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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超声引导下麦默通旋切活检术与超声引导下导丝定位手术切除乳腺隐匿性肿块（NPBL）的
效果，为临床手术方法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 362 例行手术治疗的 NPBL 患者临床资料，其中 293 例超声引导下麦默通旋切活检
手术（旋切组），69 例行超声引导下导丝定位开放活检术（开放组），比较两组的相关手术指标。
结果：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旋切组在手术时间、切口长度、术中出
血量方面均优于开放组，手术费用明显多于开放组（均 P<0.05），旋切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开放组，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手术成功率均达到 100%。两组随访 1~12 个月，均无肿瘤复发，
开放组有长短不等的瘢痕，而旋切组瘢痕微小或不可见。
结论：麦默通旋切活检术切除 NPBL 安全有效，较导丝定位开放活检术出血少、手术时间短、美容效果好，
但手术费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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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ultrasound-guided Mammotome rotation cutting and wire-localized surgical
resection for non-palpable breast lesion (NPBL),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procedure selec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62 patients with NPBL undergoing surgical treatment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Of the patients, 293 cases underwent ultrasound-guided Mammotome procedure (rotation cutting
group) and the other 69 cases underwent ultrasound-guided wire-localized surgical resection (open group). The
relevant surgical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ll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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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cutting group was superior to open group in variables of operative time, length of incision,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but the surgical cost in rotation cutt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pen group (all 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rotation cutting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open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P>0.05). The success rate of surgery in both
groups reached 100%. No tumor recurrence occurred in the two groups during followed up for 1 month to
12 months, and evident scars of different sizes were seen in open group, while scars were small or invisible in
rotation cutting group.
Conclusion: Mammotome rotation cutting for NPBL is safe and effective, and has less bleeding, shorter
operative time and favorable cosmetic results, but higher cost compared to wire-localized surgical
resection.
Breast Diseases; Mastectomy, Segmental; Mammotome
CLC number: R655.8

乳腺肿瘤是女性高发的乳腺疾病，随着生

1.2 入组条件

活水平和女性健康意识的提高，以及乳腺癌筛

⑴ 临床触及不到、彩超显示的实性肿块；

查的普及，超声下发现而临床触诊阴性的乳腺肿

⑵ 彩超检查边界规则，包膜完整，内部回声均

块越来越多，即临床不能触及的乳腺病变（non-

匀，后方回声增强，有侧壁声影，彩色血流信号

palpable breast lesions，NPBL） ，而这些病变

为 0 ~ I 级 [7]， B I - R A D S 分 级 为 I I I 级 以 上 ； ⑶ 乳 腺

有 9 % ~ 4 2 % 是 乳 腺 癌 ， 其 中 0 % ~ 3 8 % 有 转 移 [2]。

X线摄影无恶性钙化，肿块规则无毛刺，无结构紊

由于无法确诊和潜在的风险，给患者带来很大的

乱，BI-RADS分级为III级以上；⑷ 术后病理检查

[1]

[3]

焦虑 。所以一些患者需要手术活检，现应用较

结果为良性；⑸ 为了更加准确的两组间比较，入

多的是超声引导下导丝定位后手术活检和麦默

组病例均为单发肿块；⑹ 术前根据患者意愿入组

通真空辅助旋切活检系统

[4-5]

。但两种手术方法

切除NBPL的对比研究较少。笔者将两种手术效

旋切组或开放组。所有患者常规彩超检查，40岁
以上加做钼靶检查。

果进行对比，以期为NPBL手术方法的选择提供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362例患者，均为女性，均为临床触诊阴
性、超声下发现的乳腺肿块。2010年7月—2015年
7月293例（293个大小在0.4~1.2 cm NBPL）行
超声引导下麦默通切除术（旋切组），年龄20~
54岁，平均（33.83±7.80）岁；肿块直径0.5~1.2 cm，
平均（0.84±0.20）cm。2007年10月—2014年
8月69例（69个NBPL）行超声引导下导丝定位
开 放 手 术 （ 开 放 组 ） [6]， 年 龄 1 9 ~ 5 4 岁 ， 平 均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 (%)]
开放组
旋切组
t/χ2
P
项目
（n=69）
（n=293）
年龄与肿块直径
年龄（岁）
28.11±7.58 33.83±7.80 5.505 >0.05
肿块直径（cm） 0.77±0.21
0.84±0.20 2.456 >0.05
肿块位置（象限）
外上
36（52.17） 141（48.12） 0.37 >0.05
外下
12（17.39） 47（16.04） 0.07 >0.05
内上
6（8.70）
29（9.90） 0.09 >0.05
内下
15（21.74） 76（25.94） 0.52 >0.05
疾病构成
纤维腺瘤
38（55.07） 156（53.24） 0.08 >0.05
导管内乳头状瘤 3（4.35）
13（4.44） 0.09 >0.05
腺瘤
4（5.80）
16（5.46） 0.03 >0.05
腺病
24（34.78） 108（36.86） 0.10 >0.05

Table 1

（28.11±7.58）岁，肿块直径0.4~1.2 cm，平
均（0.77±0.21）cm。两组患者的年龄、肿块直
径、肿块部位及疾病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具有可比性（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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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旋切系统（Mammotome ® System MMT），由8 G

2

结

第 24 卷

果

旋切刀，真空抽吸泵，控制器及相关软件组成。
开放组：乳腺定位针为美国巴德定位导丝，电

2.1 两组手术结果比较

刀，手术器械，可吸收缝线等。两组均使用飞利

旋切组切除肿瘤直径均值为0.84 cm，开放组

浦IE33彩色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为7.5~10 MHz。

切除肿瘤直径均值为0.77 cm。两组患者的乳腺肿

1.4 统计学处理

块均完整切除，手术成功率100%。两组在术中出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本组数据进行处

血量、手术时间、切口长度和手术费用比较差异

理。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 x ± s ）表示，使用

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表2）。两组无皮肤凹

2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使用χ 检验，以

陷，乳房外观无变形，无感染、气胸及肿瘤残留

P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发生。

Table 2
项目
切口长度（cm）
术中出血量（mL）
手术时间（min）
手术费用（元）

表 2 两组主要手术指标比较（x±s）
Comparison of the main surgical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s)
t
开放组（n=69）
旋切组（n=293）
1.78±0.60
0.36±0.08
39.031
6.30±2.46
3.15±1.68
12.646
29.71±4.41
7.45±2.63
54.549
3 502.21±333.56
7 563.56±136.43
159.70

2.2 两组并发症比较

P
<0.05
<0.05
<0.05
<0.05

2.5 随访

旋切组并发症共12例，其中血肿8例

随访时间为1~12个月，血肿及瘀斑均在3个月

（2.73%），皮肤瘀斑4例（1.37%）。开放组并

内治愈，两组乳房外观无变形，无肿瘤复发。旋

发症共5例，其中血肿2例（3.00%），皮肤瘀斑

切组瘢痕小或见不到瘢痕，开放组留有长短不等

3例（4.3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的瘢痕。

P >0.05）（表3）。

3
表 3 两组并发症比较 [n（%）]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开放组
旋切组
P
项目
χ2
（n=69）
（n=293）
血肿
2（3.00）
8（2.73）
0.11
>0.05
皮肤瘀斑
3（4.35）
4（1.37）
1.28
>0.05

讨

论

由于人们对乳腺疾病的重视和乳腺影像学的
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NPBL被发现，经手术证实
80%的乳腺肿块为良性疾病 [8] ，随着患者对术后乳
房外观的要求越来越高，麦默通旋切活检术正逐
步取代传统手术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收。麦默
通真空辅助旋切活检系统切除乳腺肿块准确性达

2.3 两组病理比较

9 5 % ~ 9 8 % [9]， 是 切 除 较 小 乳 腺 肿 块 或 临 床 触 不 到

旋切组纤维腺瘤156枚（53.24%），导管内

的以及多发性乳腺良性肿块的首选方法 [10-12] 。国外

乳头状瘤13枚（4.44%），腺瘤16枚（5.46%），

研究发现，对于病灶<1.5 cm麦默通切除术的完整切

腺病108枚（36.86%）。开放组纤维腺瘤38枚

除率达到99% [13] ，并且诊断率高，手术效率高 [14] ，

（55.07%），导管内乳头状瘤3枚（4.35%），腺

对患者的创伤小，具有显著的美容效果

瘤4枚（5.80%），腺病24枚（34.78%）。组间比

手术微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达到微创治疗的目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表1）。

的，取得满意效果 [18-19] 。

2.4 两组手术费用比较

[15-17]

，是

导 丝 定 位 开 放 手 术 切 口 长 度 平 均 为

旋切组手术费用均值为7 563.56元，开放组

（1.78±0.60）cm，需要逐层切开皮肤、皮下，

均值为3 502.21元，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术中需要沿定位针切开肿块表面腺体，然后把肿

（ P <0.05）（表2）。

块切除，为保证病灶被准确切除，术中要反复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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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血流情况，术中尽量避开血管；切除肿物后吸

，切除肿块后，要用丝线缝合以封闭

出积血；术后压迫止血5~10 min；正确的弹力绷

切除肿块后所留下的腔隙，手术较为费时。这些

带包扎等处理后，血肿、皮肤瘀斑的发生明显减

缝线将永久的留在乳腺腺体内，对今后的乳腺体

少。而开放组手术范围大、切开组织多，但因为

检、B超、钼靶等检查造成影响。皮肤缝线需要

止血彻底，减少了血肿形成，两组并发症比较差

拆线，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即使采用改进的开放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导丝定位不仅

乳腺良性肿物切除术，也有可吸收线不吸收的风

增加了有创操作，而且导丝定位时可引起迷走神

险，使手术切口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增大。旋切

经 反 应 、 血 肿 形 成 、 导 丝 折 断 或 残 留 [24]， 本 组 虽

组切口长度平均为（0.36±0.08）cm，不需要

无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但其风险仍威胁着每个患

逐层切开皮肤，旋切刀通过乳腺后间隙直达肿块

者。本组研究显示，旋切组和开放组均未见肿瘤残

基底部，然后切除肿块，对肿块表面的正常腺体

留。有报道认为麦默通旋切术有皮肤凹陷发生 [25] ，

没有损伤或损伤较小；肿块较小，旋切次数较

但本组由于肿物较小，切除组织少，所以没有皮

少，术中不用反复触摸来确定肿块边界，所以肿

肤凹陷发生。

大的损伤

块切除时间较短；术中适时的彩超引导减少了手
术的盲目性，手术损伤小

[21]

综上所述，麦默通旋切术切除NPBL是安全

；在乳腺腺体内不留

可行的，与传统手术相比切口长度短，在超声引

缝线，切口不需缝合。这说明应用麦默通旋切术

导下能精准的切除肿块，对乳腺损伤小，术中出

切除NPBL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术中痛苦小、正常

血量少，手术时间明显缩短，术后皮肤瘢痕小或

组织干预少、活检可靠、乳腺腺体内不留缝线，

不留瘢痕，这样的效果是开放手术治疗所无法比

术后恢复快、肿块切除后不需要逐层缝合，避免

拟的，符合乳腺外科微创化发展趋势，在临床应

拆线，愈合后仅有很小的瘢痕或不留瘢痕、乳腺

为首选。手术费用低廉是导丝定位开放手术的优

外观影响小，美容等优点。所以旋切组在切口长

势，应是临床医生考虑的因素。

度、手术时间均优于开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值得注意的是如患者有乳腺癌的可
能，切口部位要考虑到适合保乳手术的切口选择，
最好距肿物4 cm以内，便于将针道一并切除。
虽然麦默通旋切术不能像开放手术一样，
血管可以用电刀或丝线结扎止血，但旋切刀在
进 入 乳腺腺体到达肿物下方过程中在彩超引导下
可以避开大血管，所以几乎没有出血，在切除肿
块过程中多因肿块较小，能被迅速切除，手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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