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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体猪肝胆道内射频消融时毗邻胆道
热休克蛋白 ７０ 表达情况
杨

超ꎬ卢

[ 摘要] 目的

伟ꎬ马军朋ꎬ杨

剑ꎬ蒋富强ꎬ杜

鹏ꎬ张嘉诚ꎬ解

鹏ꎬ张

哲

探讨采用不同功率胆管内射频消融时ꎬ毗邻消融靶区的胆管组织热休克蛋白(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ＨＳＰ)７０ 表达的差异及意义ꎮ 方法

１５ 个新鲜离体猪肝随机分为 ３ 组( 胆囊及胆总管中上段完整保

留) ꎬ将收集的人胆汁注入猪肝胆道系统内ꎬ然后将射频消融导管经胆总管引入肝门区胆管内ꎮ 所有猪肝均
消融 １２０ ｓꎬ第 １、２、３ 组分别采用 １０ Ｗ、１２ Ｗ、１４ Ｗ 功率消融ꎮ 消融后取距远端消融电极 １ ｃｍ、２ ｃｍ 处胆管组
织ꎬ采用免疫组化 Ｓ￣Ｐ 法检测 １５ 例猪肝共 ３０ 例胆管组织中 ＨＳＰ７０ 的表达ꎮ 结果

①距远端消融电极 １ ｃｍ

处胆管组织 ＨＳＰ７０ 表达:１ 级染色 ４ 例(２６ ７％) ꎬ２ 级染色 ６ 例(４０％) ꎬ３ 级染色 ５ 例(３３ ３％) ꎻ距远端消融电
极 ２ ｃｍ 处胆管组织 ＨＳＰ７０ 表达:１ 级染色 １０ 例( ６６ ７％) ꎬ２ 级染色 ４ 例( ２６ ７％) ꎬ３ 级染色 １ 例( ６ ６％) ꎻ②

消融区毗邻胆管( 距远端消融电极 １ ｃｍ)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与消融功率呈正相关( ｒ ＝ ０ ７５５ꎬＰ<０ ００１) ꎻ距远端
消融电极 １ ｃｍ、２ ｃｍ 处胆管组织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Ｚ ＝ －２ ３３４ꎬＰ<０ ０５) ꎮ 结论

胆管内射

频消融可导致消融区毗邻胆管组织 ＨＳＰ７０ 表达ꎬ随着消融功率的增加ꎬ毗邻消融区胆管组织内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
度亦随之增加ꎻ远离消融区域胆管( 距离远端消融电极≥２ ｃｍ) ＨＳＰ７０ 表达无明显增多ꎮ
[ 关键词] 热休克蛋白 ７０ꎻ导管消融术ꎻ猪肝ꎻ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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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７０ ｉｎ ｅｘ￣ｖｉｖｏ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ｌｉｖｅｒ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ａｏꎬ ＬＵ Ｗｅｉꎬ ＭＡ Ｊｕｎ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ꎬ ＪＩＡＮＧ Ｆｕｑｉａｎｇꎬ ＤＵ Ｐｅ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ｃｈｅｎｇꎬ ＸＩＥ Ｐｅ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Ｎａｖ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８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７０ ( ＨＳＰ７０) ｉ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ｏｆ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ｗｈｉｌｅ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ＲＦＡ) ｉｎ ｅｘ￣ｖｉｖｏ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ｌｉｖｅｒ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ｆｒｅｓｈ ｅｘ￣ｖｉｖｏ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ｌｉｖｅｒ ｂｉｌｅ ｄｕ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ｉｌｅ ｄｕｃ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ｂｉｌｅ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３ ｇｒｏｕｐ ｒａｎ￣
ｄｏｍｌｙ. Ｔｈｅｎꎬ ｔｈｅ ＲＦＡ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ｗａｓ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ｌａｒ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ｉｌｅ ｄｕｃ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ｅｒｅ １２０ ｓꎬ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１０ Ｗꎬ １２ Ｗꎬ ａｎｄ １４ Ｗ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ＳＰ７０ ｉ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ｏｆ １ ｃｍꎬ２ ｃｍ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ｐｏｌｅ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①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ＳＰ７０ ｉ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ｏｆ １ ｃｍ ａ￣
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ｐｏｌｅ ｓｈｏｗｅｄ ４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２６ ７％) ꎬ ６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４０％) ꎬ ａｎｄ
５ ｉｎ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３３ ３％) ꎻ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ＳＰ７０ ｉ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ｏｆ ２ ｃｍ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ｐｏｌｅ ｓｈｏｗｅｄ １０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６６ ７％) ꎬ ４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２６ ７％) ꎬ ａｎｄ １ ｉｎ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６ ６％) ꎻ ②Ｔｈｅ ＨＳＰ７０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ｏｆ １ｃｍ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ＦＡ ｐｏｗｅｒ ( ｒ ＝ ０ ７５５ꎬ Ｐ<０ ００１) . Ｒａｎｋ ｓｕｍ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ＳＰ７０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ｏｆ １ ｃｍ ａｎｄ ２ ｃｍ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ｐｏｌｅ ( Ｚ ＝
－ ２ ３３４ꎬ Ｐ<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ＳＰ７０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ｏｆ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ＲＦＡ ａｒｅａ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ｅａｔｅｒ ＲＦＡ. Ｍｏｒｅ ＨＳＰ７０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ｎｏ ｍｏｒｅ ＨＳＰ７０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ｏｆ ２ ｃｍ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ｐｏｌ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７０ ( ＨＳＰ７０) ꎻ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ꎻ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ｌｉｖｅｒꎻ Ｂｉｌｅ ｄｕｃｔ

恶性胆道梗阻是由胆管癌、胰头癌、肝癌等恶性
肿瘤引起的胆汁引流不畅所致的恶性黄疸ꎮ 使用双
[ 基金项目] 北京市科委市民健康培育项目 ( Ｚ１５１１００００３９１５１１２) ꎻ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人才引进专项基金( ＲＣＹＪＺＸ￣００９)
[ 作者单位] １０００４８ 北京ꎬ海军总医院介入医学科( 杨 超ꎬ卢 伟ꎬ
马军朋ꎬ杨 剑ꎬ蒋富强ꎬ杜 鹏ꎬ张嘉诚ꎬ解 鹏ꎬ张 哲)
[ 通讯作者] 卢 伟ꎬＥ￣ｍａｉｌ:ｌｕｗｅｉ６７０２＠１２６.ｃｏｍ

极射频消融导管( Ｈａｂｉｂ ＴＭ ＥｎｄｏＨＰＢ) 行胆管内消融
疏通已堵塞的胆道并植入金属支架ꎬ取得了较长时
间的高开通率ꎬ同时对胆道支架植入术后再次堵塞
的患者还可再行消融治疗 [１￣５] ꎮ 作者前期研究证实
胆道内热消融时因为胆汁的局部温度升高ꎬ其热量
可能通过胆汁传递至毗邻非消融胆管内ꎬ但在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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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１

消融参 数 下 毗 邻 非 消 融 区 胆 管 未 见 明 显 损 伤 [６] ꎮ

Ｗ 功率消融ꎬ消融后取距远端消融电极 １ ｃｍ、２ ｃｍ

内普遍存在、进化上高度保守的蛋白质家族ꎬ又被称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ꎮ ３ꎬ３￣二氨基苯联胺( ｄｉａ￣

热休克蛋白(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ＨＳＰ) 是一组生物体
为分子伴侣ꎮ 大量资料表明ꎬ在应激状态下 ＨＳＰ７０

参与细胞的抗损伤、修复和热耐受过程ꎬ是一种保护
性蛋白ꎬ受到高温等恶劣环境袭击时ꎬ组织就会大量
合成

[７]

ꎮ 本研究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胆管

处胆管组织ꎮ 鼠抗 ＨＳＰ７０ 单克隆抗体(１ ∶５０) ꎬ操作
ｍｉｎｏ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ꎬＤＡＢ) 显色ꎬ采用 Ｓ￣Ｐ 法对全部标本
进行免疫组化染色ꎬ染色前使用微波炉进行抗原修
复ꎮ 用已知阳性组织切片作为阳性对照ꎬ以磷酸盐
缓冲液替代一抗作为阴性对照ꎮ

内射频消融后毗邻胆管 ＨＳＰ７０ 的表达水平ꎬ并探讨

１ ２ ３

表达的差异及意义ꎮ

结果(表达强度)分为 ３ 级ꎮ １ 级ꎬ阳性细胞数<３０％ꎬ

不同消融功率下毗邻消融靶区的胆管组织内 ＨＳＰ７０
１

１ １

观察到黄色或棕黄色颗粒时判

定为阳性结果ꎬ随机观察 １００ 个细胞ꎬＨＳＰ７０ 的染色
染色颗粒浅黄、细小、成堆ꎻ２ 级ꎬ阳性细胞数为 ３０％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结果判定

①动物器官:１５ 例健康本地长白猪新

鲜离体猪肝ꎬ均保留有完整的胆囊及中上段胆总管ꎻ
②器械:包括经皮穿刺式双极射频导管 Ｈａｂｉｂ Ｅｎ￣
ＴＭ

ｄｏＨＰＢ( 英国 ＥＭｃｉｓｉｏ 公司) 、超滑导丝(０ ０３５ ｉｎｃｈꎬ

日本 Ｔｅｒｕｍｏ 公司)、单弯导管(５Ｆｒꎬ上海 Ｃｏｒｄｉｓ 公司)ꎻ

６０％ꎬ染色颗粒深黄、粗大、成片ꎻ３ 级ꎬ阳性细胞数>
６０％ꎬ染色颗粒棕黄、粗大、成片 [７] ꎮ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统计软件ꎬ分别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及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 和 检 验ꎬ 以
Ｐ<０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③仪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

２

司) ꎬ射 频 发 生 仪 ( Ｍｏｄｅｌ １５００Ｘꎬ 美 国 Ｒｉｔ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肝胆道系统消融模型均成功建立( 图 １Ａ、Ｂ) ꎮ １５ 例

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ＤＳＡ) ( ＡｌｌｕｒａＸｐｅｒ ＦＤ２０ꎬ 荷 兰 Ｐｈｉｌｉｐｓ 公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 ꎬＳＰ 试剂盒( 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

２ １

结果
消融模型建立

本研究中ꎬ人胆汁充盈离体猪

猪肝共 ３０ 例胆管组织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记录见表 １ꎮ

限公司) ꎻ④实验药品:对比剂( 碘佛醇 ３７０) ꎬ人胆汁

２ ２

１ ２

胆汁渗入胆管壁ꎬ毗邻胆管壁未见明显变化( 图 ２) ꎮ

( 提前自胆道梗阻患者胆道引流管内收集) ꎮ
方法

胆管组织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

消融区域胆管壁

大体肉眼观呈灰黄色至深黄色改变ꎬ管壁周围可见

建立人胆汁充盈离体猪肝胆道系统消融模

距远端消融电 极 １ ｃｍ 处 胆 管 组 织 ＨＳＰ７０ 表 达 强

看确保胆道系统完好无损ꎮ 使用注射器经胆总管缓

级染色 ５ 例(３３ ３％) ꎻ距远端消融电极 ２ ｃｍ 处胆管

管引入超滑导丝ꎬ然后置入 ５Ｆｒ 单弯导管ꎬ退出导丝

色 ４ 例(２６ ７％) ꎬ３ 级染色 １ 例(６ ６％) ꎮ 不同消融

１ ２ １
型

将新鲜离体猪肝放置于 ＤＳＡ 手术台上ꎬ仔细查

慢注入提前收集好的人胆汁ꎬ在 ＤＳＡ 透视下经胆总
后注入碘佛醇造影ꎬ证实胆道系统完整无损伤ꎮ 经
单弯导管引入导丝后撤出导管ꎬ于 ＤＳＡ 透视下经导
丝插入 Ｈａｂｉｂ ＴＭ ＥｎｄｏＨＰＢ 射频消融导管至胆总管上
端近肝门区并用缝线将消融导管与胆总管绑紧ꎬ防
止胆汁渗漏( 图 １) ꎬ并连接好射频发生仪ꎮ

度:１ 级染色 ４ 例(２６ ７％) ꎬ２ 级染色 ６ 例(４０％) ꎬ３

组织 ＨＳＰ７０ 表达:１ 级染色 １０ 例( ６６ ７％) ꎬ２ 级染
功率与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结果见表 １ꎮ
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Ａ:射频消融导管插入新鲜离体猪肝肝门区胆管内ꎻ
Ｂ:经消融导管造影证实胆道系统完好

图１

１ ２ ２

１１

人胆汁充盈离体猪肝胆道系统消融模型建立

离体猪肝胆管内消融及免疫组化染色

１５

个新鲜离体猪肝随机分为 ３ 组、每组 ５ 个ꎬ所有猪肝
均消融 １２０ ｓꎬ第 １、２、３ 组分别采用 １０ Ｗ、１２ Ｗ、１４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功率
( ｗ)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表１

消融功率与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

时间
( ｓｅｃ)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
( 距电极 １ ｃｍ 处)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
( 距电极 ２ ｃｍ 处)

１２０

１

１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
２
１
１
３
２
２
２
２
３
２
３
３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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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２

消融功率越高ꎬ消融区毗邻胆管( 距远端消融

电极 １ ｃｍ)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越强ꎬ两者呈明显正相
关( ｒ ＝ ０ ７５５ꎬＰ<０ ００１) ꎻ距远端消融电极 １ ｃｍ 处胆
管组织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于距远端消融电极 ２ ｃｍ 处的
表达( Ｚ ＝ － ２ ３３４ꎬＰ < ０ ０５ꎬ表 ２) ꎬ越靠近消融区域
的 胆 管 越 可 能 受 到 消 融 热 量 的 影 响 损 伤ꎬ 从 而
ＨＳＰ７０ 大量快速表达以修复热损伤( 图 ３) ꎮ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７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８

说明胆管内射频消融时ꎬ产生的热量会使毗邻正常
胆管组织出现应激状态ꎬ合成 ＨＳＰ７０ 以抗热损伤并
进行修复ꎮ 随着功率的增加ꎬ热量经胆汁传递至邻
近组织增多ꎬ诱导产生的 ＨＳＰ７０ 不足以抵抗热损伤
时ꎬ毗邻消融区的正常胆管则可能首先出现可逆性
的热损伤ꎬ如组织出血、水肿等炎性反应ꎮ 当消融功
率及消融时间继续增加时ꎬ毗邻消融区的正常胆道
则可能出现不可逆的热损伤ꎬ从而造成毗邻正常胆
道狭窄、挛缩或胆瘘等并发症ꎮ
据文献报道ꎬＨＳＰ７０ 在肿瘤免疫中亦发挥重要
作用ꎬＨＳＰ７０ 不仅参与肿瘤抗原的加工呈递ꎬ而且
可作为抗原呈递分子直接将肿瘤抗原肽呈递给 Ｔ

细胞ꎬ激发 Ｔ 细胞介导的特异肿瘤细胞免疫 [１３￣１５] ꎮ
因此ꎬ当进行胆道内射频消融治疗恶性胆道梗阻ꎬ且
未出现毗邻胆管组织不可逆性热损伤时ꎬ其所产生
使用 １４ Ｗ 功率消融 １２０ ｓ 后消融区胆管壁深黄色ꎬ胆汁渗入
肝组织ꎻ距消融区 １、２ ｃｍ 处胆管壁颜色未见明显变化

表２

图２

胆管消融后大体观

距远端消融电极 １ ｃｍ
距远端消融电极 ２ ｃｍ

注:Ｚ ＝ －２.３３４ꎬＰ<０.０５

１级

４(２６.７％)

１０(６６.７％)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
２级

６(４０.０％)

３级

５(３３.３％)

４(２６.７％)

汁传递造成的热损伤ꎬ并且可能对肿瘤免疫发挥一
定作用ꎮ
总之ꎬ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胆管内射频消融可导致

取材位置与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

取材位置

的 ＨＳＰ７０ 不仅可以抵抗射频消融所产生热量经胆

１(６.６％)

消融区毗邻胆管组织 ＨＳＰ７０ 表达ꎬ远离消融区域胆
管( 距离远端消融电极≥２ ｃｍ) ＨＳＰ７０ 表达无明显
增多ꎻ随着消融功率的增加ꎬ毗邻消融区胆管组织内
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亦随之增加ꎮ 因此ꎬ在目前临床常
规应用消融参数下ꎬ经皮肝穿胆管内射频消融对消
融区毗邻正常胆管组织是安全可靠的ꎬ但随着消融
功率的增加则可能对毗邻正常胆管产生热损伤ꎮ 本
研究使用新鲜离体猪肝ꎬ胆囊及中上段胆总管内的
胆汁是不流动的ꎬ后续可在此研究基础上建立活体
动物实验模型ꎬ从而更为准确模拟临床实际、评估胆
道内射频消融后毗邻正常胆管损伤情况ꎮ

使用 １４ Ｗ 功率消融 １２０ ｓ 后取距消融区 １ ｃｍ 处胆管组织行
免疫组化检测ꎬ可见多数胆管上皮细胞核及胞浆中出现深黄色
颗粒ꎬＨＳＰ７０ 表达强度判定为 ２ 级( ＨＥ 染色ꎬ×４００)

图３

３

消融区 １ ｃｍ 处胆管镜下观

近年来胆管内射频消融治疗恶性胆道梗阻已逐
渐应用于临床ꎬ并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

[１]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ＨＡꎬＲｏｙｌｅ ＧꎬＲｏｓｓ ＡＰꎬｅｔ 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ｅｎｄｏ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ｉｌｅ ｄｕｃｔ: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 Ｂｒ Ｊ

讨论
[５ꎬ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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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 Ｍｅｄꎬ１９９４ꎬ１２４(１) :３１￣３６.

( 下转第 １８１ 页)

«转化医学杂志»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第 ７ 卷 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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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培养全科医学生过程中ꎬ使其具有明确的专
业属性和责任感ꎬ具有新的转化研究概念和一定科
研能力ꎻ②有助于将多学科协作的团队意识贯穿于
全科医学教育中ꎬ使教授者和学习者明白基层社区
不等同于科学洼地ꎬ是重要的医学科学技术能够得
以顺利前进的支点ꎻ③有助于全科医学教育的顶层
学科构建ꎬ丰富、提升全科医学教法、教学内容ꎬ以及
教学评价手段ꎻ④在解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基础
上ꎬ结合转化医学理念ꎬ构建全科医学科研平台ꎬ进
一步提高自身学科发展ꎮ
综上ꎬ转化医学理念在推动医学发展进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ꎮ 在原有医学教育的基础之上ꎬ深化发
展全科医学教育之路任重道远ꎮ 借鉴先进的转化医
学理念并将之应用于全科医学教育中ꎬ值得我们继
续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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