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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震东袁男袁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尧主任医师尧教授尧博士生导师遥 主要从
事超声内镜在消化系疾病的应用研究遥 担任第十七届国际超声内镜大会执行主席尧亚太超声内镜联盟执
委尧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尧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内镜介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尧中华医学
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超声内镜学组组长尧上海市医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尧上海市医学会
超声内镜学组组长遥

超声内镜在胰胆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金震东鄢袁郭杰芳
渊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内科袁上海

咱摘

要暂

圆园园源猿猿冤

近年来袁随着线阵式彩色多普勒超声内镜的问世及穿刺器械设备的发展袁以超声内镜引导下穿刺为基础的介入性

超声内镜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微创性治疗遥 目前袁超声内镜介入治疗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遥 文章就超声内镜在胰胆疾病
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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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责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 蚤灶 责葬灶糟则藻葬贼蚤糟燥遭蚤造蚤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
允蚤灶 在澡藻灶凿燥灶早鄢袁郧怎燥 允蚤藻枣葬灶早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郧葬泽贼则燥藻灶贼藻则燥造燥早赠袁悦澡葬灶早澡葬蚤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袁杂藻糟燥灶凿 酝蚤造蚤贼葬则赠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杂澡葬灶早澡葬蚤 圆园园源猿猿袁
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宰蚤贼澡 贼澡藻 蚤灶贼则燥凿怎糟贼蚤燥灶 燥枣 糟怎则增藻凿 造蚤灶藻葬则 葬则则葬赠 藻糟澡燥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藻 葬灶凿 贼澡藻 蚤皂责则燥增藻皂藻灶贼 燥枣 责怎灶糟贼怎则藻 藻择怎蚤责皂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责葬泽贼

凿藻糟葬凿藻袁蚤灶贼藻则增藻灶贼蚤燥灶葬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渊耘哉杂冤 遭葬泽藻凿 燥灶 耘哉杂鄄早怎蚤凿藻凿 枣蚤灶藻 灶藻藻凿造藻 葬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 澡葬泽 遭藻藻灶 则葬责蚤凿造赠 藻增燥造增藻凿 蚤灶贼燥 葬

灶藻憎 皂蚤灶蚤皂葬造造赠 蚤灶增葬泽蚤增藻 贼澡藻则葬责藻怎贼蚤糟 燥责贼蚤燥灶援 粤贼 责则藻泽藻灶贼袁灶燥增藻造 耘哉杂鄄遭葬泽藻凿 贼澡藻则葬责藻怎贼蚤糟 蚤灶贼藻则增藻灶贼蚤燥灶泽 澡葬增藻 遭藻藻灶 憎蚤凿藻造赠 葬责责造蚤藻凿 蚤灶 贼澡藻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责则葬糟贼蚤糟藻援 陨灶 贼澡蚤泽 责葬责藻则袁憎藻 责则燥增蚤凿藻 葬 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泽怎皂皂葬则赠 燥枣 贼澡藻 葬责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泽 燥枣 蚤灶贼藻则增藻灶贼蚤燥灶葬造 耘哉杂 蚤灶 贼澡藻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燥枣
责葬灶糟则藻葬贼蚤糟燥遭蚤造蚤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援

咱Key words暂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曰责葬灶糟则藻葬贼蚤糟燥遭蚤造蚤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曰蚤灶贼藻则增藻灶贼蚤燥灶葬造 贼澡藻则葬责赠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远袁猿远渊员园冤院员员缘苑鄄员员远园暂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初袁 线阵式彩色多普勒超声内

介入性 耘哉杂 奠定了基础袁 拓展了 耘哉杂 的临床适应

器械的发展不仅为 耘哉杂 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创造

疾病的微创性治疗开辟了新纪元遥 本文就 耘哉杂 在胰

镜渊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袁耘哉杂冤的问 世 及穿 刺
了条件尧弥补了传统影像学不能活检的不足袁还为

咱基金项目暂

胆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作一概述遥
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愿员员园员缘苑缘冤曰上海市科委基

金渊员源源源员怨园圆苑园园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扎澡藻灶凿躁蚤灶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鄢

证袁使之兼具诊断与微创治疗双重功能遥 这为许多

耘哉杂 引导 下胆 管 引流 术 渊耘哉杂鄄早怎蚤凿藻凿 遭蚤造蚤葬则赠

凿则葬蚤灶葬早藻袁耘哉杂鄄月阅冤

自 员怨怨远 年 宰蚤藻泽藻则皂葬 等咱员暂首次报道 耘哉杂 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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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胆管造影术以来袁耘哉杂鄄月阅 技术不断发展袁 目前已

失败的胆道梗阻患者已取得较好疗效袁但仍需进行

成为胆道梗阻且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渊耘砸鄄

大样本临床研究以观察其安全性及长期有效性遥

悦孕冤失败者的重要补救治疗措施

遥 各种原因所致

咱圆原猿暂

的良恶性胆道梗阻因解剖变异尧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后或胃切除术后尧胃十二指肠梗阻及胆管插管困难而

行 耘砸悦孕 失败者袁均可行 耘哉杂鄄月阅遥 耘哉杂鄄月阅 主要分为

圆

超声内镜引导下胰管引流术渊耘哉杂鄄早怎蚤凿藻凿 责葬灶鄄

糟则藻葬贼蚤糟 凿怎糟贼 凿则葬蚤灶葬早藻袁耘哉杂鄄孕阅阅冤

耘哉杂鄄孕阅阅 技术越来越成熟袁目前已成为经内镜

耘哉杂 引导下顺行胰胆管造影术 渊耘哉杂鄄早怎蚤凿藻凿 葬灶贼藻则燥鄄

逆行性胰管造影术渊耘砸孕冤失败的胰管高压患者的微

悦孕 会师术渊耘哉杂鄄月阅 憎蚤贼澡 则藻灶凿藻扎增燥怎泽 耘砸悦孕袁耘哉杂鄄砸灾冤

耘哉杂鄄孕阅阅 分为两大类院淤逆行引流院耘哉杂鄄砸灾 或对接

早则葬凿藻 糟澡燥造葬灶早蚤燥责葬灶糟则藻葬贼燥早则葬责澡赠袁耘粤悦孕冤尧耘哉杂 与 耘砸鄄

创性补救治疗措施遥 根据操作方法的不同袁 可将

以及透壁引流术 猿 种袁 最后一种又分为胆总管原十二

术曰于顺行引流院又分为经乳头或胰肠吻合口引流

耘哉杂鄄悦阅杂冤及肝管胃吻合术渊耘哉杂鄄早怎蚤凿藻凿 澡藻责葬贼蚤糟燥早葬泽鄄

术尧耘哉杂 引导下胰管十二指肠吻合术及 耘哉杂 引导

指 肠 吻 合 术渊耘哉杂鄄早怎蚤凿藻凿 糟澡燥造藻凿燥糟澡燥凿怎燥凿藻灶燥泽贼燥皂赠袁
贼则燥泽贼燥皂赠袁耘哉杂鄄匀郧杂冤 遥 各种术式 耘哉杂鄄月阅 的操作成
咱猿暂

功率不尽相同袁 这可能与各研究的样本量太少有关遥

宰藻蚤造藻则贼 等咱源暂报道对 圆员 例胆道梗阻患者行 耘哉杂鄄月阅袁

及透壁引流袁 后者又包括 耘哉杂 引导下胰管胃吻合

下胰管空肠吻合术遥 耘哉杂鄄孕阅阅 成功率高低参差不
齐遥 宰蚤造造 等 咱愿暂报道 怨源 例患者行 耘哉杂 引导下胰管穿
刺袁 穿刺成功率高达 员园园豫袁愿猿 例需行胰管引流袁其

其中 员愿 例为 耘砸悦孕 失败袁猿 例直接行 耘哉杂鄄月阅袁 结果

中 源苑 例成功行 耘哉杂鄄孕阅阅袁 包括 圆远 例透壁引流及

失败外袁余圆园 例渊怨缘援圆豫冤均操作成功袁员远 例渊愿园豫冤尝

苑 项大样本 耘哉杂鄄孕阅阅 研究袁结果胰管不扩张及扩张

除 员 例因肝内胆管无扩张及肝门部胆管梗阻致操作
试顺行操作袁其中 猿 例渊员缘豫冤失败转行 耘哉杂鄄砸灾袁员 例
渊缘豫冤失败转行 耘哉杂鄄悦阅杂袁最终有 员园 例经十二指肠乳

头置入支架袁员园 例行透壁支架置入曰 平均操作时间

圆员 例会师术袁总成功率 缘远援远豫遥孕则蚤糟澡葬则凿 等 咱怨暂分析了
者穿刺成功率分别为 缘苑豫及 员园园豫袁 总穿刺成功率

达 苑愿豫耀员园园豫袁 导 丝通过乳头 的成 功率 为 猿猿豫耀

愿愿豫袁胰管支架置入的成功率为 源缘豫耀愿愿豫袁导丝通

猿缘 皂蚤灶袁术后 员怨 例渊怨园援源豫冤患者黄疸缓解袁术后仅 圆

过乳头失败与导丝易进入分支胰管尧穿刺角度较锐

症状缓解袁 另 员 例转行外科手术而康复遥 文献报道

狭窄程度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导丝能否通过乳头遥

例患者出现胆瘘及腹痛袁其中 员 例予以止痛剂 猿 凿 后

利尧胰管狭窄严重等多因素有关袁术前评估胰管的

耘哉杂鄄砸灾 的成功率波动较大袁经肝内胆管或肝外胆管

云怎躁蚤蚤 等 咱员园暂总结了 员猿 项 耘哉杂鄄孕阅阅 研究的结果袁圆圆圆

总的成功率为 愿圆豫袁其并发症的总体发生率为 员园豫袁

渊苑远援远豫冤获得成功遥 关于 耘哉杂鄄孕阅阅 的临床疗效袁各

耘哉杂鄄匀郧杂 的总体成功率为 愿苑豫袁 并发症发生率为

报道 圆园 例患者中有 员愿 例成功进行了 耘哉杂鄄孕阅阅袁其

穿刺 耘哉杂鄄砸灾 的总体成功率分别为 苑远豫尧愿远豫袁 两者

主要有胆瘘尧腹膜炎尧上腹痛尧胰腺炎尧穿孔等

遥

咱猿袁缘原远暂

圆猿豫袁最常见为胆瘘袁其次为腹膜炎尧支架移位或脱
落尧穿孔及出血等袁可在金属支架内再置入鼻胆管进
行减压袁以减少术后胆瘘的发生 遥 耘哉杂鄄悦阅杂 的总体
咱猿暂

成功率为 怨源豫袁并发症发生率为 员怨豫 袁主要有胆汁
咱猿暂

性腹膜炎尧胆瘘尧气腹尧胆管炎尧支架移位及穿孔尧出血

等遥 运葬憎葬噪怎遭燥 等

咱苑暂

报道 源源 例及 圆园 例患者分别行

例 患 者 接 受 了 圆圆圆 次 耘哉杂鄄孕阅阅袁 其 中 员苑园 次

研究的结果略有不同袁但总体比较满意遥 耘则早怎灶 等咱员员暂
中 员猿 例渊苑圆豫冤术后疼痛得到长期缓解袁所有患者平

均疼痛评分明显下降袁 主胰管直径从 愿援员 皂皂 降至

猿援怨 皂皂袁总成功率及长期疼痛缓解率分别为 怨园豫和
苑圆豫袁 认为 耘哉杂鄄孕阅阅 是一种有效的胰管减压的操
作遥 云怎躁蚤蚤 等咱员圆暂报道 猿圆 例成功行 耘哉杂鄄孕阅阅 的患者中
有 圆怨 例随访 员 年以上或至患者死亡袁远 例因原发恶

耘哉杂鄄悦阅杂 及 耘哉杂鄄匀郧杂袁 结果这两组的操作成功率均

性肿瘤死亡袁 其中 源 例术后疼痛完全缓解直至死

失败袁员 例因穿刺失败而未能行 耘哉杂鄄匀郧杂袁其中 员圆 例

访期中疼痛完全缓解袁苑 例疼痛缓解后又复发袁术后

移位渊其中 员 例胆瘘合并支架移位冤袁员 例气腹袁圆 例出

行尧 安全袁 且大多数能获得长期疗效遥 远豫耀猿猿豫的

为 怨缘豫袁圆 例因无法进行狭窄段扩张而行 耘哉杂鄄悦阅杂
渊员怨豫冤发生并发症袁每组各 远 例袁缘 例胆瘘袁猿 例支架

血袁员 例穿孔袁员 例形成胆汁瘤袁 放置塑料支架的患者

比金属支架者更易出现胆瘘遥 运葬憎葬噪怎遭燥 等

咱苑暂

认为

耘哉杂鄄月阅 操作成功率很高袁但并发症也较高袁使用金

属支架有助于减少胆瘘遥 总之袁耘哉杂鄄月阅 用于 耘砸悦孕

亡袁余 圆猿 例中有 员远 例渊远怨援远豫冤在平均 猿苑 个月的随

胰管直径从 缘援怨 皂皂 降至 源援缘 皂皂袁认为 耘哉杂鄄孕阅阅 可
耘哉杂鄄孕阅阅 操作会出现并发症袁 但严重并发症不多

见袁最常见为腹痛渊苑援苑豫冤及急性胰腺炎渊猿援圆豫冤袁此
外还有出血尧穿孔尧胰液外漏尧胰周脓肿或导丝前端

被削掉并滞留体内等咱员园暂遥 圆缘豫耀缘缘豫的病例会发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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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移位或堵塞遥 云怎躁蚤蚤 等咱员圆暂认为定期为 耘哉杂鄄孕阅阅 术后

放射治疗的范畴遥 它将放射性粒子植入肿瘤内袁通

需长期行支架引流的患者极有裨益遥

毁损袁具有定位准确尧安全尧创伤小尧并发症发生率

患者更换支架会减少支架堵塞或移位的机率袁这对于

猿

超声内镜引导下射频消融术 渊耘哉杂鄄早怎蚤凿藻凿 则葬鄄

凿蚤燥枣则藻择怎藻灶糟赠 葬遭造葬贼蚤燥灶袁耘哉杂鄄砸云粤冤

砸云粤 通过高频电产生的热能使组织发生不可

过其持续释放低能量的 酌 射线使肿瘤最大程度地

低等优点袁 可用于无法手术或不愿意手术的胰腺
癌尧肝左叶癌及腹膜后肿瘤患者及有剧烈腹痛的胰
腺癌患者遥 允蚤灶 等咱员苑原员愿暂开展了 耘哉杂 引导下放射性 员圆缘陨

粒子植入联合吉西化滨治疗 圆圆 例晚期胰 腺癌患

逆的热凝固变性尧坏死遥 圆园员圆 年起袁耘哉杂鄄砸云粤 技术

者袁术后 员 周患者的平均疼痛评分从 缘援园苑 分下降至

切除的晚期胰腺癌尧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及胰腺囊

患者得到部分缓解袁员园 例渊源缘援缘豫冤患者肿瘤生长得

逐渐成熟袁并被成功应用于无远处转移且无法手术
性肿瘤患者的治疗遥 粤则糟蚤凿蚤葬糟燥灶燥 等

对 圆圆 例晚期

咱员猿暂

胰腺癌患者行 耘哉杂鄄砸云粤袁员远 例获得成功袁远 例因消

融电极未能穿透胃肠壁或胰腺而失败袁术后因组织

员援苑猿 分袁术后 员 个月又上升至 猿援缘猿 分袁猿 例渊员猿援远豫冤
到控制袁中位生存期为 怨 个月袁认为该技术是安全尧
有效的近距离放射治疗胰腺癌的新方法袁能改善腹
痛袁但对生存期无明显延长遥 宰葬灶早 等咱员怨暂率先开展腹

水肿仅 远 例能在 悦栽 上清晰显示消融后的肿瘤边

腔神经节止痛的研究袁 在 圆猿 例有剧烈腹痛的胰腺

个月袁 均无严重并发症袁 认为与传统经皮或术中

入袁术后 圆 周患者的 灾粤杂 评分及止痛药用量均显著

界袁这 远 例肿瘤体积较术前缩小曰术后平均生存期 远

砸云粤 方法相比袁耘哉杂鄄砸云粤 是一种可行尧微创尧安全的
治疗胰腺癌的新方法袁能缩小瘤体袁对无法切除的
胰腺癌患者有较好治疗价值遥 杂燥灶早 等

对 远 例晚期

咱员源暂

胰腺癌患者行 耘哉杂鄄砸云粤袁 均操作成功袁员 例术后对

比增强 耘哉杂 显示消融区中心有坏死区袁员 例术后 悦栽
见肿瘤中心有坏死袁除 圆 例有轻度腹痛外余均无其
他并发症袁认为 耘哉杂鄄砸云粤 用于胰腺癌治疗安全尧可

行遥 孕葬蚤 等

癌患者的腹腔神经节内进行 耘哉杂 引导下 员圆缘陨 粒子植

降低袁说明该方法能有效缓解患者疼痛尧减少止痛
药用量遥 这项研究进一步拓展了 耘哉杂 引导下放射性

粒子植入的适应证遥
缘

超声内镜引导下腹腔神经节阻滞术渊耘哉杂鄄早怎蚤凿鄄

藻凿 糟藻造蚤葬糟 责造藻曾怎泽 灶藻怎则燥造赠泽蚤泽袁耘哉杂鄄悦孕晕冤
耘哉杂鄄悦孕晕 是通过向腹腔神经节注射阻滞剂使

报道 远 例胰腺囊性肿瘤成功接受 耘哉杂鄄

神经节溶解或破坏袁从而起到阻滞神经尧缓解疼痛

瘤体积平均缩小 源愿援源豫袁圆 例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已被推荐用于胰腺癌及慢性胰腺炎腹痛患者的治

血流减少袁仅 圆 例出现术后轻度腹痛袁余均无并发

析袁 结果发现 耘哉杂鄄悦孕晕 能缓解这些患者的疼痛袁但

咱员缘暂

砸云粤 后袁有 圆 例囊性肿瘤完全消失袁另 猿 例囊性肿

患者成功接受 耘哉杂鄄砸云粤 后袁 瘤体内均出现坏死及

的作用遥 目前袁耘哉杂鄄悦孕晕 在临床上已得到广泛应用袁
疗遥 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 远 项 耘哉杂鄄悦孕晕 的病例分

症袁 认为 耘哉杂鄄砸云粤 治疗能使胰腺肿瘤完全消失或

不能降低阿片样药物的用量袁虽然 悦孕晕 是一项安全

法遥 允蚤灶 等

性高血压尧短暂性腹痛袁偶尔可出现酒精中毒或醉

体积缩小 缘园豫袁是可行尧安全的治疗胰腺肿瘤的方
对 员 例胰腺癌患者的腹腔神经节进行

咱员远暂

耘哉杂鄄砸云粤袁 术后 猿 凿尧圆 周该患者的疼痛评分降至 圆

的操作袁但仍有一定的并发症袁最主要有腹泻尧短暂
酒或胰周脓肿咱圆园暂遥另一综述回顾了 缘 项 耘哉杂鄄悦孕晕 的

分和 源 分袁不需服用阿片类药物袁认为 耘哉杂鄄砸云粤 用

研究结果袁评估了 耘哉杂鄄悦孕晕 的疗效袁共 员员怨 例胰腺

疼痛遥 耘哉杂鄄砸云粤 的并发症相对较少袁主要有腹痛尧急

得到减轻袁认为对于麻醉性镇痛药无效的胰腺癌患

于腹腔神经节的消融安全尧有效袁能显著缓解患者

癌患者接受了 耘哉杂鄄悦孕晕袁 其中 苑圆援缘源豫的患者疼痛

性胰腺炎尧出血尧黄疸尧十二指肠狭窄尧胰周囊肿等遥

者袁耘哉杂鄄悦孕晕 是控制其腹痛的一种可靠方法咱圆员暂遥

得到验证袁但仍需进行大样本研究以探索最佳消融

胆疾病的治疗遥 将来袁随着 耘哉杂 及相关器械设备的

尽管 耘哉杂鄄砸云粤 治疗胰腺肿瘤的可行性尧 安全性已
模式及参数袁观察其疗效及并发症遥
源

超声内 镜 引 导 下 放 射 性 碘 粒 子 植 入 术 渊耘哉杂鄄

早怎蚤凿藻凿 蚤灶贼藻则泽贼蚤贼蚤葬造 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 燥枣 蚤燥凿蚤灶藻 员圆缘鄄
泽藻藻凿泽冤

超声内镜引导下放射性粒子植入属于近距离

综上所述袁目前介入性 耘哉杂 已被广泛应用于胰

更新换代及 耘哉杂 技术的不断改进袁 新的 耘哉杂 介入

治疗技术还将不断地涌现出来袁从而为胰胆疾病的
治疗提供更多的新武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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