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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三维腔内后装联合外照射在食管癌中的应用及疗效遥 方法 选择我院 2018 年 1要12 月食管癌

患者 70 例袁根据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袁每组各 35 例袁观察组采用适形调强放疗+三维腔内后装放疗袁对照组采
用单纯适形调强放疗曰患者均接受同步化疗渊紫杉醇垣奈达铂袁每 猿 周一次冤遥 治疗结束后 猿 个月袁比较两组总有效
率尧生存质量及并发症总发生率遥 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苑员援源猿豫袁高于对照组的 缘员援源猿豫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孕约园援园缘冤遥观察组生存质量评分为渊愿愿援缘远依猿援圆员冤分袁高于对照组的渊苑愿援苑圆依猿援缘员冤分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孕约园援园缘冤遥 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员员援源猿豫袁低于对照组的 源缘援苑员豫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0.05冤遥 结论 三维腔内后装放疗联合外照射不仅提高肿瘤的近期疗效袁同时可减少放射性食管炎尧放射性肺炎尧
心脏损伤尧脊髓损伤的发生袁进而减轻患者痛苦袁改善其生活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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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three 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retrofitting
combined with external irradiation in esophage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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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three 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retrofitting combined with

external irradiation in esophageal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ob鄄

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formal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 three 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retrofitting radio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imple IMRT.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paclitaxel + nedaplatin every 3 weeks). Three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quality of life and complication rat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鄄

tion group was 71.43%, which was higher than 51.43%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88.56依3.21) points which was

higher than (78.72依3.51) poi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鄄
cant(P<0.05). The total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1.43%,which was lower than 45.71% of the con鄄

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ree dimen鄄
sional intracavitary retrofitting radiotherapy combined with external irradiation not only improves the short-term efficacy

in treating tumor, but also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radiation esophagitis, radiation pneumonia, heart injury and spinal
cord injury, thereby alleviating the pain of patien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 Three dimensional intracavitary retrofitting; External irradiation; Esophageal cancer; Radiation pneu鄄
monitis; Quality of life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袁食管癌居我国发病率第六位袁
为第四大致死肿瘤袁我国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是食管

癌的高发地区遥而且 90%的食管癌患者就诊时即为中
晚期袁失去手术机会袁放疗为此类患者的重要治疗手
段袁然而袁常规分割外照射的 5 年生存率仅为 10%袁放

的特征袁后装腔内放疗可以加强对肿瘤的局部控制而
不增加对正常组织毒副作用袁且 CT 定位的三维近距

离放疗能够较准确地给出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遥 因而

本课题将研究 CT 引导下三维腔内后装放疗联合外照
射在食管癌中的应用及疗效分期袁为食管癌的治疗提

疗后的失败原因主要为局部复发袁提高食管癌放射治

供可靠的科学依据袁具有一定临床意义和推广可行性遥

疗的局部控制率是提高疗效的关键遥 由于剂量学分布

本研究分析三维腔内后装联合外照射在食管癌中的

[基金项目] 江西省卫健委科技计划立项课题渊20204567冤

应用及疗效袁现报道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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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计划设计院计划依据适形调强放疗渊适形调强放疗冤治

1.1 一般资料

疗模式进行制定袁运用直线加速器予以实施袁针对放

选择我院 2018 年 1要12 月食管癌患者 70 例袁采

射野的不规则形状袁采用动态多叶光栅准直器予以调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袁每组各 35 例袁

节遥 PTV 计量计划 DT50袁单次使用计量计划 2 Gy袁X

对 照 组 男 25 例 袁 女 10 例 袁 年 龄 61 耀 76 岁 袁 平 均

射线能量设定为 6 MV遥 渊2冤三维腔内后装院治疗时采

渊65.21依2.68冤岁遥 其中胸段食管癌 20 例尧下段食管癌

用带球囊施源器袁球囊内注入 42益温水袁施源器管径

10 例尧中段食管癌为 5 例遥 观察组男 24 例袁女 11 例袁

为 8 mm袁待外照射累积剂量达 30 GY 时袁同步三维

年龄 61耀78 岁袁平均渊65.78依2.89冤岁遥其中胸段食管癌

腔内照射袁腔内治疗当日不行外照射袁4 GY/次袁1 次/周袁

20 例袁下段食管癌 9 例袁中段食管癌为 6 例遥 两组一般

共 3 次遥

对照组院单纯外照射袁PTV 计量计划 DT 60袁单次

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使用计量计划 2 Gy袁X 射线能量设定为 6 MV遥

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袁患者或家属知情

同意遥 纳入标准院渊1冤符合食管癌诊断标准 曰渊2冤知情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

治疗结束后 3 个月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或实体瘤

同意本次研究曰渊3冤初治接受放疗的食管癌患者曰渊4冤所
有患者食管病灶均经病理活检确诊曰渊5冤胸部 CT尧全

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院完全缓解尧部分缓解尧稳定和

除标准院渊1冤本研究治疗方案禁忌者曰渊2冤合并机体其

随访至 2020 年 12 月袁随访期为 2 年袁并比较生存质

腹部 CT 检查排除远处转移曰渊6冤卡氏评分逸70 分遥 排

进展袁其中完全缓解+部分缓解为治疗有效遥 全部病例

他严重疾病干扰治疗结果研究的情况者曰渊3冤合并精神

量和并发症总发生率遥
1.4 统计学方法

疾病依从性低下的情况者曰渊4冤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袁计量资料

碍者遥

用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用[n渊%冤]表示袁采

1.2 方法

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观察组采用适形调强放疗+三维腔内后装放疗袁
对照组采用单纯适形调强放疗曰患者接受同步化疗袁奈
达铂[渊南京东捷药业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H20030884冤

2 结果

75 mg/m 袁d1]+紫杉醇[渊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袁国

2.1 两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

2

药准字 H20058719冤175 mg/m 袁d1]袁21 d 为 1 个疗程遥
2

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

观察组院三维腔内后装放疗+外照射遥 渊1冤体外照

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两组治疗前后生存质量比较

射院淤CT 模拟定位院制作体位固定膜袁实施扫描时袁采
用 90 mL 碘海醇行静脉注射袁对比影像增强袁扫描范

治疗前两组患者生存质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围包括全肺及食管全长袁厚度 0.5 cm遥 于靶区及危险

义渊P跃0.05冤袁治疗后两组生存质量均改善袁而观察组

肿瘤靶体积渊Gross tumor volume袁GTV冤尧临床靶体积

见表 2遥

器官界定院在 CT 层面逐层对靶体积进行勾画院大体

生存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渊Clinical target volume袁CTV冤尧计划靶体积渊Planning

2.3 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

target volume袁PTV冤尧危险器官肺尧心脏及脊髓的体积遥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在 GTV 的四周外放 0.8 cm袁上下外放 圆 2 cm 构成

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盖 95% PTV 体积的剂量定义为处方剂量袁且 PTV 内

3 讨论

CTV袁CTV 外扩 0.5 cm袁上下外放 1 cm 构成 PTV遥 覆
最大剂量不超过 105%袁脊髓受量在 45 GY 以下袁肺V20臆

3.1 食管癌的治疗缺陷

25%袁平均肺受量臆12 GY袁心脏 V40臆40%遥 盂治疗

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袁预后较差袁5年

表 1 两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字2 值

n

放射性食管炎

放射性肺炎

心脏损伤

脊髓损伤

总发生[n渊%冤]

35

3
1

6

4

3

16渊45.71冤

35

1

1

4渊11.43冤
7.878
0.007

P值

7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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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生存质量评分

初治宫颈癌的治疗[10-12]遥 临床研究表明袁在较大肿瘤的

治疗前

67.13依3.91
88.56依3.21

达到满意的剂量分布的问题袁在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

0.000

CT 引导下三维腔内后装近距离放疗联合外照射在食

表 2 治疗前后生存质量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35

观察组

治疗后
t值
P值

35

对照组

治疗前

6.521

量的给予上更为准确袁但目前国内研究尚浅遥 而关于

67.14依3.58

管癌的治疗效果尚无明确的报道袁亟需解决遥 因而本课

78.72依3.51

治疗后

4.657

t值

0.000

P值

0.433

t 两组干预前值

0.523

P 两组干预前值

5.567

t 两组干预后值

0.000

P 两组干预后值
表 3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字2 值

35
35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稳定
5

10

13
15

9

进展

治疗有效[n渊%冤]

3

25渊71.43冤

7

8

18渊51.43冤
5.285
0.022

P值

宫颈癌治疗中袁三维腔内放疗能够解决肿瘤靶区难以

生存率不到 20%袁而且 90%的食管癌患者就诊时即
为中晚期袁失去手术机会[2]袁放疗为此类患者的重要治
疗手段袁然而袁常规分割外照射的 5 年生存率仅为10%

左右[3]袁放疗后的失败原因主要为局部复发袁占所有食
管癌放射治疗失败原因的 70%耀80%[4]袁提高食管癌放

射治疗的局部控制率是提高疗效的关键遥 文献报道单
纯提高外照射剂量并没有显著提高生存率 [5]袁同步化

题将研究 CT 引导下三维腔内后装放疗联合外照射对

食管癌的应用及疗效分析袁为指导食管癌的治疗提供
可靠的科学依据袁具有一定临床意义和推广可行性[13-15]遥
3.3 本研究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袁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袁治疗后患者生存质量高于对照组袁治疗有效
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放射治疗是食管癌临床治疗中最常用的方法之
一遥 标准放疗包括腔内近距离照射和外照射遥 由于腔
内近距离放射治疗在杀死肿瘤时可以减少附近器官
的辐射剂量袁目前还没有其他方法来替代遥 但以往的
腔内放射治疗多采用二维剂量分析袁剂量的分析和表
示是在参考点上进行的袁不能完全覆盖病灶的靶区遥
随着放射治疗设备和计算机技术的逐步发展袁CT 引
导下的三维腔内后装放射治疗计划系统和设备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遥 临床需要结合影像资料和计划系统[16-18]遥
CT 计划系统可以根据目标区域的趋势和形状袁采用

三维技术优化特定计划的设计遥 根据研究报告袁CT 引

疗能够提高肿瘤放射治疗的疗效袁但治疗毒副作用却

导的三维放射治疗可以准确地确定濒危器官和靶区

明显增加遥

的剂量袁并可以解决不能以二维方式确定剂量分布的

3.2 后装腔内放疗联合外照射的作用

问题遥 随着病灶靶剂量的增加袁肺部等组织的辐射剂

由于剂量学分布的特征袁后装腔内放疗可以提高
肿瘤的局部控制而不增加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袁且
CT 定位的三维近距离放疗能够较准确地给出靶区和

危及器官剂量遥 后装腔内放疗是放射源直接在HRCTV

量没有增加[19-20]遥 以往我院单纯放疗治疗食管癌的局

部复发率达 70%耀80%袁而我院从 2018 年 1 月开展三

维腔内后装技术以来袁1 年局部控制率达 82%袁较单

纯外照射的局控率明显增高遥 三维后装放疗联合外照

内照射袁对局部病灶区域给予较高剂量照射袁高剂量

射不仅提高肿瘤的近期疗效袁还可减少放射性食管炎尧

靶区覆盖肿瘤体积袁靶区外剂量迅速下降袁与距离平

放射性肺炎尧心脏损伤尧脊髓损伤的发生袁进而减轻患

方呈反比遥 腔内近距离放疗围绕源形成陡峭的剂量梯

者痛苦袁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袁并减少患者出入院次

度袁在给予充足的剂量杀灭的同时袁周围危及器官受

数袁减少有限医疗资源的支出袁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遥

照剂量很低遥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和放疗设备的发展袁

与传统的放疗方法相比袁外照射联合三维腔内后装放

基于影像引导的三维腔内后装放疗设备及放疗计划

疗的效果非常显著遥 它是在三维适形放射治疗的基础

系统已逐步得到广泛应用[6-9]遥 在临床上袁必须考虑计

划系统和影像资料的充分结合遥 基于 CT 图像的后装

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遥 这种处理方法结合病灶三维图
形的优点袁它可以较精准的治疗病灶袁而且在放射的

计划系统能够通过肿瘤靶区的形状和走势在三维方

精确度上也比较高袁可以降低放射对病灶周围组织的

向上对近距离计划进行优化设计袁得出满意的计划遥

损伤袁减少副作用的发生袁进一步提高疗效遥

使用 CT 定位的三维近距离放疗能够较准确地给出

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袁同时能够更好地解决二维计划

难以准确评价剂量分布的情况遥 目前大部分关于 CT
引导下的三维腔内后装放疗的临床研究主要聚焦在

综上所述袁三维后装放疗联合外照射不仅提高肿
瘤的近期疗效袁同时还可减少放射性食管炎尧放射性
肺炎尧心脏损伤尧脊髓损伤的发生袁进而减轻患者痛
苦袁改善其生活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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