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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联合术中放疗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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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保乳手术加术中放疗在早期乳腺癌治疗中的美容效果及临床安全性。方法 2008 年 12 月 -2009 年 10 月对
40 例早期乳腺癌患者行保乳手术联合电子线术中放疗。采用 Mobetron 1000 移动式电子束术中放疗系统，靶区为可见的肿
瘤及其周边 2cm、下方 1cm 范围内的正常组织，中位剂量 15Gy。观察术后近期治疗效果、美容效果及不良反应。结果 全
组中位随访 190d，未见局部复发，美容效果优或良占 95%，I 级放射性肺损伤发生率 12.5%，局部乳腺轻微纤维化发生率 5%，
1 例患者术后出现切口感染。结论 术中放疗未明显增加保乳术的并发症及手术时间 ；保乳手术联合术中放疗近期疗效及美
容效果良好，不良反应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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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early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nd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for breast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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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beautifying effects and safety of combined early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nd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for breast carcinoma.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received combined early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nd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with a Mobetron mobile electron accelerator at a median dose of 15Gy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08 to October 2009. The target area involved tumor with a 2cm margin lateral and 1cm margin posterior. Short-term therapeutic
and beautifying effect as well as advertise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modality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a median period of 190 days, during which no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Excellent or good beautifying effect was achieved in 39
patients(95%). Grade I radiation-induced lung injury was found in 5 patients(12.5%), mild local breast fibrosis in 2 patients(5%), and
post-operative incision infection in 1 patient. Conclusion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complications
and time of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The short-term therapeutic and beautifying effects of combined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nd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are good with only mild advertise effects.
Key word: Breast Neoplasms; Intraoperative Radiation Therapy;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dverse Reaction

保乳手术加术后全乳腺放疗是早期乳腺癌的
标准治疗方法之一，但术后放疗通常需要 5-6 周，
延长了治疗时间，且与辅助化疗的先后顺序仍存
在争议 [1-2]。术中放疗是在手术过程中对肿瘤或瘤
床进行单次大剂量照射，其在保乳术中的应用不
仅提高了瘤床局部的照射剂量，而且可以更好地
保 护 周 围 的 正 常 组 织。 我 院 2008 年 9 月 引 进 了
Mobetron 1000 移动式电子束术中放疗系统，本文
对这一新技术在早期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进行初
步的临床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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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1 一般资料 自 2008 年 12 月 -2009 年 10 月我院
共行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加术中放疗 40 例，均获病
理证实。年龄 27-66 岁，中位年龄 44 岁。术前均
行钼靶 X 线、B 超及 MRI 检查，以确保肿瘤为单
发性且直径≤ 3cm。一般临床特征见表 1。
2 手术方法 40 例患者均行肿瘤扩大切除术及
前哨淋巴结活检术。乳房肿块和腋窝分别做切口。
腋窝先行前哨淋巴结活检，采用亚甲蓝示踪法，
切除淋巴结行快速冰冻切片检查，如阳性行腋窝
淋巴结清扫，否则不做清扫。本研究中 13 例因前
哨淋巴结活检阳性，遂行同侧腋窝淋巴结清扫。
术中放疗后沿肿块周围 1-2cm 正常组织范围行扩
大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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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中放疗 采用 Mobetron 1000 移动式电子束术
中放疗系统。该设备置于手术室中，配件术前严
格消毒，术中于肿瘤切除之前照射。照射范围 ：
术中可见的肿瘤及其周围 2cm、下方 1cm 正常组
织。照射剂量 ：前哨淋巴结活检阳性或患者年龄
≤ 35 岁给予单次照射 8Gy 作为瘤床补量剂量，前
哨淋巴结活检阴性给予 15Gy 或 20Gy 根治剂量。
根据肿瘤大小选择不同的能量及限光筒，使 90%
处方剂量能够覆盖肿瘤周围 2cm 及前后 1cm 范围
的正常组织。剂量率为 10Gy/min。具体放疗情况
见表 2。
Tab 1

表 1 患者一般临床特征
Gener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Characteristics

Number of patients(n)

Age(y)
≤ 35
35-55
> 55
Tumor size(diameter)
d ≤ 1cm
1cm< d ≤ 2cm
2cm< d ≤ 3cm
Number of positive nodes
0
1-3
4-10
Histological type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Invasive lobular carcinoma
Others

Tab 2
IORT methods
Energy
6MeV
9MeV
12MeV
Applicator size
4.5cm
5cm
5.5cm
6cm
6.5cm
7.5cm
Dose
8Gy
15Gy
20Gy

Percentage(%)

4
33
3

10
82.5
7.5

4
23
13

10
57.5
32.5

28
11
1

70
27.5
2.5

6
31
1
2

15
77.5
2.5
5

表 2 术中放疗方法
Intra-operative radiation therapies
Number of patients(n)

Percentage(%)

2
16
22

5
40
55

1
8
12
14
4
1

2.5
20
30
35
10
2.5

8
29
3

20
72.5
7.5

4 术后治疗 根据病理结果及术后分期，选择相
应的化疗及内分泌治疗。本研究中 8 例患者术中
只给予 8Gy 照射，术后又行全乳 ( 腋窝淋巴结阳性

照射锁骨上区 ) 外照射 46-50Gy/23-25F。
5 随访及评价 采用电话和 ( 或 ) 门诊随访。按照
RTOG 分级标准评定急性及晚期放射损伤。采用
RTOG 美容等级量表评定美容效果。优异 ：患侧乳
房大小、形状与健侧乳房无差别或只有微小差别 ；
良好 ：患侧乳房大小、形状与健侧乳房存在轻度
差别 ；一般 ：≤ 1/4 患侧乳房在大小和形状方面存
在明显改变 ；差 ：>1/4 患侧乳房在大小和形状方
面存在明显改变。
结

果

1 随访及近期疗效 中位随访 190d(33-365d)，随
访率 100%。截止至随访日，全部患者均未出现局
部复发及远处转移。
2 美容效果 美容效果优异 30 例 (75%)，良好 8
例 (20%)，一般 1 例 (2.5%)，差 1 例 (2.5%)。
3 切口愈合 1 例术后第 4 天出现切口感染，经
抗感染治疗后正常时间拆线 ；其余患者切口愈合
良好。中位拆线时间为术后 12d(10-14d)，未见延
迟拆线。
4 不良反应 未见术中放疗相关急性血液学毒性。
1 例术后出现术腔大量积液。5 例 (12.5%) 术后 3-5
个月出现照射野内 I 级放射性肺损伤 ( 均无临床症
状 )。2 例 (5%) 出现患侧乳腺局部轻微纤维化、表
面皮肤增厚。
讨

论

术中放疗与外照射相比，具有更精确的靶区
定位、更好地保护正常组织及提高局部照射剂量
的优点 ；单次大剂量照射可避免分次外照射中残
存肿瘤细胞的加速再增殖，在提高局部控制率的
同时缩短了治疗时间 [3]。大量临床研究发现，早期
乳腺癌保乳术后局部复发的患者中 80%-90% 为瘤
床或瘤床周边复发，因此包括术中放疗在内的部
分乳腺照射成为国际上研究的热点 [4]。
乳腺癌电子线术中放疗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
是作为瘤床补量的手段，术中照射 8-10Gy，术后
再行常规分割全乳腺放疗 45-55Gy ；二是完全替代
术后放疗，术中照射 15-20Gy[5]。目前的研究结果
显示，两种方法在局控率、不良反应及美容效果
方面均极具潜力。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局
部复发，但由于中位随访时间较短，其结果需要
在长期的随访过程中逐步完善。美容效果优或良
的占 95% ；一般的 1 例 (2.5%) ；差的 1 例 (2.5%)，
原因是该患者术后术腔出现较多积液，吸收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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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乳房肿胀，经多次抽液后乳房塌陷较明显。
在术中放疗相关不良反应方面，2 例出现患侧乳腺
局部轻微的纤维化及表面皮肤的增厚，但并不影
响美容效果 ；5 例出现 I 级放射肺损伤的患者均接
受了 15Gy 12Mev 电子线照射，但均无临床症状，
需要进一步随访观察。
关于术中放疗的靶区和剂量，目前尚无统一
标准。绝大多数临床研究于肿瘤切除后照射瘤床，
但术后形成的空腔及不规则的切缘容易造成靶区
剂量分布不均匀，影响照射的准确性。而美国北
卡罗来那大学医学中心在肿瘤切除前照射肿瘤及
周边正常组织，克服了上述难题，但也存在靶区
过小的潜在缺陷 [6-10]。Veronesi 等 [9] 通过剂量爬坡
试验发现，单次照射 21Gy 可被患者很好地耐受。
然而相关研究表明，乳腺癌单次照射 15Gy 时的生
物等效剂量与常规外照射 50Gy/25 次相近 [11]。基
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采用北卡大学医学中心的方
法，在肿瘤切除前进行照射。
多项研究表明，年龄是乳腺癌的独立预后因
素。发病年龄较低的较年长者的肿瘤更具侵袭性，
局部及区域复发的危险性更高 [12]。既往研究对发
病年龄的区分从 35 岁到 55 岁不等，但 35 岁是应
用较多的一个年龄界限 [13]。本研究中，年龄≤ 35
岁的患者有 4 例，其中 2 例为侵润性导管癌 ( 肿瘤
最大径分别为 1.5cm 和 2cm)，1 例为侵润性筛状癌
( 肿瘤最大径 2cm)，1 例为导管内癌 ( 肿瘤最大径
2cm)。3 例侵润癌患者术中放疗的剂量均为 8Gy，
术后又行外照射 46Gy/23F ；而导管内癌的患者由
于恶性程度较低，术中放疗 15Gy，未再行术后放
疗。
我院自采用 Mobetron 移动式电子束术中放疗
系统行术中放疗以来，随着相关人员间配合熟练
程度的提高，目前术中放疗从开始放置限光筒到
治疗结束所需的时间大约为 15-30min，未明显延
长整台手术的时间，得到了外科医生的认可。
初步分析 40 例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联合术中
放疗的结果显示，术中放疗并未明显增加术后并
发症或延长手术时间。保乳手术加术中放疗的近

期疗效及美容效果良好，不良反应极小，临床安
全性高。但远期疗效、美容效果及晚期放射损伤
情况尚需更长时间的随访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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