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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
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摘要
一、研究背景
转移性肿瘤在脊柱肿瘤中最常见，往往会伴有病理性骨折和难以忍受的疼痛感，

其中大部分患者都不适合常规手术治疗而只能采取姑息性治疗。医学工作者不断探索
各种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寄希望于在微创条件下尽可能的杀灭转移病灶、又可以尽
量避免病理性骨折、脊髓受压等相关并发症，以减轻肿瘤病灶引起的难以忍受的疼痛、
提高生活质量等。
实时影像学引导下射频消融术（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ＲＦＡ）是近年开展的肿
瘤微创治疗新技术。在影像学精确定位引导下经皮将射频电极插入病灶，以最小的创
伤最大程度地局部杀灭瘤细胞，可以缓解肿瘤引起的顽固性疼痛，提高生活质量，是
一种有效的局部治疗办法。目前ＲＦＡ已成熟应用于病灶局限的良性肿瘤如骨样骨瘤、

骨母细胞瘤等的治疗，对脊柱转移性肿瘤的治疗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治疗脊柱转移性病灶时，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ＲＦＡ射频电极和调整进针角度和长

度、射频时间等方式达到最大化杀灭转移性病灶、减轻患者疼痛。然而，应用ＲＦＡ
也存在着自身的先天性缺陷，其无法保证患者在经过ＲＦＡ治疗后防止病变椎体病理性

骨折、加固椎体强度以利于患者早期下地活动的目的。随着射频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也不断出现，主要有：一、增强ＲＦＡ单次治疗有效消融范围的研
究；二、人体组织内部无损测温方式的研究；三、治疗过程中对坏死和残余癌组织的
实时区分；四、病灶内残留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变化等。在研究这些课题的同时，为
弥补自身的缺陷，联合其他方式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成为一种技术革新的必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法国出现了经皮椎体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ＶＰ），并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用于治疗椎体血管瘤、转移瘤、骨质
疏松症引起的压缩性椎体骨折等。近年来，在研究经皮椎体成形术的基础上，Ｇａｒｆｉｎ

等首先提出了经皮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ＫＰ）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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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构想，该产品于１９９８年通过美国ＦＤＡ批准应用于临床，在北美等发达国家逐渐开
展并获得令人鼓舞的效果。ＰＫＰ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ＰＶＰ技术的不足，
能够恢复椎体高度，提高了椎体的力学稳定性，并且降低了骨水泥外渗漏率等。
然而无论是ＰＶＰ还是由ＰＶＰ改进衍生出来的ＰＫＰ技术，它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首先，脊柱转移性病灶本身是不规则的，且肿瘤本身占有一定的体积，很难保证根据
肿瘤病灶破坏范围将骨水泥均匀分布到每一个角落，尤其对于椎体后壁皮质不完整的
病灶，骨水泥分布范围更有局限性；其次，骨水泥自身产热能力有限，且其传热方式
是通过直接和肿瘤接触面传导热量，因肿瘤形状的不规则性及骨组织自身的热阻抗特
性，很难保证将肿瘤组织尽可能的杀死；第三，在一定瘤荷压力状态下，肿瘤细胞或

瘤拴会脱落并通过周围丰富的静脉血管网发生远处转移或和浸润周围正常组织，因此
在撑开病灶和注入骨水泥的过程中，理论上会存在因为增加肿瘤病灶内压力而发生肿
瘤细胞扩散的可能；第四，因为肿瘤血管网的广泛分布，骨水泥在注入后发热期之前
会通过血管网漏出，因而更容易出现毒性反应和对周围正常脏器的损伤等。针对以上
存在的问题，试想如果ＰＶＰ先进行ＲＦＡ，可以起到如下作用：一、ＲＦＡ通过自身产热
原理和术中调整进针角度，可以更大范围杀死肿瘤细胞；二、ＲＦＡ后肿瘤体积变小，
为骨水泥的填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三、ＲＦＡ减轻了瘤荷，肿瘤周围血管网在高温下

栓塞，再实施ＰＶＰ会降低肿瘤经血管网扩散和骨水泥漏出的可能性。
鉴于ＲＦＡ和ＰＶＰ在治疗脊柱肿瘤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医学工作者想到了把上

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临床应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因
为ＰＫＰ较ＰＶＰ具有明显的优点，使我们联想到应用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探讨治疗脊柱转移性
肿瘤的可能性。由于脊柱椎体前方是重要的脏器及血管、后方是脊髓和神经，其解剖
结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在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具有显著有效性的
同时，也要保证足够的安全性。如何控制电极周围温度场分布，使之既覆盖住欲加热
的肿瘤组织靶区又不损伤正常组织，是该研究课题的一项重要内容。

应用三维热力学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骨肿瘤组织的热场分布和热传导，对形态复
杂的组织热场进行分析和模拟重建，为射频热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目前国内
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和深入程度都还有待提高，特别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基础数据相当
缺乏。我们利用新鲜猪脊柱骨标本对正常骨组织射频热疗的温度分布进行了测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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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传导基础理论、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和Ｐｅｎｎｅｓ生物热传导方程为基础，在ＡＮＳＹＳ

１１．０

环境下对骨射频消融热场进行热力学有限元模型的传热计算和模拟重建，以期为进一

步研究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提供实验依据并为临床应用提供有益参考。
二、目的
１、用有限元方法对脊柱骨射频消融及骨水泥热场进行理论分析和模拟重建；
２、研究骨组织单电极射频消融的热场分布情况及消融范围，计算不同位置的骨组织
的比吸收率ＳＡＲ；

３、比较实测热场与模拟热场的差异，探讨有限元法用于热场分析的可行性及前景
４、评价影像学引导下ＲＦＡ联合ＰＫＰ微创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
分析。

三、方法
１、参考生物力学有限元建模方法建立人体腰椎段的三维热力学有限元模型，将实验
２中得到的比吸收率ＳＡＲ及各种材料属性赋予有限元模型上，以热传导基础理论、
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和Ｐｅｎｎｅｓ生物热传导方程为基础，在给定的边界和起始条件下，用

ＡＮＳＹＳｌｌ．０有限元分析软件分别对有限元模型在ＲＦＡ中的热场以及ＰＫＰ过程中骨水
泥放热的热场进行的模拟计算，并比较模拟热场与实测热场的差异。
２、使用美国迈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ＭＳＩ Ｓ．１５００型射频仪及单电极射频针对
１５例新鲜猪脊柱标本进行射频消融，设置中心温度９５±５℃，持续５ｍｉｎ，消融中测
量电极两旁２ｃｍ范围内骨皮质和骨髓的温度变化，随后观测骨组织内部凝固区形态
和范围，分析电极周围不同部位温度分布的情况，并根据初始瞬间温度的变化计算出

不同位置组织的比吸收率ＳＡＲ。
３、临床选取８例共１１处脊柱转移瘤患者，年龄３２～７５岁，平均５６．６岁；病灶在Ｔ１１
上的ｌ例，Ｔ１２上的１例，Ｌ１上的２例，Ｌ２上的２例，ＩＡ上的３例，Ｌ５上的２例。

对所有患者在全麻下行影像学定位引导ＲＦＡ联合ＰＫＰ进行治疗。术中射频消融参数
设定为４－－－６分钟，治疗温度９５＋５＂Ｃ，射频电极有效治疗直径１．５ｃｍ～２．０ｃｍ。所有电
极都准确插入瘤巢中心，对于肿瘤形状不规则病灶调整电极角度和方向多次消融。平

均随访８．４个月，视觉模拟标度尺（ＶＡＳ）作为术前、术后临床疗效评定参数，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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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四、结果
１、成功建立人体腰段的热力学有限元模型。该模型包括椎体内肿瘤、Ｌ２＂Ｌ４椎体（含
松质骨、皮质骨）、纤维环、髓核、脊髓、腹主动脉、下腔静脉及周围的结缔组织。
模拟结果：

（１）在单极射频消融场中，达到稳定状态后，越靠近消融电极的节点，

温度越高；在矢状面上，等温线呈以电极为中心的纵椭圆形分布，由内向外温度逐渐
降低，４２℃等温线的长径约４４．８ｍｍ，５０℃等温线的长径约２８．１ｍｍ；在冠状面上，等
温线呈类圆形分布，４２℃等温线最大直径约３８．１ｍｍ，５０℃等温线的长径约２０．６ｍｍ；
（２）在多极射频消融场中，热场分布形态与单极类似，但分布范围更大，在矢状面
上，热场分布呈以电极为中心的纵椭圆形分布，由内向外温度逐渐降低，４２℃等温线
沿电极方向长径约５２．３ｍｍ，５０℃等温线的长径约３４．３ｍｍ；在冠状面上，等温线呈类
圆形分布，４２℃等温线最大直径约４３．４ｍｍ，５０℃等温线的长径约２６．７ｍｍ；

（３）在

椎体后凸成型骨水泥放热过程中，热场分布与骨水泥的分布形态基本一致，分布范围
要明显小于射频消融的热场。

‘

２、各测量点ＳＡＩｌ值与射频功率和测量点距电极的距离有关，射频功率越高，ＳＡＲ值
越小；距电极越近，ＳＡＲ值越大，且先期达到较高的饱和温度。在椎体中，ＳＡＲ分布
场的直径平均３．６ｃｍ。骨髓凝固区域沿电极呈纵椭圆形，垂直电极方向的横径

２２．２－－Ｉ：１．２３ｍｍ，沿电极方向的长径２８．６－ａ：１．３４衄，黑黄色，质地硬，边界清晰，中央
轻度碳化。
３、所有患者得到成功治疗，术后２４ｄｘ时观察生命体征并行抗感染治疗，术后３天ＶＡＳ

值明显下降，术后ｌ周、１月、３月、６月症状无复发，ＶＡＳ评分明显降低，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

五、结论
１、有限元法模拟单电极骨射频热场与实测热场在热场分布范围上有较好的吻合性，
有限元热场分析和模拟基本反映了骨射频消融热场的分布和变化规律。

２、有限元分析和计算机模拟为热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方法，利用计算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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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三维温度场的实时模拟和重构，有望使ｌ临床肿瘤热疗的方案更合理、有效和安全。
３、椎体后凸成型骨水泥放热产生的热场分布情况与骨水泥分布的形态有关。

４、射频消融产生的热场分布情况与射频电极的功率、作用时间及骨组织的阻抗有关。
５、影像学定位引导下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是一种简单、微创、安全、
有效的技术。术中需要精确定位和多科室协作。

【关键词】

骨肿瘤，椎体肿瘤，转移瘤，射频消融，后凸成型术，热场，热力学，

有限元，热传导，计算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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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ｅｎｔ

ａ

ｎｅｗ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ｄ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ｉｓ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ｓｉｏｎ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ａｎ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
ｐ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ｔ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勰ａ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ｖｅｓ，ｗｈｉｃｈ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ＲＦ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ｂｅｎｉｇｎ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弱ｏｓｔｅｏｉｄ ｏｓｔｅｏｍａ，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ｅｔｅ，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ｅ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ｉｎａｌ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ｔｕｍ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ｆ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ａｌｌ

ｎｏ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ｃ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ＦＡ，ｓｕｃｈ舔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ｂｏｄｙ

ｄｕｉ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一６－

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ｅ

ａｎｇｌｅ，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ｉｍｅ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ｉｔ

ｓｐｉｎａｌ

ａｍｂ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

ａ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ｈｏｗ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２ｎｄｌｙ，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３ｒｄｌｙ，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ｈｅｎ

ｗ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ｏｐｉｃｓ，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Ⅳｉｔｌｌ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ｙｓ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ｅｉｇｈ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ＶＰ）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 ｈａｓ ｏｆｔｅｎ

ｏ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ｔｕｍｏｒｓ，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ＶＥ Ｇａｒｆ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ＫＰ），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ＦＤＡ ｉｎ １ ９９８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ＫＰ Ｃａ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ＶＰ ｉｎ

ａ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ｂｏｄｙ 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ａｌｓ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ｏｎ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ＶＰ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ｒｓｔ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ＰＫＰ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ＶＥ

ｔｈｅｙ ａ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ｏｆ ａｌｌ，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ａｌ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ｌｅｓｉｏｎ ｉｓ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ｏｌｕｍｅ，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ｂｏｎ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ｅｖｅｒｙ

ｔｈｅ

ｏｒ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ｗｉｌ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ｌｅｓｉｏｎ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ｗｈｅｎ

ｃｏｒｎｅ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ｉｓ

ｂｏｄｙ，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ｂｏｎｅ

ｂｅ

ｅｖｅｎｌｙ

ｔｈ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ｎ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ｕｍｏｒ．Ｄｕｅ ｔｏ

ｂｏ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ｔｓ ｈｅａｔ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ｏｎｅ ｔｉｓｓｕｅ，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ｓ ｍｕｃｈ

ｔｕｍｏｒ，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ｄｕｒ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ｒｉｃｈ ｖｅｉｎ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ｉｒｄｌｙ，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ｏｕｎｄ

ｏｒ

ｏｆ
ｔｏ

ｏｆ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ｆａｓｔｅｎ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ｈ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ｓ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ｍａｙ ＯＣＣ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ｌｅｓｉｏｎｓ．Ｆｏｕｒｔｈ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ｂｌ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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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ｓｓｅ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ｆ ｗ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ＰＶＰ ｐｒｉｏｒ

ＳＯ

ｅｖｅｎ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ｋ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ｔｏｘｉｃ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ｎ．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 ＲＦＡ，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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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脊柱转移瘤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疾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寿命的延长，脊柱
转移瘤越来越常见，是脊柱原发肿瘤的３５，－４０倍。多数发生于胸、腰椎，其次是颈椎，
尤其多见于老年患者，但中年甚至青年患者也可见。肿瘤组织可直接破坏脊椎骨质，
损毁脊柱生物力学结构，并常累及脊髓、神经根等重要结构，造成顽固性的颈、胸、
腰背部疼痛症状和神经功能障碍，故脊柱肿瘤的致残和致死率均较高。现代医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带动了脊柱肿瘤的手术方式的很大进步，各种原发性及单发转移性经过
手术治疗后，也收到了满意的疗效。而脊柱开放性手术相对来说存在创伤较大、对患
者的整体状况要求较高、术中出血往往较多、对于患者的免疫和生理机能是一次很大
的打击，术后患者恢复缓慢、而且花费相对较昂贵等问题，只有在患者存在脊柱神经
结构受压的时候才考开放手术。而相当一部分患者，临床上以顽固性背部疼痛症状为
主，临床体检和影像学检查无神经结构受压表现，即使出现椎体塌陷等病理性骨折的
征象，亦不必行开放性手术治疗。对于这些患者，可针对性选择放疗、化疗或激素治
疗，但这些治疗措施仅对敏感的肿瘤组织起效，而且化疗往往对全身脏器均有损伤。
放疗虽能针对肿瘤组织进行局部治疗，但可造成病椎骨坏死或骨炎以及放射性脊髓损
伤等，引起脊柱的进一步不稳和神经并发症等。另外，对一些合并脊柱不稳的患者，

选择放疗或化疗效果往往不佳。因此，针对以上问题，脊柱肿瘤的微创治疗逐渐得到
大家的重视，各种微创治疗方式不断在实验研究和临床工作中得到应用和验证，并取
得良好的初步治疗效果，而射频消融和骨水泥成型技术正是脊柱转移性肿瘤微创治疗
的两种热门技术。

骨肿瘤的高温治疗从实验到临床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兴趣，高温结合放疗，化疗以
至免疫治疗已经取得初步满意的效果，被誉为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工程技术手段的局

限被认为是妨碍肿瘤高温治疗进展的主要原因。目前应用高温治疗的方式有聚焦超
声、射频、微波、循环热水等，随着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从设备原理到温度
测控等方面与当初相比，有了极大的改观。
射频消融（ＲＦＡ，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ｅ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是一种新兴的微创热疗技术，治疗肿

瘤的基本原理与激光、微波及高强度超声相似，是一种热损毁的方法。它是在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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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Ｍ对或Ｃ形Ｘ光机等影像学引导下，经皮将针状或多极伞状电极经皮刺入患者肿

瘤部位，通过射频消融仪测控单元和计算机控制，将频率为４６０ｋＨｚ＂－＇５００ｋＨｚ的射频
电流通过消融电极传送到肿瘤组织内，利用肿瘤组织中的导电离子和极化分子按射频
交变电流的方向做快速震荡，使肿瘤组织本身产生摩擦热。当温度达到４５．５０℃以上
时，肿瘤组织即产生不可逆的坏死。消融后射频区域周围形成一个反应带，切断肿瘤

血供并防止肿瘤转移。ＲＦＡ具有操作简单方便、创伤小、疗效确切、适应症广、疗程
短、见效快、并发症少等优点。

高温对肿瘤细胞有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是射频消融治疗实体肿瘤的主要机理之
一。在４０．４４＂Ｃ范围，肿瘤组织对热损伤比正常组织更为敏感ＩＩ，２１。对特定的肿瘤，轻
度高温可启动程序性死亡，即细胞凋亡。高温对血管的损伤产生缺血可造成继发性肿
瘤细胞坏死（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实验表明尽管少量肿瘤细胞能在中等高温治
疗后存活并可培养克隆出来，但这些细胞在体内却明显进行性减少，其最可能的原因

是继发于缺血而死。肿瘤组织的血管与正常组织的血管相比，从结构到功能都是不完
善的，更容易受高温损伤，乏氧与缺血坏死是实体恶性肿瘤十分常见的现象。肿瘤组
织能分泌血管生成物质并通过血管生成反应维持其生存与生长。在培养中加入内皮生
长因子，可以增加内皮细胞对高温杀伤的敏感性，提示增生活跃的血管内皮对高温比
正常血管内皮敏感。临床资料也表明肿瘤血管比正常组织血管更容易受高温损伤。
射频热消融的基本目的是在肿瘤组织范围内达到均匀的治疗温度，而使周围正常

组织的温度保持在安全的水平。标准的射频治疗技术可使局部组织温度超过９０＂Ｃ，使
肿瘤组织及周围的实体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同时肿瘤周围的血管组织凝固形成一个
反应带，使之不能断续向肿瘤供血和防止肿瘤转移，组织的微循环系统完全破坏而导
致血管栓塞。而大血管因血流较快，可迅速带走射频产生的热量，不会导致血管温度
升高而损伤血管。热能将使电极周围组织产生一个边界清楚的球形坏死区，使被此区
覆盖的肿瘤组织破坏死亡。电极周围组织因过热而发生炭化，增加．了组织的阻抗，降
低射频能量的释放，最终热能导致坏死区的大小与射频电流的平方（称为射频能密度）
成正比，单极射频针产生的能量与距电极的距离平方成正比递减。因此，传统的单极
射频针所致的凝固性坏死区直径最大仅能达到１．６ｅｍｐ，枷，新近研制出的多极射频针具
有多枚弧形电极，电极的绝缘外鞘进入肿瘤时，电极缩于鞘内，在实时超声的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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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在肿瘤内放射状菊花形弹开，形成一个直径２．０＂－＇５．０ｅｍ电极丛，从而加大了射频
消融毁损肿瘤的范围，一次可使组织凝固性坏死范围达６ｃｍ左右ＩＳ－７１。但在临床上，温

度呈梯度分布，很难在肿瘤组织内达到均匀的治疗温度，几乎不可避免某部分肿瘤组
织在治疗温度或治疗剂量以下，除非肿瘤范围小而位置浅表。除了上述原因，肿瘤组
织内的血管也会带走一部分热量而起到冷却作用。
椎体转移性肿瘤最多见的骨转移性病损，与之伴随的疼痛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因为椎体特殊的解剖结构和复杂的生物力学因素，完全彻底的行手术切除非
常困难，放疗会导致脊髓放射性疾病，针对对化疗药物不敏感的转移瘤而言，无法通
过化疗的办法达到控制肿瘤继续发展和缓解局部疼痛的目的。国外相关文献表明，椎
体转移性肿瘤经射频消融治疗后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Ａ．Ｆ．Ｐｏｓｔｅｒａｒｏ等人的工作已
经证实，ＲＦＡ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射频电极和调整进针角度和长度、射频时间等方式
达到最大化杀灭转移性病灶、减轻疼痛。大多数解剖位点可以采取此种治疗方式，包
括椎体和椎旁组织，根据需要可以重复治疗。

脊髓神经组织的安全性，是高温热消融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首先考虑的问题。神
经组织对高温的敏感性直接影响对肿瘤组织的温度剂量。相关试验表明，４４℃１ｈ对狗
的坐骨神经可造成严重的损伤１８ｌ，小鼠脊髓的半数反应剂量（ＥＤ５０）为４１．３＂Ｃ ｌｈ或４５。Ｃ
１０．８ｍｉｎＩ们。狗脑组织的耐热限度为４２＂Ｃ４５ｍｉｎ或４３＂Ｃ １５ｍｉｎｌｌ们。因此，临床上应尽可
能使重要的神经组织温度在４２℃以下，不宜超过４３℃。为明确射频热消融在脊柱肿瘤
中的热传导对于脊髓神经元和神经根的影响，以及椎体内实行射频热消融的可行性评

估，相关体外模型试验表明，松质骨有减缓热传导的作用，而相应的皮质骨有部分隔
热作用，这为开展此项技术提供了实验依据。

随着射频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也不断出现，主要有：１．
增强ＲＦＡ单次治疗有效消融范围的研究；２．人体组织内部无损测温方式的研究；３．治
疗过程中对坏死和残余癌组织的实时区分；４．病灶内残留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变化
…１等。同时，单纯ＲＦＡ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存在的自身缺陷是其无法保证患者在经过
ＲＦＡ治疗后防止病变椎体病理性骨折、加固椎体强度以利于患者早期下地活动的目的。

因此，为弥补自身的缺陷，联合其他治疗方式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成为一种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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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

经皮椎体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Ｙｅｒｔ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ＶＰ）ｎ幻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在法国出现，并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用于治疗椎体血管瘤、转移瘤、骨质疏松症
引起的压缩性椎体骨折等。法国Ａｍｉｅｎｓ大学的Ｇａｌｉｂｅｒｔ和Ｄｅｒａｍｏｎｄ等１１２１于１９８４年通过
经皮穿刺的方法注射骨水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ｏｌｙ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ａｔｅ，ＰＭＭＡ）成
功治疗了１例颈２椎体血管瘤患者，开创了经皮椎体成形术的先河。法国里昂大学附属

医院的神经放射科和神经外科医生１１３１给７例患者椎体内注射骨水泥，其中２例为椎体
血管瘤（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ｓ，ＶＨｓ），ｌ例是脊椎转移性肿瘤，４例患者有骨质疏松
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结果７例患者的近期疼痛缓解，良ｌ例，优６例。１９８９年Ｋａｅｍｍｅｒｌｅｎ

等１１４Ｉ报道采用该技术资料椎体转移瘤，２０例椎体转移瘤患者中１６取得显著疗效，２例
无效，有２例出现并发症，有作者认为，疼痛性溶骨性椎体转移瘤不伴有椎弓根周围
侵犯时经皮椎体成形术最佳的手术适应症之一。

１９９４年经皮椎体成形术（ＰＶＰ）被弗吉尼亚大学率先介绍到美国，该技术成为一
种治疗疼痛性椎体疾病的常用方法。近年来ＰＶＰ的应用逐渐推广，除了脊椎血管瘤、
骨髓瘤、溶骨性转移瘤外，更多应用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伴有顽固性疼痛的患

者。随着肿瘤转移患者的生存时间延长，他们在生活质量和疾病的最后阶段能够活动
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脊柱转移瘤患者中，据报道ＰＶＰ能够缓解疼痛并且在结构上加

强被溶骨破坏的椎体，使得患者的痛苦减轻而且能够继续日常的负重活动。欧洲人的
经验重要集中在治疗与肿瘤有关的疼痛（包括良性和恶性），而美国人的经验主要集

中在治疗与骨质疏松压缩骨折有关的疼痛。
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ＰＫＰ）是经皮椎体成形术的改良与发展，Ｇａｒｆｉｎ等１１５ｌ首先
提出了经皮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ＫＰ）的设计构想，于
１９９８年通过美国ＦＤＡ批准应用于临床。该技术采用经皮穿刺椎体内气囊扩张的方法使
椎体复位，在椎体内部形成空间，这样可见效注入骨水泥时所需的推力，而且骨水泥
置于其内不易于流动。这种方式和常规方式比较，两者生物力学性质无区别，临床应
用现示其不仅可解除或缓解疼痛症状，还可以明显恢复被压缩椎体的高度，增加椎体
的高度和刚度和强度，使脊柱的生理曲度得到恢复，并可增加胸、腹腔的容积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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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器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骨水泥对病变椎体的机械稳定作用可能是ＰＶＰ和ＰＫＰ止痛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

肿瘤溶骨性作用，导致椎体内微骨折形成，椎体内部稳定等对痛觉神经刺激导致疼痛
症状发生。在椎体内注射骨水泥能恢复椎体的力学性能，加固和稳定椎体内微骨折碎
片，防止骨折椎体的微动，故而缓解疼痛症状。在肿瘤椎体注入骨水泥后，其机械作

用可使局部血流中断，使椎体的痛觉神经末稍和指体内的肿瘤组织坏死。ＰＭＭＡ具有
细胞毒性，在距河过程中释放的聚合热可使肿瘤组织及其周围组织的神经末梢坏死而
达到止痛的效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程度的杀死肿瘤细胞的作用。Ｌｉｓ等
于１９９９年的研究报道指出成骨细胞暴露于４８０℃的温度中ｌＯ分钟即可发生细胞凋亡，
因此推论聚合过程中的ＰＭＭＡ可导致细胞凋亡和政治抑制。
与此同时，单纯ＰＶＰ或ＰＫＰ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存在的问题相当突出，在注入骨水

泥或撑开肿瘤侵蚀的椎体的同时，在瘤巢内达到一定物理压力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导
致肿瘤细胞脱落后经椎体静脉系统发生转移，而骨水泥有限的产热情况下对于肿瘤细
胞的杀伤能力也很有限。
鉴于ＲＦＡ和ＰＶＰ都各自存在自身的不足，且两者具有很好的互补性，很多学者尝试

着联合两者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ｍａｓａｌａ等ｎ叼通过研究认为之所以采用两
种方法的联合主要是因为ＲＦＡ和骨水泥成形术治疗效果可以相互叠加，具有协同效应。
在椎体成形术前施行ＲＦＡ弓Ｉ起局部的组织离子激发及随后的摩擦生热，导致局部凝固

性坏死，达到破坏肿瘤组织的目的，消融所形成的血栓栓塞了椎旁静脉丛，减少了骨
水泥渗漏的机会，同时也减少了肿瘤在一定压力下经脊椎静脉网的血运转移等相关的
并发症。他们的初步探索表明此联合治疗方法对于恶性骨肿瘤的治疗既可行又有效从
而减少了各自的并发症。Ｔｓｕｈｉｒｏ，Ｎａｋａｔｓｕｋａ等ｎ刀在２００４年采取上述联合治疗方法
后，随访４周患者疼痛的缓解率分别为８２％＇－－９７％与９０％一－－１００％，他们的初步探索表
明此联合治疗方法对于恶性骨肿瘤的治疗既可行又有效。
Ｔｏｙｏｔａ等ｎ羽在２００５年报道ＲＦＡ联合骨水泥成形术在缓解骨肿瘤患者疼痛方面较单
纯应用ＲＦＡ术的疗效更明显。Ｏｌｉｖｅｒ ｓｃｈａｅｆｔｅｒ等ｎ巩∞］通过研究则认为采用ＲＦＡ术和
骨水泥成形术的联合治疗可以使骨水泥在瘤骨内的分布更均匀，从而引起肿瘤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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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性坏死，骨水泥的沉积更符合骨的力学结构，由于在注射骨水泥之前选择了ＲＦＡ

治疗，消融所产生的热量可以促使骨水泥弥散分布更均匀。
考虑至ｔＪＰＫＰ相比ＰＶＰ所具有的优点，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想到了应用ＲＦＡ联
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该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性和有效性，因
此，我们针对这两个主要矛盾展开了一系列的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
深入研究骨肿瘤射频消融热场对提高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有重要意义。利用合理的

生物传热模型进行生物体三维温度场无损重构的做法被认为是测量生物体内不同位
置的温度场分布比较有效的方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利用计算机进行人体三维
温度场的实时模拟和重构这一成果，已逐步应用于发展迅速的肿瘤热疗过程的温度预
示和控制。有限元法作为一种数值计算方法，将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现已广泛应
用于力、热、电磁、流体等工程分析中，特别是在生物力学方面的成熟应用，极大地
促进了生物力学和医学的发展，现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在工程热力学的研究中，有限元法已得到广泛应用，但在生物热力学方面的研究
却相对发展滞后，基于断层ＣＴ扫描的三维模型直接应用于临床问题的研究尚属少见。

国外学者已用有限元分析法初步研究了肝、肺、肾、乳腺等软组织肿瘤射频热疗的热
场分布，得Ｎ－Ｊ＂与实测较为一致的结果‘２１粕ｌ。国内万柏坤Ｉ蚓等应用有限元法求解电
磁场方程和生物传热方程，通过遗传算法选代修正加热物理参数，使目标函数达到极

小值，获得达到热疗理想热场分布的优化解，并以两电容射频热疗装置为例，使用基
于人体Ｘ光断层扫描的非均质组织模型，经仿真计算获得了较满意的优化结果。梁萍
１２６，２７ｌ等用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了单电极及双电极微波热疗肝组织的热场分布，结

果表明模拟热场与实测热场有较好的吻合性。目前，有限元分析方法尚处于理论分析
阶段，在射频治疗温度场的分析中，人体组织结构复杂、血液循环和体液循环对传热
过程的影响、治疗病灶的不规则形状及人体热物性参数受温度影响等因素是亟待解决

的难点１２８Ｊ。可以预见，用有限元法针对生物体真实形状的三维温度场进行分析计算
和模拟重建，可望使临床肿瘤热疗的方案更合理、有效、安全。
本研究首先应用新鲜猪脊柱骨标本对正常骨组织射频消融过程中不同位点连续
温度监测和消融范围进行测定，计算猪脊柱骨射频消融过程中的比吸收率，再以热传

导基本理论、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和Ｐｅｎｎｅｓ生物热传导方程为基础，在ＡＮＳＹＳ １１．０环境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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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方法对人腰椎转移性肿瘤病灶单电极射频和多电极射频热疗联合后凸成型术

中骨水泥产热的热场进行初步分析和模拟重建，通过实际测温和模拟结果的比较，研
究脊柱骨射频热场的分布特点，并探讨用有限元法进行热场研究的可行性和应用前
景。同时，临床随机选择８例脊柱转移性肿瘤患者进行ＲＦＡ联合ＰＫＰ进行治疗，ＶＡＳ
（Ｖｉｓａｌ Ａｎｏ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ｓ）法作为临床疗效评价指标，对该治疗方式进行安全性、有

效性和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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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的三维热力
学分析
１．ＲＦＡ联合ＰＫＰ三维热力学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１．１三维热力学有限元分析
目前射频治疗肿瘤在临床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热物理方面所做的
理论研究还较少。在射频热疗研究中，能否使有效温度覆盖整个肿瘤是决定局部热疗
疗效的关键。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利用有限元分析和计算机模拟的方法
进行人体三维温度场的重构已逐步用于发展迅速的肿瘤热疗过程的研究。为了更好地
指导临床实践，对射频治疗肿瘤的过程进行描述，有必要对射频消融建立有限元模型，
通过分析计算得到组织内部在治疗过程中的电场和热场信息。通过比较理论计算结果
和实验结果，可验证模型的合理性。
有限元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连续的求解区域离散为一组有限个、且按一定方式相
互联结在一起的单元组合体，用每个单元内假设的近似函数来表示未知的场变量，那

么通过有限元素离散化过程便把问题简化为求解有限个未知数的问题，由于单元能够
按不同的联结方式进行组合，且单元本身又可以有不同的形状，因此可以模型化研究
几何形状复杂的求解域。
有限元方法（ＦＥＭ）属于近代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是基于变分原理提出的ｉ¨。作

为一种数值计算方法，它可对形态复杂的组织热场进行分析和模拟重建，将一些复杂
的问题简单化，现已广泛应用于力、热、电磁、流体等工程分析中，特别是在生物力
学方面的成熟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生物力学和医学的发展，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有

限元方法的基本步骤可分为三个阶段：１．预处理阶段：建立求解域（离散化有限个单
元）、描述单元物理属性、建立单元刚度方程、构造总体刚度矩阵、应用边界条件和
初值条件并施加载荷；２．求解阶段：求解线性或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得到节点值，例
如：不同节点上热传导问题中的温度等；３．后处理阶段：得到其他重要信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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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通量、电场强度等。
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ＡＮＳＹＳ １１．０，以Ｐｅｒｍｅｓ提出的生物热传导方程１２Ｉ为基础，
对射频消融及骨水泥热场建立有限元模型。通过电．热场耦合分析，模拟手术过程中的
电、热场分布，预测热损伤区域的温度场分布，对离体、活体实验及临床手术均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国内外针对射频消融治疗肝肿瘤的有限元分析研究，采用各不相同的实验

数据ｌａ，４１。国外学者已用有限元分析法初步研究了肝、肺、肾、乳腺等软组织肿瘤射
频热疗的热场分布，得到了与实测较为一致的结果。Ｄ．Ｈａｅｍｍｅｒｉｃｈｌ５Ｉ等对ＲＩＴＡ（ｍｏｄｅｌ
３０）建立有限元模型，研究射频能量在不同加载方式（单极同步与双极异步）、加热
１２ｍｉｎ条件下，对组织热场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单极同步方式更易实现对组织温

度的精确控制。国内万柏坤等１６Ｉ应用有限元法求解电磁场方程和生物传热方程，通过
遗传算法选代修正加热物理参数，使目标函数达到极小值，获得达到热疗理想热场分
布的优化解，并以两电容射频热疗装置为例，使用基于人体ｘ光断层扫描的非均质组

织模型，经仿真计算获得了较满意的优化结果。梁萍等１７ｌ用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了
单电极及双电极微波热疗肝组织的热场分布，结果表明模拟热场与实测热场有较好的

吻合性。影响射频热传导的因素主要有：新陈代谢、血流、组织灌流、组织运动。导
致实验数据不准确的另一种可能是，这些模型均假设其组织的电特性参数始终不变。
这种假设可以将计算电场与热场温度分布的问题简化为单向耦合的电．热场问题。若
假设组织的电导不变，必须假设电场强度与电流密度也不变。但深入考虑，温度场的
计算依赖于电场强度的计算，而电场强度却不受温度场变化的影响，是不准确的。
本实验根据人体脊柱骨的组织特性，将人体各生物组织热．电参数在建模过程中纳
入计算，模拟椎体内有一转移病灶，给于一定的射频消融治疗参数和已知的骨水泥发
热温度等条件，比较ＰＫＰ之前采用不同的电极针行ＲＦＡ消融有效范围和安全范围的
变化，以及单纯骨水泥产热有效范围和安全范围的变化，并对各种结果进行分析和比
较，以验证该治疗方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１．２热分析基础知识
１．２．１热分析基本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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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分析用于计算一个系统或部件的温度分布及其它热物理参数，如热量的获
取或损失、热梯度、热流密度（热通量）等。
热分析遵循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
对于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质量的流入或流出）
Ｑ一∥＝ＡＵ＋ＡＫＥ＋ＡＰＥ

式中：Ｑ一一热量；
Ｗ一一作功；
△Ｕ一一系统内能；

斌Ｅ一一系统动能；
削氇一一系统势能；

对于大多数工程传热问题：似Ｅ＝ＡＰＥ－－０；
通常考虑没有做功：形＝０，则：Ｑ＝ＡＵ；
对于稳态热分析：Ｑ＝ＡＵ＝０，即流入系统的热量等于流出的热量；

对于瞬态热分析：ｇ：ｉｄＵ，即流入或流出的热传递速率ｑ等于系统内能的变化。
讲
１．２．２热分析涉及到的三种热传递方式
１．２．２．１热传导

热传导可以定义为完全接触的两个物体之间或一个物体的不同部分之间由于温
度梯度而引起的内能的交换。热传导遵循付里叶定律：ｇ一＝一七，ｒ，ｒ，式中ｇ，，为热流
ｄＸ
密度（Ｗ／ｍ’－），七为导热系数（Ｗ／ｍ．℃），“．’’表示热量流向温度降低的方向。
１．２．２．２热对流
热对流是指固体的表面与它周围接触的流体之间，由于温差的存在引起的热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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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热对流可以分为两类：自然对流和强制对流。热对流用牛顿冷却方程来描述：
ｑ。＝ｈ（ｒｓ一瓦），式中ｈ为对流换热系数（或称膜传热系数、给热系数、膜系数等），
五为固体表面的温度，五为周围流体的温度。
１．２．２．３热辐射

热辐射指物体发射电磁能，并被其它物体吸收转变为热的热量交换过程。
物体温度越高，单位时间辐射的热量越多。热传导和热对流都需要有传热介质，
而热辐射无须任何介质。实质上，在真空中的热辐射效率最高。
在工程中通常考虑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之间的辐射，系统中每个物体同时

辐射并吸收热量。它们之间的净热量传递可以用斯蒂芬一波尔兹曼方程来计
算：

ｑ＝ｓｃｒＡ。巧：（彳一刁），式中９为热流率，占为辐射率（黑度），仃为斯蒂芬

一波尔兹曼常数，约为５．６７×１ ０’８Ｗ／ｍ２．Ｋ４，Ａｌ为辐射面１的面积，互２为由辐

射面１到辐射面２的形状系数，互为辐射面ｌ的绝对温度，正为辐射面２的绝
对温度。由上式可以看出，包含热辐射的热分析是高度非线性的。
１．２．３稳态传热和瞬态传热

１．２．３．１稳态传热
如果系统的净热流率为０，即流入系统的热量加上系统自身产生的热量等于流出

系统的热量：ｑ漉入＋ｑ生鹿－ｑ漉出＝ｏ，则系统处于热稳态。在稳态热分析中任一节点的温
度不随时间变化。稳态热分析的能量平衡方程为（以矩阵形式表示）

［Ｋｌｌｒ｝＝｛Ｑ）
式中：【Ｋ】为传导矩阵，包含导热系数、对流系数及辐射率和形状系数；
｛力为节点温度向量；

｛Ｑ）为节点热流率向量，包含热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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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ＳＹＳ利用模型几何参数、材料热性能参数以及所施加的边界条件，生成【Ｋ】、｛Ｔ｝以及

１．２．３．２瞬态传热
瞬态传热过程是指一个系统的加热或冷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的温度、热流

率、热边界条件以及系统内能随时间都有明显变化。根据能量守恒原理，瞬态热平衡
可以表达为（以矩阵形式表示）：

ｔｃｌ｛ｔ｝＋【Ｋ】Ⅲ＝｛纠
式中：

【Ｋ】为传导矩阵，包含导热系数、对流系数及辐射率和形状系数；
【ｃ】为比热矩阵，考虑系统内能的增加；
｛ｒ｝为节点温度向量；

｛于）为温度对时间的导数；
｛Ｑ｝为节点热流率向量，包含热生成。
２．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椎体肿瘤的三维热力学有限元热分析
有限元热分析可分为三个步骤：
·前处理：建模
·求解：

施加载荷计算

·后处理：模拟结果
本研究整个有限元法的分析过程都利用美国ＡＮＳＹＳ（１１．０版）有限元程序完成。

建模方法参考了先前生物力学有限元模型建立方法隅，９１，并根据实际问题需要做了部
分改进，使得模型更好模拟生理条件下椎体肿瘤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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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建模—Ｌ２一Ｌ４腰椎节段热力学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在当前逆向工程产业中，对于物体三维几何数据的精确采集主要采取非接触式测
量法来实现，相关设备如三维激光扫描仪、工业ＣＴ等。采集所得的原始数据为大量
的、可以代表物体空间几何形状的特征点，称之为点云。随后在逆向工程软件中，追
寻点一面一体这种自下而上的建模方法对物体的空间几何构象进行还原，达到三维重
建的目的。
根据点云构建非均匀有理Ｂ样条曲面（ＮＵＲＢＳ）。ＮＵＲＢＳ曲面具有光顺的外表、

精确的表达以及可分析性和可加工性，还能实现曲面局部几何特性的精确计算，在有
限元网格划分时也能更大程度防止畸形单元产生。本文采用ＮＵＲＢＳ曲面进行模型表面
的拟合，拟合后的模型表面由连续的封闭曲面构成，从而形成三维实体模型。
如上所述，本研究采用逆向工程的基本思想，对下腰椎的实体逆向建模也分为两
个步骤来实现：其一为点云阶段，其二为ＮＵＲＢＳ曲面模型即实体模型阶段。

２．１．１下腰椎点云的构建
在本院影像科的ＣＴ工作站中调阅因血管病变行ＣＴ检查的资料，排除腰椎病变，

选择一套完整的腰椎ＣＴ图像，扫描范围包括整个下腰椎，扫描仪器为ＳＩＥＭＥＮＳ

ＣＴ

扫描机，层厚为２ Ｉｉｌｌｉｌ，保存为ＤＩＣＯＭ格式的图像。查阅病历资料，该患者为男性，

５３岁，体质量７２埏。
再利用Ｍｉｍｉｃｓ软件（比利时，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ｅ公司）读取ＤＩＣＯＭ格式的图像，根
据骨组织灰度值的差异，通过阈值化及相应的擦除操作，提取Ｌ２．４椎体等结构的相

关信息，由于肿瘤组织一般位于椎体内，并且热力学分析时椎体附件的影响不大，因
此在建模时忽略了椎体附件的结构信息。然后在软件中利用ｍａｓｋ编辑功能填充Ｌ２／３
和Ｌ３／４的椎问盘组织、脊髓、椎体前方的腹主动脉和下腔静脉（如图１），构建得到
下腰椎的三维几何模型（如图２）。将模型输出为点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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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图１．Ｍｉｍｉｃｓ软件中Ｆ腰椎各结构信息的提取图２．卜腰椎ＳＴＬ三角网格模型
２．１．２实体模型的构建
将采集的点云文件输入逆向工程软件Ｇｅｏｍａｇｉｃ，在其中模型经历点阶段（Ｐｏｉｎｔ
Ｐｈａｓｅ）、多边形阶段（Ｐｏｌｙｇｏｎ Ｐｈａｓｅ）、成形阶段（Ｓｈａｐｅ Ｐｈａｓｅ）等三个处理阶段。在点阶

段，对输入的点云数据进行清理．清除由于图片处理失误造成的杂乱数据。十净的点
云自动形成ｉ角面片进入多边形阶段。在多边形阶段，运用基于曲率的孔填充，光顺
等操作对三角面片进行编辑，并根据软件强大的视觉效果，构建实体外形。成形阶段
实体是模型构建的中心环节。Ｇｅｏｍａｇｉｃ对曲面域基于随率划分最后将生成的曲面转
化成Ｇ１连续的非均匀有理Ｂ样条（ＮＵＲＢＳ）曲面（如图３）。
２．１．３有限元模型形成
从Ｇｅｏｍａｇｉｅ罩生成的实体模型ＩＧＥＳ文件，可以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Ａｎｓｙｓｌｌ
在Ａｎｓｙｓ

１１

０。

０中通过对骨皮质及其松质骨进行布尔操作，得到二者相互联系的实体模

型。对这两部分分别采用实体热单元ＳＯＬＩＤ９８（三维ｒ节点四面体热实体，特别适
合于对不规则的模型划分网格，可用于三维的热电耦合分析以及热稳态或瞬态分析问
题）进行网格划分。有限元模型共３３４７０３个单元，Ｉ ３２４６７个节点。（如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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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Ｆ腰椎ＮＵＲＢＳ实体模型

图４．Ｌ２～Ｌ４节段腰椎三维热学有限兀模刑

２．２求解一三维热力学有限元模型的传热计算
２．２．１边界条件及初始条件加载
在温度场分析中，主要采用了如ｒ的假设以及相应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①忽略组织与外界环境发生的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
②加热前初始温度为３７℃，不同部位骨组织及其它组织温差忽略不计
③流入每一啦元的动脉血温度总是保持３７℃，流出每一单元的静脉血温度总是
与单元的组织温度相同；

④假定射频仪频率４６０ｋＨＺ，功：簪１５０Ｗ消融温度为９０＂０，时问５ｍｉｎ；
⑤假定椎体后突成型时甘水泥放热为均匀分布，骨水泥温度为５０＂Ｃ一７０℃，平均
６０℃，时ｉＬｌ』５ｒａｉｎ。

２．２．２材料属性

第二军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表１．生物组织电学和热学参数
介电

电导率

热导率

密度ｐ

常数￡

，ｒ（ｓ／ｍ）

ｋ（Ｗ／ｍ‘℃１

（ｋｅｄｍ３）

骨皮质

７．３

０．０２８

０．４３６

１．７９Ｅ＋０３

１．３０Ｅ＋０３

４．２０Ｅ．０７

骨松质

２００

０．６５

Ｏ．５１５

１．１０Ｅ＋０３

３．９６Ｅ＋０３

７．５０Ｅ．０６

髓核

１５０

０．７５

Ｏ．６５

１．４０Ｅ＋０３

３．９６Ｅ＋０３

纤维环

１２０

Ｏ．７０

０．５５

１．２０Ｅ＋０３

３．３６Ｅ＋０３

血液

１１ ８

１．１

１．０６Ｅ＋０３

３．９６Ｅ＋０３

比热Ｃ

血液灌流量

组织
（ｋｇ／ｓ‘ｍ３）

（Ｊ／ｋｇ‘℃）

６．５０Ｅ．０７

２．２．３射频温度场的计算
在射频加温作用下，温度场求解包括电磁场和温度场问题。前者是求解（拉普拉
斯）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得到生物组织中的电场分布；后者求解生物热传输方程得到组织中
电场加热导致的温度分布。因为射频辐射的波长远远大于人体深度尺寸，可采用稳态
电场来描述人体电场。定义标量电势①，其值由下述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决定：
Ｖ（一￡Ｖ①）＝０

（１）

式中￡为生物组织的介电常数，随人体组织构成变化，由电势１Ｉ）的分布可解得电
场强度Ｅ
Ｅ＝－①

（２）

Ｅ在生物组织中引起射频电流，产生Ｏｈｍ力Ｈ热效应，单位体积组织所吸收的热量

（电场能）称为比吸收率（ＳＡ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０．５ａｔ Ｉ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

Ｉ

２

Ｒａｔｅ）．记为Ｑｓ，由下式给出
（３）

加热区域内组织温度（７）分布一般由下述Ｐｅｎｎｅｓ生物传热方程决定

ｑ

Ｃ：ｆ鲁一Ｖ（Ｋ，ｖｒ）叫Ｑ

Ｑ

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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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仃ｆ，Ｐ，，Ｃｔ，墨分别为组织电导率、密度、比热和导热率。９为生理产热项，ｇ
为外加物理能量产热项（即上述ＳＡＲ），Ｑｂ为血流灌注散热项，一般情况下９远小于ｇ

和９，可略去，９由下式描述：
Ｑ：（Ｆｂ）ｒＰｒ ｐ６Ｑ）（互Ｔｏ）

（５）

式中（兄）ｆ为组织（ｔ）ｑｂ ｇｎ流（ｂ）灌注量，ｐ６，Ｇ为血液密度和比热，乃为灌注血液温

度，一般定为３７。Ｃ。本实验计算中假定：（凡）为不随加热温度变化的常量。
根据热传导基本定律、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和Ｐｅｎｎｅｓ生物传热方程，在给定的初始条件
和边界条件下，采用有限元法求解以上（１）～（５）式，热疗装置为单电极射频加热系统，
表１为计算时所需生物电、热参数¨引。整个有限元法的计算过程（包括前处理．空间离
散、有限元方程的推导和后处理．进一步参数计算、数据输出、表格及曲线图的绘制
等）都利用美国ＡＮＳＹＳ（１ １．０版）有限元程序完成。结果通过彩色云图及矢量图显示。

根据文献，模型中消融范围以５０℃等温线以内区域为消融凝固区，长径和横径分别以
沿电极方和垂直电极方向最大距离为准。

２．２．４传热温度场的计算
骨水泥的放热可将其简化认为是一个热传导的瞬态过程。根据能量守恒原理，瞬
态热平衡可以表达为（以矩阵形式表示）：

【ｃ】｛７）＋【ＪＫ】｛乃＝１０）
式中：［圈为传导矩阵，包含导热系数、对流系数及辐射率和形状系数；

【Ｃ】为比热矩阵，考虑系统内能的增加；
｛乃为节点温度向量；

｛于｝为温度对时间的导数；
｛Ｑ）为节点热流率向量，包含热生成。

２．３模拟结果
对于椎体肿瘤的热疗来说，杀灭肿瘤组织的同时又要尽量避免损伤临近的脊髓等
组织。组织凝固坏死的温度一般为５０℃左右，但脊髓的安全温度是不超过４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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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同时了解这两个临界温度的分布情况。

在单电极射颡消融的ｌ况Ｆ，模型在矢状血和ｊ匹状面Ｌ的分别以４２℃和５０℃作为
临界温度时的二维热场分布情况（如图５、图６）。
在多电极射频消融的Ｉ．酣下，模型在矢状面和冠状而１．的分刖以４２＂Ｃ和５０Ｖ作为
临界温度时的二维热场分布情况（如图７、ｍＳ）。
在椎体后凸成型骨水泥放热的Ｊ：况ｒ，模型ｎ欠状面和冠状而Ｊ的分刖以４２℃取
５０＂Ｃ作为临界温度时的：维热场分布情况（如图９，图１０）。

图５．单电极射频消融的热场分布示意图（４２＂Ｃ等温线

图６．单电极射频消融的热场分布目ｉ意图（５０℃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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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吼骨水泥放热的热场分布示意｜刳（４２＇Ｃ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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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ｌ仉骨水泥放热的热场分布示意图（５０＇Ｃ等温线）
２．４结果分析
从图５、图６可以看出，在椎体肿瘤病灶有效射频温度和时问恒定的情况下，进
行单投射频电极消融时，射频热可向肿瘤以外的组织传导。在不考虑循环血管带走部
分热量的前提下，可以保证椎管内、硬膜外温度控制在４２＇Ｃ的安全范围，而肿瘤组
织边缘可以达到有效治疗温度５０℃以上。
从圈７、图８可以看出，在同样射频参叛条件下，多极射频电极产生的热消融范
围人干单极射频电极，４２ ９Ｃ等温线范围明显大于但电极等温线范围。５０＂Ｃ等温线范围，
多极电极也人于单极电极，但因为椎体皮质骨对热传导的衰减，有效消融范围（≤
５０℃）仍然控制在椎体之内。
从图９、图１０可以看出，单纯骨水泥放热在椎体内的传热范围皆小于单极和多极
射频电极消融范围，４２’Ｃ等温线和５０＂Ｃ有效清疗温度等温线都不超过椎体皮质骨外。
３讨论
有限７Ｌ法作为一种数值计算方法，将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现己广泛应用于力、
热、电磁、流体等工程分析中．特别是在生物力学方面的成熟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生
物力学和医学的发展，现己被学术界广泛认可。但是有限元法应用于生物热力学方面

的研究却相对发展滞后，基于断层ＣＴ扫描的■维模型直接应用于ｌ临床问题的研究尚
届少见。国内外学者Ｊ下在进行各种研究，也耿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外学者…４“已用有
限元分析法初步研究了肝、肺、肾、乳腺等软组织肿瘤射频热疗的热场分布，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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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测较为一致的结果。国内万柏坤等１６Ｉ应用有限元法求解电磁场方程和生物传热方
程，通过遗传算法选代修正加热物理参数，使目标函数达到极小值，获得达到热疗理
想热场分布的优化解，并以两电容射频热疗装置为例，使用基于人体Ｘ光断层扫描的

非均质组织模型，经仿真计算获得了较满意的优化结果。梁萍等１７Ｉ用有限元分析方法，
研究了单电极及双电极微波热疗肝组织的热场分布，结果表明模拟热场与实测热场有
较好的吻合性。
热在二维水平的分布研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国内外有不少人进行了相关的试验
研究。ＥＲａｃｈｂａｕｅｒ等ｌｌ ５ｌ应用直径为１７Ｇ、尖端暴露范围为３ｅｒａ的中央冷却型射频消
融电极针对骨组织进行二维水平的热分布研究表明，其在持续加热的情况下可以导致
直径范围大约３ｅｒａ的骨质温度达到５０℃以上，从而导致骨细胞的坏死。Ｄａｍｉａｎ

Ｅ．

Ｄｕｐｕｙ等０６１通过动物试验、体外模型和临床研究证明，骨松质有明显的降低热传导
的作用，骨皮质有对热传导绝缘的作用。国内席晓莉等Ｉ”Ｉ对探针式同轴探头在骨肿

瘤微波热疗中电磁场分布的数值模拟分析认为，当探头外导体的截断面处于组织内部
时，辐射能量能较好地集中于被辐射组织中，当探头接近被辐射组织顶端但又不穿透
时，可使顶端辐射增强。表明热疗时探头不周的插入深度及规格，可使被辐射组织的

电磁场发生相应变化，故在临床微波热疗操作中，应根据肿瘤大小、部位等特性合理
选择探头尺寸进行治疗。应用三维热力学的方法对椎体转移性肿瘤的研究，检索国内
外相关文献，除本课题组人员的相关文章报道外，尚无其他报道。
本实验通过建立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椎转移性肿瘤的热传导三维热力学有限元
模型，初步建模结果可以看出，射频消融热．电场较单纯骨水泥传热场有更大的有效
消融范围，多极电极又较单极电极消融范围更大。将皮质骨、松质骨、髓核、纤维环
等的生物组织血和热学参数在建模过程中纳入计算，计算过程中为了减少干扰因素和
建模的成功率，入为忽略了血循环、脑积液及组织不均一性等情况的存在。但在实际

生物体中，这些因素都可能对热传导起到一定的干扰因素，是应该需要考虑进去的。
有限元热场分析和模拟基本反映了骨射频消融热场的分布和变化规律。

目前，用有限元方法分析生物热场还处于理论分析阶段。作为一种数学方法，有
限元分析采用多个生物热、电参数进行计算，某一参数的变化，均可对模拟结果造成

．３７．

第二军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影响。因此，人体组织热物性参数在有限元生物热分析中十分关键。在各类生物组织

传热模型中，都包含有热导率、热扩散率、血液灌注率和代谢率等最为基本的物理参
数，它们是揭示生物材料的热传输能力和载热能力以及进一步开展生物传热研究的
前提。由于生物组织同时兼有固体导热和血液流动换热，内部还存在有代谢热源，而
且这些参数并非均匀分布，它们随空间乃至温度而变化，同时测出（尤其是无损测取）
这些参数及其空间变化极为困难。因此，对生物组织尤其是活体组织热物性的测定也
是当前生物传热领域内较有意义的课题之一。目前，热导率、热扩散率、血液灌注率、
器官代谢率等热参数十分有限，它们的准确测量，特别是在不同个体的器官生长和衰
退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测量尚有待开展。
（一）组织电导率的影响

射频消融过程实际是电磁能在生物体内转化为热能的过程，温度的分布依赖于组
织内电磁能的分布，而组织电导率是影响电场分布的重要因素，因此，电导率对温度

分布有着直接的影响。电导率是物体传导电流的能力，电导率越大则导电性能越强，
反之则越小。一些研究人员已证实材料的电传导率与温度有直接关系１１８Ｉ，研究
表明，肿瘤组织电导率是影响射频消融范围的重要因素，电导率越高，消融范围越大。
Ｓｏｌａｚｚｏ

ＳＡ等㈣将不同浓度的ＮａＣＬ溶液注入琼脂模型以增高电导率，模拟消融实验

表明，随着组织电导率的增加，消融范围相应增加。Ｌｏｂｏ ＳＭ等１２００也得出了相同的
结论。Ｌｉｕ Ｚ等１２１Ｉ研究表明，组织电导率的增高，甚至可使消融直径达５－６ｃｍ。

肿瘤周围组织的电导率对肿瘤消融温度分布也有一定影响，但较内部组织电导率
影响低。Ｌｉｕ Ｚ等１２２Ｉ研究发现，周围组织电导率低，可明显增加消融区域的消融温度，

他称之为“烤箱效应”。在内部电导率较高和外部电导率较低的情况下，可达到最佳消
融范围。水冷式消融电极己在临床应用，通过ＮａＣＬ溶液降低电极顶端温度，增加组
织电导率，明显增大了消融范围∞，２４１。
（－－）组织热导率影响
热导率或称导热系数，是物质导热能力的量度。热导率越大，物质的导热能力越

强，反之则越小。计算机模拟表明，组织导热率在０．１５．１．５ Ｗ／ｍ一℃范围内时对消融
温度的分布有明显影响，较高的导热率可使热量更快更深地传递到组织内部，从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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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消融范围１２鄂。Ｌｉｕ Ｚ等的射频消融有限元分析已证明了这一点１２１Ｉ。临床上，可通过
组织热导率大小来预测消融范围，适当的ＮａＣＬ溶液含量可改善组织热导率，增加消
融范围。热导率值受温度影响，随温度增高而稍有增加。在实用上，物质各部之间温
度差不大时，对整个物质热导率可视为一常数。本实验没有考虑热导率随温度变化的
情况，可能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定影响。
（三）组织灌流量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在活体组织内部，大血管会带走部分热量，导致温度降低、消融
范围减ｄ，Ｉ拍Ｉ。就组织本身而言，密度、热导率、比热和血流灌注率都是影响消融范
围的因素。同种组织中，血流灌注率为影响温升的最主要的因素，相同部位不同的血
流灌注率对组织温升有非常大的影响。文献报道，射频热作用能使直径＜３ｍｍ的血
管内皮破坏、形成微血栓，阻止了血液流动，不会造成热量散失；而直径＞３ｍｍ的血
管，损伤较小，起着明显的“热沉降”效应，使消融范围明显缩小，可保护其后的组织

免受破坏１２７·勰Ｉ。陈琦等１２９Ｉ用有限元方法建立了一种混合型的生物热传导模型，并通
过有限元方法对带有血管的组织的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热场进行了分析，仿真结果表
明血管大小及血流速度是影响组织温度分布的主要因素。Ｌｉｕ Ｚ等１２１Ｉ用有限元法对射
频消融热场分析后认为，对于较大肝肿瘤，导热率较高且没有灌流的影响时，消融范
围直径甚至可达８ｃｍ，但大血管的存在使得消融温度升高困难，消融范围明显下降至
４．４ｃｍ。Ｆ．Ｒａｃｈｂａｕｅｒ等１１５Ｉ进行骨射频消融实验后认为，射频热可使２－３ｍｍ小血管内血
液凝固，形成血栓，不会造成热量散失，而且骨组织内无较大血管存在，因而在标本与活
体实验中无明显差别。本实验取临床常用的骨灌流参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际测温范围
较为吻合。
（四）射频发生器的影响
计算机模拟可研究现有技术所不能研究的各种情况，包括预测目前尚未使用的高
电流射频发生器产生的消融范围。Ａｕｂｅ ｃｌａＯｌ等用不同浓度的ＮａＣＬ溶液注入离体牛
肝，设置功率４０Ｗ，消融时间１０ｒａｉｎ，研究发现，在电导率和热导率增加的情况下，
消融范围并没有明显增大，由此推断，射频发生器必须达到一定的能量输出，才能利
用ＮａＣＬ溶液提高组织的电导率和热导率，从而增加消融范围。Ｌｉｕ Ｚ１２１Ｉ用有限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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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认为，在适当的电导率和热导率情况下，增加射频发生器的输出功率可明显增
加消融范围。
然而，临床和动物活体实验却表明，功率过大可使热量迅速积聚，组织脱水、碳

化，附着在电极上造成绝缘状态，阻抗上升，限制了热量的产生及传导，消融范围减
小；功率过低则相反，产生的热量不易积聚形成有效的热传导，消融范围也减小。

Ｓｋｒｕｍｅｄａ等１３ｌｌ的实验表明，即适当控制功率、延长升温时间可产生较大的毁损灶。
这种理论分析与实际情况差别有待进一步分析和考证。
本实验借鉴生物力学有限元分析和建模方法，建立了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椎体转
移性肿瘤热消融范围的生物热力学模型，并综合各种文献报道和研究结果，在计算过
程中纳入生物电热参数，合理加载边界条件和起始条件，得到相对理想的热消融模型。
初步阐明了射频消融和骨水泥产热热场的分布特点，也探讨了用有限元法进行热场分
析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所得结果将为临床骨肿瘤射频热疗提供有益参考，也为进一步
深入研究热场相关问题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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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ａｒｍ．１９４８，Ｊ．Ａｐｐｉ．Ｐｈｙｓｉ０１．，ｖ０１．１，ｐｐ．９３—１２２，１９４８．
３．Ｄｅｓｉｎｇｅｒ Ｋ．ｓｔｅｉｎ Ｔ，Ｍｕｅｌ ｌｅｒ Ｇ，Ｍａｃｋ Ｍ ｅｔｃ．，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ｙ

ＲＦ－ｔｈｅｒ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ｄ：ＩＴ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Ｐ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ＳＰＩ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１ ９９８，３２４９：１ ４７ １ ５９
Ｔ，Ｐｌａｔｔ 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Ｓ

４．Ｒｙａｎ
ＳＰＩ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９９８，３２４９：２０６２ １ ６

５．Ｈａｅｍｍｅｒｉｃｈ Ｄ，Ｔｕｎｇｊｉｔｋｕｓｏｌｍｕｎ

Ｓ，Ｓｔａｅｌｉｎ

Ｔ，ｅ ｔ

ａ

１．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ｐｍｉ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ｏｂｅ ｒａｄｉｏ一仔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ｍｉｏｎ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ＯＬ．

ｏｎ

４９，ＮＯ．７，ＪＵＬＹ ２００２

６．万柏坤，朱欣，程晓曼．射频电容热疗温度场的参数优化研究，２００１；１１（６）：６１

４－６２０

７．梁萍，董宝玮，于晓玲．超声引导下微波凝固治疗肝癌微波热场的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中国
超声医学杂志，２００２，Ｉ ８（３）：１ ６１
８．牛文鑫，杨云峰，俞光荣，等．应用三维有限元模型于跖筋膜切断术的生物力学分析．医用生
物力学，２００６，２ １（Ｓ）：３６－３７
９．杨云峰，牛文鑫，俞光荣，等．人体足主要骨韧带结构三维有限元模型的建立．中华医学会骨
科学术会议暨第一届国际ＣＯＡ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１ ０．Ｃｈａｎｇ

１．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ｍ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ｉｏｍｅｄ Ｅ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３，８（２）：１ ２
１ １．Ｊｏｈｎｓｏｎ ＰＣ．Ｓａｉｄｅｌ ＧＭ．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ｆａｓ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１ ２．Ｃｈａｎｇ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ｕｍｏ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ｎ Ｂｉｏｍｅｄ Ｅｎｇ．２００２，３０（９）：１ １ ５２·６１
Ｉ．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ｉｏｍｅｄ Ｅｎｇ

１３．Ｌｉｕ ｚ＇Ａｈｍｅｄ Ｍ，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ａｂｌｍ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３，８（２）：１ ２

Ｙ，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ｅｙ ｔｕｍｏ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ＪＲ 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０１．２００５，１８４（４）：１３４７．１３５２

１ ４．Ｓｏｌａｚｚｏ ＳＡ，Ｌｉｕ Ｚ，Ｌｏｂｏ ＳＭ，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４１．

第二军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一ａｌｌ ａｇａｒ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２３６（２）：

４９５．５０２
１ ５．ＥＲａｃｈｂａｕｅｒ，Ｊ．Ｍａｎｇａｔ，ＧＢｏｄｎｅｒ ｅｔ

ａ１．Ｈｅ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ｃｈ Ｏｒｔｈｏｐ Ｔｒａｕｍａ
１６．Ｄａｍｉａｎ Ｅ．Ｄｕｐｕｙｌ，Ｒａｙｍｏｎｄ

Ｈｏｎｇｌ，Ｂｒｉａｎ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ｂｏ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ｒｇ（２００３）１ ２３：８６．－９０

Ｏｌｉｖｅｒ 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ｅ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ｉｎ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ａｎａｌ．ＡＪＲ ２０００；１７５：１２６３－１２６６

１７．席晓莉，汪文炳．探针式同轴探头在骨肿瘤微波热疗中电磁场分布的数值模拟分析．中华物理
医学与康复杂志．２００４年１月第２６卷第１期
１ ８．Ｄｕｃｋ 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９０，１６７－２２３
１ ９．Ｓｏｌａｚｚｏ ＳＡ，Ｌｉｕ Ｚ，Ｌｏｂｏ ＳＭ，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一ａｎ

ａｇａｒ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２３６（２）：

４９５．５０２
２０．Ｌｏｂｏ ＳＭ，Ａｆｚａｉ ＫＳ，Ａｈｍｅｄ Ｍ，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２ １．Ｌｉｕ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Ｚ，Ａｈｍｅｄ

ＮａＣＩ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３０（１）：１７５—１８２

Ｍ，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Ｙ，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ｕｍｏ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ＪＲ 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０１．２００５，１８４（４）：１３４７－１３５２
２２．Ｌｉｕ Ｚ，Ａｈｍ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Ｍ，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Ｙ，ｅｔ ａ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Ｆ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ｖ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ｅ

ｏｆ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ｈ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ｔ Ｊ 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２００６，

２２（４）：３２７－３４２
２３．Ｋｉｍ ＹＳ，Ｒｈｉｍ Ｈ，Ｌｉｒａ ＨＫ，ｅｔ ａｉ．Ｈｅｐａｔｉｃ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ｅ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２４．Ｂｕｒｄｉｏ Ｆ＇Ｎａｖａｒｒｏ

ｃｏｏｌ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Ｊ

Ａ，Ｂｅｒｊａｎｏ

Ｖａｓｅ Ｉｎｔｅｒｖ Ｒａｄｉ０１．２００７，１

８（９）：１ １ ２６－１

１ ３３

ＥＪ，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ｅｙ ｈｅｐａｔｉｅ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ｃｏｏｌ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ｓａｌｉｎｅ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ｉｎ ｖｉｖｏ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Ｅｕｒ

Ｊ

Ｓｕｒｇ Ｏｎｃ０１．２００７，２３
２５．Ｄｕｃｋ ＦＡ，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ｉｔｅｓ ｏｆｔｉｓｓｕｅｓ，Ｃ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２６．Ｓｔｅｉｎｋｅ

Ｋ，Ｈａｇｈｉｇｈｉ ＫＳ，Ｗｕｌｆ

Ｓ，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ｖｉｎｅ ｌｕｎｇ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ｖｉｖｏ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Ｊ Ｓｕｒｇ Ｒｅｓ，２００５，１２４：８５—９１

．４２．

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２７．１ ｅｅ ＪＭ，Ｈａｎ ＪＫ，Ｃｈａｎｇ

ＪＭ，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ｏｏｌｅｄ，ｍｕｉｔｉｔｉｎｅｄ ｅｘｐａｎｄａｂｌｅ
ｌ

ａｎｄ

ｒｅｎａｌ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ｖｉｖｏ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ｃｏｏｌｅｄ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Ｊ Ｖａｓｃ Ｉｎｔｅｒｖ Ｒａｄｉ０１．２００６，

７（３）：５４９－５６

２８．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ＣＰ，Ｋｅｒｒ Ｊ，０’Ｂｙｍｅ Ｊ，ｅｔ ａ１．ＭＲＪ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ｅ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ｉｄ
ｏｓｔｅ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ｃｏｏｌｅｄ

ｐｒｏｂ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ＪＲ 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２００６，

１８６：１２２０一１２２７

２９．陈琦，白景峰，陈亚珠．ＨＩＦＵ治疗热场中的有限元分析．北京生物医学工程．２００３，２２（２）：１２１
３０．Ａｕｂｅ Ｃ，Ｓｃｈｍｉｄｔ Ｄ，Ｂｒｉｅｇｅｒ Ｊ，ｅｔ ａ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ｏｎ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 Ｒａｄｉ０１．

２００７，３０（１）：９２－９７
３ １．Ｓｋｒｕｒｎｅｄａ ＬＬ，Ｍｅｈｒａ 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ｍ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ｉｎｅ ｖｅｎｔｒｉｃｌｅ．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ｅ Ｅｉ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９８，９：１ １９６－１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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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新鲜猪脊柱骨组织单电极射频消融温度场分
布规律研究
本章基于上一章的理论分析，设计离体器官的测温实验方案，研究在不同治疗参数
下，系统实际可达到的热损伤范围。射频实验的有效消融区域，一般均采用肉眼观测
其变色区域为主，虽较为直观，但其精确度较难保证。本章在采用肉眼观测的同时，使
用多路测温系统对组织消融区域的热场分布进行测温，以临界温度为边界，测定临界
温度消融区。比较两者的差异，通过实验研究确定该系统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１．实验目的
１）通过大量的离体器官测温实验，确定美国迈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Ｓ－１５００型射频消融系统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２）研究肉眼观测到的热损伤区域与治疗参数的关系，建立相关性曲线。
３）利用多路测温系统，对射频消融组织的温升区域进行实时测量，记录瞬时射
频温度场变化曲线，计算不同位点组织的比吸收率（ＳＡＲ），进行统计学分析。
４）初步确定电压、时间与温度场变化的曲线关系。比较肉眼观测到的消融区与
临界温度消融区，确定系统的最大有效消融区范围。
５）比较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验证三维热力学模型的合理性。

２．材料与方法
２．１实验准备
１）单针射频系统用特定负载阻抗（例：５０Ｑ标准电阻）测量其输出电压和电
流值，验证其运行是否正常；

２）标定多路测温系统的测温针，验证其显示温度是否准确；
３）选择合适的射频探针，检查射频消融仪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４）实验材料：周围组织保存完好的离体新鲜猪脊柱骨，置于装有０．９％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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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浴锅，水浴锅内温度】７＇Ｃ；
ｊ）室温控制：１３～１４℃左右；

６）按下图ｌ安装实验设备：射频消融系统、多路测温系统、电极州路等

图ｌ没蔷安装模式同

２．２实验仪器与材料
实验仪器：美国边德医疗科技有限公一Ｊ生产的ｓ １５００型射频仪（如图２），

ＭＳ［ＳＡ射频电极针（如图３）、水浴锅、多路测温系统、测温铁一康铜
热电偶丝（如图４）、铁架台等。

实验材料：新鲜离体猪脊杜骨，卡尺、解剖７Ｊ等。

一

１

图２美国近德医，ｒ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Ｓ－１５００型射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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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美国迈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ＭＳＩ ＳＡ电极针

图４铁一康铜热电偶丝
技术资料：
直

径：０

３ｍｍ

测温范围：一ｄ０—３３３＂Ｃ
反应速度：＜８ｓ
系统误差：＜０ Ｉ℃

２．３实验方祛与步骤
１）电锯将离体新鲜猪脊柱骨中间纵行劈）ｒ，使脊柱骨纵行剖面平整、均匀
置１。盛有１７＇Ｃ生理盐水的水浴箱中浸泡使其恒温。

２）选择消融直径为２．Ｏｃｍ的单极射频电极针，射频针的放置：垂直于猪脊杜骨
截面用电钻打孔若干．将射频探针垂直插入中心孔眼处，深度为２ ５ｃｍ。以射频
电极插入点为圆心，游标卡尺测量测溢点距离圆心的实际距离，每隔９０度插入
根测温针，位置深度分别为长轴的顶底两点，另外两点深度和所设原点相同，

．４６．

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特别注意要在测温针上做好位置深度标记。
４）将有效治疗温度调整为９５。Ｃ，在单极射频电极中心测温点显示治疗温度达
到有效治疗温度后，持续治疗５ｍｉｎ，时间到后关闭射频消融仪。连续记录各测
温点温度变化曲线，阻抗变化值等；
５）多路测温针的放置：本次实验采用３根测温通路，每１路有一个热电偶测温，

分别随机插放于射频电极周围，插入深度为２．５ｃｍ。游标卡尺车辆测温电偶距离
射频电极的平行距离（如图５）。

。

６）加热参数的设置：射频消融系统丌机后，于１３—１４℃室温下待机ｌＯ分钟备用。
设置治疗最大功率１５０Ｗ，治疗时问５ｍｉｎ，有效治疗温度９５±５℃。在此条件下进
行多组实验，比较在距离射频电极不同测温点电热场随时间变化曲线。
７）射频加热过程中的监控及温度采集：观察单极射频消融系统运行情况，

是

否达到预设的治疗温度，电流及阻抗显示是否正常。多路测温系统实时显示组
织的温度变化曲线。当测温针温度达Ｎ９５℃后，将射频电极更换消融位点，依
同样步骤分组实验。注意插入电极针插入组织的深度。多路测温系统自动采样
温度数据，采样周期０．１Ｓ。
８）射频消融范围的测量：每次消融加热结束后，电锯剖开骨组织，肉眼观察

射频消融区域（有较明显的颜色差异，消融区域颜色变深）。使用游标卡尺测
量消融区域的长轴和短轴，数据精确到０．１ｃｍ。
９）实验数据的记录：记录本次实验的治疗参数（包括有效治疗功率、治疗时

间、电阻抗大小等）；实验结果数据（消融区域长轴和短轴信息）：实验中遇到
的故障及意外情况（遇到组织不均匀或局部碳化时，阻抗跳变等）。保存各路
温度数据文件，供使用ＭＡＴＬＡＢ６．５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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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单极射频电极及各测温电偶布阵情况
２．４多路测温系统
多路测温系统支持本次实验的温度采集工作，采用热电偶测温方式，支持八
通道的温度采集。可实时显示各路温度变化曲线，每０ Ｉｓ采样温度数据并保存于
文件，供后处理。多路测濡系统软件界山风格（如图６）。

Ｌｉｉ——————Ｊ。
动翱在体实时热疗系统

■１’一～””
＿一ｒ

一‘二＝０一”一

一每；二＝＝１：
”
｛二ｊ二～

■■—Ｅ翟盟——墨】■型———止Ｌ———生———生———置§五－２

１

图６多路测温系统界而图
２．５实验记录
１）水浴缸温度始终保持１７℃，连续Ｉｄ录不问测温点电卧ｌ抗变化值
２）

￣己采每根测温针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可以估计热量传播的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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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实验总流程图（如图７）

甲
Ｉ

记录热电场变化曲线Ｉ

测量热消融范同

＼

／

统计学处理，建立相关参数方程

１Ｌ
验证三维热力学模型

图７实验流程图

３．实验结果
３．１瞬时射频温度分布
射频热疗过程中，射频电极（射频针）插入肿瘤中心位置，将高频的电磁场作用
到肿瘤组织，由于其较长的波长能够穿透较深的组织，这样高频的电磁场让组织细胞
中的各离子运动从而在细胞内产生摩擦热，使得局部温度升高。根据距离射频探针的
远近，组织对射频的吸收情况，即热量产生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射频开启阶段的瞬间，
由于组织尚未来得及和周围组织进行热交换，此时测量到的温度升高均可认为是由于
射频作用而产生的，随着射频作用时间的延长，测量到的组织温度除了组织自身在射
频场中传热外，还和周围组织的温度有关。由此就可以根据初始瞬间温度的变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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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位黄组织的比吸收率ＳＡｌｌ．
基本传热方程如下式所示：

∥詈＝Ｖ聊＋胞。州鲥妒即一ｋ）
Ｂ＝见捌。舳“ｏ
考虑射频使用初期，方程右式中的第项（热传导），第二项（机体自身产热）
第四项（血流灌注率导致的热疗传递），等三项对热电偶测温区域的影响较小．故忽
略不计。化简上式，可得：

ＳＡＲ（Ｗ：ｋｇ）＝ｃｘｐｒ／研ｋ．
即热电偶测温部分的温度上升，主要是由于射频加热导致的。
其中ｃ是组织或胶体的比热，单位ｗ·ｓ／ｋｇ／℃，Ｔ是温度，单位℃，ｔ是时『自Ｊ．单
位Ｓ。

统计学处理
ａｒ

五组ａ的连续记录曲线（如图８—１２），使用统计软件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８．０对数据进行处
理，得出各测温点ｄＴ／ｄｔ颡ｑ量数值分布（见表１）。
ｇｒｏｕｐ ００ｔ
丽

一ｕ

一＝

…”‘ｔｆ０。。“”
图８第一组瞬时热电场温度随时问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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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 ００２

图１１第四纽瞬时热电场温度随时俐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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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 ００５

……㈨……
图１２第五组瞬时热电场温度随时『白Ｊ变化图

表１各测温点ｄＴ／ｄｔ测量数值分布
通道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功率（神

阻抗（Ｑ）

１组（脚）
ｄＴ／ｄｔ

２组（衄）
ｄＵｄｔ

３组（衄）
ｄＴ／ｄｔ

４组（呻）
０

ｄＴ／ｄｔ

０２０７９

５组（哪）
ｄＴ／ｄｔ

从结果可见：
１）

各实验组的测量点比较可见，温度变化与测量点距电极距离有关，距电
极越近，温度Ｊ：升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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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温度变化与组织的阻抗有关，组织阻抗越大，则温度上升越慢。第：！组
所测得的温度变化率与其他组相比显著偏小。泼实验组为达到世定温度
所需电极的功率为４０ｗ，显著大干其他实验组，这也说明该实验所用组织

的阻抗要捏著大１：其他实验组。
３．２消融凝固区形态和范围
电极蒯围骨度质成苍白色，界限小清，末作测量和比较。松质骨凝固区沿也极呈
纵椭圆形，黑黄色，质地硬，边界清晰，中央轻度碳化（见表２．圈１３，图１４）。
表２．椎体松质哥凝同区范围测定（单位：聊）

∽ｑ
∞】＿
①∽
＿ｏ
ｏ∞

图１３．松质骨凝固区范围

图１４．热场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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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表明，各标本相同坐标测温点所测温度数值

和消融凝固区测量数值均呈正态分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尸籼．０５）。
该实验测得新鲜猪脊柱松质骨射频凝固区范围垂直电极方向的横径为
１６．２ｌ±０．８９ｒａｍ，沿电极方向的长径为２２．１７±０．９４ｒａｍ。

４．讨论
射频消融是通过电极针、导线、机体组织和回流电极板构成电流环路，使组织内

带电离子在高频交流电流作用下发生摩擦产热，当组织温度达５０。Ｃ以上时，肿瘤组织
发生脱水、气化和凝固性坏死，从而达到肿瘤热损毁的目的。动物及临床实验表明，
射频毁损灶的范围、形状、射频热场的分布与射频仪物理特性、射频电极性能、组织
热传导性、血流等因素有关ｎ。１羽。
本实验连续记录各组不同位点射频开始阶段瞬时温度常的变化值，将不同位置组

织的比吸收率（ＳＡＲ）简化计算，即将原方程式中的第一项（热传导），第二项（机体
自身产热），第四项（血流灌注率导致的热疗传递），等三项对热电偶测温区域的影响
较小，故忽略不计，即热电偶测温部分的温度上升，主要是由于射频加热导致的。这
样就排除了各干扰因素。结果表明，温度变化与测量点距电极距离有关，距电极越近，

温度上升越快。温度变化与组织的阻抗有关，组织阻抗越大，则温度上升越慢。同时
对消融区范围进行测量，明确单极射频电极在脊柱松质骨组织内呈与电极长轴相对应

得椭圆形分布。该实验结果印证了ＲＦＡ联合Ｐｌ【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三维热力学模型
的客观性和可行性，也进一步说明该技术是有效的、安全的。
肿瘤组织对于温度的敏感性是开展热损毁技术的关键所在。研究表明，恶性肿
瘤细胞对热的敏感性高于正常组织ｎ羽。Ｏｖｅｒｇａａｒｄ等ｎ明１９７２年报告：４０－４４＂Ｃ可杀死任
何肿瘤，而对Ｊ下常组织不会造成明显的伤害。Ｌｕｎｄｓｋｏｇ等ｎ司研究认为，骨细胞热耐受
阈值为５０＂Ｃ ３０秒钟，４－６ｍｉｎ最Ｏ发生不可逆的细胞坏死。目前认为，５０。Ｃ为肿瘤热耐
受的极限，５０。Ｃ以上的温度区域为有效温度场。郑联合等ｎ力对新鲜成骨肉瘤标本与成
骨肉瘤培养细胞，进行不同温度、不同作用时间的研究后认为，５０。Ｃ ３０ｍｉｎ且Ｏ可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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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骨肿瘤细胞。本实验表明，骨组织单电极射频消融可产生５０＂Ｃ以上的温度区，符
合热疗的温度要求。
功率大小是影响射频热消融范围的重要因素之一。功率过大可使热量迅速积聚，
肿瘤组织脱水、碳化，附着在电极上造成绝缘状态，阻抗上升，限制了热量的产生及
传导，消融范围减小；功率过低则，射频电极产生的热量不易积聚形成有效的热传导，

消融范围也减小。Ｓｋｒｕｍｅｄａ等ｎ耵报告了类似结果，即适当控制功率、延长升温时间可
产生较大的毁损灶。本实验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及Ｉ临床经验，设定功率和消融时间，模

拟条件与临床更为接近。
射频消融所产生的癌组织坏死灶的大小和形状与射频仪所采用的电极的长度、
电极针的空间分布等有关‘矧。目前消融治疗使用的电极针有单电极和多极伞状电极
两种，在骨肿瘤中，主要使用单电极消融。单电极射频时在电极周围产生热场，随着

电极周围组织细胞坏死、蛋白质凝固，在电极周围形成碳化凝固区，组织电阻抗迅速
增大，射频能量迅速衰减，消融范围较小ｎ鲫。文献报道，单射频电极在肌肉和肝中消
融直径仅１．２－１．６ｃｍ啪·ｚ１］。Ｔｉｌｌｏｔｓｏｎ等陴１研究认为，骨皮质和松质骨热敏感性差别不

大，可产生约０．９－１．３ｃｍ直径的凝固范围。本实验结果，在松质骨中，消融范围直径
可达１６．２１ｍｍ，远较骨皮质为大，这种差异符合阻抗理论。阻抗是组织脱水程度及热

传导能力的反映，组织低阻抗状态下往往产生较大的毁损灶心制。与骨皮质和软组织
相比，松质骨含有更多的水分和介质，阻抗较小，消融范围较软组织更广泛。此结论
亦表明，骨皮质明显限制了热的分布和传导，这对靠近重要器官的骨肿瘤消融治疗是

非常重要的，完整的骨皮质可有效限制热量传导，保护重要器官不受热损害，大大提
高治疗的安全性。Ｓ．Ｎａｈｕｍ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等乜１研究发现，消融范围的形状和大小与电极
暴露长度和顶端最高温度有关，同温度下，暴露越长，凝固范围半径越小，且温度沿
电极分布越不均匀，而在活体内暴露端小于３ｃｍ单电极消融直径非常有限。本实验结
果也表明，骨组织单电极射频消融热场范围较小。就凝固区范围看，并不与５０＂Ｃ以上
的高温区完全吻合，而是在垂直电极方向上略小于５０＂Ｃ高温区，沿电极方向上略大于

电极暴露长度，凝固边缘可超过电极暴露端前约０．５ｃｍ处，外周为约２舳的反应带。这
除了直接的射频毁损以外，各种方式的热传导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消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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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组织的导电性、扩大射频电极针的覆盖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大组织的
消融范围。基于射频消融产热的机理是组织中带电粒子的振荡产热，而不同于骨水泥
单纯的接触传导热，因此，增加组织的导电性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射频热消融范围。
随着水冷式射频电极的问世，通过降低顶端温度、减少碳化来扩大消融范围。Ｋｉｍ

ＹＳ

等乜３１的研究也表明水冷式电极明显增加了肝组织消融范围。Ｍａｒｔｅｌ Ｊ等胁１用水冷式单
电极和非水冷式单电极做活体狗长骨消融实验表明，两者在升温时间上无明显差别，
均可在３－４ｍｉｎ内达到稳态，而且，在消融范围上，前者在数值上稍大，但这种差别无

统计学意义。谢晓燕等但５１用多电极射频体外肝消融热场分布的实验研究发现，猪肝升
温速度较牛肝快，且消融范围也更大。由此推断，升温速度与组织结构有关，适当的

降低升温速度有利于扩大消融范围，这与低功率产生较大消融范围一样，可用阻抗原
理来解释。Ｆ．Ｒａｃｈｂａｕｅｒ等啪１用水冷式单射频电极做骨射频实验，发现在松质骨可产

生直径３ｃｍ的凝固区。但内冷式电极在治疗中是否存在冷区及其热场分布规律仍是临
床应用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另有一种多极伞状电极，这种电极由母针发出数支子针
向四周散开，在肝脏实验中，热场分布呈类圆形，消融范围可达６ｃｍＸ６ｃｍ∞倒。在肝癌、

子宫肌瘤等软组织肿瘤的射频治疗中，这种电极应用较广泛。在溶骨性转移病灶中，
该针能够在病灶中打开，扩大了消融范围，但在混合型或称骨性病灶中，因为伞状电
极的坚硬度有限，往往在病灶中不易展开，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组织本身的血流是射频热联散失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周围正常组织不会
受到射频热损伤的重要保障之一。相关研究证明，在活体组织内部，大血管会带走部
分热量，导致温度降低、消融范围减小。文献报道，射频热作用能使直径＜３ｍｍ的血
管内皮破坏、形成微血栓，阻止了血液流动，不会造成热量散失；而直径＞３ｍｍ的血管，
损伤较小，起着明显的“热沉降＂效应，使消融范围明显缩小，可保护其后的组织免

受破坏口，舯羽。Ｆ．Ｒａｃｈｂａｕｅｒ等啪３认为，射频热可使２－３ｍｍｄ、血管内血液凝固，形成血
栓，不会造成热量散失，而且骨组织内无较大血管存在，因而在标本与活体实验中无明
显差别。本实验在新鲜猪脊柱骨标本上进行，没有模拟血流影响。在临床治疗中，为
避免较大血管内血流影响，可在术前行肿瘤血管的ＤＳＡ，将肿瘤血管用明胶海绵栓塞，

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消融范围。研究表明，通过全血流阻断可使甚至直径＞６ｒａｍ的血
管内皮破坏、形成血栓，可有效扩大毁损范围慨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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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本实验初步分析了单电极射频消融在正常猪脊柱骨组织的热场分布特点及范围，
其结果基本验证了第一部分的三维热力学分析模型。这对脊柱转移性肿瘤病灶进行
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时热损毁的有效范围和安全操作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对这一新
技术的开展提供了实验依据和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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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第三部分
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应
用研究
ｌ研究背景
脊柱肿瘤中最多见的是脊柱转移性肿瘤，往往会有病理性骨折和难以忍受的

疼痛感，其中大部分患者都不适合常规手术治疗而只能采取姑息性治疗。为此，
临床医师和科研工作者不断探索各种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寄希望于在有限创伤
条件下既可以尽可能的杀灭转移病灶、又可以尽量避免病理性骨折、脊髓受压等

相关并发症，以减轻肿瘤病灶引起的疼痛、提高生活质量等。
实时影像学引导下射频消融术（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ＲＦＡ）是近年开展
的肿瘤微创治疗新技术，这项技术最早被用于病灶较小的疼痛性良性肿瘤一骨样
骨瘤的热凝固治疗ｎ删，具有操作安全，并发症少，已广泛用于治疗各种实质性肿
瘤。射频消融技术应用于骨肿瘤的局部介入治疗，得益于医学微创理念和现代工

业技术的发展。ＲＦＡ在影像学精确定位引导下经皮穿刺到达病灶，实行温度和功
率双重控制消融范围，以最小的创伤最大程度地局部杀灭瘤细胞，可以缓解肿瘤
引起的顽固性疼痛，提高生活质量，是一种有效的局部治疗办法。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射频消融技术在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不断获得新进展，在基础研究和临
床应用方面有新突破，以ＲｏｓｓＨｌ和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１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对ＲＦＡ进行了

系统的探索，并与生产厂商联手，对射频电极和射频发生器进行了不断的改进，
其中最重要的突破即将过去的单电极技术发展为现代的多电极，其单次ＲＦＡ毁
损不能病灶的直径可达３．５ｃｍ～５．Ｏｃｍ，使ＲＦＡ在疗效上有了质的提高叩·＂。目前
ＲＦＡ已成熟应用于病灶局限的良性肿瘤如骨样骨瘤、骨母细胞瘤等的治疗，对脊
柱转移性肿瘤的治疗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随着射频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也不断出现，主要有：
１．增强ＲＦＡ单次治疗有效消融范围的研究；２．人体组织内部无损测温方式的研
究：３．治疗过程中对坏死和残余癌组织的实时区分；４．病灶内残留癌细胞生物
学特性的变化疆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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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手术治疗骨转移瘤比较，ＲＦＡ安全性更高，创伤更小，恢复更快。但射频
消融治疗实体瘤是近十年发展的新技术，其适应症，禁忌症和长期疗效等还需经
过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实验才能进一步评价。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ＲＦＡ
治疗骨转移性肿瘤的疗效已得到显著的提高。
针对脊柱转移性肿瘤的治疗，ＲＦＡ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射频电极和调整进针

角度和长度、射频时间等方式达到最大化杀灭转移性病灶、减轻疼痛的同时，也
存在着自身的先天性缺陷，其无法保证患者在经过ＲＦＡ治疗后防止病变椎体病理
性骨折、加固椎体强度以利于患者早期下地活动的目的。因此，为弥补自身的缺
陷，联合其他治疗方式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成为一种技术革新的必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法国出现了经皮椎体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ＶＰ）嘲，并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用于治疗椎体血管瘤、转移瘤、
骨质疏松症引起的压缩性椎体骨折等。该技术要求在较高压力下将粥状期（液态）
骨水泥（Ｐ０１ｙ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ａｔｅ，ＰＭＭＡ）注射入病变椎体之中哺删，达到稳定椎体
的目的ｎ卜川。虽然该技术能很好的消除疼痛ｎ¨＂，增强椎体强度和恢复椎体刚度
［１Ｉ，１３，１８］但不能恢复椎体高度，并且骨水泥外渗漏率较高【驯。近年来，在研究经
皮椎体成形术的基础上，Ｇａｒｆｉｎ等㈨首先提出了经皮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术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ＫＰ）的设计构想，于１９９８年通过美国ＦＤＡ批准应

用于临床，在北美等发达国家逐渐开展并获得令人鼓舞的效果口９’２卜捌。ＰＫＰ是将
球囊在ｘ线透视引导下沿经皮插入的套管置入椎体，在一定压力下球囊扩张，使
病变椎体的松质骨中形成一个类圆形的空间，移出球囊后，通过推杆在较低压力
下向空腔内推入团状期（固态）骨水泥ＰＭＭＡ，从而使骨水泥外渗漏率较低，同时
给予病变椎体足够的骨水泥支撑，有利于减少和消除脊柱后凸畸形相关的危险因

素‘２例。
然而无论是ＰＶＰ还是由ＰＶＰ改进衍生出来的ＰＫＰ技术，它们都有各自的局

限性。首先，脊柱转移性病灶本身是不规则的，且肿瘤本身占有一定的体积，很
难保证根据肿瘤病灶破坏范围将骨水泥均匀分布到每一个角落，尤其对于椎体后
壁皮质不完整的病灶，骨水泥分布范围更有局限性；其次，骨水泥自身产热能力
有限，且其发热方式是通过直接和肿瘤接触面传导热量，因其形状的不规则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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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组织自身的热阻抗特性，很难保证将肿瘤组织尽可能的杀死；再次，因为肿瘤
组织在～定瘤荷压力状态下，肿瘤细胞或瘤拴会脱落而通过周围丰富的静脉血管
网发生远处转移或浸润周围正常组织，因此在撑开病灶和注入骨水泥的过程中，
理论上会存在因为增加肿瘤病灶内压力而发生肿瘤细胞扩散的可能；第四，因为
肿瘤血管网的广泛分布，骨水泥在注入后发热期之前会通过血管网漏出而更容易
出现毒性反应和对周围正常脏器的损伤等。
鉴于ＲＦＡ和ＰＶＰ在治疗脊柱肿瘤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于是临床工作者和

科研人员很自然的想到了把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应用。国外已经有
诸多学者报道采取ＲＦＡ联合ＰＶＰ治疗骨恶性肿瘤，初步探索表明此联合治疗方
法对于恶性骨肿瘤的治疗既可行又有效。

两种治疗方法具有互补作用，即可以保证有效杀灭肿瘤组织，又可以同时起
到防止病理性骨折的作用。鉴于ＰＫＰ比ＰＶＰ技术本身的优势所在，本文作者在
临床工作中尝试应用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患者，进行疗效观察。
２工作原理
２．１基本工作原理
２．１．１

ＲＦＡ

ＲＦ（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在热疗中指频率在１００ＭＨｚ以下的电磁波。射频加温

机制既有生物组织中离子传导电流所产生焦耳热的因素也有生物组织在高频电
磁场中因介电损耗而产热的作用呦１。

人体内含大量电解质，在外电场作用下电离为正负离子，并且发生离子
间同向、背向电极移动。在高频交变电流的作用下，正负离子随电流的振荡
频率发生相应的高速往返移动，从而产生传导电流。离子间及离子与周围组

织粒子的高速摩擦引起能量的欧姆损耗而产热。该作用在高频电频率较低时，
传导电流与欧姆损耗效应较明显。

电解质分子内的正、负电荷在外电场作用下同样发生相对移动，各自向相
反极性的方向运动。正负电荷各趋向一端成为偶极子。在高频交变电场作用下，
偶极子内电荷位置的移动产生位移电流。偶极子随频率高速旋转，与周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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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间摩擦，引起能量损耗，即介质损耗而生热。该作用在高频电的频率越高

时，介质损耗生热作用越明显。人体细胞的细胞膜与细胞内外也相当于电容结
构渊。人体对高频电的容抗较小，易通过人体组织的电容进入细胞，并发生介
质损耗产热，

产热较深而且均匀。ＲＦＡ治疗的电流回路（如图１）

基于以上两种内源热的产生机制以及容性结构的通透性，ＲＦ采用适当频率
的电磁场作用于局部癌瘤，使肿瘤组织升温至５０－１１０℃，

从而达到杀灭癌细

胞的目的，而周围正常组织不致受伤㈨，从而达到“原位灭活’’的作用。

实体肿瘤的ＲＦＡ（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是一种新兴的局部微创热损毁方
法。它是在超声、Ｘ线、ＣＴ、Ｍ刚或内镜引导下，经皮将针状或多极伞状电极

经皮刺入患者肿瘤部位，通过射频消融仪测控单元和计算机控制，将频率为
４６０ｋＨｚ～＇５００ｋＨｚ的射频电流通过消融电极传送到肿瘤组织内，利用肿瘤组织中
的导电离子和极化分子按射频交变电流的方向做快速变化，使肿瘤组织本身产生
摩擦热。当温度达到６０℃以上时，肿瘤组织产生不可逆的凝固坏死，坏死组织
（灭活组织）在患者体内（原位）将部分吸收（术后约一月），坏死组织周围形

成纤维包膜，包膜内聚集了中性ＤＮＡ，它能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提高疗效。
同时使肿瘤周围组织凝固坏死形成一个反应带，切断肿瘤血供并防止肿瘤转移。

（如图２）在肿瘤组织因为温度的升高而产生坏死时，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可通
过有效的血循环散热，因而可以尽量避免正常组织的热损伤。Ｒｏｓｓｉ等口订进行了
ＲＦＡ的动物及临床实验，发现通过射频消融所产生的癌组织坏死灶的大小和形状
与射频仪所采用的发射能量、暴露电极的长度、电极针的空间分布、预设定组织
阻抗和持续时间有关。
目前，国外射频治疗仪的生产厂商主要有：ＲＩＴ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Ｖｉｅｗ，ＣＡ），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Ｍｏｕｔａｉｎ Ｖｉｅｗ，ＣＡ）和Ｒａｄｉｏｎｉｃｓ（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ＭＡ），
均经美国ＦＤＡ批准用于肝肿瘤射频消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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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圈２
２．１＿２

ＲＦＡ电流回路图

ＲＦＡ热消融形成示意图

ＰＫＰ

骨水泥成形术是经皮将骨水泥注入病灶部位，以达到稳定骨折或防止病理性
骨折、减轻疼痛或治疗肿瘤的作刚，根据治疗的部位不同包括经皮椎体成形术

（ＰＶＰ）、后＾成形术（ＰＫＰ）（如图３）、骨盆发四肢骨转移瘤的骨水泥的灌注等
一系列微创方法。ＰＶＰ相比较于ＲＦＡ术的临床应用则起步较晚，近十余年卅较广

泛应用，而ＰＫＰ在１９９８年／Ｊ‘通过美国ＦＤＡ验证应用于临床ｏ“。骨水泥成形术咀其
创伤小、手术时间短、能明显改善骨转移瘤的临床症状已成为治疗骨肿瘤的古散
的、安全的、微刨的治疗方法。目前认为其发挥镇痛的机理可能是骨水泥的填充

稳定了椎体的病理性微骨折、增加了椎体的稳定性、骨水泥聚合时产生的热量阻
断痛觉传递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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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ＰＫＰ球囊挥开过程示意图
２．２成像系统
２．２１

Ｃ形臂ｘ光机成像系统

Ｃ形臂ｘ光机成像系统在术中的应用，大大促进了微创技术的开展和麻用。
术中通过高清晰Ｃ形臂ｘ光机各个角度的快速成像．可以迅速判断穿刺器械和
射频电机针的位哥以及台造影荆骨水泥的分布情况等，大大降低了骨水泥的渗漏
几率，降低了穿刺过程中ｉＦ常组织器官的损伤，避免了热凝固过程Ｌ｝ｌ因为射频电
极针位置币当而导致的脊髓或神经组织的热损伤。
２ ２．２

ＣＴ引导成像系统

ＣＴ成像对骨肿籀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好，其密度分辨率电明显优于ｘ线
甲片。ＣＴ对肿瘤累及范围、邻近组织尤其是神经、重要血管等显示良好．在显
示骨肿瘤病灶内结构与钙化、细小骨皮质破坏及病理性骨折等方面有其自身优
势，但其对哥肿瘤的软组织变化显示欠佳。ＣＴ良好的分辨率和断而解剖关系，
提岛了穿刺的精确度和安全性。ＣＴ引导Ｆ经皮ＲＦＡ＋ＰＫＰ技术的开展．使患者
创伤微小化，周时可以微创进行肿瘤组织学活，并且为防止术中脊髓及周同脏器

的损伤提供更加精确的边界，并使骨肿瘤的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和预后的评估
有了明罹提高。
２．２．３

Ｍ砌成像系统

ＭＲＩ检查的多平晴】成像优势，使其能更好显示肿瘤全貌。其对目髓异常卜分

敏感，冈此ｎ骨肿憎疗效评仙中起着极其重要作川，信号强度的变化可以提口Ｉ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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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内骨化和纤维组纵成分的变化。动态增强ＭＲ Ｈｉ仅能反映肿瘤强化效果和肿

瘤实际轮廓，还能显示肿瘤不同的增强类型，反映肿瘤内部不同的血管化程度与
灌注状态Ｉ”Ｉ。因此，ＭＲＩ成像对于肿瘤患者病灶范尉的判断有着重要的客观参
考价值。

３材料与方法
３．１设备及仪器
３．１．１射频消融仪主机：Ｓ－１５００型射频仪
生产厂家：上海摩尔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美国迈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Ｍｅｄ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圈４）

图４

Ｓ．１５００型射频仪

Ｓ－１５００型射频仪相关参数：
机身尺寸：１４ ７５ｃｍ

ｘ１７ ０ｃｍ

ｘ

５

２５ｃｍ（Ｗ

ｘＤ ｘＨ）

重量：２５ ｐｏｕｎｄ（１１ｋｓ）
功率：Ｏ一１ ５０Ｗ功率发放精确度：＝Ｉ：１０Ｗ
频率：４６０ｋＨＺ
电源：１１０－－２４０ＶＡＣ，５０—６０ＨＺ，通用电源

温度范围：１５—１２５℃书℃（５个独立的温度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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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范围：１０－－９９９Ｑ±２００

控制模式：兼有温度挖制（温控）和功率控制（瓦控）模，ｔ
３．１．２射频电极针
生产厂家：上海摩尔技术订限公司提供美冈迈德医疗科技十ｆ限公司
（Ｍｅｄ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ｎｃ）。
ＭＳＩ ＳＡ电极技术资料（图５

尺寸
有效长度１５、２５ｃｍ
套管外径１３、１４、１５９ａｕｇｅ
刻

度１ｃｍ±０ｌｃｍ

探针完全展开后直径５、１０、１ ５、２０ｍｍ

一—、
圈５

ＭＳＩ ＳＡ电极

ＭＳＩ ＴＡ电极技术资料（如图６．１．２

尺寸
有效长度】５，２５ｃｍ
套管外径ｌ ３、１４、１５９ａｕｇｅ
到

度ｌ ｃｍ＋０１ｃｍ

探引完全展丌厉直径２０、３０、４０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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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图６（Ａ－Ｂ）ＭＳＩＴＡ电极

电气指标
电极线路阻抗（１０Ｑ
热电偶线路阻抗（１５００
电极与热电偶之间阻抗≥５ＭＯ

电极与绝缘套管之间的阻抗≥５ＭＱ
材料生物相容性
一细胞毒性

过敏性、致敏性
急性系统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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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处理
电子柬或瓦斯灭菌
储藏温度
Ｏ～４５℃

３．１．３工作通道
自制骨皮质开ｕ器两把，开口器顶端规格分别为直径３
ｘ

ＯｍｍＸ４５ｒａｍ，３．５ｍｍ

４５ｍ
Ｃｏｏｋｅｒ公司产骨穿刺活检针一套
以色列锥体成型工作通道系统，规格４ ＯｍｍＸｌ５ｃｍ（如图７）

懑
■
图７ Ｃｏｏｋｅｒ骨穿针和ｌｍｌ洼射器
３．１．４影像学设备
ｃＴ成像系统：德国西门子Ｐｉｃｋｅｒ

ＰＱ

５０００型ｃＴ成像系统

ｃ形臂ｘ光机系统：德国西门子ＳＩＲＥＭＯＢＩ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系统
３．１．５

ＫＰ器材

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术器械：美国Ｋｙｐｈｏｎ公司生产。（如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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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气囊扩张系统
椎体成形术器械：山东龙冠医疗器械用品有限公司［鲁药管械（试）字２００２
第２０３０１２０号］
注射器：５ｍｌ、ｌＯｍｌ、２０ｍｌ

造影剂：碘海醇ｌＯＯｍｌ，欧乃派克５０ｍｌ
３．１．６骨水泥
注射用ＩＩＩ型（含显影剂）丙烯酸树腊骨水泥（Ｂｏｎｅ Ｃｅｍｅｎｔ）

来源：天津市合成材料工业研究所（Ｔｉａｎｊ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编号：津（食）药监械生产许２００５００７ｌ号

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编号：国食药监械（准）字２００５第３６５０２６７号
产品规格为粉料４０９
液料２０ｍｌ

３０９ ２０９ ｌＯｇ

１５ｍｌ

ｌＯｍｌ

骨水泥放置条件；２３℃±１℃
骨水泥物料状态的变化如下（如表１）

５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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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骨水泥物料状态变化

３．２病例资料
临床选取８例共１ｌ处脊柱转移瘤患者，年龄３２—７５岁，平均５６．６岁；病灶
在Ｔｌｌ上的ｌ例，Ｔ１２上的１例，Ｌ１上的２例，Ｌ２上的２例，Ｌ４上的３例，Ｌ５
上的２例。对所有患者在全麻下行影像学定位引导ＲＦＡ联合ＰＫＰ进行治疗。术
中射频消融参数设定为４￣６分钟，治疗温度９５±５℃，射频电极有效治疗直径
１．５ｃｍ－．，２．０ｃｍ，所有电极都准确插入瘤巢中心，对于肿瘤形状不规则病灶调整电
极角度和方向多次消融。术前、术后进行ＭⅪ病灶扫描，进行影像学对比。随
访６，－，１２月，平均８．４月，视觉模拟标度尺（ＶＡＳ）作为术前、术后临床疗效评

定参数，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如表２）
表２
＼ 姓名

８例椎体转移性肿瘤患者情况汇总

性别

年龄

病灶数 侵犯椎体 原发肿瘤

随访时间

１

刘ＸＸ

男

６２岁

２ Ｌ２、Ｌ４

前列腺痛

１２月

２

顾ＸＸ

男

７０岁

１ Ｌ１

前列腺癌

９月

３

张ＸＸ

男

７５岁

ｌ Ｌ５

肺腺癌

７月

４

黄ＸＸ

女

３２岁

２ Ｌ４、Ｌ５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６Ｈ

５

杨ＸＸ

男

６２岁

ｌ Ｌ４

肺腺癌

９月

６

姚ＸＸ

女

５７岁

１ Ｔ１２

鼻咽癌

８月

７

徐ＸＸ

女

４７岁

２ Ｔ１ １、Ｌ１

乳腺癌

６月

８

黄ＸＸ

男

４８岁

１ Ｌ２

肾透明细胞癌

１０月

４治疗方法
４．１术前准备
术前与患者签订手术知情同意书，详细讲述ＲＦＡ治疗脊柱肿瘤的原理和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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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预期目的。对患者心理素质进行评价，针对性消除患者的恐惧感，以积极配
合治疗。术前常规检查心电图、出凝血时间、脊柱正侧位Ｘ线片、病变椎体的
ＣＴ扫描和三维重建、ＭＲ平扫加增强和全身核素骨扫描（ＥＣＴ），明确患者对麻醉

药物或抗生素是否过敏，年龄超过６５岁患者需进行心肺功能检查。对患者全身
和局部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明确肿瘤部位、大小以及与周围组织器官的比邻关系，
以及对于椎弓根进行解剖学评估。根据影像学资料制定空间布针方案，选择不同
规格的电极、设计进针点及进针方向。对于体积较大、形状不规则的骨转移病灶，
需多次进针达到消融范围，相邻进针位点射频治疗有效半径一般可叠加３０％－－－
５０％。

术前活组织检查可明确肿瘤性质，指导下一步对肿瘤的综合治疗。术前需准
备肿瘤穿刺活检器械，以备术中使用。对于影像学显示肿瘤血运丰富的肿瘤组织，
可于术前进行局部数字剪影血管造影（ＤＳＡ），必要时进行局部血管的明胶海绵栓
塞，病理明确者可于血管栓塞前血管内注射对肿瘤细胞敏感的化疗药物进行局部
化疗。

４．２术中操作
患者俯卧于Ｃ形臂Ｘ光机或ＣＴ机检查平台上，下面可挚拱型支架、腰桥或

双垫，前臂建立静脉补液通道，行全身麻醉。麻醉成功后根据患者椎体破坏情况
选择行单侧或双侧经椎弓根治疗。安尔碘消毒病灶区域术野皮肤直径约３０ｃｍ，
铺无菌洞巾。Ｃ形臂Ｘ光机或ＣＴ扫描定位病灶范围，ＣＴ扫描层厚为３ｍｍ～５ｍｍ。
定位进针点，进针点原则上选择经椎弓根入路，尽可能防止周围神经、血管和组

织脏器的损伤。透视定位大致进针点和进针方向，经皮穿刺时穿刺针尖以横突来
定位穿刺点的上下方向，以椎板来定位穿刺点的左右方向，腰椎的椎板根部突起

为关节突，探到“人＂字脊，在“人＂字脊的顶点进针，穿破皮质进入到松质骨
后有落空感（如图９、图１０）。穿刺的初始深度最好不要超过５ｍｍ，以利于调整
方向，减少椎弓根破坏和脊髓神经的损伤。成像系统辅助调整进针方向，在正对
病灶部位皮质上用手钻钻透皮质，直达病灶。将手钻取出，用美国Ｃｏｏｋｅｒ公司
产骨活检针经原通道刺入病灶，取部分病灶组织放置于甲醛溶液中送病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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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缔椎弓根八路穿刺路径（Ａ Ｊｆ：始位置；Ｂ椎弓根中段：Ｃ椎弓根和椎体

连接处：Ｄ椎体中段位置；Ｅ最后穿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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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Ｏ实体模拟穿刺进针方向和位置（Ａ．后．前位ｘ线显示穿刺针应到达的位
置为椎体中线；Ｂ．侧位Ｘ线显示穿刺针应到达椎体的后１／５处）
根据肿瘤具体位置和肿瘤破坏程度，取规格为直径１５Ｇ、射频电极有效范围
为１．５ｃｍ～２．０ｃｍ的单极或伞状电极针沿穿刺通道刺入病灶内，再次ＣＴ扫描见电
极位于病灶中心。线路连接射频消融仪，负极电板贴于对侧大腿后外侧，设置消
融参数为射频有效时间（即达到治疗温度的时间）４～８ｍｉｎｕｔｅｓ，功率１００－－１５０Ｗ，
温度９０。Ｃ。启动射频消融仪，到达治疗时间后缓慢取出射频电极，再次扫描病
灶区见病灶区残留穿刺痕迹。
根据肿瘤大小选取不同规格的射频电极针经工作通道插入病灶内，再次影像
学扫描见电极位置确切，伞状电极充分打开，线路连接射频消融仪，负极电板贴
于下肢后外侧，设置消融参数为治疗温度９５℃±５℃，治疗时间设为５ｍｉｎ－－一１０ｍｉｎ，
功率设为１５０Ｗ。启动射频消融仪，当达到治疗温度９５℃后机器开始自动倒计时。
治疗时问结束，机器自动停止，缓慢取出射频电极，热凝穿刺针道防止出血。根
据病灶范围和大小，不同进针点依同样步骤进行穿刺、布针、消融。在无重要的
神经、血管及重要脏器损伤的前提下，消融边界应当超出肿瘤边界约０．５＂－－＇１．０ｃｍ。
ＲＦＡ结束后，沿原工作通道植入单侧或双侧球囊，用专用球囊加压器缓慢加
压，直至球囊扩展至终板或者预计的椎体扩展效果时停止继续扩展，防止因球囊
扩张过度而导致的椎体再骨折或者球囊破裂。调制骨水泥，取出球囊，Ｃ形臂Ｘ
光机或ＣＴ检测下将骨水泥缓缓推入椎体空腔内，边推骨水泥边透视，使空腔完全
填塞，也防止骨水泥漏出到椎体以外的地方。注射骨水泥时，需把握好注射的时
间，时间太短，则骨水泥太稀，容易漏出或进入静脉血管网，时间过长则阻力增
大，影响注入骨水泥的量。注入速度应当先快后慢，注入骨水泥量以３－５ｍｌ为宜

（包括管道内的１．５ｍ１）。骨水泥尾丝的处理，应当停留推杆，先拔注入器，再拔
套管，防止骨水泥留尾。取出器械，压迫止血，切口缝合一针。术中为防止骨水
泥反应，可于骨水泥注入之前适当静注激素。针眼处酒精纱布、无菌敷料包扎。

常用工具包括１１－１３Ｇ穿刺针，ｌｍｌ注射器，骨科小锤，骨水泥和单体（ＰＭＭＡ），以
及Ｃ臂ｘ光机和／或ＣＴ等。（如图１１、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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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ｌ术中操作照片

图１２球囊撑开病灶示意图

术后适当静脉用抗感染及消肿药物，６ｈ内平卧ｔ给予消炎痛栓１００ｍｇ纳肛
或肌注强痛定１００ｍｇ，以减轻凶组织热消融在麻醉消退后出现的局部疼痛。继续
口服抗生索３ｄ预防感染。

４，３典型病例
倒１徐ＸＸ，女，４７岁．乳腺癌术后２年出现腰背部疼痛１周，夜问疼痛明显，
服用“消炎镇痛类药物”症状可缓解，停用药物症状复发，ＥＣＴ及ＭＲ／检查提
示Ｔ１１、Ｌ１椎体转移灶。全麻下行Ｃ形臂ｘ光机透视下Ｔ１１、ＬＩ经椎弓根入路
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转移灶。术前ＶＡＳ评分６分，术后３天降为３分，术后ｌ周

将为２分，术后１月降为１分，术后３月症状基本消失。（如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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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徐ＸＸ治疗经过及影像学资料（ＡＥＣＴ显示Ｔ１１、Ｌ１浓聚；ＢＴｌｌ病灶：
ｃＴ病灶；ＤＭＲＩ矢状位显示病灶范田：Ｅ术后ｘ线侧位片；Ｆ—Ｇ术中照片；Ｈ

射频电极病灶内消融位震；Ｉ．ＰＫＰ球囊撑开１
例２黄ＸＸ，女，３２岁，因发现乳腺部肿块行影像学及病理活检，诊断为乳腺
浸润性导管癌，因拒绝行乳腺扩火切除术，螭持中医药治疗１年。出现Ｆ腰部疼

痛不适１月再次就诊，检查ＥＣＴ及ＣＴ提示Ｌ４，Ｌ５椎体转移。征得患者同意后
全麻Ｆ行Ｃ形臂ｘ光机透视下Ｌ４、Ｌ５经椎弓根入路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转移灶。
术前ＶＡＳ评分８分，术后３天降为４分，术后１周将为３分，术后１月降至１

分，术后６月腰椎疼痛症状未再出现。后因患者出现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脏器
功能衰竭死亡。（如图１４）

射顿）自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彤术治疗椎体转移－睦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熏

飞飘，
嚏飘
圈１４黄瓤治疗经过及影像学资料（＾ｕ

Ｌ４椎体病灶；ＢＬ５椎体病灶；ＣＲＦＡ插

入病灶；Ｄ ＰＫＰ球囊撑开；Ｅ．骨水泥注入正位片；Ｅ骨水泥注入侧位片；Ｇ伞状
电极消融术后黏附坏死组织。）

倒３杨叛，男，６２岁，因下腰部疼痛不适３月就诊，检查腰椎ｘ线及ＭＲＩ提
示Ｌ４椎体占位性病变，行胸部ｘ线及ＣＴ扫描示肺部占位，穿刺活检提示肺腺
癌。全麻下行Ｃ形臂ｘ光机透视下Ｌ４经椎弓根入路ＲＦＡ联合ｐＩＧ＇治疗转移灶。
术前ＶＡＳ评分６分．术后３天降为３分，术后１周将为２分，术后１月降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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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术厉６月腰椎疼痛症状来消失。随时９月患肯腰部症状无复发。（如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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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圈１５杨ｘｘ治疗经过及影像学资料（Ａｘ线显示Ｌ４骨皮质完整；ＢＭＲＩ显示
Ｌ４椎体肿瘤病灶边界清晰；Ｃ．伞状电极在病灶内打开；Ｄ射频消融仪；Ｅ．消融术
后电极黏附坏死组织；Ｅ消融术后肿瘤组织固缩、坏死；Ｇ球囊撑开痛变椎体：
Ｈ．骨水泥注射后显示充盈良好）
４．４

ＶＡＳ评分系统（帖１０）
８例患者治疗前后ＶＡＳ值变化情况表（如表３，图ｌ ６．图１７）
表３

＼

术前

ＶＡＳ值与治疗前后随访时间列表

术后３天

术后１月

术后１周

术后３月

术后６ｆｌ

ｌ

８

４

３

２

１

１

２

９

５

３

２

ｌ

１

３

７

４

２

１

０

１

４

８

４

３

ｌ

ｌ

１

６

３

２

１

１

１

６

７

３

２

ｌ

０

１

７

５

２

１

１

ｌ

ｌ

８

６

３

２

１

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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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后ＶＡＳ值与髓访时间变化图

｛厩＝
请疗前后随访时问

图１６所有患者治疗前后ＶＡＳ值与随访时『自Ｊ变化图
注：０术前；ｌ术后３犬；２术后１周：３术后１月；４术后３月；５．术后６月）
治疗前后ＶＡＳ均值与随访时间折线圈

Ｌ＝！兰羔上划

ｌ。
９

８

＾７

苫６
蚓５
辅４

兽
＞３
２

ｌ

ｏ

１

２

治３疗前苦ｋ访鼎

图１７治疗前后ＶＡＳ均值与随访时间折线图
（注：０术前：ｌ术后３天；２术后ｌ周；３术后１月：４术后３月；５术后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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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治疗结果

对所有患者都成功实施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手术，在治疗过程中和治疗后无相关
并发症发生。在治疗结束６小时麻醉药物代谢后给予顿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１次
（西乐葆２００ｒａｇ或芬必得３００ｍｇ等），以缓解因穿刺本身引起的疼痛。适当给
与抗感染及消肿药物及适量激素治疗。一周内出现的轻微疼痛可以通过再次口服
止痛药物予以缓解，所有患者一周后疼痛明显减轻，随访ｎ１２个月，平均８．４
个月，无症状复发病例。
６统计学分析
分别对术前ＶＡＳ评分数值与术后３天、１周、１月、３月、６月进行配对资
料的Ｔ检验，求得Ｐ值均＜０．０１，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术后患者疼痛较术前明
显改善，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具有明确的临床疗效。
７讨论
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的应用和推广，首先考虑的是其是否安全的、有效的，和

传统治疗方法相比是否创伤较小的，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否是可行的。ＲＦＡ
和ＰＫＰ技术的联合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增强了相互之间的
互补性。我们对８例患者１１处脊柱转移病灶行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表明，该方法
是安全、有效、微创、可行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于ＲＦＡ联合ＰＶＰ
治疗脊柱肿瘤有了一定的阐述。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ｍａｓａｌａ等嘲１通过研究认为ＲＦＡ联合

ＰＶＰ具有相互叠加、协同的治疗效应。在椎体成形术前施行ＲＦＡ引起局部的组织
离子激发及随后的摩擦生热，导致局部凝固性坏死，达到破坏肿瘤组织的目的，
消融所形成的血栓栓塞了椎旁静脉丛，减少了骨水泥渗漏的机会，同时也减少了
肿瘤在一定压力下经脊椎静脉网的血运转移等相关的并发症。Ｏｌｉｖｅｒ

ｓｃｈａｅｆｔｅｒ

等陆蚓通过研究认为采用ＲＦＡ联合ＰＶＰ治疗可以使骨水泥在瘤骨内的分布更均
匀，从而引起肿瘤细胞的凝固性坏死，骨水泥的沉积更符合骨的力学结构，由
于在注射骨水泥之前选择了ＲＦＡ治疗，消融所产生的热量可以促使骨水泥弥散分
布更均匀。脊柱椎体是肿瘤常见的转移部位踟，这些部位的转移性肿瘤尤其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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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ＦＡ治疗。Ｒａｌｆ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等侧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他们通过对２２

个患不同原发瘤的骨转移瘤患者的长达５年的随访观察后指出：ＲＦＡ联合骨水泥

成形术对疼痛的缓解率基本达１００％，比单纯应用骨水泥成形术的缓解率（５０～
９７％）要高的多。国内李晓群等报告汹１，单纯应用骨水泥的有效率约为８１．５％
（８４／１０３）。采用骨水泥填充取代ＲＦＡ后的病灶空腔可以有助于稳定病变椎体并
且防止病理性骨折的发生，其安全性取决于肿瘤发生部位，只有当肿瘤位于脊髓

附近，神经损伤风险才明显增加。Ｍａｓａｌａ Ｓ等Ｈ∞通过对一位６６岁的乳腺癌并胸
椎转移的患者的联合治疗后认为ＲＦＡ联合ＰＶＰ是可行、有成效，对于伴有严重疼
痛的骨转移瘤患者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选择。Ｇ Ｃａｒｒａｆｉｄｌｌｏ等Ｈ订则通过对一位８２

岁的结肠癌腰椎转移的患者进行联合治疗后认为其对于无法进行常规手术且化
疗效果不佳、且伴有剧烈疼痛的患者是可供选择的方法。综上所述，基于ＰＫＰ和
ＰＶＰ相比所具有的优点，对脊柱肿瘤采取ＲＦＡ联合ＰＫＰ的方法是安全、有效的、
可行的。

椎体后壁皮质的完整性，是防止脊髓损伤的重要保障。Ｄｕｐｕｙ等Ｈ２１在研究中
认为在进行ＲＦＡ之前应当对病灶周围的软组织、神经及血管等有一个系统评价，
保证一个相对安全的治疗区域，在进行椎体肿瘤消融时，椎体后缘骨皮质就成为
了一道天然的热的绝缘体，其对保护椎体周围的重要结构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治疗前如果能够进行系统评价，就可以减轻肿瘤负荷、稳定病变椎体的同时，又
可以大大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以上联合治疗的前提要求是确保椎体后缘骨皮质

的完整性，才有可能防止注入的骨水泥向椎体后缘渗漏所引起的并发症，这也限
制了联合治疗的使用范围。随着人们对并发症认识的不断提高以及操作技术的不
断改进，也有学者尝试对椎体后壁皮质不完整的患者进行联合治疗。Ｅｄｗｉｎ
ｄｅｒ

ｖａｎ

Ｌｉｎｄｅｎｎ等Ｈ３１通过ＲＦＡ联合ＰＶＰ治疗１２个伴有椎体后缘骨皮质破坏的患者，

其选择的患者椎体后缘被破坏的区域不超过椎管外缘的１／３，操作时将射频消融
仪调整成温控或瓦控模式，通过电极针尖端的传感器根据需要实时监控电极释放
的能量和热量，并根据反馈的数据调整需要的消融参数，保证在治疗的同时减少
了对周围正常组织和神经热损伤的可能性。结果表明，患者的选择和术中操作技
巧是保证获得满意的疗效的基本条件。

明确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是ＲＦ＾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瘤的效果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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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的保证。脊柱转移性肿瘤实施ＲＦＡ联合ＰＫＰ的共同主要适应症包括：手术无
法切除的恶性脊柱转移性肿瘤常引起顽固性疼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的患

者；转移病灶引起病理性骨折的患者，以及对放疗化疗及药物治疗无效或效果不
佳的伴有剧烈疼痛的患者。其共同相对禁忌证主要有：椎体骨折线越过椎体后缘
或椎体后缘骨质破坏、不完整者；体质极度虚弱，心、脑、肾功能严重障碍不能
承受手术的高龄患者；严重的神经系统疾忠或全身情况差难以耐受手术及麻醉的
患者，有严重出血倾向或有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病灶所在部位邻近重要
脏器、血管、神经；手术部位附近有隐性感染灶或有活动性感染的患者；成骨

性转移性肿瘤者；合并脊髓、神经受压的患者；局部皮肤有感染者。而对于合并
椎弓及小关节破坏者，可以在影像学精确引导下进行ＲＦＡ，而这正是ＰＫＰ的相对
禁忌症，因此更能体现ＲＦＡ和ＰＫＰ的协同互补性。考虑我们的治疗都是经椎弓根
入路进行，如一侧椎弓和小关节突被肿瘤侵蚀者，可以选择先对该病灶进行ＲＦＡ，
然后经对侧椎弓进针行ＰＫＰ治疗。而对于成骨性或混合性转移病灶，因为进行
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时存在进针和撑开时较困难的问题，所以可以列为相对适应症。
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的理论上存在相关并发症。Ａｔｓｕｈｉｒｏ

Ｎａｋａｔｓｕｋａ等ｍ１在２００４年通过对１７例实施ＲＦＡ治疗的患者进行观察，其中有４
例患者发生了神经损伤（２４％），神经损害作为主要的并发症发生在４例椎体转移
的患者身上，占所有患者（１７例）的２４％。４例患者在ＲＦＡ过程中都有下肢放射
痛。虽然在患者感觉疼痛的时候，立即停止ＲＦＡ治疗，但还是发生了神经损伤。
４例患者中有３例椎体后皮质受侵犯，１例神经根受损。３例椎体后皮质受损的

患者后来发展成了不完全型截瘫，经过康复治疗症状有所恢复，神经根受损的病
人最后发展成神经根刺激痛，经过康复治疗未见改善，治疗过程中未出现与治疗
本身有直接联系的其他并发症。因此，电极针与重要神经、血管的间距至少为ｌ

ａｍｎ钉是保证避免神经损伤的安全范围。临床应用中涉及重要神经组织的温度也尽
可能控制４２℃以下，不宜超过４３℃，对于包裹神经组织的肿瘤进行ＲＦＡ治疗时，
以上温度参数为避免出现神经损伤等并发症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参考数据ｍ１。ＰＫＰ
过程中存在的并发症主要是骨水泥渗漏引起的后果。骨水泥成形术一般存在不同

程度的渗漏，因而可能压迫周围血管神经和重要脏器。脊柱转移瘤应用球囊后渗
漏率恶性肿瘤为５％，－－－８％，其中３％～６％发生短暂的神经根损伤症状，用药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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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缓解，其中２％，－－．－３％的患者需手术减压“刀。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㈨报道１例骨水泥成
形术后引起严重的椎管和椎间孔狭窄，可能与终板或椎体侧壁皮质破裂和骨水泥
外漏有关。因此在治疗过程中要合理把握病灶撑开幅度，防止椎体因为撑开空间
过大所造成的椎体后壁裂开，同时在注射骨水泥时要合理把握注射时机和速度，

尽量达到既可以使骨水泥充分充填又避免骨水泥注入过快、过稀而导致的渗漏。
评价一种治疗方法的利弊好坏，需要有明确的疗效评价方法。目前我们对
ＲＦＡ疗效的评价是基于患者自身对疼痛的感觉来评估的，多采用直观模拟标度尺
评分（ＶＡＳ）。Ｄｕｐｕｙ等㈨首先报道了ＲＦＡ治疗骨转移瘤可以缓解疼痛。在这些研
究的基础上，他们进行了可行性研究，以确定ＲＦＡ在治疗骨转移病人中的安全性
和优势，初步研究数据显示这一过程是安全的。一项最新的可行性临床试验以及
相关的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表明对伴有严重疼痛的骨转移瘤患者实施ＲＦＡ治

疗是安全的而且可以明显缓解疼痛删。但是ＲＦＡ只对局部病灶进行治疗，治疗本
身并没有改变肿瘤的生物学特性，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肿瘤，仅仅是缓解肿瘤患者
的临床症状，因此ＲＦＡ只是一种姑息性的治疗方法，相当于外科手术的减瘤术，
当然ＲＦＡ在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缓解剧烈疼痛方面则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
ＲＦＡ治疗往往受病灶大小、所在解剖部位、数量等因素的限制，单个消融电极使
组织坏死区域最多为１．５ｃｍ，对于大的直径超过５ｃｍ、邻近重要血管和神经的病

灶，单纯的消融很难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虽然多极式射频探针使得组织凝固
坏死区域达到３．５－－一７ｃｍ，但为了让热传导能够达到足够的范围，ＲＦＡ治疗区域
需要包括周边的部分正常组织，目前认为ＲＦＡ治疗的范围以不超过６ａｍ为宜。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Ｈ．ｗ．等借助一个可展开的芯片电极对１０个椎体转移肿瘤患者进行

ＲＦＡ治疗并随访１４个月，以此观察结果总结后认为ＲＦＡ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
而且在治疗骨转移瘤方面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啼ｋ翱。Ｃａｌｌｓｔｒｏｍ等啼１１搜集１２
个经过ＲＦＡ治疗的患者的资料后总结ＲＦＡ是治疗伴有剧痛的转移性骨肿瘤是一种

有效安全的方法。综上可以认为ＲＦＡ是治疗伴有剧烈疼痛的骨转移瘤比较理想的
安全、有效、微创的姑息性方法。Ａｆｓｈｉｎ等旧１十年回顾，认为８３％骨肿瘤患者
椎体部位骨水泥成形术能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并有良好的止痛效果。另一组患者疼
痛消失或明显减轻达８ ４％且持续达一年，行后凸成形术患者椎体增高４２％

（ＳＤ＝２１％），后凸矫正４．１度（ＳＤ＝３．７度）嘲１。当我们认为，鉴于肿瘤对椎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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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规则性，且行ＲＦＡ后再行ＰＫ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预防椎体病理性骨折的发
生，因此，将椎体恢复高度应用于此作为评价指标不是很合理，在临床上目前只
能以患者疼痛缓解情况（ＶＡＳ）作为评价该治疗方法的有效指标。至于是否更好
的疗效评价方式，还取决于治疗人群的种类以及治疗目的而定，这需要多方面的
探讨。

综上所述，ＲＦＡ技术联合ＰＫＰ在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缓解疼痛、提高生活
质量等方面具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对于最大范围地杀死肿瘤细胞和稳定病

变椎体起很大作用，但此联合治疗尚需理论和技术上的进一步论证和完善同样也
需要长期随访评估。目前临床尚无大宗病例进行系统的随机对照来证明此联合治

疗比单纯应用ＲＦＡ或单纯应用ＰＫＰ或ＲＦＡ联合ＰＶＰ治疗更有优势：比如由于患者
的原发肿瘤性质和部位不同，导致研究人员很难找到同质的病例对照组等等因
素。而且从技术方面来说ＲＦＡ术联合ＰＫＰ治疗骨肿瘤也并不是一种简单无风险的
手术，可能由于治疗本身及手术者的操作不当出现一些并发症，因而手术者应该

经过严格的训练，在多科室协作和高清晰影像学设备引导下进行。鉴于ＲＦＡ联合
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国内外尚未见相关文献报道，且采用这种方法所做的实

验还很有限，仍需要在基础研究和临床长期随访过程中不断验证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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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出｜ｊ中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全文总结
射频消融及联合骨水泥成形术治疗转移性瘤已在临床取得明显效果，而射频

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经我们临床观察，也取得比较理想
的疗效。了解并控制射频消融过程中的热场分布和消融区范围，是脊柱转移瘤治

疗安全、提高疗效的关键。本实验通过实时测温和有限元分析方法对骨射频消融
热场分布特点进行了初步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１．有限元法模拟单电极骨射频热场与实测热场在热场分布范围上有较好的
吻合性，有限元热场分析和模拟基本反映了骨射频消融热场的分布和变化规律。
２．有限元分析和计算机模拟为热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方法，利用计
算机进行人体三维温度场的实时模拟和重构，有望使临床肿瘤热疗的方案更合
理、有效和安全。

３．椎体后凸成型骨水泥放热产生的热场分布情况与骨水泥分布的形态有
关。
４．射频消融产生的热场分布情况与射频电极的功率、作用时间及骨组织的
阻抗有关。
５．

影像学定位引导下ＲＦＡ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是一种简单、微

创、安全、有效的技术。术中需要精确定位和多科室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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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射频消融联合骨水泥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
性肿瘤的进展

摘要脊柱转移瘤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疾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寿命的
延长，脊柱转移瘤越来越常见，是脊柱原发肿瘤的３５’４０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射频消融技术在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不断获得新进展，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应
用方面有新突破，已成熟应用于病灶局限的良性骨肿瘤如骨样骨瘤的治疗，对骨
盆和四肢的局限性转移性肿瘤的治疗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原发性或转移性椎体肿
瘤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表明，该技术对于椎体后壁骨皮质完整的病损有良好的
应用价值。单纯骨水泥成形术和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在减轻疼
痛维持椎体稳定、防止病理性骨折方面有着明确的效果。椎体后凸成形术的应用，
使单纯骨水泥成形术中骨水泥渗漏并发症明显下降，是骨水泥技术应用的一大进
步。然而单纯骨水泥发热对热损毁肿瘤病灶效果有限。射频消融联合骨水泥成形

术治疗转移性肿瘤可起到稳固骨的力线，防止病理性骨折的作用。射频消融联合
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具有优势互补的作用。三维热力学有限元方
法的应用，为我们分析热在肿瘤和骨组织中的热场分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工

具。如何在保证重要神经、脏器安全性的基础上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需要在基
础研究和临床实践中不断探讨。
关键词射频消融；骨肿瘤；微创治疗；椎体成形术；直观模拟标度尺：后
凸成形术；椎体转移灶；有限元
脊柱转移瘤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疾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寿命的延长，

脊柱转移瘤越来越常见，是脊柱原发肿瘤的３５’４０倍。多数发生于胸、腰椎，其
次是颈椎，尤其多见于老年患者，但中年甚至青年患者也可见。肿瘤组织可直接
破坏脊椎骨质，损毁脊柱生物力学结构，并常累及脊髓、神经根等重要结构，造
成顽固性的颈、胸、腰背部疼痛症状和神经功能障碍，故脊柱肿瘤的致残和致死

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率均较高。针对一些无法进行开放性手术、放化疗效果不佳、体质较弱的患者，
寻求有效的微创治疗以减轻疼痛、改善生活质量，是一种迫切的需求。射频消融

技术和骨水泥成形技术应运而生，在治疗骨转移性肿瘤方面取得近期满意的效
果。

骨肿瘤的高温治疗从实验到临床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兴趣，高温结合放疗，化
疗以至免疫治疗已经取得初步满意的效果，被誉为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工程技术
手段的局限被认为是妨碍肿瘤高温治疗进展的主要原因。目前应用高温治疗的方

式有聚焦超声、射频、微波、循环热水等，随着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从
设备原理到温度测控等方面与当初相比，有了极大的改观。
１．射频消融技术的发展历史
射频消融（ＲＦＡ，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是一种新兴的微创热疗技术，
治疗肿瘤的基本原理与激光、微波及高强度超声相似，是一种热损毁的方法。它

是在超声、ＣＴ、ＭＲＩ或Ｃ形Ｘ光机等影像学引导下，经皮将针状或多极伞状电极经
皮刺入患者肿瘤部位，通过射频消融仪测控单元和计算机控制，将频率为
４６０ｋＨｚ，－－－－５００ｋＨｚ的射频电流通过消融电极传送到肿瘤组织内，利用肿瘤组织中的
导电离子和极化分子按射频交变电流的方向做快速震荡，使肿瘤组织本身产生摩
擦热。当温度达到４５—５０℃以上时，肿瘤组织即产生不可逆的坏死。消融后射频

区域周围形成一个反应带，切断肿瘤血供并防止肿瘤转移。ＲＦＡ具有操作简单方
便、创伤小、疗效确切、适应症广、疗程短、见效快、并发症少等优点。
高温对肿瘤细胞有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是射频消融治疗实体肿瘤的主要机

理之一。在４０－４４℃范围，肿瘤组织对热损伤比正常组织更为敏感ｎ’２１。对特定的
肿瘤，轻度高温可启动程序性死亡，即细胞凋亡。高温对血管的损伤产生缺血可
造成继发性肿瘤细胞坏死（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实验表明尽管少量肿

瘤细胞能在中等高温治疗后存活并可培养克隆出来，但这些细胞在体内却明显进
行性减少，其最可能的原因是继发于缺血而死。肿瘤组织的血管与正常组织的血

管相比，从结构到功能都是不完善的，更容易受高温损伤，乏氧与缺血坏死是实
体恶性肿瘤十分常见的现象。肿瘤组织能分泌血管生成物质并通过血管生成反应
维持其生存与生长。在培养中加入内皮生长因子，可以增加内皮细胞对高温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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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性，提示增生活跃的血管内皮对高温比正常血管内皮敏感。临床资料也表
明肿瘤血管比正常组织血管更容易受高温损伤。

Ｒｏｓｓｉ等Ｄ１进行的ＲＦＡ动物及临床实验发现，ＲＦＡ引起的癌组织坏死灶的大小
和形状，与射频仪治疗所采用的发射能量、暴露电极的长度、电极针的空间分布、
预设定组织阻抗和持续时间有关。射频热消融的基本目的是在肿瘤组织范围内达

到均匀的治疗温度，而使周围正常组织的温度保持在安全的水平。标准的射频治
疗技术可使局部组织温度超过９０℃，使肿瘤组织及周围的实体组织发生凝固性坏
死，同时肿瘤周围的血管组织凝固形成一个２～５ｍｍ反应带，使之不能断续向肿瘤
供血和防止肿瘤转移，组织的微循环系统完全破坏而导致血管栓塞。而大血管因
血流较快，可迅速带走射频产生的热量，不会导致血管温度升高而损伤血管。热
能将使电极周围组织产生一个边界清楚的球形坏死区，使被此区覆盖的肿瘤组织
破坏死亡。电极周围组织因过热而发生炭化，增加了组织的阻抗，降低射频能量
的释放，最终热能导致坏死区的大小与射频电流的平方（称为射频能密度）成正
比，单极射频针产生的能量与距电极的距离平方成正比递减。因此，传统的单极
射频针所致的凝固性坏死区直径最大仅能达到１．６ｃｍＨ一，新近研制出的多极射频
针具有多枚弧形电极，电极的绝缘外鞘进入肿瘤时，电极缩于鞘内，在实时超声
的引导下，电极在肿瘤内放射状菊花形弹开，形成一个直径２．Ｏ～５．Ｏｃｍ电极丛，
从而加大了射频消融毁损肿瘤的范围，一次可使组织凝固性坏死范围达６ｃｍ左右
呻１。我们应用伞状射频电极对８例骨转移患者进行治疗，收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嘲。
但因为肿瘤的不均质性，导致温度呈梯度分布，很难在肿瘤组织内达到均匀的治
疗温度，几乎不可避免某部分肿瘤组织在治疗温度或治疗剂量以下，除非肿瘤范
围小而位置浅表。除了上述原因，肿瘤组织内的血管也会带走一部分热量而起到
冷却作用。
椎体转移性肿瘤最多见的骨转移性病损，与之伴随的疼痛症状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因为椎体特殊的解剖结构和复杂的生物力学因素，完全彻底的行手
术切除非常困难，放疗会导致脊髓放射性疾病，针对对化疗药物不敏感的转移瘤

而言，无法通过化疗的办法达到控制肿瘤继续发展和缓解局部疼痛的目的。国外
相关文献表明，椎体转移性肿瘤经射频消融治疗后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Ａ．Ｆ．
Ｐｏｓｔｅｒａｒｏ等人的工作已经证实，ＲＦＡ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射频电极和调整进针

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角度和长度、射频时间等方式达到最大化杀灭转移性病灶、减轻疼痛。大多数解
剖位点可以采取此种治疗方式，包括椎体和椎旁组织，根据需要可以重复治疗。
脊髓神经组织的安全性，是高温热消融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首先考虑的问
题。神经组织对高温的敏感性直接影响对肿瘤组织的温度剂量。相关试验表明，
４４＂Ｃｌｈ对狗的坐骨神经可造成严重的损伤ｎ们，小鼠脊髓的半数反应剂量（ＥＤ５０）
为４１．３℃ｌｈ或４５＂Ｃ １０．８ｍｉｎｎ¨。狗脑组织的耐热限度为４２。Ｃ４５ｍｉｎ或４３＂Ｃ １５ｍｉｎ‘１２１。

因此，临床上应尽可能使重要的神经组织温度在４２℃以下，不宜超过４３℃。这就
要求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有效性、又要考虑安全性。Ｄｕｐｕｙ等ｎ３１应用ＲＦＡ
治疗常见的脊柱恶性转移性肿瘤（肿瘤邻近脊髓等重要结构，有热损伤脊髓的可
能），只要插入椎体的射频电极与椎管之间的皮质完整即可治疗；皮质骨的存在

能起到隔热作用，能使病灶内的热量蓄积并进一步增强病灶的热损。为明确射频
热消融在脊柱肿瘤中的热传导对于脊髓神经元和神经根的影响，以及椎体内实行
射频热消融的可行性评估，相关体外模型试验表明，松质骨有减缓热传导的作用，
而相应的皮质骨有部分隔热作用，这为开展此项技术提供了实验依据。

随着射频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也不断出现，主要有：
１．增强ＲＦＡ单次治疗有效消融范围的研究；２．人体组织内部无损测温方式的研
究；３．治疗过程中对坏死和残余癌组织的实时区分；４．病灶内残留癌细胞生物
学特性的变化ｎ劬等。同时，单纯ＲＦＡ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存在的自身缺陷是其无
法保证患者在经过ＲＦＡ治疗后防止病变椎体病理性骨折、加固椎体强度以利于患
者早期下地活动的目的。因此，为弥补自身的缺陷，联合其他治疗方式治疗椎体
转移性肿瘤成为一种技术革新的必然。
２．骨水泥成形技术的发展历史
经皮椎体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ＶＰ）ｎ胡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在法国出现，并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用于治疗椎体血管瘤、转移瘤、骨质
疏松症引起的压缩性椎体骨折等。法国Ａｍｉｅｎｓ大学的Ｇａｌｉｂｅｒｔ和Ｄｅｒａｍｏｎｄ等ｎ刁
于１９８４年通过经皮穿刺的方法注射骨水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Ｐｏｌｙ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ａｔｅ，ＰＭＭＡ）成功治疗了１例颈２椎体血管瘤患者，开创了
经皮椎体成形术的先河。法国里昂大学附属医院的神经放射科和神经外科医生ｎ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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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７例患者椎体内注射骨水泥，其中２例为椎体血管瘤（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ｓ，ＶＨｓ），ｌ例是脊椎转移性肿瘤，４例患者有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
性骨折。结果７例患者的近期疼痛缓解，良１例，优６例。１９８９年Ｋａｅｍｍｅｒｌｅｎ等ｎ刀

报道采用该技术资料椎体转移瘤，２０例椎体转移瘤患者中１６取得显著疗效，２例
无效，有２例出现并发症，有作者认为，疼痛性溶骨性椎体转移瘤不伴有椎弓根

周围侵犯时经皮椎体成形术最佳的手术适应症之一。
１９９４年经皮椎体成形术（ＰＶＰ）被弗吉尼亚大学率先介绍到美国，该技术成
为一种治疗疼痛性椎体疾病的常用方法。近年来ＰＶＰ的应用逐渐推广，除了脊椎
血管瘤、骨髓瘤、溶骨性转移瘤外，更多应用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伴有顽
固性疼痛的患者。随着肿瘤转移患者的生存时间延长，他们在生活质量和疾病的
最后阶段能够活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脊柱转移瘤患者中，据报道ＰＶＰ能够缓

解疼痛并且在结构上加强被溶骨破坏的椎体，使得患者的痛苦减轻而且能够继续
日常的负重活动。欧洲人的经验重要集中在治疗与肿瘤有关的疼痛（包括良性和
恶性），而美国人的经验主要集中在治疗与骨质疏松压缩骨折有关的疼痛。
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ＰＥＰ）是经皮椎体成形术的改良与发展，Ｇａｒｆｉｎ等ｎ８１
首先提出了经皮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ＫＰ）的
设计构想，于１９９８年通过美国ＦＤＡ批准应用于临床。该技术采用经皮穿刺椎体内
气囊扩张的方法使椎体复位，在椎体内部形成空间，这样可见效注入骨水泥时所
需的推力，而且骨水泥置于其内不易于流动。这种方式和常规方式比较，两者生

物力学性质无区别，临床应用现示其不仅可解除或缓解疼痛症状，还可以明显恢
复被压缩椎体的高度，增加椎体的高度和刚度和强度，使脊柱的生理曲度得到恢
复，并可增加胸、腹腔的容积及改善脏器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骨水泥对病变椎体的机械稳定作用可能是ＰＶＰ和ＰＫＰ止痛的最主要的原因。
由于肿瘤溶骨性作用，导致椎体内微骨折形成，椎体内部稳定等对痛觉神经刺激
导致疼痛症状发生。在椎体内注射骨水泥能恢复椎体的力学性能，加固和稳定椎
体内微骨折碎片，防止骨折椎体的微动，故而缓解疼痛症状。在肿瘤椎体注入骨

水泥后，其机械作用可使局部血流中断，使椎体的痛觉神经末稍和指体内的肿瘤
组织坏死。ＰＭＭＡ具有细胞毒性，在距河过程中释放的聚合热可使肿瘤组织及其

－９８．

射频消融联合经度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周围组织的神经末梢坏死而达到止痛的效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程度

的杀死肿瘤细胞的作用。Ｌｉｓ等于１９９９年的研究报道指出成骨细胞暴露于４８０℃
的温度中１０分钟即可发生细胞凋亡，因此推论聚合过程中的ｅＭＭＡ可导致细胞凋
亡和政治抑制。

３．射频消融联合骨水泥成形术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
与此同时，单纯ＰＶＰ或ＰＫＰ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存在的问题相当突出，在注入
骨水泥或撑开肿瘤侵蚀的椎体的同时，在瘤巢内达到一定物理压力的情况下，极
有可能导致肿瘤细胞脱落后经椎体静脉系统发生转移，而骨水泥有限的产热情况
下对于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也很有限。

鉴于ＲＦＡ和ＰＶＰ都各自存在自身的不足，且两者具有很好的互补性，很多学者
尝试着联合两者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ｍａｓａｌａ等ｎ叼通过研究认为之所
以采用两种方法的联合主要是因为ＲＦＡ和骨水泥成形术治疗效果可以相互叠加，

具有协同效应。在椎体成形术前施行ＲＦＡ弓Ｉ起局部的组织离子激发及随后的摩擦
生热，导致局部凝固性坏死，达到破坏肿瘤组织的目的，消融所形成的血栓栓塞
了椎旁静脉丛，减少了骨水泥渗漏的机会，同时也减少了肿瘤在一定压力下经脊
椎静脉网的血运转移等相关的并发症。他们的初步探索表明此联合治疗方法对于

恶性骨肿瘤的治疗既可行又有效从而减少了各自的并发症。Ｔｓｕｈｉｒｏ，Ｎａｋａｔｓｕｋａ
等啪１在２００４年采取上述联合治疗方法后，随访４周患者疼痛的缓解率分别为８２
％～９７％与９０％～１００％，他们的初步探索表明此联合治疗方法对于恶性骨肿瘤
的治疗既可行又有效。Ｔｏｋｕｎａｇａ等瞳订对１例左侧输尿管癌切除术后腹膜后、骶１
椎间孔及腰５右侧椎弓根转移致椎体压缩骨折的６８岁男性患者应用ＲＦＡ联合ＰＶＰ进
行治疗，消融温度和时间分别为７４～９５℃和１ｌ，一－－３０ｍｉｎ，骨水泥经腰５右侧椎弓根

注入椎体，术后ＶｈＳ评分从１０下降Ｎ５．４；结果表明，ＲＦＡ联合ＰＶＰ治疗椎体转移性
肿瘤是确实可行的，远期疗效需要长期随访进一步证实。Ｈａｌｐｉｎ等啪１采用经皮ＲＦＡ
联合ＰＶＰ治疗１例非小细胞肺癌胸９和胸１２转移出现背部疼痛的４５岁女性患者，胸９

椎体转移灶约１．５９ｉｎＸ １．５ｃｍ，电极温度１００℃持续５ｍｍ，然后行骨水泥成形，胸１２
椎体治疗同胸９椎体，操作过程中无并发症，治疗后当天患者出院，疼痛症状消
失：结果表明，ＲＦＡ联合ＰＶＰ选择性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后疼痛症状缓解迅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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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增加脊柱稳定性，长期疗效评价令人期待。

Ｔｏｙｏｔａ等嘲在２００５年报道ＲＦＡ联合骨水泥成形术在缓解骨肿瘤患者疼痛方
面较单纯应用ＲＦＡ术的疗效更明显。０１ ｉｖｅｒ ｓｃｈａｅｆｔｅｒ等啪衢］通过研究则认为
采用ＲＦＡ术和骨水泥成形术的联合治疗可以使骨水泥在瘤骨内的分布更均匀，从
而引起肿瘤细胞的凝固性坏死，骨水泥的沉积更符合骨的力学结构，由于在注射
骨水泥之前选择了ＲＦＡ治疗，消融所产生的热量可以促使骨水泥弥散分布更均
匀。

４．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的应用研究
考虑到ＰＫＰ相Ｌ匕ＰＶＰ所具有的优点，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想到了应用ＲＦＡ
联合ＰＫＰ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该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性和有效

性，因此，我们针对这两个主要矛盾展开了一系列的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
深入研究骨肿瘤射频消融热场对提高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有重要意义。利用合
理的生物传热模型进行生物体三维温度场无损重构的做法被认为是测量生物体
内不同位置的温度场分布比较有效的方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利用计算机

进行人体三维温度场的实时模拟和重构这一成果，已逐步应用于发展迅速的肿瘤
热疗过程的温度预示和控制。有限元法作为一种数值计算方法，将一些复杂的问
题简单化，现已广泛应用于力、热、电磁、流体等工程分析中，特别是在生物力
学方面的成熟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生物力学和医学的发展，现已被学术界广泛认
可。

在工程热力学的研究中，有限元法已得到广泛应用，但在生物热力学方面的
研究却相对发展滞后，基于断层ＣＴ扫描的三维模型直接应用于临床问题的研究尚
属少见。国外学者已用有限元分析法初步研究了肝、肺、肾、乳腺等软组织肿瘤

射频热疗的热场分布，得到了与实测较为一致的结果‘一１。国内万柏坤啪１等应用
有限元法求解电磁场方程和生物传热方程，通过遗传算法选代修正加热物理参
数，使目标函数达到极小值，获得达到热疗理想热场分布的优化解，并以两电容
射频热疗装置为例，使用基于人体Ｘ光断层扫描的非均质组织模型，经仿真计算

获得了较满意的优化结果。梁萍等∞Ｌ嘲用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了单电极及双电
极微波热疗肝组织的热场分布，结果表明模拟热场与实测热场有较好的吻合性。

我们通过应用热力学有限元方法研究了骨组织热传导的三维空问分布，证实射频

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电极在骨组织中的热场呈不规则椭圆形分布嘲。目前，有限元分析方法尚处于理

论分析阶段，在射频治疗温度场的分析中，人体组织结构复杂、血液循环和体液
循环对传热过程的影响、治疗病灶的不规则形状及人体热物性参数受温度影响等
因素是亟待解决的难点ｍ１。可以预见，用有限元法针对生物体真实形状的三维温
度场进行分析计算和模拟重建，可望使临床肿瘤热疗的方案更合理、有效、安全。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家不断将工程力学、传热学及流体力学的研究方法应用
于射频消融和骨水泥成形术的基础研究，新的实验数据不断提供，是我们对于这
种新的联合治疗方式的认识不断深化。临床应用研究的不断开展，不断验证着各
种治疗参数和技术要点。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对射频消融联合后凸成形术治疗
椎体转移性肿瘤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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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０４７．１０５０
２６．Ｊｏｈｎｓｏｎ ＰＣ，Ｓａｉｄｅｌ ＧＭ．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ｆａｓ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ｍａ沓ｎｇ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ｕｍｏ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ｎ Ｂｉｏｍｅｄ

２７．Ｃｈａｎｇ Ｉ．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２８．Ｌｉｕ Ｚ，Ａｌｍａ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Ｅｎｇ．２００２，３０（９）：１ １ ５２－６１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ｒａｄｉｏｆｆ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ｉｏｍｅｄ Ｅｎｇ

Ｍ，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３，８（２）：１ ２

Ｙ，ｅｔ ａｉ．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ｕｍｏ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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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ｉｃ∞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 ＩＲ 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０１．２００５，１

８４（４）：１ ３４７－１ ３５２

２９．Ｓｏｌａｚｚｏ ＳＡ，Ｌｉｕ Ｚ，Ｌｏｂｏ ＳＭ，酿ａ１．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ｌｌ ａｇａｒ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２３６（２）：４９５－５０２
３０．万柏坤，朱欣，程晓曼．射频电容热疗温度场的参数优化研究，２００１；１ｌ（６）：６１４－６２０

３１．梁萍，董宝玮，于晓玲．双电极植入式微波辐射三维热场的研究．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
１９９９，８（４）：２５５
３２．梁萍，董宝玮，于晓玲．超声引导下微波凝固治疗肝癌微波热场的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２００２，１８（３）：１６１
３３．郑龙坡蔡郑东．热力学有限元方法研究骨组织热传导的三维空间分布．中国组织工程
与临床康复，２００８，１２（３９）：７６６５．７６６８．
３４．２８．刘静，王存诚，生物医学热物理的若干重要研究方向和课题，１９９７，２０（５）：２８３．２８８

·１０４．

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１．郑龙坡，蔡郑东．射频消融技术在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国际骨科学杂志，
２００６，２７（４）：２２０－－２２４

２．郑龙坡，蔡郑东．热力学有限元方法研究骨组织热传导的三维空间分布．中国
组织工程与临床康复，２００８，１２（３９）：７６６５—７６６８．
３．郑龙坡，蔡郑东．射频消融姑息性治疗骨转移瘤的效果．中国骨肿瘤骨病，
２００９，８（２）：８７—９０

４．蔡郑东，郑龙坡．ＣＴ引导下经皮穿刺骨样骨瘤射频消融术．中华骨科杂志，
２００８，２８（２）：１２２—１２６
５．Ｑｕａｒｔ

Ｌｉ，Ｌｏｎｇｐｏ

Ｚｈｅｎｇ，ｅｔ

ａ１．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ｍｂｏｓａｃｒ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Ｓａｃｒｅｃｔｏｍｙ：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ｒｍ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８：６３ ８－６４ １．

６．李全，郑龙坡，等．改良Ｇａｌｖｅｓｔｏｎ技术单侧固定骶髂关节的三维有限元分
析．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杂志，２００９，１３（２２）：４２７３－４２７６．
７．高博，郑龙坡，蔡郑东等。肿瘤型假体重建肱骨近端骨巨细胞瘤切除后骨缺
损。中华临床医师杂志（录用）

８．汝鸣，蔡郑东，郑龙坡．Ｐａｉｂａｎ骨组织单电极射频消融的范围及热场分布．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杂志，２００８，１２（３０）：５８６５－５８６８．
９．李全，张治宇，郑龙坡，等．骶骨次全切除术后骨盆有限元模型的建立及验
证．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杂志，２００８，１２（４４）：８６４９—８６５２．

１０．龚海洋，蔡郑东，郑龙坡，等．唑来膦酸联合甲氨蝶呤对骨肉瘤细胞生长及
化疗敏感性研究．中国矫形外科杂志，２００８，１６（２３）：１８ １卜０３．

１１．高博，蔡郑东，郑龙坡，等。长骨巨细胞瘤的外科治疗策略：１１３例分析。中
国骨肿瘤骨病（２０１０，９（１）：５０—５５）

１２．高博，蔡郑东，郑龙坡，等。原发性骶骨巨细胞瘤的切除与重建：２２例报告。
中国骨肿瘤骨病（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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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期间申请基金情况
以第二责任人申请上海市科委临床攻关计划一项：（５万元）
１、射频消融联合介入化疗治疗骨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
（项目编号：０５４１１９６１３）

申请人：蔡郑东郑龙坡

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大会发言四次
１、肱骨上段肿瘤行肿瘤型肱骨头置换术，第二届国际ＣＯＡ，郑州，２００７．１１
２、ＣＴ引导下经皮穿刺骨样骨瘤射频消融术，第二届国际ＣＯＡ，郑州，２００７．１ １
３、射频消融技术治疗骨肿瘤，第九届全国骨肿瘤学术会议，上海，２００７．１０

４、经皮穿刺骨样骨瘤射频消融术，上海市医学会骨科年会，上海，２００８．０７

在读期间获得奖励情况
１、２００８年被评为第二军医大学优秀学员并嘉奖一次

２、２００９年被评为第二军医大学优秀学员并嘉奖一次
３、２００９年获得第二军医大学研究生奖学金一等奖
４、２０１０年被评为第二军医大学校级优秀团干部

射频消融联合经皮后凸成形术治疗椎体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实验研究

致

谢

对于在完成本论文全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家
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导师蔡郑东教授和纪方教授，本论文是在他们
的谆谆教诲和系心指导下完成的。导师创新的科研思路，严谨求实的
科学态度，忘我工作和团结奋斗的进取精神，是对我永久的激励，对
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的一丝不苟和兢兢业业使我面对医学不敢有任
何侥幸和疏忽！
三年来导师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对我的关心、帮助和鼓励，使我
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恩如山，高
山仰止，当更催后来之人奋发不已。正所谓“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
老干为扶持＂，我的点滴进步和些许成绩全都凝聚着导师辛勤的汗
水，我永远是需要您启蒙的学生！
衷心感谢长海医院放射科左长京教授、杨继金教授、邵成伟福教
授、方亮技师等在影像学方面给与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感谢长海医院
医疗科鞠金涛科长、李冉助理在开展该项目方面给与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院张爱丽老师、朱清博士在实验和传
热计算方面悉心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李全博士在有限元方面的大力帮
助和支持；感谢上海摩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唐为忠经理在提供设备
和器材方面无私的帮助。
衷心感谢第二军医大学康一凡教授、禹宝庆教授、石志才教授、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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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强副教授、张秋林副教授、王志伟副教授、朱晓东副教授、许硕贵
副教授、何大为副教授等，感谢蔡晓冰等老师，感谢汝鸣、高博、梁
文清等师兄弟在这三年里给我的无私帮助和鼓励。是长海医院骨科浓
厚的学术氛围使我在这三年的学习工作中收获良多。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在我漫长的求学生涯和生活工作中给予的支
持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