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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粒子腔内照射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治疗晚期

胆囊癌并发梗阻性黄疸的临床疗效分析
陈邦邦

刘会春

庞青

王炜

金浩

周磊

【摘要】 目的 评估 １２５ Ｉ 粒子腔内照射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治疗因晚期胆囊癌导致的梗阻性黄疸患者
的治疗效果ꎮ 方法 选取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本院肝胆外科经 １２５ Ｉ 粒子腔内照射治疗联合胆道支
架置入或单纯胆道支架置入的晚期胆囊癌导致的梗阻性黄疸患者 ５２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收集相关资料并按
一定时间随访ꎮ 把其中的 ２８ 例 １２５ Ｉ 粒子腔内照射联合胆道支架置入作为粒子组ꎬ另外 ２４ 例只行胆道支架
置入治疗作为支架组ꎮ 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肿瘤指标 ＣＡ － １９９、转氨酶、黄疸水平 ( 包括 ＴＢＩＬ 以及
ＤＢＩＬ) 、存活时间等差异ꎮ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转氨酶均明显改善ꎬ黄疸水平均明显降低ꎻ但是术后第 １

个月的肿瘤指标 ＣＡ－１９９ 与术前相比ꎬ两组患者的 ＣＡ－１９９ 均未有明显降低ꎮ 在术后第 ３ 个月时两组患者
的转氨酶、胆红素均有上升趋势ꎬ与支架组相比ꎬ粒子组患者上升幅度不明显ꎮ 在存活时间方面ꎬ支架组患
者平均为(２.９±０.１) 个月ꎬ粒子组患者平均为(５.５±０.５) 个月ꎬ支架组的存活时间明显小于粒子组ꎮ 结论

对不能手术以及不愿接受放疗、化疗治疗的晚期胆囊癌并发梗阻性黄疸患者ꎬ单纯支架置入以及 １２５ Ｉ 粒子
腔内照射联合胆道支架置入都有疗效( 包括临床症状、生存时间等) ꎬ但是 １２５ Ｉ 粒子腔内照射联合胆道支架
置入更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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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ａｃａｖｉｔａｒｙ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ｆ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ａｔ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ｉｍ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ꎬ ２８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１２５ Ｉ ｉｎｔｒａｃａｖｉｔａｒｙ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２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ｅｔ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Ａ－
１９９ꎬ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ꎬ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ＢＩＬ ａｎｄ ＤＢＩＬ)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ｉｎｄｅｘ ＣＡ－１９９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ｎ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ｏｎ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 ａｎｄ 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 ２. ９ ± ０. １) ｍｏｎｔｈ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５.５±０.５)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ｒ ａｒｅ 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１２５Ｉ ｉｎｔｒａｃａｖｉｔａｒｙ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ｔｉｍｅꎬ ｅｔｃ.) ꎬｂｕｔ １２５Ｉ ｉｎｔｒａｃａｖｉｔａｒｙ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ꎻ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ꎻ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ꎻ １２５ Ｉ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胆囊癌是恶性程度非常高的癌ꎬ对放疗以及化
疗都不是很敏感ꎬ且治愈率极低ꎮ 近年来全球发病
率有上升趋势ꎬ尤其以印度、智利和中国为著 [１] ꎮ 据
统计ꎬ手术切除仍是目前胆囊癌治疗的首要方案ꎬ但
大多数患者术后肿瘤复发率高ꎬ预后较差 [２] ꎮ 据报
道 [３] ꎬ胆囊癌患者 １ 年生存率不到 ５０％ꎬ５ 年生存率
更低ꎮ 梗阻性黄疸是晚期胆囊癌的主要临床表现ꎬ
出现黄疸的原因主要是癌肿局部压迫ꎬ 肝内转移ꎬ
肝十二指肠韧带、胰头部淋巴结转移ꎬ以及合并其他
情况 [４] ꎮ 晚期胆 囊 癌 患 者 大 部 分 会 出 现 梗 阻 性 黄
疸ꎬ对于这些患者由于年龄以及身体其它情况已经
失去手术的时机ꎮ 因此ꎬ选用一种简便、无痛的非术
方式对解除晚期胆囊癌导致的胆道梗阻ꎬ改善其黄
疸等症状ꎬ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具有重要意义ꎮ 支
架置入治疗晚期胆囊癌导致的胆道梗阻国内在 ２０１０
年已有报道 [５] ꎮ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本院肝胆外科
收治的 ５２ 例经单纯支架以及１２５ Ｉ 粒子腔内照射联合
支架置入的晚期胆囊癌并发胆道梗阻患者的临床资
料ꎬ分析１２５ Ｉ 粒子腔内照射联合胆道支架置入与单纯
支架置入临床疗效的差异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和方法
１.资料:收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本院肝
胆外科收治的 ５２ 例晚期胆囊癌患者经皮单胆道支
架置入或１２５ Ｉ 粒子腔内照射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治疗
患者的详细资料ꎮ 所有患者已明确原因不能手术治
疗ꎮ 其中只行支架置入的 ２４ 例设为支架组ꎬ 粒子联

合支架置入的 ２８ 例粒子组ꎮ 纳入标准:( １) 第一次
自愿行支架或联合１２５ Ｉ 粒子的治疗ꎻ ( ２) 资料完整ꎮ
排除标准 :(１) 已接受其它方式治疗的患者ꎻ( ２) 资
料不完整ꎮ
２.设备器材: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ＤＳＡ) 机ꎮ 国内
某公司生产的镍钛合金胆道支架及相应的胆道支架
置入器ꎬ１２５ Ｉ 粒子为北京某公司生产ꎬ长 ４.５ ｍｍꎬ直径
０.８ ｍｍꎬ粒子呈圆柱状ꎬ放射活度为 １１.１ ~ ３７.０ ＭＢｑꎬ
半衰期为 ５９.４３ ｄꎮ 留置引流管我科与某公司共同研
发的双腔引流导管ꎬ规格:１０ Ｆ( 简称“ Ｐ” 型管ꎬ已获
得国家专利ꎬ专利号: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８５１４５６.ｘ) 和胆汁引流
管ꎮ 其他材料为超滑导丝、扩张球囊等ꎮ
３.方法:( １) 治疗方法ꎮ 术前准备:术前进行相
关的实验室检查、肿瘤等相关指标、腹部彩超、ＭＲＣＰ
等检查ꎬ了解肿瘤情况ꎬ排除相关禁忌证ꎬ为患者讲
述治疗相关信息ꎬ让患者自愿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ꎮ
(２) 手术方式ꎮ ①支架组:患者均先减黄治疗ꎬ先行
ＰＴＣＤ 术ꎬ减黄效果良好后在 ＤＳＡ 下再行胆道支架
置入术ꎮ 手术步骤为患者仰卧于手术台上ꎬ造影剂
经胆汁引流管注入ꎬ在 ＤＳＡ 下造影显示胆道梗阻位
置ꎬ如图 １Ａꎮ 经导丝置入胆汁引流管中ꎬ在导丝的
辅助下拔除胆汁引流管ꎬ更换外鞘管ꎬ然后把造影导
管置入胆道ꎬ在导丝配合下使造影导管通过胆管梗
阻狭窄部位进入肠腔ꎬ将造影剂注入显示梗阻狭窄
的情况ꎬ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测量梗阻狭窄的段长度
及宽度ꎬ见图 １Ｂꎮ 根据计算机测量的长度及宽度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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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合适的支架置入梗阻位置ꎬ见图 １Ｃꎮ 然后再将胆
汁引流管置入原梗阻狭窄部位ꎮ ②粒子组:在支架
组的手术步骤基础上同时置入粒子ꎻ若在手术过程
中造影示支架扩张不明显ꎬ可用球囊协助扩张支架ꎬ
见图 １Ｃꎮ 然 后 再 在 导 丝 的 配 合 下 置 入 粒 子ꎬ 见 图
１Ｄꎮ 通过计算机分析梗阻段来评估肿瘤大小ꎬ将粒
子置入“ Ｐ” 型管主腔ꎻ肿瘤所需粒子数量 ＝ ( 肿瘤长 ＋
宽 ＋ 高ꎬ单位:ｃｍ) / ３ × ５ / 每颗粒子活度ꎬ粒子间用无
菌塑料短管间隔开ꎬ尾端封闭ꎻ粒子间距为 ０.４ ~ ０.６
ｃｍꎮ 将“ Ｐ” 型管置入胆管ꎬ其中含粒子的部分位于
原梗阻狭窄处ꎬ外引流袋缝合固定ꎮ ( ３) 术后治疗ꎮ
术后禁食水ꎬ同时给予抑酶、止血、抗炎等补液治疗ꎻ
在术后及时查血淀粉酶以检测有无胰腺炎的发生ꎮ
若术后出现发热、腹胀等并发症ꎬ且引流量很少ꎬ即
封闭外引流管ꎮ 支架组患者胆汁引流管保留一段时
间视情况 拔 除ꎬ 粒 子 组 患 者 “ Ｐ ” 型 管 将 不 能 拔 除ꎮ
(４) 随访ꎮ 在术后定期至医院复查ꎬ 复查内容包括
血、肝肾功能ꎬ肿瘤相关指标ꎬ腹部彩超、腹部立位平
片ꎬ粒子组第 ６ 个月时将住院更换新一批１２５ Ｉ 粒子继
续进行治疗ꎮ 废 弃 粒 子 交 由 本 院 专 门 学 科 集 中 处
理ꎮ 随访时记录两组患者的相关信息ꎮ 两组患者都
随访 ２ ~ １２ 个月ꎮ

表１
指标
性别( 男 / 女)
年龄( 岁)
ＣＡ１９－９ ( ｎｇ / ｍｌ)
ＡＬＴ ( Ｕ / Ｌ)
ＡＳＴ ( Ｕ / Ｌ)
ＴＢＩＬ ( μｍｏｌ / Ｌ)
ＤＢＩＬ ( μｍｏｌ / Ｌ)

基线资料
支架组

整体
２５ / ２７
６３.１±８.３
９９７.４±３５１.４
１４０.６±１０３.０
１３４.９±８９.６
２１８.７±１２８.６
１８６.８±１０９.６

( ｎ ＝ ２４)
１１ / １３
６１.７±７.９
９３６.６±４１５.８
１３９.８±８５.５
１４５.４±８５.０
２４１.５±１１７.２
２０９.０±１０１.９

粒子组

( ｎ ＝ ２８)
１４ / １４
６４.３±８.５
１０４９.４±２８２.５
１４１.３±１１７.５
１２５.８±９３.９
１９９.１±１３６.７
１６７.７±１１４.２

Ｐ值
０.７６４
０.２５９
０.２６８
０.９５９
０.４３４
０.２３４
０.１７４

２.临床疗效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症状均逐渐减轻
并消失ꎬ术 后 胆 黄 素 水 平、 肝 功 能 均 较 术 前 明 显 改
善ꎮ 但在第 三 个 月 时ꎬ 情 况 有 所 不 同ꎬ 两 组 的 胆 红
素、转氨酶均呈上升趋势ꎮ 支架组患者术后 ３ 个月
时的黄疸水平、转氨酶水平与其术后 １ 个月时比较ꎬ
胆红素、转氨酶明显上升ꎮ 粒子组患者术后 ３ 个月
时的黄疸水平、转氨酶水平与其术后 １ 个月时比较ꎬ
未见明显上升ꎮ 故总体而言粒子组患者上升幅度更
小ꎬ如图 ２ꎮ

图２

肝功能检查结果

３.两组患者术前以及术后 １ 个月的肿瘤指标 ＣＡ
－ １９９ 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 １ 月肿瘤指标
ＣＡ － １９９ 与术前比较ꎬ未见明显下降ꎮ 如图 ３ꎮ

图１

ＤＳＡ 下支架及粒子植入过程

４.统计学处理:对于所得数据应用相应的统计学
软件进行处理ꎬ以下资料是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
进行分析所得ꎬ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ꎮ 计数资料以
２
χ
率表示ꎬ采用
检验ꎻ检验水准:α ＝ ０. ０５ꎮ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基线资料比较:见表 １ꎮ

图３

ＣＡ１９９ 检查结果

３.两组患者生存期情况:支架组为(２.９ ± ０.１) 个
月ꎬ粒子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５.５±０.５) 个月ꎬ支架

 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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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存活时间明显小于粒子组ꎬ两组生存表均值及
表２
均值
组别
支架组( ｎ ＝ ２４)
粒子组( ｎ ＝ ２８)

中位数

９５％ 置信区间

标准误

２.９１７

.１１９

２.６８３

４.３０３

.３２２

３.６７２

.４８７

中位数( 如下) 以及生存曲线见图 ４ꎮ

生存表的均值和中位数

估计
５.４９０

整体( ｎ ＝ ５２)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下限

４.５３５

９５％ 置信区间

估计

标准误

３.１５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１

２.８０２

４.９３３

３.０００

.２５８

２.４９５

上限

６.４４６

５.０００

下限

.２７６

４.４６０

上限

３.１９８
５.５４０
３.５０５

内照射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治疗或只行支架置入的晚
期胆囊癌并发梗阻性黄疸患者的临床资料ꎬ并对其
定期随访ꎬ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明显改
善ꎬ但两组患者术后 第 ３ 个月时黄疸、转氨酶水平均
有上升趋 势ꎬ 与 粒 子 组 比 较ꎬ 支 架 组 上 升 幅 度 更 明
显ꎮ 与术前相比两组肿瘤指标 ＣＡ － １９９ 术后均未见
明显下降ꎬ故两种治疗方式对肿瘤指标 ＣＡ － １９９ 的高
低变化影响很小ꎮ 在生存时间方面ꎬ粒子联合支架
置入的患者明显大于单纯置入支架ꎮ
综上所述ꎬ１２５ Ｉ 粒子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是一种简
便、无痛、无明显禁忌的手术方式ꎬ对于晚期胆囊癌
导致的梗阻性黄疸患者ꎬ１２５ Ｉ 粒子联合胆道支架置入
在改善其临床症状ꎬ延长生命间等方面显著优于胆
道支架置入ꎮ
图４

两组患者生存曲线

讨论 胆囊癌的病理分型很多ꎬ据相关资料报
道 [６] ꎬ其中腺癌位居第一ꎮ 早期胆囊癌患者无特定
的症状及体征ꎬ故很多胆囊癌患者发现时已处于中
晚期ꎮ 而正如王来富所言 [７] ꎬ中晚期胆囊癌患者病
变往往侵及邻近的组织器官ꎬ疗效不明显ꎮ 目前ꎬ治
疗晚期胆囊癌的方式有很多种ꎬ包括姑息性手术、放
疗、化疗等ꎮ 如何提高患者的生存时间以及生存质
量一直临床研究的重点ꎬ具体哪种方式最好ꎬ尚无明
确定论ꎮ
肿瘤标志物不仅可以用来疾病诊断ꎬ其含量可
以用来评估临床疗效ꎬ有关报告显示 [８￣９] ＣＡ － １９９ 是
与胆囊癌关系最为密切的肿瘤标志物之一ꎬ可动态
反映病情变化ꎮ
胆道支架置入术在治疗晚期胆囊癌导致的梗阻性
黄疸方面具有简单、创伤小、无明显手术禁忌证等优点ꎬ
２０１０ 年国内已有报道[５] ꎮ 但由于支架对肿瘤细胞没有
抑制和杀死作用ꎬ如夏宁、王勇报道的那样[１０￣１１] ꎬ随着病
情的发展还会出现再梗阻狭窄等问题ꎮ
１２５
Ｉ 粒子具有抑制以及杀死肿瘤细胞的效果ꎬ其
优点是持续照射、梗阻狭窄部剂量高ꎬ同时对周围正
常组织伤害小ꎮ 正如有关研究表明 [１２] ꎬ置入１２５ Ｉ 粒子
能有效抑制以及杀死肿瘤细胞的生长ꎬ明显延长支
架通畅时间ꎮ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５２ 例１２５ Ｉ 粒子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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