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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碘-125（ I）粒子治疗技术安全、微创、

获益最大化，中国医师协会放射性粒子植入技术专

疗效确切，已被广泛应用于不能手术切除的原发性

家委员会和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

恶性肿瘤或转移结节（直径 7 cm 以下的实体病

会粒子治疗分会制定并发表了“放射性 I 粒子植

灶）。该项治疗手段通过穿刺技术实现在肿瘤内放

入治疗胰腺癌中国专家共识（2017 年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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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 I 粒子植入，依靠粒子持续释放的 γ 射线对肿

简称共识） ，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参考依据。由于胰

瘤起到持续放射治疗，因此，合理布源、使放射剂

腺解剖位置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粒子植入需要熟练

量达到合理化分布，以使患者获益最大化。为此，

的穿刺技巧，才能达到精准植入，并尽可能减少穿

[1-2]

进行了长期的临床和科学研究，包

刺所带来的副损伤。笔者依据共识中的相关内容

括穿刺过程中影像学引导方式的选择、穿刺相关问

并结合自身临床诊治经验，从穿刺路径的选择及穿

题的探讨、模板的应用如 3D 打印模板在粒子治疗

刺手术要求两方面阐述并分享胰腺癌穿刺技巧方

中的应用等。由于腹腔肿瘤受限于组织器官的复

面的相关内容。

杂性、腹式呼吸导致的肿瘤活动度、穿刺路径中其

1.1 穿刺路径的选择

他组织的遮挡和影响等因素，使得穿刺过程较为困

1.1.1 开腹手术中穿刺路径的选择

国内许多学者

① 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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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风险相对较大。因影响穿刺困难的因素较多，

放射性 I 粒子植入治疗胰腺癌最初作为术中评估

模板穿刺在腹腔肿瘤粒子植入过程中的应用范围

不能切除的胰腺癌的补救治疗手段，多采取直视下

较小，多数肿瘤的粒子植入治疗需要通过医生的徒

穿刺植入，但是容易造成粒子剂量分布不合理的情

手穿刺得以实现。因此，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

况，且盲目穿刺易损伤胰管及血管，目前临床上较

对胰腺癌、肝癌、腹膜后、会阴部等常见恶性肿瘤

少应用，故不作为推荐，目前临床上多采取术中超

的关于粒子植入过程中穿刺技巧方面的相关问题

声引导下穿刺粒子植入，其穿刺粒子植入流程为：

作一介绍。

打开网膜囊进入胃后间隙，暴露胰腺，使用术中超
声探头紧贴于胰腺表面，扫描定位肿瘤位置及大

1 胰腺癌

小、肿瘤与主胰管的关系、肿瘤与十二指肠的关

进展期胰腺癌的诊治一直是临床工作中的难

系，并明确肿瘤是否侵犯脾血管、胰头部肿瘤与腹

点，无论是手术、化疗、放疗及其他综合治疗，其治

腔干及其属支的关系、胰体尾部肿瘤与肠系膜上血

[3]

疗效果均不能令人满意 。由于胰腺癌恶性程度

管及脾门和肾上腺的关系；穿刺过程尽量于超声

高，生存期较短，采取何种治疗手段能够在达到缓

引导下进行，若因空间关系无法实时超声引导时，

解症状、延长生存期的同时，尽可能减轻治疗所带

要求对穿刺位点进行标记，测量穿刺距离及方向后

来的痛苦是较为理想的选择。经过十多年的临床

再行穿刺。② 笔者的经验总结。开腹手术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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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放射性 I 粒子植入治疗胰腺癌可以达到上

地暴露胰腺有利于术中超声定位，能够为穿刺提供

述目的，因此，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临床。为了

较大的操作空间，有利于穿刺过程中的相互配合；

125

规范放射性 I 粒子植入治疗胰腺癌流程，使患者

穿刺路径的选择应尽量垂直于肿瘤表面，以减少穿
刺经过正常胰腺组织，降低出血和胰瘘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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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肿瘤与周围重要解剖的毗邻关系，是减少穿刺
风险的前提；对于穿刺较为困难的部位，若成功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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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建议可在治疗剂量上酌情调整，以尽量达到治

其他引导方式，超声引导为实时引导，因此建议穿

疗的目的，若受限于腹腔空间等因素无法穿刺，可

刺过程中一次性到达肿瘤远端。⑤ 先布针再植入

限期二次经皮穿刺行粒子植入；粒子植入应尽可

粒子还是边植入粒子边布针应根据肿瘤实际情况

能于肿瘤内完成，减少肿瘤外的穿刺针道，其目的

决定，两者并无差别。⑥ 若穿刺针道经过消化道，

同样是为了减少穿刺所引起的胰腺损伤；术中超

建议同一穿刺针于肿瘤内多针道、多层面植入，以

声探头应尽可能小巧，在保证实时引导的同时显露

减少对消化道的穿刺次数。⑦ 超声引导可以在最

更大的术野，有利于随时调整穿刺针道。

大程度上避免穿刺过程中对其他脏器的穿刺损伤，

由于影像技

并且由于是实时引导，操作自由度较大，可以最大

术的进展，术前 CT 及 MRI 可以准确评估胰腺癌能

程度达到穿刺目的 。开腹手术下穿刺与经皮穿刺

否手术切除，因而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胰腺癌，目

相比的穿刺路径经过其他器官较少，并可随时进行

1.1.2 非开腹放手术穿刺路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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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前多采取非开腹经皮放射性 I 粒子植入 治疗。由

术中补救，但并不意味着穿刺风险的降低。

于胰腺位置较深，因此穿刺针道可能需要经过其他

1.1.2.1 CT 或 MRI 引导下经皮穿刺路径的选择

1.2 穿刺手法及体位的要求
1.2.1 穿刺手法要求 扫描定位后，穿刺针于腹壁
内调整确定进针方向，以确保一次穿刺成功。一旦
穿刺针道确定，穿刺经过腹膜时应于腹壁活动度最
小时快速进针，以避免对穿刺针对腹腔脏器的刮

由于 CT 或 MRI 是非实时引导，在穿刺过程中具有

伤，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穿刺经过胃腔时，应于

一定的盲目性，因此，需要通过反复扫描明确穿刺

胃腔内完成穿刺方向的微调；同一针道完成植入

针道是否偏离、进针深度是否足够等，但是熟练的

后，如更改针道，尽量于肿瘤内完成；若无法调整

穿刺技术可以弥补以上缺点，达到精准穿刺的目

进针方向，建议重新穿刺，减少针道转移。

的：① 首先需明确穿刺层面，若无重要组织（血

1.2.2 穿刺体位要求

管、胰管）干扰，可逐层布针，争取一次布完，再行

腹腔前后径较大，可将背部垫高，有利于操作，在

粒子植入；若遇重要组织干扰，可通过上/下层面

操作过程中根据肿瘤所处位置不同，可适当调整体

进行补种。② 刚进针时不易过深，先明确穿刺方

位，采取左侧或右侧倾斜。术前需留置胃管，以排

向是否正确，再决定进针深度。③ 在穿刺层面的

空胃内容物，术中保持胃管负压吸引，排出胃内气

选择上应该考虑到腹式呼吸对层面的影响。④ 尽

体，以利于胰腺的暴露。

器官或组织，这也是术中发生风险及术后发生并发
症的原因。因此，如何设计合理的穿刺针道尤为重
要。

量避免经消化道穿刺，以减少腹腔感染的几率。⑤

胰腺癌穿刺常取仰卧位，若

总之，胰腺癌行放射性粒子植入在穿刺前应做
[9]

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垫背、侧卧等）使肿瘤更靠近

好完善的胃肠道准备 ，掌握肿瘤的生物学特征，

腹膜，以缩短穿刺距离，避免因过多穿刺造成的组

制定好合理的穿刺路径，在保证穿刺安全的前提

织损伤。⑥ 植入结束后，不易直接撤针，应再次扫

下，做到粒子剂量分布的合理性，并尽量减少术中

描复查，明确植入满意后再行撤针。⑦ 若考虑不

穿刺的副损伤，才能最大程度让患者受益 。按共

除外穿刺入血管或胰管，应拔出针芯，明确情况后

识中所述，推荐医生选择自己熟悉的引导方式作为

再考虑是否植入。CT 或 MRI 引导下行胰腺癌粒子

放射性 I 粒子植入治疗胰腺癌首选引导方式。

穿刺植入，需做好多次扫描的准备，所有穿刺过程
避免过于盲目，以安全为首要前提，可以达到精准
[6]

植入 。术前应做好放射治疗计划系统计划，对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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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肝癌及肝转移癌
肝脏肿瘤粒子植入过程中的穿刺难点在于肺

穿刺困难的背侧肿瘤，应选择合适的层面和针道，

组织的遮挡、呼吸和心包活动度以及肝内血管、胆

避免出现放射稀疏区。

管对穿刺的影响。肝脏肿瘤多采取经皮粒子植入，
超声引

引导方式主要包括超声、CT 及 MRI。根据引导方

导在胰腺癌经皮穿刺中具有其他引导方式不可比

式的选择不同，对穿刺的要求及注意事项亦不相

1.1.2.2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路径的选择
[7]

拟的优势 ，因此，穿刺路径有较多的可选择性。

同。

在选择穿刺路径时应考虑到以下因素：① 尽可能

2.1 穿刺路径的选择
2.1.1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路径的选择 超声引导
在肝癌粒子植入过程中有其特殊的优势，这种优势
体现在特殊部位肝癌的穿刺上。根据肿瘤位置的

通过探头的压力挤开穿刺路径上的肠管及血管。
② 如果可以，避免穿刺经过消化道。③ 可以通过
选择不同的扫描方向达到穿刺的目的。④ 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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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影响穿刺的因素也不相同，因此穿刺路径的
选择不尽相同。
2.1.1.1 近肝门处肝癌穿刺路径的选择

近肝门处

免穿刺肺脏，减少副损伤。

3 腹膜后肿瘤及转移结节

肝癌穿刺需要注意门静脉、肝动脉及肝内胆管，否

腹膜后肿瘤包括不能切除的原发肿瘤及转移

则容易造成穿刺出血及胆汁瘘。近腹侧肝门处肿

灶，原发肿瘤包括肉瘤、神经纤维瘤、胃肠道间质

瘤穿刺相对容易，由于超声引导为实时引导，可实

瘤等，转移灶为胃肠道肿瘤、肝癌、妇科肿瘤、肺癌

时监测穿刺针针尖所处位置，因此出现损伤上述器

等肿瘤的腹膜后转移。由于肿瘤位于腹膜后，位置

官的可能性较小。在穿刺过程中需要注意：完整

较深，穿刺针道会经过大网膜、消化道及其系膜。

显露穿刺针道及针尖所在位置；彩色多普勒超声

若肿瘤较大（直径 3 cm 以上的实体病灶）、位置较

显示血管位置，并注意伪影及其他因素对影像图片

为固定，可选择 CT 或 MRI 引导，也可以考虑模板

的干扰；经过腹膜及肝脏表面时要快速穿刺，避免

辅助粒子植入；若肿瘤较小（直径 3 cm 及以下的

针尖划伤肝脏表面，导致出血。近背侧肝门处肿瘤

实体病灶）、血运丰富、位置较深，建议行超声引导

穿刺较为困难，由于肿瘤位于血管及胆管后方，在

下粒子植入，可以通过探头加压避开上述器官，达

穿刺过程中需要避开，穿刺路径的选择应该于上下

到损伤最小化的目的。

两个层面进行。对于静脉或胆管内癌栓的处理，可

3.1 穿刺原则

选择贴壁植入，若癌栓较大，也可以直接穿刺植入

腹膜后肿瘤穿刺行粒子植入前需要有确切的
病理学诊断，明确肿瘤的病理性质，并了解肿瘤所

癌栓内部。
[11]

近膈处肝

处的位置、主要供血血管来源及周围是否有重要解

癌由于靠近心包和肺下界，受到心脏博动及呼吸影

剖。对于孤立小结节，采用单针道一次性植入完

响较大，穿刺较为困难。对于近背侧肝左叶近膈面

成。对于较大肿瘤，建议采取平行布针的方法，布

肿瘤，在穿刺过程中需注意心包活动和呼吸运动对

针结束后再行粒子植入，以保证粒子布源的合理

肿瘤定位的影响，务必做到精确穿刺的同时，避开

性。在植入过程中，同样采取穿刺损伤最小化原

肺下界，避免误穿心包。对于肝右叶近膈面肿瘤，

则，以保证手术的安全性，且有利于术后恢复。

如无肺组织遮挡，可根据情况选择经右侧肋间或经

3.2 体位要求

2.1.1.2 近膈处肝癌穿刺路径的选择

腹进针；若肺组织遮挡，选择于呼气末经肋间进
针，避免穿刺肺组织；若无法避开肺组织，则放弃

腹膜后肿瘤徒手穿刺体位要求多采取仰卧位，
可以保证粒子植入的顺利实施。

经肋间进针，改为经腹进针。若肿瘤位于膈顶，位

总之，腹膜后肿瘤穿刺过程中尽可能避开肠

置较深，影响超声图像效果及穿刺，选择于吸气末

管，减少腹腔感染和肠瘘的发生率。若术前评估必

进针，利用肺膨胀对肝脏的压迫以更好地显示肿

须经过消化道，术前应行肠道准备，穿刺路径的选

瘤，选择最佳路径。

择应以减少穿刺针道为主，于肿瘤内单针多针道布

2.1.2 CT 或 MRI 引导下穿刺路径的选择

CT 或

MRI 引导下可以清楚显示血管及胆管，穿刺路径的
选择与超声引导下基本相同，影响穿刺的因素除上

源。

4 会阴部恶性肿瘤

述之外，还表现为肋骨对穿刺路径的干扰，这可能

会阴部恶性肿瘤包括妇科肿瘤如宫颈癌，直肠

需要经肋骨穿刺，否则有可能造成粒子布源的不合

肿瘤如直肠癌、直肠类癌，泌尿系肿瘤如膀胱癌、

理。另外，如穿刺经过胸腔，应于呼气未进针，以

前列腺癌等，骶尾部其他少见恶性肿瘤等。

减少或避免对肺组织的穿刺损伤。

4.1 穿刺路径选择
会阴部肿瘤可采取经腹入路或经会阴入路，具

2.2 体位要求
根据肿瘤位置不同，可选择于仰卧位、左侧卧
位，若肿瘤位置较深，可垫高肝区，以有利于穿
刺。若肿瘤位于膈顶，可选择头高脚低位，依靠重
力使肝脏下移。
总之，肝癌及肝转移癌的穿刺要点需要考虑如
何避免损伤肝内血管及胆管，在穿刺过程中注意胸
腔及膈对肝脏活动度的影响，穿刺过程中尽可能避

体路径的选择由肿瘤与骨盆的空间关系决定。经
腹入路主要治疗近盆壁或位置相对较高的肿瘤，在
穿刺过程需注意保护膀胱，同时注意避免穿刺髂血
管及盆腔神经丛、骶前静脉丛、输尿管等。经会阴
穿刺路径主要治疗低位肿瘤如宫颈癌、直肠癌、盆
底转移癌等，穿刺过程中采取平行布针的原则，避
免经直肠或阴道穿刺，建议可选择经直肠超声引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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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穿刺，可达到精准穿刺的目的，具有安全性 ，必
要时以左手为指引，采取右手穿刺两者结合的方
法，同样可以达到精准穿刺。

4.2 体位要求
经腹入路穿刺可采取仰卧位，经会阴入路穿刺
可采取截石位、左侧卧位、右侧卧位、折刀位等，以
利于引导及方便穿刺为前提。

3 盖保东. 无法手术切除的胰腺癌的综合治疗. 中华内分泌外科
杂志, 2013, 7(3): 177-179.
4 中国医师协会放射性粒子植入技术专家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粒子治疗分会. 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
治疗胰腺癌中国专家共识解读—植入放射性粒子方法及影像
学引导方式的选择. 中华内分泌外科杂志, 2018, 12(1): 5-6.
5 杜思韵, 盖保东, 屈佳, 等. 经皮超声引导与开腹术中超声引导
植入放射性 125I 粒子治疗胰腺癌的效果比较. 吉林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17, 43(2): 381-385.

总之，会阴部肿瘤穿刺需要选择合适的体位及

6 Liu B, Zhou T, Geng J, et al. Percutaneous computed tomography-

引导方式才能达到穿刺的顺利实施。由于会阴部

guided iodine-125 seeds implantation for unresectable pancreatic

静脉丛较多，组织疏松，出血不易控制，因此，在穿
刺过程中应特别注意避开较大血管。穿刺路径避
开对直肠及阴道壁的损伤，避免出现医源性直肠瘘
或阴道瘘。

5 小结

cancer. Indian J Cancer, 2015, 52(Suppl 2): e69-e74.
7 盖保东, 李清春, 杨冬艳. 超声引导经皮穿刺 125I 放射性粒子组
织间植入治疗胰腺癌安全性分析. 中华内分泌外科杂志, 2016,
10(3): 180-181, 188.
8 付平, 薛佳男, 盖保东, 等.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穿透胃壁植入
125I 放射性粒子治疗进展期胰腺癌.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
2017, 26(12): 1034-1038.
9 盖保东, 侯睿智, 李清春. 放射性粒子治疗胰腺癌的术前准备与

腹腔肿瘤类型较多，不同部位的肿瘤由于解剖

术后处理. 中华内分泌外科杂志, 2010, 4(3): 196-197.

位置不同、周围组织毗邻关系不同，因而影响徒手

10 盖保东, 杨冬艳, 李清春. 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治疗胰腺癌中国

穿刺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应根据不同部位的肿瘤特

专家共识解读—植入放射性粒子方法及影像学引导方式的选

性选择合适的体位，推荐医生选择自已熟悉的引导
[13]

方式 ，制定合理的穿刺路径，在保证合理布源的
情况下，以安全为前提，以减少穿刺副损伤为目

择. 中华内分泌外科杂志, 2018, 12(1): 5-6.
11 李清春, 杨冬艳, 盖保东, 等. 超声引导在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
治疗近膈处肝癌中的安全性分析.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8, 25(5): 615-618.

的，才能做到安全、微创、有效。

12 盖保东, 李清春, 杨冬艳, 等. 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直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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