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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plays a core role in the

multi-disciplina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rectal cancer. It

can evaluate the effect of neoadjuvant therapy and operation，
can assist postoperative adjuvant therapy，and can even

predict cancer recurrence and risk degree of patient's
prognosis. Anatomy and TNM staging are the basis of
pathological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evaluation

of

of

mid-low

routine

rectal

pathology

cancer.

includes

resection range，tumor site，tumor size，gross type，distance
between tumor and bowel margin，grade of cancer，depth of
invasion (T staging)，number of lymph nodes evaluated and

number positive (N staging)，status of proximal and distal
margin， 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 response

of

neoadjuvant therapy，lymphovascular invasion，perine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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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sion， and tumor deposition. Molecular pathological

中低位直肠癌病理学评价标准
姚宏伟 1，李文迪 1，田茂霖 1，石雪迎 2，
刘荫华 3

diagnosis play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role in the choice of
drug and prognosis assessment.

Keywords mid-low rectal cancer；pathology
全直肠系膜切除（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理念

【摘要】 规范化的病理学检查在直肠癌的多学科诊治过程

的提出开启了直肠癌规范化诊治的时代［1］。近 30 年来在

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核心作用，它既能评判新辅助治疗

国内外一流的医疗中心，直肠癌临床实践的各个环节（基

及手术切除的效果，又能指导术后辅助治疗，甚至能够预

线评估、新辅助治疗、手术治疗、病理学评估、术后辅助治

测复发以及预后的风险程度。解剖学和 TNM 分期是中低

疗等）都进入标准化流程，其中多学科团队（MDT）诊治模

位直肠癌病理评估的基础，规范的常规病理学评估包括手

式贯穿始终。以影像学检查为基础的临床分期诊断是科

术切除范围、肿瘤部位、肿瘤大小、大体类型、切除肠管两

学制定初始治疗决策的关键，以手术标本组织学检查为基

端距肿瘤远近端的长度、肿瘤分化程度、浸润深度（T 分

础的术后病理分期诊断则成为评价疗效、完善辅助治疗甚

期）、检出以及转移淋巴结数目（N 分期）、远近端切缘、直肠

至判断预后的依据。外科医生应该经常保持和病理科医

系膜的完整性以及环周切缘、新辅助治疗反应、脉管浸润、

生的沟通，了解病理学的最新概念，手术标本的处理要符

神经周围浸润、淋巴结外肿瘤沉积。分子病理诊断结果对

合病理学规范［2］。笔者复习文献并结合临床实践，从外科

于选择药物治疗和评估预后的价值越来越凸显。

医生的角度审视病理学评价标准，谨供外科同道参考。

【关键词】 中低位直肠癌；病理学
中图分类号：R6 文献标志码：A

1 解剖学和 TNM 分期是中低位直肠癌病理评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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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学角度，中下段直肠属于腹膜间位-外位器
官。中下段直肠“系膜”也并非经典意义的肠系膜，而是包
绕肠管侧壁和后壁、横断面为“C”形的柱状结构，由盆筋膜
脏层所覆盖；下段直肠远侧位于肛管内，并无直肠系膜及
盆筋膜脏层覆盖，直肠固有肌层演化而成的内括约肌之外
由外括约肌和坐骨直肠窝脂肪包绕。
TNM 肿瘤分期系统是开展直肠癌诊治临床实践的基
石。2010 年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 7 版结直肠癌 TNM 分期有较大程度
变更，主要体现在 T3～4 期定义的修订、N 分期的细化以及

2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北京 100191；3 北京大学第一

环周切缘（CRM）评估的引入［3］。以下 3 点尤其应引起重

医院普通外科，
北京 100034

视：
（1）T3 被简化为“侵透肌层达结直肠周围组织”，T4 细化

通讯作者：石雪迎，E-mail：zhsh6812@aliyun.com；刘荫
华，E-mail：liuyinhua@medmail.com.cn

为 T4a（肿瘤穿透肠壁表面的腹膜）和 T4b（肿瘤直接侵犯或
者粘连于其他器官或结构）。
（2）根据转移淋巴结个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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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肿瘤沉积”，N 分期细化分为 N1a、N1b、N1c、N2a、

建议至少需检出 12 枚淋巴结。尤其是Ⅱ期直肠癌（T3～

N2b。
（3）CRM 需要通过术前影像学方法以及术后病理检查

4N0），如果初始检出淋巴结数目不足 12 枚，推荐病理医生

给予准确评估。

复检大体标本，重新送检更多疑似的淋巴结。如果最终检

更新的结直肠 TNM 分期标准并无针对直肠癌分期的

出仍然不足 12 枚淋巴结，应在病理报告注明确系已反复检

专门定义。上段直肠癌 T 分期方法与结肠癌无异，而中下

查。否则，会导致临床医生无法准确评估 N 分期，而直接影

段直肠癌的则因其特殊的腹膜被覆、系膜结构以及与骨盆

响病人是否需要接受术后辅助治疗。

壁、肛周肌肉等解剖结构间的复杂关系，T2～4 期中低位直

2.2 与病人的预后评估和生存预测相关的信息 “预后和

肠癌定义被单独细化：
（1）肛管内的下段直肠癌，T2 期为侵

预测”病理评价指标包括［4-7］：
（1）肿瘤分化程度。
（2）浸润深

及但未侵透内括约肌，而其他部位的中下段 T2 期直肠癌则

度（T 分期）。
（3）检出以及转移淋巴结数目（N 分期）。
（4）远

为侵及但未侵透固有肌层。
（2）肛管内的下段直肠癌，T3 期

近端切缘。
（5）直肠系膜的完整性以及环周切缘。
（6）新辅

为侵及但未侵透外括约肌，而其他部位的中下段 T3 期直肠

助治疗反应。
（7）脉管浸润。
（8）神经周围浸润。
（9）淋巴结

癌则为侵犯直肠系膜但并未侵及盆筋膜脏层，或侵及但未

外肿瘤沉积。

侵透浆膜（仅限于中段直肠前壁、腹膜反折及其以上部位

“预后评价和疗效预测”指标可以作为术后判断肿瘤复

的肿瘤）。
（3）在中下段直肠癌，T4a 期仅见于侵透中段直肠

发可能及预测治疗效果和预后的依据。其中脉管浸润、神

前壁、腹膜反折及其以上部位的肿瘤，而其他部位的中下

经周围浸润以及淋巴结外的肿瘤沉积可以看作是预后差

段直肠癌因无浆膜被覆则根本不能划归 T4a 期；T4b 期则为

的指标，而 CRM 阳性、新辅助治疗的反应效果不佳则是高

侵透直肠系膜或者浆膜（侵及骨盆壁、盆腔内器官）的中段

复发率信息，提示术后需要更为积极且全面的辅助治疗措

直肠癌，以及侵及肛提肌或侵透外括约肌达坐骨直肠窝脂

施。

肪的下段直肠癌。

笔者建议外科医生应该参与病理标本大体评估过程。
对于中低位直肠癌，外科医生结合手术操作过程，与病理

2 规范的常规病理学评估所涵盖的内容及热点问题

医生共同评价直肠系膜切除的完整性及检查 CRM。福尔

AJCC 及 美 国 病 理 学 会（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

马林固定后的手术标本通常较难辨别浆膜覆盖区和非浆

gists，CAP）基于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发布的指南是结直

膜覆盖区之间的边界，外科医生术后在标本上标记 CRM 的

肠癌病理学评估标准的基础依据

范围，可以使用丝线或者金属夹，抑或使用墨汁染色，以方

。规范化的直肠癌病

［4-5］

理学评估内容，除了提供包括肿瘤的浸润深度、检出及转

便病理医生的准确评估。

移淋巴结数目、标本切缘情况等传统的“解剖学”评价指
标，还包括“预后和预测”评价指标［6］。根据文献［7］CAP 指
南，报告应兼具原发肿瘤大体所见及镜下所见。

3 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学评估的要点和价值
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临床研究已经表明，针对具有

2.1 “解剖学”病理评价指标核心内容在于 T、N 分期 “解

适应证（cT3～4 或 cN1～2 分期）的中低位直肠癌，术前新辅

剖学”病理评价指标包括：
（1）手术切除范围。
（2）肿瘤部

助化放疗能够有效地降低肿瘤分期，并达到降低 CRM 阳性

位。
（3）肿瘤大小。
（4）大体类型。
（5）切除肠管两端距肿瘤

率、提高局部 R0 切除率的目的。由于直肠癌对新辅助治疗

远近端的长度［4，7］。

后可以发生明显的肿瘤退变反应和降期，因此术前化放疗

如前所述，不同部位的直肠癌 T 分期标准存在明显差

引起的病理学变化应该被准确记录。NCCN、AJCC、CAP 指

异，但 T 分期的评价均有标准可依。因此，判断中低位直肠

南中对关于直肠癌标本病理评估均要求对新辅助治疗后

癌的 T 分期关键在于准确定位肿瘤在肠段中的位置以及在

的反应进行评价。NCCN 推荐最低要求是报告“有治疗反

肠管环周中的位置。但在临床实践中根据病理报告有时

应”还是“没有明显的治疗反应”。尽管有多个版本的新辅

仍然无法准确界定 T 分期。例如，
“肿瘤侵及全层”是直肠

助治疗反应分级系统曾经被发布，但 NCCN、AJCC、CAP 推

癌病理报告中的常见用语，外科医生对此如何正确认识并

荐的还是最为常用的、根据 Ryan 等报道改良的“0～3 级”肿

确定 T 分期？首先，外科医生应该咨询病理科医生明确肿

瘤退变分级（Tumor Regression Grade）方法［3，5，8］：
（1）0 级（完

瘤侵及“直肠壁全层”抑或“直肠系膜全层”；若侵及但未侵

全反应）为无可见的癌细胞。
（2）1 级（中等反应）为仅可见

透浆膜面的“直肠壁全层”应该判定为 T3，而侵及但未侵透

单个癌细胞或癌细胞簇。
（3）2 级（轻微反应）为残余肿瘤细

系膜侧的肠壁全层应该判定为 T2。其次，如侵及“直肠系

胞超过坏死纤维化。
（4）3 级（无反应）为几乎无纤维化，可

膜全层”则意味着肿瘤侵及盆筋膜脏层（T4b）的可能，外科

见大片癌残留。

医生应该会同病理科医生多点复检大体病理标本，确认肿

诸多研究结果均表明［9-10］，接受新辅助治疗者淋巴结

瘤的具体浸润深度；此外，侵及“直肠系膜全层”还意味着

检出数会少于未接受新辅助治疗而直接手术者，且一般不

CRM 阳性。

足 12 枚。目前，接受新辅助治疗直肠癌病人准确分期所需

关于检查淋巴结数目，目前包括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

检出的淋巴结数目同样适用现有的“12 枚”标准，但需要在

络（NCCN）、AJCC 与 CAP 等在内的各种权威规范与指南均

TNM 分期前冠以 y（yielding）以表明为新辅助治疗后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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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选择进行 BRAF 突变检测。尽管 BRAF 基因状态对 EGFR
文献［11-12］的研究表明，新辅助治疗后肿瘤残留越

单抗靶向治疗的预测作用尚存在争议［17-18］，但多数研究认

少者的预后越好，反之，新辅助治疗反应差则是预后差的

为 BRAF 突变提示预后不良［17］。

指标之一。肿瘤完全退变者预后非常好，Gavioli 等［12］对 25

4.3

例 新 辅 助 放 化 疗 后 手 术 治 疗 的 直 肠 癌 病 人（分 期 为

中常存在一些短的串联重复序列称微卫星体（microsatel-

ypT0N0）平均随访 30 个月，无一例发生局部复发和远处转

lite，MS），MMR 基 因（主 要 包 括 MLH1、MSH2、MSH6 和

移。

PMS2 等基因）可修正 DNA 复制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以保证

因此，凡是接受过新辅助治疗的病人都必须对手术标

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状态检测

基因组

DNA 复制的准确性，MMR 基因功能缺陷常导致 MS 的长度

本进行全面的检查——原发肿瘤、区域淋巴结、肿瘤沉积，

发生变化，称微卫星体不稳定（MSI）。约 15%的结直肠癌

以评判新辅助治疗反应的程度，因为其与病人的预后具有

的发生与 MMR 基因功能缺陷有关，肿瘤 DNA 可检出高频

明显的相关性。

度的微卫星体不稳定（MSI-H），MSI-H 肿瘤对以 5-FU 为主
的化疗不敏感，预后好于 MSS 肿瘤，因此，NCCN 指南建议，

4 分子病理诊断的临床意义不容忽视

对所有 TNM-II 期肿瘤病人应进行 MMR 状态检测，以指导

直肠癌的发生发展是多分子、多通路间错综复杂相互
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发展途径具有各自相应的分子特征、

治疗和提示预后。
不难看出，规范化的病理学检查在直肠癌的多学科诊

临床表型、预后和治疗反应。分子病理诊断能够提供常规

治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核心作用，它既能评判新辅

病理检测无法提供的“微观”信息，并直接为选择药物治疗

助治疗及手术切除的效果，又能指导术后辅助治疗，甚至

和评估预后提供证据。目前常用的分子检测指标的临床

能够预测复发以及预后的风险程度。病理学评价虽然日

意义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1）筛选对靶向治疗药物——表

趋规范化，但直肠癌病理标本中蕴含的海量信息仍然亟待

皮生长因子受体（epi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抑

进一步发掘和利用。直肠癌已经进入“分子病理”时代，

制剂不敏感的病人。
（2）评判病人的预后。
（3）筛选高频度

RAS 基因、BRAF 基因、MMR 状态、MSI 等分子检测手段已

微 卫 星 不 稳 定（high frequency of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经从实验研究进入了广泛的临床应用，PI3KCA 基因、PTEN

MSI-H）肿瘤病人，
指导化疗方案的选择。

基因、UGT1A1 基因的多态性等分子病理检测项目的临床

4.1

虽然西妥昔单抗和帕尼

意义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外科医生作为直肠癌诊治临床

单抗的治疗靶点是 EGFR，且在大多数结直肠癌中均可检

实践的最重要参与者，正确认识组织病理诊断规范，在规

出 EGFR 高表达，但研究显示 EGFR 状态并不能预测 EGFR

范化的前提下贯彻个体化综合诊治理念是改善病人预后

单抗的治疗效果，EGFR 的蛋白表达水平并不能作为抗

的关键。对于外科医生而言，病理诊断学等当属非传统教

EGFR 靶向治疗病人选择的标准，即便是 EGFR 表达阴性的

学科目，但在临床肿瘤诊治如此信息化和规范化的今天，

病人仍可能从抗 EGFR 靶向治疗中获益

KRAS/NRAS 基因状态检测

。NCCN 指南

仅仅精于手术而对病理诊断、影像诊断、围手术期辅助治

不推荐 EGFR 的常规检测，也不建议根据 EGFR 的检测结果

疗等均一知半解的外科医生显然是过时了。因此，不断更

确定或排除抗 EGFR 靶向药物治疗。文献［15-16］研究表

新诊治理念既是外科医生自身专业发展的需要，更是保证

明，西妥昔单抗仅对携带野生型 KRAS 基因的肿瘤病人有

经治直肠癌病人最大获益的根本所在。对此，外科医生应

效。NCCN 指南推荐检测 KRAS 基因状态（尤其是对于晚期

该勤学之、慎行之，以期为直肠癌病人的“个体化”诊治和

直肠癌病人），使用抗 EGFR 靶向药物的指征被严格限定在

判断预后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13-14］

KRAS 基因状态为野生型。
2014 年最新版的 NCCN 结直肠癌诊疗指南建议［4］，对
所 有 转 移 性 结 直 肠 癌 进 行 RAS 突 变 检 测 ，至 少 应 检 测
KRAS 第 2 外显子，可能的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检测 KRAS 基
因的非第 2 外显子和 NRAS 基因突变状态，
有突变者不宜采
用西妥昔单抗或帕尼单抗进行抗 EGFR 靶向治疗。
4.2

BRAF 基因状态检测

BRAF 在结直肠癌中的突变率

为 5%~15%，在 MSI-H 肿瘤中突变率明显高于微卫星稳定
（microsatellite stable，MSS）肿瘤。绝大多数 BRAF 突变发生
在第 15 外显子的第 600 位密码子（V600E）。除极个别病例
报道外，BRAFV600E 突变与 KRAS 基因突变通常为排他
性。NCCN 指南建议对 KRAS/NRAS 野生型的 IV 期病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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