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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阔肌肌皮瓣联合扩张器在乳腺癌即刻乳房重建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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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介绍背阔肌肌皮瓣联合扩张器应用于乳腺癌患者即刻乳房重建的临床经验遥 方法院回顾本院 圆园员猿耀圆园员源 年 员园

例行保留皮肤或保留乳头乳晕乳腺癌切除术后袁应用背阔肌肌瓣或肌皮瓣联合扩张器进行即刻乳房重建病例袁术后分次注水扩
张袁维持 远 个月以上袁二期手术将扩张器更换为硅凝胶假体袁完成乳房重建遥 结果院员园 例乳房再造手术均获成功袁未发生扩张器
或假体相关并发症遥 术后随访 员 年袁外观效果满意遥 结论院背阔肌肌皮瓣联合扩张器的即刻乳房重建手术对乳腺癌患者安全可
行袁手术效果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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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重建手术的发展袁给医患双方有了更多的
选择遥 假体或自体组织的乳房重建手术方式袁对于
不同类型的患者袁各有其优缺点遥 为了再造乳房的
合理设计袁并最大程度地减少供瓣区的损伤袁本院
采用背阔肌肌皮瓣联合扩张器的方法袁在乳腺癌手
术中进行即刻乳房重建袁取得良好效果遥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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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对象
本院 圆园员猿耀圆园员源 年行背阔肌肌皮瓣联合扩张
器乳房重建 员园 例袁 年龄 圆缘耀源缘 岁袁 平均年龄 猿圆援圆
岁袁左侧 远 例袁右侧 源 例曰浸润性导管癌 愿 例袁导管
内癌 圆 例遥 保留皮肤的乳房切除术 渊泽噪蚤灶 泽责葬则蚤灶早
皂葬泽贼藻糟贼燥皂赠袁杂杂酝冤圆 例袁保留乳头乳晕的乳房切除术
渊灶蚤责责造藻 泽责葬则蚤灶早 皂葬泽贼藻糟贼燥皂赠袁晕杂酝冤愿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一期手术
手术切口设计结合乳腺外科和整形外科的考
量袁采用环乳晕的野赘冶形切口袁完成皮下腺体切除遥
术中行冰冻病理检查院如乳头乳晕后组织有肿瘤侵
及袁或重度不典型增生袁则需环形切除乳头乳晕复
合体组织遥如需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或腋窝淋巴结
清扫袁另取腋窝切口进行遥 背阔肌肌瓣选取背部斜
形或横行切口获取袁经腋窝胸侧壁的皮下隧道转移
至胸部袁供区均原位对合缝合遥 乳腺癌的切除手术
为仰卧位袁切取背阔肌肌瓣时改侧卧位袁根据设计
切开背部皮肤尧皮下浅筋膜浅层袁将浅筋膜深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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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组织保留在背阔肌肌瓣上袁沿深浅脂肪层次之
间分离上方至肩胛下的背阔肌上缘袁内侧达脊柱旁
斜方肌和竖脊肌旁袁 下缘达髂嵴上方腱膜移行区袁
外侧缘则在腋后线附近解剖袁并沿胸壁与背阔肌深
面的疏松结缔组织分离袁注意结扎有关胸壁来源的
血管穿支遥注意探查并保护外上侧的止于肱骨的肌
束尧肩胛血管和胸背血管袁并以此为蒂袁经由胸侧壁
的皮下隧道将背阔肌肌瓣转移至胸部腔隙袁背部供
瓣区分层缝合并置引流管遥
背部供瓣区缝合后以无菌敷料覆盖袁并用无菌
手术贴膜封闭后袁再次改仰卧位袁手术区重新消毒
铺单袁必要时调整半坐位袁进行背阔肌肌瓣的定位
和扩张器的植入遥根据原乳房的范围袁并参考健侧袁
将背阔肌肌瓣置于胸部皮下尧胸大肌前袁构建植入
体腔隙袁植入扩张器袁并预充注部分生理盐水袁注水
量为预估容积的 缘园豫左右袁术区置引流管袁分层缝
合切口袁完成一期即刻乳房重建遥
在一期手术中袁 部分病例需要切除乳头乳晕袁
甚至因肿瘤病灶累及袁 需要切除部分乳房皮肤者袁
在设计时应包含部分背阔肌表面组织同时切取袁构
成背阔肌肌皮瓣遥 供区切口同样原位缝合遥
员援圆援圆 充注扩张器
术后 圆 周开始扩张器充注生理盐水袁每隔 员园 凿
随访并注水扩张袁参考健侧乳房形态体积袁医患双
方共同观察尧商议袁满意后记录容积数袁最终适度过
量扩张后袁等待二期手术遥 扩张时每次注水量约为
预计扩张器容积的 员缘豫左右袁根据患者耐受和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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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扩张器或假体的运动推挤作用袁减少假体向外侧

在一期手术后 圆 个月内完成遥
员援圆援猿 二期手术

移位的可能遥 一期手术在背阔肌肌瓣下置入扩张

术袁取出扩张器袁更换永久性硅凝胶假体袁完成重建
手术遥 如患者术后需要化疗或放疗袁在其完成相关

假体腔隙位置尧容积进行调整的机会遥 对于有放疗
的病例袁在完成放疗之后再更换乳房假体的二期手

扩张器完成注水扩张 猿 个月以后袁进行二期手

治疗 猿耀远 个月后袁常规进行血常规尧肝肾功能尧心电
图等实验室检查袁排除手术禁忌后袁进行二期手术遥

器袁术后分次注水扩张袁这样解决了一期直接置入
乳房假体时空间不足的问题袁并保留了二期手术对

术中袁可以对原扩张器腔隙进行包膜松解袁以减少

二期手术采用全身麻醉袁半坐体位袁采取原乳房部

放疗相关包膜纤维挛缩遥
重建乳房的体积估计是手术的难点之一袁常用的

手术切口袁分离至背阔肌肌瓣外缘袁取出扩张器袁松
解腔隙包膜袁再次以扩张器调试容积袁并参照对侧

乳房体积测算有水浸法尧核磁扫描三维重建尧以及激
光扫描等遥 上述方法均需相应的设备袁或复杂的程序

形态体积袁确定所需置入假体的容积遥 置入硅凝胶

运算袁并且计算和实际所需软组织量或假体体积亦有
一定的误差咱猿暂遥 而本手术方案中袁根据置入的扩张器
注水的容积调整袁 可以简单直观地了解所需实际容
积袁并可以在术前预测术中的容积和术后的形态遥
背阔肌肌瓣联合扩张器手术的并发症有供区
皮瓣缺血尧坏死袁切口脂肪液化袁供区凹陷不对称
等袁最常见的有背部血肿尧血清肿咱源原缘暂遥 血清肿的防
治袁 主要包括手术中电刀使用的功率不要过大袁有
效引流袁供瓣区的固定袁及时抽吸等遥
乳腺癌即刻或延迟重建手术的术式选择袁需要
考虑患者的体型袁健侧乳房组织量袁可能的供区组
织量袁放射治疗的需要袁以及患者的认知程度和主
观愿望等遥 工作中应诸多方面需要综合考量袁趋利
避害以获得最适合每一个具体病例的疗效遥

假体袁缝合伤口袁完成手术遥
员援圆援源 评价标准
术后随访 员 年袁采用 匀葬则则蚤泽 标准 咱员暂 评价再造乳
房美容效果遥 优院再造乳房与健侧乳房大小基本相
等袁位置对称袁患者非常满意曰良院再造乳房与健侧
乳房大小相差不多袁着装后双乳无明显区别袁患者
比较满意曰一般院双侧乳房明显不对称袁着装后双乳
区别明显袁患者不满意曰差院再造乳房严重变形遥
圆

结

果

全部背阔肌肌瓣联合扩张器行即刻乳房重建的
病例随访 员 年以上袁至今未检及有乳腺癌转移或复发
者遥 未发生扩张器或假体相关并发症袁供瓣区未见血
清肿或坏死发生遥所有病例无中途放弃手术或更换手
术计划者袁治疗效果满意遥 匀葬则则蚤泽 标准评价结果袁优 愿
例袁良 员 例袁一般 员 例袁差 园 例曰优良率 怨园豫渊员源 辕 员缘冤遥
猿

讨

论

关于乳腺癌病例进行乳房重建的时机袁本文认
为即刻乳房重建袁将使患者有更好受益遥 即刻乳房
重建手术中可以保留尽可能多的乳房皮肤组织袁以
及乳头乳晕组织袁 这样不论对于假体乳房重建袁还
是自体组织乳房重建袁都可以有较小的乳房瘢痕和
较好的外观曰也减少了自体组织重建时袁对供区组
织量的需求曰更加能够减少患者的心理落差袁提供
更好的心理状态袁利于其身心恢复咱员原圆暂遥
本组手术中采取的是全背阔肌肌瓣袁转移后覆
盖于胸部的胸大肌之前袁扩张器或假体置于背阔肌
和胸大肌之间袁从而规避了其他术式对胸大肌的手
术创伤遥 不离断胸大肌的下方止点袁而且充分定位
重建乳房下皱襞袁这对于形成对称自然的重建乳房
极为重要袁同时也保护了胸大肌袁减少了胸大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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