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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观察腹部肿瘤术中电子线放疗的安全性和急性副反应。方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间行术中放疗的腹部肿瘤患者５２例，其中乳腺癌１４例，胰腺癌１９例，宫颈癌３例，卵巢癌４例，肉瘤
６例，其他肿瘤６种各１例。初治者３７例，复发者１５例。２９例行根治手术，４例行姑息切除，１９例行
探查术。术中放疗采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移动式术中电子线加速器，照射剂最９一１８ Ｇｙ。观察术中及术后６
个月内副反应，参照ＣＴＣ３．０进行分级评估。结果全组中位手术时间１９０ ｒａｉｎ，术后中位住院时间
１２

ｄ，术后死亡２例。术后感染３例经处理后好转。中位拆线时间为术后１３ ｄ，５３％创口达１级甲愈

合。全组中位随访１８３ ｄ，＞３级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０％，其中最常见为血液系统，其次为腹痛。与术中
放疗相关副反应发生率为ｌ级２８％，２级４％。结论腹部肿瘤患者术中放疗略延长了拆线时间，但
可承受；术中放疗安全性好，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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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术中放疗是手术中对可见肿瘤、瘤床区或易复

况。依据ＣＴＣ３．０标准进行副反应分级。

发转移部位的一次大剂量照射。该技术最早可追溯

结

果

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时因技术限制未能推广。近

１．随访：采用电话和（或）门诊随访，１例因资料

年来，移动式术中加速器的出现使其成为治疗热点，
其靶区定位精确、病灶受量佳、正常组织保护好、治

不全出组，中位随访２４－４６３ ｄ，中位数１８５

疗时间短。欧美已将该技术应用于多种肿瘤的治
疗，且疗效可观…。笔者总结本院采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移
动式术中直线加速器电子线放疗１年多结果，评估

ｄ。

２．术中副反应：３例失血＞５００ ｍｌ，胰腺癌、宫颈
癌、肉瘤各１例；术中低血压和血氧饱和度下降各
１例；无术中死亡。
３．术后贫血：术后住院期间新发贫血１５例，ｌ、

其安全性和急性副反应。

２、３级分别为１１、３、ｌ例，中位发生时间为术后第３
材料与方法

天。

１．一般临床资料：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４日至２００９年８

４．术后感染：下咽癌、肾癌和胰腺癌各１例。感

月４日行术中电子线放疗的５２例腹部肿瘤患者均

染的部位依次为颈部和咽部创口、呼吸道、腹部软组

获病理证实。入组病例经外科与放疗科会诊，认为

织。病原体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并阴沟肠杆菌、洋葱

患者能耐受术中放疗且可获益。２２例合并其他疾

伯克霍尔德菌、大肠埃希菌。

病，其中高血压７例，冠心病２例，糖尿病６例，（其

５．术后住院：中位住院时间１２ ｄ（４～７６ ｄ），其

中１例高血压合并冠心病，２例高血压合并糖尿

中乳腺癌６ ｄ（４～８ ｄ），宫颈癌２６ ｄ（１５～２９ ｄ），卵

病），腔隙性脑梗塞ｌ例，胆囊结石ｌ例，胆囊息肉

巢癌１２ ｄ（９～１６ ｄ），胰腺癌１４ ｄ（９—７６ ｄ），肉瘤

１例，甲亢ｌ例，慢性胃炎ｌ例，慢性乙肝ｌ例，结节

１３

性甲状腺肿ｌ例，缺铁性贫血ｌ例，心律不齐ｌ例，

和消化道出血。

ｄ（８—２３ ｄ）。２例院内死亡，死因分别为肺栓塞

膀胱移形细胞癌ｌ例，均非手术禁忌证。５２例患者

６．拆线时间与创口愈合：除ｌ例至随访日未拆

中男１８例，女３４例，年龄２５～７８岁，中位数５ｌ岁。

线及４例可吸收缝合外，其余中位拆线时间术后１３

乳腺癌１４例，胰腺癌１９例，宫颈癌３例，卵巢癌

ｄ（５～１８０ ｄ），其中乳腺癌１５ ｄ（９～１８０ ｄ），胰腺癌

４例，子宫内膜癌ｌ例，肉瘤６例，其他肿瘤６种各

１３

ｌ例（直肠癌、下咽癌、肾癌等）。初治者３７例，复发

重新缝合。ｌ级甲、２级甲、３级甲、２级丙愈合分别

者１５例。初治者临床分期Ｉ、Ⅱ、Ⅲ、Ⅳ期分别为

占５２％（２７例）、３９％（２０例）、６％（３例）、２％

７、７、１９、３例，１例不详。根治术２９例，姑息切除

（１例）。

４例，探查术１９例。
２．术中放疗方法：Ｍｏｂｅｔｒｏｎｌ０００移动式术中电
子线直线加速器置于手术室并经严格消毒。术中放

ｄ（８～３８ ｄ），软组织肉瘤２１ ｄ（１４－９６ ｄ）。２例

７．内科疾病：术后内科疾病加重６例，血糖升高
４例，房颤１例；窦性心动过速２例。３级腹泻１例。
肺栓塞和消化道出血各１例。

疗在病理诊断为恶性肿瘤后实施，据病种、期别及是

８．急性副反应：总副反应发生率中血液学变化

否联合体外照射决定照射剂量９～１８ Ｇｙ，其中乳腺

为４７％（２４例）、腹痛为２８％（１４例）、放射性皮炎

癌９～１５ Ｇｙ，胰腺癌１０一１５ Ｇｙ，卵巢癌１３．５～１８．０

为２４％（１２例）、恶心呕吐为２４％（１２例），＞３级副

Ｇｙ，宫颈癌１０—１５ Ｇｙ，肉瘤１０～１８ Ｇｙ。照射范围

反应中血液学变化５例、腹痛３例、恶心呕吐２例、

一般为瘤床区外扩ｌ～２ ｅｍ，据此选择合适限光筒

腹泻ｌ例、关节功能障碍１例、消化道出血１例、肺

（直径３—１０ ｅｍ），铅版遮挡或缝合线牵拉正常组织

栓塞１例。乳腺癌的副反应中放射性皮炎１０例、消

于射野外。除２例肉瘤因范围及邻近关系特殊行多

化道反应６例、血液学变化６例、局部纤维化４例、

野或多次照射外，余均行单野单次照射。另外２９例

上肢水肿４例、干咳３例、食欲下降ｌ例。妇科肿瘤

经综合会诊后进行了辅助治疗。

的副反应中放射性皮炎ｌ例、血液学变化８例、腹痛

３．观察指标：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中和

２例、排尿困难１例、便秘１例。胰腺癌的副反应中

住院期间副反应、术后感染、创口愈合时间、术后６

腹痛１０例、血液学变化８例、恶心呕吐８例、食欲下

个月内急性皮肤反应、血液学变化及原有内科疾病

降６例、腹泻ｌ例、便秘１例、消化道出血ｌ例、肺栓

是否加重，乳腺癌还观察美容效果和呼吸系症状，腹

塞１例。四肢软组织肉瘤的副反应中放射性皮炎

盆肿瘤观察消化、泌尿系症状，四肢肿瘤观察关节情

１例、血液学变化２例、疼痛２例、关节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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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例。术中放疗相关不良事件１级２８％，２级４％，

拆线，但未出现严重感染或美容效果下降），妇科肿

其余副反应因同时存在病变进展或其他辅助治疗而

瘤延长了２ ｄ，胰腺癌延长了４ ｄ，其余病例延长９

无法确切归因。

ｄ

（肉瘤中１例左臀左大腿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至随
讨

访日未拆线，考虑与其手术创面大相关）。肿瘤患

论

者因一般状况相对差，拆线时间要更长。术中放疗
术中直线加速器电子线放疗是近年开展的新技
术，其对手术愈合有无影响以及自身副反应如何，一

拆线时间有所延长，考虑术中放疗后局部皮肤自然
贴合于接受照射的瘤床区基底部，影响了创面愈合，

直是关注的内容。（１）术中副反应：Ｙｏｏｎ等¨ｏ报道

特别是在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者。（６）其他急性副

Ｗｉｐｐｌｅ术大出血为４．５％。Ｃｉａｎｃｉｏ等旧１报道胰腺

反应：大多数相关报道将严重副反应定义为影响手

脾切除术中中位失血９７３ ｍｌ。Ｃａｃｅｒｅｓ等Ｈ１报道复

术进程和（或）影响患者生命情况Ｌ９。１ ０｜。本组中无影

发盆部肿瘤１４例，７例术中放疗，中位失血９００

响手术进程情况，术后２例死亡原因分别为肺栓塞

ｍｌ。

本组中胰腺癌仅１例胰体尾联合脾切除者术中失血

和消化道出血。

较多为７００ ｍｌ，盆腔肿瘤仅ｌ例宫颈癌盆腔复发出

另外，与术中放疗有无关联的副反应必须加以

血较多为８００ ｍｌ，出血量未超出既往单纯手术报道。

解释。Ｌｅｍａｎｓｋｉ等¨ｕ分析３０例不可切除胰腺癌，

ｌ例股骨肉瘤失血６００ ｍｌ，考虑缘于肿瘤与大血管

予术中放疗及同步放化疗，３—４级副反应为５０％，

关系密切、创伤大。本组３例大出血，术中放疗过程

但大多与术中放疗无关。Ｍｏｈｉｕｄｄｉｎ等¨２１统计

中均无特殊的失血创伤；术中血氧饱和度或血压下

５９例不可切胰腺癌，术中放疗联合术前化疗和术后

降者各１例，考虑与原有合并的心血管疾病及手术

放化疗急性３—４级副反应为１４％，胃肠道反应为

相关，但均未影响手术进程。（２）术后贫血：患者体

主。Ｓｈｉｍｉｚｕ等旧１报道胰腺癌或胆管癌４５例，术中

质、肿瘤本身、治疗方式等均可致贫血。本组显示术

放疗３０—３５ Ｇｙ，其中３例合并消化道出血，但是该

后住院期间新发贫血１５例，至随访日上述病例血红

研究采用剂量偏高。本组１例探查术后第１０天出

蛋白均回升至正常范围内。由于欠缺单纯手术的相

现了肺栓塞，家属放弃抢救而死亡，考虑与术中放疗

关数据，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整体看来未影响

不相关。结合照射范围和剂量，４例１级血液学毒

手术进程。（３）术后感染：张延霞等口’分析９５００例

性，２例２级血液学毒性，１例２级食欲下降与术中放

手术者，３．５５％切口感染，头颈部最高达９．３７％，但

疗确切相关。Ｄｏｂｅｌｂｏｗｅｒ等¨纠报道７２例早期乳腺

是该研究中大多数病例为良性病变。Ｄｏｕｇｌａｓ等∞１

癌术中放疗，手术时间延长３０ ｒａｉｎ，无相关副反应。

报道５１例胰腺癌术中放疗，９．８％手术创口严重感

Ｆｏｒｔｕｎｎａ等¨４１的７０例乳腺癌随机研究显示术中电

染。而本研究术后感染３例（感染率为５．８％），胰

子线照射延长手术时间１０—１５ ｒａｉｎ。目前暂无本院

腺癌的术后创口感染率为５．３％。无论是整体还是

单独手术的确切数据，但自麻醉安全性，设备周转率

单病种分析，术后感染比例均未增加。（４）手术及

方面看。本研究中乳腺癌的数据在可以接受范围

住院时间：Ｔｉｍｏｔｈｙ等【７１报道１４例胰腺癌术中放疗，

内。Ｄｏｂｅｌｂｏｗｅｒ等¨纠报道７２例，８例切除部位出现

中位手术时间８．５ ｈ，术后肠外营养时间１２．５ ｄ，住

微小纤维化。Ｆｏｒｔｕｎｎａ等¨４０随机研究７０例乳腺癌，

院时间２６．５ ｄ；上述指标在单纯手术为６

ｄ和

均无严重早晚期副反应，术中放疗组美容优．良

ｄ。Ｄｏｕｇｌａｓ等∞１分析５１例胰腺癌术中放疗，手

８０％，略高于对照组。Ｆｕｒｕｓｅ等¨纠分析５０例早期

术平均时间９ ｈ，术后平均住院时间２０ ｄ。本研究中

乳腺癌，术中放疗１０ Ｇｙ联合外照射５０ Ｇｙ，中位随

胰腺癌１９例，中位手术时间１８０ ｍｉｎ，术后住院中位

访９．１年，６例２级晚期黏膜纤维化，所有患者的美

时间１４ ｄ，术后肠外营养中位时间５ ｄ，均小于报道

容效果均为优或良。本组１４例乳腺癌中１３例联合

１８

ｈ，９．５

的数据。考虑本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胰腺癌仅行活检

术后放化疗，整体副反应发生率３级为７％。与术

术，采用移动式术中放疗专用电子线直线加速器，节

中放疗相关副反应为ｌ级放射性皮炎１例，１级乳

省了患者搬运的时间。（５）创口愈合：外科手术后

腺纤维化４例，无３级以上发生，与现有报道一致。

拆线时间，胸部、上腹部一般７—９ ｄ，下腹部会阴部

本研究中所有病例美容效果均为优良，显示了术中

ｄ，四肢１０—１２ ｄ，关节及附近１４ ｄ哺Ｊ。本组需

放疗的美容潜力。Ｔｒａｎ等¨６Ｉ总结肉瘤术中放疗

拆线的病例中，中位拆线时间１３ ｄ；参照外科学通用

５０例，相关３—４级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０％。

标准乳腺癌延长了６ ｄ（１例乳腺癌术后１８０ ｄ完全

Ｓｅｈｗａｒｚｂａｃｈ等【１７１入组５０例四肢肉瘤，行术中放疗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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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外照射，３２％出现急性副反应，包括感染、皮肤

［４］

Ｃａｃｅｒｅｓ Ａ，Ｍｏｕｒｔｏｎ
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８ ｆｏｒ

坏死和出血。本研究四肢软组织肉瘤６例，３级

ＳＭ，Ｂｏｃｈｎｅｒ

ａ１．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ｅ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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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例。３级血液学变换ｌ例，考虑术中失血导致；３

［５］

级关节功能障碍１例，该病例行根治术，考虑与手术

［６］

１４４．

张延霞，贾佐庭，袁康．９５００例手术切口愈合情况调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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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术中放疗相关副反应为１级血液学变化
ｌ例，无３级以上发生。上述６例中５例有不同位置

·４５１·

５４－６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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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受侵，完全切除创伤大，患者生活质量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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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局部切除手术＋术中放疗后患者无复发，四肢
活动可，显示术中放疗有助于保证患者生活质量。
Ｆｅｒｅｎｓｃｈｉｌｄ等¨副报道６９例局部晚期或复发的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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