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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干扰素2oL联合吡柔比星早期膀胱灌注预防浅表性膀胱癌复发 

韩 锋，李 建，张家俊 

[摘要]目的：探讨干扰素(IFN)2c~联合吡柔比星(THP)早期膀胱灌注在预防浅表性膀胱癌复发中的作用。方法：将 58例浅 

表性膀胱癌患者随机分为A、B 2组，均行经尿道膀胱肿瘤汽化电切术。A组 29例术后早期行IFN 2ct联合 THP膀胱灌注，2 

周后THP常规方案膀胱灌注；B组29例术后单纯行常规THP膀胱灌注。结果：随访24～36个月，A组复发1例，B组复发6 

例，A组疗效优于B组(P<0．05)。结论：IFN 2a联合THP早期膀胱灌注与单纯术后THP膀胱灌注相比，可以更有效地减少 

浅表性膀胱癌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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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vesical instillation of interferon 2a and pirarubicin for 

prevention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superficial bladder cancer 

HAN Feng，LI Jian，ZHANG Jia-jun 

(Department of 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early intravesical instillation of pirarubicin and interferon(IFN)2 0【for prevention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superfici~ bladder cancer．M ethods：Fifly—eight patients with superficial bladder carcinoma treated by 

TURBt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Group A(29 cases)were treated by early postoperative bladder instillation of pirarubicin and 1FN 

2仅and group B(29 cases)by routine postoperative bladder instillation of pirarubicin．Results：All the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24— 

36 months，and the recurrence rates were 3．45％ in group A and 20．69％ in group B．The recurrence rate of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B．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Conclusions：Early postoperative bladder instillation 

of Pirarubiein and IFN 2ct after TURB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in preventing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superficial bladd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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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尿路上皮癌是泌尿系常见的恶性肿瘤，其 

中非肌层浸润性癌为浅表性膀胱癌。经尿道膀胱肿 

瘤切除术(TURBt)是治疗浅表性膀胱癌的首选方 

[收稿日期]201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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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锋(1975一)，男 ，硕士 ，主治医师． 

法，但术后复发率高。为了防止肿瘤的复发，延缓肿 

瘤的进展或根除残余病灶，术后一般都辅助膀胱内 

灌注治疗，寻找合适的药物或药物组合以及合理的 

给药时机对推迟和预防浅表性膀胱肿瘤的复发极为 

必要 。2007年 2月至 2010年 2月，我院对行 

TURBt治疗的58例浅表性膀胱癌患者分别行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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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IFN)2 、吡柔比星(THP)联合膀胱灌注 + 

单纯THP膀胱灌注和术后单纯THP膀胱灌注，本研 

究对2种方法的疗效进行比较，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58例浅表性膀胱癌患者均为初 

发、1～2期、无淋巴结及远处器官转移的患者，均行 

TURBt，且术后经病理证实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移 

行细胞癌。随机等分为 A、B 2组。A组男20例，女 

9例；年龄41～62岁。多发性肿瘤2例，单发性肿 

瘤27例；Tis／Ta期 18例，T1期 11例。B组，男22 

例，女7例；年龄38～65岁。多发性肿瘤4例，单发 

性肿瘤25例；Tis／Ta期 22例，T1期 7例。 

1．2 方法 A组为 THP联合 IFN 2 0l术后早期膀 

胱灌注组，术后 30 rain内将 THP 20 mg+IFN 2ct 

1 000万U溶解于5％葡萄糖注射液40 ml，行膀胱灌 

注，保留30 rain后排出；2周后开始每周灌注 1次 

(THP 20 mg溶解于5％葡萄糖注射液20 m1行膀胱 

灌注，保留2 h后排出)，共6次，后每2周灌注1次， 

共 6次，后每月灌注 1次，共 2年，期间每 3个月复 

查 1次膀胱镜。B组为术后 THP常规膀胱灌注组， 

术后2周后开始 THP 20 mg溶解于5％葡萄糖注射 

液20 m1每周灌注 1次，保留2 h后排出，共6次，后 

每2周灌注 1次，共6次，后每月灌注 1次，共 2年， 

期间每3个月复查 1次膀胱镜。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2 结果 

58例均获随访24—36个月。A组复发1例，复 

发率为3．45％，复发时间为 18个月，该例术前膀胱 

镜检查为多发病例，T1期。B组复发 6例，复发率 

为20．69％，复发时间为12～24个月5例，>24～36 

个月 1例，其中3例为多发性肿瘤，T1期；3例为单 

发肿瘤，T1期。A组复发率低于 B组 ( =4．06， 

P<0．05)，复发病例均再次行 TURBt术。2组患者 

分别有3例和2例出现较重膀胱刺激症状，给予对 

症处理后缓解，其他不良反应如肉眼血尿、乏力、恶 

心等，患者可耐受，未影响治疗。 

3 讨论 

膀胱癌最常见的组织类型是移行细胞癌， 

70％ ～80％为局限在黏膜层和固有层的浅表性膀胱 

癌。浅表性膀胱癌的治疗多采用 TURBt术，但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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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50％ ～70％的患者复发 ，复发时间为 1～2年 

内，其中部分病例伴有肿瘤恶性程度增加或浸润能 

力增强 J。因此，如何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是临床 

工作中值得研究的课题。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采 

用化疗药物或免疫制剂膀胱灌注能有效预防浅表性 

膀胱癌术后复发。 

THP作为新一代半合成蒽环类抗肿瘤药物，其 

抗肿瘤活性较上一代显著提高，进入肿瘤靶细胞的 

浓度增高，对正常细胞的毒副作用减小，半衰期缩 

短，心脏毒性明显降低 。THP用于膀胱浅表性移 

行细胞癌术后灌注预防复发效果好，副作用少，目前 

临床应用广泛。IFN 2a是一种内源性的免疫激动 

剂，有抗肿瘤作用。研究 表明，膀胱癌细胞表达 

高水平的IFN 2or受体，而且肿瘤分级越高，其受体 

的密度越大，膀胱癌术后膀胱内应用 IFN可以增强 

免疫细胞活性，同时增加其在膀胱壁组织内的浸润， 

由此激活 NK细胞和细胞毒性 T淋巴细胞的细胞毒 

性作用，从而达到抗肿瘤的作用。 

本研究根据 THP进入膀胱正常组织浓度少的 

特点，在术后早期(30 rain内)给予膀胱灌注 THP， 

此时手术创面开放，药物更容易渗透至组织，可以达 

到更好的疗效。而且同时应用 IFN 2ct可以增强局 

部的免疫细胞活性，提高化疗药物对残存肿瘤细胞 

的杀灭作用，对 THP具有协同作用。本研究中，IFN 

2 0【联合 THP术后早期膀胱灌注组 的复发率为 

3．5％，低于术后 THP常规灌注组 20．69％(P< 

0．05)，由此可见，IFN 2or联合THP术后早期膀胱灌 

注在预防和减少膀胱癌复发方面效果优于术后 2周 

THP膀胱灌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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