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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蛋白质组分析筛选人胃癌相关抗原时，在胃癌患者自身 

血清及非癌人群血清反应的免疫印迹反应图谱中初步筛选 

13例 胃癌患者相关抗原，hnRNPK就是其中之一。之前国外 

在运用比较蛋白质组学寻找胃癌分子标志物的研究中，也发 

现 hnRNPK在 胃癌与正常 胃黏膜内存在差异表达 ]，但在 

胃癌中的具体研究还没开始。由此可见，包括hnRNPK在内 

的hnRNPs家族成员在各种肿瘤发生、发展与转移中的具体 

机制值得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筛选可应用于临床早期诊断、 

治疗、预后评估及疾病检测的人肿瘤分子标志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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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影像学发展，胆道系统疾病的 

定性、定位诊断有了长足的进步，影像学检查方法的多样性， 

使如何选择适宜的检查方法并加以合理应用成为新的焦点。 

胆道系统疾病的影像学诊断包括腹部平片、口服法胆囊造 



536 

影 、静脉法胆道造影、经皮肝穿刺 胆道造影 (percutaneous 

cholangiography，PTC)、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B超检 查、CT、 

MRI及 磁 共 振 胰 胆 管 成 像 (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MRCP)、核素检查等方法。每种方 

法均有其独特的优势及不足。选择适宜的检查方法有助于 

临床诊疗方案的确定 ，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现就各种方法 

的发展和应用概况作一综述。 

1 胆道系统传统 x线检查 

1．1 腹部平片 目前，多为计算机 x线摄影、数字 x线摄影 

片，虽然较以前普通 x线平片密度分辨力有所提高，但缺乏 

自然对 比，只能显示明显肿大的胆囊、阳性结石及胆道系统 

明显积气等。虽然价格便宜，但临床应用意义不大。 

1．2 胆道 系统 X线造影 

1．2．1 口服胆囊造影 可以观察胆囊的形态并能够判断胆 

囊的浓缩及排空功能，不仅能诊断阳性结石，也能诊断阴性 

结石。但随着超声和CT的普遍应用，其应用越来越少。 

1．2．2 静脉胆道造影 是诊断胆管疾病的主要方法，弥补 

了口服对比剂时胆道系统不能显影的不足。静脉胆道造影 

检查前必须做碘过敏试验，使部分患者不能完成此类检查。 

随着影像学的多样化发展 ，此类检查也较少应用。 

1．2．3 PTC 属于创伤性的直接胆道造影方法，也是诊断梗 

阻性黄疸的重要检查手段。PTC分为超声引导下和 X线引 

导下 2种方式。超声引导下具有定位准确 、用时短、成功率 

高、患者痛苦少等优点；X线引导下对梗阻性黄疸患者具有 

较高的确诊率(定位准确率为 92．9％，定性准确率为 

85．7％ )。PTC能较清楚地显示胆道系统尤其是胆管的解 

剖结构，可以提供较为直观的肝内外胆管狭窄、扩张的x线 

图像，对梗阻部位和梗阻原因提供较可靠的依据。徐林等 

通过对70例胆总管梗阻性患者的PTC图像进行分析，指出 

胆总管梗阻 x线征象分为7种：磊石型、凸面向上型、凸面向 

下型、模糊型、切割型、不规则型及胆总管不显影。并分析磊 

石型是胆总管多发结石的可靠征象 ，模糊型是泥沙样结石、 

胆总管癌的表现 ，凸面向下型是胰头部壶腹癌的有力依据， 

切割型多为恶性 ，不规则型的2例均为胆管癌。PTC后置管 

胆汁引流术，手术前应用可减轻黄疸，改善肝功能，因此 PTC 

曾经是胆总管梗阻病例术前常用检查方法。但由于其与 

ERCP都是侵入性检查 ，存在一定风险，甚至危及生命 J，且 

不能发现周围是否有转移病灶等缺陷，并不作为胆管梗阻的 

首选检查手段，临床仍需配合其他检查方法。单纯诊断目的 

的PTC已逐渐被其他无创性检查所取代。 

1．2．4 ERCP 是诊断胰胆道系统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也 

是可疑壶腹部或胰头占位等低位梗阻性黄疸的首选检查方 

法。ERCP与PTC类似，能够显示胆道系统的解剖图像，被 

认为是诊断胰胆道系统疾病的“金标准”。ERCP能在造影 

的基础上进行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术、胆总管取石术、胆 

管内外引流术及活检术，达到与外科手术同样的治疗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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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优点是：可以取组织进行病理检查 ，取胆汁、胰液进行细胞 

学和生化学方面的检查。与PTC相比，其独特的优势是对胆 

总管末端的观察不受近端结石造成梗阻的影响，并能直观显 

示十二指肠降部和乳头形态并取活检病理检查，在造影的同 

时可进行引流、乳突切开取石和放置胆管内支架等治疗。其 

缺点是有损伤性，检查是否成功或满意因检查操作者的经验 

而不同，插管失败率一般为 3％ 一9％_4』，造影术后并发症较 

高，主要有急性胰腺炎、急性化脓性胆管炎、消化道出血、肠 

穿孔、败血症 、药物反应及其他(包括心肌炎、肝周脓肿、脾破 

裂等)。ERCP的应用较多，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新技术也越来 

越多，例如胆管镜、胰管镜及管腔内超声等均系利用 ERCP 

技术将内镜送入胆管或胰管进行探查，直接观察狭窄形态及 

明确病变良恶性等。 

2 超声检查 

超声被认为是胆道系统疾病的首选检查方法，因为具有 

方便快捷、费用低廉、无损伤等优点，其对胆囊结石的诊断准 

确性接近100％，而对胆管结石的诊断符合率为94．7％[51。 

B超能很好地显示胆管有无扩张及扩张程度，对恶性梗阻性 

黄疸也有较高的特异性，定位准确性较高，定性诊断较困难。 

彩色多普勒超声通过血流状态的信息，对鉴别病变性质有一 

定的帮助，B超结合彩色多普勒检查有以下优势：(1)对病变 

的血供情况有所掌握，有助于定性诊断；(2)提高分辨率，分 

辨血管和扩张的胆管。但超声检查也有其局限性 ：(1)胆总 

管下段易受肠气干扰，超声检查只能显示 20％ 一80％的胆管 

结石 ；(2)对二级以下肝内胆管显示欠清，且对于肝门部肝 

管汇合处病变的敏感性也差；(3)对胆道系统结石的诊断有 

假阴性和假阳性。此外 ，超声检查高度依赖机器及检查者的 

操作经验，因此 ，超声检查只能发现问题，明确和解决问题还 

需结合其他手段。 

伴随超声学的发展，超声引导下经皮胆道造影和穿刺活 

检、超声内镜学的应用等，弥补了普通超声对胆道系统疾病 

的不足。内镜超声检查术(EUS)是内镜和超声创造性的结 

合，可以避开肠气及粪团的干扰，大大提高了超声检查的灵 

敏度和特异性。Saifuku等 认为，EUS可以诊断 cT未能发 

现的由恶性肿瘤造成的胆管狭窄，而且及早进行 EUS检查可 

以为早期胰胆管癌患者提供合适的治疗方案。但 EUS也是 

侵入性检查，注定其不能成为首选检查方法。管内超声探头 

(IDUS)对胆道狭窄的鉴别最有价值，对其病因的判断及肝 

门部和中段胆管癌的诊断价值高于 EUS。有文献 报道， 

EUS和 IDUS虽然对胰胆管恶性病变浸润程度及胰腺、十二 

指肠的侵及情况诊断率可达80％～90％，但目前临床应用较 

少，且 IDUS应用尚未普及。 

超声造影(CEUS)的出现成为超声检查的热点，其基础 

研究及临床应用正在逐渐深入，目前 CEUS显示血流的敏感 

性显著高于彩色多普勒超声，已经广泛应用于肝脏疾病诊 

断，但其在胆道系统疾病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白敏等 

认为，CEUS可鉴别胆管结石或胆泥和肿瘤，并有助于胆管微 



蚌埠医学院学报2011年5月第36卷第5期 

小病变的诊断。 

3 CT检查 

CT因密度分辨率高及其断层显像的特点，对胆道及胰 

胆道系统病变显示较为清晰，在临床上应用广泛，诊断价值 

较大 ，对胆管内高密度结石的诊断准确性较高，对低密度结 

石的显示明显受限；对梗阻性黄疸及其梗阻部位诊断的准确 

率达80％ 一97％，对恶性梗阻性黄疸的诊断和指导手术方式 

的选择有较高的价值。CT对十二指肠壶腹周围肿瘤的显示 

与 CT机器性能和扫描技术密切相关，并有赖于充分的胃肠 

道准备。对于胰头癌，CT有定位和定性诊断的参考价值，可 

判定梗阻部位是否在胆总管胰头段 内。另外，CT可直接显 

示胆管外肿瘤浸润或淋巴结转移情况，胰管扩张、胰外组织 

转移侵犯的情况 ，并可在 CT引导下进行经皮穿刺活检。 

3．1 普通 CT检查 CT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腹部肝胆胰脾疾 

病的诊断率，并且对恶性病变周围有无转移提供了可靠依 

据。但是由于普通 CT扫描时间长，腹部扫描时要求患者良 

好的呼吸配合才能获得优质图像，同时普通 CT扫描又有层 

厚较厚、部分容积效应等因素导致的伪影多、对小病灶漏诊 

率高等缺点。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螺旋 CT及多排 

螺旋CT的出现已逐渐取代了普通CT检查，临床应用越来越 

广泛。 

3．2 螺旋CT检查 螺旋CT、多层及多排螺旋CT尤其是64 

排螺旋 CT的出现大大缩短了扫描的时间，提高了显像质量。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种螺旋 CT胰胆管成像技术和 CT 

影像后处理重建技术，如表面遮盖法、容积重建、多平面重 

建、曲面重建、最大密度投影、间接最小密度投影、仿真内镜 

等 ，为梗阻性黄疸等胆道系统疾病的影像学诊断提供 了新的 

思路。 

3．2．1 CT胆道造影 CT胆道造影可分为阴性法胆道造影 

(N—CTC)和使用胆道对比剂(阳性造影剂)的 CT胆道造影 

(P-CTC)。其区别是造影剂的不同：前者是经静脉注入非胆 

道显影的造影剂 cT造影，后者是使用胆道对 比剂的 cT胆道 

造影。 

螺旋 CT胆道造影(SCTC)是一种新 的无损伤性影像检 

查技术，属于P—CTC，利用螺旋CT容积扫描技术与静脉胆道 

造影相结合，获得胆道系统充盈对比剂的原始图像，经三维、 

四维、多平面重建成所需要的胆道系统影像。以往经腹腔镜 

行胆囊切除术的患者需做术前胆道造影，以了解胆道情况， 

如常规行 ERCP检查则患者较痛苦且有一定并发症。SCTC 

优点明显，快速方便，可为外科医生提供有关胆道解剖及其 

变异方面的资料。 

SCTC显示胆道结石尤其阴性结石的能力与 ERCP相 

似，可作为 ERCP取石术前的一种检查方法。梗阻 2周以上 

CT诊断的准确率达 85％ ～100％[1o 3。肝门部胆管癌占胆管 

癌的58％ 1i]，是胆管癌的重点和难点，多数患者初诊时已不 

能切除，仅能作姑息性胆道引流，因此，影像学确定肿瘤的范 

围特别是沿肝内胆管侵犯范围十分重要 12]，SCTC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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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难点。该方法的主要缺点为在胆道严重梗阻病例，胆红 

素明显升高，胆道显影往往不理想，这类患者恰恰是 MRCP 

检查的指征。故 SCTC与 MRCP可互为补充 。 

非胆道系统增强法 CT胆道成像利用胆管内的胆汁与周 

围肝组织或其他软组织 比较呈低密度表现的特征进行三维 

胆道成像 ，从而使得胰胆管显像，它不受胆管压力升高的 

制约，弥补了P—CTC的不足。N．CTC常常结合曲面重建等后 

处理技术，更能明确诊断。王颖等 研究结果认为，胆道梗 

阻在定位诊断方面，64排螺旋 CT增强扫描胰胆管曲面成像 

与 MRCP+MRI无明显差异；在定性诊断方面，对于 良性病 

变尤其是对结石的诊断，前者高于后者。 

3．2．2 多层面重建技术(MPR)和曲面重建(CPR) MPR 

和 CPR都是螺旋 CT的后处理技术，可多角度、多方位观察 

病变及其与胆道 的关系，能够对一些疑难病变提供更多信 

息，使显示胆道系统梗阻性疾病的能力有一定的提高。虽然 

横断位能有效地评价梗阻性黄疸患者的胰胆管树结构 ，但不 

能准确揭示其复杂关系。Unno等 认为，MPR可以显示胆 

道系统、门静脉系统及周围结构，有利于术前准确定位，评估 

预后，胆道系统三维重建技术已作为一种准确而无创性的胆 

道系统检查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有文献 报道， 

对于胆管结石引起的梗阻，多排螺旋 CT三维重建检查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分别是 93％和 89％，对于恶性梗阻的诊断敏 

感性和特异性均为 94％ ，这种检查方法对梗阻性黄疸原因的 

检查准确率为 83．3％。但这两项技术能否做出完美图像 ，部 

分依赖于工作人员的操作熟练度及捕捉病变的能力。 

4 MRI及 MRCP 

MRI具有无辐射、多参数成像、软组织分辨力高的特点， 

尤其是能无创性地显示肝内外胆管和肝门部血管，故其已成 

为胆道系统疾病的主要影像学检查手段。MRCP由德国学 

者 Wallner等 于 1991年首次提出，作为磁共振水成像 

技术的主要应用，为胰胆道系统病变的影像学诊断开辟了一 

条新的途径。MRCP能显示胆管全貌 ，判定胆道系统扩张及 

梗阻病变的部位及范围，对评估恶性胆管梗阻极具价值。用 

三维成像 ，可旋转至任意角度观察梗阻端和病变段的特征， 

以判定 梗阻原因，所得 图像与直接胆 管造影相 同。有研 

究 发 现，MRCP对胆总管结 石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均在 

90％左右。MRCP对胆总管结石的诊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 

有重要作用 ，当患者症状减轻，且生化指标正常，MRCP看不 

到结石征象时，结石可能已经排出，就没有必要做有创检查 

ERCP了 。MRCP对胆管小结石的诊断存在假阴性及假 

阳性 。MRCP无法明确周围病变，结合T2WI薄层扫描可 

以弥补这种不足，有研究 认为，MRI结合 MRCP在胆管内 

占位的诊断上优于 CT。MRCP可明确恶性胰胆管梗阻的部 

位和形态，还能根据胆管的显影情况判断肿瘤的侵犯范围。 

对术后病例很难或根本不可能行 ERCP检查，MRCP可提供 

有用的信息，尤其在胆肠吻合的患者，明确管内结石或狭窄 

敏感性达到 90％ 一100％。因此，常规 MRCP有操作安全简 



538 

便、无损伤、无辐射、无需对比剂等优点，但有时胃肠道的液 

体与胰胆管同时显像，会对 MRCP的图像造成干扰，为消除 

此类影响，国内外学者 。 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一般采取口 

服胃肠道阴性对比剂抑制胃和十二指肠 内的水信号，使胰胆 

管显影更加清晰 ，目前常用的有枸橼酸铁和钆喷酸。临床应 

用研究证明，稀释后的钆喷酸作为口服胃肠道对比剂是安全 

的，溶液无色无味，患者易接受，且经济实惠，值得推广。 

MRI技术的进展不断改善 MRCP图像质量 ，扩大临床应 

用。目前使用的屏气薄层二维采集技术将要被屏气三维采 

集技术替代，使层厚更薄，对比度更高，任意方向重建；3T高 

场强 MRI可以明显增加图像信噪比 。Neff等 报道，胆 

胰管的磁共振仿真内镜(MRVE)技术(即在 MRCP资料作为 

原始图像的基础上显示胆胰管内腔)结合 MRCP可显著提高 

胰胆管疾病的检出率，但 MRVE的临床价值还需要更大样本 

的研究证实。 

MRI及 MRCP的缺陷是带有心脏起搏器及术后有金属 

夹的患者不能做此检查，而且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也无法顺 

利完成检查。MRCP不能完成 ERCP及 PTC的治疗作用，所 

以无法完全取代 ERCP。 

5 核素显像 

核素肝胆显像可了解肝脏分泌胆汁及胆道通畅情况，并 

通过测定胆囊收缩功能预测胆石症或其他胆囊疾病的发生。 

核医学技术应用在胆道系统疾病的价值越来越被I临床认识 

和接受。核素显像为动态功能显像，主要对急慢性胆囊炎、 

先天性胆道疾病、胆道运动功能失调 以及黄疸的鉴别诊断、 

胆汁反流的测定意义较大。其缺点是受肝功能和血中胆红 

素水平影响较大，且其摄片质量及费用等均不及 CT优越。 

综上所述，胆道系统疾病的影像学检查技术变化很大， 

传统的腹部平片、口服胆囊造影和静脉胆道造影 已很少应 

用，目前应首选 B超和普通 CT；SCTC以其高分辨率及三维 

立体成像，为外科手术及腹腔镜胆道手术提供了可靠的客观 

依据，但对于严重肝功能障碍及严重梗阻性黄疸 、血胆红素 

过高者显示不佳；ERCP及 PTC是胰胆道系统疾病诊断的 

“金标准”，但属有创检查，不能作为唯一的手段 ；MRCP综合 

了 ERCP与 PTC的优点，又避免了其缺点，不失为一种理想 

的检查方法。随着计算机软件的不断发展 ，MRCP和 CT三 

维重建技术日趋成熟，虚拟胆管镜成为可能，相信会给未来 

的胆道系统疾病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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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 

三维有限元法在椎体成形术力学研究 中的应用进展 

雷丙俊，牛国旗 

[关键词]脊柱 ；力学研究 ；有限元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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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法又称有限元素法(finite element method，FEM)， 

是一种有效的离散化数值计算方法，把一个复杂的弹性物体 

可以看成是由无限个质点组成的集合体，用这种离散化的有 

限单元模型代替原有物体。1974年 Belytschkot等 首先将 

FEM应用于脊柱力学研究。椎体成形术是一种采用经皮穿 

刺的方法将骨水泥注射到病变的椎体内的技术。而将 FEM 

应用于经皮椎体成形术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 

成熟的脊柱运动节段三维有限元模型，并完成了多项模拟实 

验的研究 J。随着有限元技术的发展和椎体成形术在世界 

各地的广泛应用，作为椎体成形术生物力学研究重要方法之 
一

，推动着椎体成形术生物力学研究更深入发展。由于椎体 

成形术的治疗原理、远期疗效、并发症均与其生物力学密切 

相关 ，其生物力学引起广泛的关注 J。本文就 FEM在椎体 

成形术的生物力学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三维 FEM模拟骨水泥灌注恢复椎体强度和刚度相关研究 

1．1 量和填充方式对椎体强度和刚度的影响 椎体的强度 

指椎体在发生塌陷之前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刚度指椎体 

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变形的能力。椎体成形术后椎体的强度 

和刚度在一定范围内随着骨水泥量的增加，椎体的强度和刚 

度随之增加，Yan等 建立有限元模 型，按注入骨水泥量占 

椎体容积分为2组(8．6％ 一11．4％、13．1％ ～22．8％)。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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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椎体的强度和刚度随着骨水泥量的增加而增加，且强度的 

增加较刚度增加明显。因此认为骨水泥在椎体内填充方式 

对椎体的强度和刚度起到决定作用。然而也有学者 通过 

模拟椎体成形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骨水泥填充，填 

充量分别是 1．5 ml、5 ml，选取椎体内五个部位为进针点，根 

据流体动力学原理模拟PMMA在椎体内流动，力学测定发现 

随着 PMMA量的增加椎体的强度和刚度增加；但同一容量骨 

水泥变化不同穿刺部位强度和刚度的变化无明显差异(P> 

0．05)。也有学者 用三维有限元法模拟早期退变椎间盘和 

正常椎间盘，对骨质疏松性压缩性骨折行椎体成形术 PMMA 

骨水泥灌注，术后检测应力变化，结果 2组椎体强度均可以 

恢复到损伤前水平，椎体的刚度部分恢复。早期退变椎间盘 

对运动节段的强度和刚度未见影响。 

1．2 椎体强化后椎体的应力分布 由于椎体成形术中骨水 

泥填充后，高强度的骨水泥固化使骨水泥及其周围应力明显 

增高，从而改变了椎体内应力分布。Nan等 三维有限元模 

型，在载荷下观察有限元模型的应力、应变的分布变化，发现 

在前弯力矩下，椎体成形术后椎体的最大应力应变值较术前 

无明显变化，但应力应变分布都有了明显的改变，骨水泥附 

近明显增高，高应力值出现在腰椎前部，表示前部受到较大 

的应力导致变形。因此通过FEM的模拟研究，认为骨水泥 

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椎体单元的强度和刚度。也有学者 

通过 Von mises stress研究椎体内应力变化，Von mises stress 

是一种等效应力，用应力等值线来表示椎体内部的应力分布 

情况，可以清晰描述出整个椎体中的变化，从而使分析人员 

可以快速的确定椎体中的危险区域，是实体生物力学不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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