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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术后即刻和延迟重建术对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红梅1,龚摇 伟2,王摇 兰2,肖蓝奇1

[摘要]目的:探讨即刻乳房重建术与延期重建术对于乳腺癌病人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性手术治疗

的 80 例病人随机分为 2 组。 采取乳癌术后自体组织行即刻乳房重建术者列为即刻组,术后半年至 1 年采取自体组织行乳房

重建者列为延迟组,比较 2 组病人术后对于乳房满意度、术后生活质量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差异。 结果:2 组对于重建乳

房外形满意度、对称满意度、总体满意度、瘢痕满意度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即刻组在躯体因子、精神因子、心
理因子、社会支持内容比较中均显著优于延迟组(P < 0. 01)。 2 组病人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乳腺癌术后病人若行重建手术,可考虑首选即刻乳房重建,病人术后生活质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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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mmediate and delayed reconstruction on quality
of life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LIU Hong鄄mei1,GONG Wei2,WANG Lan2,XIAO Lan鄄qi1

(1. Operation Room,2. Department of Oncology,Xiangyang Central Hospital,Xiangyang Hubei 441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mmediate breast reconstruction(IBR) and delayed breast reconstruction(DBR) on
the postoperativ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Methods:Eighty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cal surgery for breast canc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immediate group and delayed group. The immediate group and delayed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elf鄄organized
breast reconstruction after operation and after 5 to 12 months,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stoperative breast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s of breast shape,symmetry,overall and scar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 The somatic factor,psychotic factor,psychological
factor and social support content in immediat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delayed group(P < 0. 01). The difference of
the total incidence ra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immediate breast reconstruction should be preferred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breast conserving surgery, and the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of which is better.
[Key words] breast conserving surgery;breast reconstruction;quality of life

摇 摇 乳腺癌属于女性常见恶性肿瘤,发病率在逐年

上升,疾病也呈现出年轻化特点,传统的乳房切除尤

其是对于年轻女性来说,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

上都是沉重的打击[1]。 如今更多的乳腺癌病人选

择保乳术治疗,期望在根治肿瘤的同时,尽可能地保

留甚至是恢复原有的乳房形态[2]。 研究[3] 表明,传
统的乳癌根治术、改良根治术及保乳手术,病人远期

生存情况及复发情况未见明显差异。 这也使得越来

越多的病人改善了原来对于乳腺癌的恐惧心理,选
择保乳手术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不再一味地追求根

治性手术。 目前乳房再造术主要包括即刻乳房再造

和延期乳房再造。 本研究就 2 种乳房再造术对于病

人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0 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

来我院分别行即刻或延期乳房再造手术的病人,各
40 例,所有病人均有强烈的再造乳房需求。 采取乳

腺癌改良根治术术后自体组织行即刻乳房重建术者

列为即刻组,术后半年至 1 年采取自体组织行乳房

重建者列为延迟组。 即刻组年龄 27 ~ 58 岁;体质量

(56. 7 依 6. 6) kg;临床玉期乳腺癌病人 25 例,域期

15 例;浸润性导管癌 33 例,导管原位癌 4 例,浸润

性小叶癌 2 例,髓样癌 1 例;肿瘤数量(1. 3 依 0. 3)
个,肿瘤直径 (1. 5 依 0. 3) cm。 延迟组年龄 26 ~
59 岁;体质量(56. 9 依 6. 5)kg;临床玉期乳腺癌病人

26 例,域期 14 例;浸润性导管癌 32 例,导管原位癌

3 例,浸润性小叶癌 3 例,髓样癌 2 例;肿瘤数量

(1. 2 依 0. 3)个,肿瘤直径为(1. 6 依 0. 2)cm。 2 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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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年龄、病理类型、肿瘤分期、肿瘤数目、直径等方

面均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的批准。
纳入标准[4]:(1)病人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且

依从性良好,能主动配合医护工作;(2)均为单侧乳

腺癌(术后病理证实分期为 0 ~ 域期乳腺癌),乳腺

肿瘤未侵及乳头、乳晕,且距乳头 3. 0 cm 以上;(3)
18 岁臆年龄臆60 岁;(4)病人具有强烈的乳房再造

要求,且无即刻乳房重建术与延期重建术的禁忌证。
排除标准[5]:(1)术后辅助检查发现其他部位

有肿瘤者;(2)合并精神、意识障碍者;(3)瘢痕体质

者;(4)晚期需要行大量放化疗者;(5)资料不全者。
1. 2摇 方法摇 所有病人均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病人

取平卧位,麻醉满意后,常规消毒铺巾,完整切除乳

腺肿块,送术中病理,报告提示:乳腺恶性肿瘤。 诊

断明确,并再次与家人沟通后确定行乳腺癌改良根

治术,具体术式如下:仰卧位,患侧肢体外展,适当垫

高患侧肩背部,麻醉满意后,常规消毒铺巾。 距肿块

边缘 5 cm 左右做横梭形切口,切开皮肤,游离皮肤

与浅筋膜,确保皮瓣薄厚均匀,上至锁骨下,下至腹

直肌第一腱划,内至胸骨中线,外至背阔肌前缘。 切

除乳腺及周围脂肪组织,包括肌间淋巴结,保留胸

大、小肌。 清扫腋窝淋巴结,保留胸长神经及胸背神

经。 标本切除后,分别于胸骨旁和腋窝下各放置引

流管一根接负压引流球,缝合切口,局部纱布垫加

压,胸带固定。
即刻组:采用自体组织进行即刻乳房重建。 具

体手术方式为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横行腹直肌肌皮

瓣 ( transverse rectus abdominal myocutaneous flap,
TRAM)即刻乳房再造术。 (1)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操

作同上。 (2)术前设计皮瓣区域,脐上 1. 0 cm 至阴

阜上,两侧位于髂前上棘内。 切取 TRAM 皮瓣,上
下距离以能够直接缝合为标准,由腹直肌前鞘向上

游离,越过肋弓边缘,向胸部皮下做隧道。 游离皮瓣

时注意找寻腹壁下动静脉,确保皮瓣的血供良好。
术中尽可能少地将腹直肌带入皮瓣,避免术后发生

疝气,向上分离腹直肌时,应再次确认腹壁上动静脉

位于皮瓣内。 将皮瓣通过隧道移植至前胸部固定,
并在脐部开口,建立新的肚脐,缝合腹部切口。 (3)
乳房塑形,与对侧乳房下皱壁处固定皮瓣在胸部组

织上,形成新的乳房下皱襞,仔细修剪,并缝合切口。
(4)术后 2 周内行乳头、乳晕再造术。

延迟组:待患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术后半年至

1 年后,采用自体组织行乳房重建。 自体组织乳房

重建同样选取 TRAM。 2 组手术均由我科室同一手

术组成员完成。
1. 3摇 观察指标摇 比较 2 组病人术后对于乳房满意

度[5] (外形满意度、对称满意度、瘢痕满意度、总体

满意度),术后生活质量(躯体因子、精神因子、心理

因子、社会支持)及术后并发症(皮下血肿、皮下积

液、切口愈合不佳、皮瓣血运障碍) 发生情况的

差异。
选择美国 Hope City 编制的乳腺癌病人生存质

量评定量表[6]作为工具,主要包括 4 个因子:躯体、
心理、社会支持和精神因子,共 46 个项目。 得分越

高,生存质量越高。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2 组病人术后重建乳房状态满意度的比较摇
即刻组和延迟组对于重建乳房外形满意度、对称满

意度、瘢痕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见表 1)。

摇 表 1摇 2 组病人术后重建乳房状态满意度比较[n;百分率

(% )]

分组 n
外形

满意度

对称

满意度

瘢痕

满意度

总体

满意度

即刻组 40 36(90. 0) 35(87. 5) 32(80. 0) 35(87. 5)
延迟组 40 32(80. 0) 30(75. 0) 32(80. 0) 31(77. 5)

字2 — 1. 57 2. 05 0. 00 1. 39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2. 2摇 2 组病人术后生活质量的比较摇 即刻组在躯

体因子、精神因子、心理因子、社会支持方面得分均

显著高于延迟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术后生活质量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躯体因子 精神因子 心理因子 社会支持

即刻组 40 85. 3 依 6. 4 87. 5 依 5. 3 91. 1 依 4. 2 89. 1 依 3. 3
延迟组 40 71. 2 依 5. 7 75. 3 依 3. 7 71. 6 依 3. 9 73. 2 依 3. 8

t — 10. 41 11. 94吟 21. 52 19. 98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吟示 t忆值

2. 3摇 2 组病人术后并发症比较摇 2 组病人术后均发

生不同程度的并发症,2 组总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见表 3)。

3摇 讨论

3. 1摇 即刻乳房重建术与延期重建术对于病人术后

的影响摇 随着医学水平的快速发展,乳癌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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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2 组病人并发症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皮下

血肿

皮下

积液

切口

愈合不佳

皮瓣

血运障碍

总发生率 /
%

字2 P

即刻组 40 2(5. 0) 2(5. 0) 2(5. 0) 1(2. 5) 7(17. 5)

延迟组 40 1(2. 5) 3(7. 5) 2(5. 0) 2(5. 0) 8(20. 0) 0. 08 > 0. 05

合计 80 3(3. 8) 5(6. 3) 4(5. 0) 3(3. 8) 15(18. 8)

的不断完善,乳癌手术也逐渐由传统的乳房全切根

治性手术逐渐转变为保乳手术,甚至是全乳放疗,其
术后生存率与乳癌根治术无明显差异。 有报道[7]

指出:乳癌术后病人行乳房再造,病人总生存率反而

升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病人自信心得到极大地

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本次研究结

果显示,2 组对于重建乳房外形满意度、对称满意

度、总体满意度、瘢痕满意度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即刻组在躯体因子、精神因子、心理因子、社会支

持内容比较中均显著优于延迟组;2 组病人术后并

发症总发生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3. 2摇 即刻乳房重建的重要性摇 近年来,我国保乳的

病人有增加的趋势,乳腺全切的比例在逐步减少,预
防性乳房切除和乳房再造的比例显著提升,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乳房再造对于乳癌病人术后的重要

性[8]。 目前各种手术方式对于病人的生存率无明

显影响,因此在保证病人长期生存的情况下,改善病

人术后生活质量是临床上更为关注的重点[9]。 王

学晶等[10]指出:对于肿瘤病人来说,术后生活质量

将会成为其重要的疗效评估指标。 乳癌术后病人越

早行乳房重建,病人生活质量就越早得到改善,不仅

在生活上对于病人精神和心理都有极大的促进,同
时对于病人在社会支持方面也与常人无异。 石国建

等[11]报道指出:对于老年乳癌病人来说,早期行乳

房重建也能够使病人在术后生活质量上获益。 基于

以上种种因素,我们发现术后给予乳癌病人再造一

个外形逼真、手感良好、与对侧无异的乳房,对于乳

腺术后病人来说尤为重要。 术后行乳房重建,能够

保留病人乳房外观,减轻病人躯体的不适症状,有助

于减少病人的身心痛苦和提高病人的社会适应能

力[12]。
3. 3摇 手术体会摇 本次结果表明,乳癌术后病人若行

重建治疗,可考虑首选即刻乳房重建,病人术后生活

质量更好,更容易被病人接受。 由于乳腺癌改良根

治术术后,患侧胸壁会存在巨大缺损,此时通过游离

腹直肌皮瓣进行修复,不仅能够使得重建的乳房获

得满意的丰满度,较好的质感和手感,同时通过手术

还可以去除病人腹部多余的脂肪,具有一定的减肥

效果。 笔者通过术后观察,发现即刻再造的优势还

包括以下几点:(1)乳房切除与重建均一次性完成;
(2)术中可根据再造组织的需求量进行评估,充分

利用乳房皮肤进行修建,塑形效果好;(3)术后病人

即可完成乳房重建,对于病人心理、精神上不会造成

严重打击;(4)术后重建的乳房对于胸部也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有助于改善患肢功能,减少并发症;
(5)不影响病人术后规范的放化疗[13 - 16]。 对于乳

癌术后的病人来说,采取即刻乳房再造,病人术后生

活质量显著提高,且术后并发症并无明显差异。 但

对于需要接受大剂量放化疗的病人来说,可待病人

病情稳定后,选择最为恰当的时机,考虑行延迟乳房

再造术,也是较为安全的选择之一[17]。
3. 4摇 不足之处及展望摇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行乳房

即刻再造,对于病人来说,在躯体因子、精神因子、心
理因子、社会支持内容比较中均显著优于延迟再造

组,满意度与延迟组并无明显差异,考虑与样本数量

较少有关,今后研究时应进一步扩大试验样本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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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对腹部手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

蒲摇 琳,印义琼,文摇 曰

[摘要]目的:探讨电针是否能够促进腹部手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 方法:选取 62 例行开腹手术治疗的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电针组,每组 31 例。 对照组按照加速康复外科(ERAS)模式给予常规围手术期护理,电针组在常规 ERAS 模式围手术期护

理的基础上,术后每天 1 次、连续 5 d 进行电针刺激穴位。 观察术后病人肠鸣音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排便时间、术后腹胀情况

及术后住院时间。 结果:在肠鸣音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时间、首次排便时间方面,电针组均短于对照组(P < 0. 01),在术后住院

时间方面 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术后第 3 天 2 组腹胀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术后第 5 天电针组腹

胀情况优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电针干预可缩短腹部手术术后病人首次排气排便时间,改善术后腹痛、腹胀、胃肠反应,
减轻病人术后不适。 采用电针干预对术后胃肠功能康复能起到明显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加速康复外科;腹部手术;电针;胃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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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the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after abdominal operation: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PU Lin,YIN Yi鄄qiong,WEN Yue
(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after abdominal operation.
Methods:Sixty鄄two patients treated with abdominal oper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 31cases each group ). The control group was nursed with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 ERAS) program, and the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was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ating acupoints once a day for five days on the basis of
ERAS protocol. The bowel sound recovery time,first exhaust,defecation time,postoperative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The bowel sound recovery time,first exhaust and defecation time in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abdominal distention
after 3 days of operation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wo groups ( P > 0. 05 ). The abdominal distention in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after 5 days of operation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Electroacupuncture
can shorten the first postoperative flatus and defecation time, improve the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pain,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and relieve postoperative discomfort of patients. The electroacupuncture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abdominal surgery;electroacupuncture;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摇 摇 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采取一系列有循证医学证据的优化的围手术

期处理措施,目的是减少病人手术创伤应激,促进病

人快速康复[1 - 2]。 促进胃肠道功能快速恢复是

ERAS 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采取的系列措施如术后

早期活动、减少使用阿片类镇痛药物、早期进食均能

够促进肠功能恢复。 近年来,针灸治疗对促进术后

胃肠功能恢复的作用逐渐受到人们重视,已有研

究[3] 初步表明针灸有助于改善术后肠麻痹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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