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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近年

来，在我国尤其是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已成为危

害妇女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 乳腺癌的病因尚

不十分清楚，发病机制比较复杂，影响乳腺癌发病

的因素也很多。 乳腺癌患者中约 15％有乳腺癌阳性

家族史， 因此认为乳腺癌与遗传有较大相关性，已

发现的相关基因有 BRCA1、HER-2、PRAD1 等。 流

行病学研究表明与非家族性乳腺癌有关的危险因

素主要有雌激素的长期刺激，如初潮年龄早，绝经

年龄晚，月经周期短，无哺乳史等。
早期乳腺癌治疗以手术切除辅以放化疗、内分

泌治疗为主，而晚期（Ⅲ期或Ⅳ期）乳腺癌则以化疗、
放疗、内分泌等综合治疗为主，旨在使肿瘤降期，获

得手术切除机会或者控制局部病灶，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和延长生存期。 乳腺癌是对化疗敏感的实体瘤

之一，符合动脉灌注化疗 3 个基本要素：①肿瘤有

明确的供血动脉；②肿瘤为血管丰富型；③肿瘤细

胞对药物敏感。 动脉内给药可以提高局部药物浓

度，同样的药物和剂量，动脉内灌注化疗与全身化

疗相比，具有较高的应答率和较低的不良反应率。
20 世纪 60 年代，Byron 等将腋动脉外科切开置

管行晚期乳腺癌局部化疗，取得了一定疗效。 这是

乳腺癌的介入治疗雏形， 然而这种方法不仅痛苦

大，而且创伤大、并发症多。 随后，外科出现了尺动

脉插管法，主要是局麻下在患侧前臂远端做纵行切

口，暴露尺动脉，切开并插入内径约 2 mm 的塑料软

管至腋动脉， 此过程中不断注入亚甲蓝溶液观察，
当乳腺肿瘤及腋窝染色后固定并保留导管，导管用

肝素冲管保持通畅，然后注射化疗药物，结束后拔

作者单位：200032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诊断科，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通信作者：李文涛 E-mail：liwentao98＠126．com

乳腺癌介入治疗指南的建议

许立超， 李文涛

·专 论 Special comment·

【摘要】 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是治疗局部进展期乳腺癌的一种方法，主要目的是获得局部手术切除

的机会和控制临床症状，该方法已应用于临床并获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本文根据国内外已发表的乳腺

癌介入治疗相关文献，主要从乳腺癌血液供应、造影表现、介入治疗的术前准备、适应证、禁忌证、用药、
并发症防治及治疗效果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为制订乳腺癌介入治疗的指南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乳腺癌； 介入治疗； 动脉灌注化疗； 技术指南

中图分类号：R73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4X（2010）-06-0425-04

Suggestions about the guidelines fo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of breast cancer XU Li-chao， LI Wen-t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Wen-tao， E-mail： liwentao98＠126．com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intra-arterial perfusion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and recurrent

breast cancer is to gain the chance of operative excision and to control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tra-arterial
perfusion chemotherapy has been widely employed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has already achieved satisfactory
therapeutic results． Based on the medical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interventional therapy of breast cancer，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s attempt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interventional techniqu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blood
supply and imaging findings of the breast cancer， as well as on the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indications and
contraindications， medication， complications and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intra-arterial perfusion chemotherapy．
（J Intervent Radiol， 2010， 19： 425-428）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tra-arterial perfusion chemotherapy； technical
guideline

425— —



介入放射学杂志 2010 年 6 月第 19 卷第 6 期 J Intervent Radiol 2010， Vol．19， No．6

除导管，局部加压包扎，此方法虽然创伤较外科切

开小，也取得了较好的局部控制效果，但存在患肢

疼痛、手指麻木感、患肢前臂肌肉轻度萎缩、患肢功

能障碍等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随着介入放射学技术应用的日趋成熟，临床开

始采用经皮穿刺股动脉，插管至锁骨下动脉或肿瘤

供血动脉，进行局部灌注化疗药物及栓塞，临床实

践显示这种方法较尺动脉途径并发症显著降低，可

重复操作性强，导管定位准确，临床效果好。

1 适应证和禁忌证

1．1 动脉内灌注化疗主要适合于：①局部晚期乳腺

癌治疗或术前辅助降期治疗；②局部复发的乳腺癌

治疗；③不能承受大剂量全身静脉化疗或局部病灶

放疗无效的患者。
1．2 严重凝血机制障碍，对比剂过敏，严重心、肾、
肝等功能障碍，全身衰竭等为禁忌证。

2 方法

2．1 术前准备

2．1．1 了解患者一般状况，血压、脉搏等生命体征，
完善血、尿、粪三大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

能检查，行胸部 X 线片、腹部超声、心电图等常规检

查，排除心、肺、肝、肾等脏器器质性病变，了解有无

糖尿病、高血压等病史，如有应先采取相应措施。 并

作对比剂过敏试验。
2．1．2 术前与家属、患者谈话，内容包括患者病情，
手术目的和方式，治疗原理，术中、术后注意事项及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治疗费用等；签署手术治疗知

情同意书、昂贵治疗费用告知书、化疗知情同意书。
2．1．3 术前 4 h 禁食。 并按常规术前肌内注射地西

泮 10 mg。
2．1．4 手术室应具备各种抢救药物、 心电监护、氧

气、吸引器、呼吸辅助装置等急救设备。
2．2 操作程序

以 Seldinger 方法经皮穿刺股动脉， 采用 Cobra
导管或猎人头导管插管至病变侧锁骨下动脉，先行

锁骨下动脉造影，明确肿瘤供血动脉，然后超选择

插管至肿瘤供血动脉。 必要时可采用植入动脉药盒

或埋入化疗泵的方法进行长期多次动脉给药，具有

简便、安全，感染的机会小，可长期使用等优点。
2．2．1 乳腺癌血供 乳腺癌血供丰富多变。 根据

DSA 造影，乳腺癌供血动脉可有胸外侧动脉、胸廓

内动脉、肩胛下动脉、胸肩峰动脉、肋间动脉等，各

动脉分支间有丰富的侧支吻合。 其中以胸外侧动

脉、胸廓内动脉最为常见，胸外侧动脉及其分支较

粗，分布到乳腺的路程短，乳腺癌时易增粗、扭曲，
尤其是腋窝淋巴结肿大者。 造影显示供血动脉分支

明显增粗扭曲，乳腺肿块及淋巴结染色明显。 在进

行动脉灌注化疗前应造影明确肿瘤的供血动脉，以

进一步超选，对于病变范围较广的，可不予超选而

大范围灌注化疗药物。
2．2．2 造影表现 乳腺癌造影表现主要是在癌灶

部位见到不规则的血管染色团，边缘模糊，呈不均

匀改变，并延续至静脉期；病灶内及周边有血管走

行紊乱，扭曲，并略增粗，血管粗细不均，终末细小

动脉增多，呈网状；实质期内有团块状对比剂浓聚，
中心呈低密度的不均匀改变， 并沿续至静脉期，有

的可呈“血管湖”状，病灶边缘多与周围组织无明确

边界； 有时可见同侧腋下淋巴结的血管染色团，表

现与原发灶相似，但边缘较清晰，染色密度比原发

灶染色团均匀。
2．3．3 药物灌注与栓塞

2．2．3．1 药物选择： 乳腺癌动脉灌注化疗可选用的

化疗药物有蒽环类药物、紫杉类药物、长春碱类药

物、铂类药物、烷化剂和抗代谢药物。 目前动脉内用

药剂量尚无相关的药代动力学及毒理学标准，用量

主要参考全身静脉用量，一般相当于单个疗程全身

静脉给药量的 70％ ～ 80％。 常用的药物有 5-Fu、表

柔比星、丝裂霉素、顺铂、泰素、吡柔比星、盐酸米托

蒽醌、阿霉素、环磷酰胺等。
2．2．3．2 灌注方法： 插管至肿瘤供血动脉造影确认

后，将每种化疗药物稀释至 100 ml 左右，分别缓慢

推注，推注过程中注意和患者沟通，了解有无头痛、
皮肤疼痛等不适。 对于肿瘤供血动脉超选插管困难

或者病变广泛的病例， 可将导管超越椎动脉开口，
置于锁骨下动脉，然后将加压袖带束于患侧上臂靠

近肩关节处加压，压力以完全阻断肱动脉的血压为

标准，这样暂时阻断肱动脉血流后灌注，可使化疗

药物充分进入肿瘤供血动脉，增加肿瘤及腋窝局部

药物浓度，提高疗效，又可减少化疗药物对远端肢

体的刺激。
在确保不会异位栓塞的情况下， 可以采用碘

油、微粒、明胶海绵等栓塞剂对肿瘤供血动脉进行

栓塞，提高疗效。
2．3 术后处理

术后穿刺点加压包扎，平卧 24 h；予以抗生素

预防感染、水化、保肝、抑酸、止吐等对症处理，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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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顺铂等肾脏毒性较大的药物需给予 2 000 ml 以

上的水化量。 监测患者血压、脉搏、呼吸等生命体

征；观察穿刺肢体远端皮肤颜色、温度及足背动脉

搏动情况。
2．4 注意事项及并发症防治

乳腺癌介入化疗产生的并发症主要与对比剂，
穿刺、插管损伤，灌注化疗药物，栓塞等有关。
2．4．1 即使术前碘过敏试验阴性，仍可能有少部分

患者在大量注入对比剂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过敏反

应，可于术中常规静脉给予地塞米松 10 mg。
2．4．2 动脉穿刺可引起局部出血、血肿、感染、血管

内膜损伤、假性动脉瘤等并发症。 预防措施主要是

避免反复穿刺股动脉，充分压迫止血、制动。
2．4．3 锁骨下动脉插管过程中动作要轻柔，避免反

复刺激颈内动脉、椎动脉等血管，防止血管痉挛、斑

块脱落等导致神经系统症状。
2．4．4 灌注化疗药物过程中，尤其是快速、大剂量、
高浓度化疗药物灌注可引起化学灼伤所致的炎性

反应性疼痛，导致患侧上肢、肩背部疼痛以及皮肤

损伤、发 红、出 水 泡，诱 发 溃 疡、坏 死 等，预 防 措 施

主要是避免导管误入正常皮肤血管，缓慢灌注化疗

药物，灌注过程中与患者实时沟通，了解患者有无

不适。
2．4．5 化疗药物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和

对胃肠道的刺激作用而导致的血细胞减少和恶心、
呕吐等不适，毒性反应多在Ⅱ度以内，可不予处理

或对症处理即可。
2．4．6 栓塞可引起疼痛、 发热等栓塞综合征表现。
必要时给予止痛、退热等对症处理，栓塞过程中栓

塞剂如反流至正常血管，尤其是椎动脉、颈内动脉、
上肢动脉远端可引起异位栓塞， 甚至导致严重症

状，因此栓塞过程中不可用力推注栓塞剂，应密切

监视严格杜绝栓塞剂反流发生。

3 疗效及其评价

乳腺癌介入治疗主要用于晚期局部进展期乳

腺癌的术前治疗，优点主要有：①减轻肿瘤负荷和

组织反应性水肿，使肿瘤缩小；降低临床分期，提高

手术切除率并降低复发率。 ②控制术前存在的局部

微小癌及亚临床灶， 抑制手术引发的肿瘤增殖刺

激，并对微小病灶有一定的杀伤作用。 ③动脉用药

容易使肿瘤局部达到有效药物浓度，控制医源性转

移。 对于无法手术、复发型乳腺癌则提供一种控制

肿瘤减轻临床症状的方法。 临床乳腺肿块的测量以

触诊用卡尺测出的数据计算，同时参考 B 超和乳腺

钼钯检查结果。
3．1 乳腺癌介入治疗疗效

3．1．1 晚期乳腺癌动脉灌注化疗近期疗效 文献

报道在晚期乳腺癌接受动脉灌注化 疗 后 的 1 至 4
周内，可获得 60％ ～ 100％的有效率，观察到如肿块

和腋窝淋巴结缩小、变软，活动度增大，皮肤色泽变

淡等变化， 临床症状缓解主要表现为疼痛缓解，止

痛药停用或减量，皮肤表面溃疡修复，渗血停止，渗

液明显减少，局部肿大淋巴结明显缩小或消失。 日

本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评估动脉灌注化疗和全身化

疗治疗 41 例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效果， 结果显示

动脉灌注化疗肿瘤反应率为 63．2％， 优于全身静脉

化疗的 40．9％， 动脉灌注化疗治疗的患者白细胞减

少以及胃肠道反应发生率低。 动脉灌注化疗还可联

合栓塞剂（明胶海绵、碘油、微粒等）治疗乳腺癌，效

果优于单纯灌注化疗。 因此，晚期乳腺癌介入治疗

局部肿瘤反应和控制率是显著的，对于不能手术切

除的病例，动脉内灌注化疗可以很好的控制局部症

状并可能会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提高局部控制率

和手术切除率。
与同期未作介入治疗者相比，乳腺癌术前介入

治疗可缩短手术时间和减少术中出血，介入治疗对

伤口愈合没有明显影响，不增加手术并发症，不良

反应比全身化疗轻，可明显减轻临床症状，改善生

活质量，特别是对机体白细胞和血小板抑制的影响

小，不影响后续手术和放、化疗等治疗，是根治术前

动脉化疗栓塞治疗乳腺癌的优势。
3．1．2 晚期乳腺癌动脉灌注化疗远期效果 晚期

乳腺癌术前行动脉灌注化疗疗效明显提高，患者复

发时间明显延长，长期生存效果优于未行动脉化疗

者。 文献报道对于年龄超过 75 岁无法手术的局部

进展期乳腺癌患者， 单纯接受多次动脉灌注化疗，
结果显示临床毒性反应轻， 观察到 80％的应答率，
治疗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耐受性良好，平均生存

期为 33．5 个月。
3．1．3 复发型晚期乳腺癌介入治疗效果 复发型

的晚期局部乳腺癌指先前接受过手术、放疗、全身

化疗治疗后局部复发的乳腺癌， 此类患者再次手

术、放疗或全身化疗效果较差或难度较大，对此类

患者采取介入治疗的方法，亦可取得一定疗效。 有

研究显示此类患者对动脉灌注化疗反应率为 25％
～ 77％，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疼痛缓解，皮肤表面

溃疡修复，渗血、渗液减少；合并上肢水肿者，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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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局部肿大淋巴结明显缩小或消失等。 对于局

部进展期乳腺癌患者，经过 1、2 次动脉灌注化疗后

可出现肿瘤缩小； 而对于复发的局部进展期乳腺

癌，则需更多次动脉灌注化疗才会有效果。 因此，对

于局部复发的乳腺癌患者，动脉灌注化疗是一种可

供选择的有效、可耐受的治疗方法。
3．2 乳腺癌介入治疗后肿瘤病理变化

动脉灌注化疗栓塞通过局部高浓度给药、栓塞

肿瘤供血动脉达到使肿瘤坏死的目的。 介入治疗后

的大体标本可见肿块与周围组织分界较清楚，切面

呈灰白色，可见点状坏死。 光镜下发现癌细胞有不

同程度的坏死， 并被大量的纤维结缔组织所代替，
残存的癌细胞明显变性，间质有少量的淋巴细胞和

浆细胞浸润， 癌细胞有不同程度的细胞核固缩、碎

裂，细胞质凝固、坏死，细胞间质轻、中度水肿，轻、
中度纤维组织增生； 所有癌灶均有炎性细胞浸润，
且炎症反应呈中、重度变化。 血管内膜增厚与血管

炎普遍存在，以轻、中度变化为主，部分可见癌灶血

栓形成。部分病理切片未找到癌细胞，仅见其细胞形

态。 术前未行介入治疗的肿瘤则无上述变化。
术前区域性动脉灌注化疗能诱导肿瘤细胞凋

亡， 并可影响乳腺癌细胞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术

前 动 脉 灌 注 化 疗 可 能 通 过 影 响 bcl-2、bax 基 因 表

达，促进细胞凋亡，抑制细胞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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