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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胆道支架置入联合125I粒子腔内照射
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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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海口 570102)

摘要 目的:探讨经皮胆道支架置入联合125I粒子腔内照射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的疗效。方法:选取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68例,其中30例患者单纯给予经皮胆道支架置入(对照组),38例患者采

用经皮胆道支架置入联合125I粒子腔内照射治疗(观察组)。所有患者均随访2年,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术前、术后1个、3个月肝

功能以及肿瘤体积变化情况,术后支架通畅及新发梗阻发生情况和生存时间的差异。结果:两组患者术后1个、6个月肝功能

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均P<0.05),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1)。术后1个、3个月,观察组肿瘤最大直径、最小直径

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和治疗前(P<0.01),而对照组较治疗前显著增大(P<0.05)。观察组术后6个月支架通畅率为94.8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6.67%(χ2=4.77,P=0.03)。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治疗,无围术期死亡。观察组中位生存时间为

20个月,对照组为13个月;观察组术后1年、2年累积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经皮胆道支架置入联合125I粒

子腔内照射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患者的临床效果显著,能有效改善患者肝功能,延长生存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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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percutaneousbiliarystentingcombinedwith125Iparticleintraluminalirradiationinthe
treatmentofhilarcholangiocarcinoma
FuYu,WengJie,HanLin,ChenYouke,HuangXiaolong,YingQiushi.(DepartmentofHepatobiliarySur-
gery,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HainanMedicalUniversity,Haikou570102,Hainan,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icacyofpercutaneousbiliarystentingcombinedwith125Iintralu-
minalirradiationinthetreatmentofhilarcholangiocarcinoma.Methods:Sixty-eightpatientswithhilar
cholangiocarcinomatreatedinourhospitalfromJanuary2014toJuly2015wereselected,andassignedtore-
ceiveeitherpercutaneousbiliarystenting(n=30,controlgroup)orpercutaneousbiliarystentingcombined
with125Iintraluminalirradiation(n=38,observationgroup).Allpatientswerefollowedupfor2years.The
liverfunction,tumorvolume,differenceinstentpatencyandsurvivaltimewereobservedandrecorded.Re-
sults:Theliverfunctionindexesofbothgroupsweresignificantlyimprovedafter1and6monthsoftreat-
ment(P<0.05),andtheimprovementwasmoresignificantintheobservationgroup(P<0.01).After1
and3monthsofoperation,themaximumdiameterandtheminimumdiameterofthetumorsintheobserva-
tiongroupweresignificantlylow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andbeforesurgery(P<0.01),whilethe
tumorvolumewasincreasedinthecontrolgroup(P<0.05).Intheobservationgroup,thestentpatency
ratewas94.80%at6monthspost-operation,which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
(76.67%)(χ2=4.77,P=0.03).Twogroupsofoperationsweresuccessfullycompletedwithoutdeath.The
mediansurvivaltimeintheobservationgroupandthecontrolgroupwas20monthsand13months,respec-
tively.The1-yearand2-yearcumulativesurvivalrates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
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Conclusion:Percutaneousbiliarystentimplantationcombined
with125Iintracavitaryirradiationwaseffectiveinthetreatmentofhilarcholangiocarcinoma.Thiscombina-
tioncouldimprovetheliverfunctionandprolongthesurviv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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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管癌是肝外胆管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
起源于胆管上皮细胞,于肝门至胆总管下端均可发

病。目前对胆管癌的治疗方式首选手术根治术,但
其预后仍不够理想,且对于肝门部胆管癌患者由于

病灶部位手术难度较大,因而只能进行姑息治疗。
对中晚期不符合根治手术的患者而言,及时有效去

除黄疸、解除胆道梗阻并延长患者生存周期是主要

的治疗方案。胆道支架置入术是胆管癌姑息治疗中

最常见的介入治疗方式,但其并不能影响肿瘤组织

进展,在置入支架后患者可再次产生新的梗阻部

位[1]。研究显示,125I粒子可对肿瘤组织进行局部放

射治疗而减缓肿瘤组织的进展,其与支架置入联合

治疗的效果显著[2-3]。本研究旨在探讨经皮胆道支

架置入联合125I粒子腔内照射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的

临床效果,为该病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到2015年7月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

68例,病例纳入标准:(1)治疗前有黄疸出现,行核

磁共振(MRI)等影像学检查和病理检查确诊为肝门

部胆管癌;(2)确诊有胆管癌恶性梗阻性黄疸等因素

而无法行外科根治术,或自愿放弃外科根治术治疗;
(3)告知患者介入治疗项目及风险后,选择经皮胆道

支架置入单一治疗,或经皮胆道支架置入联合125I粒

子腔内照射治疗;(4)术前评估导丝可穿过胆道梗阻

段,能进行经皮胆道支架置入治疗;(5)预计生存期

≥3个月;(6)临床资料完整,愿意接受随访,且治疗

信息及术后随访内容记录详细。排除标准:(1)合并

其他严重血液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或其他恶性

肿瘤者;(2)治疗时体质较差或已处于恶病质状态

者;(3)有严重肝内胆管狭窄或肝外胆管梗阻等无法

进行胆道支架置入者。

  将68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38)和对照组

(n=30)。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已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

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研究内容知情,自愿参与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均完善CT增强、MRI等

影像学检查确定患者肿瘤位置及大小等信息,结合

经皮经肝胆管引流(PTCD)、穿刺活检结果对患者

胆管癌梗阻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期间给予保肝治疗

等对症支持治疗。所有患者均通过PTCD引流管向

胆道内注入DSA造影剂,并通过X线透视观察患者

胆道狭窄、梗阻以及扩张的情况。将超滑导丝置换

鞘管通过PTCD引流管置入,通过超细胆道镜观察

患者肿瘤组织生长情况;通过单弯造影导管测量狭

窄部位长度、宽度,根据测得的信息选择相应规格的

金属支架,通过导丝将金属支架植入狭窄部位。在

造影下观察支架的扩张情况,对扩张不良的患者可

换用球囊扩张支架。

  观察组在确定支架扩张状况良好的基础上,对
患者联合125I粒子腔内照射治疗:患者在粒子植入治

疗前均行病灶部位CT检查,并根据其影像学资料

进行肿瘤三维重建,根据病灶位置与毗邻组织关系

以及肿瘤组织本身大小制定治疗计划:125I粒子数=
{[(L+W+H)/3]×5}/单粒子活度,“L”、“W”、
“H”分别表示肿瘤组织的长、宽、高(单位:cm),粒子

活度计量单位为mCi。粒子间隙为1cm,通过医用

塑料管将125I粒子根据粒子间隙以及粒子数量填入

“P”型管中,并将其置入已经置入成功且扩张良好的

支架腔内。

  术后对所有患者均随访2年,且嘱患者于术后

1个、3个月检查血常规和生化常规以及腹部彩超等

常规检查,确定患者肝功能及胆道情况;术后1个、

3个、6个月须加用腹部CT检查,确定患者肿瘤大

小、金属支架的通畅情况、“P”型管脱落情况、是否有

新生梗阻等。随访2年,医务工作者每月与患者或

家属进行电话联系,了解患者生存情况,随访截止时

间为2017年7月。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观察组
(n=38)

对照组
(n=30) t/χ2 P

性别,n(%)
男 25(65.79) 19(63.33) 0.05 0.83
女 13(34.21) 11(36.67)

年龄/岁,x±s59.82±10.47 59.61±11.04 0.08 0.94
肝门胆管癌
分型,n(%)

Ⅰ型 3(7.89) 2(6.67) 0.03 0.87
Ⅱ型 1(2.63) 1(3.33) 0.03 0.86
Ⅲ型 13(34.21) 11(36.67) 0.04 0.83
IV型 21(55.26) 16(53.33) 0.03 0.87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个、

3个月的肝功能:血清白蛋白(ALB)、碱性磷酸酶

(ALP)、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AST)、直接胆红素(DBil)、总胆红素(T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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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2)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个、3个月完善

MR胰胆管造影(MRCP)、上腹部CT及平扫,了解

患者肿瘤体积变化情况:评估患者肿瘤最大直径、最
小直径。(3)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支架通畅率及新发

梗阻发生率。(4)统计两组患者生存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t检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

分析法,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前

及术后1个月,两组患者肝功能指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1个、3个月血

清ALB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前,ALP、ALT、AST、

DBil及TBil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3个月血清

ALB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ALP、ALT、AST、DBil
及TBil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1),见表2。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肿瘤体积变化情况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肿瘤最大直径、最小直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3个

月,观察组肿瘤最大直径、最小直径均明显小于对照

组(P<0.01),且观察组患者术后1个、3个月最大

直径和最小直径与术前相比均显著减小,对照组则

显著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术后支架通畅及新发梗阻发生情况

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1个月、3个月新发梗阻与通

畅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

组术后6个月支架通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n
ALB/(g/L) ALP/(U/L)

术前 术后1个月 术后3个月 术前 术后1个月 术后3个月

观察组 38 31.48±4.35 36.87±5.36① 39.85±5.83① 831.46±47.87 357.83±39.46① 215.76±35.48①

对照组 30 31.54±4.47 34.27±5.95① 33.77±4.83① 835.72±49.75 365.36±43.58① 370.68±44.29①

t 0.06 1.87 4.70 0.36 0.74 15.61
P 0.96 0.07 0.00 0.72 0.46 0.00

组别 n
ALT/(U/L) AST/(U/L)

术前 术后1个月 术后3个月 术前 术后1个月 术后3个月

观察组 38 205.74±43.78 51.49±27.18① 22.75±11.60① 193.44±42.48 57.73±24.47① 28.75±11.75①

对照组 30 201.59±44.69 57.65±25.38① 47.58±18.64① 191.35±41.75 62.56±27.80① 45.85±17.43①

t 0.38 0.96 6.39 0.20 0.75 4.61
P 0.70 0.34 0.00 0.84 0.46 0.00

组别 n
DBil/(μmol/L) TBil/(μmol/L)

术前 术后1个月 术后3个月 术前 术后1个月 术后3个月

观察组 38 206.77±49.82 17.63±9.72① 10.25±5.58① 269.36±44.34 36.59±13.33① 24.45±12.36①

对照组 30 205.73±47.65 20.58±10.41① 23.54±10.97① 268.72±43.47 38.73±14.25① 40.19±13.73①

t 0.09 1.19 6.05 0.06 0.63 4.90
P 0.93 0.24 0.00 0.95 0.53 0.00

  与本组术前比较,①P<0.05。

表3 患者治疗前、后肿瘤直径大小情况(×103mm,x±s)

组别 n
最大直径 最小直径

术前 术后1个月 术后3个月 术前 术后1个月 术后3个月

观察组 38 33.46±8.63 28.54±8.41① 25.63±8.25① 22.15±7.63 14.82±6.39① 13.14±5.58①

对照组 30 33.25±8.37 39.47±9.98① 44.76±10.48① 21.53±7.32 29.59±8.68① 34.71±9.23①

t 0.10 4.80 8.19 0.34 7.80 11.28
P 0.92 0.00 0.00 0.73 0.00 0.00

  与本组术前比较,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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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术后支架通畅及新发梗阻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术后1个月 术后3个月 术后6个月

新发梗阻率 通畅率 新发梗阻率 通畅率 新发梗阻率 通畅率

观察组 38 0(0.00) 38(100.00) 1(2.63) 37(97.37) 2(5.20) 36(94.80)
对照组 30 1(3.33) 29(96.67) 3(10.00) 27(90.00) 7(23.33) 23(76.67)
χ2 1.29 1.64 4.77
P 0.26 0.20 0.03

2.4 两组患者生存时间比较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

成手术治疗,无围术期死亡。术后所有患者均随访

2年,随访结束后,观察组死亡22例,其中胆道严重

感染 死 亡1例,肿 瘤 恶 病 质 伴 有 脏 器 功 能 衰 竭

21例;对照组死亡20例,其中新发梗阻等导致的严

重胆道感染4例,肿瘤恶病质伴有脏器功能衰竭

16例。观察组最短生存时间为术后7个月,随访截

止时生存16例,中位生存时间为20个月;对照组患

者最短生存时间为术后6个月,随访截止时生存

8例,中位生存时间为13个月。Kaplan-Meier生存

曲线分析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1年、2年累积生存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图1、图2。

图1 两组患者术后1年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

图2 两组患者术后2年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

3 讨 论

  粒子植入治疗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肿瘤组织局

部放射治疗方法,其通过将放射性粒子植入肿瘤组

织以实现放射性粒子对肿瘤组织细胞发射射线,射
线可通过组织穿透过程中的光电效应和电力作用等

物理作用过程而破坏肿瘤细胞核内DNS双螺旋结

构,进而有效地抑制肿瘤组织的生长[4-5]。由于放射

性粒子的放射范围多有限,因此对局部肿瘤组织以

外的正常组织细胞的影响较少,进而有效降低传统

放射治疗导致的放射性肺炎等放射性疾病。本研究

所使用的放射性粒子125I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

放射性粒子中的一种,其放射性半径较小,活度范围

为0.1~1.0mCi,且半衰期约为60.2d,通过长期

持续地补充肿瘤细胞分裂间期射线剂量而使得肿瘤

细胞的损伤持续叠加,肿瘤组织的修复和增生也得

到抑制,因此,其非常适合人体肿瘤组织的放射要

求,且疗效显著[6-7]。但放射性粒子如何有效放入肿

瘤组织一直是临床面临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操作人

员具备很熟练的穿刺技术,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显

像设备以保证其粒子植入位置的准确性。CT引导

成为新的选择,但本研究仍沿用传统DSA造影下介

入,CT引导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有研究表

明,125I腔内照射治疗仍具有其局限性,当肿瘤组织

较大时其粒子照射效果不够理想,但提高照射剂量

将加大对周围组织损伤的风险,在临床中还需根据

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治疗剂量方案[8-10]。

  125I腔内照射治疗的另一挑战是粒子的载体选

择,本研究中采用的“P”型管较传统施源器载体能更

便捷地置换粒子,粒子的分布亦可达到自由调节;其
主腔可有效依附内置金属导管,副腔可处于开放状

态,因而能在有效防止粒子脱落、易位的同时方便外

引流和胆道化学药物治疗[11-13]。本研究发现,观察

组术后3个月肝功能指标改善情况较对照组显著,
对照组术后3个月肝功能指标较术后1个月有所反

弹,笔者考虑系经皮胆道支架置入单一治疗患者肿

瘤进展所致。通过对两组肿瘤生长状况进行比较,
发现观察组术后1个、3个月肿瘤最大直径、最小直

径均显著减小(P<0.05),而对照组则明显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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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25I腔内照射治疗能有效抑制患者肿瘤组织的

生长。此外,本研究中两组支架通畅率在术前及术

后1个、3个月无明显差异(P>0.05),但术后6个

月观察组支架通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提示经皮胆道支架置入联合125I粒子腔内照射治疗

可有效抑制肿瘤生长。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

显示,观察组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P<0.05)。
说明125I腔内照射治疗能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周期。
但本研究对患者的随访时间仅为2年,仍有待进一

步延长随访时间,观察经皮胆道支架置入联合125I粒

子腔内照射治疗对肝门部胆管癌患者的长期治疗效

果。

  综上所述,经皮胆道支架置入联合125I粒子腔内

照射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患者较经皮胆道支架置入单

一治疗的临床效果更为显著,能更有效改善患者肝

功能,抑制肿瘤生长,延长生存时间,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参考文献:

[1] 费圣贤,刘会春,孙 喆,等.胆道支架联合125I粒子腔

内治疗胆管癌恶性黄疸的疗效评价[J].中国肿瘤临床,

2015,42(11):564-569.
[2] SUTTICHAIMONGKOLT,SANGCHANA,MAIRI-

ANGP.Su1644costutilityanalysisofbiliarydrainage

andpalliativecareinunresectablehilarcholangiocarci-

noma:decisionanalyticmodelingapproach[J].Gastro-

intestinalEndoscopy,2015,81(5):AB363.
[3] WIGGERSJK,GROOTKB,COELENRJ,etal.Pre-

operativebiliarydrainageinperihilarcholangiocarcino-

ma:identifying patients who require percutaneous

drainageafterfailedendoscopicdrainage[J].Endosco-

py,2015,47(12):1124-1131.
[4] 邢培华,邵国良.125I粒子腔内治疗在中晚期胆管癌的

临床应用进展[J].肿瘤学杂志,2016,22(11):951-956.
[5] 何文真,吴 强,林 东,等.氩氦刀冷冻消融术联合

125I粒子植入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疗效观察[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5,32(5):749-751.
[6] MOOLEH,BECHTOLDML,FORCIONEDG,etal.

Mo1166comparingendoscopicultrasoundguidedver-

suspercutaneousbiliarystentinginpatientswithinop-

erablemalignantbiliarystricturesandafailedERCP:a

systematicreviewandmeta-analysis[J].Gastroenterol-

ogy,2016,150(4):S656.
[7] 梁钰安,梁自安,李奋强,等.125I放射性粒子支架植入

联合TACE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的临床疗效对比分析

[J].介入放射学杂志,2016,25(9):821-825.
[8] SONJH,LEEJW,DONGKJ,etal.Tu1641percuta-

neoustranshepaticbiliarydrainagetractrecurrenceaf-

terresectionofhilarcholangiocarcinoma[J].Gastroen-

terology,2016,150(4):S921.
[9] WIGGERSJK,KOERKAMPBG,CIESLAKKP,

etal.Postoperativemortalityafterliverresectionfor

perihilarcholangiocarcinoma:developmentofarisk

scoreandimportanceofbiliarydrainageofthefuture

liverremnant[J].JournaloftheAmericanCollegeof

Surgeons,2016,223(2):321-331.
[10]赵家锋,邱宝安,谭 勇.经皮胆道支架植入术联合放

疗治疗不可手术切除的肝门部胆管癌[J].肝胆胰外科

杂志,2016,28(6):469-472.
[11]SPOLVERATO G,KIM Y,ALEXANDRESCUS,

etal.Ishepaticresectionforlargeormultifocalintrahe-

paticcholangiocarcinomajustified? Resultsfrom a

multi-institutionalcollaboration[J].AnnalsofSurgical

Oncology,2015,22(7):2218-2225.
[12]WUZ,BOONMARST,NAGANOI,etal.Significance

ofS100Pasabiomarkerindiagnosis,prognosisand

therapyofopisthorchiasis-associatedcholangiocarcino-

ma[J].InternationalJournalofCancer,2016,138(2):

396.
[13]潘洪涛,刘会春,费圣贤,等.胆道支架联合125I粒子腔

内照射治疗肝门胆管癌的临床疗效[J].中华放射学杂

志,2016,50(5):393-396.

(本文编辑:王春苗) 

·7051·符 誉,等.经皮胆道支架置入联合125I粒子腔内照射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疗效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