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4 

[文章编号]1000-2200(2010)10．1034-02 

J Bengbu Med Coil，October 2010，Vo1．35，No．10 

羟喜树碱膀胱灌注预防 

浅表性膀胱肿瘤术后复发 136例分析 

王成勇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观察羟喜树碱(camotothecin，cry)膀胱灌注预防浅表性膀胱肿瘤术后复发的效果。方法：对 136例经尿道膀胱 

肿瘤切除的浅表性膀胱肿瘤患者，术后采用 CPT 40 mg+生理盐水 4O ml即刻及 Cry 20 mg+生理盐水 40 m1规律膀胱灌注， 

观察其预防肿瘤术后复发的效果。结果：136例随访 8～22个月，其中21例膀胱肿瘤复发，复发率为 15．4％，总不 良反应率为 

13．2％。结论：Cry 膀胱灌注预防浅表性膀胱肿瘤术后复发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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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肿瘤是我国最常见的泌尿系恶性肿瘤，其 

中75％ ～85％为浅表性膀胱癌，保留膀胱的手术病 

例中5年复发率为 24％ ～84％。膀胱灌注可以有 

效减少膀胱肿瘤术后复发⋯。鉴于目前灌注药物 

种类较多，疗效各异，选择安全有效的灌注药物尤为 

重要。2008年 10月至2009年 6月，我院对 136例 

浅表性膀胱肿瘤患者在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 

(TURBT)治 疗 后 即 刻 +规 律 行 羟 喜 树 碱 

(camotothecin，CPT)膀胱灌注化疗，取得很好的疗 

效，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i 一般资料 本组男 106例，女30例；年龄 l9— 

76岁。临床表现：无痛性肉眼血尿 125例，体检时 

发现6例，尿痛3例，排尿中断2例。肿瘤呈菜花状 

105例，地毯样 5例，水草样 26例。其中肿瘤单发 

127例，多发 9例，最多 1例达 5处。肿瘤直径 

0．5—2．5 cm。肿瘤分布于膀胱两侧壁 97例，三角 

后区21例，三角区5例，膀胱颈部 7例及前壁6例。 

临床分期：Tis期5例，Ta期 106例，T1期25例。病 

理分级：乳头状瘤 16例，低度恶性倾向尿路上皮乳 

头状瘤 89例，乳头状尿路上皮癌低级别25例，乳头 

状尿路上皮癌高级别6例。 

1．2 治疗方法 患者均于术后即刻行膀胱灌注 

CPT 40 mg+生理盐水40 ml，保留l h排出，并于术 

后 5～7天拔除导尿管。术后 10～14天开始规律的 

膀胱灌注化疗，用 CPT注射液 20 mg和生理盐水稀 

释至40 ml后，使用一次性硅胶导尿管将药液注入 

[收稿 日期]2010-06-20 

[作者单位]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安徽 蚌埠 233004 

[作者简介j王成勇(1979一)，男，住院医师． 

膀胱内，并嘱患者仰卧位、左侧卧位、右侧卧位、俯卧 

位各15 rain 1次，共保留2 h。转换体位使药物与膀 

胱各壁充分接触(具体哪个体位在前由患者膀胱肿 

瘤位置所定)。灌注前2 h开始禁水，之后2 h开始 

大量饮水并勤排尿，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开始每 

周1次，共8次；之后每2周】次，共8次；再后每月 

1次。灌注前期视患者情况每月复查 1次血、尿常 

规和肝、肾功能，后期2—3个月复查 1次，监测药物 

不良反应。每3个月复查 1次膀胱镜，如患者对膀 

胱镜检查比较恐惧，可在第 3个月做膀胱 B超，最 

长每半年复查 1次膀胱镜，如见膀胱黏膜异常取活 

检送病理检查。 

2 结果 

136例均获随访 8～22个月。其中21例经膀 

胱镜活检病理证实为复发，随访6、9、12、18、22个月 

时分别有3、5、3、9和 1例复发，复发率为 15．4％。 

其中12例再次行 TURBT，9例术后肿瘤进展者中4 

例行部分切除，5例行根治性全膀胱切除(2例为回 

肠膀胱，3例为原位乙状结肠新膀胱术)。136例灌 

注治疗后均无严重的骨髓抑制、贫血、感染和膀胱挛 

缩等并发症发生。出现不良反应 18例，发生率为 

13．2％，其 中不 同程度 的膀 胱 刺激 症状 9例 

(6．6％)，短暂性肉眼血尿2例(1．5％)，低热、轻微 

恶心、头痛 5例(3．7％)，短暂性 白细胞下降 2例 

(1．5％)。患者均未因不良反应终止灌注化疗。 

3 讨论 

目前，对于浅表性膀胱肿瘤的主要治疗方法为 

经尿道微创手术，包括 TURBT和经尿道膀胱肿瘤钬 

激光切除术等，但术后存在较高的复发率，可能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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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肿瘤细胞种植或原发肿瘤切除不完全有关  ̈。 

有30％ ～40％的复发病例伴有恶性程度增加或肌 

层浸润。如何降低保留膀胱手术后的较高复发率， 

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肯定了膀胱内灌注化 

疗药物能有效杀死残留肿瘤细胞、降低复发率、延长 

复发问隔及防止肿瘤进展等作用 !。因此，建议保 

留膀胱手术后均进行辅助性膀胱灌注化疗，而选择 

有效的化疗药物行膀胱灌注是降低肿瘤术后高复发 

率和患者行全膀胱切除几率的关键。 

理想的膀胱灌注药物是对肿瘤细胞敏感性高并 

能迅速在膀胱上皮内达到有效药物浓度，同时全身 

吸收小、毒副作用小。常用的膀胱内灌注的化疗药 

有阿霉素、表柔比星、丝裂霉素、吡柔比星等和生物 

制剂卡介苗(BCG)、干扰素等，但各有优缺点。最 

早报道膀胱内灌注塞替派可以治愈残留移行细胞癌 

并明显降低肿瘤复发的危险。Morales等首先报道 

应用 BCG治疗膀胱癌，使其病死率和复发率明显下 

降，开创了 BCG治疗膀胱癌的新纪元。但 BCG更 

适用于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治疗，可以预防 

肿瘤进展。对于低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行 BCG 

膀胱灌注疗效一般且副作用较多，部分病例不能耐 

受，可改用疗效可靠的化疗药物如阿霉素、表柔比 

星、丝裂霉素、吡柔比星等。一些学者研究不同化疗 

药、BCG等生物制剂和干扰素等免疫制剂等的联合 

用药行膀胱内灌注以期提高灌注化疗疗效，降低复 

发率，但同时大大增加了灌注副作用和费用。而我 

们单用 CPT膀胱灌注化疗就能取得很好的预防浅 

表性膀胱肿瘤术后复发作用。 

CPT是由我国独有的珙桐科植物喜树中提取的 

生物碱经化学合成而得，相对分子质量为 364．34， 

具有较强的抗癌作用。其抑杀处于增殖期的肿瘤细 

胞，属于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通过抑制 DNA拓扑 

构型异构酶，使 DNA链断裂，从而阻断 DNA合成。 

其主要作用于DNA合成期(即 S期)，并对 G期及 

M期边界有延缓作用。干扰细胞分裂周期以及使 

染色体 DNA断裂、降解等反应。在机体多种调控蛋 

白协同作用下，最终导致肿瘤细胞死亡 ]。由于 

CPT分子质量较大，不易被膀胱黏膜吸收，故作为膀 

胱化疗灌注不良反应小，一般不会引起急性化学性 

出血性膀胱炎、肝肾功能损害以及骨髓抑制等严重 

的全身化疗反应。本组 136例浅表性膀胱癌患者平 

均随访 l8．5个月，复发率为 15．4％，低于传统剂量 

BCG膀胱灌注20％ ～40％的复发率 ，与文献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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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用 c P1、10～20 mg作膀胱灌注预防浅表性膀 

胱肿瘤术后复发率相近，略低于文献 报道的吡 

柔比星 30～4O mg作膀胱灌注肿瘤复发率，可能与 

随访时间、样本数、手术指征的把握有关系。 

大多数研究认为，CPT膀胱灌注可以引起如恶 

心、呕吐、乏力、低热、全身不适等不良反应，但可以 

耐受，不影响患者继续治疗。且 CPT在引发膀胱刺 

激征或化学性膀胱炎方面明显低于其他药物。本组 

采用一次性硅胶导尿管注入该药液，可减少因尿道 

黏膜损伤引起灌注后尿道炎及尿道狭窄。术后 2 h 

大量饮水勤排尿，可以减少药物的吸收，减低药物的 

毒副作用，也减少化学性膀胱炎的发生。而本组 9 

例出现不同程度膀胱刺激症状者，考虑与膀胱、尿道 

黏膜损伤及炎症水肿等因素有关，此类患者在下次 

灌注时应使用更小型号的硅胶导尿管，并在灌注前 

和灌注当日服用少量抗生素，可明显缓解以上刺激 

症状。本组无一例因药物不良反应而终止灌注化 

疗，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3．2％，与灌注常规剂量 

BCG所致的尿路刺激症状和全身流感样症状的大 

多数患者相比，副作用小得多，而且能耐受，更不会 

引起如灌注吡柔比星等可能所致的膀胱挛缩等严重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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