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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嵌体和全冠修复早期活髓隐裂牙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王春红1,丁伯福1,鲍利红2,郝新河3

[摘要]目的:探讨全瓷高嵌体对早期活髓隐裂牙的 2 年疗效。 方法:采用随机对照方法研究全瓷高嵌体和全冠对早期活髓隐

裂牙修复治疗的 2 年疗效。 选择 128 例病人 128 颗患牙,基于临床症状分层,分层一:咬物不适;分层二:咬物不适伴冷热刺激

痛。 每层患牙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高嵌体修复组和全冠修复组。 比较 2 组病人术后 24 h 疼痛差异;随访 2 年,分析 2 种修复

方法、临床症状分层对早期活髓隐裂牙的疗效。 结果:分层一与分层二高嵌体组术后疼痛评分均低于全冠组(P < 0. 01)。 两

个分层的高嵌体组和全冠组疗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高嵌体组和全冠组均为分层一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分层二

(P < 0. 05)。 结论:全瓷高嵌体治疗早期活髓隐裂牙,术后疼痛反应小,疗效可靠,尽早治疗可提高治疗的有效率。
[关键词] 活髓隐裂牙;高嵌体;全冠

[中图法分类号] R 781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2. 04. 010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study of onlay
and full crown restorations for early vital cracked teeth

WANG Chun鄄hong1,DING Bo鄄fu1,BAO Li鄄hong2,HAO Xin鄄he3

(1. Department of Endodontics,2. Department of Prosthodontics,3. 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Hefei Stomatology Hospital,Hefei Stomatology Clinical College,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2鄄year curative effect of full ceramic onlay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vital cracked teeth.
Method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2鄄year effects of all鄄ceramic onlay and full crown on the
restoration of early vital cracked teeth. One hundred and twenty鄄eight affected teeth from 128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stratified based
on the clinical symptoms,layer one:occlusal discomfort;layer two:occlusal discomfort accompanied by cold and hot irritation and pain.
The affected teeth in each layer were divided into the onlay group and full crow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difference of 24 h postoperative pain was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All cases were followed鄄up for 2 years.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two restoration methods and clinical symptom stratif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vital cracked teeth with living pulp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postoperative pain scores in onlay group of layer one and two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full crown group(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ffective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in layer one and two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effective rate of two groups in layer on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layer two(P < 0. 05). Conclusions:The full ceramic onlay is an
effective method in the restoration of early vital cracked teeth,and has little postoperative pain. Early treatment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Key words] vital cracked teeth;onlay;full crown

摇 摇 牙隐裂为发生在牙体硬组织的非龋性疾病,早
期症状并不明显,偶有一过性咬合痛或反跳痛,伴渐

进性的冷热刺激痛或自发痛,临床上又称为隐裂牙

综合征。 隐裂牙综合征为一种深度未知的隐裂纹,
起源于牙冠,穿过牙齿结构,延伸到龈下,并可能进

展到髓腔或牙周膜[1]。 流行病学调查早已显示,牙
隐裂已成为继龋病、牙周病之后导致牙齿缺失的第

三大原因[2]。 对隐裂牙尽早地进行诊断与治疗,有

助于保护牙髓活力,防止牙体进一步折裂[3]。 活髓

隐裂牙的修复方法、材料众多,同种材料,不同的修

复方式对早期活髓隐裂牙疗效尚未见详细的报道。
本研究旨在用 IPS e. max CAD 材料,制作高嵌体和

全瓷冠,用于早期活髓隐裂牙的修复治疗,评价随访

2 年后的疗效,比较 2 种修复方法、临床症状分层对

早期活髓隐裂牙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

于我院就诊并确诊为早期隐裂牙的病人 128 例(128
颗患牙)为研究对象,根据临床症状对病例进行分

层,分层一:咬物不适(咬物到某一点时有突然的疼

痛感或反跳痛);分层二:咬物不适伴冷热疼痛(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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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时突然疼痛且伴有一过性冷热刺激痛)。 纳入标

准:(1)牙冠完好,牙合面可见越过边缘嵴隐裂纹;(2)
患牙咬物到某个位置出现咬合痛,或伴一过性冷热

刺激痛;(3)牙髓活力无异常;(4)牙周状况良好,X
线片显示根尖周组织未见明显异常;(5)显微镜下

可见牙冠表面隐裂纹。 排除标准:(1)患牙有龋齿;
(2)伴有牙髓炎或根尖周炎;(3)病人依从性差。 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分为高嵌体组和全冠组。
高嵌体组:64 例,男 38 例,女 26 例;年龄 26 ~ 61 岁;
磨牙 57 颗,前磨牙 7 颗。 全冠组:64 例,男 39 例,
女 25 例;年龄 25 ~ 62 岁;磨牙 56 例,前磨牙 8 例。
2 组牙位、年龄、性别等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 (见表 1),具有可比性。 病人术前详

细沟通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表 1摇 2 组病人基线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 岁 磨牙 前磨牙

高嵌体组 64 38 26 45. 23 依 2. 58 57 7

全冠组 64 39 25 44. 49 依 2. 66 56 8

字2 — 0. 03 1. 59* 0. 08

P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 值

1. 2摇 材料和设备摇 手术显微镜(Leica,德国);备牙

车针(Coltene,瑞士);CAD / CAM Omoncam(Dentsply
sirona,德国);IPS e. max CAD(Ivoclar Vivadent,列支

敦士登);Muntilink. N 粘结套装(Ivoclar Vivadent,列
支敦士登);Single bond universal(3M,美国);流体

树脂(Clearfil,日本);Z350 树脂(3M,美国)。
1. 3摇 方法摇 2 组患牙碧兰麻局麻下沿隐裂纹的方

向磨除裂隙牙体组织至新鲜的界面,用洗必泰消毒,
近髓处生物陶瓷材料( iRoot Bp)护髓,Z350 树脂充

填。 制备参照 CAD / CAM 对全瓷修复体的要求。 高

嵌体组:窝沟预备 1 mm,牙尖预备 1. 5 mm,修复体

与釉质边缘采用对接形式,内线角圆钝。 全瓷冠组:
合面磨除 1. 0 ~ 1. 5 mm,轴壁 0. 8 ~ 1. 0 mm,轴壁聚

合度 5毅 ~ 10毅,浅凹型肩台 0. 8 ~ 1. 0 mm,预备体光

滑连续无倒凹;2 组均采用 IPS e. max CAD 材料,用
CEREC襆系统,进行椅旁光学取模、比色、计算机辅

助设计和制作,修复体研磨成型、烧结、上釉。 全瓷

修复体的试戴就位、粘接、抛光。
1. 4摇 观察指标 摇 疼痛分级评定[4]:采用视觉模拟

评分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法对病人术后

24 h 疼痛进行评估,记录数据并进行分析。 术后随

访 2 年,进行临床检查、评估。 临床疗效评价标

准[5],治愈:患牙自觉症状消失,咀嚼功能恢复,X 线

片显示根尖周未见异常;改善:患牙自觉症状减轻,
咀嚼功能基本恢复,X 线片显示根尖周未见异常;失
败:患牙自觉症状加重,出现牙髓炎、根尖周炎症状,
或牙折裂,X 线片显示根分叉或根尖周有病变。 治

愈与改善都视为有效,失败则视为无效。
1. 5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秩和检验和 字2 检

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术后 24 h 疼痛评分比较摇 分层一与分层

二高嵌体组术后疼痛评分均低于全冠组(P < 0. 01)
(见表 2)。

表 2摇 2 组术后 24 h 疼痛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术后疼痛评分 t P

分层一

摇 高嵌体组

摇 全冠组

33
32

2. 98 依 0. 19
4. 05 依 0. 28

18. 08 < 0. 01

分层二

摇 高嵌体组

摇 全冠组

31
32

4. 62 依 0. 13
5. 84 依 0. 23

25. 80 < 0. 01

2. 2摇 2 组不同处理方法治疗隐裂牙 2 年疗效比较

摇 两个分层的高嵌体组和全冠组疗效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表 3摇 不同分层 2 组治疗隐裂牙疗效比较(n)

分组 n 治愈 改善 失败 Z P

分层一 65 60 3 2

摇 高嵌体组 33 31 1 1 0. 29 > 0. 05

摇 全冠组 32 29 2 1

分层二 63 41 7 15摇

摇 高嵌体组 31 21 3 7 0. 23 > 0. 05

摇 全冠组 32 20 4 8

合计 128摇 101摇 10摇 17摇

摇 高嵌体组 64 52 4 8 0. 60 > 0. 05

摇 全冠组 64 49 6 9

2. 3摇 临床症状分层与疗效的分析摇 高嵌体组和全

冠组均为分层一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分层二 (P <
0. 05)(见表 4)。

3摇 讨论

摇 摇 隐裂牙在临床诊疗中是比较常见的疾病,多发

生于 30 ~ 50 岁人群,患病率高达 70% [6],其症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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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隐匿性和渐进性,裂纹常常与牙齿的发育沟产生

重叠。 诊断、治疗决策和预后的评估是临床医生面

临隐裂牙的三大挑战[7]。 目前活髓隐裂牙主要治

疗方法有树脂直接充填、高嵌体,以及全冠修复等。
本研究采用 CAD / CAM 高嵌体和全冠用于治疗早期

活髓隐裂牙并观察随访 2 年。 尽管所提倡的任何治

疗方式的最终结果有待观察,但仍应优先保存活髓,
稳定和保护患牙[8]。

表 4摇 2 组病人不同分层间疗效比较[n;百分率(% )]

治疗方式 n 有效 无效 字2 P

高嵌体组 64 56(87. 50) 8(12. 50)

摇 分层一 33 32(96. 97) 1(3. 03) 3. 94 < 0. 05

摇 分层二 31 24(77. 42) 7(22. 58)

全冠 64 55(85. 94) 9(14. 06)

摇 分层一 32 31(96. 87) 1(3. 13) 4. 65 < 0. 05

摇 分层二 32 24(75. 00) 8(25. 00)

合计 128摇 111(86. 72) 17(13. 28)

摇 分层一 65 63(96. 92) 2(3. 08) 11. 94 < 0. 01

摇 分层二 63 48(76. 19) 15(23. 81)

摇 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分层一和分层二中高嵌体组术

后 24 h 疼痛 VAS 评分均小于全冠组,两者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随着粘接技术的发展,
高嵌体作为微创修复牙体缺损的方法之一[9],牙体

预备量小,预备时间短,且大部分边缘为龈上边缘,
所以对牙髓、牙周的刺激性小。 2 组中分层二术后

24 h 疼痛均高于分层一,表明术后疼痛不仅与修复

方法有关,与术前疼痛症状轻重也有关系。
本研究选取的病例为有症状的活髓隐裂牙,无

牙髓感染,牙体预备前沿裂隙方向尽可能磨除隐裂

纹特别是陈旧性的,即刻进行牙本质封闭,近髓处生

物陶瓷材料(iRoot Bp)护髓,复合树脂充填,控制感

染途径,避免微渗漏的发生。 椅旁 CAD / CAM 一次

就诊可以即刻生成修复体并配戴,缩短了治疗的疗

程[10],防止治疗过程中隐裂纹加深。 2 组修复体采

用的 IPS e. max CAD 为二硅酸锂加强型陶瓷材料,
具有良好美学性能和机械性能[11],强度在结晶后可

达 360 MPa,在酸蚀 -树脂粘接后,陶瓷材料强度会

更高[12],备牙时可减少牙体组织的切削量,降低术

后的敏感性。
本研究根据临床症状进行分层,每层随机采取

高嵌体和全冠修复,随访 2 年结果显示,随着隐裂牙

临床症状的加重,修复后失败病例的发生相应增加。

分层一病例中有 2 例出现不可逆的牙髓炎症状;分
层二病例中则有 13 例患牙出现牙髓炎症状,2 例发

生根尖周炎症状,最早的发生牙髓炎症状者为术后

1 个月,所有病例均未发生牙折裂症状。 失败的原

因可能与术前牙髓状态判断有误、隐裂纹护髓处理

不到位、牙体预备中激惹了牙髓、修复体出现微渗

漏、不良的咬合史等。 失败的病例在保留修复体的

情况下及时行根管治疗术,注意牙周组织健康状况

的检查。 本研究结果显示,分层一和分层二病人的

治疗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表明在

相同的治疗方法下,临床症状与预后具有相关性。
临床症状轻,可显著提高隐裂牙治疗的成功率。

经过 2 年随访,本研究结果显示高嵌体组的有

效率和全冠组比较,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因此,对于早期活髓隐裂牙,IPS e. max 高嵌

体微创修复可以有效地保护患牙,恢复咀嚼功能,尽
早的诊断和治疗,可提高治疗的有效率,但远期的效

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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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b 期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及预后危险因素分析

赵摇 莉,侯滨芬,邓摇 敏

[摘要]目的:探究 T1b 期食管鳞癌病人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及预后独立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采用根治性手术加淋巴

结清扫的 T1b 食管癌的 140 例食管鳞癌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将病人分为淋巴结阳性组和淋巴结阴性组,分析

淋巴结转移及影响预后因素。 结果:140 例病人中淋巴结阳性组 20 例,淋巴结阴性组 120 例,淋巴结转移率为 14. 3% ,单因素

分析显示 2 组年龄、肿瘤分化程度和肿瘤直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多因素分析示,年龄逸55 岁、中低分化和肿瘤

直径逸5 cm 是淋巴结转移独立危险因素(P < 0. 05 ~ P < 0. 01)。 随访时间 58(3 ~ 127)个月,失访 9 例,死亡 15 例,存活率为

98. 2% 。 T1b 期淋巴结阳性组食管鳞癌病人 3 年及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4. 7% 、73. 3% ,阴性组分别为 98. 2% 、96. 9% 。 淋巴结

阳性组的生存率明显低于淋巴结阴性组(P < 0. 01)。 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结转移及女性是影响 T1b 期食管鳞癌病人预

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 05 和 P < 0. 01)。 结论:年龄逸55 岁、中低分化、肿瘤直径逸5 cm 是 1b 期食管鳞癌病人淋巴结转移

的高风险独立因素。 淋巴结转移及女性是影响 T1b 期食管鳞癌病人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 食管肿瘤;T1b 期;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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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prognostic risk factors
of stage T1b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ZHAO Li,HOU Bin鄄fen,DENG Mi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tic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stage T1b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140 stage T1b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cal surgery combined with lymph node disse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lymph node positive group and lymph node negativ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results, and 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in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Among 140 patients,there were 20 cases in the lymph node
positive group and 120 cases in the lymph node negative group, and 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 rate was 14. 3% .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ge,tumor differentiation and tumor diameter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ge 逸55 years,medium and low differentiation and tumor
diameter 逸5 cm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P < 0. 05 to P < 0. 01). During 58(3 - 127) months of
following鄄up,9 cases were lost to follow鄄up and 15 cases died,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98. 2% . The 3鄄year and 5鄄year survival rates in
the stage T1b lymph node positive group and negative group were 84. 7% & 73. 3% and 98. 2% & 96. 9% ,respectively. The survival
rate in lymph node positiv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lymph node negative group(P < 0. 01). The results of COX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female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prognosis of stage T1b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 P < 0. 05 and P < 0. 01 ). Conclusions: The age 逸 55 years, moderate and low
differentiation and tumor diameter 逸5 cm are the high鄄risk independent factor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stage T1b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female a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tage T1b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Key words] esophageal neoplasms;stage T1b;lymph node metastasis

摇 摇 食管癌是临床常见的消化道肿瘤,发病率、死亡 率高,且预后较差,因此,早期诊断及治疗至关重要。
在中国,超过 90%的食管癌为鳞状细胞癌。 对于早

期食管癌,手术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根治术有利于

完整地切除肿瘤,但是术后创伤大这一问题无法避

免。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内镜治疗开始成为早期

食管癌的治疗首选。 内镜治疗在早期食管癌的适应

证不断扩大,但无法进行淋巴结清扫,因此限制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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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食管癌尤其是 T1b 期(肿瘤侵及黏膜下层)的
应用。 T1b 期食管鳞癌病人淋巴结转移率接近

20% [1],对于该类病人的治疗方式选择目前尚有争

议,仍依赖于今后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因素研究。 已

有研究证实,若临床排除淋巴结转移,内镜治疗 T1b
期食管鳞癌效果令人满意[2]。 因此,本研究回顾性

分析了行食管癌根治术的 140 例食管鳞癌病人的临

床资料,旨在研究 T1b 期食管鳞癌的淋巴结转移高

危因素及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为临床内镜诊疗提

供方案选择。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纳入我院 2010 - 2020 年收治的行

食管癌根治术病人 140 例,其中淋巴结阳性组 20
例,淋巴结阴性组 120 例。 纳入标准:(1)术后病理

类型为鳞癌;(2)术后病理证实肿瘤侵及黏膜下层;
(3)病人术前未接受其他治疗;(4)全身检查无远处

转移。 排除标准:(1)术后病理为腺癌;(2)术前接

受放化疗或术后追加放化疗;(3)同时存在其他影

响病人预后的疾病,如重度肝肾功能不全。
1. 2摇 方法摇 收集并比较病人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吸烟饮酒史、合并症、肿瘤位置、肿瘤最大径、
组织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等。 肿瘤位置包括胸上

段(肿瘤上缘距门齿 20 ~ 25 cm)、胸中段(肿瘤上缘

距门齿 25 ~ 30 cm)、胸下段(肿瘤上缘距门齿 30 ~
40 cm)。 通过对病人进行电话随访及调取病历获

得病人后续治疗情况及生存时间。 研究终点是总体

生存时间,单位以月计,以末次随访时间或病人死亡

时间为准,随访时间截至 2021 年 7 月。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logistic 多因素回

归分析、 生存分析(Kaplan鄄Meier 法)和 Cox 回归

分析 。

2摇 结果

2. 1 摇 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摇 纳入的

140 例病人中,淋巴结阳性组 20 例(14. 3% ),年龄

48 ~ 75 岁,平均(63. 05 依 8. 029)岁;淋巴结阴性组

120 例(85. 7% ),年龄 44 ~ 80 岁,平均(63. 77 依
8. 212)岁。 单因素分析显示,2 组病人性别、吸烟

史、饮酒史和肿瘤位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2 组病人的年龄、肿瘤直径、肿瘤分化

程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将

病人的年龄、肿瘤直径和肿瘤分化程度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肿瘤直径和肿瘤

分化程度与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均有统计

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其中年龄逸55 岁,中
低分化、肿瘤直径逸5 cm 者更易出现淋巴结转移

(见表 2)。

摇 表 1摇 淋巴结阳性组与阴性组临床病理特征的比较[n;百
分率(% )]

临床

病理特征

淋巴结阳性组

(n = 20)
淋巴结阴性组

(n = 120)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16(80. 00)
4(20. 00)

84(70. 00)
36(30. 00)

0. 84 > 0. 05

年龄 / 岁

摇 逸55
摇 < 55

11(55. 00)
9(45. 00)

99(82. 50)
21(17. 50)

6. 15 < 0. 05

吸烟史

摇 是

摇 否

11(55. 00)
9(45. 00)

56(46. 67)
64(53. 33)

0. 47 > 0. 05

饮酒史

摇 是

摇 否

9(45. 00)
11(55. 00)

49(40. 83)
71(59. 17)

0. 12 > 0. 05

肿瘤直径 / cm

摇 < 3 5(25. 00) 16(13. 33)

摇 3 ~ < 5 13(65. 00) 59(49. 17) 6. 25 < 0. 05

摇 逸5 2(10. 00) 45(37. 50)

肿瘤位置

摇 胸上段 1(80. 00) 9(80. 00)

摇 胸中段 17(80. 00) 81(80. 00) 2. 31 > 0. 05

摇 胸下段 2(80. 00) 30(80. 00)

肿瘤分化程度

摇 高分化 6(30. 00) 11(9. 17)

摇 中分化 10(50. 00) 90(75. 00) 7. 05 < 0. 05

摇 低分化 4(20. 00) 19(15. 83)

表 2摇 2 组淋巴结转移的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

因素 B Wald字2 P OR(95%CI)

年龄(逸55 VS <55) - 1. 895 11. 90 < 0. 01 0. 150(0. 051 ~ 0. 441)

肿瘤直径 / cm

摇 < 3 — 7. 21 < 0. 05 1

摇 3 ~ < 5 0. 649 1. 12 > 0. 05 摇 1. 914(0. 573 ~ 6. 393)

摇 逸5 2. 474 7. 11 < 0. 01 11. 868(1. 926 ~ 73. 144)

肿瘤分化程度

摇 高分化 — 10. 66 < 0. 01 1

摇 中分化 2. 085 10. 55 < 0. 01 8. 047(2. 286 ~ 28. 325)

摇 低分化 1. 627 4. 53 < 0. 05 5. 090(1. 137 ~ 22. 794)

2. 2摇 预后及危险因素分析 摇 本次研究共纳入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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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随访时间 58(3 ~ 127)个月,失访 9 例,死亡 15
例,其中淋巴结阳性组死亡 5 例,淋巴结阴性组死亡

10 例。 淋巴结阳性组 3 年生存率为 84. 7% ,5 年生

存率为 73. 3% 。 淋巴结阴性组 3 年生存率为

98. 2% 。 5 年生存率为 96. 9% 。 淋巴结阳性组的生

存率明显低于淋巴结阴性组( 字2 = 9. 85,P < 0. 01)
(见图 1)。 不同性别、不同分化程度、肿瘤不同位置

及是否淋巴结转移的 5 年生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 0. 05 ~ P < 0. 01)(见表 3)。 COX 多因素分

析显示,淋巴结转移及性别是影响 T1b 期食管鳞癌预

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 <0. 05 和 P <0. 01)(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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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3摇 临床病理特征与 5 年生存率的相关分析[n;百分率

(% )]

临床病理特征 n摇 5 年生存情况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100
40

93(96. 28)
32(86. 43)

9. 54 < 0. 01

年龄 / 岁

摇 逸55
摇 < 55

110
30

102(93. 40)
28(84. 62)

0. 16 > 0. 05

吸烟史

摇 是

摇 否

67
73

61(92. 07)
84(92. 17)

1. 38 > 0. 05

饮酒史

摇 是

摇 否

58
82

48(93. 60)
77(95. 73)

2. 54 > 0. 05

肿瘤直径 / cm

摇 < 3 21 19(89. 05)

摇 3 ~ < 5 72 65(92. 85) 1. 42 > 0. 05

摇 逸5 47 41(96. 20)

肿瘤位置

摇 胸上段 10 8(63. 46)

摇 胸中段 98 90(95. 31) 6. 72 < 0. 05

摇 胸下段 32 27(90. 45)

续表 3

临床病理特征 n摇 5 年生存情况 字2 P

肿瘤分化程度

摇 低分化 23 21(92. 31)

摇 中分化 100 93(95. 13) 10. 44 < 0. 01

摇 高分化 17 11(83. 31)

淋巴结

摇 阳性

摇 阴性

20
120

15(73. 30)
110(96. 89)

9. 85 < 0. 01

表 4摇 T1b 期食管鳞癌生存期 COX 风险比较回归模型

因素 B Wald字2 P OR(95%CI)

性别 1. 085 6. 20 < 0. 05 2. 960(1. 260 ~ 6. 956)

淋巴结转移 -1. 640 0. 53 < 0. 01 0. 194(0. 069 ~ 0. 544)

分化程度

摇 高分化 — 3. 33 > 0. 05 1

摇 中分化 -0. 860 2. 99 > 0. 05 0. 423(0. 160 ~ 1. 123)

摇 低分化 -0. 847 1. 81 > 0. 05 0. 429(0. 125 ~ 1. 473)

病变位置

摇 胸上段 — 4. 42 > 0. 05 1

摇 胸中段 -1. 051 2. 61 > 0. 05 0. 349(0. 098 ~ 1. 251)

摇 胸下段 -0. 218 0. 12 > 0. 05 0. 804(0. 229 ~ 2. 819)

3摇 讨论

摇 摇 食管癌是全球发病率较高的癌症,全球半数食

管癌发生在中国[3],其五年生存率约为 19% [4]。 早

期食管癌首选治疗为外科手术治疗,但外科并发症

较多且影响生存质量[5],近年来内镜治疗因疗效

好,并发症少,成为早期食管癌的首选。 食管癌主要

通过淋巴结转移,但内镜无法评估有无淋巴结转移,
对于有淋巴结转移者内镜治疗后常常仍需追加治

疗,因此,对于这部分病人临床治疗方式的选择意见

尚不统一。 近年来,针对 T1b 期食管鳞癌是否属于

内镜治疗范围已经开始进行探讨。 据报道[2],无淋

巴结转移的 T1b 期食管癌内镜治疗与外科治疗效

果相当,这与我国早期食管鳞癌及癌前病变诊治共

识[6]意见一致。 因此探究 T1b 期食管鳞癌淋巴结

转移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对于指导临床治疗方式的

选择有重要意义,有高危因素病人应行外科手术根

治,无高危因素者可行内镜下治疗。
本研究中 T1b 期食管鳞癌病人淋巴结转移率

为 14. 3% ,与相关研究[7]相符。 国外有研究[8]表明

肿瘤侵犯较深、分化程度较低、脉管侵犯者更易发生

淋巴结转移。 近期国内也有研究[9] 发现,肿瘤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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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低分化和脉管浸润者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
本研究结果示,年龄、肿瘤直径及分化程度与淋巴结

转移密切相关。 另外,多因素分析示中低分化程度、
肿瘤直径逸5 cm 者及年龄逸55 岁更容易发生淋巴

结转移。 这与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国内外普

遍认为低分化较高分化鳞癌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
这可能因为低分化肿瘤普遍侵袭性较强有关[10]。
目前国内外对于肿瘤直径的结论尚不统一。 肿瘤直

径与淋巴结转移率的关系均有报道,在一项包含

715 例食管癌病人的报道[11] 中,研究者发现肿瘤直

径与淋巴结转移率呈正相关。 但同时也有研

究[12 - 13]认为肿瘤直径与淋巴结转移无关,可能随着

肿瘤直径的增加脉管浸润等因素影响更为显著。 因

此,肿瘤直径是否为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仍需进

一步研究。
分析病人的预后发现,T1b 期食管鳞癌病人

淋巴结阳性组 3 年和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4. 7% 、
73. 3% ,阴性组 3 年、5 年生存率分别为 98. 2% 、
96. 9% ,淋巴结阳性组的生存率明显低于淋巴结阴

性组。 由于食管解剖结构特殊,不同深度的组织有

着不完全相同的淋巴引流系统,早期容易发生淋巴

结转移[14]。 食管癌一旦突破黏膜下层即可通过纵

向淋巴管及横向直接引流至胸导管发生广泛转移,
因此 T1b 期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者生存率明显低

于未转移者。 既往研究[15] 发现,早期食管癌的 3
年、5 年的生存率为 86% 、82% ,与本次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 不同性别、不同分化程度、肿瘤不同位置及

是否淋巴结转移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病人预后,其
中淋巴结转移及女性是影响 T1b 期食管鳞癌预后

的独立危险因素。 淋巴结转移影响早期食管癌预后

这一点,已得到多数研究支持[16 - 17]。 但对于女性为

影响预后危险因素与既往研究[18 - 19]相悖,可能与本

研究中性别占比不平衡有关。
综上所述,年龄逸55 岁、中低分化及肿瘤直径

逸5 cm 是 T1b 期食管鳞癌病人淋巴结转移的高风

险独立因素。 淋巴结转移及女性是影响 T1b 期食

管鳞癌病人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因此,临床上高

龄、中低分化、肿瘤直径较大的早期食管癌病人应更

倾向于选择外科根治术加淋巴结清扫术,因为有上

述临床特征的病人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 淋巴结转

移者及女性较未有淋巴结转移者、男性生存时间短。
本研究中因淋巴结阳性组占比较少,结果具有局限

性,但仍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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