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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氩氦刀冷冻消融治疗晚期肺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
周

晴，何瀚夫，汪

【摘要】 目的
方法

晟，熊曙光

探讨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氩氦刀冷冻消融治疗晚期肺癌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回顾性分析氩氦刀冷冻消融治疗 47 例晚期肺癌患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术后观察患者的病灶

变化、并发症，评价生活质量和体能状况，随访 12、24 和 36 个月，观察总生存（OS）率，评价远期疗效。
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操作，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术后 1 个月，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体能状况较

术前明显改善（P ＜ 0.05）；术后 3、6 和 12 个月的客观有效率分别为 66.0%、60.9% 和 51.2%，疾病控制
率分别为 93.6%、87.0% 和 75.6%。1、2、3 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85.1%、42.6% 和 27.6%。全组中位生存期
为 19.0 个月（95%CI：18.3～24.6 个月），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 8.9 个月（95%CI：6.5～11.3
个月）。结论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氩氦刀冷冻消融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晚期肺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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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curative effect of CT-guided percutaneous cryoablation
with argon-helium knife in treating advanced lung cancer.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47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who underwent percutaneous cryoablation with argon-helium knife,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postoperative changes in the lesions, complications,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The 12-month, 24-month and 36-month total
survival（OS）rates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long-term curative effect was evaluated. Results

Successful

cryoablation procedure was accomplished in all patients, and no sever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One
month after cryoabla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hysical fitness of the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cryoablation（P ＜ 0.05）. The 3-month, 6-month and
12-month objective remission rates were 66.0%, 60.9% and 51.2% respectively, and the disease
control rates were 93.6%, 87.0% and 75.6% respectively. The one-year, 2-year and 3-year survival rates
were 85.1%, 42.6% and 27.6%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was 19.0 months（95%CI:18.324.6 months）, the median diseas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was 8.9 months（95%CI:6.5-11.3 months）.
Conclusion

For advanced lung cancer, CT-guided percutaneous cryoablation with argon-helium knife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J Intervent Radiol, 2020, 29: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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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我国恶性肿瘤中居
首位 [1]。外科手术切除是治疗早期肺癌的最佳选
择，然而，超过 20% 早期肺癌患者由于并发症或心
肺功能差失去手术条件 [2]。因此，通常采用姑息
性化疗和放疗治疗晚期肺癌，其 1 年生存率仅为
15%～35%[3]。冷冻消融技术作为微创治疗手段，
被广泛用于实体肿瘤的治疗，如前列腺癌、肾细胞癌
和肝细胞癌，均取得良好的效果，近些年也逐渐成为
治疗肺癌新的选择 [3-4]。CT 引导下的氩氦刀经皮冷
冻消融术是一种侵袭性小的消融或减瘤方法，可根
据患者的疾病不同阶段提供根治性或姑息性治疗，
且成本可接受 [5]。本研究对 2013 年至今，课题组纳
入接受氩氦刀治疗的肺癌Ⅲb/ Ⅳ期患者临床资料，
评估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
在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和成都市城北医院住院治疗的肺癌Ⅲb/ Ⅳ期患者
47 例，年龄为 43～85 岁，平均（61.8±8.6）岁，其中
男 28 例，女 19 例，均取得肺恶性肿瘤病理学依据。
纳入的研究对象均为接受放、化疗失败，CT 证实肿
瘤进展或复发、一般情况较差，不适宜放化疗等常规
治疗、由于确诊时已属于晚期，失去手术机会，且不
愿接受其他治疗。所有研究对象在接受氩氦刀治疗
前，均接受胸部 CT、头颅 CT 或 MR 和骨扫描检查，
经过放射科、胸外科、呼吸科和肿瘤科医师的综合评
估。所有患者无氩氦刀冷冻消融治疗的禁忌证，排
除全身情况差、严重出血倾向、妊娠；具有严重心、
肝、肾、血液系统及精神异常、无法耐受手术的患者。
1.1.2 仪器设备 氩氦冷冻系统为以色列 Galil 公
司 Cryo-HITTM 低温冷冻手术系统。CT 为德国西门
子公司 16 排螺旋 CT 机。
1.2 方法
1.2.1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常规完善血液生
化分析、肝肾功能、凝血功能、心电图等相关检查
项目，行胸部增强 CT 明确肿瘤位置、大小及与周
围组织的关系，确定穿刺点穿刺方向、氩氦刀刀头
大小和选择单刀或多刀操作。在 CT 引导下，用无
菌手套装温水以保护皮肤，避开血管、神经、囊肿，
根据病灶大小选择针尖直径为 1.47 mm 的冷冻刀，
插入肿瘤组织；然后启动氦气超低温冷冻系统，刀
尖温度迅速降至 -130℃～-170℃形成冰球，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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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冻 10 ～15min，术 中 行 CT 扫 描，确 定 冰 球 覆 盖
肿瘤范围。随后开启氩气复温系统，使温度达到
15～20℃，复温时间持续 5～15 min[6]。基于 JouleThomson 节流效应，高压氦气和氩气分别使探针起
冷冻和解冻效应[6]。上述冷冻和复温循环重复 1～2
次，缓慢拔出氩氦刀，并沿外鞘注入纤维蛋白胶，以
降低出血和气胸发生的风险。
1.2.2 安全性评价与疗效评估 术后立即常规行胸
部 CT 扫描，以了解冷冻疗效并排除并发症。统计
手术操作的穿刺成功率，术后发生与穿刺有关的并
发症，如出血、气胸、疼痛、发热、皮下气肿、咯血、胸
腔积液、呼吸困难等表现，评估氩氦刀治疗的安全
性。术后 3、6 和 12 个月随访胸部 CT，根据改良实
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7] 评估肿瘤病灶变
化。患者接受氩氦刀术前最后一次胸部 CT 扫描结
果定义为病灶基线水平。局部疗效评价分为完全缓
解（CR）、部分缓解（PR）
、稳定（SD）和进展（PD）
，
其中 CR+PR 作为治疗有效。随访 12、24 和 36 个月，
观察患者的总生存期（OS），评价远期疗效。OS 为
患者接受氩氦刀治疗至最后一次接受随访的时间，
死亡或失访认定为随访终点。
1.2.3 生活质量评价 分别在术前、
术后 1 周及术后
1 个月对患者进行随访，完成生活质量（QOL）评分
表的填写。量表分别从自我一般情况、家庭与同事
的理解程度、自身对肿瘤的认识和对治疗的态度、日
常活动、面部表情及治疗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方面进
行评价，每一项评分从 1 分至 5 分，总分为 60 分，生
活质量良好为 51～60 分，较好为 41～50 分，一般为
31～40 分，
差为 21～30 分，
极差为＜ 20 分。
1.2.4 体能状态评价 采用美国东部肿瘤协助组
体 能 状 态 评 分 标 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performance status, ECOG-PS），分别对研究对
象术前及接受氩氦刀治疗 1 周后进行评价。将患者
的活动能力分为 0～5 级，0 级为完全正常，5 级为
死亡。前后对比评分降低≥ 1 分定义为体能状态改
善，升高≥ 1 分定义为体能状态下降，评分不变为
稳定。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GraphPad
Prism 5.0 软件进行制图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多组间参数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非参数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生存分
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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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47 例患者均获随访，全组无失访病例。入组患
者中，肿瘤分期为Ⅲ b 期 14 例，占 29.8%，Ⅳ期 33
例，占 70.2%；按组织病理学分：腺癌 13 例，鳞癌 30
例，腺鳞癌 4 例。肿瘤直径在 5 cm 以下者 23 例，占
48.9%，5 cm 及以上患者 24 例，占 51.1%。
2.2 安全性评价及近期疗效评估
本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操作，穿刺成功率
100%，术中无冷休克、冰球爆裂等严重并发症。基
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制定的常见不良反应事件
评 价 标 准（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CTCAE）4.0 版，根据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
对术后出现的并发症进行分级，本组患者未发生 3
级及以上的不良事件。气胸和咯血为氩氦刀术后
最常见的并发症，其中 4.3%（2/47）的肺压缩需放
置胸腔引流管处理，其余并发气胸者可自行吸收。
34.0%（16/47）患者术后出现咯血症状，其中 14 例
给予止血药后咯血停止。9 例患者术后出现了胸腔
积液，其中 3 例经胸腔引流管引流后好转，另外 6 例
自行吸收。6 例患者术后出现局部疼痛，2 例患者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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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止痛药对症处理后疼痛缓解。发生纵隔及皮下
气肿 5 例，给予针刺、挤压及间断高流量吸氧等措施
后，气肿吸收。术后 27.7% 的患者出现发热，均未
行特殊处理，自行缓解。术后并发症情况见表 1。
表1

基于 CTCAE 对术后并发症进行分级（n=47） n（%）

并发症
气胸
胸腔积液

CTCAE 分级
1级

2级

总数

13（27.7）

2（4.3）

15（32.0）

6（12.8）

3（6.4）
0

9（19.1）

发热

13（27.7）

13（27.7）

咯血

2（4.3）

14（29.8）

16（34.0）

疼痛

4（8.5）

2（4.3）

6（12.8）

气肿

3（6.4）

2（4.3）

5（10.6）

术后随访胸部 CT，与术前最后一次 CT 扫描结
果对比，其中 11 例达到完全缓解（见图 1）
。术后
3、6 个月和 1 年的肿瘤客观有效率分别为 66.0%、
60.9% 和 51.2%，疾 病 控 制 率 分 别 为 93.6%、87.0%
和 75.6%。入组患者接受氩氦刀治疗术后的近期疗
效见表 2，术后各时间段复查病灶变化情况，差异无
明显统计学意义（χ2 = 2.017，P = 0.365）。

②

③

④

①术前 CT 提示右下肺肿块；②术中胸部 CT 显示穿刺针位于肿瘤中；③术后 6 个月复查 CT，肿瘤体积较前缩小；④术后随访 18 个月复查 CT，显示肿
块完全消失

图1

68 岁男性患者，诊断为右上肺腺癌伴腰椎转移，接受氩氦刀治疗及随访
表 2 氩氦刀术后近期疗效评估

随访时间

n（%）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疾病稳定

疾病进展

有效率

3 个月（n=47）

11（23.4）

20（42.6）

13（27.7）

3（6.4）

31（66.0）

6 个月（n=46）

9（19.6）

19（41.3）

12（26.1）

6（13.0）

28（60.9）

12 个月（n=41）

6（14.6）

15（36.6）

10（24.4）

10（24.4）

21（51.2）

2.3

远期疗效评估
全 组 患 者 中 位 生 存 期 为 19.0 个 月（95%CI：
18.3～24.6 个月）
，
1、
2 和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85.1%、
42.6% 和 27.6%，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期（mPES）为
8.9 个 月（95%CI：6.5～11.3 个 月）
。全组患者生存
曲线见图 2 ①。其中肿瘤直径大于等于 5 cm 及小
于 5 cm 人 群，中 位 PFS 分 别 为 18.1 个 月（95%CI：
14.5～21.8 个 月）
、
27.2 个 月（95%CI：22.6～31.9 个

χ2

P值

2.017

0.365

月）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图 2 ②。如图
2 ③所示，入组患者中，男性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21.0
个月（95%CI：12.9～29.1 个月）
，女性患者的中位 OS
为 20.0 个月（95%CI：15.1～24.9 个月）
，两组人群无
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05）
。
2.4 生活质量与体力改善评价
全组患者接受氩氦刀治疗后 1 周，完成 QOL 评
分为（44.5±5.7）分，与术前（44.9±5.8）分评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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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术后全组患者生存曲线；②肿瘤直径≥ 5 cm 及＜ 5 cm 生存曲线比较；③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生存曲线比较

图2

生存曲线
60

40

QOL 评分

比，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术后 1 个月 QOL
评分为（49.2±5.6）分，与术前及术后 1 周比较，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图 3。患者术
后 1 周及术后 1 个月体能状况如表 3 所示，其中术
后 1 个月较术后 1 周体能状况有明显改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2 = 9.721；P = 0.008）。

20

0

3

讨论
肺癌由于其发病率高、死亡率高，造成社会负担
大，大多数肺癌确诊已经是中晚期，失去手术机会。
表3
时间

术前

术后 1 周

术后 1 个月

*

P ＜ 0.05

图3

氩氦刀治疗前后 QOL 评分比较（n = 47）

术后患者体能状况评分（n=47）

ECOG-PS 评分 /n

结果 /（n/%）

0

1

2

3

4

术前

2

8

22

15

0

—

—

术后 1 周

1

6

20

18

2

6（12.8）

29（61.7）

12（25.5）

术后 1 个月

4

12

21

10

0

19（40.4）

22（46.8）

6（12.8）

接受化疗和药物靶向治疗只能略微延长患者的预期
寿命，且接受多周期循环化疗可能减少患者的潜在
预期寿命 [8]。CT 引导下的氩氦刀经皮冷冻消融术
是近年快速发展的技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具
有创伤小、安全有效等优势，能够减小瘤体负荷，减
轻痛苦，延长生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增强抗癌
信心；且与其他消融方法相比，消融范围更大，可同
时消融多个病灶，转移率低等优势 [9-10]，为肺癌患者
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治疗选择。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冷冻消融操作，
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气胸是经皮肺介入治疗中最常
见的并发症之一。本研究中，32.0% 患者发生气胸，
其中 2 例需放置胸腔引流管。文献报道，并发气胸
的发生率在 12%～62%，其中 0%～12% 患者出现
肺压缩大于 30% 需要安置胸腔引流管 [3]。术中使
用更多数量和更大直径的冷冻探针与增加气胸发生
风险 [11]。研究表明，当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时，
气胸的发生率会增加，肺气肿患者发生气胸的风险

改善
—

稳定

恶化

χ2 值

P值

9.721

0.008

约为 54%，而无肺气肿的患者风险低至 15%[11]。随
着冷冻探针的精细化发展（从 11 G，直径为 3.0 mm
到 17 G，直径为 1.47 mm），气胸的发生率近年来一
直在下降 [11]。术后 34.0% 患者出现少量咯血。研
究证明，出血在冷冻消融术中发生率高于热消融模
式（如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这可能是因为在解冻
期产生更多的液体和诱导出血[12]。此外，除了消融
区周围出现充血改变，在消融急性期，若有较大的血
管保留在消融中心区域，也将导致更高的出血率。
但是，有报道，接受氩氦刀冷冻消融治疗的患者，发
生咯血的病例较没有出现咯血的病例，其局部肿瘤
控制率更高，推测原因可能是出现咯血暗示肿瘤组
织坏死和消融更完全 [13]。其他并发症如少量胸腔
积液、发热、疼痛和皮下气肿等，经过对症处理或自
行缓解，上述症状均在 2 周内消失。因此，CT 引导
下氩氦刀经皮冷冻消融术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尤其
是使用精细探针，并发症发生较少，且大多轻微或呈
自限性。

— 74 —

介入放射学杂志 2020 年 1 月第 29 卷第 1 期

肿瘤的直径大小变化是评估消融疗效的直观体
现，本研究利用 CT 影像学结果，根据 mRECIST 标
准来评价氩氦刀治疗的近期疗效。术后随访结果表
明，氩氦刀冷冻消融治疗在控制局部肿瘤进展方面
起一定作用。由于存在纳入人群的异质性，不同研
究氩氦刀治疗的近期疗效可能存在差异。此外，研
究中发现，患者氩氦刀治疗后病灶缩小的速度存在
较大的个体化差异，影响其缩小速度的因素目前尚
不明确。
冷冻消融技术对于晚期肺癌能够实现减瘤并
缓解症状。晚期肿瘤通常体积较大或者与邻近的
组织、器官有粘连，因此经皮冷冻消融并不能保证
肿瘤一定完全消融 [3]。然而，最近大量研究结果证
明了氩氦刀冷冻消融的有效性。Ismail 等 [13] 报道了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Ⅲb/ Ⅳ期）接受冷
冻消融治疗的经验，其中 9 名患者，冷冻消融覆盖了
其肿瘤肿块的 90%，63 例患者由于肿瘤的位置和大
小，覆盖了肿瘤肿块的 60%～90%。Yamauchi 等 [14]
报道了 24 例转移性肺癌接受氩氦刀冷冻消融治疗
后，其中位 OS 是 43 个月，随访 1 年和 3 年的 OS 分
别为 91% 和 59.6%。此项研究中的生存率比本文
中的高，考虑与纳入的人群超过半数行氩氦刀治疗
前接受过外科手术或放疗，且最大肿瘤直径不超过
40 mm 有关。来自纳入 60 项研究、
29 657 例患者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接受化疗的晚期 NSCLC 患者，
其
[15]
平均中位 OS 仅为 9.2 个月 。对于晚期 NSCLC 患
者，
如果只接受姑息性治疗，
其平均生存期为 7.15 个
[16]
月 。国内一项研究表明，氩氦冷冻消融联合化疗
治疗晚期肺鳞癌患者疗效显著，能显著改善患者生
活质量，明显延长患者 PFS 和 OS[17]。因此，氩氦刀
经皮冷冻消融治疗可以明显的延长晚期肺癌患者的
生存时间。另一项研究分析了经皮穿刺氩氦刀治疗
晚期 NSCLC 的远期疗效及危险因素，一共纳入 253
例Ⅲb 和Ⅳ期 NSCLC 患者，
中位生存时间为 11.98 个
月，
1 年和 2 年 OS 分别为 41.1% 和 27.6%。进一步
多变量分析显示，肿瘤分期、肿瘤大小、肿瘤位置及
是否联合化疗与预后明显相关 [3]。在本研究中，肿
瘤直径大于等于 5 cm 组患者，生存期明显小于肿瘤
直径小于 5 cm 患者，与预期结果一致。此外，对于
性别差异是否对预后有影响还有待更进一步研究。
体能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也是评价氩氦刀
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术后 1 个月患者的 QOL 评
分和体能状况均较术前、术后 1 周有明显改善，说
明氩氦刀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体能方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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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势。
综上所述，氩氦刀经皮冷冻消融是一种微创、安
全、在 肿 瘤 领 域 具 有 广 阔 应 用 的 技 术，适 用 于 不
能手术的早期肺癌治愈性治疗和晚期肺癌的减
瘤治疗。肿瘤局部控制率高，并发症轻微且可控，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体能状况。联合化疗、放疗、
生物免疫治疗和中医中药等多种手段，达到综合、个
体化治疗，为肺癌患者提供一种理想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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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对 TACE 治疗肝癌疗效预测
沈建东，戴

锋，王晓维，丁

【摘要】 目的
义。方法

苇，薛

红，戚龙菊，付守忠

探索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在接受 TACE 的肝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

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接受 TACE 治疗的肝癌患者 170 例纳入本研究，收集 TACE

术前及术后 1 个月血清标本。检测血清中 PIVKA-Ⅱ和 AFP 的表达水平，按照实体肿瘤应答评估标准
（RECIST）评估抗肿瘤治疗反应。根据血清 AFP 和 PIVKA-Ⅱ水平在 1 个月时与术前基础值相比的变化
情况，以介入术后 1 个月随访腹部增强 MRI 观察肿瘤大小为标准，分析其与肝癌介入术后治疗反应的关
系。结果

患者 AFP在介入治疗术前、
术后的变化与治疗反应无明显相关性；介入术前、术后 PIVKA-Ⅱ

的下降情况与治疗反应正相关；PIVKA-Ⅱ和 AFP 联合观察，与肿瘤的介入治疗反应相关性更明显。且
PIVKA-Ⅱ和 AFP 两种肿瘤指标无明显相关性。结论 PIVKA-Ⅱ水平的降低是肝癌介入栓塞治疗效果
和预后判断的良好指标，且与 AFP 联合判断，效果更确切。
【关键词】 肝细胞肝癌；HCC；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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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abnormal prothrombin in predicting the efficacy of TACE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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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abnormal prothrombin（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 PIVKA-Ⅱ）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receiving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 and to discuss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A total of 170 HCC patients, who received TAC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13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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