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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镜技术在乳腺癌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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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治疗的理论和技术是 ２０ 世纪后期外科学

医院骆成玉教授相继报告了用腔镜行乳腺良性肿

重要的发展之一， 其最具有代表性是腹腔镜技术。

瘤切除术和腔镜腋窝淋巴结清扫术较大组病例手

目前，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等已作为外科治疗方法的

术结果。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动

首选。随着腔镜技术在其他手术中逐步开展和普

物 实 验 腔 镜 手 术 ， ２００４ 年 至 今 已 开 展 了 ８ 种 乳 腺

及， 明显改善了外科治疗的效果。腔镜技术的广泛

腔镜手术共 ５００ 余例。均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经

应用对外科治疗学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 并发展到

过 １０ 余年的发展， 乳腺腔镜手术已渐趋成熟， 正在

甲状腺、乳腺等本无腔隙的实质性器官疾病的外科

改变乳腺外科的面貌。

治疗。乳腺为女性器官， 在治疗疾病的同时， 维持和
恢复女性乳房的美观形态是乳腺外科的特殊需求。

我国开展乳腺腔镜手术的主要内容

影响乳腺外科术后美观和效果的关键问题包括传
统乳腺手术必须在病灶表面切口； 需要足够长的切

一、开展了乳腺腔镜手术技术安全性评价研究

口实现手术野的显露； 难以避免巨大切口、乳房缺

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 确定了超声刀、带

失和某些手术并发症； 弃用乳腺癌扩大根治术后内

电凝血的各种腔镜器械在乳房不同部位和血管、神

乳淋巴结转移成为外科盲区等。而腔镜手术在乳腺

经旁使用时的安全范围， 建立 ＣＯ２ 气腔时有效工作

外科的应用也改善了许多传统手术的缺陷和不足。

压力和最大安全充气压力等， 明确了乳腺腔镜手术
技术的安全性和适应证。通过对病人腔镜下生理状

乳腺腔镜手术发展简史

态安全性研究， 明确维持腔镜手术生命体征稳定的
措施； ＣＯ２ 充气对机体的影响、避免高碳酸血症和

乳房为实质性器官， 乳腺腔镜手术起步较晚。

维持压力的方法等。通过对手术安全性研究， 明确

国外于 １９９２ 年首先报道用腔镜行乳房内挛缩假体

了腔镜下超声刀等对解剖重要结构的安全参数、效

取出。 １９９３ 年采用吸脂法完成腔镜辅助下腋窝淋

果、方法； 胸腔镜内乳淋巴结切除术手术技巧和安

巴结切除。 １９９６ 年才报道了较系统的乳腺腔镜在

全性等。为乳腺腔镜手术的技术安全提供了保障。

尸体和动物实验手术情况， 提出腔镜手术在乳腺外

二、开展了乳腺癌腔镜手术安全性临床研究

科应用的可行性。近 １０ 年， 国外相继报道了经乳晕

通过对乳腺癌腔镜腋窝淋巴结清扫术、腔镜辅

入路行腔镜下乳房部分切除术 、经腋窝行腔镜乳

助乳腺癌手术、完全腔镜保留乳房手术等的安全性

腺良性肿瘤的摘除术； 乳腺癌腔镜手术的腔镜手术

研究和随访乳腺腔镜手术的近期效果。证实了腔镜

国外报道较早、病例数较多的是乳腺癌腔镜腋窝淋

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并不增加对淋巴结的损伤 ， 经新

巴结清扫术、保留乳房的乳腺癌局部扩大切除术和

辅助化疗的乳腺癌病人腔镜手术时周围血液中的

一 期 假 体 植 入 乳 房 成 形 术 等； １９９７ 年 报 道 了 腔 镜

癌细胞数量和术后创面脱落肿瘤细胞数量均与对

内乳淋巴结清扫术。至 ２００５ 年已有腔镜腋窝淋巴

照组相似， ３ 年以上随访结果证实乳腺癌腔镜腋窝

清扫和乳癌根治术 ５ 年生存率报道。国内 １９９７ 年

淋巴结清扫术也不增加局部和全身转移的危险； 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郑民华教授首

镜辅助小切口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和完全腔镜手术

先报道了腔镜乳腺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为国内最

属手术技术改进， 符合乳腺癌根治术原则， 随访最

先将腔镜用于乳腺疾病临床治疗的研究。但国内较

长病例已超过 ３ 年， 无局部复发， 使病人摆脱术后

多开展乳腺腔镜手术是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北京复兴

巨大切口瘢痕， 主观满意度提高； 通过全乳次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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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切片进行腔镜手术安全性研究， 明确了不同临床

价研究探索了手术适应证和并发症防治方法， 为临

分期乳腺癌完全腔镜保留乳房手术和腔镜辅助小

床开展乳腺腔镜手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切口改良根治术的手术适应证， 为临床开展系列乳

二、创新了手术理念

腺癌腔镜手术的安全提供了近期临床研究结果。

提出了腔镜辅助乳腺手术的概念， 创用腔镜辅

三、建立和优化了系列乳腺腔镜手术的新技术

助小切口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在肿瘤外科手术原则
指导下拓展腔镜手术效能， 使乳腺癌病人摆脱了巨

和新方法
建立和优化了系列乳腺腔镜手术的新技术和
新方法， 为完善系列乳腺腔镜手术提供了有力的技

大手术切口瘢痕， 并为术后乳腺整形提供条件。突
出的美容和心理康复效果是传统手术难以达到的。

术支撑。经腋窝入路腔镜乳房皮下全腺体切除术是

三、改变了手术程序

对需行全乳切除术的乳腺良性疾病的最佳选择。对

腔镜乳腺淋巴结清扫术改变了传统乳腺癌手

广泛导管内乳头状瘤病伴不典型增生、钼靶摄片证

术方法、程序和路径。先清扫腋窝淋巴结后切除肿

实的乳腺内多灶性密集微小钙化和有乳腺癌家族

瘤阻断癌细胞经血液和淋巴扩散的途径， 符合肿瘤

史同时乳腺癌易感基因（ ＢＲＣＡ１／ＢＲＣＡ２ 基因） 突变

外科手术原则。便于保护肋间臂神经和引流上肢的

等乳腺癌高危癌前病变而需行乳腺切除术的病人，

淋巴管， 使手术效果更好、并发症更少。

行腔镜乳腺切除一期假体植入成形术能够在彻底

四、提高了手术效能

切除病变乳房同时保持乳房美观形态。通过系统改

解决了小切口无法直视下完成乳腺复杂手术

进完全腔镜下保留乳房的乳腺癌扩大切除术手术

操作的技术难题， 创用经腋窝路径行乳腺腔镜手

技术， 完全达到常规方法保留乳房手术要求 ， 而疗

术， 实现了乳腺全切除术胸壁无切口的突出效果，

效和美容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手术方法。用创新理念

术后一期乳房重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恢复乳房形

和技术指导临床实践， 开展腔镜辅助小切口乳腺癌

态。克服了手术治疗乳腺疾病必将带来明显瘢痕和

改良根治术， 对较早期乳腺癌病人 ， 按肿瘤外科原

形体缺陷的矛盾。

则设计距肿瘤边缘安全的乳房切口， 不再向两侧扩

五、拓展了乳腺外科领域

大， 按常规手术至无法直视下操作时借助腔镜技术

开展腔镜内乳淋巴结活检和清扫术， 克服了弃

可以顺利完成全部手术。同时行一期假体植入术可

用乳腺癌扩大根治术后该区域外科盲区。解决了不

以达到常规手术无法实现的美容和心理康复效果。

切除肋软骨进行内乳区淋巴结清扫的临床难题， 避

用吸脂法建立腔镜操作空间， 用腔镜完成乳腺癌腋

免了因此所致的术后并发症， 治疗效果优于乳腺癌

窝淋巴结清扫术。实践表明腔镜淋巴结清扫更加方

扩大根治术。

便、彻底、并发症减少。 ５ 年以上的随访证实， 腔镜

总之， 乳腺腔镜手术仅仅是手术技术和操作设

腋窝淋巴结清扫术不增加局部和远处转移率， 病人

备的改革， 但该项技术的发展开拓了乳腺疾病外科

术后上肢功能更好、美观度高， 心理状态优于常规

治疗的新领域， 明显改善了乳腺外科手术治疗面

手术后病人。在弃用乳腺癌扩大根治术后， 开展腔

貌。显著提高了乳腺疾病手术效果和病人术后生活

镜乳腺癌内乳淋巴结清扫术， 实现了更好的替代方

质量， 是外科手术治疗疾病的同时探索病人生理和

法， 不但内乳淋巴结转移切除手术更加彻底 ， 避免

心理康复方法的成功实践。但乳腺腔镜手术开展的

了扩大根治术的缺点、保持了胸壁结构完整 ， 且减

时间不长， 对其理论、技术和应用范围尚存在不同

少了手术并发症的发生。术后复发率和远处转移率

意见。治疗的近期效果， 尤其是美容效果较好； 但远

与常规手术相当或低于常规手术。腔镜手术的微创

期效果， 尤其是对乳腺癌治疗的长期生存率的影响

和美容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手术。远期疗效尚有待进

尚须通过临床对照研究和长期随访证实。在技术方

一步随访观察。

法上， 仍需加强推广应用工作。目前国内已有很多
医院相继开展了乳腺腔镜手术， 但应用尚不够广

腔镜手术对乳腺外科的影响

泛。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改进和完善乳腺腔镜手术
操作技术， 使更多的外科医师能够掌握乳腺腔镜手

一、创新了手术方法

术的方法和原则， 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开展无腔隙器官 （ 乳腺） 腔镜手术研究、建立了

（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８－０２－２２ ）

技术操作方法。通过开展乳腺癌腔镜手术安全性评

（ 本文编辑： 王晔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