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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滋养动脉治疗
子宫肌瘤的临床价值
姜立新，沈国芳，郭 倩，张晓君，王 燕，胡 兵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上海 200233)

摘要：目的：探讨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滋养动脉治疗子宫肌瘤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方法：47 例直径 4~10cm 肌壁间
肌瘤，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前通过彩色多普勒及超声造影确定肌瘤滋养动脉的蒂，对该区域进行消融，观察治疗前
后肌瘤内部彩色多普勒及超声造影等影像学变化、随访临床症状及并发症。结果：治疗后肌瘤体积有不同程度的缩
小，瘤体假包膜环状血流信号消失，肌瘤内部处于持续无灌注状态，部分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或明显改善。结论：HIFU
消融滋养动脉治疗子宫肌瘤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减少并发症，是一种微创和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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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leiomyoma treatment by ablating the
nourishing artery with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JIANG Li-xin, SHEN Guo-fang, GUO Qian, ZHANG Xiao-jun, WANG Yan, HU B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leiomyoma treatment by ablating the nourishing artery with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Methods: Before HIFU treatment, the pedicle origins in the false capsule of the leiomyoma
are determined by CDFI and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for 47 cases of leiomyomas with 4~10cm diameter. HIFU
treatment is carried out in this focal region. The changes of the presentation images of CDFI and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before and after HIFU treatment are dete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HIFU treatment. The changes
of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mplications are followed up. Results: The volume of the leiomyoma decreases gradually
after HIFU treatment. A annular blood flow signals of pseudocapsule in tumor body disappears with the diminution and
necrosis of the tumors at different extents, and there is no contrast agent perfusion into the leiomyoma. Some patients’clinica1 symptom disappears or is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therapy by ablating the leiomyoma
nourishing artery with HIFU could reduce treatment time and complications. It is a minimal-invasive, safe and effective
way for leiomyoma treatment.
Key words: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 leiomyoma; nourishing ar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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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子宫肌瘤为女性生殖器官中最常见的良性肿
[1]
瘤，发生率约占育龄妇女的 20%~25% 。治疗子宫
肌瘤的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及传统外科手术治疗。
长期服药副作用大，停药后易复发。而切除子宫，
即使保留双侧卵巢，患者也会出现卵巢功能早衰、
[2]
绝经提前等症状 。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是近年来兴起的治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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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肿瘤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在治疗子宫肌瘤、前
[3]
列腺肿瘤和骨肿瘤等方面已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
以往的治疗方案多采用对整个肌瘤组织进行热消
融，本研究采用 HIFU 消融滋养动脉治疗子宫肌瘤，
并采用彩色多普勒及超声造影评价其疗效，现将其
结果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05 年 9 月~2009 年 12 月期间在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接受 HIFU 治疗的 47 例子宫肌
瘤患者，年龄 32~50 岁，平均 41.62±5.01 岁，均为
育龄期已生育妇女：主要临床症状为月经量增多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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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块、经期延长和下腹坠胀等，经妇科及超声检
查诊断为子宫肌瘤，所有患者治疗前未接受过其他
治疗，并均签订知情同意书。治疗病灶 47 个，均
为肌壁间肌瘤，病灶直径 22~66mm，平均 43.16±
6.22mm。
2.2

仪器与设备

治疗仪器采用 HY2900 型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
统(江苏无锡海鹰电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该治疗
系统由超声功率源、含脱气水的水囊(其内安装超声
定位探头和治疗用聚焦换能器)、治疗运动控制系
统、治疗床、水处理装置五部分组成。超声引导探
头频率为 3.5MHz，治疗超声频率为 1.5MHz，最大
电功率为 1020W，最大声输出功率为 479.2W，焦
2
距为 140mm，焦点最大声强不小于 10000W/cm ，
焦域为椭球体，焦域宽度 1.2mm，长度 8mm。治疗
参数视肌瘤血流丰富程度、滋养动脉蒂位置的深浅
和治疗者的耐受程度进行适当调整。
2.3

治疗方法

2.3.1 术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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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超声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观察病灶大
小、内部及周边血供。肿瘤体积按照 V=(1/6)π×纵
径×横径×厚径计算。瘤体体积缩小率(%)=[(治疗前
瘤 体 体 积 − 治 疗 后 瘤 体 体 积 )/ 治 疗 前 瘤 体 体 积 ]
[4]
×100% 。
超声造影评价方法：患者在 HIFU 治疗前 3 天、
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及 6 个月进行超声造影检查。
采用 EsaoteDU8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
为 3.5MHz。造影剂为 SonoVue(Bracco, Italy)，使用
前以 5ml 生理盐水稀释，振摇直至冻干粉末完全分
散入溶液。抽取 2ml 混悬液，通过前臂静脉团注进
入体内，尾随快速注射 5ml 生理盐水冲管。造影剂
注入后连续、实时、动态地观察病灶和周围组织的
造影剂灌注情况及其变化过程，同时存贮整个过程
的动态图像。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AS6.12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方差分析和 t 检验，以肌瘤体积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维超声检查确定病灶位置、大小；彩色多普
勒超声评价病灶血流情况，观察肌瘤是由一侧还是
两侧子宫动脉供血，有无卵巢动脉参与供血。

3 结 果

2.3.2 治疗区域的确定方法

HIFU 治疗后 47 个肌瘤体积均缩小，治疗前 3
天、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及 6 个月肌瘤体积两两比
较，肌瘤体积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超声造影显示子宫肌瘤蒂的位置，以此为焦
点，测量肌瘤前后左右表面至焦点的垂直距离。监
控系统的二维超声清晰显示子宫肌瘤后，通过测量
肌瘤表面到焦点的距离再次确定治疗区域，以焦点
为中心直径为 20mm 的区域作为治疗靶区。该治疗
方案是单纯针对假包膜内滋养动脉的蒂来进行消
融，声径路中应避开肠管。
2.3.3 治疗方法及参数的确定
患者适度充盈膀胱，取仰卧位；治疗区域皮肤
常规脱脂脱气。并均匀涂以超声耦合剂，水囊紧贴
患者下腹部，采用无麻醉下治疗。治疗参数：声输
出功率为 479.2W，发射时间(Ton)为 800~1500ms，
等待时间(Toff)为 2s，每点发射 1 次，点间距为
1mm，行间距为 1mm，治疗 3 层，层间距为 6mm。
治疗探头以直线扫描方式移动，按照从点到线，从
深至浅的方式逐层扫描覆盖治疗靶区。
2.3.4 疗效评价方法
治疗前后采用二维超声、彩色多普勒超声、超
声造影及增强 MRI 等影像学方法观察肌瘤血供及
体积变化。

3.1

肌瘤治疗前后体积变化

Table 1

表 1 HIFU 治疗前后肌瘤体积变化(x±s)
The changes of the leiomyoma volume before and after
HIFU treatment

组别
治疗前 3 天
治疗后 1 个月
治疗后 3 个月
治疗后 6 个月

3.2

平均体积/mm3
97.22±58.33
58.18±39.45
36.67±25.38
29.28±25.63

平均体积缩小率/%
39.81±19.88
55.58±25.69
76.15±28.59

肌瘤治疗前后回声改变

肌瘤治疗前二维超声回声表现为低回声或等
回声(见图 1)，治疗中可见靶区回声增强，为高回声
区域(见图 2)。治疗后 1~6 个月随访，可见肌瘤内
部回声增强，可出现局部液化及钙化表现。
3.3

肌瘤治疗前后内部及周边血流变化

治疗前 47 个肌瘤周边均探及丰富血流信号，
内部见条状血流信号(见图 3)。治疗后进行 CDFI
检查，26 个肌瘤经一次治疗后瘤体外周环状血流信
号及瘤体内部血流信号立即消失(见图 4)，15 个肌
瘤因为均为两侧子宫动脉供血，次日或隔日后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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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图 1 肌瘤治疗前二维超声回声表现为低回声或等回声
Before HIFU treatment, the leiomyoma appeard as a hypoechoic
or isoechoic mass

Fig.2

图 2 治疗中可见靶区回声增强，为高回声区域
Treated region immediately after HIFU application appeared as
hyperechoic

图 4 治疗后肌瘤外周环状血流信号及瘤体内部血流信号消失
Fig.4 After HIFU treatment, the blood flow signal around the
leiomyoma disappeared

Fig.5

图 3 治疗前肌瘤内部及周边均探及丰富血流信号
Fig.3 Before HIFU treatment, there was abundant blood flow signal
around the leiomyoma

2 次 HIFU 治疗后血供消失。6 例肌瘤因为体积超
过 8cm，肌瘤滋养动脉蒂的位置较深，经第 3 次
HIFU 治疗后血供消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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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图 6 治疗后肌瘤内部处于持续无灌注状态
After HIFU treatment，there was no contrast agent perfusion into
the leiomyoma.

表2

HIFU 治疗前后肌瘤内超声造影剂灌注时间-强度曲线参数
测值结果(x±s)
Table 2 The results of the contrast agent perfusion time-intensity in
the leiomyoma before and after HIFU treatment

组别
治疗前 3 天
治疗后 1 个月
治疗后 3 个月
治疗后 6 个月

肌瘤治疗前后造影剂灌注情况

肌瘤治疗前造影剂灌注为均匀快速增强(见图
5)，治疗后肌瘤内部处于持续无灌注状态(见图 6)。
治疗前造影剂灌注与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
月造影剂灌注峰值强度及峰值时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见表 2)。

图 5 治疗前肌瘤内部造影剂灌注为均匀快速增强
Before HIFU treatment，the contrast agent perfused into
leiomyoma quickly and evenly

3.5

峰值强度
43.77±16.38
4.86±3.38
2.65±4.01
3.97±2.50

达峰时间/s
29.64±9.07
17.07±5.17
14.56±8.17
15.41±6.28

临床症状及并发症随访
所有患者治疗后症状有不同程度改善，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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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量减少、经期缩短、下腹坠胀感消失或减轻。
治疗中发生皮肤浅Ⅱ度烫伤 1 例，全组均未见血
尿、便血、胃肠道穿孔、子宫附件破裂大出血等并
发症发生。

4 讨 论
近年来，子宫平滑肌瘤的非手术治疗包括选择
性子宫动脉栓塞术、冷冻疗法、微波治疗以及 HIFU
治疗等。HIFU 是利用超声波具有的组织穿透性和
可聚焦性等物理特性，将体外低能量超声波聚焦在
体内肿瘤，使靶区内组织温度在短时间内骤升至
[5,6]
65~100℃，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 。
子宫肌瘤为无包膜的实性肿瘤，因其膨胀性生
长使周围的正常肌层受压形成假包膜，子宫动脉分
支由外穿入假包膜，围绕肌瘤呈弧形行走形成肌瘤
的外层血管网，而假包膜中的血管又发出许多分支
伸入肌瘤内形成内层血管网供应肌瘤营养。病理光
镜下显示长有肌瘤的子宫肌层内血管数目增多，管
腔扩大，但肌瘤本身却并不存在丰富的血管，往往
只有一根或数根来自肌瘤假包膜的血管。而且，肿
瘤组织微血管内皮系统发育不良，结构紊乱多呈不
规则扭曲，毛细血管壁缺乏弹性，易破裂，遇到高
[7]
[8]
热不能像正常血管那样扩张和收缩 。Vaezy 等还
发现空化效应能够促进血小板激活、聚集并黏附在
血管内皮表面。正是针对上述特点，采用 HIFU 消
融子宫肌瘤滋养动脉的蒂，使肿瘤周边及组织内部
的血管腔变窄、血管内形成血栓，血管发生栓塞，
使肌瘤失去血供来源，达到阻止其生长，减轻临床
症状的目的。
HIFU 消融子宫肌瘤滋养动脉的技术难点在于
确定蒂的位置。针对瘤体越大，外周环状血管越粗，
而其滋养动脉蒂的位置血管内径变化不大的特点，
通过 CDFI 可发现由于滋养动脉的蒂血管内径较细
并迂曲，流速较快而显示为团状或簇状较为明亮彩
[9]
色血流信号 。而超声造影可发现肌瘤内最早出现
血流灌注的位置，以此作为焦域位置。因超声引导
探头条件限制，分辨力有限，精确定位滋养动脉的
蒂非常困难。本研究采用 DU8 腹部探头于治疗前
对滋养动脉进行体表投影描记，记录动脉的蒂距离
皮肤表面的距离，到肌瘤包膜的距离，治疗中按照
距体表的距离和到肌瘤包膜的距离初步确定蒂的位
置，
以覆盖蒂并超出其 20mm 的区域作为治疗靶区。
目前 HIFU 治疗多是针对肌瘤组织进行消融，
对于体积较大的肌瘤往往治疗时间较长或治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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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多，患者经济负担较重。本研究中 HIFU 治疗
时仅对肌瘤的滋养动脉进行消融，1~2 次治疗即可
完成。治疗中辐照时间缩短，操作者的工作强度降
低，且患者皮肤表面承载的能量减小，皮肤不易烧
伤，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5 结 论
本研究利用 HIFU 消融滋养动脉治疗子宫肌
瘤，能够使肌瘤血管网产生栓塞，肌瘤逐步吸收并
缩小，治疗时间缩短，并发症减少，是一种有效的
方法，具有良好的临床推广价值。但由于病例数较
少，且随访时间较短，该治疗方法能否替代肿瘤全
覆盖治疗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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