一1，这些基因的过表达和 

扩增，可能与食管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在抗癌基 因中，Rb、 

p53突变或杂合性缺失 ，影响其本身在细胞正常生长、发 

育、分化中的功能 ，导致细胞癌变。 

2 诊断 

2．1 高危易感人群筛检 早期食管癌可无症状或仅有轻微 

症状 ，如胸骨后不适 、问歇性吞咽困难 、烧灼感 、异物感等，若 

发展到进行性吞咽 困难 已属中晚期，此时多已失去治疗时 

机。对高危易感人群筛检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好方法，慢性食 

管炎 、Barrett食管、贲门失弛缓症、食管裂孔疝等患者均属高 

危易感人群。Yang等 对 20 049例高危人群进行拉 网细胞 

学检查，发现该方法是高危易感人群筛检食管癌的一种可靠 

方法。Roth等 认为拉网法是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筛查的有 

效手段。Weston等 总结 108例 Ba~ett食管患者 12～101 

个月的随访情况，结果显 示，年龄 ≥65岁、食管裂孔 疝、 

Ba~ett食管和不典型增生患者易发展为多灶性重度不典型 

增生或腺癌。此外 ，端粒酶的激活是肿瘤发生 的多基因参 

与、多阶段变化过程中关键的一步。Mcgruder等 在食管拉 

网法取得的脱落细胞中运用即时端粒酶重复序列扩增技术 

检测其活性 ，认为该技术可用于高危人群肿瘤患者的检出。 

因此，笔者认为，若能对高危易感人群及时进行早期诊断及 

治疗，可有效地阻止癌前病变发生 、发展，从而改善早期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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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及癌前病变患者的预后生存。 

2．2 影像学诊断 目前 x线钡餐检查是食管癌首选且常用 

的方法 ，此方法能对食管癌定位、定性 ，亦能确定病变范围， 

但对食管周围结构浸润情况显示不佳 ，尤其对淋巴结转移诊 

断价值较差。胃镜对 巾晚期食管癌诊断率达 100％，但对早 

期食管癌诊断率约为50％ ～60％E s]。食管癌治疗主要依靠 

手术切除，术前 r解淋巴结转移情况及其转移规律对术式选 

择及淋巴结清扫范围有指导作用。胸部普通 CT平扫有利于 

显示狭窄的管腔 、管壁的厚度和形成的软组织肿块，但不利 

于显示癌肿的外侵状况；螺旋 CT增强扫描不但能清晰显示 

上述情况，I『I『且管壁及其邻近结构的受侵及程度也得以清晰 

显示；加大扫描范同，便于判断淋 巴结及远处转移情况 。 

而最近的研究 。发现 ，FDG—PET在诊断食管鳞癌区域淋 巴 

结转移方面可能优于 CT，这为食管癌术前的无创淋 巴结分 

期检查提供了更有意义的研究方向。超声内镜检查 (EUS) 

是近年产生的诊断新技术，通过内镜直接观察腔 内异常改变 

的同时，可距病灶最近位置对其进行实时超声扫描，获得管 

道层次的组织学特征及周围邻近器官的超声图像，从而提高 

内镜和超声的诊断水平。EUS用于判断食管癌尤其是早期 

癌的浸润深度优于 CT。Rosch等 ⋯研究表明，EUS区分黏 

膜内肿瘤和腔外压迫所致包块的准确率明显高于电子内镜， 

它虽不能完全区分黏膜内良性与恶性肿瘤 ，但其仍是检查黏 

膜内病变的最准确方法之一。Shen等 检查 44例可疑黏 

膜下损害患者，结果发现 EUS能提供可疑黏膜内肿瘤的组织 

学特性，为其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准确的依据。但 EUS 

对较远处转移无能为力，其探测范围仍限于食管周围。笔者 

认为 EUS在食管癌诊断及分期中有一定价值，与组织活检结 

合使用更能显示该方法的优势。近几年，色素 内镜 、荧光内 

镜、放大染色内镜诊断法在早期食管癌诊断中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 

2．3 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p53是 目前公认的一种抑癌 

基因，具有野生型和突变型两种。在正常细胞中 【)53半衰期 

短 ，几乎不能被检测。当各种原因导致细胞 DNA损伤后，野 

生型 p53基因过表达使受损细胞停顿在 G．一S期修复或发生 

凋亡，并且可激活 Bax基凶，进一步解除 bcl一2基因对细胞凋 

亡的抑制，但突变型 p53不仅失去对细胞异常增殖的抑制作 

用 ，而且部分出现癌基因促进细胞异常增殖的作用，最终使 

细胞的全部表型出现恶性转化。Shimada等 研究表明，检 

测患者血清中p53抗体有利于发现各种类型恶性肿瘤，尤其 

是食管鳞状细胞癌。Fagundes等 研究 182例患者，发现随 

病情进展 p53表达率逐渐增高：正常黏膜11．7％，轻度慢性 

食管炎 14％，中度 慢性食管 炎 22．2％ ，重度 慢性食 管炎 

33．3％，轻度不典型增生 36．4％，重度不典型增生 100％，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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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细胞癌 100％，可见 p53表达与食管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Dong等” 研究结果表明，p53积聚是在高危易感人群 

中诊断食管癌的重要早期生物学标志物。我们认为，p53基 

因的失活可导致细胞异常增殖及恶性转化，p53阳性表达不 

仅发生于食管癌变的早期阶段，而且在食管癌发生、发展中 

起重要作用，故 p53检测可成为诊断早期食管癌的一种分子 

生物学指标。目前在食管癌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且应用于临 

床的还有鳞状细胞癌抗原、癌胚抗原、糖链抗原 19-9、细胞角 

蛋白一19片段。有学者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分析正常对 

照、良性食 管病 变 和食 管鳞 癌患 者肝 素结合 细胞 因子 

(S—MK)的血 清浓度 ，发 现 50％ 的鳞癌患 者 S-MK>300 

ng／L，同时比较上述几种血清标志物的血清浓度，认为只有 

S-MK可能用于早期诊断，但作者没有与p53抗体比较。 

2．4 关于癌前病变 食管癌的发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 

常是由正常食管上皮经过某种原因刺激产生炎症 ，然后到炎 

性增生(单纯性增生)，再发展为不典型增生(包括 I、Ⅱ、Ⅲ 

级)，进一步发展为癌；3个阶段相互重叠，很难区分，炎性单 

纯性增生与轻度不典型增生交叉 ，Ⅲ级不典型增生与原位癌 

交叉。广义癌前病变是指各级不典型增生；狭义仅指重度不 

典型增生为癌前病变。 I级和 Ⅱ级不典型增生都有可能逆 

转，为条件性癌前病变；而 Ⅲ级不典型增生几乎接近原位癌 

的表现，或是早期癌的最早表现，常很难与分化高的原位癌 

鉴别。由于 Ⅱ、Ⅲ级不典型增生的癌变率高，特别是重度不 

典型增生其危险度和癌相 比基本是相 同的 ，故临床工作 

中常将Ⅱ、Ⅲ不典型增生视为癌前病变，在临床上作为早期 

癌来处理。此阶段采取干预措施如内镜下局部黏膜切除、电 

灼、激光等可治愈，防止其转变为癌。目前采用食管黏膜碘 

染色的方法，根据其在浅表食管癌及各类不典型增生部位的 

着色规律，可大致推断癌变及不典型增生 的程度。有研 

究” 显示，该方法与病理诊断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有助于食管癌的普查、筛选和早期诊断。 

3 治疗 

3．1 早期食管癌内镜治疗 随着纤维 胃镜及配件的不断更 

新发展和内镜医生操作技术的进步，?肖化内镜从以诊断为主 

发展到诊断与治疗并重。对早期食管癌可通过内镜激光、剥 

脱活检，局部注射抗癌药物，尤其是内镜下黏膜切除可获得 

治愈的效果，因此内镜治疗已经成为食管癌外科治疗的一个 

补充手段。内镜下黏膜切除适应证有：黏膜内癌和原位癌 ； 

病灶最大直径 <3 cm；病灶侵及食管周径 <1／2；最佳部位是 

食管中下段的后侧壁。影响早期食管癌内镜治疗的效果主 

要在于适应证的选择是否恰当、内镜医生的水平高低和操作 

是否熟练准确。早期食管癌的传统食管切除治疗 5年生存 

率为85％ ～90％，与内镜下黏膜切除结果不相上下，但后者 

具有操作简单、安全 、痛苦小和医疗费用低等优点，代表着未 

来的治疗方向，是食管癌治疗模式的里程碑。 

3．2 早期食管癌外科治疗 迄今为止，外科治疗是食管癌 

治疗公认的首选方式，尤其是早期患者。这为我国食管癌高 

发地区经拉网细胞学普查发现的0一I期患者外科治疗的优 

异成果所证实。有报道 237例早期食管癌患者手术切除率 

为 100％ ，死亡率为 2．5％，术后 5年及 10年生存率分别为 

85．9％和55．6％，该组患者的病理检查结果表明，原位癌 84 

例、早期浸润(黏膜下)癌 153例 。这是宝贵的经验，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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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早期患者手术探查食管癌难以摸到病变所在，其切除范 

围只能根据术前内镜定位。王国清等 副埘 420例早期食管 

癌的外科手术资料显示了相似的效果。但是，早期食管癌在 

我国的非高发地区或较大城市仍然相当少见。邵令方等 

报道的食管癌切除术后 5年以上的100例(包括高发区林州 

及郑州市)患者中，0～I期占 14．2％，Ⅱ期 占30．8％，m期 

占48．9％，IV期 占6．9％。近年来，有关术后 PTNM分期研 

究较少，但就报道内容及治疗效果看 ，经外科治疗的早期食 

管癌患者的比例仍然没有明显提高。 

3．3 食管癌手术进路 对于胸内食管癌切除的手术进路， 

国外常采用 Lewis—Tanner所提倡的腹部加右胸切口进路 ，而 

左胸切口进路的优点似乎未被完全理解和接受。在我国， 

Lewis—Tanner提倡的手术进路一般用于中段以上食管癌切除 

术 ，而绝大多数中段以下食管癌和贲门癌切除术则采用左胸 

进路 ，并可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左胸切 口进路的优点有： 

(1)只需一个切口便可充分暴露主动脉弓下的食管和食管胃 

交接部，并可经食管裂孔切开左半膈肌，暴露左上腹腔，游离 

食管和胃，行食管旁和胃周围淋巴结清扫以及必要时的脾切 

除术 ，均可方便进行；(2)术中即使需要进行主动脉弓上或颈 

部的吻合 ，也不必改变患者体位，从而节省手术时间；(3)从 

左胸进路 ，可以更快更清楚地了解肿瘤侵犯主动脉和左主支 

气管的程度，而术中对重要器官意外损伤的处理和修复，左 

胸进路也远较右胸进路方便。当胃左侧主动脉根部意外出 

血时，可延长左胸切口，成为胸腹联合切 口以便显露处理 ，这 

比Lewis—Tanner进路的腹部切 口有利 ；(4)术后疼痛是影响 

患者咳嗽排痰的主要因素，但由于 Lewis—Tanner所倡导的进 

路多了一个腹部切口，疼痛较单一左胸切 口为重。左胸进路 

的主要缺点是清扫纵隔右侧淋巴结比较困难，显露主动脉弓 

后和弓上的食管不够满意。此外，也很难发现和处理中段食 

管癌伴奇静脉损伤，尤其是伴右胸膜破损的情况，因此对于 

奇静脉的结扎止血，右胸进路要比左胸进路方便。 

3．4 食管癌手术代用器官选择 原则上被移植器官应该长 

度充分 ，血运良好，物理强度高，黏膜上皮与食管上皮有良好 

的相容性，游离操作简便，且用管形胃重建食管可有效预防 

或减少吻合 口瘘、胸胃综合征、返流性食管炎和吻合 口狭窄 

等并发症发生，同时提高手术的根治效果 。而胃除了相 

容性差外，具有其他长处，故应列为移植器官的首选。移植 

胃占去部分胸腔体积，术后早期 因无张力扩张影响心肺功 

能，造成患者气短、心悸等不适 ，可用纵向缝缩 胃的方法预 

防，这种管状胃优点是：(1)减少肿瘤残留机会 ；(2)有足够 

的长度 ；(3)相对符合代食管生理解剖要求；(4)加快内容物 

通过；(5)减少对心肺器官的影响。而对于结肠而言，其长度 

充足，黏膜相容性好，血运及物理强度中等，移植后胃仍处于 

腹中，保持较好的?肖化功能，但是操作繁杂，需进行3个吻合 

口，手术并发症及病死率比胃代食管高；空肠与食管相容性 

好，但血运脆弱，影响游离长度，现在很少应用结肠和空肠。 

近年应用微血管技术行游离肠段间置代食管术取得良好效 

果，但术者要经过特殊训练，剪裁胃大弯缝合成顺置(保留右 

胃网膜血管)或倒置(保留左胃网膜血管)的胃管与食管吻 

合 ，这样胃管不占胸腔容积，大部分胃留在腹腔内，有利于保 

留胃正常消化功能，但缺点是操作繁多，现在也较少应用。 

3．5 食管癌手术淋巴结清扫 与其他恶性肿瘤外科治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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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彻底切除原发肿瘤及其转移灶，包括受累的淋巴结和其 

他组织，达到肉眼和显微镜下无肿瘤残留的根治性切除，是 

食管癌治疗的最高 目标。食管癌的淋巴结清扫范围多年来 

缺乏规范性意见 。目前食管癌淋 巴结清扫由以往的二野 

(胸 、腹)清扫发展到三野(胸 、腹和颈)清扫。笔者认为，胸 

部食管癌切除的三野淋巴结清扫，在一定条件下比二野淋巴 

结清扫可以获得较高的生存率和较少的局部复发 ，其中主要 

条件是转移淋巴结只有少数几个时，也就是在肿瘤较局限的 

情况下 ，它才会显示这种优点。而在有更多淋巴结受累的情 

况下，肿瘤的远处或血行转移机会较大 ，三野和二野淋巴结 

清扫的预后并无明显差别。经过多年实践 ，三野淋巴结清扫 

的手术死亡率已有下降，但是这种手术所需的时间较长，出 

血量较多，特别是喉返神经麻痹发生率很高，其他如体重、淋 

巴细胞和肺活量均较二野淋巴结清扫明显降低 ，术后生活质 

量长期难以改善 ，对三野清扫术应持慎重态度。因此三野淋 

巴结清扫在一定条件下有其优点 ，但必须在精确定期的基础 

上严格掌握适应证，它是胸部食管癌外科治疗 的一种方法， 

但不是外科治疗的方向 。 

3．6 食管癌新辅助治疗 食管癌新辅助治疗是相对于传统 

的食管癌术后辅助治疗而 言的。有学者认为术前化疗就是 

新辅助治疗 ，也有学者 把术前放疗当作新辅助治疗，因为 

它们都是术前给予的辅助治疗。但是食管癌新辅助治疗的 

准确定义应当是食管癌术前联合给予放疗和化疗的治疗方 

法。放疗 与化疗 相结合 被认 为是治疗 食 管癌 的重 要方 

法 ，手术之前降低食管癌的肿瘤分期成为新辅助治疗的 
一 个重要 目的。通过减少肿瘤对食管壁 的侵润深度 (T分 

级)和减少区域淋巴结的癌转移数量(N分级)来降低食管癌 

的 TNM分期，从而有利于提高肿瘤的完全切除率，减少术后 

肿瘤的局部复发率，以期提高远期生存率。新辅助治疗能够 

使食管癌患者的肿瘤分期降低，甚至达到完全病理缓解(手 

术后的切除标本中找不到癌细胞)，一项对 247例食管癌患 

者的研究[261结果提示，使用新辅助治疗 的患者 中56．7％患 

者获得了完全性的病理缓解。也有学者 认为新辅助治疗 

在增加食管癌患者术后 5年生存率的同时，也增加了手术住 

院死亡率，新辅助治疗组与单一手术组相比较，住院死亡率 

分别是 7．5％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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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氧器湿化液医院感染现状及解决途径 

高人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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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疗是临床最常用的护理技术及抢救治疗手段⋯。氧 

气湿化液的使用可避免干燥的氧气对呼吸道黏膜的刺激，提 

高氧疗效果和患者的舒适度 。但是，由于结构设计上的原 

因，传统的吸氧器难以根本解决细菌污染问题 ，是呼吸道医 

院感染的潜在传播源。因此 ，对吸氧湿化瓶进行阻菌设计 ， 

解决湿化液污染，是防止吸氧医源性感染的根本办法。 

1 吸氧器湿化液医院感染现状 

1．1 医院感染 住院患者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在住 

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 

包括人院前已开始或入院时已存在的感染 。在我国医院 

感染病例中，呼吸道感染占首位⋯。氧气湿化瓶细菌污染是 

呼吸道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之一_4 。王淑君 在 1994年研 

究表明，氧气湿化液的污染率高达60％ ～80％，致病菌检出 

率高达 20％。张莹等 1999年通过抽检 350份使用过的湿 

化瓶湿化液，192份样本细菌总数超标 (湿化液污染采样检 

测标准为细菌总数 ≤100 cfu／m1)，其 中，87份细菌总数在 

500—1 000 cfufml。2002年徐忠春等 在 62份氧气瓶湿化 

液样本中检出细菌样本 50份，并分离出7种 32株致病菌。 

2007年于农等 对本院 2006年 3月至 2007年 6月正在使 

用的345套输氧设施进行调查 ，其中连续使用时问 <1天的 

176套次、1—3天的123套次、>3天的46套次，并且湿化瓶 

使用前均采用含氯消毒液浸泡 2 h以上，其结果是 309份生 

长细菌，检出率为90％，其中菌落 >1 000 cfu／ml的严重污染 

样本 128份，占37．1％。2008年，祝钟珍研究中11个病区患 

者使用后的氧气湿化瓶 120只，细菌污染率为 82．5％。 

1．2 湿化液污染的途径及病原菌种类 吸氧器湿化液污染 

细菌以毒力弱或无毒力的常居菌为多，一般无致病性。但患 

者在呼吸道防御功能消减的情况下，湿化液污染，就可在氧 

气湿化过程中形成微小的颗粒状气溶胶随氧气而吸入下呼 

吸道 ，使细菌沉积到肺泡中并大量生长繁殖，最终导致用氧 

患者呼吸道感染 ，肿瘤、麻醉和各种治疗性插管的手术患 

者是易感人群。 

从菌种的分类看，革兰阴性菌检出率较高，成为呼吸道 

感染最常见的病原菌。相关研究表明，湿化液污染菌种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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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 

到少依次为：假单胞菌属 、大肠埃希菌、微球菌 、肺炎球菌、铜 

绿假单胞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有研究发现 ，白色念珠 

菌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铜绿假单胞菌。近年来铜绿假单胞 

菌和白色念珠菌引起医院下呼吸道双重感染有上升趋势，氧 

气湿化液污染可能是其发生的主要途径之一-- 。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氧气湿化瓶及其湿化液污 

染问题 ，一直受到医院感染管理者和医务工作者的重视，并 

提出了诸多控制和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和对策。但毋庸讳 

言，吸氧器湿化液细菌污染的严重现状，始终未能得到有效 

地解决 ，构成了医源性呼吸道细菌感染的隐形杀手。 

2 吸氧器湿化液医院感染的原因分析 

管理不到位 、检查管理力度不够是造成吸氧器湿化液污 

染的重要原因。如医护人员未能按照国家卫生部《医院感染 

管理规范》规定氧气湿化液应使用灭菌水，并每天更换 ， 

甚至错误认为湿化液污染与医院感染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和逻辑联系。 

操作不规范，对吸氧器消毒不严 ，吸氧前没有严格无菌 

操作是造成吸氧器湿化液污染的主要原因。如医护人员在 

进行输氧操作时，湿化中心管虽然经过严格消毒，但徒手安 

装旋紧，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再次污染。 

结构设计缺陷是传统吸氧器难以有效解决细菌污染问 

题的根本原因。目前 ，广泛使用的吸氧器的组件结构由流量 

表、湿化瓶、湿化滤芯以及进、出氧气管路组成，流量表与湿 

化瓶直接连接，在水分的湿化作用下，流量表与湿化瓶接13、 

氧气进13接管和出口接管等固定部位的环境长期潮湿，造成 

病菌的沉积和繁殖，并且无法对流量表实施有效的消毒。滋 

生的病菌极易在吸氧过程中相互传播，导致院内患者之间的 

交叉感染，危害健康。 

由于传统吸氧器的进出氧气孔无隔离细菌装置，其污染 

率高达64．3％～73．9％，定期更换装置和消毒后的污染率仍 

有37．5％；一次性密闭式氧气湿化瓶虽然纠正了重复使用造 

成的患者 交叉感染 ，但 在使 用 3天之后 的污 染率仍 为 

37％ |4 J
。 传统结构的湿化瓶在临床上被反复使用，极易消毒 

不彻底，造成患者之间交叉感染。 

3 吸氧器湿化液医院感染解决途径 

3．1 湿化液抑菌，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由于氧气是一种干 

燥气体，吸入后可导致呼吸道黏膜干燥，主要症状表现为呼 

吸道分泌物黏稠、不易咳出。吸氧湿化可以增加氧分子的弥 

散能力，提高吸氧效果。但是，由于输氧器结构上的固有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