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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术中腹腔灌洗脱落癌细胞
检测及临床意义

胃癌转移主要通过血行转移、淋巴转移及腹
腔播散转移 3 种途径完成，其中腹腔转移是晚期胃
癌最常见的转移形式［1］。腹腔游离癌细胞是胃癌

李子禹，苗儒林，
季加孚

腹腔播散转移的一种早期表现形式，目前认为是

【摘要】 胃癌并腹腔游离癌细胞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晚期胃

一种特殊类型的晚期胃癌类型，现有的胃癌分期

癌，是腹腔转移的早期表现形式。目前，腹腔游离癌细胞

标准已将其明确判定为 M1 期［2］。特殊之处在于腹

的检测主要通过腹腔镜探查联合腹腔灌洗细胞学检查进

腔内无肉眼可见的转移灶，若不进行腹腔灌洗液

行。诸多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也开始出现，但是仍缺乏相

细胞学检查，极易漏诊。一般认为，胃癌腹腔转移

关统一规范。腹腔游离癌细胞阳性病人预后较差，而通过

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肿瘤由胃黏膜层浸润生长

全身系统治疗、腹腔局部治疗等使腹腔游离癌细胞转阴后

至浆膜层，进而在腹腔内播散，引起腹腔肿瘤种植

可能为病人带来生存获益。目前，仍需要高质量的前瞻性

转移。随着诊断技术和肿瘤诊疗理念的不断进

随机对照研究对腹腔游离癌细胞的检测和治疗方法进行
评估，以达到诊断、治疗的规范化、个体化和专业化。
【关键词】 胃癌；腹腔游离癌细胞；腹腔局部治疗；术前化
疗

步，广大胃癌学者开始注意在胃癌腹腔转移发生
的早期去阻断该过程。早在 1978 年，日本学者就
提出了胃癌腹腔游离癌细胞是胃癌的预后危险因
素，并提出腹腔局部应用丝裂霉素 C 可改善病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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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之后 20 年间，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
Diagnosi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ositive peritoneal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细胞学检测技术的进

lavage cytology in gastric cancer surgery

步和微创理念的不断深入，针对胃癌腹腔游离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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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itive peritoneal lavage cytology is a particular

type of late stage gastric cancer that indicates the early pattern

细胞的相关研究才开始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临床评估为阴性的胃癌病人中腹腔游离癌细
胞检出率一般为 10%～20%，部分研究中甚至可高
达 30%［3-5］。检出率的差异主要由不同的检测方法
引起。在临床实践中，如果不进行相关检测，这些
病人往往会被当做是非晚期病例进行治疗，这就
造成了大量病人的误诊误治。
近年来随着腹腔游离癌细胞的检测逐渐增

of peritoneal metastasis. Currently, the main diagnostic

多，多项针对胃癌腹腔转移的研究发现，有相当比

exploration combined with peritoneal lavage examination, and

腹腔肉眼转移病灶，但是病人胃原发灶病理检测

method of peritoneal lavage cytology is the laparoscopic

例的病人术中腹腔游离癌细胞检测呈阳性或出现

many molecular diagnostic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while

并没有侵犯到浆膜层［6-7］。这一结果开始引起人们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Positive peritoneal lavage cytology is a

negative prognostic factor and treatments as systemic therapy
and peritoneal local control that turn the positive cytology to

的思考，是否胃癌腹腔转移可能由其他转移途径
引 起 ？ 针 对 这 一 疑 问 ，目 前 还 没 有 确 凿 证 据 支

negative can lead to survival benefit to the patients. More high

持。另外，有观点认为该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于

of

置。

quality RCTs are still needed to explore the standard method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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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检测没有真正发现肿瘤浸润到浆膜层的位
诸多疑问的解决首先需要胃癌腹腔游离癌细
胞检测方法的规范化、个体化和专业化。以此为
基础，我们才能真正解析胃癌腹腔游离癌细胞的
临床意义，并评估相关治疗手段的疗效。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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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分析胃癌腹腔游离癌细胞的检测方法及其临

管）：通常选择脐下为观察孔，有下腹部手术史病

床意义，并对现有的针对性治疗进行介绍评估。

人可选择脐上。②右侧操作孔（直径 5～10 mm 套
管或直径 10～12 mm 套管）：通常选择右侧腋前线

1 术中腹腔灌洗脱落细胞的检测方法

与右肋弓交点下方 2 cm。③左侧操作孔（直径 5～

胃癌腹腔游离癌细胞的检测必须通过手术进

10 mm 套管）：通常选择左侧腋前线与左肋弓交点

行。传统为开放手术进行腹腔细胞学检测，近年

下方 2 cm，与右侧操作孔对称位置。④右侧第二

来，腹腔镜微创技术不断进步和普及，微创治疗理

操作孔（直径 5～10 mm 套管，根据情况判断是否

念也开始被诸多外科医生所接受。目前评估胃癌

使用）：通常选择右侧腋前线水平，与右侧第一操

腹腔游离癌细胞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期性腹腔镜

作孔的距离约为病人的一拳距离。
（4）腹腔游离癌

探查及腹腔灌洗液细胞学检查进行评估。在可切

细胞检测。为避免探查和活检操作导致炎性细胞

除的进展期胃癌综合治疗中，目前标准治疗模式

聚集和上皮细胞脱落污染腹水或腹腔灌洗液，建

是根治性手术联合围手术期化疗。在治疗过程

议在建立操作孔并充分止血后，立即收集腹水或

中，腹腔灌洗液中游离癌细胞的评估应在治疗开

行腹腔灌洗。①对于有足够腹水病人可于盆腔

始前或手术切除前进行，但是其具体适应证目前

Douglas 窝收集腹水后行细胞学检查。②对于无腹

尚存争议。在不同的临床研究中，腹腔灌洗液中

水或腹水<200 mL 者行腹腔灌洗。以 500 mL 温生

游离癌细胞阳性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为病人肿瘤的

理盐水依次冲洗双侧膈顶、肝下区、大网膜、双侧

T 分期及 N 分期。Power 等根据病人肿瘤分期将胃

结肠旁沟和 Douglas 窝；必要时可调整体位为特伦

癌病人分为低危组（T1/2，N0）及高危组（T3/4，N+，

德伦伯格（Trendelenburg）位或反 Trendelenburg 位；

或两者均有）；其中，腹腔游离癌细胞阳性率在低

应尽量避免直接冲洗原发病灶；于双侧膈下区、肝

危病人中为 4%，在高危病人中为 25%。因此，该研

下区和 Douglas 窝收集不少于 100 mL 灌洗液，行细

究认为在高危病人中应在治疗前常规行腹腔镜探

胞学检查。

查及细胞学评估。

除腹腔灌洗方法缺乏标准外，腹腔游离癌细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胃癌诊疗指

胞的检测方法同样缺乏统一规范。目前多数开展

南中，推荐 T1b 期及以上胃癌病人治疗前接受腹腔

相关工作的中心采用细胞学病理检测方法，但该

镜探查手术以排除临床影像学难以发现的转移病

方法主观性较高，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且不能

灶，推荐等级为 2B 级。指南讨论中建议，对于 T3

对结果进行定量分析。因此，诸多研究开始探索

或 N1 分期及以上的病人，除常规行腹腔镜探查外，

相关细胞、分子诊断方法评估腹腔游离癌细胞情

还应接受腹腔灌洗细胞学检测。来自欧洲的

况，包括腹腔灌洗液癌胚抗原（CEA）测定、流式细

ESMO-ESSO-ESTRO 胃癌诊疗随访临床实践指南

胞术定量法、转录-逆转录协同反应法（TRC）、逆转

中，推荐对所有潜在可切除的 IB-Ⅲ期胃癌病人行

录聚合酶链式反应法（RT-PCR）、逆转录环节等温

腹腔镜探查及腹腔游离癌细胞的检测，证据等级

扩增法（RT-LAMP）等［8-17］。但是还没有定论评估

Ⅲ级，
推荐等级 B 级。

诸多方法中哪一种为金标准方法。北京大学肿瘤

目前，针对胃癌腹腔灌洗的方法也缺乏统一

医院胃肠肿瘤中心在临床工作中主要采用快速细

规范。已有相关研究评估腹腔灌洗的位置和灌洗

胞学检查方法评估腹腔游离癌细胞的情况，具体

液的量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但仍缺乏前瞻性研究

检测方法如下：
（1）取送检的全部腹腔灌洗液,使用

对相关评估方法优劣进行判定。目前，北京大学

低速台式离心机以 2000 rpm 离心 10 min。
（2）去除

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腹腔镜探查细胞学检测标

离心后的上清液，取沉淀物均匀涂片 2 张。
（3）用

准操作规程如下：
（1）病人体位。通常可将病人置

95%乙醇固定 15 min。
（4）常规 HE 染色。
（5）中性树

于平卧位或平卧分腿位，根据术中情况调整手术

胶封片。
（6）与病理科医师共同阅片，如发现恶性

床。
（2）建立气腹。气腹针穿刺法或开放法，保持

细胞则判读为细胞学阳性，
否则为细胞学阴性。

腹压在 0.980～1.176 kPa。
（3）放置套管。一般建议
建立一个观察孔以及左右两个操作孔，可酌情增
加 1～2 个操作孔。①观察孔（直径 10～12 mm 套

2 腹腔脱落癌细胞的临床意义及治疗
胃癌腹腔播散转移病人预后极差。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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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肉眼转移病人的中位总生存期（OS）仅为 3～6

应答良好的高选择性病人可从根治性手术中获

个月，而腹腔游离癌细胞阳性病人长期生存同样

益。

较差，术后 5 年存活率为 0～18%，中位 OS 为 10～

除术前化疗外，针对腹腔的局部治疗也是目

15 个月，且大多数病人均会在 2 年内发生腹腔肿瘤

前经常采用的治疗方式，目前主要包括腹腔热灌

复发

注化疗、减瘤手术及大剂量腹腔灌洗。临床实践

。

［18-22］

美国 NCCN 胃癌诊疗指南指出，仅表现为腹腔

中，常将这些方式结合起来以达到最佳疗效。一

游离癌细胞阳性的胃癌病人预后较差，尽管有研

项Ⅲ期随机对照研究（RCT）GYMSSA 研究试图对

究提示化疗可改善病人的疾病特异性生存，但治

该结论进一步验证，拟入组病例 136 例，但是由于

愈病例仍比较少见。治疗方面，NCCN 指南没有针

病人入组困难，仅 16 例病人入组可进行评价，因

对胃癌腹腔转移提出针对性的治疗建议，仅将其

此，腹腔热灌注化疗对于腹腔游离癌细胞阳性病

列为Ⅳ期胃癌的一种，治疗原则和其他类型的Ⅳ

人的意义尚不明确［9］。目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

胃癌相同。

肠肿瘤外科正在进行相关临床试验对腹腔热灌注

2014 年 5 月最新修订的第 4 版《日本胃癌学会

化疗的疗效进行评估（NCT01471132）。该研究中

胃癌诊疗指南》在临床问题的这一部分中，对胃癌

常规腹腔镜探查及游离细胞学检查腹腔转移和

腹腔转移的临床处理给出了目前推荐方法。针对

（或）游离癌细胞阳性的胃癌病人，会接受紫杉醇

腹腔游离癌细胞阳性的病人，基于 CCOG0301 研究

单药的腹腔热灌注化疗，之后再行 2 周期系统化

的结果，指南推荐这些病人接受胃癌标准 D2 手术，

疗；对于临床评估有效的病人术前再次接受腹腔

且术后接受辅助化疗以进一步改善生存期

镜探查及腹腔细胞学评估，阴性者接受根治性胃

。

［23］

CCOG0301 研究中，CY1 病人接受常规根治手术后

切除术，术后继续辅助化疗。目前，该研究仍在入

予 S-1 辅助化疗，中位无复发生存期为 376 d，中位

组阶段，希望最终结果可以给出关于腹腔转移病

总生存期为 705 d，5 年无复发存活率及总存活率

人合理治疗模式的一些提示。Kuramoto 等［28］通过

分 别 为 21% 和 26% ［24］ 。 但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Ⅲ期 RCT 研究证实术中大量的腹腔灌洗可改善病

CCOG0301 研究是一项Ⅱ期非随机临床研究，仅入

人的预后。该研究入组 88 例腹腔游离癌细胞阳性

组病人 48 例。因此，该指南推荐治疗方案的证据

胃癌病人，接受单纯手术联合术后辅助化疗的病

等级并不高，仍需要进一步进行大型Ⅲ期临床研

人 5 年存活率为 0，接受手术+腹腔灌注化疗+术后

究以验证该方案。对于腹腔大量种植转移的病

辅助化疗的病人 5 年存活率为 4.6%，而接受手术+

人，该指南推荐评估全身一般状况后慎重接受化

腹腔灌注化疗+腹腔大量灌洗+术后辅助化疗的病

疗，
不推荐接受外科治疗。

人 5 年存活率高达 43.8%，且该组病人术后腹腔复

我国胃癌诊疗规范中目前还没有针对胃癌腹

发转移率显著低于其他两组病人。

腔转移的具体治疗原则，有待完善。术前化疗是

综上所述，胃癌腹腔游离癌细胞是胃癌病人

否能够为胃癌腹腔游离癌细胞阳性的病人带来生

腹腔转移一种特殊的早期 M1 期表现形式，是胃癌

存获益，这一问题目前仍无定论。但是，针对腹腔

病人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目前主要通过腹腔探

仅游离癌细胞阳性的病人，相关研究提示术前治

查联合腹腔灌洗检查进行评估，但是仍然缺乏评

疗可能会为病人带来根治的可能。Badgwell 等

估的金标准手段。鉴于其属于肿瘤负荷量相对较

研究提示，术前治疗可见腹腔游离癌细胞阳性病

小的腹腔转移，现提倡对于这些病人积极的治疗

人的 3 年总存活率由 0 提高到 12%。Okabe 等

研

策略，以系统治疗为主，联合腹腔局部治疗如腹腔

究中 46%的病人在接受术前治疗后腹腔游离癌细

热灌注化疗、减瘤手术和腹腔大量灌洗等手段有

胞转为阴性，接受根治性手术后病人中位生存期

望为病人带来生存获益，特别是部分治疗后腹腔

明显延长（43.2 个月 vs. 10.3 个月）。文献［27］提示

游离癌细胞转阴的病人。

［25］

［26］

腹腔仅游离癌细胞阳性的病人预后优于肉眼转移
阳性病人，且接受新辅助治疗后腹腔游离癌细胞
转阴的病人预后优于腹腔游离癌细胞持续阳性的
病人。以上研究结果均提示对于术前新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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