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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包虫病的诊断与治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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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总结目前肝包虫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为肝包虫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方法 通过查阅国内

外关于肝包虫病的诊断与治疗方面的相关文献，对肝包虫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的优缺点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对于肝包

虫病的诊断，应结合患者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和实验室检查作出明确诊断。肝包虫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手术

治疗和药物治疗，因其病种和病情不同而治疗方式不同。结论 在目前肝包虫病的诊断方法基础上，不断提高诊断技术，

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指导。手术治疗是目前治疗肝包虫病的首选治疗方式，药物治疗也在肝包虫病的治疗上起着一定

的作用，在治疗过程中应根据患者病情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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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patic echinococcosi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hepatic echinococcosis． Methods By referring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patic echinococcosi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patic echinococcosi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Ｒesults
For the diagnosis of hepatic echinococcosis，we should combine the patient’s epidemic history，clinical
manifestations，imageology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to make a clear diagnosis． The main treatments of
hepatic echinococcosis were mainly relies on surgery and drug therapy，and the treatments depended on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disease．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diagnosis of hepatic echinococcosis，the
diagnostic techniques wer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provide better guida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Surgery was
the preferred treatment of hepatic echinococcosis，and drug therapy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ic echinococcosis．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atient ＇ s condition to develop
different treatment options．
Key words hepatic echinococcosis; diagnosis; treatment

包虫病( hydatidosis) 又称棘球蚴病( echinococcosis) 是棘球属绦虫的棘球蚴寄生于人( 或动物) 引起的一

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在我国多见于新疆、西藏、青

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川等西北农牧区，严重危害

人体健康和畜牧业的发展，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棘球绦虫公认的主要有 5 种，即细粒棘球绦虫

( Echinococcus granulosus，E. g ) 、多 房 棘 球 绦 虫

( Echinococcus multilocularis，E．m) 、少节棘球绦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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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棘球绦虫及石渠棘球绦虫［1］。我国主要存在的是

细粒棘球绦虫和多房棘球绦虫，分别引起囊型包虫病

( cystic echinococcosis，CE ) 、泡 型 包 虫 病 ( alveolar
echinococcosis，AE) 。肝脏是包虫病发病率最高的器

官，肝包虫约占包虫总病例数的 70%［2］。随着医学水

平的发展，肝包虫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日益完善，现

对目前肝包虫病的诊断及治疗情况进行综述，以便对

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指导。

1 肝包虫病的诊断

在肝包虫病诊断方面，可采用卫生行业标准《包

虫病诊断标准》( WS257－2006) ，根据流行病史、临床

表现、影像学检查及实验室检查等结果综合考虑，作

出明确的诊断结果。
1. 1 临床诊断 患者大多数是来自流行区的农牧民

或有在流行区居住、工作、旅游史，有牛、羊、犬等动物

密切接触史。肝包虫病早期可无任何临床表现，其临

床表现可因囊肿的大小、所在的部位及囊肿对周围组

织器官的压迫、刺激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出现压迫、
破裂、感染、过敏等并发症，如患者可出现右上腹包

块、腹胀、食欲减退、肝区隐痛、消瘦、贫血等占位表

现; 当囊肿压迫门静脉及胆道系统时可出现梗阻性黄

疸、腹水、脾大等; 当囊肿压迫膈肌使之抬高时可出现

呼吸困难、胸痛等; 如果囊肿继续增大或在外力、撞击

等情况下，可出现囊肿破裂和继发感染等并发症，患

者出现皮肤红斑、荨麻疹、恶心、胸闷、腹痛等症状，少

数患者可出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3］。儿童肝包虫病

患者常因单发巨大囊肿出现腹部包块而就诊，因其包

虫囊生长速度相对较快所致［4］。肝包虫囊肿需与先

天性肝囊肿、细菌性肝脓肿、肝血管瘤等鉴别。此外，

肝泡型包虫病因其“类肝癌”样浸润性生长的特点，有

“虫癌”之称，对组织破坏严重，如不积极治疗，死亡率

极高［5］，故肝泡型包虫病也需要与肝癌进行鉴别。
1. 2 影像学诊断

1. 2. 1 X 线 腹部 X 线片对肝包虫病的诊断有限，

一般不作为首选，仅当外囊钙化时，可显示环形或弧

形钙化影。当肝包虫病患者出现囊肿破裂等并发症

时可出现“水上浮莲”征等特征性影像学表现［6］。
1. 2. 2 超声 超声检查因其无创、经济等特点，目前

被广泛应用为诊断及筛查肝包虫病的首选方法。根

据《包虫病诊断标准》( WS257－2006) 将肝囊型包虫病

在 B 超下进行分型，这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诊断

标准基本一致，可将肝囊型包虫病分为 6 型［7］: Ⅰ型:

囊型病灶; Ⅱ型: 单囊型; Ⅲ型: 多子囊型; Ⅳ型: 破裂

型;Ⅴ型: 实变型; Ⅵ型: 钙化型。肝泡型包虫病在 B

超下分为 3 型: Ⅰ型: 浸润型; Ⅱ型: 病灶钙化型; Ⅲ
型: 病灶液化空洞型。与肝囊型包虫病不同的是，肝

泡型包虫病灶周边无包膜，边缘不规则，可与原发性

肝癌、肝血管瘤及局灶性增生结节等混淆，近年来，彩

色多普勒超声造影技术应用于肝泡型包虫病的诊断，

可以与肝恶性肿瘤等肿瘤性疾病相鉴别。超声造影

显示病灶无造影剂灌注，即使病灶出现“乏血供”征

象［8］，主要表现为病灶内部无血流信号，而在病灶周

围则有明显血流信号，在病灶边缘形成界限，从而可

以更好地为手术切除范围提供依据［9］。
1. 2. 3 CT CT 是来诊断肝包虫病的比较准确的方

法，可以准确定位肝包虫囊肿位置，并显示大小、数目

及毗邻关系等，对外科手术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肝包虫病其特征性的 CT 表现，使其在该病的诊断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 CT 影像表现不同，可将肝囊

型包虫囊肿分为 5 型［10］: ①单囊型: 表现为边界清楚

的圆形或类圆形囊性低密度灶，囊壁较光滑，增强扫

描后病灶无强化; ②多子囊型: 表现为母囊内出现密

度更低的多个子囊，呈现“囊内囊”“蜂窝征”等征象;

③钙化型: 钙化可呈条带状、蛋壳状或点状、环状高密

度影等;④实变型: 包虫死亡时囊液吸收浓缩，表现为

实性软组织肿块影，CT 值不均匀增高; ⑤内囊破裂

型: 内囊破裂后囊壁塌陷，表现为“飘带征”“水上浮莲

征”等。肝泡型包虫病在 CT 扫描下可表现为不均匀

低密度阴影，边界不清晰，增强扫描病灶无强化，当肝

泡型包虫病肝实质病灶内发生液化、坏死时可呈“岩

洞样”改变［11－12］。近年来，CT 血管成像( CTA) 和 CT
胆道成像( CTC) 可显示包虫病灶压迫或侵犯血管或

胆道的详细情况，为包虫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

影响信息; 而且 CT 灌注技术( CTP ) 可以提示肝泡型

包虫病灶边缘的“浸润带”，为其正确诊断和合理治疗

提供可靠的影响学依据。
1. 2. 4 MＲI MＲI 的诊断价值与 CT 相似，但当肝包

虫病累及胆道系统时，MＲI 有特殊诊断价值，有助于

辨别胆管和病灶的关系，因肝泡型包虫病独特的生长

方式，应用核磁水成像技术可清楚地显示泡球蚴的小

囊泡特征，有助于明确诊断［13］。近年来核磁共振质子

波普、弥散成像等新技术对包虫病进行分子水平的研

究和诊断成为可能。
1. 2. 5 分子影像学技术 肝泡型包虫病因其“类肝

癌”样浸润性生长的特点，临床上需要与肝恶性肿瘤

相鉴别，使得学者们通过影像学主要对其典型特征进

行研究，但对病灶边缘研究较少，因此手术时按常规

显示的病灶边界实施切除后仍有复发的可能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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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影像学技术通过研究肝泡型包虫病灶边缘的生

长增殖能力，为包虫病灶的根治性手术切除提供了更

加可靠的依据，从而减少了复发［15］。
1. 2. 6 三维重建系统 三维重建技术是在二维数据

基础上通过计算机软件建立的三维数学模型，通过该

技术可将二维影像学的数据资料如 CT 图像和 MＲI 图

像重建后虚构出可视化的三维肝脏模型，从而更加立

体直观的对肝脏病灶进行精确定位，并且明确病灶与

周围正常肝脏实质、肝内血管、胆管的毗邻关系，从而

通过虚拟手术操作，拟定手术切除方案，保证完整切

除病灶的同时保留健康的肝组织及肝功能，减小肝功

能衰竭的风险［16］。肝泡型包虫病晚期患者往往有肝

门部、下腔静脉等浸润，仅通过 CT、MＲI 等二维影响

学难以形成主观的印象，而通过三维重建系统可以精

确定位病灶位置，直观形象地明确病灶与各管道的毗

邻关系，计算残肝体积，为手术切除病灶提供依据。
1. 3 实验室检查

1. 3. 1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是用已知的抗

原或抗体检测未知的抗体或抗原，通过显色反应判断

结果，可用作包虫病患者的辅助诊断、血清流行病学

调查和检测疫情。因其操作简单、敏感性高、特异性

较强，使用比较广泛。有研究表明［6］，通过检测特异

性抗原 IgG 诊断肝包虫病时，其特异性和敏感性高达

89. 7%和 96. 5%。
1. 3. 2 补体结合试验 是用已知抗原来检测相应抗

体，对包虫病诊断阳性率为 80%，约 5%呈假阳性反

应，通过囊液可检测出囊肿 IgM 的存在，IgM 抗体在治

愈后消失，此试验可用于随访［4］。
1. 3. 3 分子生物学检测 泡棘球绦虫感染有 5% ～
10%血清学方法无法检出，用逆转录 PCＲ 可以检测出

泡状绦虫特异的 mＲNA，从而提高诊断率［17］。近年来

发展的部分纯化自然抗原 Em2，其敏感性为 89. 13%，

特异性 98. 10%，目前 Em2－ELSA 已被 WHO 确定为

AE 免疫诊断的参照指标［18］。

2 肝包虫病的治疗

2. 1 肝囊型包虫病的外科治疗

2. 1. 1 内囊摘除术 这种手术操作简单、风险较小、
疗效可靠，并且可以最大程度保留有功能的肝组织，

但复发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分别高达 4. 5% ～ 20. 0%和

10. 8%～65. 8%［19］，主要是病灶残留、残腔感染及胆瘘

的发生。由于术后并发症多且发生率高、再次手术率

大、费用昂贵等原因，研究者们提出了内囊摘除外囊

内翻缝合术、加置管引流术及囊腔大网膜填塞术等改

进术式，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20］。

2. 1. 2 外 囊 完 整 剥 除 术 国 内 彭 心 宇 等 研 究 发

现［21］，在紧贴肝包虫外囊的肝实质面上有一“潜在间

隙”，沿此间隙可将肝包虫囊完整剥除，称为肝囊型包

虫病外囊完整剥除术。此术式安全简单，最大程度减

少肝损伤，避免了术中污染周围组织和过敏性休克等

并发症，降低了术后复发、胆汁瘘和合并感染的风险，

故可认为是肝囊型包虫病的首选术式，不足之处是存

在一定的出血风险［22］。
2. 1. 3 内囊摘除加外囊次全切除术 该术式首先将

包虫内囊摘除，再最大程度剥除肝包虫外囊，保留贴

近重要血管、胆管的外囊壁，尽可能减少外囊残留，在

有效消灭残腔的同时，减少出血、胆汁瘘等并发症的

发生，既降低手术风险，又可以缩短手术时间。因此

对原位复发性包虫与周围粘连紧密、难以剥离、包虫

囊肿紧贴肝门和主要血管胆管、分离困难的患者，通

过此种术式治疗，可取得较理想效果［23］。
2. 1. 4 经皮穿刺治疗 患者病情较重、不能耐受开

腹手术时，可在超声引导下行穿刺引流、局部注药等

治疗，该方法创伤小、恢复快、出血量少、操作简单、住
院时间短。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超声或 CT 引导下

经皮穿刺硬化治疗，也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24－25］。
此外，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射频消融在治疗肝包虫病

方面也有较好效果，在减轻患者痛苦的同时，可以延

长患者寿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26］。
2. 1. 5 肝部分切除术 该术式是切除包括囊肿在内

的部分肝组织，达到根治的目的，一般根据肝包虫囊

肿所在位置、大小行相应手术切除。该术式术后复发

率低，但是手术创伤大、难度大、术中出血多、费用高、
需要较高的技术条件，一般不作为肝囊型包虫病的首

选治疗［27］。
2. 2 肝泡型包虫病的外科治疗

2. 2. 1 根治性肝切除术 肝泡型包虫病病灶在肝内

呈浸润性生长，犹如恶性肿瘤转移或侵犯周围脏器，

素有“虫癌”之称，因此根治性肝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肝

泡型包虫病的首选方法［28］。该术式要求切除病灶边

缘 1 cm 以上的正常肝组织，以消除病灶活跃增生带，

减少术后包虫复发［29］。根治性切除整个被感染的肝

脏部位不易实现，但这依旧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

此术式风险大，对术者的技术要求高，且并发症多、费
用较昂贵。
2. 2. 2 姑息性手术 当肝泡型包虫病灶侵犯重要血

管、胆管出现黄疸、感染等并发症，存在远处转移时，

无法行根治性切除手术，为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

并发症对肝脏和机体的损害，在患者能够耐受手术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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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储备允许的情况下，可选择姑息性手术，即在

不损伤主要血管、胆管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切除包虫

病灶，从而缓解患者不适症状。姑息性手术因病灶未

完全清除干净，术后残存病灶发展较快，因此姑息性

手术是否值得做呢? 笔者认为应根据每个患者各方

面情况的综合评估得出结论，不得一概而论。目前通

过观察，做姑息切除的患者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并不

低于做肝脏移植的受体，但姑息切除患者的治疗费用

要远远低于肝脏移植所需要的巨额费用。
2. 2. 3 肝移植术 对于不能采用病灶肝切除术的晚

期肝泡型包虫病患者，肝移植是有效的治疗方法。目

前主要有原位肝移植、活体肝移植、自体肝移植等。
因费用昂贵、肝源短缺、术后需用免疫抑制剂等原因，

使得同种异体肝脏移植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

自体肝移植术术后不需用免疫抑制治疗，可以避免肝

源短缺 及 免 疫 抑 制 剂 导 致 的 问 题，具 有 广 阔 的 前

景［30］。近年来温浩等［31］对于终末期肝泡型包虫病患

者实施体外肝病灶切除+自体肝移植术，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通过对肝泡型包虫病患者肝脏三维重建及

术前评估，选择最佳手术切除方案，尽可能保留健康

的肝组织，可以减少手术并发症［16］。因肝移植创伤

大、费用昂贵、并发症多、难度大等原因，应严格掌握

肝移植指征，避免过度医疗。
2. 3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为肝包虫病的辅助治疗方

式，对于术前缩小病灶、术后预防复发、不能耐受手术

及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起了一定作用。目前，治疗肝

包虫病的首选药物为苯并咪唑类药物，最常用的是阿

苯达唑，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包虫病首选化疗药物

之一。近年来研制的阿苯达唑新剂型如阿苯达唑乳

剂、阿苯达唑脂质体等效果优于片剂，且副反应较轻，

是目前较为推荐治疗肝包虫病的口服药物［32－33］。但

是，目前的药物治疗根治率较低，长期口服药物对肝、
肾功能影响较大，且病灶越大则效果越差，需在目前

的基础上对药物进行进一步研究，提升药物对肝包虫

病的治疗效果。
2. 4 免疫预防 免疫预防是防治肝包虫病流行的重

要途径，积极制备有效的疫苗，进行特异性免疫预防，

从而最终达到控制甚至消灭肝包虫病。目前，尚无有

效的疫苗来预防肝包虫病，致力于肝包虫病的学者们

正在探索当中，有文献表明［34］，核酸疫苗是最有发展

潜力的一个。
肝包虫病在我国主要流行于西北和西南农牧地

区，这一疾病的发生使得我国流行区农牧民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甚至因病致死，是影响农牧区人民身体

健康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不断

地提高诊断技术，在应用新理论、新技术的同时进一

步探索新的诊断方法，更好地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肝包虫病的治疗方法较多，临床医师应注重个体化治

疗，关注患者生活质量，根据患者病情选择合适的治

疗方案是治疗肝包虫病的关键，应当以取得最佳治疗

效果的同时将患者的痛苦最小化为目标，通过药物治

疗联合手术治疗方式为该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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