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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后肿瘤手术联合术中放疗的安全性研究
黄晓辉, 李沛雨, 张勇, 张楠, 马林
[ 摘要]

目的 研究腹膜后肿瘤手术联合术中放疗的安全性。方法

以 2009 年 7 月- 2010 年 7 月收治的经腹部 CT 和( 或)

MRI 确诊为腹膜后肿瘤的患者为研究对象, 除外以下病例: ( 1) 术后病理证实肿瘤组织来源于淋巴造血系统、
泌尿生殖系统; ( 2) 术前
CT 和( 或) MRI 已发现肿瘤病变范围广泛, 腹膜后多处受累。保留病变局限于腹膜后单一区域的患者。共筛选出符合入选标准者 62
例, 将其分为两组: 联合治疗组( n= 30) , 行腹膜后肿瘤切除联合术中放疗; 对照组( n= 32) , 单纯行腹膜后肿瘤切除术。比较两组术前
术后白细胞计数变化、
胃肠功能恢复时间、
切口拆线时间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联合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术前术后白细胞计数变化、
胃
肠功能恢复时间、
切口拆线时间及并发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结论 手术联合术中放疗治疗腹膜后肿瘤安全性好, 且不
增加术后并发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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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afety of tumorectomy combined with intrao perative 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retroperitoneal tumor. Methods The patients diagnosed as retroperitoneal tumor by abdominal CT and/ or M RI since July 2009 to July
2010 were chosen as the objects with the exclusion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lymphoma, hemato poietic
system tumor, and urogenital system tumor; 2) tumor was found to involve a w ide area or with multiple lesions in retroper itoneal space as
shown by preoperative CT and/ or M RI. Sixty two patients were found to have localized tumor,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 roups:
combined treatment g roup ( n= 30) and contro l group ( n= 32) . T he patients in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underwent total excision of the
tumor followed by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in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underwent tumorectomy only. T he changes in pre and post
operativ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recovery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wound healing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 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pre and post operative white blood cell counting,
recovery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wound healing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 P> 0. 05) . Conclusion Tumorectomy combined with
intraoparative 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retroperitoneal tumor is safe and entailing no higher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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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后肿瘤( retroperitoneal t umor, RPT ) 发病率
为 0 3% ~ 1 0% , 占软组织肿瘤的 11% ~ 14% , 其中恶
性肿瘤占 60% ~ 85% [ 1] 。目前国内外公认完整的手术
切除是治疗 RPT 的最重要手段, 但术后 2 年内局部复
发率高达 70% ~ 90% [ 2 3] 。术中放疗( int raoperat ive ra
diotherapy, IORT) 能够在肿瘤高风险区域进行高剂量
放疗, 而健康组织可用限光筒屏蔽加以保护, 具有直视
治疗区域、
可更好地控制放疗剂量及分布的优势。本
研究旨在通过手术联合术中放疗提高 RPT 术后局部
控制率, 改善患者预后。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2009 年 7 月- 2010 年 7 月收解放军
总医院治的经腹部 CT 和( 或) MRI 确诊为腹膜后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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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 排除下列病例: 术后病理证实肿瘤组织来源
为淋巴造血系统、泌尿生殖系统; 术前 CT 和( 或)
MRI 已发现肿瘤病变范围广泛, 腹膜后多处受累。保
留病变局限于腹膜后单一区域的患者。共筛选出 62
例, 并将其分为两组: 联合治疗组, 行腹膜后肿瘤切除
手术联合术中放疗; 对照组, 仅行腹膜后肿瘤切除手
术。其中联合治疗组 30 例, 男 18 例, 女 12 例, 年龄
19~ 72 岁, 中位年龄 45 岁; 对照组 32 例, 男 20 例, 女
12 例, 年龄 25~ 71 岁, 中位年龄 48 岁。
1 2 方法 联合治疗组在放疗专用手术室进行手术,
先在全麻下行腹膜后肿瘤切除, 在肿瘤切除后、
关腹之
前即刻行术中放疗。使用美国 INT EROP 公司生产的
MOBET RON 术中放疗机, 应用高能电子线。术中放
疗专用限 光筒采用 0 5cm 厚不锈钢筒, 有直径 5~
10cm 不同规格, 同时底部设 0 、
15 、
30 的斜端面, 以便
根据人体解剖部位和肿瘤范围选用。照射范围: 根治
术者包括瘤床及边缘外 2cm, 姑息手术者包括残余病
灶。选择适形的限光筒, 将肠管、
输尿管等器官推至限
光筒以外固定, 将限光筒置入术野。对准瘤床或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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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 固定限光筒后将限光筒上端和机头对接, 在对接
前仔细检查需保护的正常组织是否滑入照射野内。在
麻醉和电视监视下照射, 密切观察患者的血压、
心律变
化。照射结束后再次仔细检查需保护的正常组织是否
滑入照射野内, 取出限光筒, 继续手术。对照组手术在
常规手术室施行, 在全麻下行腹膜后肿瘤切除术, 肿瘤
切除、
检查核对无误后即刻关腹结束手术。
1 3 照射能量及剂量的选择 手术已切除肉眼可见
肿瘤者, 术中照射高能电子线能量为 6MeV, 照射剂量
为 15Gy, 照射深度 1 5~ 2 0cm; 有残留肿瘤者, 术中照
射高能电子线能量为 9MeV, 照射剂量为 20Gy, 照射深
度 2 0~ 3 0cm。
1 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用 x s 表示, 采用
SPSS 10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作 2 或精确
概率检验, 计量资料作成组 t 检验, P< 0 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 手术切除率 100% , 无
术中死亡病例。联合治疗组行单纯肿瘤切除 22 例、
联
合其他脏器切除 8 例, 术后病理结果示脂肪肉瘤 18
例、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4 例、副神经节瘤 3 例、神经
鞘瘤 3 例、
平滑肌肉瘤 2 例。对照组行单纯肿瘤切除
21 例、
联合其他脏器切除 11 例, 术后病理结果示脂肪
肉瘤 24 例、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3 例、
副神经节瘤 2
例、
神经鞘瘤 2 例、
平滑肌肉瘤 1 例。联合治疗组术前
和术后 3、
7d 的白细胞计数分别为( 5 88 1 62) 109 / L、
( 10 60 4 38) 109 / L、
7 29 2 70 109 / L, 对照组分
别为( 5 24 0 72) 109 / L、( 12 25 2 42) 109 / L、
( 8 27 5 10) 109 / L ,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联合治疗组术后胃肠功能恢时间平均为 5 5d、
对照组为 4 6d, 联合治疗组术后切口拆线时间平均为
12 5d、
对照组为 11 3d, 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0 05) 。两组术后各有 2 例患者发生切口液化, 经
局部引流换药处理痊愈, 均无术后腹腔出血、
感染等并
发症。随访 3~ 15 个月, 未发生肠坏死、
周围神经炎及

术中放疗主要敏感部位为外周神经、输尿管、胆
[ 5]
道、
食管和十二指肠。Dziewirski 等 采用手术联合术
中放疗治疗 46 例 RPT 患者, 单次放疗剂量 20Gy, 深度
1~ 2cm, 其并发症发生率达 15 2% 。值得注意的是, 46
例患者中 80%行联合脏器切除, 手术范围与创伤均较
大, 这可能是引起术后并发症的主要原因。本研究 30
例接受术中放疗的患者中 8 例合并其他脏器切除, 仅 2
例发生切口液化, 无术后腹腔出血、
感染等并发症, 说
明只要提高手术质量完全可以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 另外术中对瘤床周围敏感组织器官的防护也非常
重要。RPT 大小、
位置均不固定, 本组在术中放疗时根
据瘤床大小、
部位不同, 选择了直径 5~ 10cm, 倾角 0 、
15 、
30 不同规格的限光筒, 确保敏感组织器官排除在
照射野之外, 避免了对肠道、
胰腺及输尿管等组织器官
的放射性损伤, 术后未出现吻合口漏、出血、
消化道穿
孔等并发症, 随访中亦未发生肠坏死、
周围神经炎及局
部纤维化引起的输尿管狭窄等远期并发症。
放疗通常会引起恶心、
呕吐、
腹胀、
腹部不适等消化
道症状及外周血白细胞计数降低等骨髓抑制现象, 但一
般与放疗的剂量和部位有关。本研究中联合治疗组和对
照组术前术后白细胞计数、
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及切口
愈合时间均无统计学差异( P> 0 05) , 证明 15~ 20Gy 的
[6]

术中放疗无明显副作用, 安全可靠。罗文杰等 对 31 例
胃肠道肿瘤患者行术中联合放疗, 未出现明显的放疗副
作用, 认为在选择适当的能量、
照射野周围的安全保护及
术中全面心电监护下, 不会影响患者的术后恢复, 术中放
疗本身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综合治疗措施。
综上, 手术联合术中放射治疗 RPT 放疗反应轻, 无
明显术后并发症, 是一种经济、
安全、
有效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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