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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临床 应用

四肢和关节附近软组织肉瘤术中电子线
放疗的并发症和近期疗效
范诚诚

冯勤付

翟医蕊

李明辉徐立斌赵志国

陈辛元

胡志辉

张永谦于胜吉

【摘要】

目的研究术中电子线放疗（ＩＯＥＲＴ）对局部晚期和复发性四肢和关节附近软组织肉

瘤（ＳＴＳ）术后近期局部控制和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收集２１例行ＩＯＥＲＴ的四肢和关节附近ＳＴＳ患

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的术中放疗后并发症、复发和转移情况，并对患者进行随访。结果３个月
内皮肤急性毒性反应Ｉ级６例，Ⅱ级３例。２年晚期皮肤毒性Ｉ级４例，Ⅱ级２例。皮下纤维化Ｉ级
３例，Ⅱ级３例。６例患者出现伤口愈合延迟。６例患者出现关节功能障碍，其中Ｉ级３例，Ⅱ级３例。
４例患者术后疤痕区有疼痛。１例术中放疗后９个月疑似放射性坐骨神经炎，行营养神经治疗和神经
松解术后症状缓解。５例患者治疗失败，其中局部复发１例，区域复发１例，远处转移２例，局部复发
合并远处转移１例。１、２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９５．２％和９０．５％。随访时间８～２９个月，中位随访时
间１５个月，截止到随访时间，所有患者均存活。结论ＩＯＥＲＴ治疗局部晚期和复发的四肢和关节附
近ＳＴＳ，急慢性反应较轻，肿瘤近期局部控制率满意。增加术中照射剂量或术中放疗联合术后放疗，
可获得更好的局部控制，并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建议联合化疗以减少远处转移。
【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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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组织肉瘤（ｓｏｆｔ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ＴＳ）是起源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５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Ｉｌｌ【９０％等剂量线），通过选择合适的限光筒以

问叶组织的一类恶性肿瘤，约占全部恶性肿瘤的

及调整限光筒角度到达治疗要求。其中，选择直径

１％，其中发生于四肢者约占合部ＳＴｓ的５０％～

５．５

６０％。手术切除是ＳＴＳ主要的治疗手段，但容易出

ｃ·ｍ限光筒照射１例，直径６ ｃｍ限光筒２例，直
径８ ｃｌｎ限光筒１例，直径１０ ｃｍ限光筒１７例。由

现切除不彻底和局部复发‘１。２ Ｊ。术后放疗不仅能提

于限光筒最大：直径为１０ Ｃｎｌ，而ＳＴＳ的肿瘤范围较

高局部控制率，而且有助于保留ＳＴＳ患者的肢体。

大，除３例行单野单次照射外，均采用多野多次照

然而，术后放疗也导致一一些并发症，如伤口愈合延

射。每次照射时用缝线标记照射和挡铅边界，用铅

迟、软组织严重纤维化、严重关节强直等口引，如何在

板遮挡两野结合部，避免射野重叠和遗漏。另外，把

提高ＳＴＳ局部控制率的同时，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

不需要照射的组织（如神经、皮肤等）用铅块遮挡或

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术中电子线放疗

缝合线牵拉于射野外。根据所需照射深度调整电子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ＯＥＲＴ）是在手

线能量为６～１２ ＭｅＶ，其中６

ＭｅＶ

６例，９

ＭｅＶ １３

２例（其中１例２野用９ ＭｅＶ电子线，

术中对切除肿瘤后的瘤床或不能切除的肿瘤、残存

例，１２

肿瘤和淋巴引流区给予１次大剂量照射。具有照射

１野用１２ ＭｅＶ电子线）。同时，通过组织补偿使照

范围精确、正常组织损伤小等特点心Ｊ。我们分析了

射深度（９０％剂量）达到要求，使组织表面达到最高

行ＩＯＥＲＴ的四肢和关节附近ＳＴＳ患者的临床资料，

剂量（０．５～１ ｃｍ硅胶）。术中照射剂量为１１～２１

以探讨ＩＯＥＲＴ的局部控制效果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Ｇｙ，中位剂量为１７ Ｇｙ，其中６例术中照射剂量为１１～
１４

资料与方法

ＭｅＶ

Ｇｙ（１例３野），６例１５～１７ Ｇｙ（２例３野，１例

４野），９侧１８～２１ Ｇｙ（３例３野）。中位生物效应剂

１．临床资料：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７月，在我

量约为１１３ Ｇｙ，相当于常规分割２ Ｇｙ时的总剂量

院行ＩＯＥＲＴ的四肢和关节附近ＳＴＳ患者２１例，其

６８

中男１２例，女９例，年龄１８～７７岁，中位年龄４９岁。

类、长春碱类等。５例（首次治疗者１例）补充术后

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Ｅａｓｔｅｒｎ

体外放疗，４例照射剂量为５０ Ｇｙ，１例为４０ 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ｙ。１０例行术后化疗，化疗方案包括铂类、蒽环

Ｇｒｏｕｐ，ＥＣＯＧ）评分＜２分，无严重合并症。病变位

３．毒副反应评价标准：急慢性毒副反应评价采

于下肢１８例（临近膝关节７例，髋关节２例，其他部

用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ＲＴＯＧ）和ＲＴＯＧ／欧洲

位９例），上肢３例（临近肩关节２例，肘关节１例）。

癌症治疗与研究组织（ＥＯＲＴＣ）放射损伤分级标准。

Ｃｎｌ。

４．随访情况：随访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

复发再治疗患者１４侧，其中二次肿块切除术后复发

随访时间为８～２９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１５个月。

４例（２例曾术后放疗），单次术后复发ｌｏ例，余７例

随访率为１００％。

术中见肿瘤边缘距离附近关节腔最近距离为３

为初治患者。肿瘤最大径２～２０ ｃｍ，中位最大径为
８

ｃｍ。术后病理诊断为外周神经鞘瘤２例，恶性纤

结

果

维组织细胞瘤３例，纤维肉瘤３例（黏液纤维肉瘤

１．术中放疗后并发症：３个月内皮肤急性毒性

２例），脂肪肉瘤３例，软骨肉瘤２例，未分化多形性

反应发生率为４２．５％（９／２１），其中Ｉ级（出现干性

肉瘤３例，小细胞恶性肿瘤２例，滑膜肉瘤１例，肌

脱皮）６例，Ⅱ级（有触痛，出现湿性脱皮）３例。

纤维母细胞瘤１例，平滑肌肉瘤１例。１例治疗前

２８．６％（６／２１）的患者出现伤口愈合延迟，伤口渗

胸部ＣＴ就已发现肺部小结节，４例术中见肿瘤与坐

液，愈合时间超过１个月，有１例在２个月时仍未完
全愈合。２年晚期皮肤毒性发生率为２８．６％（６／２１），

骨神经关系密切或紧邻，肿瘤各切缘阴性。
２．术中放疗：所有患者在术中放疗前均行肿瘤

Ｉ级（色素沉着，皮肤轻度萎缩）４例，Ⅱ级（完全脱

扩大切除术，放疗时采用置于手术室并消毒的

发，大片皮肤萎缩）２例。皮下纤维化发生率为２８．６％

Ｍｏｂｅｔｒｏｎ

１０００移动式术中放疗专用电子线直线加

（６／２１），Ｉ级（轻度硬化）３例，Ⅱ级（中度硬化，有

速器。照射范围为瘤床外放３～５ ｃｍ，照射深度２～

挛缩）３例。关节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２８．６％（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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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Ｉ级（轻度关节强直，轻度运动受限）３例，Ⅱ级

别为７１％和７０％（Ｐ＝０．９７），全组生存率分别为

（中度关节强直，间断眭疼痛）３例；１９．０％（４／２１）的

７１％和６３％（Ｐ＝０．５２）。２０００年，易俊林等口。回顾

患者术后疤痕区有疼痛。１例患者术中放疗（２０

分析了１３９例行综合治疗的ＳＴＳ患者，单纯广泛切

Ｇｙ）９个月后出现疑似放射性坐骨神经炎，给予营养

除术组和手术加放疗组的５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神经药物治疗和坐骨神经、腓总神经松解术后症状

４１％和８１％，１０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２９．４％和

缓解。无明显血液学毒性和术中严重不良反应发

６８．４％，５年生存率分别为６５．３％和６２．３％，１０年生

生。

存率分别为４３．１％和４４．５％。肿瘤广泛切除术联合
２．复发和转移情况：５例患者出现复发或转

移，总失败率为２３．８％。１年局部控制率９５．２％

放疗的治疗方法已经基本上取代了截肢术，成为各
种ＳＴＳ的标准治疗模式。

（２０／２１），２年局部控制率为９０．５％（１９／２１）。其中

为了进…一步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降低局部

１例局部复发（照射野内），１例区域复发（照射野

复发率，并且同时适当减少术后照射剂量，以减轻术

外），２例远处转移，１例局部复发合并远处转移。

后的放疗副反应毒性，许多研究者探索ＩＯＥＲＴ或

４例为外院术后复发再治疗者，１例为首次治疗者。

ＩＯＥＲＴ结合术后放疗的综合治疗疗效。ＩＯＥＲＴ常

２例照射野内复发者的复发时问分别为术后１１个

作为提高局部剂量的～一种方式，但是单纯ＩＯＥＲＴ对

月和１３个月。其中１例为去分化脂肪肉瘤，侵袭性

于局部肿瘤控制疗效是否肯定，其报道不多见旧’５ Ｊ。

强，在外院行肿物切除后给予了术后放化疗（放疗

本研究结果中的ＩＯＥＲＴ照射剂量为１１～２１ Ｇｙ，所用

ｅｍ。因已行放

剂量与文献报道的术中照射剂量（１０～２０ Ｇｙ）怕刮相

疗，故在我院的术中放疗仅为１４ Ｇｙ。另外，该患者

似，但多数未结合术后放疗。ＩＯＥＲＴ联合术后放疗

６０

Ｇｙ），本次复发肿瘤为１０

ａｍ×８

出现了伤口延迟愈合约１个月，原因为皮下有少量

的瘤床区总剂量明显高于单纯ＩＯＥＲＴ剂量¨Ｊ。然

积液。另一例为黏液性纤维肉瘤，为初治患者，术中

而，接受更高的术中照射剂量或结合术后放疗是否

照射剂量为１８ Ｇｙ，术后未行辅助外照射。随诊１３

能提高局部控制率，而且不增加放疗后的毒副反应

个月发现原瘤床处肿物，最大径约５

ｅｌｎ。ＰＥＴ—ＣＴ

呢？有研究表明，手术加术后体外照射的局部控制

检查示局部复发伴有双肺转移。区域复发者为高分

率一般为７５％～９６％，加入ＩＯＥＲＴ后局部控制率在

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外院二次术后，在我院手术

８４％以上，部分报道在９０％以上，显示出术中放疗

加术中放疗１５ Ｇｙ。术后１０个月，原手术区域内侧

结合术后放疗的优势０１－３］。Ｖａｅｔｈｌ８ ｏ报告了９１例行

复发，考虑为术中放疗的野外复发。远处转移部位

ＩＯＥＲＴ＋体外照射（ＥＢＲＴ）的四肢ＳＴＳ患者，其中

为肺部，２例为多发转移，行挽救性化疗；１例为单发

７４例为原发肿瘤，１７例为复发灶，３年局部控制率

转移，行转移灶所在肺叶楔形切除术。

达９２％。

３．生存情况：截止到随访时间，２ｌ例患者均存
活。

在本组２１例患者中，仅７例为初次治疗，大部
分为术后复发者，２年局部控制率达９０．５％。由于

讨

论

本组多为外院手术后复发或已行术后放疗后复发

者，皮肤皮下组织已有硬化，且肿瘤位置靠近关节，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截肢术·直被认为是

部分选择单纯术中放疗，目的是避免术后放疗照射

ＳＴＳ的唯一有效治愈手段。但这一治疗方式不仅使

整个关节腔，减少关节强直的发生。虽然与文献报

患者丧失了患侧肢体功能，还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

道局部控制率‘７。８１相似，而且毒性反应轻，但随诊观

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伤害，因此，人们也一直在寻求治

察时问较短。

疗方式的转变。术后放射治疗这一新治疗方法的出

本研究结果显示，照射野内复发２例，照射野边

现给ＳＴＳ患者保留肢体带来了可能。功能保留性手

缘复发１例，除考虑术中照射剂量偏低有关外，肿瘤

术联合放射治疗在肿瘤局部控制率、后期肢体功能保

本身恶性程度高（复发后再治者多），以及未行

护和美容方面均优于单一的一种治疗方式。１９８２年，

ＥＢＲＴ也可能是复发的原因。局部复发者的ＩＯＥＲＴ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等。１１报告了４８例ＳＴＳ治疗的前瞻性研究

剂量分别为１８ Ｇｙ和１４ ｃｙ。区域复发者（近照射野

结果，两组患者分别行截肢术和保留肢体手术后辅

边界）术中照射剂量为１５ Ｇｙ，照射范围为瘤床外３

助放化疗，结果显示，两组治疗疗效相似，局部控制

失败原因除未行术后放疗外，也可能与肿瘤恶性程

率分别为９４％和８１％（Ｐ＝０．０２２），无病生存率分

度高和术中照射剂量偏低有关。Ｏｅｒｔｅｌ等＂ｏ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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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例行ＩＯＥＲＴ＋ＥＢＲＴ的结果，局部复发率为

本组９例（４２．５％）患者出现Ｉ、Ⅱ度急性皮肤

１８．３％，其中ＩＯＥＲＴ野内复发占复发病例的１０％，

毒性反应，无Ⅲ度以上毒性反应，与术中放疗联合术

ＥＢＲＴ野内复发占２０％，ＥＢＲＴ照射野边界复发占

后放疗相比，皮肤毒性反应严重程度明显降低。

４０％，ＥＢＲＴ野边界２ ｃｍ外复发占３０％，提示即使

Ｓｔｉｎｓｏｎ等¨４１报道，１４５例行术后ＥＢＲＴ的ＳＴＳ患

扩大照射野，对于减少复发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由
于照射野大，在关节和靠近关节者，易导致放疗后纤

者，３６％的患者出现了急性皮肤毒性反应。
本组患者出现的２年晚期毒性反应较轻，仅有

维化，影响关节功能。若采用ＩＯＥＲＴ＋ＥＢＲＴ方式，

２８．６％（６／２１）的Ｉ度和Ⅱ度关节功能障碍，没有严

则瘤床野内照射剂量较高，而外照射一般要包括手

重的关节强直发生。Ｏｅｒｔｅｌ等。７１报道，ＳＴＳ患者行

术疤痕，其照射野非常大，但仍有野内局部复发（术
中和术后放疗）和野外复发。而本组患者的术中放

ＩＯＥＲＴ联合术后放疗后，出现关节强直的发生率为
５％，所有发生关节强直的患者疗前肿瘤均位于关节

疗并发症较轻，提示不进行外照射，仅通过适当提高

附近。Ａｌｅｋｔｉａｒ等…ｏ报道，术后行ＥＢＲＴ（６０ Ｇｙ）患

术中照射剂量来提高野内控制，或可解决损伤与肿
瘤控制这个矛盾。

者中发生关节强直者达２４％，其中大部分为疗前肿

有研究表明，复发再程治疗ＳＴＳ的局部控制率
比首治者的局部复发率高，局部控制率低［９。１

０Ｉ。

Ｅｉｂｅｒ等一１报告１４６例复发再治和首治ＳＴＳ的治疗

瘤位于关节附近的患者。本组５０％以上的患者肿
瘤靠近关节，关节活动受限发生率达２８．５％，但仅
为Ｉ度和Ⅱ度，无严重关节活动受限或关节疼痛，可

结果，５年复发率分别为（１９±３．４）％和［（１２±

能与靠近关节病变附近的关节腔未包含在术中照射
野内，且大部分患者没有接受术后放疗有关。另外，

１．２）％，Ｐ＝０．００９］。Ｇｒｏｎｃｈｉ等。１叫报告了相似结

发生Ⅱ度关节强直的３例患者均为肿瘤复发后再治

果，２６９例复发再治肢体ＳＴＳ和６４２例首治ＳＴＳ患

疗者，而且复发肿瘤均＞５ ｃｍ，经手术反复切除。文

者，５年局部复发率分别为２５％和１４％（Ｐ＜０．００１）。

献报道的ＩＯＥＲＴ联合ＥＢＲＴ出现的严重关节强直，

本组２１例患者中，复发再治者１４例，１例发生局部

可能是由于术后放疗使靠近肿瘤的关节腔不可避免

野内复发，１例发生野外复发，２例发生远处转移，总

地受到了照射所致一’…。

失败率为２８．６％（４／１４）；而首治的７例患者中仅

本组患者中仅有６例（２８．６％）出现轻度皮下

１例复发。因此，除考虑有放疗剂量偏低的因素外，

纤维化，均为复发再治者，无Ⅲ、Ⅳ度皮下纤维化。

复发病变再治疗者的疗效差也是影响预后的因素。

ｖａｎ

Ｋａｍｐｅｎ等。１刘报道，５３例四肢ＳＴＳ行ＩＯＥＲＴ＋

四肢的ＳＴＳ相对于其他部位ＳＴＳ手术操作上相

ＥＢＲＴ，出现软组织纤维化１１例（２０．８％），其中５例

对简单，血管神经容易避开，术中引起大出血较少

Ⅲ度纤维化，１例Ⅳ度纤维化（Ⅲ或Ⅳ度纤维化占

见。本组无１例大出血，ＩＯＥＲＴ中无特殊失血创伤。

９．３％）。Ｄａｖｉｓ等¨钊报道，行术前放疗（５０ Ｇｙ）联合

因肿瘤体积较大（肿瘤中位最大径为８ ｃｍ），切除范

手术和手术加术后放疗（６６ Ｇｙ）１２９例，皮下纤维化

围广，大多数需要皮瓣修复。本研究中，２８．６％（６／２１）
的患者出现伤口愈合延迟，均为复发再治患者，表现

发生率分别为２３％和２７％，且均为Ⅱ～Ⅳ度。与

为伤口渗液，愈合时间均超过１个月。Ａｌｅｋｔｉａｒ等¨ｕ

下纤维化发生率。本组有１例患者肿瘤较大，肿瘤

报道了术后行ＥＢＲＴ的患者８６例，发生严重伤口愈

与坐骨神经关系密切，不能行坐骨神经挡铅或牵拉

合困难需要手术再治疗者占１０％。Ｎｉｅｗａｌｄ等¨２１的

术中放射治疗研究中，发生严重的伤口愈合障碍５例

出照射区外，出现了坐骨神经炎症状，行营养神经药
物治疗和坐骨神经、腓总神经神经松解术后症状缓

（１３．５％），包括长时问伤口不愈合，术后疤痕区出现

解。术中放疗治疗四肢和关节附近的ＳＴＳ，严重急

小瘘道和合并下肢水肿等。Ｓａｄｄｅｇｈ等【ｌ列报道，１０３
例ＳＴＳ单纯外科切除后伤口愈合障碍的发生率为

慢性毒性发生率明显降低，可能是由于术中放疗容
易掌握照射的深度和所需的范围，从而减少正常组

４０％。因此，在ＳＴＳ的治疗中，由于切除范围大，切

织的受照剂量。

ＩＯＥＲＴ联合术后放疗相比，ＩＯＥＲＴ并不增加严重皮

口愈合延迟是较常见的并发症。本组ＩＯＥＲＴ并不

总之，ＩＯＥＲＴ治疗局部晚期和复发的四肢关节

加重手术后的愈合困难，伤口愈合延迟发生率较低，
并不比有关文献报道¨２’１引高。其原因主要是在行

附近ＳＴＳ，急慢性毒性较低，肿瘤近期局部控制率满
意。建议增加术中照射剂量或术中放疗联合术后放

术中放疗时，保护了皮肤和皮下组织，从而不会导致

疗，以获得更好的局部控制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伤口愈合延迟。

远处转移是ＳＴＳ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建议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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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化疗以减少远处转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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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缅怀谷铣之教授
中国现代放射肿瘤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医学科学家、医

卓越贡献，在国内外放射肿瘤学界享有崇高威望。１９８６年他

学教育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首任放

主持创立了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１９８７年创办了

疗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１—３届主任委

《中国放射肿瘤学》杂志（１９９２年改为《中华放射肿瘤学杂

员，《中华肿瘤杂志》１、２届编委谷铣之教授，于２０１２年３月

志》），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肿瘤放射治疗学》专著。他

１９日１８时４５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４岁。

一直强调肿瘤综合治疗、倡导随机分组研究方法，在食管癌、

１９１９年３月９日，谷铣之出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文登。

贲门癌、上颌窦癌及鼻咽癌的放疗及综合治疗中成绩卓著，

１９３７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１９４０年在北

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影响深远。他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首

京协和医学院、１９４２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医学院学习，

创钴－６０腔内后装治疗食管癌的新方法，成为我国近代后装

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治疗的先驱，其研究成果获１９８９年第五届近距离治疗国际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在南京鼓楼医院内科做住院医生，１９４９－－１９５８

会议大奖。

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任主治医生、副教授。自中国医科

谷铣之教授的逝世是我国医学界的重大损失，他对我国

院肿瘤医院放疗科成立任教授、科主任。１９８４年辞去科主任

肿瘤学事业所做出的不朽贡献和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使我

职务，１９８８年退休后仍工作在医教研第一线。

们永生难忘；他的人格魅力、高尚医德和谦逊平和的品德永

谷铣之教授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放射肿瘤学事业中，是我
国第一代最具开拓性、最有学术成就的放射肿瘤学专家和学
科带头人，为创建和发展我国肿瘤学事业做出了突出成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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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谷铣之教授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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