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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交流

内科胸腔镜下氩气等离子热消融术治疗难治性气胸的疗效分析

甘罗曼  1,黎 雨2#,柳广南2△

(1.青海大学医学院,青海 81000;2.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南宁 530007)

摘要 目的:观察内科胸腔镜氩气等离子热消融术(APC)治疗难治性气胸的疗效。方法:选取2012—2016年因反复气胸入住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自发性气胸12例患者,采用APC对Ⅱ型和Ⅲ型肺大疱进行凝固治疗,合并有黏连带

者采用高频电切和活检钳钳咬对黏连带进行松解。术后随访1年(每半年复查1次胸片),观察同侧气胸近期有效率及远期有

效率。结果:12例患者中,肺大疱位于下肺者10例,位于上肺者2例,其中Ⅱ型大疱9例,Ⅲ型大疱3例,共计发现肺大疱数

58个。10例呈弥漫性表现,2例为单个薄壁透明状大疱。APC治疗肺大疱引起的气胸近期有效率100%,随访患者1年未见复

发,远期有效率100%。结论:内科胸腔镜下APC治疗胸膜下Ⅱ型及Ⅲ型大疱疗效确切,安全有效、操作简便快捷,具有临床推

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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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性气胸是呼吸科的常见病,肺大疱破裂是

导致气胸发病的主要原因[1-2]。胸腔穿刺抽气、胸腔

闭式引流等内科常规治疗方法,其效果较差,复发率

较高;外科手术创伤大、费用高,同时手术时对麻醉

的要求高。氩气等离子热消融术(argonplasmaco-
agulation,APC)又称氩气刀,是一种新的非接触性

电凝固技术,其原理是应用高频电流将氩气流(等离

子体)电离使组织凝固。近年来,在内科胸腔镜下

APC烧灼治疗胸膜下肺大疱所致的气胸,具有简

单、安全、创伤性小、费用等优点,被受临床关注[3]。
本院呼吸内科在2012年开始开展胸腔镜辅助下

APC治疗肺大疱所致自发性气胸,既可以直视肺大

疱情况,又可以镜下治疗,并取得良好疗效,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2016年因反复气胸入

住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自发性气

胸12例患者,其中男8例,女4例;年龄21~68岁,
平均(37.7±18.0)岁;右侧气胸7例,左侧气胸

5例;原发性气胸10例,继发性气胸2例;合并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者1例,结核性胸膜炎1例;5例行胸

部CT检查可见肺底部大疱,2例显示有黏连带形

成。所有患者均至少2次因气胸发作而住院,术前

均行胸腔水封瓶闭式引流术,且胸腔闭式引流时间

超过1周不愈合。

1.2 设备及药品 日本OlympusLTF240可弯曲

内科电子胸腔镜、Storz硬质胸腔镜、北京德威氩气

刀和高频电刀、手术包、监护仪、胸腔引流管、2%利

多卡因等药品。

1.3 治疗方法 术前准备:完善动脉血气分析、血
常规、血凝、心电图等检查。术前通过胸腔闭式引流

管向患侧胸腔内注入500~700mL医用二氧化碳

而行人造气胸,确保胸腔有足够空间手术治疗。术

前15min给予静推咪达唑仑注射液2mg、芬太尼

注射液50μg充分镇静、镇痛,术中持续吸氧并心电

监护。

  手术方法:选择进镜点,健侧卧位,患者选择腋

前线第5~7肋间。常规消毒铺巾,2%利多卡因局

部逐层浸润麻醉后切开皮肤约1.0cm,用血管钳钝

性分离皮下组织、肌层至胸膜腔,置入Trocar套管,
拔出套管管芯,将内科胸腔镜经Trocar套管管腔插

入进入胸膜腔。全面观察胸膜腔,包括肺组织、脏层

和壁层胸膜、膈肌,结合胸部CT肺大疱定位,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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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肺大疱其所在脏层的肺部情况。
  根据大疱的直径将肺大疱分为3种类型[4]:(1)
Ⅰ型:大疱非常小,只能通过光镜才能发现,胸腔镜

及肉眼观察往往认为正常;(2)Ⅱ型:稍大体积的大

疱,固定与肺实质相通,直径<2cm;(3)Ⅲ型:巨大

肺大疱,直径≥2cm。对于不同类型肺大泡采取不

同的治疗措施:(1)镜下观察到的Ⅱ型肺大疱时用氩

气(功率30W)对肺大疱进行烧灼凝固,合并胸膜黏

连者,采 用 高 频 电 刀(混 合 档,切 割25 W,凝 固

30W)离断黏连带。(2)Ⅲ型肺大疱,在镜下可先行

刺破再予氩气刀烧灼治疗。操作中充分暴露肺大

疱,将APC导管沿胸腔镜活检孔导入至病灶上方

0.5~1.0cm处,于患者呼气时予以热消融处理,每
次1~3s左右,连续多次,使肺大疱逐渐萎缩,对部

分肺大疱大于5cm的患者予以BT胶1~2mL喷

涂覆盖处理。
1.4 观察疗效及并发症 观察记录患者术后停止

漏气时间及是否出现发热等并发症。
1.5 随访及疗效评价 术后随访1年(每半年复查

1次胸片),观察同侧气胸近期有效率及远期复发

率。近期疗效评价:术后72h停止漏气或1月内无

气胸再发、肺复张为有效;远期疗效评价:术后1年,
每半年复查胸片1次,随访1年无复发为有效。

2 结 果

2.1 肺大疱部位 12例患者共计肺大疱数58个,
左下叶7例(58.3%),左上叶1例(8.3%),右上叶

2例(16.7%),右下叶2例(16.7%);其中1例合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者镜下可见Ⅱ型大疱1个(右上

叶),Ⅲ型大疱2个(右下叶)。
2.2 肺大疱形态 Ⅱ型大疱9例(71.4%),Ⅲ型

3例(28.6%);弥漫性(肺大疱数超过5个)肺大泡

10例,单个薄壁透明状大疱2例。Ⅲ型肺大泡均为

巨大肺大疱(直径5cm),其中2例为厚壁巨大肺大

疱。4例患者胸腔镜下可见胸膜黏连带。
2.3 并发症 12例患者中,2例患者出现发热,
12例患者出现胸痛,给予对症处理24h后发热消

退、胸痛消失。
2.4 临床疗效 12例患者中,术后即刻停止漏气

2例,术后3d内停止漏气5例,术后1周内停止漏

气5例,其中3例术后1周停止漏气,拔管后复发,
再次行水封瓶引流,2周时瘘口愈合,近期有效率

100%,远期1年随访,未发现复发病例,远期有效率

100%。
2.5 典型病例 见图1~2。

A、B为右侧气胸术前;C为术后1周;D为术后2周。
图1 典型病例1的CT表现

  A:右下肺弥漫型肺大泡APC热消融前;B:右下肺弥漫型肺大泡APC热消融后;C、D:巨大肺大泡APC热消融前;E:巨大

肺大泡APC热消融后。
图2 典型病例2的内科胸腔镜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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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气胸按其发病原因分为特发性气胸和继发气

胸,前者病因不明,多见瘦高的青少年,后者多见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
本研 究 特 发 性 气 胸 患 者 占 83.3%,继 发 的 占

16.7%,其中1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另1例则

是在予脏层胸膜活检后病理确诊为结核性胸膜炎。
本研究中,肺大疱的分布以下肺为主,与国内外的报

道有所不同[1,5-6],且多呈为弥漫性分布,还有2例为

厚壁巨大(>5cm)的肺大疱。
  对于气胸的治疗,目前主要有内科和外科治疗,
而外科治疗又分为传统开胸手术和外科电视胸腔镜

(VATS)治疗。常规内科治疗方法有胸膜腔穿刺抽

气术和胸腔闭式引流术,但对于难治性气胸患者,常
规内科方法治疗效果欠佳,患者复发率较高。本研

究发现,在内科胸腔镜下可见,难治性气胸患者部分

肺大疱呈弥漫性分布,若仅依靠单纯抽气治疗,而不

及时处理肺大泡,间断性肺大泡破裂可导致反复气

胸。传统开胸手术创伤性大,患者住院时间长,治疗

费用高。目前微创手术日臻成熟。VATS具有创伤

小和疗效好的特点。腾洪等[7]对1027例气胸患者

采用VATS联合小切口方法治疗,结果发现患者术

后复发率仅为1.1%,但该方法对麻醉要求高,且费

用高,患者尚存在较多并发症。本研究对反复气胸

患者实施胸腔镜下APC治疗,可通过直视肺大疱的

位置及形态而进行精准介入治疗。本研究中,大部

分患者在1周内停止漏气,只有3例巨大肺大疱患

者需2周水封瓶引流,12例患者的近期有效率为

100%,1年后的随访亦未见复发,显示其具有较好

的近、远期治疗效果,与张华等[3]在内科胸腔镜下氩

离子凝固术治疗胸膜下肺大疱所致自发性气胸所取

得疗效相一致,Rahman称其有望成为内科介入治

疗胸膜下肺大疱所致气胸的有效方法[8]。
  APC热烧融处理肺大疱与 VATS有很大的不

同,其通过APC产生的高温气体使肺大疱的囊壁炭

化、气化,最后由脏层胸膜结缔组织疤痕修复愈合。
VATS则通过用直线缝合器对肺大疱切割、缝扎的

方法达到治疗目的,有些还须采取纱布摩擦壁层胸

膜使其产生黏连或放置聚乙醇酸网片防止复发[9]。
本研究中,大部分患者的肺大疱小于3cm,用APC
处理后大多数在1周内水封瓶停止排气而得以拔

管,但肺大疱超过5cm的3例患者中,2例用APC
处理后没有用BT胶喷涂覆盖,在其停排气后拍胸

片证实完全复张,在拔除水封瓶引流管后又复发,遂

延长其拔管时间,在术后2周时拔管,再未发现复

发。另1例患者予 APC热烧融后用BT胶喷涂覆

盖创面,但仍需2周水封瓶引流才愈合。提示APC
处理后的创面修复主要是靠脏层胸膜自身的疤痕修

复愈合,治疗需较长的时间,借助BT胶覆盖创口帮

助不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APC治疗肺大疱导致的气胸

安全、有效,且操作简单,术程约30min,大部分患者

1周内可愈合出院,初步显示其临床应用价值。但

本研究病例数较少,尤其厚壁、超过5cm肺大疱的

病例数不多。因此,APC治疗肺大疱的效果仍有待

大样本量、多中心的进一步研究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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