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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在乳腺癌腋窝手术范围的研究进展
——降低术后上肢淋巴水肿
刘亚，汪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乳腺外科（成都 610041）

【摘要】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乳腺癌发生转移最常见的途径为腋窝淋巴结转移，因此手
术治疗应包括乳房手术以及腋窝手术。但实施乳腺癌腋窝手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是术后最常见的中长期并发
症，乳腺癌腋窝手术对引流上肢淋巴系统的破坏是造成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主要因素。因此，乳腺癌腋窝手术时
精准的腋窝清扫范围对预防淋巴水肿的发生十分重要，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该文将围绕乳腺癌手术时对
腋窝淋巴结清扫范围的发展作一综述。
【关键词】 乳腺癌；淋巴水肿；腋窝手术范围；精准医学；综述

Advances in precision medicine in the extent of axillary lymph node surgery of breast
cancer – to reduce the postoperative upper limb lymphed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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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east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 among women. Typically, the operation of
breast cancer should include breast surgery and axillary lymph node surgery since breast cancer first metastasizes to
regional axillary lymph nodes. However, postoperative upper limb lymphedema is the most common long-term
complication. The injury to upper limb lymphatic system contributes to causing the postoperative lymphedema.
Therefore, precision medicine in the extent of axillary lymph node surge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lymphedema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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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为 45
[1]

现腋窝淋巴清扫手术对腋窝区引流上肢的淋巴管

岁以下女性最常见癌症死因 ，而 70 岁女性患乳腺
癌的短期风险大约是 30 岁女性的 10 倍。随着女性

及淋巴结的损伤是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breast
[2]
cancer-related lymphedema，BCRL）的主要因素 。

健康意识增强、乳腺检查技术提高及治疗方案的不
断改进，对可手术的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方案是以手

乳腺癌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严重打击患者身体
与心理，是对乳腺癌术后幸存者的“二次创伤”，

术为主的精准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使乳腺癌
术后幸存者总人数在逐年增加。

这种“创伤”程度与刚确诊乳腺癌时相似。因此
如何在行腋窝淋巴清扫手术时减少对上肢淋巴系

腋窝淋巴结状态是评估乳腺癌术后患者复发
和生存的重要指标，是因为乳腺癌发生转移最常见

统的破坏，是预防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的重要环
节。本文围绕乳腺癌手术时对腋窝淋巴结清扫范

的途径为腋窝淋巴结转移，因此手术治疗应包括乳
房手术以及腋窝手术。实施乳腺癌腋窝手术后最

围的发展综述如下。

常见的中长期并发症是患侧上肢淋巴水肿，研究发

1 BCRL
随着乳腺癌幸存者人数越来越多，术后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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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越来越被临床医生、患者及其家属重视 。患侧
上肢淋巴水肿是术后最常见的中长期并发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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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慢性、持续性、不可逆性的淋巴水肿，很难通过
代偿来恢复。据文献报道，乳腺癌相关 BCRL 发生
[4]
率为 7%～77% ，大多数乳腺癌 BCRL 初次出现在
术后 2 年以内。2015 年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
[5]
指南与规范 中指出：患侧上肢周径比对侧上肢周
径 长 <3 cm 为 轻 度 水 肿 ， 3～ 5 cm 为 中 度 水 肿 ，
>5 cm 为重度水肿。上肢淋巴水肿的患者常表现为
患侧上肢肿胀、体积变大变粗，严重者伴疼痛、反
[6-7]
复发作的淋巴管炎及皮下组织蜂窝织炎 。BCRL
是一个严重影响患者生活，使患者产生自卑心理，
且困扰临床外科医师的棘手问题。

2 BCRL 与腋窝淋巴结清扫（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

手段。

4
BCRL 与功能性腋窝淋巴结清扫
（axillarylymph node funcfional dissection，
ALNFD）
ALNFD 清扫范围限定在腋静脉下方约 1.5 cm
以下的腋窝组织，通常可以用发自第 2 肋间的肋间
臂神经作为标志，清扫该神经周围及以下的腋窝组
[10]

织 。ALNFD 的标准应该是保留肋间臂神经、胸长
神经、胸背神经和血管，保留上肢淋巴结和（或）淋
巴通路的 ALND，切除的腋窝淋巴结数量不少于 10
[11]
个 。ALNFD 的优势在于可切除转移和更多可能
含有微转移的淋巴结，降低 SLNB 的假阴性率，术
后淋巴肿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程度略高于 SLNB 而

研究发现，造成乳腺癌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
原因很多，如乳腺癌腋窝手术、放射治疗、化学疗

显著低于 ALND（SLNB、ALNFD、ALND 上肢淋巴
[12]
水肿率分别为 2.0%、3.3% 和 27.8%），患者易接受 。

法、高血压、肥胖、术后并发症（皮瓣坏死、腋窝积
[8]
液、感染、瘢痕等）等 ，但手术对腋窝的创伤是上

5 BCRL 与 SLN 在腋窝的新分区

肢淋巴水肿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乳腺癌手术时减少
对腋窝的创伤是降低上肢淋巴水肿的主要手段。
现阶段，我国乳腺癌患者及家属在被告知病情
及所有治疗方案后，大部分会主动选择实施乳腺癌
[9]

（改良）根治术联合 ALND ，即乳房手术加上腋窝
Ⅰ、Ⅱ、Ⅲ水平淋巴结进行清扫。因为 ALND 时会
切断大量引流上肢的淋巴回流通路，使术后上肢的
淋巴不能充分回流，从而造成患侧上肢淋巴水肿。

3 BCRL 与前哨淋巴结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

尽管从 ALND、SLNB 到 ALNFD 的不断发展，
在保证手术安全性的基础上不断缩小腋窝手术范
围，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率明显降低，但仍然需要
对腋窝淋巴的解剖分布更为清晰，这对临床外科医
生意义重大。
[13]

2010 年 Clough 等 发现前哨淋巴结在腋窝的
分布并不是随机的，并利用胸外侧静脉和第二肋间
臂神经把低位腋窝（即 Berg 腋窝分级Ⅰ水平及低
位Ⅱ水平）区分为 A、B、C、D 4 区。A、B、C、D 新
分区具体分布如下：A 区-胸外侧静脉周围，第二
肋间臂神经以下。B 区-胸外侧静脉周围，内至胸小

ALND 对腋窝创伤极大，术后淋巴水肿一直是
乳腺癌术后并发症中难以攻克的一大难题，而前哨

肌内侧，第二肋间臂神经以上，腋静脉以下。C 区第二肋间臂神经下方，A 区外侧。D 区-第二肋间

淋巴结活检的开展可以起到缩小腋窝手术的范围，
[5]
减少术后淋巴水肿。前哨淋巴结 （sentinel lymph

臂神经上方，B 区外侧。在纳入研究的 242 位乳腺
癌Ⅰ期（T1/T2N0）患者中，发现 98.2% 乳腺癌患者

node，SLN）对乳腺癌患者来说是癌细胞发生转移
的第一站淋巴结。根据术中 SLNB 结果，决定是否

的 SLN 都位于腋窝中部，沿胸外侧静脉排列。其中
86.8% 的 SLN 位于 A 区；11.5% 位于 B 区。另外，

进一步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对于临床检查腋窝
淋巴结阴性的患者，SLNB 可安全有效地替代腋窝

1.8% 的 SLN 位于 C 区；在 D 区未发现 SLN。重要
的是在第二肋间臂神经上方和胸背神经的外侧（D

淋巴结清扫术，从而避免大范围的腋窝淋巴清扫对
上肢淋巴系统的破坏。研究发现，单行 SLNB 时约

区），是上肢淋巴回流最常见的位置。此发现有利
于临床外科医生在乳腺癌手术时对 SLN 的分布更

[4]

7% 乳腺癌患者术后发生 BCRL ，淋巴水肿发生率
显著低于 ALND。随着乳腺癌 SLNB 研究的不断深
入，越来越多的相对禁忌证已逐渐转化为适应证，
可手术乳腺癌患者 SLNB 唯一的禁忌证为腋窝淋巴
结细针穿刺证实为乳腺癌淋巴结转移的患者。目
前 SLNB 是 早 期 浸 润 性 乳 腺 癌 的 标 准 腋 窝 分 期

为了解，减少对上肢淋巴管和淋巴结的破坏，以降
低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率。

6 BCRL 与腋窝反向制图（axillary reverse
mapping，ARM）
虽然准确、快速的 SLN 术中诊断可以使 S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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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者通过一次手术完成 ALND，避免二次手术
费用负担和手术风险，但仍然有很大部分乳腺癌患
者需行 ALND。不论行 SLN、ALND，还是
ALNFD，腋窝手术对上肢淋巴系统的损伤依然是
造成淋巴水肿的主要原因。
[14]
2007 年，Hama 等 在小鼠模型中证实了乳腺
和上肢两组不同的淋巴引流通路，并提出 ARM。
ARM 方法：乳腺切除术和保乳术前在患侧上肢
内侧肱二头肌与肱三头肌肌间沟的皮内或皮下注
入示踪剂，予以按摩并抬高患肢，使引流患侧上肢
的淋巴管及淋巴结与引流乳腺的淋巴管淋巴结在
[15]
腋窝区得以区分 ，即 ARM 如果用不同的染色方
法，在上肢淋巴系统在腋窝区良好示踪后，保留
上肢淋巴管和淋巴结，选择性清扫腋窝区引流乳腺
的淋巴组织，是否可降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
几率？

6.1 ARM 技术可行性
ARM 所使用的示踪剂主要有 3 种，分别为蓝
色染料、放射性核素和荧光染料。用蓝色染料显示
引流上肢淋巴系统，ALND 时 ARM 分辨率
[16-18]
46.6%～90.3%
，SLN 时的 ARM 分辨率为
[16-17, 19]
18.9%～47.0%
。为了提高识别率，多个研究发
现采用放射性同位素法时，ARM 分辨率分别为
[16, 20-21]
[21]
78%～100%
。Tausch 等 比较了蓝色染料和放
射性同位素的显示效果后，联合使用 2 种示踪剂，
95% 的乳腺癌患者可清楚显示上肢淋巴系统。另
据报道，使用吲哚菁绿并应用荧光成像系统显示
ARM 时，ALND 和 SLNB 结果成功率分别约为 82%
[16, 22-26]
和 35.3%
。由此可见，不论是腋窝淋巴结清扫
（ARM 成功率 81%），还是前哨淋巴结活检（ARM
成功率 33.6%），行乳腺癌腋窝手术时实施 ARM 这
[16]
一新技术均是可行的 。
6.2 ARM 预防 BCRL 有效性
通过查阅上述临床研究发现，利用 ARM 技术
保护上肢淋巴系统术后淋巴水肿率明显低于传统
腋窝手术后淋巴水肿率（ALND+ARM：BCRL
[16]
0%～30.7%；SLNB+ARM：BCRL 0%～4%） 。Yue
[27]
等 设计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发现，乳腺癌腋窝手术
时实施 ARM 技术后，随访 7～32 个月（随访中位时
间 20 个月），非 ARM 组与 ARM 组淋巴水肿率分
别为：33.1% 和 5.9%。可见，腋窝手术时利用 ARM
技术保留上肢淋巴结能显著降低 ALND 和 SLN 术
后 BCRL 的发生率。但由于 80% 的淋巴水肿初次
出现在术后 2 年内，所以利用 ARM 预防 BCRL 有
效性应继续随访并持续更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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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ARM 安全性
综合上述多个研究证明，ARM 利用不同的示
踪剂可以区分引流上肢和引流乳腺的这两个淋巴
系统，并且在术中保留上肢淋巴系统的患者在术后
0.5～1 年内发生上肢淋巴水肿例数明显少于传统腋
窝手术组。
但在手术时将 ARM 和 SLN（或 ALND）淋巴结
分别送检后发现，部分乳腺癌患者的存在 ARM 淋
巴结癌转移，ARM 癌转移率为 16.9%。关于 ARM
[28]
淋巴结癌转移问题目前有 3 种解释 ：① 引流乳
腺的 SLN 淋巴管和引流上肢的 ARM 淋巴管之间有
交通支，SLN-ARM 共同通路可能是造成 ARM 淋巴
结癌转移的主要原因。ALND 和 SLNB 时 SLNARM 重合率分别为：8.3% 和 5%，行乳腺癌腋窝手
术时需切除 SLN-ARM，这也是造成术后淋巴水肿
的原因之一。② 邻近腋窝中央群淋巴结的 ARM 淋
巴结可能直接被肿瘤组织侵及，也可能是腋窝中央
群淋巴结附近存在 SLN-ARM，共同通路增加癌转
移风险。③ 浸润性乳腺癌腋窝淋巴结分期较晚（如
pN2、pN3）的患者 ARM 癌转移风险更高。
综上所述，ARM 技术能使乳腺癌腋窝手术更
加精准，降低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率，对于患者身
体及心理健康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但这一技术
是否能广泛应用于临床，仍需更多大样本量的前瞻
[29]
性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的探索及长时间的随访 。

7 小结
尽管患者术后教育与指导、理疗、早期功能锻
炼、按摩、药物等对早期轻度的 BCRL 有一定的辅
助或减轻症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很快反
弹，对乳腺癌幸存者信心具有无形的摧毁作用。腋
窝手术范围的不断缩小、精准（ALND、SLN、
ALNFD、ARM），以及 SLN 在腋窝的新分区，使乳
腺癌腋窝手术时可以有效减少对引流上肢的淋巴
结和淋巴管的损伤，精准的切除引流乳房淋巴组织
及癌转移的 ARM，最大限度保护正常的引流上肢
的淋巴系统，降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率，改善
乳腺癌术后幸存者生活质量。
2015 年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乳腺癌指南上
第 1 次提出将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教育、
监测、管理”列入乳腺癌患者随访的一个常规项
目，以期望在 BCRL 亚临床阶段进行干预，并阻止
[30]
其进入不可逆的慢性的并发症病程 。因此，完善
的随访系统、统一的 BCRL 诊断标准、先进的早期
诊断技术对于 BCRL 诊治十分重要。乳腺癌腋窝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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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时精准的手术范围、良好的术后管理及长期的完
善随访，减少术后患侧上肢淋巴水肿发生，使患者
生活质量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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