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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交界性肿瘤手术中腹膜后淋巴结切除的临床研究
王铁军袁张 婷
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科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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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对卵巢交界性肿瘤的临床结局进行分析袁探讨卵巢交界性肿瘤手术时是否有必要常规行后腹膜淋巴结评价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员怨怨愿 年 圆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圆 月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手术的 员员怨 例卵巢交界性肿瘤患者袁对其临床结局进行

分析袁比较卵巢交界性肿瘤手术中淋巴结评价组与未评价组临床结局的差异遥 结果院其中 缘源 例渊源缘援源豫冤接受包含淋巴结清扫在
内的标准分期手术袁苑 例渊缘援怨豫冤保守性手术患者接受了后腹膜淋巴结取样活检遥 接受后腹膜淋巴结评价组的患者较未评价组年
龄大遥 淋巴结评价组术中失血量更多袁住院天数更长遥 未评价组中非浆液性交界瘤比例较高遥 两组平均总生存时间和复发率相
似遥 结论院卵巢交界性肿瘤手术中无需常规进行腹膜后淋巴结评价袁特别是对早期尧年轻有生育要求的患者遥 当临床分期晚尧有
复发的高危因素或组织学提示可疑浸润癌时进行包括后腹膜淋巴结清扫的完全分期手术仍是必要的遥
咱关键词暂

卵巢交界性肿瘤曰淋巴结切除

咱中图分类号暂

R7猿苑援猿员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晕杂圆园员源园猿员怨

咱文献标志码暂 月

卵 巢 交 界 性 肿 瘤 渊遭燥则凿藻则造蚤灶藻 燥增葬则蚤葬灶 贼怎皂燥则袁
月韵栽冤袁又称低度恶性卵巢肿瘤袁占卵巢上皮性恶性
肿瘤的 员园豫耀员缘豫遥 月韵栽 的组织学上具有一定的核
分裂像及异型性袁但缺乏破坏性的间质浸润袁生物学
行为介于良性卵巢肿瘤与恶性浸润性肿瘤之间 咱员暂遥
月韵栽 发病年龄明显年轻袁其中 员缘耀圆怨 岁为发病频率
最高的年龄组袁因此保留生育功能是经常需要面对
的临床问题遥 年轻患者手术范围的决定对患者预后
及生育结局尤其重要遥目前根据患者有无生育要求袁
手术方式分为根治性手术及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二
大类袁术中是否行后腹膜淋巴结切除的问题上则有
争议遥 本研究旨在对比 月韵栽 手术切除淋巴结和不切
除淋巴结患者的临床结局袁评价手术切除淋巴结对
临床预后的作用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员怨怨愿 年 圆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圆 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治疗的卵巢交界性肿瘤 员员怨 例遥
所有的研究对象均接受手术治疗袁并经病理学检查
确诊遥 员员怨 例患者诊断时平均年龄 渊猿愿援圆 依 怨援缘冤岁
渊员远耀缘怨 岁冤袁源缘 例渊猿苑援愿豫冤未生育袁怨 例渊苑援远豫冤为绝
经后妇女遥 其中接受淋巴结评价组的平均年龄为
渊源猿援远 依 远援猿冤岁袁未接受淋巴结评价组的平均年龄为
渊猿员援圆 依 苑援远冤岁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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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圆

方法
回顾 员员怨 例研究对象住院手术时的一般资料尧
治疗方式尧病理结果尧手术病理分期尧术中情况以及
随访资料遥 肿瘤分类依据 宰匀韵 的病理系统袁分期根
据国际妇产科联盟确立的分期系统咱员暂遥 患者的随访
包括临床检查尧盆腹腔 月 超和血清 悦粤员圆缘 水平的测
定遥术后第 员 年每 猿 个月随访 员 次袁以后每 远 个月随
访 员 次持续 圆 年袁再后每年随访 员 次遥如果患者最后
员 次随访至今超过 圆源 个月袁则认定为失访袁排除出
研究对象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收集的数据录入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遥杂皂蚤则灶燥增鄄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 检验用来进行变量分布的正
态性检验袁组间均数比较用 贼 检验袁率的比较用卡方
检验袁等级数据的比较用秩和检验遥 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研究对象手术方式及围手术期情况
缘源 例渊源缘援源豫冤患者接受了全面的分期手术渊包
括腹腔冲洗袁全子宫 垣 双附件尧大网膜尧阑尾切除袁随
机腹膜多点活检袁可疑病灶活检袁盆腔和腹主动脉旁
淋巴结清扫术冤遥 其余患者接受了保留生育功能或不
完全的分期手术渊表 员冤遥 远 例病理提示有微浸润的患
者术后接受了辅助化疗遥淋巴结评价组平均失血量为

窑猿远圆窑

南

京

医

科

渊猿源源援远 依 员愿源援猿冤皂造袁较未评价组的渊员园愿援缘 依 员员怨援员冤皂造

明显增多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淋巴结评价组平均住院天数
渊员圆援员 依 员援圆冤凿袁较未评价组的渊愿援员 依 员援员冤凿 明显延长

渊孕 越 园援园园员冤遥 手术并发症共 苑 例袁远 例系淋巴结评价
手术组遥术中并发大出血 员 例袁术后并发肠梗阻 员 例尧
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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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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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感染 圆 例尧淋巴囊肿 圆 例尧乳糜腹 员 例遥 两组间肿

瘤大小无明显统计学差异遥淋巴结评价组中交界性浆
液性囊腺瘤比例较高袁为 远猿援怨豫遥 两组中均半数以上

病例为玉期患者渊表 圆冤遥 远员 例接受了淋巴结评价的患
者术后病理有淋巴结累及 远 例袁转移率 怨援愿豫遥

研究对象的手术情况分布

手术方式

例数
缘源渊源缘援源冤
员员渊怨援圆冤园
源园渊猿猿援远冤
员源渊员员援愿冤
员员怨渊员园园援园冤

完全的分期手术
分期手术渊不包括后腹膜淋巴结评价冤
单侧附件切除术渊其中 远 例同时行淋巴结取样活检冤
卵巢肿瘤剥除术渊其中 员 例同时行淋巴结取样活检冤
全部

咱灶渊豫冤暂

表 圆 淋巴结评价组与未评价组情况比较
观察指标
术中失血量渊皂造冤
平均住院天数渊凿冤
手术并发症咱灶渊豫冤暂
肿瘤直径渊糟皂冤
组织学类型咱灶渊豫冤暂
浆液性
非浆液性
手术病理分期咱灶渊豫冤暂
玉期
域期
芋期
随访时间渊月冤
总生存时间渊月冤

淋巴结评价组渊灶越远员冤
猿源源援远 依 员愿源援猿
员圆援员 依 员援圆园
园远渊怨援愿冤
愿援猿 依 猿援源

淋巴结未评价组渊灶越缘愿冤
员园愿援缘 依 员员怨援员
愿援员 依 员援员
园员渊员援愿冤
苑援苑依猿援圆

猿怨渊远猿援怨冤
圆圆渊猿远援员冤

员怨渊猿圆援愿冤
猿怨渊远苑援圆冤

猿源渊缘缘援苑冤
员远渊圆远援圆冤
员员渊员愿园援员冤
缘源援远 依 圆远援员
远员援愿 依 圆猿援源

源猿渊苑源援员冤
员猿渊圆圆援源冤
圆渊猿援缘冤
缘缘援猿 依 圆员援苑
远圆援员 依 圆圆援苑

圆援圆 随访结果
淋巴结评价组随访时间 员愿耀员缘远 个月袁 平均
渊缘源援远 依 圆远援员冤个月曰淋巴结未评价组随访时间 员远耀
员缘园 个月袁平均渊缘缘援猿 依 圆员援苑冤个月袁两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渊孕 越 园援缘缘苑冤遥 有 圆 例接受淋巴结切除病例术
后随访期间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及脑出血遥随访期间袁
没有本病相关的死亡发生遥 总生存时间 员远耀员缘远 个
月袁平均渊远员援怨 依 圆猿援员冤个月袁淋巴结评价组与淋巴结
未评价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咱渊远员援愿 依 圆猿援源冤个月 增泽
渊远圆援员 依 圆圆援苑冤 个月袁孕 越 园援缘源源袁 表 圆暂遥 随访期间
悦粤员圆缘 一过性升高 员愿 例袁持续高于正常值 远 例袁最
终经盆腔 月 超尧悦栽尧 再次手术病理确诊复发 苑 例袁
总复发率为 缘援怨豫袁 复发患者中 源 例 悦粤员圆缘 高于正
常值遥 复发病例淋巴结评价组 源 例袁未评价组 猿 例袁
两组间复发率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越 园援缘猿圆冤遥 复发患
者均接受二次减瘤术袁 再次术后随访至目前均无
瘤生存遥

猿

孕值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远园
园援缘缘怨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员远

园援缘缘苑
园援缘源源

讨 论

月韵栽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卵巢肿瘤袁以上皮细胞
明显增生而无间质浸润为主要病理特点袁 其生物学
行为介于良恶性之间遥 月韵栽 常发生于年轻的生育年
龄妇女袁本研究中平均发病年龄为 猿愿援圆 岁袁与文献
报道类似遥 因患者常为生育年龄妇女袁有生育要求袁
故手术范围的决定相当重要遥 既往的临床分析发现
月韵栽 患者多数能长期生存袁即使复发也多仍为交界
瘤袁再次手术效果好遥故目前医学界对有生育要求的
患者无论分期如何均可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已基本
达成共识遥 保留生育功能术式要在保留子宫和一侧
或双侧附件基础上进行腹腔冲洗尧腹膜活检分期袁切
除肉眼可见的种植转移病灶遥
尽管交界性卵巢肿瘤预后很好袁 仍不能完全排
除术后肿瘤复发以及进展为恶性肿瘤的可能遥 复发
及恶变的风险使得部分学者认为需行手术评价后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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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淋巴结袁以期能发现隐匿的早期转移灶袁明确手术

在早期有生育要求的患者中遥 如果手术范围过大可

病理分期遥 早期的临床研究发现卵巢交界性肿瘤在
行盆腔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后袁缘园豫后腹膜淋

能会引起手术并发症的增加袁 以及因手术导致的盆
腔粘连等因素影响术后妊娠率遥 但是当患者无生育

巴结转移袁 故建议行常规的后腹膜淋巴结清扫术以
降低术后复发几率 咱圆暂遥 而近期多数研究则发现 月韵栽
极少发生淋巴结的转移袁 建议在手术切除早期瘤体

要求尧有复发的高危因素尧晚期病例尧组织学提示可
疑浸润癌或术中可及明显肿大淋巴结时切除淋巴结

时无需常规行淋巴结切除术袁 只有在发现增大的淋
巴结时才应进行淋巴结清扫术咱猿原源暂遥 有研究显示 源苑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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