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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结节性病变穿刺活检中辅助引导定位技术的
临床运用新进展
邓燕云，韦建林，覃丽兰，黄晓琪
[ 摘要 ] 肺结节是肺部常见病变，它的定性诊断一直是临床诊断的难点，近些年随着高分辨率螺旋计算机断层
扫描（computer tomography, CT）、灌注成像、双源 CT 双能量技术及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CT）的深入研究，肺结节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明显提高，但仍有少部分病变诊断困难，尤其是良恶性
的鉴别。肺结节性病变穿刺活检术是临床获得病理的常用方法，其成功的关键是辅助定位技术的选择，现对各种
辅助引导定位技术的进展予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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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gres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uxiliary guided localization technology in
puncture biopsy of pulmonary nodular lesions
DENG Yanyun,WEI Jianlin, QIN Lilan ,HUANG Xiaoqi
（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Liuzhou Workers' Hospital, Liuzhou Guangxi 545005, China）
[ Abstract ] Pulmonary nodule is a common lung disease, and its qualitative diagnosi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oint in clinical diagnosi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depth study of high-resolution spiral CT scan, perfusion imaging,
dual-energy technology of dual-source CT and PET /CT functional imaging, th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ulmonary nodule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ut there are still a few lesions difficult to diagnose, especially the iden‐
tific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pulmonary nodules. Pulmonary nodular lesion puncture biopsy is a common method
for clinical pathology and the key to success is the selection of auxiliary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he progress of various
auxiliary guided positioning techniques i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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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节是指直径小于 3 cm 的实性或亚实性结
节，常规影像良恶性鉴别困难，穿刺活检是临床术
前获得病理的主要手段。近年来随着细针穿刺针
装置的不断发展、肺部影像诊断及病理细胞技术不
断更新，肺穿刺活检技术日益完善。目前，肺结节
穿刺活检主要在 X 线、超声、螺旋计算机断层扫描
（computer tomography, 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
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CT）或支气
管镜引导下进行。X 线引导病灶定位精确度差，对
于小病灶不能使用，C 臂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具有引导实时监控进
针，根据需要随时进行斜面、曲面成像，方便操作者
随时调整进针角度、深度，能够更加准确清晰的穿
刺到病灶，主要缺点是操作者及患者接触射线剂量
较多。超声引导仅对胸膜和胸膜下病变较有优势。
由于 CT 图像分辨率高、后处理功能强大，如多平面

重建、最大密度投影及容积再现等，对肺结节性病
变的大小、密度、位置及邻近结构情况显示较为清
晰，CT 引导下穿刺路线的选择更为优化,相对其他
引导方法穿刺诊断安全、微创、精准，目前临床广泛
应用。据相关文献报道，CT 引导肺结节性病变穿
刺活检的诊断准确率达 72.7%~95.8%[1-2]。PET/CT
可提供肺结节性病变解剖情况，同时反映其代谢活
性信息，相关研究发现 PET/CT 对肺结节病变活检
精准定位有重要参考意义[3]。常规支气管镜活检对
中央型病灶检出率较高，由于活检时无有效定位，
外周型肺结节的诊断率相对较低。近年来，随着超
声支气管镜及电磁导航支气管镜技术的不断完善，
不需要 CT 实时引导，一样可以快速精准实时定位，
有效提高穿刺针定位的准确性[4]。
1 超声引导下肺穿刺活检术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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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Chcm drasekher 等首次在超声引导下
经皮肺穿刺活检术获得成功。随着介入性超声技
术的发展，超声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技术日趋完
善并普及。原来的切割针较细不易取得病灶的有
形成分，经过改进，目前的自动弹簧载活检针使用
方便快捷，易于获取组织学标本，在临床应用较广。
超声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具有成本低、图像实
时、无辐射等优势，是临床上取得肺部病变组织标
本的常用方法。但由于受病变形态、深度及内部成
分等干扰，尤其是病灶内部存在液化坏死或脂肪成
分时，超声不易区分，影响穿刺成功率及准确率。
肿瘤病灶越大坏死发生率越高，穿刺靶点易选择在
坏死成分周围或血供较丰富部位。超声引导穿刺
过程透声窗要求高,胸部气体及骨组织易干扰成
像[5]。对于距胸壁较近病灶彩超引导下经皮肺穿刺
活检可提供类似于 CT 断层显像信息及补充病灶血
流情况，而且全程实时监控。因此，彩超引导下肺
外周病变经皮肺穿刺活检应用较为广泛，文献报道
对肺外周病变病理诊断阳性率达 87.8%~90.8%[6-7]。
超声可即时显示针尖到达位置，在安全的前提下选
择最佳进针角度及路径，有效控制穿刺针的深度，
避免伤及邻近血管及组织，获得有效的病理组织。
具有全程实时、多角度、多位监控等优点。
在超声引导方法上，近年有了很大的改进，如
超声微血管成像技术、超声造影、3D／4D 超声等[8]。
超声造影属于血池显像又称对比增强超声，可以提
高病变组织低速血流及显示微小血管，使得超声引
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的准确率进一步提高，相关文
献报道，超声造影后行超声引导下的肉眼穿刺成功
率可达 92.5%~100%[9-10]。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无
辐射、便捷、可重复性高、安全性好，有较好应用前
景，成为肺部外周型病变定性诊断常规手段。
2 CT 引导下肺穿刺活检临床应用
目前，CT 引导下肺结节性病变穿刺活检优势
明显，临床应用较广泛。对于肺深部病灶，肺活检
常用引导方法有支气管镜及 CT。支气管镜对管腔
内病变显示直观，但无法直视管腔外病变，文献报
道支气管镜引导下肺肿物穿刺活检阳性率为 41%~
60%[11-12]。对于支气管腔外肺深部病灶 CT 优势明
显，不仅通过影像征象对病灶做出初步性质判断，
同时在引导穿刺活检方面通过对肺结节灶的大小、
密度、位置及周围毗邻情况的清晰显示，做到安全、
微创、精准，可提高穿刺准确率及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对毗邻肺门及纵膈血管的病灶进行穿刺时，应
先行 CT 增强扫描，显示病灶与邻近血管的情况，合
理设计进针路线，并及时调整进针方向，避开大血
管。肺部穿刺活检针一般选用 16G 穿刺针，肺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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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检主要并发症是气胸及肺出血等。影响并发症
的因素主要为病灶的深度、大小形态及肺部有无合
并其他病变。此外，胸膜穿刺次数增多是导致气胸
发生的不利因素。不少研究者通过自动活检枪进
行改良，以期减少进针次数。目前，临床上应用较
多的是同轴套管型自动活检枪进行穿刺活检，套管
针穿刺后活检枪可在套管内反复取材，既满足多次
活检增加取材成功率，又减少穿刺的次数，降低气
胸的发生率。对于病灶内部出现空洞或呈囊性改
变及合并血管炎的患者，穿刺时发生气胸及出血的
几率较高，进针时要避开大血管，在进针及退针时
需让患者屏住呼吸，避免划破胸膜，另外退针时向
针道中注入生理盐水可减少气胸的发生。近年来
随着呼吸门控 CT 等影像技术的广泛应用，肺部病
变穿刺活检的准确率显著提高，穿刺活检成功率达
到 88%~100%，明确诊断率达到 71.0%~97.9%[13-15]。
术前合理设计进针路径及角度，避开邻近大血管，
同时术前做好患者呼吸频率和幅度的训练，准确识
别针尖位置，对提高 CT 引导穿刺活检的准确性尤
为重要。CT 引导下肺穿刺活检术对肺内小结节通
过穿刺活检得到定性，避免不必要的外科手术切
除，更容易被患者及临床接受[16]。
3 PET/CT 引导下肺穿刺活检术的临床应用
恶性肿瘤细胞对葡萄糖亲和力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其相关载体蛋白增多，肿瘤的葡萄糖亲和力越
大 ，氟 代 脱 氧 葡 萄 糖（18F - flurodeoxyglucose, 18F FDG）摄取越高，也就是说具有高细胞分化和增殖
活化作用的侵袭性肿瘤在 PET/CT 显像中会具有较
高的 FDG 摄取。PET/CT 作为功能代谢显像和解剖
结构显像的结合，不仅可以反映肺病灶的解剖结构
信息，同时可提供肺部肿瘤增殖活性[17]。近些年随
着 PET 显像技术发展及设备推广应用，PET/CT 对
肺部病变诊断发挥重要作用，而用于引导经皮肺穿
刺活检确认穿刺靶点成为研究热点[18-19]。18F-FDG
是非特异性的显像剂，在肺部病变诊断中，活动性
结核、炎症、真菌感染、结节病、寄生虫病等均可引
起摄取增高等假阳性，从而影响 PET/CT 对肺部病
变的定性诊断，但是并不影响穿刺靶点的精准定
位，无论良恶性，均可突显病灶内高代谢活性区域，
可直接提供最合适的穿刺靶点部位[20-21]。近年来，
开展 PET/CT 引导下的肺穿刺活检术的报道相继增
多，PET/CT 引导下的肺穿刺活检术被证明是提高
肺肿瘤活检准确性和功效的有价值的工具，是一种
安 全 有 效 的 方 法 ，穿 刺 活 检 准 确 率 达 86％ ~
100%[22-23]。有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利用 PET-CT 辅
助诊断可以提高超声引导下胸腔穿刺活检的成功
率[24]。与传统增强 CT 引导穿刺相比，PET/CT 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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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在于，不能突显病灶与毗邻血管的关系，穿刺时
难以避免损伤血管，尤其对肺门和纵膈旁血管较多
区域的病灶更为危险，有时需要结合增强 CT 综合
确定穿刺路径，提高穿刺的安全性。在肺结节病变
诊断中 PET/CT 存在一定假阳性或假阴性，炎症、结
核及良恶性肿瘤的标准化摄取值存在重叠，尤其是
在肺癌合并炎症、结核或其他肉芽肿病变时极易误
导穿刺靶点的选择。因此，必要时需行多点穿刺以
减少误诊的机会。因 PET/CT 检查费用昂贵,不宜
作为常规穿刺引导手段，只适合患者前期做 PET/
CT 检查后需穿刺活检的患者。
4 支气管镜引导下肺穿刺活检术的临床应用
支气管引导下肺结节病理活检方式为常规支
气管镜活检、超声支气管镜活检及电磁导航支气管
镜活检。常规支气管镜活检对于外周肺占位的诊
断有一定局限性,对于 4~5 级支气管平面以下的病
灶取材较为困难，活检成功率大大降低。超声支气
管镜诊断肺结节阳性率高于常规支气管镜[25-26]，超
声探头在远端气管无法自行调整前进角度，对周围
型肺结节易于活检失败。电磁导航支气管镜以电
磁定位为基础,使用实时可视化图像将可操纵的支
气管镜工具引导至支气管树内的预定点进行操作。
电磁导航支气管镜经自然腔道活检,对比经皮穿刺
肺活检具有创伤小、操作性强、并发症少等优势。
并且电磁导航支气管镜技术配合肺实质结节通道
采样能达到全肺无盲区取材。研究发现，各地临床
中心的电磁导航支气管镜活检对肺部占位的诊断
率波动在 38.5%~94.0%[27]。由于 CT 扫描中呼吸状
态与全麻时的机械通气难以完全一致，采用联合超
声支气管镜实时定位更具有优势，文献报道外周型
肺结节阳性检出率约 71%~82.5%[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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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大大提高了穿刺的精准性[33-34]。
随着 DSA、CT、PET/CT 等设备技术的提高，各
种设备自带部分导航及后处理软件使肺结节穿刺
活检的操作更加精准、便捷。近年来，国内外研究
学者使用锥束 CT[35]、术前 CT 钩丝定位联合视频辅
助胸腔镜技术 [36]、CT 联合激光引导系统 [37] ，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穿刺准确率和降低了并发症。另外，
应用后处理软件实现多模态图像融合，如超声与
CT 影像融合、增强 CT 与 PET 图像融合、超声及 CT
图像重建联合等方法引导穿刺活检，结合 CT 高分
辨率、PET 功能代谢、超声实时引导的优势可提高
穿刺活检的准确率。此外，多种引导技术的联合
使用，如基于高分辨 CT 数据 3D 建模的虚拟导航
联合径内超声或 C 型臂 X 线透视，在支气管镜引
导肺结节穿刺活检中的应用价值已得到临床的广
泛肯定 [38-39]。
6 展望
传统超声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在肺结节
性病变诊断中作为常规手段有局限，新的超声技
术，如超声造影、超声弹性成像、腔内超声、四维超
声等技术的应用将会大大提高穿刺诊断准确性。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技术相对成熟，准确性
较高，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肺部穿刺主要引导方
式。随着 PET/CT 技术的普及及成本的降低，PET/
CT 图像融合导引的经皮穿刺活检术作为一项新兴
技术，由于其较高的特异性及敏感性，在未来病灶
定性诊断中将有愈加重要的地位，随着 PET/CT 图
像融合技术的发展以及多种新型分子探针的开发
应用，PET/CT 在引导经皮肺穿刺的优势不断突显，
未来有较大应用前景。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各
种角度定位器的发明、跟踪定位技术的发展及人工
智能的辅助、机器人的应用必将使肺部病变穿刺活
检更加精准。

5 各种辅助定位装置及跟踪定位技术与引导手段
的结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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