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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定位针 悦栽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降低肺深部病灶并发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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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分析同轴定位针在降低肺深部病灶穿刺活检后并发症发生率中的作用遥 方法院回顾分析行 悦栽 引导下经皮肺

深部病灶穿刺活检的患者 苑员 例遥 所有病例按穿刺切割是否使用同轴定位针分为 圆 组院穿刺切割使用同轴定位针 猿缘 例渊粤 组冤袁
穿刺切割时不使用同轴定位针 猿远 例渊月 组冤遥 对比统计分析 圆 组穿刺活检后气胸尧肺出血发生率遥 结果院粤 组穿刺活检气胸发生

率为 愿援缘苑豫渊猿 辕 猿缘冤袁月 组为 圆苑援苑愿豫渊员园 辕 猿远冤袁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粤 组肺出血发生率为 员员援源猿豫渊源 辕 猿缘冤袁月 组为

猿猿援猿猿豫渊员圆 辕 猿远冤袁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在肺深部病灶的穿刺活检中使用同轴定位针能有效降低气胸及肺出
血等并发症的发生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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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外周较深部结节或肿块在影像学表现上有着
异病同影的特点袁单纯依靠临床尧影像及纤支镜活检

作出明确诊断有一定困难 遥而 悦栽 引导下经皮肺病灶
咱员暂

穿刺活检术对肺外周复杂性疾病的诊断存在优势 遥
咱圆暂

肺的深部病灶因其位置深尧定位难度大袁穿刺活检并
发症发生率高袁所以在穿刺活检过程中运用新技术方

法来降低并发症袁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遥 本研究收集了

苑员 例肺活检病例袁随机分为两组袁重点分析同轴定位

针在降低肺深部病灶穿刺后并发症发生率中的作用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收集 圆园员源 年 猿 月要圆园员缘 年 愿 月的 苑员 例肺深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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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远冤员员鄄员猿怨员鄄园圆

员苑郧 同轴定位针渊郧葬造造蚤灶蚤 公司袁意大利冤袁孕则藻糟蚤泽葬 员愿郧
半自动切割活检针渊匀杂 公司袁德国冤作为穿刺活检手

术器械遥 穿刺操作者由同一位具有多年肺穿刺活检
经验的高年资主治医师执行遥 患者取仰卧尧侧卧或

俯卧位袁扫描完成 栽韵孕韵 像后袁用自制定位器在体表

做好定位袁 再以 猿 皂皂 层厚尧猿 皂皂 层距对感兴趣区

进行扫描后确定最佳穿刺路径尧穿刺距离和穿刺角
度遥 以穿刺点为中心袁常规消毒尧铺巾袁利多卡因局
部麻醉袁然后进行穿刺遥 粤 组病例袁先刺入 员苑郧 同轴

定位针后袁悦栽 扫描确定针尖位于病灶内袁 后通过同
轴定位针置入 员愿郧 切割活检针袁嘱患者屏气后击发

取材袁取 猿 条组织曰月 组病例袁直接置入 员愿郧 切割活
检针袁嘱患者屏气后击发取材袁分 猿 次经皮肤穿刺取

部病灶活检病例渊病例来源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猿 条组织遥标本以 源园豫甲醛浸泡固定送病检遥穿刺完

肺内深部病灶袁均无严重心尧肺尧肾功能不全袁无出

肺出血等并发症遥

属医院及溧阳市人民医院冤袁患者经胸部 悦栽 诊断为

成后袁再行穿刺部位局部 悦栽 扫描袁观察有无气胸及

血尧凝血功能障碍袁无弥漫性肺气肿尧肺大泡遥 其中

员援猿

组医生执行遥

度尧病灶平均最大直径及患者的平均年龄为计量资

男 猿愿 例袁女 猿猿 例袁年龄 猿员耀愿员 岁遥 穿刺操作为同一
员援圆

方法

切割活检时使用同轴定位针的 猿缘 例为 粤 组袁

男 圆园 例袁女 员缘 例袁年龄 猿员耀苑怨 岁遥 穿刺切割活检时
不使用同轴定位针 猿远 例为 月 组袁男 员怨 例袁女 员苑 例袁

年龄 猿缘耀愿员 岁遥 术前告知患者风险并签署穿刺手术
知情同意书遥

应 用 西 门 子 杂韵酝粤栽韵酝 耘皂燥贼蚤燥灶 员远鄄杂造蚤糟藻 悦栽

机 尧孕匀陨蕴陨孕杂 月则蚤造造蚤葬灶糟藻 蚤悦栽 机 进行穿 刺影 像引导 遥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统计软件袁粤尧月 两组间病灶的深

料袁采用两独立样本 贼 检验曰两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率为计数资料袁采用四格表 字圆 检验曰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两组患者年龄尧病灶深度及病灶平均最大直径
的差异通过两独立样本 贼 检验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粤 组有 源 例发生肺出血袁猿 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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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胸曰月 组有 员圆 例发生肺出血袁员园 例发生气胸遥

咯血的发生遥 粤 组出血发生率为 员员援源猿豫袁而 月 组未

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需多次进行肺深部病灶的穿刺活检袁出血发生率为

两组肺出血及气胸发生率通过四格表 字 检验比较
表员

圆

两组患者的病灶情况

组别 例数 年龄渊岁冤 病灶深度渊糟皂冤 病灶最大直径渊糟皂冤
粤 组 猿缘 缘缘援远 依 员圆援缘
缘援缘 依 圆援猿
猿援远 依 员援源
月 组 猿远 缘苑援员 依 员苑援员
缘援园 依 圆援员
猿援怨 依 员援苑
园援怨远
园援源圆
园援愿员
贼值
园援猿源
园援远愿
园援源圆
孕值
表圆
组别
粤组
月组
字圆 值
孕值

猿

讨

例数
猿缘
猿远

两组肺出血及气胸发生率比较
肺出血咱灶渊豫冤暂
园源渊员员援源猿冤
员圆渊猿猿援猿猿冤
源援愿愿园
园援园猿猿

气胸 咱灶渊豫冤暂
园猿渊愿援缘苑冤园
员园渊圆苑援苑愿冤
源援猿愿
园援园源

猿猿援猿豫袁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说明采用同轴

定位进行肺深部病灶的穿刺活检可有效降低肺出
血的发生率遥
肺深部病灶穿刺切割活检术后气胸及肺出血
的发生与许多因素有关袁 如手术操作者的熟练程
度尧进针角度尧肿块深度袁患者呼吸对肿块位置的影
响以及病灶大小等咱源暂遥 本研究穿刺病例进针角度采

用了水平或垂直角度袁避免了进针角度对肺穿刺活
检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曰 通过对患者进行呼吸训
练袁 减少了因患者呼吸不配合导致的并发症发生遥
因此袁本研究认为采用同轴定位进行肺深部病灶的
穿刺活检可以有效降低气胸及肺出血等并发症的
发生率袁值得推广应用遥

论

悦栽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术是肺深部病灶重要

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方法之一袁由于能得到病理学标

本袁对后续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咱猿暂遥 虽然是一种安
全可靠的方法袁但其为有创性检查袁气胸及局部肺
出血是其主要并发症

使用同轴定位针袁 要取得与 粤 组相同的组织数量袁

遥 肺出血多为针道上局部出

咱源原远暂

血尧渗血袁主要发生在拔针后袁部分是由于穿刺针损

伤大血管遥 判断依据术后 悦栽 扫描肺窗示病灶边缘

或沿针道分布云絮状阴影袁患者术后表现为咯血或
痰中带血也可表明发生肺出血遥 气胸一般发生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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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拔针后袁因为当穿刺针在肺内时袁肺表面的针眼被

朱

琥袁黄汉平袁张

丽援 悦栽 引导下同轴活检系统对肺

部占位病变诊断的临床意义咱允暂援 武汉大学学报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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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庆红袁闫春艳袁童春堂袁等援 悦栽 引导下切割针经皮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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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葬燥 载袁郧燥皂藻泽 酝酝袁栽泽葬燥 酝杂袁藻贼 葬造援 云蚤灶藻鄄灶藻藻凿造藻 葬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
遭蚤燥责泽赠 增藻则泽怎泽 糟燥则藻鄄灶藻藻凿造藻 遭蚤燥责泽赠 蚤灶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灶早 造怎灶早 糟葬灶鄄

糟藻则院葬 泽赠泽贼藻皂葬贼蚤糟 则藻增蚤藻憎 咱允暂援 悦怎则则 韵灶糟燥造袁圆园员圆袁员怨 渊员冤院

穿刺针占据袁肺内气体不能溢入胸腔或只有少量气体

藻员远原藻圆苑

溢入胸腔袁一般不会产生气胸遥 判断依据术后 悦栽 扫

咱缘暂 宰怎 悦悦袁酝葬澡藻则 酝酝袁杂澡藻责葬则凿 允粤援 悦燥皂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泽 燥枣 悦栽鄄

症状遥 据统计袁常规应用切割针活检时气胸和肺出血

贼蚤燥灶 葬灶凿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咱允暂援 粤允砸 粤皂 允 砸燥藻灶贼早藻灶燥造袁圆园员员袁员怨远

描发现气胸或患者出现胸闷尧气促尧烦躁不安等气胸

的发生率分别为 远豫耀源猿豫和 圆远豫耀猿猿豫 遥 本研究中袁
咱苑暂

两组患者的病灶深度尧病灶大小和年龄无统计学差异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可见两组资料有可比性遥 粤 组采用同轴定

早怎蚤凿藻凿 责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灶藻藻凿造藻 遭蚤燥责泽赠 燥枣 贼澡藻 糟澡藻泽贼院责则藻增藻灶鄄

咱远暂

粤 组因为活检切割针只通过同轴定位针穿入肺

组织袁减少了胸膜穿破次数袁降低了病灶周围肺小

血管及支气管分支受损的概率袁 减少了肺内出血尧

月藻泽造蚤糟 杂袁在怎噪蚤糟 云袁酝蚤造蚤泽蚤糟 杂援 孕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贼则葬灶泽贼澡燥则葬糟蚤糟
悦栽 早怎蚤凿藻凿 遭蚤燥责泽蚤藻泽 燥枣 造怎灶早 造藻泽蚤燥灶泽曰枣蚤灶藻 灶藻藻凿造藻 葬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

遭蚤燥责泽赠 增藻则泽怎泽 糟燥则藻 遭蚤燥责泽赠咱允暂援 砸葬凿蚤燥造 韵灶糟燥造袁圆园员圆袁源远 渊员冤院

位进行肺深部肿块的穿刺活检袁避免了多次穿刺而加
重胸膜损伤袁气胸发生率明显低于 月 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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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袁沈美珠袁俞江月援 经皮肺穿刺活检和经支气管

活检对不同周围型肺病诊断价值评价咱允暂援 国际呼吸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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