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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钬激光治疗腺性膀胱炎27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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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探讨经尿道钬激光治疗腺性膀胱炎(cystitis glandularis，CG)的方法及临床疗效。方法：对27例经膀胱镜病理活

检证实的CG患者行经尿道钬激光治疗，术后行吡柔比星20 mg+5％GS加ml膀胱灌注。结果：27例手术均获得成功，随访

8—27个月，19例治愈，6例好转，2例复发，无癌变。结论：经尿道钬激光治疗CG，疗效确切，操作简便、安全，复发率低，值得

在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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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urethral holmium laser therapy for glandular cystitis：report of 27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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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lucidate the method and result of transurethral holmium lager 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cystitis glandularis

(CG)．Methods：Twenty—seven cases of CG confirmed pathologically using cystoscopy were treated by the transurethral holmium laser

and received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of pirarubicin bladder irrigation．Results：Th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in all the 27 cases．and

the follow—up lasted for 8 to 27 months．Nineteen cases were cured，6 alleviated，and 2 relapsed；no carcinomatous change Was observed．

Conclusions：The transurethral holmium laser therapy is an effective，convenient and safe technique with a low recurrence rate for

treatment of CG．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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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性膀胱炎(cystitis glandularis，CG)是一种膀

胱黏膜增生和化牛同时存在的病变，最早由von

Limberk于1887年报道。虽然G6mez等⋯报道CG

发病率仅占膀胱疾病的1％，但有学者认为其为膀

胱腺癌的早期病变，故而越发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目前临床外科治疗CG的方法有经尿道电切除术、

Nd：YAG激光烧灼术、微波凝固术等，临床效果不尽

满意且容易复发。2003年12月至2007年2月，我

院共收治CG患者27例，经尿道钬激光治疗，取得

满意疗效，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男4例，女23例；年龄25～

72岁。病程3个月至lO年。临床表现：以尿频、尿

急、尿痛为主者16例；肉眼及镜下血尿者6例；因排

尿困难就诊者3例；因尿液混浊就诊者1例；无任何

临床症状，体检B超提示膀胱壁增厚者1例。所有

病例经保守治疗无效后，行膀胱镜检+可疑组织病

理活检明确诊断为CG。膀胱镜所见：12例病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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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膀胱三角区，9例病变位于膀胱三角区及膀胱颈，

4例病变位于膀胱三角区及输尿管口周围，散在病

变2例。滤泡状或绒毛样水肿改变18例，乳头状瘤样

变6例，慢性炎症改变2例，黏膜无明显改变1例。

1．2 治疗方法 采用美国OmniPulse MAXTM80

Holmium Laser System Model 1210一VPH(锐迈达)设

备，光纤320斗m，钬激光专用膀胱镜1套。腰麻或

连续硬膜外阻滞麻醉成功后，取截石位。常规消毒

铺巾，将钬激光专用膀胱镜在电视视频引导下插入

患者膀胱，观察膀胱情况，了解病灶的数量、大小、部

位及与输尿管开口及膀胱颈口的关系。将光纤经膀

胱镜操作孔置入，钬激光功率设定为10～30 W，频

率lO一30 Hz，采用生理盐水连续灌注，注意控制膀

胱充盈程度，以膀胱黏膜皱褶平展为宜。在钬激光

红色光引导下根据病灶方位，适当调整光纤角度，自

超出病灶边缘1 cm的正常黏膜范围内予垂直、平行

或点状切割。根据黏膜病变累及范围及深度彻底烧

灼，直至正常组织，必要时可达深肌层。术后第7天

开始常规予吡柔比星(pirarubicin，THP)20 mg+5％

葡萄糖溶液40“膀胱灌注，每周1次，连续8次，

然后改为每月1次，连续10次。每3个月定期膀胱

镜检查，必要时行输尿管镜复查。

1．3疗效评价标准口1 (1)治愈：原症状完全消

失，尿常规检查正常，膀胱镜复查黏膜光滑或活检无

异常。(2)好转：原症状基本消失，偶有间歇性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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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症状，尿常规检查偶有镜下血尿，膀胱镜复查黏

膜正常或尚有散在的小病灶。(3)无效或复发：原

症状无明显改善，膀胱镜复查或活检无改善；或术后

3个月膀胱镜复查及活检无异常，但6个月后复查

又出现CG。治愈+好转计为总有效。

2结果

27例均一次手术切除成功。手术15—

50 min，术中平均出血<20 ml，均未发生闭孔神经

反射、膀胱穿孔、尿外渗及术后迟发性出血等并发

症。术后随访8～27个月，治愈19例，好转6例，复

发2例，无癌变，总有效率为92．6％。4例单侧或双

侧输尿管膀胱开口病灶切除者，行输尿管镜检查无

狭窄，镜下喷尿正常。2例复发者，l例于术后8个

月复发，再次行经尿道钬激光+THP膀胱灌注治

疗，随访至今未见复发；另1例于术后15个月复发，

膀胱镜检查见膀胱各壁黏膜广泛滤泡状病变，且B

超提示双肾中度积水，与患者沟通后行全膀胱切除

+输尿管皮肤造口术，目Ij{『恢复良好。

3讨论

CG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多为30—50岁成年

女性，但近年也有儿童发病的报道∞J。病灶好发于

膀胱底，围绕三角区、膀胱颈和输尿管口，可能与膀

胱底是尿液流体动力的着力点、尿道逆行感染的高

发区等解剖结构有关。CG的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Wahher等H1认为是尿路上皮在感染、梗阻、结石及

异物等慢性刺激下，化生为腺上皮并通过分泌黏液

而达到自身防御目的。陈敏等"o对48例CG患者

行尿动力学检查，并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得出，CG患

者多数同时存在下尿路排尿功能障碍，下尿路排尿

功能紊乱可能是一部分CG患者的病因；还有学者

推测CG的发生与维生素缺乏、过敏、毒性代谢产

物、激素失衡、特异致癌物及免疫问题有关∞J。

对于CG的发病机制，一般有移行上皮化生学

说和胚胎残余发展学说，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前者，

但这两种假说对于CG的发病尚无满意解释。近年

来，对CG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主要在分子生物学

方面。倪少滨等"1研究发现，Bcl-2和p53联合作用

可触发尿路上皮向腺上皮表型的转变过程，使细胞

具有更强的癌变潜力。陈晓波等哺1研究发现，

MMACI蛋白的表达可能是正常膀胱黏膜生长的必

要因素之一，其表达下降或缺失可能使膀胱黏膜生

长失控，最终导致CG及膀胱癌的发生。

钬激光技术和腔镜技术相结合，为治疗CG提

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我们采用经尿道钬激光治疗

CG，对其特点有如下体会：(1)钬激光能量无电场效

应，不会刺激闭孔神经，可以避免闭孔神经反射，且

钬激光的能量极易被表层组织吸收，穿透深度约

0．4 mm，故可任意控制病灶的切割深度，能较清晰

地解剖出黏膜层、黏膜下层乃至浅肌层，操作简便，

易掌握，不会对周围组织产生损伤。与电切治疗相

比。极少造成膀胱穿孔、尿外渗等并发症。(2)钬激

光对于小m管的止血效果极好，术中出血少，术后也

很少有继发性出血。(3)对于病变累及输尿管口

者，可以防止输尿管膀胱壁间段肌层损伤造成的瘢

痕形成、术后输尿管狭窄和由此导致的输尿管返流、

肾积水一】，本组4例钬激光治疗输尿管膀胱开口处

病灶者术后均未出现上述并发症。本组随访8～27

个月，钬激光治疗CG的总有效率为92．6％，与曹正

国等一1报道的94．3％(33／35)相近。

虽然CG是否为癌前病变目前尚无确切的定

论，但多数学者支持这一观点¨0’⋯。故我们认为术

后予THP膀胱灌注治疗有一定的必要性，可有效降

低CG的复发率。当然，为进一步提高CG的治愈

率，我们在治疗腔内病灶的同时，不能忽略对CG可

能病因如慢性感染、结石、梗阻及下尿路排尿功能紊

乱等的积极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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