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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探讨和评价肺小结节胸腔镜下切除术前 悦栽 引导下定位的临床意义遥 方法院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直径臆

员 糟皂 肺小结节患者共 猿缘 例袁在全胸腔镜切除术前皆行 悦栽 引导下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定位袁总结分析该定位技术的成功率尧并发症尧胸腔
镜手术的成功率尧术后病理尧住院天数等遥 结果院猿缘 例患者共 猿缘 个直径臆员 糟皂 结节袁行全胸腔镜下切除术袁员怨 例转为行全胸腔

镜下肺叶切除渊缘源援圆怨豫冤袁员 例转为常规开胸手渊圆援愿远豫冤遥 术前 悦栽 引导下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定位成功率 员园园豫遥 术后病理证实为原发性肺
癌的占 缘源援圆怨豫遥 结论院胸腔镜术前 悦栽 引导下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定位技术极大减少了术中无法找到结节野误切冶的可能性曰并发症发生

率低袁并且绝大部分均适宜进行全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袁从而减少了患者的痛苦袁避免了误诊尧漏诊的可能性遥 因此对于直径臆
员 糟皂 肺小结节微小病变的诊治具有很好的临床价值遥

咱关键词暂 肺小结节曰 悦栽 引导下定位曰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曰 电视胸腔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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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悦栽 技术的发展袁 越来越多的肺部微小结

膨胀打开并位于结节内或者位于结节临近周围肺组

是直径臆员 糟皂 的 杂孕晕袁 无论是影像学还是肺穿刺

行 灾粤栽杂遥 灾粤栽杂 手术在患者定位点周围肋间隙切开

节渊泽皂葬造造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灶燥凿怎造藻泽袁杂孕晕冤被检查出来遥 尤其
活检袁其诊断准确率都不高袁绝大部分孤立性肺结

节是肉芽肿性病变尧肺癌及错构瘤 曰其早期发现
咱员暂

可以降低与肿瘤有关的病死率遥 近年来袁电视胸腔
镜手术 渊增蚤凿藻燥鄄葬泽泽蚤泽贼藻凿 贼澡燥则葬糟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则早藻则赠袁灾粤栽杂冤

被认为是治疗 杂孕晕 的有效手段咱圆暂曰并以其微创的操

作使 杂孕晕 的切除活检后的病死率大大降低 咱猿暂曰但是

织内袁距离约缘 皂皂遥 立即剪断金属线袁并送往手术室
猿 个切口袁并使用 耘灶凿燥 郧陨粤 哉灶蚤增藻则泽葬造 内镜用切割缝

合器切割遥标本立即送冰冻病理袁如果确定是非小细
胞肺癌袁则立即行肺叶切除并纵膈淋巴结清扫术遥
圆

结 果
本组 猿缘 例患者袁猿源 例都在 灾粤栽杂 下切除 杂孕晕袁

灾粤栽杂 术者在术中难以直接触摸到肺组织袁 因此对

员 例转为常规开胸手术 渊圆援愿远豫冤曰杂孕晕 位于左肺 员苑

杂孕晕 具体位置袁 而不得不转为开胸手术的几率至少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定位后出现无症状气胸 猿 例 渊愿援缘苑豫冤袁无

于 杂孕晕 诊断的取材很困难

曰 由于不能准确判定

咱源暂

源远豫 遥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袁本院根据文献报道
咱源暂

咱缘原苑暂

采

用 灾粤栽杂 术前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经 悦栽 引导下袁局麻穿刺锚

定 杂孕晕 的方法治疗直径臆员 糟皂 的肺内 杂孕晕 成功率
大大提高袁现总结报告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本院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园 月共 猿缘 例袁男

圆员 例袁女 员源 例袁杂孕晕 均经胸部 悦栽 发现或证实袁直径
均臆员援园 糟皂袁圆 例为约 园援缘 糟皂袁猿猿 例直径在 园援缘耀员援园 糟皂遥
员援圆

方法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钩子直径展开 愿 皂皂袁 后接 缘园 糟皂 金

属线袁悦栽 扫描渊层厚 猿 皂皂冤定位后套针穿刺进入袁重
复 悦栽 扫描后显示针位于肺结节内后立即释放钩子

例渊源愿援缘苑豫冤袁位于右肺 员愿 例渊缘员援源猿豫冤曰悦栽 引导下

症状出血 员 例渊圆援愿远豫冤曰术前 悦栽 引导下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成功率 员园园豫遥 术中快速病理切片证实为结核 远 例
渊员苑援员源豫冤袁炎性病灶 员园 例渊圆愿援缘苑豫冤袁其余 员怨 例为
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渊缘源援圆怨冤袁继续在 灾粤栽杂 下行肺
叶切除尧淋巴结清扫手术袁术后病理淋巴结转移渊园 辕

员员源冤遥 灾粤栽杂 时间最短为 猿园耀员愿圆 皂蚤灶袁平均 远愿 皂蚤灶遥
无 灾粤栽杂 术后并发症遥
猿

讨 论
随着 悦栽 技术的发展袁 尤其是直径臆员 糟皂 的

杂孕晕 发现数量相对增多遥直径臆员 糟皂 的 杂孕晕 其病灶
小袁往往形态学上的特征不明显袁脱落的细胞不易找
到咱愿暂袁血清学检查阳性率低咱怨暂袁特异性差袁故不能以此
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手术治疗遥 近年来 灾粤栽杂 微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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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肺部手术中的广泛应用也有助于患者在避免较
大 创伤的情 况下进行快 速病理诊 断 遥 但 是 由 于

灾粤栽杂 技术难以对直径臆员 糟皂 准确定位袁 从而导致

咱参考文献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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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开胸手术率渊源远豫冤咱源暂遥

悦栽 引导下注射甲基蓝袁 操作方法与 悦栽 引导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定位相似袁其对近胸膜处的结节定位效果

好袁对肺实质内的小结节定位困难遥 而且随着时间
的延长袁染料会在胸膜表面和肺实质内扩散袁造成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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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难以辨认病灶的具体位置咱员园暂遥 术中超声对于触摸

咱猿暂 周建华袁李文涛袁陈海泉袁等援 悦栽 引导下带钩钢丝术前

反复确认病灶的位置袁操作复杂尧费时袁对于操作者

咱源暂

定位在胸腔镜下孤立性肺小结节切除术中的应用咱允暂援

不到的结节有优势袁而且无并发症遥 缺点是术中需要
的依赖性较高袁且对于密度较淡的 杂孕晕 分辨率低咱员员暂遥

与前两种方法相比袁悦栽 引导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定位优

点是简单尧有效尧迅速遥 而且金属钩可将结节提到较
为表浅的位置袁方便病灶的切除尧减少肺叶切除的机

中华肿瘤杂志袁圆园园怨袁猿员渊苑冤院缘源远原缘源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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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悦栽 引导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定位后立即进手术室

行 灾粤栽杂袁因此无症状气胸不做特殊处理袁但是对于
有症状的气胸应及时做胸腔闭式引流后再行手术袁

以防张力性气胸危及生命遥 因此定位后应立即手术

咱远暂
咱苑暂

治疗袁如有肺气肿易发生张力性气胸的患者应术前
气管插管遥

本组病例所有患者的定位非常准确袁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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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粤栽杂 术前 悦栽 引导下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穿刺定位具有极好

用的 匀燥燥噪鄄憎蚤则藻 具有很好的柔韧性袁 以及金属线在
肺组织和病灶中的部分相对较长有关遥

本组病例研究组织学结果显示院直径臆员 糟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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