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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

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技术在肢体关节周围
骨与软组织恶性肿瘤保肢手术中的应用
徐立斌

冯勤付赵振国

于胜吉

【摘要】

李明辉

翟医蕊

范诚诚

张鑫鑫

叶智斌

目的评价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技术在肢体关节周围骨与软组织恶性肿瘤保肢手术

中的应用价值。方法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间，应用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技术联合保肢手术
治疗肢体关节周围骨与软组织恶性肿瘤患者１９例，其中肿瘤位于膝关节周围８例，髋关节周围６例，
肘关节周围４例，肩关节周围ｌ例。所有患者均行保肢手术，其中Ｒ０切除１８例，Ｒ１切除ｌ例。术中
照射剂量为１０～２２ Ｇｙ，中位１９ Ｇｙ。采用单野照射９例，采用多野多次照射１０例。结果全组１９例
患者中，出现伤口愈合不良、感染和皮下积液等７例（３６．８％），未出现Ⅲ级或以上急性放射损伤。
１例（５．３％）患者于术后１５个月出现放射性溃疡，形成动脉瘘，急诊行截肢术。按照１９９３年美国骨
肿瘤学会评分系统标准，全组患者的肢体功能评分为（２６．２６土４，０４）分，关节功能总的优良率为
９４．７％（１８／１９）。４例（２１．１％）患者出现局部复发，全组患者的１、２和３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８１．９％、
７３．７％和７３．７％。７例（３６．８％）患者死亡，全组患者的１、２和３年生存率分别为７６．３％、６１．２％和
５１．０％。结论应用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技术联合保肢手术治疗肢体关节周围骨与软组织恶性肿
瘤，患者的急慢性不良反应较轻，临床安全性较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高，并可尽可能地保留肢体关节
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主题词】骨肿瘤；软组织肿瘤；关节；手术中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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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关节周围是骨与软组织肿瘤发生的常见部

疗，平均３个周期。

位。由于肢体关节周围的位置和解剖结构的特殊

３．手术治疗：所有患者均行保肢手术。肿瘤切

性，位于此部位的恶性肿瘤处理较为困难，肿瘤的切
除范围往往相对有限，从而存在潜在的局部高复发

除方式为Ｒ０切除（肉眼及显微镜下均无肿瘤残存）

风险，甚至部分患者还面临截肢的风险［Ｉ剖。以往临

瘤残存）１例。合并重要结构切除５例，其中合并胫

床医师常通过术后辅助性放射治疗进行弥补，以提

神经＋胭动静脉切除１例，胫神经＋胴静脉切除

高局部控制率，增加保肢治疗的机会。但是对于关

１例，耻骨支切除１例，部分髂骨切除１例，部分肱

节周围肿瘤而言，术后放射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性。

骨切除ｌ例。

１８例，Ｒ１切除（肉眼无肿瘤残存，但显微镜下有肿

修复及重建方式为皮瓣或肌皮瓣移位修复５例

近年来，一种新的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技术
（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术中放射治疗技术）逐渐开始在临床上

（胸脐皮瓣移位２例，腹直肌肌皮瓣移位２例，大收

应用口ｊ。其不但可以精确定位瘤床和需要照射的

肌穿支皮瓣移位ｌ例），人工肿瘤膝关节置换４例，

区域，还具有电子线照射的自身优势，可以最大限度
地保护正常组织免受或少受不必要的照射，减少放

人工肿瘤肘关节置换１例，异体骨植入＋髓内针、钢

射治疗的副作用。本研究中，我们回顾性分析了行

４．术中放疗：所有患者术前均已获得病理学诊

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联合保肢手术的１９例肢体关

断，术中完成肿瘤广泛性切除或肿瘤切除后，直接在

节周围骨与软组织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治疗

手术室使用美国Ｉｎｔｒａｏｐ公司Ｍｏｂｅｔｒｏｎ １０００可移动
式术中放疗专用电子线直线加速器进行术中放疗。

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临床资料：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间，

板内固定１例，人工血管置换１例。

根据肿瘤的病理类型、大小、深度、分期以及是否联
合术后体外照射等因素，由放疗科医生和外科医生
共同决定术中放疗方式和剂量等。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

根据所需照射的深度选用不同的电子线能量进

联合保肢手术的肢体关节周围骨与软组织恶性肿瘤

行照射，其中选用６ Ｍｅｖ电子线６例，９ Ｍｅｖ电子线

患者１９例，其中男９例，女１０例；年龄１７—８０岁，

１３例。根据肿瘤大小、照射角度选用不同直径和倾

平均年龄５２．３岁。肿瘤位于膝关节周围８例，髋关

斜角度的限光筒，直径６—１０ Ｃｌ／ｌ，倾斜角度为０。～

节周围６例，肘关节周围４例，肩关节周围１例。肿

３０。。由于本组患者的肿瘤体积较大，而限光筒的最

瘤直径３～２０ ｃｍ，其中肿瘤直径１＞５ ｃｍ者１７例，≥
ｃｍ者９例。单发１４例，多发５例。参照２０１０年

大直径仅为１０ ＣｌＴＩ，因此，除９例患者行单野照射
外，另外１０例患者均采用多野多次照射，其中２野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第７版ＴＮＭ分期标准Ｈ ｏ进行

照射４例，３野照射３例，４野照射３例。照射剂量

分期，Ｉ期２例，Ⅱ期３例，Ⅲ期１２例，Ⅳ期２例。

１０—２２

１０

骨肿瘤５例，其中原发性肿瘤４例（骨肉瘤３例，软

Ｇｙ，中位照射剂量１９ Ｇｙ。
５．术后辅助治疗：术后补充体外照射１例，剂

骨肉瘤１例），转移性肿瘤１例（肾透明细胞癌术后

量为５０ Ｇｙ。辅助化疗４例，化疗２—３个周期，化疗

肱骨远端转移）；软组织肿瘤１４例，其中滑膜肉瘤

药物为蒽环类、铂类、异环磷酰胺、甲氨蝶呤和氮烯

３例，恶性外周神经鞘瘤２例，纤维肉瘤２例，平滑
肌肉瘤２例，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ｌ例，未分化高级

咪胺等。

别多形性肉瘤１例，脂肪肉瘤１例，软组织透明细胞

射治疗协作组．欧洲肿瘤研究及治疗机构（ＲＴＯＧ．
ＥＯＲＴＣ）急慢性放射性损伤分级标准∞１对患者放疗

肉瘤１例，小圆细胞恶性肿瘤１例。

６．不良反应和肢体关节功能评价：参照肿瘤放

２．术前治疗情况：１９例患者中，外院手术后复

后的不良反应进行评估。晚期不良反应定义为首发

发１０例（曾进行１次手术５例，２次手术３例，３次

症状发生于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后３个月或完成治

手术２例），外院非计划切除术后拟进一步广泛性
切除２例，我院初治７例。３例患者既往曾接受放

疗后症状持续３个月以上ｂ１。参照１９９３年美国骨
肿瘤学会评分系统旧１对患者治疗后的肢体关节功

射治疗，其中２例患者的放射剂量为６５ Ｇｙ，ｌ例具
体剂量不详。３例患者术前曾接受２～４个周期化

能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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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随访，随访截至２０１２年４月３０日。全组１９例患

（如血管置换、血管移植和神经移植等）。本组１９

者均获得随访，随访率为１００％。随访时间ｌ～４２

例患者中，皮瓣或肌皮瓣移位５例，关节置换５例，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１７个月。

异体骨植入、内固定１例，人工血管置换１例。

８．统计学方法：采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

关节周围的恶性肿瘤往往位于间室外，缺乏自

统计学分析，以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计算局部复发率和
生存率等，并进行Ｌｏｇ ｒａｎｋ显著性检验。检验水准

然屏障，在肿瘤的外科分期系统中属间室外肿瘤，肿

为仅＝０．０５。

延¨】。因此，对于此类肿瘤应该进行广泛性切除。
结

果

瘤组织容易沿神经血管间隙或组织间隙等向四周蔓
但对于关节周围恶性肿瘤而言，常规的手术方式
（如广泛性切除或间室切除）由于受到重要血管、神

１．并发症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１）近期：全

经和肌肉肌腱等的限制，往往很难实现；而广泛性切

组１９例患者中，出现伤口愈合不良、感染和皮下积

液等７例（３６．８％），出现失血性休克１例（５．３％）。

除所导致的巨大毁损几乎无法或很难修复，可能造
成肢体关节功能的严重障碍，甚至肢体关节无功能。

全组患者均未出现Ⅲ级或以上急性放射损伤。（２）

因此，关节周围的骨与软组织恶性肿瘤往往只能行

晚期：１例（５．３％）患者于术后１５个月出现放射性溃

边缘切除甚至囊内切除，从而导致潜在的局部高复

疡，形成动脉瘘，出现伤口感染和失血性休克等，属于

发风险。关节周围的肿瘤一旦局部控制不当，常导

Ⅳ级皮肤、皮下组织晚期放射损伤，急诊行截肢术。

致严重的肢体功能障碍，甚至面临截肢的风险。因

２．术后肢体关节的功能评价：术后全组患者的

此，围手术期的辅助性治疗手段在关节周围恶性肿

肢体关节功能评分为１５～３０分（５０％一１００％），平

瘤的局部控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放射治疗是一

均为（２６．２６±４．０４）分（８７．５％±１３．５％）。肢体关

种有效且又重要的辅助性治疗手段。川。

节功能总的优良率为９４．７％（１８／１９）。

以往，临床上常通过术后辅助性放疗来提高肢

３．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情况：术后全组有４例

体肿瘤切除术后的局部控制率。但是对于关节周围

（２１．１％）患者出现局部复发。全组患者的ｌ、２和

肿瘤而言，术后放疗有一定的局限性：（１）当涉及关

３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８１．９％、７３。７％和７３。７％。

节功能重建时，如采用人工关节假体置换、同种异体

９例（４７．４％）患者出现远处转移，转移部位为肺、纵

骨移植、瘤段骨灭活再植、带血管的自体骨移植等方

隔、脑和软组织等。

法后，术后放疗可能导致严重的骨溶解或骨破坏，从

４．生存情况：至随访结束，全组有７例（３６．８％）

而对重建的关节功能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术

患者死亡，全组患者的１、２和３年生存率分别为

后放疗对于关节重建的患者而言，几乎无法实现。

７６．３％、６１．２％和５１．０％。

（２）当涉及软组织修复时，如使用带血管蒂或游离

讨

论

的皮瓣或肌皮瓣进行转移覆盖后，伤口的愈合时间
往往较长，导致术后放疗无法及时进行，从而影响术

肢体大关节是指肢体骨与骨之问的连接部分，

后放疗的效果’８Ｊ。（３）术后放疗对瘤床的定位不够

主要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肩关节、肘关节和

精确，照射范围大，可能导致关节周围大范围纤维

腕关节等，是肢体进行屈曲、伸展以及旋转等各项活

化，将严重影响关节功能，甚至导致关节无功能。另

动的重要部位，是人体进行日常活动的重要和基本

外，照射需通过皮肤、皮下组织到达瘤床，将导致皮

单元。卜２ Ｊ。肢体关节周围的解剖结构较为复杂，其既

下淋巴引流系统和静脉回流系统不畅，造成肢体远

是肢体重要肌肉、肌腱起止点的汇合处，又是重要血

端的严重水肿∽Ｊ，进一步加重肢体关节的功能障碍。

管、神经等的走行位置。
发生于肢体关节周围恶性肿瘤的处理较为困

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可以精确定位靶区，有效
保护周围正常组织，最大限度地减少放疗不良反应。

难。此处肿瘤切除后，为保留肢体功能，往往涉及关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技术联合

节或软组织的修复和重建。如骨肿瘤瘤段截除后的

保肢手术对肢体关节周围肿瘤患者进行治疗，以期

关节功能重建，可用人工关节假体置换、同种异体骨

提高肿瘤的治疗效果，改善关节功能，从而提高患者

移植、瘤段骨灭活再植、带血管的自体骨移植等；软

的生存质量。

组织肿瘤切除术后的带血管蒂或游离的皮瓣或肌皮

本研究结果显示，全组患者伤口并发症的发生

瓣转移覆盖等；亦可能涉及血管或神经的修复重建

率较高，为３６．８％。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关节周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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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的手术较为复杂，手术创伤较大，且多需要修复重

明确所需照射区域的范围，再将照射区域按照限光

建性手术等有关。而同期非关节周围组患者伤口并
发症的发生率为６．７％（１／１５），低于文献报道的结

筒的形状划分成若干个照射野，照射野之间以缝线
标记界限，然后用铅块挡掉非照射区域，进行逐野分

果＂’９’１１｜。Ｋｕｎｏｓ等‘１２１的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术中电

次照射，最终完成整个区域的照射。照射过程中必

子线放射治疗联合保肢手术治疗肢体软组织肉瘤，

须严格注意照射野之间的交界区域，照射之前必须

并不显著增加患者急慢性毒副反应的发生率。本组

再次从限光筒的上方明确遮挡铅块和标记缝线的严

有１例同时行胫神经切除的患者，术后１５个月出现

格一致，避免照射野交界区域的重复照射或漏照。

放射性溃疡，形成动脉瘘，考虑与术中放疗的晚期放

综上所述，我们将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技术应

射性损伤（血管平滑肌层的破坏）有关∽』。但血管
或周围组织的局部失神经支配是否可能促进放射性

用于关节周围恶性肿瘤的保肢手术中，结果显示，术
中电子线放射治疗可以明显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

溃疡的发生，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率，减少关节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肢体功能，提高

本组患者的术后肢体关节功能较为满意，优良

患者的生活质量，治疗效果较好。但术中电子线放

率为９４．７％。可能与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定位较

射治疗是否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尚有待于

为精确、照射范围相对较小、较大程度地降低关节周

进一步研究。

围、皮肤和皮下组织的纤维化等有关。

参考文献

本组患者的１、２和３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８１．９％、７３．７％和７３．７％，与文献报道的结果一，Ｊ川

相似。但远处转移的发生率和死亡率较高，可能与

ｆ １］Ｔｕｒｃｏｔｔｅ ＲＥ，Ｆｅｒｍｎｅ Ｍ，Ｉｓｌｅｒ ＭＨ，ｄ ａ１．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球岖ｅＩ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ｐｌｉｔｅａｌ￥ｍｍａｓ．Ｃａｎ
『２］Ｈａｙａｓｈｉ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ａｐｕｌ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ｂｏｎｅ

本组复发患者较多、病期较晚、肿瘤体积较大等因素
有关。Ｓｋａｎｄａｒａｊａｈ等¨纠的分析结果显示，术中放疗
可以显著提高实体肿瘤患者的局部控制率，但可能
并不能提高患者的总生存率。
本研究中，我们根据是否配合术后体外放疗，将
患者分为单纯术中放疗组和术后补充放疗组。对于
单纯术中放疗的患者，我们考虑到放射线对于关节
腔、重要血管等可能造成的严重不良反应，采用阶梯
式逐步提高放射剂量，在前８例患者中放射剂量逐
步从１０ Ｇｙ提高至２０ Ｇｙ。由于在此剂量范围内，放
射剂量的提高并不明显增加近期并发症。因此，此
后患者的放射剂量均达２０ ｃｙ。随访至今，采用２０

Ｇｙ放疗的患者仅有１例出现局部复发。在术后补
充放疗组中，有３例患者拟配合术后辅助放疗，术中
放射剂量为１０～１３ Ｇｙ，但由于关节周围肿瘤的术
后并发症相对较高，仅１例患者顺利完成术后辅助

ｆ３１

Ｍｅｕｒｋ ＭＬ，Ｇｏｅｒ

间，最终放弃进一步术后放疗。因此，对于关节周围
恶性肿瘤，我们认为，目前较为合适的术中放射剂量
为２０ Ｇｙ，暂不推荐术后补充体外放疗。而是否有必

要进一步提高术中放射剂量，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另外，由于骨或软组织恶性肿瘤的体积相对较
大，而Ｍｏｂｅｔｒｏｎ １０００电子线直线加速器限光筒的最

ｓｏｆｔ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ｉｎ

ｏｒ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 １，１６：５６８－５７３。

ｔ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ｇｉｒｄｌｅ，Ｉｎｔ

ＤＡ，Ｓｐａｌｅｋ Ｇ，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Ｍｏｂｅｔｒｏｎ：ａ

［４］Ｅｄｇｅ ＳＢ，ＢｙＩｄ

ＤＲ，Ｃｏｍｐｔｏｎ ＣＣ，ｅｔ

ａ１．ＡＪｃ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ｍａｎｕａｌ．７ｔｈ 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２７９－２９８．
ＴＦ．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５］Ｃｏｘ ＪＤ，Ｓｔｅｔｚ Ｊ，Ｐａｊａｋ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ＲＨ）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ＥＯＲＴＣ）．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１９９５，３１：１３４１—１３４６．

ｆ６］Ｅｎｎｅｋｉｎｇ耵，Ｄｕｎｈａｍ Ｗ，Ｇｅｂｈａｒｄ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ｙ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ｆ

ＭＣ，ｅｔ ａ１．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Ｈｒ西ｅａｌ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ｓｖｓｔｅｍ．Ｃｌ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ｌａｔ Ｒｅｓ，１９９３，２８６：２４１．２４６．

［７］Ｔｒａｎ

ＰＴ，Ｈａｒａ

Ｗ，Ｓｕ Ｚ，ｅｔ ａ１．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 ｓａｒｃｏｍａ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ｔ Ｊ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Ｒａｄｉ８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２００８。７２：１１４６一１１５３．

『８］Ｍｏｓｔ

ＭＤ，Ａｌｌｏｒｉ ＡＣ，Ｈｕ Ｋ，ｅｔ

ａ１．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ｌａｐ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出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ｅ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ｃａｎｃｅｒ．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ｅ．２００８，ｌ １８：６９－７４．

９【Ｔｒａｎ ＱＮ，Ｋｉｍ

ＡＣ，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 ＡＲ，ｅｔ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Ｓａｒｃｏｍａ，
２００６，２００６：９１６７１．

［１０］Ｏｅｒｔｅｌ

Ｓ，Ｔｒｅｉｂｅｒ Ｍ，Ｚａｈｌｔｅｎ—Ｈｉｎｇｕｒａｎａｇｅ Ａ，ｅｔ ａ１．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ｏｏｓ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ｌｉｍｂ—ｓｐａｒ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 ｓａｒｃｏｍａ．Ｉ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ｏｆ

ｅｘｔｅｍ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万方数据

ｗｉｔｈ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２００６．

ａ１．Ｉｎ删ｖｅ

６４：１４１６—１４２３．

［１１］Ｎｉｅｗａｌｄ

Ｍ，Ｆｌｅｃｋｅｎｓｔｅｉｎ Ｊ，Ｌｉｃｈｔ Ｎ，ｅｔ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ＯＲ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Ｉ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ｂｅａｍ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ＢＲＴ）ｆｏｒ ｓｏｆｔ—

ｔｉｓｓｕｅ

ｓａｒｃｏｎｌａｓ：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２］Ｋａｎｏｓ

Ｃ，Ｃｏｌｕｓｓｉ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ｂｕｒｇ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Ｒａｄｉａｔ ０ｎｃ０１．２００９，４：３２．

Ｖ，Ｇｅ婶Ｐ，ｅｔ ａ１．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ａｒＥｏｎｌａ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ｃ

ａｃｕｔｅ

ｏｒ

ｌａｔｅ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Ｃｌ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ｌａｔ Ｒｅｓ。２００６，４４６：２４７－２５２，

［１３］Ｓｌｃ∞蜘ａｈＡＲ，ＬｙｎｃｈＡＣ，Ｍａｃｋａｙ ＪＲ，ｅｔ ａ１．１ｌｌｅ

ｒｏｌｅ

０ｆｊ曲卸恻ｉｖｅ

ｍｄｉａｈｅｒｓｐｙ 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ｔｌｍｌｔｒｍ．Ａｎｎ Ｓｕｒｇ Ｏｎｅｏｌ，２００９，１６：７３５－７４４．

大直径仅为１０ ａｍ，因此本组部分患者需要采用多
野多次照射技术，照射过程相对比较复杂。首先要

ｎｅｗ

ｆｏｒ ＩＯＲＴ．Ｆｍｎｔ Ｒａｄｉａｔ Ｔｈｅｒ Ｏｎｃｏｌ，１９９７，３１：６５－７０．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ｂｅａｍ

放疗，另２例术后伤口出现皮下积液，拖延了治疗时

Ｊ Ｓｕｒｇ，２００９，５２：５１－５５．

Ｋ，Ｋａｒｉｔａ Ｍ，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Ｎ，ｅｔ ａ１．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收穗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３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