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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功开展首例无痛电子纤维支气管
镜下 EBUS 淋巴结针刺活检术
2017 年 8 月 3 日上午 10 时，
在结核内科、
结核外科、麻醉科的多位医生参与下，医院成
功开展首例无痛电子纤维支气管镜下 EBUS
淋巴结针刺活检术。
我院结核病诊疗中心开展电子纤维支气
管镜检查多年，
为结核病诊断与镜下治疗带来
了便利，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发现前来我

院就诊的患者大多数属疑难病人，诊断困难，
单纯的纤支镜检查难以满足诊断的需要。鉴于
此，去年我中心又引进了 EBUS 操作系统，即
在纤维支气管镜下延伸出一个 B 型超 声探
头，
通过 B 超的定位对纵隔及近肺门的肿大淋
巴结或肿块进行针刺活检从而获取隐匿部位
的病例诊断，首例无痛电子纤维支气管镜下

EBUS 淋巴结针刺活检术开展，该项技术填补
了我院的空白，进一步提升了我院在浙江省内
外知名度，吸引了江西、安徽、河南甚至云南前
来求诊的病患。
该项检查技术的患者为结核外科病患，右
肺肿块伴纵隔淋巴结肿大，为鉴别肺癌、肺结
核有很大临床意义。
结核科 齐齐

ICU 无创盲置鼻肠管喂养进入全新时代
早期开展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即进入 ICU
24-48 小时内）能够有效改善危重患者的免疫
抑制状态，刺激肠道蠕动，防止肠道菌群移位，
维持胃肠正常生理功能。而选择合适的喂养途
径是确保患者目标喂养量的关键。
而一些高误吸风险因素如：高龄、意识障
碍、气道保护能力弱、机械通气及胃动力差的
患者，
常常容易反流误吸而影响营养支持治疗
的实施。临床通常采用胃镜下置管或空肠造
口，毕竟是有创操作既增加患者的痛苦和费
用，
同时因为需要多科协助不能在患者需要的
第一时间满足而留有遗憾。
通过学习与探究，今年初 ICU 资深护士
在原有鼻胃管置管的娴熟技术上，采取医护合

作，开展“超声引导下 ICU 床边鼻空肠管置入
技术”，并成功申报了院内的新技术新项目。具
体实施方法：插管前 10 分钟患者肌注胃复安
10mg，促进患者的胃肠蠕动，实施过程中床旁
护师一边手法感受导管进度阻力，一边耐心细
致调整角度等待时机，经管医师则在旁超声实
时监测鼻肠管头端位置，进而引导操作进程，
最终达到有效部位。
床边盲插鼻肠管在医疗同行中已趋于成
熟，
但操作手法难度仍高，
根据文献置管成功概
率在 50-90%不等，
但他们操作时多半给患者注
水注气 200-300ml 左右，同样也有给患者造成
反流误吸的风险，而且需要 x 线的反复确认导
增加患者 X 线辐射的机会。而我科此项
管位置，

新技术采用操作时不注水注气，通过手法导管
导丝在超声下的影像到达肠管的位置来确定，
最终经 X 线确认有效头端位置。开展 3 个月已
经置管 16 例，其中成功置入 15 例，成功率达
94%，
其中有一例为无法停用无创通气的患者。
不仅是 ICU 的危重症患者，结合我院收
治病人的群体，
其中老年、基础心脑血管疾病、
长期卧床者也适合留置鼻空肠营养管，保证营
养支持、有效防止误吸、减少抗生素使用、降低
院感和抗生素使用强度（DDD）。B 超定位盲
插鼻肠营养管此项新技术真正达到了无创、安
全、有效、精准，给重症患者带来了福音，更适
合在院内广泛推广。
ICU 韦晓君 孙秋英 孙静 樊茵迪

我们是抗结核领域的“特种兵”
——
—致我院结核外科成立五周年

结核菌是一种古老的传染性 细菌，
对人类的侵略已达数千年，它们通过呼
吸道侵入人体，攻城略地，可以破坏人体
除牙齿和头发之外的所有组织器官。自
医学诞生伊始，人类就在不断与结核菌
作斗争，却少有胜算，仅仅在上世纪现代
抗结核药物发明之后，胜利的天平才逐
渐向人类偏移。然而，抗结核药物治疗犹
如大兵团作战，采取的是炮火全覆盖战
略，虽然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但也容
易伤及无辜，损伤肝脏、肾脏、骨髓等正
常组织细胞，此外，还有部分狡猾的结核
菌转战地下，他们数量不一定很多，却能
“ 蛊惑”有“人
激化人体过度的免疫反应，
体警察”之称的淋巴细胞攻击正常组织，
对人体产生持续伤害；还有部分结核杆
菌破坏正常组织后筑穴为巢，形成肺空
洞、淋巴结脓肿等病灶，借助壁垒负隅顽
抗，发挥对人体的慢性损伤，迁延不愈；
更有少数结核菌在抵抗药物攻击的过程
中产生抗药性，可以耐受抗结核药物的
攻击，对人体产生更大的威胁。
作为抗结核领域的“特种兵”- 结核
外科应运而生。早期的结核外科仅做一
些清理战场（抽脓排脓）、压缩结核菌活
动空间（人工气胸、肺萎陷、胸廓成型）之
类的事情，很难有更大的作为。现如今，
随着技术和设备的改进、升级，装备精良
的结核外科已成为真正现代化的“特种
兵”，在抗结核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战争之前得先搞清楚自己的对手是
谁，抗结核战争亦是如此。结核病的准确
诊断是抗结核治疗的第一步，只有明确
了我们的对手是结核菌，才能准确的进
行针对性治疗。目前结核病的诊断方法
主要是通过抓住结核杆菌大部队遗留下
来的部分散兵来进行身份鉴别——
—也就
是临床上所说的“痰找抗酸杆菌”等检

查，还有就是通过分析结核菌部队的进
攻 特 点 来 进 行 评 估——
—即通过胸片或
CT 等影像学检查来分析病灶的细节特
征。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复
杂，结核菌是一支组织有序、纪律严明的
作战部队，它们往往采取稳扎稳打、步步
为营的战略，很少有散兵能被人们逮到，
临床上能通过“痰找抗酸杆菌”等方式逮
到它们的几率不到三成。而且，也并不是
所有结核杆菌的进攻特点都会那么典型，
它们善于潜伏、隐藏，让人们难以找到它
们的踪迹。这时候，就轮到我们这支“特种
兵”部队上场了。CT 和 B 超是我们的作
战卫星和无人机，初步摸清敌人的位置，
胸腔镜、纵隔镜等是我们的作战雷达，在
它们的引导下，我们孤军深入，直击它们
的“据点”，将它们“连锅端”，然后送进专
业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任凭再狡猾的敌
人，最终也难逃“法眼”。等到证据充分，针
对性的抗结核药物炮弹就会持续、充分覆
盖结核菌的营地，将其逐步歼灭。
在人类抗击结核菌的历程中，现代
抗结核药物是最为伟大的发明，有了它
们作为炮弹，结核菌在持续的炮火袭击
中多数节节败退，直至被大部分消灭。然
而，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能进行的那么
顺利，部分结核菌在人体局部侵蚀、破坏
组织后并不急于扩大战果，而是及时“安
营扎寨”，借助人体纤维结缔组织构建坚
—譬如包裹性脓肿、空洞等，
实的壁垒——
抗结核药物很难充分通过这些壁垒而将
里面的细菌消灭，超级抗“揍”的耐药菌
还可能在战斗期间成长起来，形成势力。
它们或伺机而动，或联合绿脓菌、曲霉菌
等境内外反动分子伺机而动，极大的阻
碍了常规药物治疗的进程，对人体安全
构成持续的威胁。当“正面现场”限于僵
局的时候，又该“特种兵”出马了。经过影
像 学手 段 充 分 评估 病 灶 的 位 置 和 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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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会规划好最佳的作战策略和行
军路线，在各种腔镜的帮助下，以最小的
创伤代价，快速达到病灶周围，将其完整
切除，肃清障碍，不留后患，为抗结核药
物大部队进攻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有这么一部分结核菌非常“恶毒”，
它们除了破坏常规组织细胞，还会侵蚀
血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旦血管
受损破裂，轻者如同“水库决堤”，重者必
定似“江河泛滥”，最终必定“泽国哀鸿遍
野”，严重威胁人体生命安全。此时药物
治疗往往效果不好，而我们却可有所作
为。此时首先作为“卫星和无人机”出场
的是血管 CTA，它能帮我们初步探明“蚁
穴”的数量和位置。然后，我们在体表大
动脉处打开突破口，插入导管后逆流而
上，迅速找到受侵蚀血管，将其填塞修
补，制止大出血于萌芽状态。
结核菌侵略人体的手段有两种，前
述均属于直接搞破坏，还有一种手段更
为隐秘，它们在被人干掉之后会释放抗
原，树立“假想敌”，迷惑人体免疫系统进
行持续的自体攻击。一旦假象的“阶级斗
争”思想在人体传播，氛围马上变得凝重，
其造成的伤害不亚于细菌的直接破坏：胸
膜越来越厚，会让人胸廓变形，肺通气受
到限制；心包失去了弹性，会束缚心脏的
搏动，使血液循环受阻。这时候又该轮到
我们出场了，手术刀一挥，禁锢立马解除，
让心肺
“解放思想”
，重归活力。
—抗结核领
这就是我们结核外科——
，我们人手不多，却个个身
域的“特种兵”
怀绝技。影像学检查是我们的作战卫星和
侦察无人机，腔镜是我们的眼睛，各种导
管和手术器械是我们的刀枪。在影像科、
结核内科、麻醉科等友军的协同下，我们
手握利刃，披荆斩棘，在抗结核的战场上
打开新的局面。战旗一挥，必定所向披靡！
结核外科 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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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影像学技术的进
步和设备的发展，尤其是胸部 CT
检查的普遍应用，肺结节的检出率
明显增高。很多患者往往没有明显
症状，而是在健康体检或因其他原
因就诊行胸部 CT 时偶然发现。
那么什么是肺部结节，发现了
又要如何处理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肺部结节
的定义，医学上的的定义如下：边界
清楚，直径≤3cm，周围完全被含气
肺组织包绕，
可单发或多发的病灶。
可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而
后者又可细分为磨玻璃结节和部分
定
实性结节。如果病灶直径 >3cm，
义为肺部肿块，
而非肺结节。
然后我们 要理解 肺结 节是一
种影像学诊断，并非最终的病理诊
断，肺结节可能为良性或恶性。良
性病变包括如炎性假瘤、硬化性血
管瘤、结核球、错构瘤、肺腺瘤等，
恶性病变包括肺癌、转移瘤等。所
以肺结节不等于肺癌，但肺癌多表
现为肺结节，中晚期可表现为肺部
肿块。
CT 检 查 评 估
肺结节 的良 恶性需
要从很 多方 面进行
分析，这包括：肺结
节的数 量、生 长部
位、结 节边 缘及结
节密 度、是否钙 化
及空 洞、与邻近 胸
膜关系、强化情况、
是否有 淋巴 结肿大
等，然 后部 分患者
需要进 行动 态随访
观察。所 以评 估肺
结节的良恶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鉴别有一定
困难，根据 2017 年度 CT 检出肺部偶发性结节
的管理指南，处理原则如下：
（1）孤立性非钙化实性结节：
直径＜6 mm 一般不需进行常规随访；
直径＜6 mm 的高危患者 12 个月进行随访；
直径 6-8 mm 低危患者，根据体积、形态和患者
可在 6-12 个月进行初始随访检查；
偏好，
直径 6-8 mm 高危患者，建议在 6-12 个月
进行初始随访检查，在 18-24 个月再进行随访检
查；＞8 mm 的孤立性非钙化实性结节，3 个月时
进行随访。
（2）多发性非钙化实性结节：
直径＜6 mm，不建议进行常规随访；
对 于 至 少 有 1 个 结 节 直 径 ＞ 6 mm 的 多
发性 钙化 实性结 节，建议 在 3-6 个 月 时进 行
随 访 ，然 后 根据 风 险 在 18-24 个 月 考 虑是 否
进行 第 2 次随访 。
（3）亚实性肺结节：
①孤立性纯磨玻璃结节：
直径＜6 mm，不建议进行常规随访。
直径≥6 mm，建议在 6-12 个月进行随访，
之后每 2 年进行随访，
直至 5 年。
②孤立性部分实性结节：
直径＜6 mm，不推荐进行常规随访。
直径≥6 mm，考虑在 3-6 个月进行短期随
访以评估结节的持续性。对形态可疑的结节，实
性成分增长，或实性成分＞8 mm，建议进行
PET/CT、活检或切除。
③多发亚实性结节：
直径＜6 mm，须考虑感染的病因。若在 3-6
个月进行病灶仍存在，考虑在 2 和 4 年时进行随
访。
至少有 1 个结节直径＞6 mm，应首先考虑
最可疑的结节。
以上指南的内容比较繁杂，从患者角度解读
有一定困难，但是指南说明了一个道理，具体病
例要具体分析，医生应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采
取个体化定制的随访方案。有了肺结节不要过于
紧张，专业和细致的评估是关键。
如在肺结节诊断及治疗上有所疑问，可至我
院肺结节门诊就诊，门诊时间：每周二下午，二号
楼肺结节门诊，
电话：0571-56109835。
放射科 任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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