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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实施腋筋膜肿胀法
清扫淋巴结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张浩永，章宏欣
新昌县人民医院肿瘤外科，浙江 新昌 312500

［摘要］ 目的：观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实施腋筋膜肿胀法清扫淋巴结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将 200 例拟行改良根治
术治疗的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各 100 例，观察组实施腋筋膜肿胀法清扫淋巴结，对照组实施标准清扫法清扫淋巴结，比较 2
种方法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近期效果总有效率为 94.0%，对照组为 85.0%，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等均短于对照组，观察组出血量少于对照组，2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观察组患侧上肢淋巴水肿、胸壁及上肢感觉异常、淋巴漏等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P ＜
0.05）；2 组局部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腋筋膜肿胀法清扫淋巴结能提高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治疗效果，
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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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pplication of Membrane Swelling Method on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for Lymphadenectomy in Modified Radical Mastectomy Patients
ZHANG Haoyong，ZHANG Hongxin
Abs tract：Objective ：To obs erve the effect of application of m em brane s w elling m ethod on pos toperative com plications
for lym phadenectom y in m odified radical m as tectom y patients . Methods ：Selected 200 m odified radical m as tectom y patients ，
and divided them into tw o groups w ith 100 cas es in each random ly. The obs ervation group received m em brane s w elling
m ethod for lym phadenectom y，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 tandard lym phadenectom y m ethod. Obs erved and analyzed
incidence of pos toperative com plications . Res ults ：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s hort- term outcom e w as 94.0% in the
obs ervation group and w as 85.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ing s ignificant (P ＜0.05). Operative tim e and
hos pitalization of the obs ervation group w ere s horter than thos 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blood los s of the obs ervation
group w as les 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ing s ignificant (P ＜0.01). Incidences of upper lim b
lym phedem a，pares thes ia of ches t w all and upper lim b，and lym phorrhagia of the obs ervation group w ere low er than thos 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being s ignificant (P ＜0.0 1， P ＜0.05). There w as no s ignificance in the difference of local
recurrence rate of the tw o groups (P＞0.05). Conclusion：Mem brane s w elling m ethod can im prove curative effect of m odified
radical m as tectom y in lym phadenectom y，and reduce incidence of pos toperative com plications .
Keywords ：Mem brane s w elling m ethod；Lym phadenectom y；Breas t cancer；Com plication；Operative tim e ；Blood los s

乳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现上升趋

切口并发症密切相关[1～2]。标准清扫法清扫淋巴结存在损伤其

势，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手术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对

他组织和影响上肢淋巴回流障碍发生。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是通

于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患者需要进行腋窝淋巴结清扫。研究表

过腋筋膜肿胀技术，将腋窝组织间隙扩宽，提高组织间的分辨

明，乳腺癌根治术后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率与腋窝淋巴结清除和

率，在完成清扫腋窝淋巴结的同时，可以有效结扎淋巴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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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肋间臂神经、腋静脉鞘的完整性。采用腋筋膜肿胀法清扫法

4

可以有效减少术后淋巴结漏、上肢淋巴水肿、胸壁疼痛等并发

4.1

症发生 。本研究对 200 例乳腺癌手术患者腋窝淋巴结清扫分

(2013 版)》 拟定。显效：术后乳腺癌症状完全消失，癌细胞

别采用腋筋膜肿胀法和标准清扫法，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手术治

无转移情况，术后 1 年以上无复发。有效：乳腺癌症状基本

疗效果及术后并发症，结果报道如下。

消除，癌细胞无转移情况，术后 1 年内无复发。无效：术后

[3]

1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疗效标准

参照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

[4]

乳腺癌症状仍然存在，或术后短期内发现癌细胞转移。

临床资料
选取 2012 年 8 月—2014 年 8 月在本院拟行改良根治术

2 组手术治疗近期效果比较

4.2

见表 1。观察组治疗近期效

的乳腺癌患者 200 例，所有患者均经影像学和病理组织诊断

果总有效率 94.0% ，对照组 85.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确诊为乳腺癌。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加。患者年

0.05)。

龄 35～70 岁，平均(45.8±16.7)岁。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各 100 例。观察组年龄 35 ～70 岁，平均(45.2 ±16.3)岁。
对照组年龄 35～72 岁，平均(45.5±16.6)岁。2 组年龄、病情
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2

表1
组

别

1 00

28

对照组
1 00
15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例
总有效率(%)

66

6

94.0①

70

15

85.0

治疗方法
为保证手术治疗的统一性，由微创外科和普外科按照同一

手术标准进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对照组

2.1

腋窝淋巴结清扫按照常规方法进行。全身麻醉，

2 组手术时间、出血量及住院时间比较

4.3

腋静脉中段、肩胛下血管和胸背神经、胸长神经、胸外侧动脉
及腋静脉胸小肌后段、胸大小肌间，逐步完成腋窝淋巴结的清
扫。
观察组

给予实施腋筋膜肿胀法进行淋巴结清扫，主要

步骤包括：①腋筋膜肿胀：使用生理盐水 500 m L，2% 利多
卡因 10 m L，肾上腺素 0.25 m g，配置组织肿胀液，使用注射

见表 2。观察组

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出血量小于对照组，2 组
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经腋窝切口行传统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分别显露肋间臂神经、

2.2

n

观察组

2 组手术治疗近期效果比较
显效
有效
无效

表 2 2 组手术时间、出血量及住院时间比较(x±s)
别
n
手术时间(mi n)
出血量(mL)
住院时间(d)

组

观察组

1 00

90.4±1 5.8

1 28.4±34.6

17.8±2.4

对照组

1 00

1 20.4±20.7

1 44.8±40.1

20.7±3.5

t值

11.520

3.096

6.833

P值

0.000

0.002

0.000

器取 150～200 m L 肿胀液注射入腋窝内，注射完毕后从腋横

4.4

纹肌处切开腋窝壁 2～3 cm ，充分暴露腋筋膜，并进行钝性游

水肿、胸壁及上肢感觉异常、淋巴漏等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离筋膜。可清晰看见淋巴结、淋巴管、肋间臂神经及血管。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2 组局部复发率比

②术中保护血管、神经：对血管、神经边缘进行锐性分离腋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组手术并发症情况比较 见表 3。观察组患侧上肢淋巴

筋膜，电凝细小分支，使其处于游离状态加以保护；使用双
极电凝闭合淋巴管，减少术后淋巴漏的发生；保护腋静脉
鞘、上肢回流淋巴管完整，减少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的发
生。③淋巴结清扫：采用自下而上的分区域清扫视野内的淋
巴结，首先清扫腋窝底胸大肌外缘内后方清扫前哨淋巴结，
并向上进行锐性分离腋静脉清扫其他淋巴结。④术后：术后
腋窝采用局部加压包扎。病理检查腋窝淋巴结转移≥4 个者
均行放疗。⑤术后 6 月、12 月分别测量双侧臂围判定有无上
肢淋巴水肿。
3

n

表 3 2 组手术并发症情况比较
例(%)
患侧上肢淋巴水肿 胸壁及上肢感觉异常 淋巴漏 局部复发

观察组 1 00

2(2.0)

3(3.0)

2(2.0)

3(3.0)

对照组 1 00

1 0(1 0.0)

1 5(1 5.0)

20(20.0)

5(5.0)

χ值

5.674

8.791

16.547

0.521

P值

0.01 7

0.003

0.000

0.470

2

5

讨论
腋窝淋巴结转移是乳腺癌比较常见的淋巴转移，乳腺癌根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治手术治疗需要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标准的淋巴清扫法对乳腺

2 组均随访 1 年，观察记录 2 组患者治疗效

周围组织损伤较大，容易损伤肋间臂神经和较大淋巴管，导致

果(显效、有效、无效)、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并发症(患侧

患者术后出现疼痛、患侧上肢淋巴水肿、淋巴漏及患侧胸壁上

上肢淋巴水肿、胸壁及上肢感觉异常、淋巴漏、局部复发)等。

肢感觉出现异常等并发症，影响患者预后效果和生活质量。国

3.1

观察指标

组 别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内外研究显示，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率

量资料使用(x±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使用 t 检验，不符合使

约为 7% ～77% ，研究学者认为，术后早期淋巴水肿可能与腋

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窝淋巴结清除损伤和切口的并发症有关 [5～7]。国内相关文献报

3.2

统计学方法

新中医 2017 年 6 月第 49 卷第 6 期
·106·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道，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率为 24% [8]。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近期效果总有效率 94.0% ，
对照组 85.0% ，观察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等均短于对照组，
出血量小于对照组。提示采用腋筋膜肿胀法清扫淋巴结，有利
于提高近期效果。主要原因分析：腋筋膜肿胀法清扫淋巴结，
减少了手术过程中对周围组织、神经、血管、淋巴管的损伤，

June 2017 Vol.49 No.6

因素分析[J ]．中国肿瘤外科杂志，2013，26(1)：40- 42.
[2] 郭秀芳．乳腺癌保乳术后并发症降低的临床分析[J ]．河
北医药，2014，36(24)：3791- 3792．
[3] 杨乃久．肿胀液溶脂法对原发性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
清扫手术疗效的影响[J ]．实用癌症杂志，2015，31(11)：
128- 130．

有利于术后恢复，患者近期效果提高明显。腋筋膜肿胀法能清

[4]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

晰显示神经、血管及淋巴管，有利于手术操作，缩短手术时

诊治指南与规范(2013 版)[J ]．中国癌症杂志，2013，23

间，减少手术中的出血量，有利于患者术后康复，缩短住院
时间[9]。

(8)：637- 684.
[5] 尹军，罗琼，李兵，等．两种不同手术技巧对乳腺癌腋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采用腋筋膜肿胀法清扫淋巴
结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率 2.0% ，低
于对照组，同时低于上述研究报道。主要原因分析：采用腋筋
膜肿胀法进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注射的肿胀液使腋窝各种组织
间隙明显增宽，神经、血管、淋巴管等清晰显示，避免淋巴管

窝淋巴结清扫术后并发症的影响[J ]．中南医学科学杂志，
2014，42(5)：516- 517．
[6] 李海聪，许永健，黄燕华，等．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腋窝
淋巴结清扫的技巧[J ]．中国医药指南，2013，32 (12)：
255- 256．

在淋巴结清扫过程中受到损伤。另外，胸壁及上肢感觉异常和

[7] 郭琳，王雪莹，王强．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并发症原因

淋巴漏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主要原因分析：通过腋筋膜肿

分析与预防对策[J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2012，26

胀法，使胸侧壁第二肋间隙处游离出肋间臂神经，避免在进行
淋巴结清扫过程中受到电刀、电凝等损伤，而采用标准淋巴结

(9)：726- 727．
[8] 尹摇军，罗摇琼，李摇兵，等．两种不同手术技巧对乳

清扫法中，腋窝各个组织都埋藏在筋膜和脂肪中，在进行淋巴

腺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并发症的影响[J ]．中南医学科

结清扫时容易损伤神经、血管、淋巴管等。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学杂志，2014，42(5)：516- 517．

后淋巴漏发生与皮瓣长期积液有关，相关文献报道，乳腺癌术
后皮瓣下积液发生率 25% ～50%

[10～11]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淋巴漏发生率为 2.0% ，明显低于对照组 20.0% ，主要原
因分析：观察组实施腋筋膜肿胀法提高了淋巴管的分辨率，减

[9] 张晨芳，寇晓梅，柯永莉，等．腋筋膜肿胀法清扫淋巴
结减少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并发症的临床研究[J ]．局解
手术学杂志，2015，24(3)：290- 292．
[10] 许焕玲，李尚仁，关健华，等．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保留

少手术过程受到损伤，同时通过电凝完全闭合淋巴管，有效减

肩胛下肌群筋膜的腋窝淋巴结清扫对腋窝积液的影响[J ].

少术后淋巴漏的发生率[12～13]。研究结果也显示，2 组患者局部

岭南现代临床外科，2012，12(3)：194- 195．

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腋窝筋膜肿胀
法清扫淋巴结不会导致肿瘤局部复发率的增加。
综上所述，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中采用腋筋膜肿胀法清扫
淋巴结，可以提高手术视野的清晰度和分辨率，有利手术操
作，减少神经、血管、淋巴管的损伤，有利于进行淋巴结清
除，促进患者术后康复和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11] 郑波．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常见并发症原因分析及预防对
策[J ]．中国实用医药，2014，28(3)：55- 56．
[12] 王生智．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并发症的临床观察[J ]．基
层医学论坛，2015，19(27)：134- 136．
[13] 张军祥．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常见并发症原因分析及预防
措施探讨 [J ]．中国现代药物 应用 ， 2014， 28 (2)：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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