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腔镜下早期乳腺癌保乳和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的应用效果观察

周锐, 李煊赫, 马小开, 王岩岩, 张超, 姚廷敬

引用本文:
周锐, 李煊赫, 马小开, 等. 腔镜下早期乳腺癌保乳和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的应用效果观察[J]. 蚌埠医学
院学报, 2021, 46(7): 870-872,877.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7.008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术中分子诊断的临床价值

Clinical value of the intraoperative molecular diagnosis of sentinel lymph nodes in breast cancer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42(8): 1051-1053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08.012

不同手术入路对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肿瘤控制效果及安全性的影响研究

Effect of different surgical approaches on tumor control and safety after modified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1, 46(3): 320-324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3.011

免充气经腋窝入路腔镜下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手术疗效评价

Effect evaluation of endoscopic surgery for 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 through axillary approach
without inflation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1, 46(6): 722-725,730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6.005

纳米碳示踪前哨淋巴结检测技术在腹腔镜下早期子宫内膜癌手术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value of nano carbon tracing sentinel lymph node detection technique in laparoscopic surgery of
early endometrial cancer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6): 735-738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6.009

经腋窝入路免充气全腔镜甲状腺癌根治术和开放甲状腺癌根治术疗效对比

Comparison of the curative effects between transaxillary approach non-inflatable total cavity endoscopy and
open radical thyroidectomy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1, 46(2): 173-175,178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2.009

https://xuebao.bbmc.edu.cn/
https://xuebao.bbmc.edu.cn/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7.008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08.012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3.011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6.005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6.009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2.009


[收稿日期] 2021 - 01 - 12摇 [修回日期]2021 - 05 - 31
[基金项目] 蚌埠医学院科技发展基金项目(BYKF1870);安徽省蚌

埠市科技创新指导类项目(20180302)
[作者单位]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外科,安徽 蚌埠 233004
[作者简介] 周摇 锐(1981 - ),男,副主任医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21)07鄄0870鄄04 ·临床医学·

腔镜下早期乳腺癌保乳和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的应用效果观察

周摇 锐,李煊赫,马小开,王岩岩,张摇 超,姚廷敬

[摘要]目的:探讨腔镜经腋窝小切口行早期乳腺癌保乳和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的临床价值及效果。 方法:103 例早期乳腺癌病

人根据手术方法分为腔镜组(41 例)和传统开放组(62 例),比较 2 组前哨淋巴结检出数量及检出率、围手术期指标、乳房外观

满意度、术后并发症等情况。 结果:103 例病人均成功完成手术,腔镜组无中转开放病例,成功率 100% ;2 组前哨淋巴结检出

数量及检出率、围手术期指标、术后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腔镜组术后乳房外观满意度为 100. 0% ,明显

高于传统开放组的 83. 87% (P < 0. 05);随访 6 ~ 11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8. 5 个月,2 组病人上肢活动良好,无局部复发或远

处转移病例。 结论:腔镜经腋窝小切口行保乳和前哨淋巴结活检术治疗早期乳腺癌与传统开放手术疗效相当,且手术切口隐

蔽、乳房美容效果更好、生存质量更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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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breast鄄conserving and 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 under laparoscopy in early breast cancer

ZHOU Rui,LI Xuan鄄he,MA Xiao鄄kai,WANG Yan鄄yan,ZHANG Chao,YAO Ting鄄jing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endoscopic small axillary incision for breast鄄conserving and
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 under laparoscopy in early breast cancer.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hree patients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
were divided into the endoscopic group(n = 41) and traditional open group(n = 62) according to the surgical methods. The number and
detection rate of sentinel lymph nodes, perioperative indexes, breast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perations of all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No transfer case was found in
endoscopic group,and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endoscopic group was 100% . The differences of the number and detection rate of sentinel
lymph nodes,perioperative indexes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postoperative breast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of the endoscopic group was 100. 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open group(83. 87% )(P < 0. 05). Two groups were followed for 6 to 11 months,and the median follow鄄up time was 8. 5 months. No
transfer case was found in endoscopic group. The upper limb movement were good, and there was no local recurrence or distant
metastasis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s: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endoscopic small axillary incision for breast conserving combined with
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 in treating early breast cancer is similar to that of traditional open surgery. In addition,the surgical incision
is concealed,the cosmetic effect of breast is better,the quality of life is higher,and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entinel lymph node;breast鄄conserving surgery;laparoscopy

摇 摇 乳腺癌是最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 全球肿瘤流

行病学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新增女性癌症病

人大约有 860 万,其中有 24. 2% 为乳腺癌;因为癌

症死亡的女性有 420 万,其中乳腺癌病人占据

15% [1]。 目前早期乳腺癌的治疗还是强调以手术

为主的综合治疗,传统开放的保乳手术 ( breast鄄
conserving surgery,BCS)和前哨淋巴结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已比较成熟,在各级医院

都陆续开展,但在腔镜下同时行此两种术式的报道

不多。 我院开展的 103 例,其中通过经腋窝小切口

腔镜下手术 41 例,传统开放手术 62 例,效果良好,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本研究入组的为我科 2020 年 1 -
5 月的早期(玉、域期)乳腺癌病人,共 103 例,均为

女性,年龄 31 ~ 65 岁。 所有病人术前未进行新辅助

治疗。 按病人意愿分腔镜组和传统开放组。 腔镜

组:经腋窝小切口腔镜下行 BCS 和 SLNB 41 例,年
龄 32 ~ 62 岁,中位年龄 46 岁,玉期 13 例,域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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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传统开放组:行开放性 BCS 和 SLNB 62 例,年
龄 31 ~ 65 岁,中位年龄 48. 5 岁,玉期 21 例,域期 41
例。 2 组一般资料有可比性。
1. 2摇 入选与排除标准摇 入选标准:(1)病人有保乳

意愿,符合 BCS 指征;(2)临床体检未发现腋窝存在

明显肿大淋巴结,术前彩超检查也未提示腋窝有异

常淋巴结,符合 SLNB 指征;(3)术前都经空芯针穿

刺活检证实为浸润性癌;(4)病灶位于上或外象限

(右乳 9 点 ~ 1 点,左乳 11 点 ~ 3 点),病灶最大长

径臆3 cm,距乳头边缘逸3 cm;(5)乳腺 MRI 提示肿

瘤距皮肤距离 > 0. 5 cm;(6)所有病人签署手术知

情同意书,愿意行保乳及前哨淋巴结活检;(7)既往

无乳腺恶性肿瘤手术史;(8)既往无腋窝手术治疗

史;(9)既往无胸壁放疗史。
排除标准:(1) 严重心、肺、肝和 /或肾功能异

常; (2)合并不稳定心绞痛、严重心律失常、心肌梗

死、肺气肿等严重内科疾病;(3)免疫抑制剂长期治

疗者;(4)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5)SLNB 术中冷冻

和 /或术后常规病理为阳性,后续需行腋窝淋巴结清

扫者。 所有入组病例均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 3摇 方法摇
1. 3. 1摇 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SLN)探测

方法摇 2 组病人均采用亚甲蓝单染法探测 SLN。 注

射方法:乳晕周围四点皮下注射亚甲蓝共约 2 mL,
局部按摩 1 min,10 ~ 15 min 后通过腋窝切口行

SLNB。
1. 3. 2摇 手术方式摇 所有病人先行 SLNB,再行 BCS
(乳房肿块局部扩大切除术)。 2 组手术医生相同,
麻醉方式和手术体位相同,腔镜组取腋窝小切口,长
3 ~ 4 cm,传统开放组腋窝和肿块表面各取一切口。
具体手术方法如下。 腔镜组:腋窝切口切开皮肤、皮
下组织,借助腔镜的放大作用寻找蓝染的淋巴管和

SLN,将之切除送术中冷冻快速病理检查;然后行

BCS,自腋窝切口向肿瘤方向的皮肤皮下注射肾上

腺素 0. 9%氯化钠溶液适量,注射范围按照术前标

记(稍大于切除范围),用刀片游离皮瓣,插入特制

拉钩牵拉起皮肤建立腔镜操作空间,行肿瘤局部扩

大切除术,送术中冷冻保证上、下、内、外、基底及皮

肤 6 个切缘无癌残存,蒸馏水冲洗创面,放置1 根引

流管。 传统开放组:按照传统方式在腋窝和肿瘤表面

分别取切口切除 SLN 和扩大切除肿瘤,分别放置引流

管。 2 组病人术后均规范进行其他后续治疗。
1. 4摇 观察指标摇 (1)比较 2 组病人术中 SLN 的检

出数量和检出率;(2)比较 2 组病人的围手术期情

况,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管留置时

间和住院时间;(3)比较 2 组病人术后 3 个月对乳

房外观的满意度情况,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
般和不满意 4 个等级,满意度 = 非常满意率 +较满

意率。 (4)比较 2 组术后切口感染、切口积液等并

发症发生情况。 (5)随访 6 ~ 11 个月,比较 2 组复

发率及远处转移发生率。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淋巴结检出情况摇 腔镜组 SLN 检出数量和检

出率稍高于传统开放组,但 2 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前哨淋巴结检出数量及检出率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SLN 检出个数 SLN 检出

腔镜组 41 3. 6 依 1. 59 38(92. 7)

传统开放组 62 3. 2 依 1. 43 56(90. 3)

字2 — 1. 33吟 0. 00

P — >0. 05 > 0. 05

摇 摇 吟示 t 值

2. 2摇 2 组手术情况比较摇 腔镜组与传统开放组的

手术时间、术后引流时间、住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 腔镜组术中出血量稍高于传统开

放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手术情况的比较(x 依 s)

分组 n
手术

时间 / min
术中

出血量 / mL
术后引流

时间 / d
住院

时间 / d

腔镜组 41 77. 3 依 28. 56 22. 4 依 7. 18 5. 1 依 2. 56 5. 6 依 2. 89

传统开放组 62 65. 8 依 29. 78 18. 5 依 11. 5 6. 2 依 3. 03 6. 3 依 2. 10

t — 1. 95 1. 93 - 1. 92 1. 34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2. 3摇 乳房外观满意度评价摇 腔镜组病人对乳房外

观的满意率为 100. 0% (41 / 41 ),高于对照组的

83. 87% (52 / 62)(P < 0. 05)(见表 3)。

摇 表 3摇 2 组病人术后 3 个月时对乳房外观满意度比较[n;
百分率(% )]

分组 n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字2 P

腔镜组 41 36(87. 8) 5(12. 2) 0(0. 0) 0(0. 0) 41(100. 0)

传统开放组 62 21(33. 9) 31(50. 0) 10(16. 1) 0(0. 0) 52(83. 9) 5. 60 < 0. 05

合计 103 57(53. 3) 36(35. 0) 10(9. 7) 0(0. 0) 93(90. 3)

2. 4摇 术后并发症摇 传统开放组术后切口感染、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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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液、患肢轻度水肿和患肢前臂麻木等常见并发症

稍多于腔镜组,但 2 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4)。

表 4摇 2 组术后并发症的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切口感染 切口积液
患肢

轻度水肿

患肢

前臂麻木
总发生率

腔镜组 41 0(0. 00) 1(2. 44) 1(2. 44) 1(2. 44) 3(7. 32)

传统开放组 62 2(3. 22) 4(6. 45) 2(3. 22) 3(4. 84) 11(17. 74)

字2 — 0. 19 0. 21 0. 00 0. 01 2. 28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2. 5摇 随访结果 摇 随访 6 ~ 11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为 8. 5 个月,2 组病人患侧上肢活动良好,无局部复

发或远处转移病例。

3摇 讨论

摇 摇 乳腺癌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及生命安

全。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妇女健康体检意识的加强,我国早

期乳腺癌检出率逐年提升。 90%的早期乳腺癌病人

在接受规范治疗后可获得长期生存,但传统乳腺癌

改良根治术将乳房切除,病人承受癌痛、乳房切除的

双重打击,极易增加心理问题,不利于术后身心健康

的恢复,严重影响病人的生存质量。 近 20 年来的国

内外多个研究发现 BCS 联合术后放疗与乳房全切

除术比较,总生存率相当。 但 BCS 却可保留病人的

乳房,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减少不良的情绪发

生,明显改善病人的生存质量,该术式已逐渐成为早

期乳腺癌病人治疗的标准术式之一[2]。
评估乳腺癌病人腋窝淋巴结的状态可以为病人

的诊疗提供重要的价值。 对术前没有发现明显淋巴

结转移的早期乳腺癌病人,行 SLNB 以决定是否需

要行 腋 窝 淋 巴 结 清 扫 术 ( 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是近年来乳腺癌外科治疗的重要

进展。 SLN 阴性的病人可免于 ALND,从而避免过

度治疗,也减少了患侧上肢淋巴水肿、感觉和运动功

能障碍等并发症的发生[3]。 目前对乳腺癌病人行

SLNB 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4]。
玉、域期乳腺癌病人术后长期存活,乳房又是女

性重要的第二性征器官,对女性的意义不言而喻,所
以保乳病人越来越关注如何才能提高保乳术后乳房

的美容效果和更高的生存质量[5]。 传统的开放术

式,乳房表面及腋窝分别会留下一条长 6 ~ 8 cm 和

4 ~ 6 cm 的手术瘢痕,远不能满足病人对胸部美观

的需求[6]。 通过查阅和复习相关文献[7 - 10],在自身

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在早期乳腺癌病人通过腋

窝小切口行腔镜下 BCS 和 SLNB。
本研究结果表明,103 例病人均成功完成手术,

腔镜组无中转改开放手术。 腔镜组和传统开放组都

成功的检出 SLN,检出数量平均 3 枚以上,检出率都

超过 90% ,且腔镜组略高,虽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说明腔镜的放大作用利于寻找蓝染淋巴管和淋巴

结。 腔镜组的手术时间稍长于传统开放组,术中出

血量少于传统开放组,但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术

后引流管留置时间和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组术后常见并发症(切口感染、切口积液、患肢轻

度水肿和患肢前臂麻木)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2 组

术后在随访时间内均无局部复发或转移。 说明只要

严格掌握适应证,腔镜下能很好地完成手术,且手术

时间无明显延长,出血量无明显增多,不延长术后拔

管及出院时间,未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 特别值得

指出的是,腔镜组病人对乳房外观的满意度明显高

于传统开放组(100. 0% vs 83. 87%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通过腔镜技术,只需在腋窝做一个隐蔽且可

被上肢遮挡的小切口,乳房表面无需切口,自然站立

位看不见腋窝瘢痕,明显提高了病人对术后乳房美

容效果的满意度。 腔镜组需注射肾上腺素 0. 9%氯

化钠溶液,游离从腋窝到肿瘤部位的皮瓣,安装腔镜

器械悬吊手术区域表面皮肤,手术技巧要求较高,操
作需更细致,因而稍稍延长了手术时间。

我们开展的此种术式具有良好的乳房美容效

果,但主要适用于位于外上象限的肿瘤直径不超过

3 cm 的玉、域期乳腺癌。 相信随着笔者团队手术技

巧的提高,经验的积累,通过新辅助治疗降期,必要

时在乳晕旁辅助一个小切口,手术适应征应该能扩

大到其他象限肿瘤,但较大肿瘤切除所留下的较大

缺损可能会影响术后乳房的美观,必要时需要辅助

保乳整形技术,这会大大加大手术难度。 笔者团队

准备在后期扩大适应证继续探索,争取使更多病人

获益。 本研究目前随访时间短,我们会继续随访病

人,后期增加无病生存率、总生存率等指标的检测,
这将对临床更有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腔镜经腋窝小切口行 BCS 和 SLNB
治疗早期乳腺癌可保证与传统开放手术相同的根治

作用,病人仅在腋窝有长 3 ~ 4 cm 的小切口(部分病

人因切除穿刺针道在乳房上有一个 1 cm 左右的小

切口),创伤小,切口隐蔽,乳房无痕,美容效果好,
生存质量更高,未增加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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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疗效要低于试验 B 组。 而试验 B 组采用药物洗

竹罐法治疗,所采取的竹罐粗细长短都有所不同不

同,在不同的位置吸附力都不同,且吸附力较普通玻

璃罐而言也大,热力强,治疗范围广泛。 竹罐经过中

药的煎煮,使药物的有效成分充分地释放于水中,同
时煮药温度达到沸水的温度,使药物有效成分存在

于整个治疗过程竹罐内的蒸汽中,使药物可通过皮

肤渗透至体内[20]。 另外,竹子所做成的竹罐有一定

的保温功效,其密闭性也更好。 且竹罐内始终保留

一定温度,不仅可以使局部的毛细血管充分扩张,同
时也可以使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始终都在使药物在

罐内吸收,因此使药物渗透作用更佳[21]。
综上所述,药罐联合中药热敷治疗可减轻气滞

血瘀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病人的疼痛程度,改善肢体

活动,缓解中医症状,强化临床疗效,但本研究仍存

在未对中药热敷的具体机制进行有效研究,未对该

治疗方式的远期复发情况进行探索等不足之处,仍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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