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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肾单位手术治疗偶发性肾细胞癌 22例

吴正凯1,刘毅东2

[ 摘要] 目的:探讨偶发性肾细胞癌的治疗方法。方法:保留肾单位手术治疗偶发性肾细胞癌 22 例, 对侧肾正常的肾细胞癌 17

例,对侧肾存在病变或潜在功能受损 2例, 移植肾肾细胞癌 1 例,先天性孤立肾 1 例, von hipple-Lindau 综合征 1 例。 结果:术

后随访 6～ 62 个月,仅 1 例术后复发。结论:保留肾单位手术是应用于偶发性肾细胞癌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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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hron-sparing surgery for incidental renal cell carcinoma:A report of 22 cases
WU Zhen-kai, LIU Yi-dong

( Department of Urology , Huainan First People' s Hospital , Anhui 232007,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discuss the treatment for incidental renal cell carcinoma.Methods:Twenty-two patients w ith incidental renal

cell carcinoma underwent the nephron-sparing surg ery.Among them, 17 patients had normal opposite kidney, 2 patients had damaged

o r potential disfunctional opposite kidney, 1 patient had congenital isolated kidney, 1 patient had tumor in his transplanted kidney and

1 patient had von hipple-Lindau' s syndrome.Results: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to 62 months.Only 1 patient had a

relapse.Conclusions:Nephron-sparing surgery is an effective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incidental renal cel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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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由于 B超等影像学检查

的广泛应用,大量的小肾癌被发现,同时伴随着外科

技术的提高, 关于选择性应用保留肾单位手术

( nephron-sparing surgery , NSS )治疗偶发性肾细胞

癌的报道日渐增多。1997年 6月 ～ 2002年 8月, 我

院对 22例偶发性肾细胞癌采用保留肾单位手术治

疗,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22例, 男 15例, 女 7例;年龄

35 ～ 73岁 。均为常规体检或其他疾病的检查中无

意发现。22 例术前均行 B 超 、CT 、肾 、输尿管和膀

胱平片( KUB) +排泄性尿路造影术 ( IVP) 检查,

2例行 MRI检查, 2例行选择性肾动脉造影 。术前

检查提示:肿瘤位于肾脏上极 7例,肾脏中部 10例,

肾下极 5例。肿瘤均局限于肾内, 无肾静脉癌拴, 无

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灶 。19例肿瘤突出于肾脏

表面, 3例位于肾脏实质内, 肿瘤直径 1.5 ～ 4.0 cm,

平均 2.6 cm 。本组中对侧肾正常肾癌 17例, 对侧

肾存在病变或潜在功能受损 2例, 移植肾肾癌 1例,

先天性孤立肾 1例, von-hipple-Lindau综合征 1例 。

1.2　手术方法　均采用全身麻醉,侧卧位 21例取

第 11肋间切口,平卧 1例取上腹部“人”字型切口。

手术在打开肾周筋膜, 在肾周脂肪内游离肾脏, 切除

肿瘤表面的脂肪 。切除肿瘤前, 可预制一块健康的

游离脂肪团块,以备填塞切除肿瘤后的腔隙。15例

行距肿瘤 1 cm的肾脏锲行切除, 2例行肾极部分切

除, 5例行肾癌假包膜外肿瘤剜出术 。其中 9例行

肾蒂血管阻断术, 最长时间 25 min 。

2　结果

2.1　手术结果　22 例 NSS 术均获成功。手术时

间平均 110 min,术中输血 8例,平均输血量 330 ml。

术中均在肾周放置引流管, 分别于术后 2 ～ 15天拔

除 。2 例术后出现尿瘘, 分别于术后 8 天 、13 天消

失 。全部病例均无出血 、感染等并发症发生。

2.2　病理结果 　透明细胞癌 18 例, 颗粒细胞癌

2例, 透明细胞癌与颗粒细胞癌的混合癌 1例,乳头

状囊腺癌 1 例。肿瘤分化程度:G1 17例, G2 5 例。

病理分期:T 1 15例, T2 7例 。病理报告提示切缘均

未见肿瘤残余。

2.3　随访结果　术后随访 6 ～ 62个月。1例术前

有对侧肾萎缩,术后肾功能逐渐减退,术后 10个月

开始透析治疗, 18个月后死于肾衰竭并发症。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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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8个月复发,再行肾癌根治术 。全部病例,无癌

存活 20例( 90.9%) ,局部复发率 4.6%。

3　讨论

　　偶发性肾细胞癌是指在体检或其他无关疾病检

查时无意中发现的肿瘤,其多为高 、中分化的肿瘤,

肿瘤直径也较小 。Licht等[ 1]报道偶发性肾细胞癌

的平均最大直径为 3.6 cm, Robson分期 Ⅰ 、Ⅱ 、Ⅲ 、

Ⅳ期肿瘤分别为 88%、5%、6%和 1%。症状性肾癌

的平均最大直径为 4.8 cm, Robson分期 Ⅰ 、Ⅱ 、Ⅲ 、

Ⅳ期肿瘤分别为 55%、19%、18%、7%。 Tokuda

等[ 2]报道偶发性肾细胞癌的平均最大直径为

4.5 cm, Robson分期Ⅰ期肿瘤分别为 81%,高 、中分

化肾细胞癌占 99%;症状性肾癌的平均最大直径为

7.4 cm, Robson分期 Ⅰ期肿瘤仅为 44%, 低分化癌

高达 80%。

根治性肾切除是肾癌手术治疗的金标准, 而保

留肾单位手术一般针对双侧肾癌 、解剖或功能上的

孤立肾 、对侧肾脏存在病变或潜在功能受损。随着

偶发性肾细胞癌的病例增加, 愈来愈多的 NSS 应用

于对侧肾脏正常的低分化期小肾癌 。

主张对早期的局限性肾癌行肾单位保留手术的

依据主要是
[ 3]
:( 1)肾癌有双侧发生的危险性;( 2)

对侧肾脏将来有可能因其他疾病丧失功能;( 3)切除

一侧肾脏的病人可能由于肾单位减少后的高滤过及

由此引发的肾小球硬化, 使其蛋白尿 、高血压 、肾功

能不全的危险性增加;( 4)肾单位保留手术在病理依

据 、临床实践中被证实可行。

NSS包括肾脏部分切除术和肿瘤剜出术, 锲形

切除和肾部分切除属于肾脏部分切除术 。肾癌一般

为膨胀性生长, 在肿瘤与正常的肾实质间有假包膜,

剜出术是在确保假包膜完整的情况下将肿瘤钝性剜

出。剜出术有方法简单 、出血少的优点,一般无需肾

蒂阻断,可以保留最大限度的正常肾单位。Novick

等
[ 4]
报道 33例行肾癌剜出术,随访9 ～ 156个月, 平

均45个月, 3 年无癌生存率 90%, 局部复发 6%。

Tokuda等[ 2]总结了多个研究的结果, 当主肿瘤 ≤

3 cm时,卫星灶阳性率为 0%～ 5%。Hafez 等[ 5] 报

道 327例行 NSS,术后随访 5 年, <2.5 cm 的肿瘤

无局部复发。Brisset 等[ 6]认为<3 cm 的肾癌最适

合行剜出术 。一般认为>3 cm 的肿瘤适合行肾脏

部分切除术 。But ler等[ 7]进行了对比研究,对 88 例

对侧肾正常的小肾癌( <4 cm)中 42 例行根治性肾

切除, 46例行保留肾单位手术, 两组临床资料具有

可比性, 病理证实 90%为 T1 或 T2, 其余为 T3a。

两组中各有 1例局部复发, 两组的 5 年生存率分别

为 97%和 100%, 无统计学差异 。

对 NSS 的反对者主要担心局部的复发可能,其

原因可能是原发肿瘤切除不够彻底, 但主要原因是

某些肾癌具有多中心性, 术中未能发现卫星灶。

Cheng 等[ 8]通过对 100例肾癌根治标本的连续切片

检查发现肿瘤多中心发生率为 7%, 与多篇文献报

道的肾癌保留肾单位手术后的局部复发率相似 。

根据我们的临床实践,降低术后的肿瘤复发率

有以下经验:( 1)通过术前影像学检查 ( B 超 、CT 、

MRI等) , 了解有无卫星灶的存在;选择合适的病

例,肿瘤边界清晰,直径≤4 cm ;( 2)有条件的可以术

中再行 B 超检查;( 3)行部分切除时, 切缘应当距肿

瘤 1 cm;( 4)常规打开标本, 观察假包膜是否完整,

切缘组织是否正常;( 5)有时可以利用术中冰冻确保

无肿瘤残余,并确定病理类型,如恶性度较高(梭形

细胞癌等) , 该行根治术 。

本组病例结果与其他单位的现有资料相似,因

此,对于合适的病例(肿瘤<4 cm)可以谨慎地开展

保留肾单位手术治疗偶发性肾细胞癌, 在尽可能保

留正常肾单位时取得与根治术同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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