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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术中放疗在子宫颈癌中的应用
吴小华张丹丹

在全球女性恶性肿瘤中，子宫颈癌的发病率居第２位，

用，大大拓宽了其治疗的范围与领域，形成了肿瘤综合治疗

仅次于乳腺癌。１ Ｊ。尽管早期（Ｉ ａ～Ｉ ｂ２期）子宫颈癌的预

中的一种有效途径。近４０年来，随着装置及同位素源的相

后相对较好，５年生存率可达９０％，但晚期子宫颈癌的预后

应发展，使得术中放疗在综合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

较差，特别是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性子宫颈癌的５年生存率

１９８４年，Ｄｏｓｏｒｅｔｚ等０７ Ｊ率先将其应用于治疗妇科恶性肿瘤局

仅为２５％～３０％＇２…，其中６０％的晚期或复发性子宫颈癌患

部复发患者，以及对手术不能彻底切除的原发灶进行姑息性

者死于肿瘤局部控制的失败。４ｌ。对术后局部复发、放疗后中

照射，但疗效欠佳。１９９３年，Ｇａｒｔｏｎ等¨ｏ将术中放疗发展为

心型复发的子宫颈癌，手术是主要治疗方式之一，但前期手

手术切除配合术中照射残留灶或亚临床病灶，并初步总结出

术或放疗所致的盆腔粘连、肿瘤的浸润性生长，均限制了肿

子宫颈癌术中放疗的适应证、照射剂量等。
二、子宫颈癌术中放疗的方式及优缺点

瘤切除的彻底性，而放疗可作为针对残留肿瘤有效的补充治
疗手段。由于局部晚期子宫颈癌的瘤床及复发性子宫颈癌

１．术中放疗的方式：目前，术中放疗有两种不同的技

的复发部位均主要局限于盆腔，术中盆腔定位放疗对肿瘤的

术：（１）直线电子加速器，即术中电子线照射。直线加速器

治疗确切有效，且能有效保护周围正常组织，是很好的补充

可以比较容易地接近手术台，方便在手术过程中给予全量照

治疗手段。

射。对于妇科盆腔照射，可采用特殊设计的限光筒，用它直

术中放疗是指在手术切除全部或部分肿瘤灶后，或经手

接插入手术切口内，接触瘤区，防止射线漏出及正常组织滑

术暴露不能切除的瘤灶，在术中直视下向瘤床、残留灶、淋巴

入。一般能量选择在６—１８ ＭｅＶ，其具体数值一般根据靶区

引流区，给予单次大剂量照射，直接杀死残存的肿瘤细胞，并

组织的厚度而定’８４…。术中照射剂量依据残留肿瘤大小而

避开周围正常组织的放疗技术。子宫颈癌行体外照射后常

定，对于术前行盆腔外照射或术后待行外照射，且照射剂量

出现严重并发症，而术中放疗因在术中可有效避开正常组

为４５～５０ Ｇｙ的患者，如存在镜下残留则在术中给予１０一

织，可以给予靶区高剂量照射以补充外照射剂量。此法在某

１５

种程度上克服了单纯手术和（或）体外照射的缺陷，使手术

全剂量照射的患者，则术中给予较高剂量（＞１５ Ｇｙ）＂＿９．“ｊ。

和放疗能同时进行，减少了正常组织的损伤，有利于术后恢

（２）术中高剂量近距离后装放疗，目前常以放射性核素

复。术中放疗已广泛应用于乳腺癌、直肠癌、胃癌、胰腺癌、

”ｃｏ、１９２Ｉｒ作为放射源。由于行术中高剂量近距离后装放疗

腹膜后软组织肿瘤，国际术中放疗协会欧洲分会（ＩＳＩＯＲＴ—

需要屏蔽手术室、遥控麻醉管理、快速置管和剂量计算等诸

Ｅｕｒｏｐｅ）最近发表了２１个研究中心总计３７５４例恶性肿瘤患

多条件，限制了子宫颈癌术中高剂量近距离后装放疗的推广

者的研究结果，其中６３．８％的乳腺癌患者、１５．９％的直肠癌

应用。

Ｇｖ，如存在肉眼残留则给予１５～２０ Ｇｙ；对于外照射不能

患者以及部分肉瘤、前列腺癌和胰腺癌患者均能从术中放疗

２．术中放疗的优缺点：由于常规手术与体外放疗开始

Ｌ｝Ｊ获益¨ｊ。由于盆腔的解剖特点，妇科肿瘤领域一直未能较

的间隔期或能导致残留肿瘤细胞的再增殖，在手术清除肿瘤

好地应用术中放疗，国内外文献报道不多，加之国内有术中

灶后，给予术中放疗不论是作为“加量”照射抑或是单独治

放疗设备的单位主要集中于大的肿瘤中心，广大的妇产科医

疗，均可起到避免肿瘤加速增殖的作用。其次，与盆腔外照

师对术中放疗比较陌生，有必要介绍其基本知识和应用

射相比，一次大剂量照射超过了细胞存活剂量的肩曲线，不

进展。

利于肿瘤细胞的修复，因而使其放射线生物学效应最大化。

一、子宫颈癌术中放疗的发展

与分次照射相比，一次大剂量照射可利用相对低的总剂量降

应用术中放疗已有近９０年的历史，应用于妇科恶性肿

低细胞的存活分数。再者，利用高能电子线建成区域小、表

瘤的治疗也已有３０余年。１９２４年，Ｋｅｙｎｅｓ首创采用肿瘤切

面剂量高、达到最大剂量点深度后剂量急剧衰减的特性，使

除＋镭针插植放疗治疗早期乳腺癌获得成功，开创了术中放

靶区剂量均匀，而正常组织与器官受照射剂量小。而且手术

疗的先例１６ Ｊ。当时受照射设备及操作难度的限制，其应用难

治疗中的细胞血液供应相对较丰富、乏氧少，也可通过氧效

以推广。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随着电子线外照射技术的应

应增加肿瘤细胞的放疗敏感性，故短时间内达到双重的治疗
效果，且不影响随后进行的体外放疗和化疗。

Ｄ０１：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５２９－５６７ｘ．２０１３．０９

０２１

但术中放疗需要可放装置的手术室、特定设备和相关的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瘤科

治疗人员，且术中放疗使手术时间相对延长，增加患者术中

通信作者：吴小华，Ｅｍａｉｌ：ｄｏｅｗｕｘｈ＠ｙａｈｏｏ．ｔｏｍ

感染的机会。此外，术中放疗为术中单次大剂量照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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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放疗的分割照射效应是其不可克服的最大缺陷，通常可

４３％的患者术后为镜下残留，均少于另几项研究。

在放疗后辅助序贯化疗，也常联合体外照射，以提高患者的

Ｇｅｍｉｇｎａｎｉ等…。研究发现，子宫颈癌行完整肿瘤切除的患者

局部控制率和远期生存率。

与肉眼可见残留灶的患者相比，３年局部控制率相对较好

三、子宫颈癌术中放疗的适应证及并发症

（分别为８３％和２５％）。因此，手术残留灶的大小及术中放

１．术中放疗的适应证：既往的研究发现，对于局部复发

疗前后是否辅助体外照射也与子宫颈癌患者的预后相关。

的子宫颈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因素包括：盆壁浸润、初次治疗
后短期内复发、肿瘤直径＞３

但也有报道认为，曾接受放疗的子宫颈癌患者术中放疗

１２－１４ｊ。对于局部晚期或局部

效果差，主要是由于术前体外照射使得术中肉眼可见的肿瘤

复发的子宫颈癌患者入组标准目前未能统一，尚有争议。

完全切除更困难，且术中放疗照射耐受量降低。Ｍａｒｔｆｎｅｚ—

Ｇａｂｏｎ等¨驯提出的纳人标准为：（１）患者可以接受肿瘤清扫

Ｍｏｎｇｅ等Ｂ１。报道，子宫颈癌初治者行术中放疗后的１０年生

手术；（２）单一手术不能达到治疗效果，存在镜下及肉眼肿

存率为９２．８％，复发者仅为４６．４％。

ｃｍｌ

瘤残留灶；（３）不存在腹膜种植及远处转移者，术中可见瘤

Ｂａｒｎｅｙ等。１ ９。的最新研究认为，术中放疗虽然可以提高

床位置明确、可以直接照射。而法国Ｍａｈ６等。１ ５。通过对复发

子宫颈癌患者的局部控制率但对其长期生存的改善无益，且

的子宫颈癌患者行术中放疗的多中心研究，结果显示，以下
类型的子宫颈癌患者行术中放疗的疗效较好：（１）中心性复
发，肿瘤未扩散到盆壁；（２）肉跟肿瘤能完全切除；（３）术中
放疗限光筒能完全覆盖有复发危险的手术区域；（４）无放
疗史。
２．术中放疗的并发症：由于周围正常组织通常不能耐
受大剂量照射，因此术中放疗后也可能出现放疗相关并发
症。常见为神经损伤（１８％～３０％）、胃肠道损伤（１５％～
２４％）、输尿管狭窄（３％）。１６１７］，还有软组织损伤、出血及骨
损伤等。研究表明，单纯行术前盆腔外照射患者的并发症发
生率为３５％，而术中放疗联合体外照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
率为３２％”ｌ。其中，最严重的并发症为胃肠道穿孑Ｌ，且常表
现为迟发性出血，病死率高；最常见的并发症为神经损伤。
Ｂａｒｎｅｙ等。１ ９。的最新研究显示，在８６例行术中放疗的子宫颈
癌患者中，３０例（３５％）出现并发症，其中１６例（１９％）出现
周围神经损伤，且１１例患者（１３％）需要长期口服止痛药物；
另外，术中放疗后出现Ⅲ级并发症者１０例，包括肠道损伤
４例、盆腔脓肿２例、瘘管形成２例、出血１例、软组织纤维化
１例。多数并发症出现在高剂量照射之后，因此，对于子宫
颈癌行术中放疗，通常认为剂量＜２０ Ｇｙ是安全可行的。
四、子宫颈癌术中放疗的应用现状
１９９４年，Ｇ６ｒａｒｄ等Ⅲ。报道了５４例接受术中放疗的子宫
颈癌患者，其中２０例局部晚期患者中４例（２０％）出现局部
复发，随访１８个月时的总生存率为７５％；而３２例复发患者

术后持续性神经损伤和肠瘘的发生率较高。而国内周芙玲
等‘２２报道了９４例Ⅱｂ期子宫颈痛患者行单纯放疗的５年生
存率为７５．５％，而手术加术中放疗可将５年生存率提高至
８０％以上，但术后并发症的致死率可能抵消了术中放疗的效
应，且较高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也可能与手术操作技术
有关。
国内术中放疗设备仅限于上海、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
肿瘤中心，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２０１０年购置了最新的
术中放疗加速器，开始了妇科肿瘤的术中放疗，主要选择妇
科恶性肿瘤的复发患者，手术中尽可能切除病灶，并对瘤床
实施术中放疗，以减少体外照射的剂量对重要脏器的损伤。
在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ＮＣＣＮ）的子宫颈癌临床诊
治指南中（ｗｗｗ．ｎｃｃｎ．ｏｒｇ），一直把术中放疗作为一种有效的
治疗手段，推荐应用于放疗后盆腔中心性复发行盆腔除脏
术、非中心复发但切缘阳性以及行远处转移灶切除术的子宫
颈癌患者。我们的经验是，对于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的子宫
颈癌患者，具有以下条件者更能从术中放疗中获益：（１）中
心性复发且容易用限光筒覆盖肿瘤者，比盆壁复发更适合术
中放疗；（２）术中肿瘤能完全切除且无肉眼残留者；（３）复发
问隔时问较长；（４）无放疗史的复发性子宫颈癌、最大限度
行肿瘤切除并联合术后外照射或化疗、有放疗史的复发性子
宫颈癌患者其肿瘤能完全切除并联合术后外照射或化疗的
患者，能改善其长期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率。

中６例（１９％）出现局部复发，其４年总生存率为３２％。随

术中放疗作为一种有效的局部放疗技术，通常联合外照

后Ｍａｈ６等。１ ５。在１９９６年报道了法国７个医疗机构共７０例

射作为“补量”照射方式进一步提高局部控制率，从而从远

复发性子宫颈癌患者行术中放疗，结果显示，患者的３年总

期生存中获益。术中放疗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需要多学科共

生存率为８％，中位生存时间为１１个月，局部控制率为

同参与，往往是由妇瘤科医师进行手术切除、病理科医师术

２ｌ％，因此认为，虽然术中放疗不能显著改善子宫颈癌患者

中确定瘤床边界、放疗科医师实施术中放疗。在妇科恶性肿

的预后，但可作为子宫颈癌盆腔内复发患者的可行治疗方

瘤中，主要适用于复发性子宫颈癌患者，但目前对于子宫颈

法。Ｂａｒｎｅｙ等¨９。报道，１３例晚期子宫颈癌患者及７３例复发

癌术中放疗的研究结果参差不齐，对于术中放疗的适应证、

性子宫颈癌患者的３年总生存率分别为２９％和２５％。与

照射范围和剂量等问题，尚需更多的临床研究来明确。因

Ｍａｈ６等‘”１报道的结果相比，Ｇ６ｒａｒｄ等心０１及Ｂａｒｎｅｙ等¨９。报

此，我国作为子宫颈癌发病人数较多的国家，每年有大量的

道的子宫颈癌患者的预后相对较好，可能由于Ｍａｈ６等¨”报

复发性子宫颈癌患者亟须缓解症状和延长生命，故应提高对

道的为多中心研究，各中心术中放疗前的病变情况变化很

术中放疗技术的认识，开展肿瘤多学科合作，充分运用该技

大，且该研究中仅４３％的患者接受了术前体外照射，且仅

术，为患者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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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妇产科杂志》官方网站 已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正式开通
《中华妇产科杂志》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ｆｃｋｚｚ．ｏｒｇ．ｃｎ）
已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正式开通。

性文章；“编读互动”将发布编辑部规范类公告、会议资讯和
通知等；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最新资讯”、“病例讨论”等版块

《中华妇产科杂志》官方网站是《中华妇产科杂志》期刊

作为妇产科同仁们互动的平台；网站还集成了远程稿件处理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刊面向妇产科专家、读者、作者的

系统的功能，审稿专家、作者可直接登录点击进人，进行审

重要窗口，是我们与大家进行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渠道与平

稿、投稿、稿件杏询等。您存网站上还可以了解到本刊编委

台。《中华妇产科杂志》官方网站的主要版块有：最新发表、

会及编辑部组成情况和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总之，随着网

最新资讯、论文下载、指南与规范、专家论坛、编读互动、病例

站的不断更新和升级，我们将更加完善本刊学术和服务性

讨论、继续教育等。“最新发表”版块将与纸版期刊同时发

功能。

布本刊最新发表的学术类文章；“论文下载”收录了本刊

我们热忱欢迎您登录《中华妇产科杂志》官方网站，并

２００５年至今已发表的所有文章，同时网站提供的检索功能

对本网站建设献计献策，也期待着您通过网站对我们的工作

也方便了妇产科同仁查阅相关文献；“指南与规范”版块汇

提出意见和建议。

集了历年来在《中华妇产科杂志》刊登的指南、规范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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