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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１８例老年三原发癌临床分析
蔡昌豪
【摘要】

吴本俨

昊道宏

王孟薇

目的探讨三原发癌的临床特点及多器官衰竭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分析从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２年２２

年间收治的７３例多原发癌中１８例三原发癌发生部位、发病年龄、病因、间隔时间、预后。结果６５％的实体瘤发
生在消化系统，首癌、次癌、第三癌发病年龄分别为６６岁、７２岁、７８．５岁；第一原发癌和第二原发癌间隔中位时间
为７０个月，第二原发癌和第三原发癌间隔中位时间为３６个月。首癌５年生存率８９％；第三原发癌３年和５年生
存率分别为４４％，１１％。死亡１４例，其中７例死于多器官衰竭。结论消化道是多原发癌好发部位，放、化疗是发
生多原发癌的重要诱因；多器官衰竭致死是影响多原发癌患者长期生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肿瘤，多原发性；老年人；多器官功能衰竭；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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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和人口预期寿命

１８例，资料均来自住院病例。男１７例，女１例。第

的延长，老年双原发癌常见报道【ｌ‘２］，而老年三原发

一癌（首癌）中位年龄６６岁（６１～８１岁），第二癌（次

癌报道甚少，多原发癌并多器官衰竭尚未见报道。

癌）中位年龄７２岁（６７～８７岁），第三癌中位年龄

笔者１９８０～２００２年共诊治１８例老年三原发癌，

７８．５岁（６９～８９岁）。全部患者观察至终点。三原

５０％（７／１４）的死亡与多器官损害有关。现就三原发

发癌累及器官详见表１。

癌的诊断、治疗及多器官衰竭对预后的影响进行分

１．２诊断标准多原发癌符合Ｗａｒｒｅｎ提出的诊断

析。

标准，参照国内王士雯等［３１多器官衰竭诊断标准对

１对象及方法

器官功能进行分期。各癌经病理组织学证实，其中
１９８０～２００２年诊治老年三原发癌

实体瘤５２个，白血病、淋巴瘤各ｌ例；同一宿主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８５３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老年消化科
作者简介：蔡昌豪男，医学学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副主任
通讯作者：蔡昌豪，电话：０１０－６６９３９４１３，Ｅ．ｍａｉｌ：ｃｈｃｈａｉｌ９６０＠ｓｉ．

癌、次癌均为早期癌称双早期癌，１２例，占６７％，３

１．１研究对象

ｎａ．ｃｏｒｎ

万方数据

个癌均为早期癌称三早期癌，８例，占４４％。第一原
发癌和第二原发癌（次癌）间隔中位时ｆ．－Ｊ７０个月，次癌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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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肿瘤解剖学分布

与第三癌中位间隔时间３６个月（１２～１７６个月）。

ｌ ｌ％。

１．３治疗方法５２个实体瘤病灶，手术３０例次，内
镜治疗１ １例次，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

２．４多器官损伤５０％（７／１４）死亡与多器官损害有

ｔｅｒ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ｃｈｅｍｏ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ＣＥ）１例次，放疗

６例次，每例接受放射剂量６０～７０戈瑞（Ｇｙ），睾丸
切除内分泌治疗２例次，内科治疗５例次，化疗１例
次。辅助化疗８例次，其中膀胱灌注化疗３例次。

关，其中急性脑出血、呼吸衰竭、肝功能衰竭各２例，
上消化道大出血并失血性休克１例。７例均伴有高
血压病、慢性肾功能不全。
３讨论

丝裂霉素（ｍｉｔｏｍｙｃｉｎ，ＭＭＣ）２０ｍｇ，膀胱灌注化疗，
１次／周，连续灌注７～１ １次；另５例接受全身静脉化

３．１关于多原发癌诊断标准

疗６～７个周期，每周期用氟尿苷（５一氟脱氧尿苷，

是恶性肿瘤。②每一肿瘤有各自的病理形态。③排

ｆｌｏｘｕｒｉｄｉｎｅ）２．５９，ＭＭＣ ４８ｍｇ；放疗１例次。共１２
例曾接受过放、化疗，占６７％（１２／１８）。

除彼此互为转移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多原发癌应

２结

果

多年来多原发癌诊断

一直沿用Ｗａｒｒｅｎ提出的标准…，即：①每一肿瘤都

发生在同一器官，也有学者认为多原发癌应在不同
器官。但在临床实践中，同器官发生多个原发肿瘤

２．１消化系统肿瘤手术２４例次，切除肿瘤２３个，

的现象比较常见，故多数学者更认同前者。作者也
倾向于前者。

１例胰腺类癌未能切除，旷置肿瘤行胃肠吻合手术；

３．２器官功能对治疗、预后的影响

另外切除肺癌４例，肾癌、甲状腺癌各ｌ例。共计手
术３０例次，切除２９个肿瘤，根治率９７％。内镜治

治疗一直被认为是治疗肿瘤的首选方法，对于多原

长期以来手术

疗１１次，其中８例胃肠道早期癌行内镜粘膜切除，

发癌亦如此。本组手术切除加内镜治疗肿瘤４１例
次，占全部肿瘤的７６％。但随次癌、第三癌发生年

随访中发现７例无癌，１例癌残留；３例膀胱癌经内

龄的增长，多器官损害的出现，手术耐受性减低，手

镜高频电凝切除，均达无癌生存。内镜治疗根治率

术的比例逐渐减少。本组手术首癌１４例，次癌１１

９１％。放疗６例次，３例完全缓解，３例带癌。ｌ例
肝癌ＴＡＣＥ、１例淋巴瘤化疗达完全缓解。内科治

例，第三癌仅５例。随着年龄的增大及次癌、第三癌
的出现，不能承受手术、内镜、放疗而行内科治疗患

疗５例，２例睾丸切除内分泌治疗，７例均带癌生存。

者的比例增大。本组第三癌内科治疗达５例，占

２．２存活时间手术治疗首癌１４例，次癌１１例，第

２８％。本组次癌、第三癌有６例次因高龄、肾功能不

三癌５例，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１１９．５个月（３７～
２５９个月）、１ １５个月（１５～１７２个月）、８个月（１～４９

全、严重心律失常失去手术机会，而选择内镜治疗或

个月）。内镜治疗首癌１例，次癌６例，第三癌４例，
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１０６个月、５７个月（１３～１３２个

退，储备和代偿能力减低【４ Ｊ。在受打击后出现功能

内科治疗。老年人随年龄增长各器官功能随之减

月）、５８个月（１２～１２０个月）。放射治疗首癌２例，

损害加重。本组７例有高血压病、慢性。肾功能不全，
其中１例血液透析１２年，２例肠透析。２例脑出血

第三癌２例，中位生存时间１０１个月（１４～２６５个

死亡；２例因肺纤维化并呼吸衰竭，人工通气２～４个

月）。内科治疗５例，中位生存时间１５个月（１～４５

月后死亡；２例因肝功能衰竭１～２个月后死亡，１例

个月），２例前列腺癌睾丸切除内分泌治疗，中位生

因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性休克死亡。因此，脏器

存时间１５．５个月（１３～１８个月）。

功能状态对治疗方法的选择、预后有直接的影响，对

手术治疗３０例次，中位生存时间９４．５个月，内
镜治疗１１例，中位生存时间７８个月。全组１８例首

原有脏器功能损害的多原发癌患者积极对症治疗有
望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癌中位生存时间１５４．５个月（３７－－２６５个月）。

３．３早期诊断对预后的影响

２．３

５年生存率首癌５年生存率８９％（１６／１８），１０

年生存率６１％（１１／１８），１５年生存率３９％（７／１８）。
次癌５年生存率５０％（９／１８）；第三癌５年生存率

万方数据

本组双癌早期诊断

６７％，中位生存时间１０１．５个月，而进展期癌中位生
存时间８６个月，双早期癌生存时间高于进展期癌。
三早期癌４４％（８／１８），中位生存时间３２个月，进展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３年６月第２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ｉｒ

期癌中位生存时问仅１４．５个月，生存时间相差１

Ｏｒｇａｎ Ｉ）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３

·１２９．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

半。由此可见，早期诊断直接影响其生存时问。５

５年生存率８９％，高于野口吉和双早期胃癌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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