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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两种环乳晕切口在治疗男性乳腺发育症(GYN)手术中的应用,寻求最佳手术切口位置。方法:选取2013年

1月至2015年7月广东省茂名市人民医院收治的32例GYN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17例)和对照组(15例)。观察组采用环

乳晕内侧缘弧形的手术切口,对照组采用环乳晕下缘弧形的手术切口。比较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术后带管时间、术后血肿

发生率、乳头乳晕皮肤感觉及术后满意度。结果:两组术后均一期愈合,而且塑形效果理想。两组随访12个月内,无乳头乳晕

坏死及复发现象。对照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观察组(P<0.05)。两组术后带管时间、术后血肿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术后12个月,观察组痛觉、触觉缺失及乳头乳晕皮肤异常感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且患

者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采用环乳晕内侧缘弧形的手术切口更能有效减少患者术后乳头乳晕感觉异常现象,是治疗

GYN的一种理想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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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feffectsofsurgeriesthroughtwodifferentpositionsofcircum-areolaincisionfor
treatinggynaecomastia
ChenYuxia1,YangWeixiong1,ChenXiang2.(1.DepartmentofBreastSurgery,ThePeople'sHospitalof
Maoming,Maoming525000,China;2.DepartmentofGeneralSurgery,ShanghaiBaoshanDistrictHospi-
talofIntegrativeMedicine,Shanghai2019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Comparetheeffectofadenoidectomyviatwodifferentcircum-areolaincisionstoseek
thebestlocationtooperateforgynaecomastia(GYN).Methods:32patientsdiagnosedasGYNinourhos-
pitalfromJanuary2013toJuly2015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nobservationgroup(17ca-
ses)andacontrolgroup(15cases).Undergeneralanesthesia,thepatients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
operatedviathearcmedialincisionofareola,whilethoseinthecontrolgroupwereoperatedviathearc
subareolarincision.Bloodlossduringoperation,postoperativedrainagetubeindwellingtime,incidenceof
subcutaneoushematoma,skinvascularizationandthefeelingofthenipple-areolacomplex,patients'satis-
factionafteroperationwerecompared.Results:Allcaseswereinprimaryhealingandwithidealshaping
effect.Followedupfor12months,norecurrenceandnecrosisofnippleandareolawasfound.Theamount
ofbleedinginthecontrolgroupwassignificantlylessthanthatintheobservegroup(P<0.05).At12
monthsafteroperation,patientsintheobservationgrouphadloweroccurrenceratesofalganesthesia,
apselaphesia,paresthesiaofnipple-areolacomplexandbettersatisfaction(P<0.05).Conclusion:Arcme-
dialincisionofareolawasanidealincisionforoperationonGYNpatients.Itcouldconservethefeelingof
thenipple-areolacomplexmoreeffectively.
Keywords gynecomastia;arcmedialincisionofareola;arcsubareolarincision;comparativestudy

  男性乳房发育症(gynaecomastia,GYN)是男性
乳腺组织的异常增生、发育,占男性乳腺疾病的

90%以上[1],多发生于男性青春期或老年期。由于
男性的社交活动及对审美的要求,对乳房的异常发
育有较为强烈的治疗愿望。当前,在 GYN的治疗
方面是存在争议的,不但没有共识,而且药物治疗疗
效的文献仅局限于一些小样本系列和病例报告[2-3]。
对于保守治疗效果不理想、病程1~2年的GYN患
者采用外科手术矫正比药物治疗更有效[4]。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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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N的手术方式有多种,目前,单纯小切口手术的
治疗方式,即通过手术直接切除乳腺组织,简单易行
且治疗费用不高,在临床治疗GYN中应用较为广
泛。本研究通过比较两种环乳晕切口在GYN手术
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旨在寻求最佳手术切口位置,达
到微创、美观的目的,最大程度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
量,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至2015年7月
广东省茂名市人民医院收治的32例GYN患者,参
照《黄家驷外科学》[5]中的相关诊断标准,并根据乳
腺彩超结果诊断为脂肪腺体型双侧乳房发育,年龄

16~70岁,平均42.8岁;病程1~8年,平均3.4年,
其中≤25岁患者平均病程(1.5±1.7)年,25~60岁
患者平均病程(2.1±1.3)年,60岁患者平均病程
(3.8±1.5)年;患者男性性征均发育正常,入院时伴
疼痛明显者18例,疼痛不明显或无疼痛者14例;实
验室检查提示雄性激素及雌、孕激素水平均无明显
异常。排除恶性肿瘤病史及肝炎、内分泌及生殖系
统等疾病者。32例(64侧)患者两侧乳房发育大小
均等,依据Simon分级标准[6]:Ⅱa级11例,Ⅱb级

15例,Ⅲ级6例。根据Cohan分类法[7],GYN分为
腺体型、脂肪型及腺体脂肪型。32例入组患者均为
脂肪腺体型。按环乳晕切口位置的不同将患者分成
观察组(17例)和对照组(15例)。术前乳腺彩超结
果提示,两组乳腺腺体层大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乳腺腺体层的大小比较(mm,췍x±s)
组别 左右径 上下径 前后径

观察组 30.07±4.78 31.58±4.33 11.28±7.53
对照组 28.65±6.51 29.79±5.63 10.78±8.03
t 0.709 1.014 0.181
P 0.483 0.318 0.857

1.2 手术方法 患者取平卧位,在胸部标记增生乳
腺范围(手术范围),在乳晕边缘作弧形标记,观察组
采用环乳晕内侧缘切口,对照组采用环乳晕下缘切
口(见图1)。为保证乳头乳晕血供,切口范围一般
不超过乳晕周径的1/2。沿标记切开皮肤,沿乳腺
包膜浅面分离与皮肤连接的腺体组织,再将腺体组
织从胸大肌筋膜浅面剥离切除。若切下的组织较
大,难以从小切口取出,可考虑将腺体组织分块分次
取出。腺体全部取出后,仔细止血,用生理盐水反复
冲洗创腔,在创腔最下方作一长约5mm切口,放置
负压引流球,固定引流管,缝合切口,包扎术区。术
后用棉垫及弹力绷带加压包扎和固定胸部。由于乳
腺疾病手术是I类切口手术,原则上术前及术后不
使用抗菌药物,但患者术后体温≥38.5℃可酌情应
用抗菌药物。当日引流量<5mL时可考虑拔除引

流管。

A:观察组(环乳晕内侧缘切口);B:对照组(环乳晕下侧缘切

口)。
图1 两组患者手术切口位置示意图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方法 根据术中出血量、术后
带管时间、出现并发症例数等项目比较两种术式。
因术中出血甚少,估计术中出血量使用纱布称重
法[8],即失血量重(g)/1.05=出血量(mL)。术后痛
觉评估:充分暴露检查部位,在其两侧对称部位用大
头针力量均匀地轻刺患者皮肤,并请患者回答“痛”
或“不痛”,如痛觉有障碍再上、下对比,查出痛觉障
碍的范围。术后触觉障碍评估:让患者闭目,用棉絮
或羽毛轻触其皮肤,请患者回答“有”或“无”感觉,无
感觉者则为触觉障碍。乳头乳晕皮肤异常感的数据
使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
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췍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手术相关并发症比较 对照组术中出血
量少于观察组(P <0.05),而两组术后带管时间、
术后血肿发生率比较差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观察组虽有1例出现术后血肿,但再次予引
流及加压包扎后症状好转,两组均无一例出现乳头、
乳晕坏死,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并发症的比较

组别 n 术中出血
量/mL,췍x±s

术后带管时
间/d,췍x±s

术后血肿,
n(%)

观察组 17 5.61±3.23 2.52±2.23 2(11.76)
对照组 15 3.53±2.32 3.07±2.41 1(6.66)
t/χ2 2.066 0.670 0(0.00)
P 0.047 0.507 1.000

2.2 两组乳头乳晕皮肤感觉的比较 术后12个
月,比较两组患者乳头乳晕皮肤感觉。经临床测试,
观察组痛觉、触觉缺失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
0.05)。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观察组出现乳头乳晕
皮肤异常感(如麻木感、触电感、针刺感、蚁走感)的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3 两组术后在随访期间复发率及术后患者满意
度比较 两组患者在12个月内的随访期间均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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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复发。两组患者在治疗效果的满意度方面的比
较,观察组为94.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3.3%
(χ2=5.061,P=0.024),见表4。

表3 两组患者术后12个月乳头乳晕皮肤感觉障碍发生率
的比较[n(%)]

组别 n 痛觉缺失 触觉障碍 异样感
观察组 17 2(11.76) 4(23.52) 4(23.52)
对照组 15 9(60.00) 10(66.66) 9(60.00)
χ2 8.219 6.026 4.394
P 0.004 0.014 0.036

表4 治疗效果的满意度方面的比较[n(%)]
组别 n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17 13(76.4) 3(17.6) 1(5.8) 94.0*
对照组 15 5(33.3) 3(20.0) 7(46.7) 53.3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GYN目前病因不清,相关研究提示可能与血中
性激素水平、药物、超重等诸多因素相关,使用手术
矫正比药物治疗更有效[9]。目前治疗GYN的手术
方法主要有开放切除、吸脂法、开放切除加吸脂法三
类[10]。传统的开放手术方式切口大,严重影响美
观,已经逐步被淘汰。单纯脂肪抽吸术治疗脂肪型
的GYN效果理想,可达到缩小乳房体积的目的,具
有损伤小、术程短、瘢痕隐蔽等特点,但是对于脂肪
腺体型的GYN,腺体残留,术后复发率较高[11]。吸
脂联合小切口腺体开放切除术或微创旋切除术治疗
对于脂肪腺体型GYN,虽瘢痕隐蔽、腺体切除完整、
复发率低、外观满意,但治疗费用高[12]。环乳晕小
切口开放手术,治疗费用低,不仅切口小达到微创的
效果,而且在乳晕下方用吸收线做荷包缝合预防术
后乳头凹陷,更能保证术后的美观。
  本研究采取环乳晕不同位置小切口行开放式手
术治疗脂肪腺体型GYN,两组患者术后塑形效果理
想,均一期愈合,12个月内的随访期间均无复发。
两组均未出现乳头乳晕坏死,这可能与术中注意保
护乳晕乳头的血供有关。首先,采用不含肾上腺素
的麻醉液进行麻醉,减轻对乳头乳晕血运的影响。
其次,保留乳晕下方腺体厚度至少5mm,尽量不使
用电刀分离其后组织。再次,避免乳头直接受压:包
扎前先用3块小纱布重叠,中央剪一小孔,乳头从小
孔处引出。本研究中,对照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
观察组(P<0.05),这可能与乳头乳晕区血管分布
有关[13],其浅层血流供应多从乳房外上、上方、内上
到达,因此环乳晕下缘切口损伤的血管相对较少。
此外,由于两组术后均使用弹性绷带加压包扎1周,
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本研究结果显示两
组患者术后带管时间、术后血肿发生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术后出现乳头乳
晕皮肤异常感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且患者对治疗
效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从解
剖学上分析支配乳头乳晕感觉的神经主要来自第

4肋间神经外侧皮支的浅支[14],其分布于乳头乳晕
外下象限截面内神经纤维数目最多[15]。采用环乳
晕内侧缘切口,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神经损伤。
  综上所述,GYN患者采用环乳晕内侧缘切口行
乳腺切除术能更好地保存乳头乳晕皮肤感觉,患者
术后满意度更高,是治疗GYN的一种理想术式,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但患者的远期疗效尤其是3年或

5年后的疗效如何,仍需长时间随访及大样本量的
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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