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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５２８４００；３．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上海２０００３２

目的：探讨早期乳腺癌保乳术中采用近距离瘤床放疗取代常规术后全乳放疗后瘤床加最外照射的安全性和

可行性。方法：共入组３０例患者，其中１５例早期乳腺癌患者接受保乳术中近距离瘤床放疗，术后常规行全乳放疗：
另选择１５例早期乳腺癌患者作为配对，接受保乳手术及术后全乳和瘤床加量放疗。比较２组患者术后２４～４８ ｈ
残腔引流量、切口Ｉ期愈合率、术后住院天数和乳房外形满意度。结果：研究组与对照组的术后２４～４８ ｈ残腔引

流量、切口Ｉ期愈合率、平均住院天数及辅助化疗开始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的短期
随访结果显示，均能保持满意的乳房外形。结论：早期乳腺癌保乳术中近距离瘤床放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临床可
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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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威胁女性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之

１３４％【１］。随着早期筛杏项目以及多学科综合治疗

一，且发病率呈明显升高趋势。２０世纪８０年

的开展，乳腺癌的治疗效果不断提高。伴随着早

代以来，中国主要城市乳腺癌的发病率增长

期乳腺癌患者无病生存时间的不断延长，术后的
生活质量日益受到重视。因此，近年来保乳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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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日益受到专科医师与患者的重视和青睐嵋１。

放射治疗是乳腺癌保乳手术后综合治疗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进一步提高局部控制率和

李剑伟，等．乳腺癌保乳术中近距离瘤床放疗的临床应用评估

５３６

降低术后复发风险具有重要意义【３】。如今，保乳
手术联合术后全乳及瘤床加量外放射治疗已成为
早期乳腺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措施之一【４‘５｜。近年
来，临床研究提示保乳术后乳腺癌的局部复发以

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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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乳腺组织进行直接照射以取代传统照射方法。
然而，由于术后肿瘤残腔的不可视性及术后的局

部改变，使得无法精确定位肿瘤床及其边缘，同
时患者也需要更多时间以完成整个放射治疗疗
程，于是术中放疗的概念又被引入乳腺癌保乳治
疗中。术中放疗，即术中即刻对手术残腔进行放
疗是最新的ＡＰＢＩ技术之一，可以在保乳手术过
程中完成，且不受患者呼吸和体位的影响，确保

了肿瘤床定位的精确性和接受放射剂量的准确性
以更好地保护周围正常组织。目的对于术中瘤床
放疗是否能够取代术后全乳放疗后瘤床加量外照

射还存有争议，该领域在国外尚处于临床验证阶
段，而在中国更处于探索阶段。复旦大学附属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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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医院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启动了一项乳腺癌保乳术

中近距离瘤床放疗替代术后全乳放疗后瘤床加量
外照射的单中心Ⅱ期临床试验。本研究采用配对

１．２手术方法所有入组本研究的患者均接受规
范的保乳手术治疗，均在瘤床残腔内放置引流管

对照的力‘法，对该试验最初人组的１５例患者的近

接负压球。术前均行腋窝淋巴结评估，临床检查

距离瘤床放疗安全性及可行性进行了初步评估。

腋窝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常规接受腋窝淋巴结清扫
术，否则采用前哨淋巴结活检术，若术中细胞学

１资料与方法

印片结果为阳性则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手术切
除标本以５％甲醛溶液固定并送柃组织病理学检

１．１病例选择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３月在复

查以详细评估肿瘤病理及切缘情况。研究组的患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原发性乳腺癌保乳手术的

者在保乳手术过程中完成肿瘤床放疗。

患者，肿瘤距离乳晕＞２ ｃｍ，单发肿瘤最大径≤
ｃｍ，术前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原发性乳腺癌，

１．３术中放疗手术均在配备了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移动
式电子束术中放疗系统（美国ＩＮＴＲＡＯＰ公司

有保乳意愿且排除保乳绝对禁忌证。保乳绝对禁

产品）的手术室内进行。放疗计划由放疗科医师

忌证：同侧乳房既往接受过乳腺或胸壁放疗；病

制定，根据术中实测的瘤床直径和平均深度，通

变广泛或确认为多中心病灶，难以达到切缘阴性

过剂量表选择电子线能量，以平均深度处的百

或理想的乳房外形；肿瘤经局部广泛切除后切缘

分深度剂量进行计算。术中放疗剂量（ｄｏｓｅ ｏｆ

阳性，再次切除后仍不能保证病理切缘阴性；患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者拒绝行保留乳房手术；炎性乳腺癌。此外，在

量×实测值（Ｍｕ／ｍｉｎ）×给定点百分深度剂量

２．５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ＤＩＯＲＴ）＝开机剂

同期接受乳腺癌保乳手术的患者中，以年龄（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ｄｅｐｔｈ ｄｏｓｅ，ＰＤＤ）。本研究中，患者

括年龄≤４０岁、４１～５５岁和≥５６岁）、体质量

接受了乳房残腔６～１２ ＭｅＶ电子线的照射。具

指数（ｂｏｄｙⅡｌ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包括ＢＭＩ＜２０、
２０～２５和＞２５）、肿瘤大小（直径＜１．５ ｃｍ、

体实施过程：切除病灶后，由放疗科医师根据手

１，５～２．０ ｃｍ和＞２ ｃｍ）作为配对参数，以１：

将手术切口周围皮肤拉离至限光筒外，将限光筒

１的人数比例建立对照组（表１）。所有患者均未

通过连接装置与手术床固定，连接好反光镜；将

合并高血压、心脏疾病和糖尿病等。

手术床推至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移动式电子束术中放疗系

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临床试验获
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予

万方数据

术情况为研究组患者放置合适的术中放疗光筒，

统以完成激光软对位，准备就绪；所有人员退出
放疗区，通过监视器核对照射野后，开始放疗；

５３７

李剑伟，等．乳腺癌保乳术中近距离瘤床放疗的临床位用评估

放疗期间通过闭路电视观察患者的呼吸及心电图

１１．１ ｄ（６～３０ ｄ）和７．６（４～１３ ｄ）（Ｐ＝０．０６），

情况。

术后距离辅助化疗开始的平均时间分别为１１．９和

１．４观察指标（１）负压引流量，记录术后

１３．６

ｄ（Ｐ＝０．１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２４～４８ ｈ乳腺手术残腔引流液体总量；（２）切

术后出院时的乳房外形评级结果见表２。评

口１期愈合率和近期乳房外形；（３）住院天数和
辅助化疗开始时间。

级标准：（１）非常好：患乳的大小和形状与对侧
乳房一样或相似，触诊乳腺连续，可有轻度增厚

１．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

或瘢痕增生，但不影响外观；（２）好：双乳大小

学分析，对计数资料进行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计

或形状轻度不对称，轻度色素改变，增生的瘢痕

量资料进行ｆ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或腺体导致乳房外形轻度改变；（３）一般：中度

腺体缺失或形态不对称，涉及范围不超过１／４个
２结果

乳房，有明显的色素变化，增生的瘢痕或腺体导

致乳房外形发生明显变化；（４）差：重度腺体缺
２．１一般资料本组患者全部为女性，中位年龄

失或形态不对称，涉及范围超过１／４个乳房。研

４８岁，所有患者术后切缘均为阴性。研究组１５

究组患者经术中放疗后，无一例发生切口感染、

例患者中７例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对照组１５

切口不愈合及放射性肺炎和急性心力衰竭等不良

例患者中１例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研究组和对

反应。

照组患者在术后辅助化疗结束后１５ ｄ内开始接受

２．３术后短期随访结果对患者进行术后３～６

为期５周的规范伞乳放疗，２组放疔计划相同（６

个月的随访。研究组的中位随访时问为２６周，对

ＭｅＶ电子线，２００ ｃＧｙ／次×２５次，放疗总剂量
为５ ０００ ｃＧｙ）。２组总剂量和生物等效剂量无差

照组的中位随访时间为２７周。采用美国国立癌症

异，不同的是研究组患者的术中瘤床接受了６～１２

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ＣＩ）通用不

良事件术语标准（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Ｅｖｅｎｔｓ，ＣＴＣＡＥ）对２组患者的不良

ＭｅＶ电子线放疗，剂量为９００ ｃＧｙ，且全乳放疗

ｆｏｒＡｄｖｅｒｓｅ

后无需瘤床加量放疗；对照组患者在全乳放疗后

反应进行评估。２组患者术后均未发生重大不良

又接受了为期１周的９ ＭｅＶ电子线瘤床加量，剂

事件，研究组患者中有３例出现术后轻度疼痛，

量为１

对照组有４例患者出现术后轻度疼痛，但随访半

０００ ｃＧｙ。

２．２术后情况研究组术后２４～４８ ｈ残腔引流

个月后疼痛均消失，未发生其他不良事件。所有

量平均为３０．４ ｍＬ，略多于对照组（２４．８ ｍＬ），

患者伤口均愈合良好。根据保乳术后的乳房外形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７）。研究组和对照

评级标准，末次随访时，研究组有１２例为非常好，

组患者的切口均为Ｉ期愈合，且拔管后无残腔积

３例为好：对照组有１３例为非常好，２例为好。

液。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分别为

所有患者术后治疗均进展顺利，未见不良影响。

表２保巍术后的乳房外形评级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ｅａｓｔ。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ｒｙ
∽）

ＯＲ：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Ｉ

３讨论

一致认为早期乳腺癌患者行保乳手术加术后放射
治疗与乳房全切术相比，总生存率与局部复发率

随着早期筛查技术的改进及多学科综合治疗

无明显差异，并能获得较好的美容效果１６’７｜。目前，

模式的推广，早期乳腺癌患者无病生存时间不断

国外开展保乳手术较好的地区，已有＞５０％的

延长，患者对术后高质量生活水平的需求也日益
强烈。自英国ＭｃＷｈｉｒｔｅｒ开展第一例单纯乳房切
除术加放射治疗乳腺癌以来，欧美国家对保乳手

ｌ～Ⅱ期乳腺癌患者接受保乳手术捧】。然而，早

术加放射治疗这一模式开展了多年的临床研究，

万方数据

期乳腺癌保乳手术后，常进行术后５～７周的全
乳放疗（４５～５０Ｇｙ）及瘤床加量放疗（１６～２０

Ｇｙ）。术后经皮肤外进行瘤床局部加量放疗的方

李剑伟．等．乳腺癌保乳术中近距离瘤床放疗的临床应用评估

式会至少延长１周的治疗时间，随之而来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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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保乳手术开展的因素，同样会影响术中放疗的
应用。在术中放疗禁忌证中，除保乳手术禁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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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并无新的禁忌证。

近年来的众多研究报道，保乳手术结合单次
术中放疗可以达到与传统保乳术后联合全乳放疗
相似的效果，且乳房外形更趋美观，并能降低医
疗费用和缩短治疗疗程。虽然本组患者并未避免

接受术后全乳放疗，也缺少有关局部复发率和生
存率等方面的数据，但这项研究为今后在乳腺癌

合适人群中开展术中部分乳房放疗提供了宝贵的
初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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