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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四川省肝泡型包虫病消融治疗技术规范
四川省医师协会包虫病专业委员会
展，四川省医师协会包虫病专业委员会组织普外

1 概述

科、影像科、超声科、麻醉科、介入科等多个学科的

包虫病又称棘球蚴病，可分为囊型和泡型两种

专家共同参与并讨论，起草并形成了《四川省肝泡

类型，是流行于世界畜牧业地区常见的人畜共患寄

型包虫病消融治疗技术规范》，希望该规范能帮助

[1]

生虫疾病 。包虫病可发生于全身各个脏器，其中

临床医师对 HAE 的诊断与消融治疗制订最合理的

以肝脏为主。WHO 将包虫病列为 17 种被严重忽

策略，能有效提升 HAE 的根治水平，降低手术并发

[2]

视的寄生虫传染病之一 。四川省是受包虫病危害
最为严重的地区，直接受威胁人口超过 258 万，总
患病率约 1.08%，其中甘孜州石渠县包虫病患病率
[3-4]

高达 12.09%，居全球之首 。肝泡型包虫病（HAE）

症发生率和复发率。

2 HAE 的诊断[13]
2.1 流行病学与个人史

潜伏期长，呈浸润性生长，不断长入正常肝脏组

对于凡有在流行区（疫区）居住、旅游、工作或

织，与肝脏恶性肿瘤的生长方式类似，故而被称为

狩猎史，或有与犬、羊等家养动物或狐、狼等野生

“虫癌”。HAE 的病灶常为肝内多发，体积巨大，

动物接触史，应怀疑肝包虫病感染可能，并在完善

可侵犯肝脏血管、胆管等肝内外重要结构，使得手

实验室相关检查、心电图、胸部 X 线片等检查后 ，

术切除变得极为棘手，且未经治疗的 HAE 患者的

均应进行下一步影像学评估。

[1]

2.2 临床特点

[5-7]

10 年病死率高达 94% 。
传统的开腹 HAE 病灶根治性切除术是主要治
[8-9]

早期 HAE 患者可无任何明显的临床症状，多

，

在体检、筛查中发现，部分患者可因病灶对肝脏周

手术难度较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复发率仍较高 。

围器官的挤压、刺激等而引起一些症状，如右上腹

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微创外科治疗在

疼痛、右上腹刺痛、腹部不适等。

疗方式，但由于大部分患者就诊时处于中晚期

[7]

[10]

HAE 中应用逐渐增多 ，其中以腹腔镜 HAE 肝切
除为主

[11-12]

。尽管腹腔镜 HAE 根治术具有创伤小、

2.3 影像学评估
早期影像学诊断主要依靠彩超，难以定性时需

术后康复时间短、良好的腹腔视野等优点，但需要

要结合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

较为精良的腔镜设备和相对高昂的医疗费用，无法

检查，必要时需要进行三维重建、正电子发射计算

[13]

[19]

快速普及于基层医疗单位 。早期 HAE 患者常无

机断层显像（PET-CT）等 。主要的影像诊断依据

明显的临床症状，即使筛查确诊后也难得到及时、

是：① 肝脏占位病变表现为不均质的实质性包块、

有效的治疗，而口服药物疗效欠佳

[7, 14]

。虽然消融

病灶内部偶可见小囊泡或钙化以及中心可见液化

治疗已作为早期或辅助治疗手段被广泛用于治疗

坏死而共同构成“地图征”样外观等特征时倾向

肝脏恶性肿瘤中

[15-16]

，但是消融治疗在 HAE 中的应

用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17-18]

，各级医院消融技术参

差不齐，手术方式及围手术期管理多样，亟需规范

于 HAE 诊断；② 彩超、CT、MRI 检查中 1～2 种检
查发现 HAE 的特征性影像。

2.4 其他相关检查

性、实用性的临床诊疗规范。因此，为了推动四川

① 介入血管及胆道造影技术可以精确地显示

省 HAE 微创消融治疗工作规范、有效及安全地开

病灶与血管和胆管的关系，对于复杂 HAE 患者的
术前准备工作，尤其术前需要胆道减压、选择性门
[20]

静脉栓塞 的患者，采用介入技术可以达到诊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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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治疗的目的。② 免疫学检测方法有酶联免疫吸
[21]

附试验（ELISA） 、间接血凝法（IHA）、点免疫胶
体金渗滤法（DIGFA）等，具体诊断详见免疫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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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2 适应证

关文献 。

2.5 鉴别诊断

① 单发浸润型病灶，P1N0M0 型，病灶直径不超

HAE 主要与肝癌、肝囊实性病变、肝血管瘤、
[13]

细菌性肝脓肿等鉴别 ，术前诊断时应予以注意。

的肝内小病灶（病灶直径<4 cm）；③ 病灶部位距
离第一、二、三肝门 2 cm 以上，未侵犯大的胆管和

3 HAE 分期及分型

血管。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病情个体化选择的手术

3.1 HAE 临床分期

方式（体外经皮或腹腔镜下辅助）。

根据彩超、CT 等检查，HAE 在肝内侵犯范围，
患者的临床表现和体征，可在临床上将 HAE 分为
[1, 23]

过 4 cm；② 多个可切除的病灶，位于大病灶之外

4.3 禁忌证
① 全身情况不能耐受肝切除手术患者；② 有

：① 早期，病灶局限于 1 个肝

活动性脑泡型包虫病及合并脑部症状的 HAE 患

段；② 中期，病灶侵犯 2 个及其以上肝段；③ 晚

者；③ 失代偿性肝硬化伴肝功能不全的患者（多为

期，病灶巨大并发梗阻性黄疸、门静脉高压症、腹

晚期患者）；④ 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⑤ 其他不

腔积液、肺或脑转移、出现消瘦、器官衰竭等。

适宜手术的情形。

3.2 HAE 彩超分型及分期

4.4 治疗对象
对于有明确的消融治疗适应证而无明显消融

早、中、晚 3 期

[24]

HAE 彩超分型主要包括：① 浸润型 ；② 病
灶钙化型；③ 病灶液化空洞型

[1, 23]

。与此对应的彩

超评估 HAE 发展演变过程分为 3 期：① 病灶浸润
期；② 病灶钙化期；③ 病灶液化空洞期。

3.3 HAE PNM 分型

[23]

HAE PNM 分型见表 1。

4 HAE 消融治疗的原则、适应证及对象
4.1 治疗原则

治疗禁忌证且愿意接受消融手术治疗者，可实施消
融治疗。
通过术前影像学检查有肝外转移情况，若限于
一个肺段或肺叶内时可选肺段或肺叶切除后再行
肝切除术或肝移植；若有脑转移患者一般认为失
去了手术时机，口服抗包虫类药物则成为主要的治
疗手段。但是对于脑泡型包虫病可以通过药物治
疗控制从而达到病灶稳定且无脑部相关临床症状

HAE 消融治疗应坚持“早发现、早根治、减少

者，也可以考虑行 HAE 病灶消融治疗。对于 HAE

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原则。

病灶巨大（>5 cm）并有周围广泛浸润者不宜开展消

HAE 病灶与肝门及肝内血管和胆管的关系是进行

融治疗，因为病灶巨大、质地坚硬、周围浸润粘连

消融治疗可行性评估的关键，若 HAE 较早即侵犯

使手术视野及操作空间狭小，消融时有可能损伤大

肝门重要血管及胆管，消融治疗应慎重或者在有经

血管或穿破膈肌，消融坏死范围大且时间冗长。

验的医师指导下进行。

消融治疗前应充分准备调整患者状态，经多学
科术前讨论制订贴近实际的手术方案和多种预案

表 1 HAE PNM 分型
内容

病变程度

原发病灶

P0：肝脏无可见病灶
P1：周围病灶，无肝段血管和胆管累及
P2：中央病灶，局限在半肝内，有血管
和胆管累及

醉医师团队进行谨慎细致地手术是取得手术成功
的必要条件。

5 HAE 消融术的基本原理

N0：无邻近器官及组织累及

5.1 消融术物理原理
5.1.1 微波消融术 此是利用频率大于 900 MHz 的
微波探头插入病灶，通过微波治疗仪输入能量，使
探头周围细胞粒子发生震荡、摩擦而产生热量，探
头周围温度在短时间内即可达到 50 ℃ 以上，引起

N1：有邻近器官及组织累及

蛋白质变性、坏死，使肿块发生消融、萎缩、变性、

M0：无远处转移

坏死，从而起到治疗作用 。每次微波消融有效直

M1：有远处转移

径约 3 cm，对于直径超过 3 cm 的肿块需要多次消

P3：中央病灶侵及左右肝脏，并有肝门
部血管和胆管累及
P4：肝脏病灶伴有肝血管和胆管树的扩
张
邻近器官累及

[14]

手术计划 ，由有经验的外科医师、超声医师和麻

[25]

转移病灶

注：肝脏血管包括下腔静脉和（或）门静脉和（或）肝静脉和
（或）肝动脉

融达到有效范围。
5.1.2 射频消融术

射频消融治疗 HAE 的原理与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8 年 10 月第 25 卷第 x 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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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消融术相似 ，它是用约 10 kHz 的交流电激活

① 超声引导下经皮射频损毁治疗；② 腹腔镜下射

射频电极附近的离子，使离子发生震动、摩擦而产

频消融治疗；③ 术中射频消融治疗。以超声引导

生热量，两者治疗效果相似，但微波消融术升温较

下经皮射频消融治疗为例，流程如下：① 术前准

快，短时间内即可达到治疗温度，可以减少血管的

备，常规心电图、胸部 X 线、肝肾功能、凝血功能检

“热沉效应”。

测等，检查冷循环射频仪及备好冰冻的蒸馏水，备

5.2 HAE 病灶特征
由于早期 HAE 侵犯肝脏实质，常表现为实性
病灶，病灶较小，从病灶中心向边缘侵犯，形成浸
润带。消融治疗可以利用物理原理对浸润带进行
治疗，从而达到根治 HAE 的效果。
目前微波消融技术已经应用在 HAE 的治疗
[17]
中，创伤较小，术后恢复较快，青海大学 已报道
17 例采用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 HAE 患者，术
后随访 12 个月内未发现治疗相关的并发症。但该
项初步研究病例较少，随访周期短，远期疗效暂时
难以确定，故仅适合在有经验的医疗单位开展。目
前尚无 HAE 射频消融的专题报道，相关临床研究

好氧气、静脉通道等，术前禁食 4～6 h、镇痛、镇静

需要进一步实施。

药物治疗或手术继续治疗。

6 HAE 消融治疗的方式

7 药物治疗

6.1 开腹或腹腔镜辅助下射频或微波消融术
常规开腹或者腹腔镜辅助下射频或微波消融
技术要点。
6.1.1 微波消融术 ① 常规设备包括微波消融机
（输出频率 2 450 MHz，输出功率 0～120 W），便携
式移动多普勒彩超（含常规消融探针）或 CT 等。
② 术前患者出现紧张、失眠、疼痛恐惧等心理情绪
不稳定者，必要时可于术前肌肉注射镇痛（哌替啶
50 mg 或安定 10 mg 或盐酸异丙嗪 25 mg 等）。③
通常采用全身麻醉。对于 HAE 病灶处于困难部
位、多个<4 cm 的病灶需要多次消融预估消融治疗
时间较长者、患者配合困难、疼痛耐受能力差等采
用全身麻醉为宜；局部麻醉仅限于病灶位置表浅、
病灶较小、手术时间短、患者拒绝全身麻醉等情
况。④ 常规消毒后放置无菌毛巾，通过超声定位
HAE 病变，然后用微波针刺穿，待其到达病灶位置
后，将微波参数设定为 80 W，消融 4 min（消融时
间及次数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而定，力求病灶彻底消
融清除），消融边界超过原病灶边界 1 cm。⑤ 在消
融过程中，注意观察彩超检查中强回声出现的情
况，若病灶及邻近肝脏组织全部出现强回声，表明
已经完全碳化，达到了消融治疗效果。⑥ 完成微
波消融治疗后，将切口消毒并用敷料覆盖，返回病
房观察、治疗。
6.1.2 射频消融术 射频消融治疗的途径有 3 种：

等处理；② 术中管理，患者取仰卧位，根据病灶位
置在超声下确定穿刺路径及射频范围，然后进针、
固定针位、消融 5～20 min，根据病灶特点多次进
针、反复消融等；③ 术后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情
况，腹部体征变化及其他常规术后处理。

6.2 HAE 姑息性消融治疗
HAE 姑息性消融治疗主要针对晚期无法行根
治性手术且患者又合并有相关合并症，或多发包虫
病灶位于位置较深、靠近血管等情况下，为挽救患
者生命可以采用消融的方法，把复杂部位包虫病灶
或多发病灶进行消融治疗，使病灶缩小，后期结合

无论采用何种消融治疗方法，均需消融治疗
前、后坚持服用阿苯达唑、苯并咪唑类等抗包虫类
药物。① 用药剂量：阿苯达唑为 10～15 mg/（kg·d），
早餐和晚餐后两次服用。阿苯达唑脂质体药物含
量为 10 mg/mL，剂量为 10 mg/（kg·d），即
1 mL/（mg·d），2 次/d；② 用药疗程：消融治疗前
坚持服药到消融治疗前 24 h，消融治疗术后需服用
至少 2 年以上的抗包虫药物；③ 用药疗程应参照
彩超、CT 或影像学检查复查结果，根据治愈、有效
或无效这三种结果的变化情况而定；④ 姑息性消
融手术者则需终生服用抗包虫药物。
包虫病药物疗效判定：① 治愈：影像学检查
显示 HAE 病灶消失，病灶完全钙化。② 有效：
HAE 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或彩超检查具有以下特
征之一者：病灶缩小；病灶未增大，回声增强。③
无效：临床症状和体征无缓解，且彩超检查示病灶
无任何变化或进行性增大。

8 HAE 消融治疗后的管理
HAE 消融治疗后的管理仍参照常规肝切除及
[27]

肝切除术后快速康复规范 。

8.1 消融治疗出院标准
消融治疗患者出院的标准应同时符合以下 3
点：① 经检查，活性 HAE 病灶基本清除；② 切口
愈合良好，无发热、腹痛且无明显消融治疗相关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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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③ 血常规及血生化检查结果基本正常。

1 Brunetti E, Kern P, Vuitton DA, et al. Expert consensu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ystic and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in

8.2 HAE 消融治疗后随访

humans. Acta Trop, 2010, 114(1): 1-16.

接受消融治疗的患者，出院后每 3～6 个月应

2 No authors listed. Working to overcome the global impact of

到项目定点医院进行常规腹部彩超、腹部 CT、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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