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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柔比星预防膀胱癌复发 77例 

· 临床 医学 · 

赵建军，韩成贤 

[摘要]目的：探讨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更有效的方法。方法：术中系统采用吡柔比星液行肿瘤基底及切缘注射，浸泡膀胱和 

切口，术后膀胱灌注吡柔比星液。结果：随访6～60个月，1、2、3、4、5年复发率分别为 18．2％、6．4％、1．3％、1．3％和0．6％，无 
一 例发生切口种植转移及严重并发症。结论：术中、术后应用吡柔比星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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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research of pirarubicin in the prevention of bladder carcinoma：report Of 77 cases 

ZHAO Jian-jun，HAN Cheng—xian 

(Department of Urology，Suzhou First People S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ore effective cure for the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bladder carcinoma．Methods：Seventy— 

seven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umor base injection，bladder ineisional margin injection，bladder cavity and incision immersion 

intraoperatively，postoperation with the intravesical instillation of pirarubicin．Results：The follow-up su~ey was for six months—sixty 

months．The total recurrence rate is 28．6％ and recurrence rate of 1—5 years is showed apart as 18．2％ 6．4％ 1．3％ ．1．3％ and 

0．6％ ．Neither incision margin metastasis．nor serious complication was found．Conclusions：The pirarubicin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preventing the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bladde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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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预防浅表膀胱癌术后复发常用的方法是膀 

胱内灌注免疫调节剂及细胞因子或细胞毒药物。但 

仍存在复发率较高，疗效不一。2003年 1月至 2010 

年 1月，我科对所有保留膀胱手术的患者，采用吡柔 

比星(THP)术中、术后灌注治疗，取得较好治疗效 

果 ，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77例，男 54例，女 23例；年 

龄25～84岁。膀胱单发肿瘤 58例，多发肿瘤 l9 

例，其中3例有肾盂癌。瘤体直径0．2～5 cm，均为 

初发。国际抗癌联盟分期：Ta 20例，Tl 32例，，r2 17 

例，T3 6例，rr4 2例。术后病理检查报告尿路上皮 

癌72例，其中0～I级48例，Ⅱ级21例，Ⅲ级3例， 

腺癌 2例，鳞癌 1例，肉瘤样癌 1例，混合癌 1例。 

39例行开放手术，其中32例行单纯膀胱部分切除 

手术，4例行膀胱部分切除术加输尿管膀胱移植术。 

3例并发右。肾盂癌行右肾、输尿管、部分膀胱切除 

术。38例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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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例因膀胱穿孔改行开放手术。77例中有 8例 

(包括开放手术和TUR)同时前列腺、膀胱取石术等 

非肿瘤手术。 

1．2 治疗方法 开放手术 ：根据肿瘤的大小或多 

少，术中用2O～40 In 15％葡萄糖注射液加THP 10 

～ 20 mg，局部注射肿瘤基底部及周围膀胱黏膜达肌 

层。用电刀切除该部膀胱壁，缝合后用 THP液浸泡 

膀胱 5 min，关闭膀胱。用蒸馏水浸泡切口后吸净， 

将剩余药液灌入切口浸泡 10 rain，逐层关闭切口。 

术毕置放导尿管持续引流。 

经尿道膀胱肿瘤 电切术：用 5％葡萄糖溶液 

20 ml配10 mg THP经膀胱镜先将药液注入肿瘤基 

地及周围膀胱黏膜达黏膜下，电切或电汽化肿瘤和 

周围局部膀胱壁浅层。冲洗膀胱后，将剩余药液全 

部灌人膀胱，保留20 min后置导尿管持续导尿。 

无论采用何种术式，术后 1～2周开始行膀胱灌 

注。先嘱患者排尿，待膀胱空虚后，平卧位将30 mg 

THP加5％葡萄糖溶液40 ml导尿管注入膀胱，变换 

平、仰、左、右卧四个体位，要求保留1 h。每周1次， 

共6～8次，术后 1年每月 1次至术后 1年，术后 1 

年每2个月 1次至2年。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详细记 

录患者局部和全身不良反应，定期进行血常规、肝功 

能和肾功能指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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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全部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6—60个月，分别 

在出院后 3个月、6个月、1年、1．5年、2年、3年、4 

年、5年时膀胱镜检查，B超行切口检查。本组复发 

22例，总复发率 28．6％，其中3个月复发 3例，6个 

月复发 3例，12个月复发 8例，第 1年复发率 

18．2％；1．5年复发2例，2年复发3例，第 2年复发 

率6．4％；第3年复发1例，复发率 1．3％；第4年复 

发 1例，复发率 1．3％；第 5年复发 1例，复发率 

1．3％。复发患者中按病理学分类：尿路上皮癌 l8 

例(18／72)，其中0一I级 7例(7／48)，复发率 

14．6％，II级 9例(9／21)，复发率42．9％，Ⅲ级 2例 

(2／3)，复发率 66．7％，其它类型4例(4／5)，复发率 

80．O％。复发患者中再次行保留膀胱手术者均改换 

其它药物(卡介苗、丝裂霉素、羟基喜树碱)进行膀 

胱灌注。无一例发生切口肿瘤种植。1例出现较重 

膀胱刺激症状(改换其它药物灌注仍无改善)，放弃 

膀胱灌注；7例出现较轻的膀胱刺激症状，但均能良 

好耐受膀胱灌注。1例出现明显血尿。 

3 讨论 

70％ 一8O％膀胱移行细胞癌为生长于固有层以 

上的浅表性肿瘤，可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或膀 

胱部分切除术治疗，但50％～70％患者术后出现复 

发。术后膀胱内灌注药物治疗可消除残余病变或原 

位癌，降低和延缓肿瘤复发，防止肿瘤发生浸润，从 

而提高患者生存年限和生活质量 。 

只要行保留膀胱手术，癌肿的复发就有可能发 

生。自应用细胞毒性药物和卡介苗(BCG)膀胱灌 

注预防膀胱癌复发以来，浅表性膀胱癌复发有所减 

少。虽然其原理至今仍不清楚，但一般认为不用药 

物灌注，3年复发率可高达50％ ～70％ 。THP膀 

胱灌注预防浅表性膀胱癌术后复发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国内外 已有文献 报道，具有使用方便、疗效 

高、副作用小等特点。TPH是新一代半合成蒽环类 

抗肿瘤药物，其化学结构在阿霉素的氨基糖4位增 

加一个吡喃环。这一机构的改变，使其抗肿瘤活性 

明显提高，药物进入肿瘤靶细胞的浓度增高，对正常 

细胞的毒副作用减少，半衰期短，心脏毒性明显降 

低。THP可通过直接嵌入 DNA双链间，抑制 DNA 

聚合酶，阻碍 DNA的复制及转录，在 G2期终止细 

胞分裂，从而使癌细胞死亡。实验表明，THP可能 

通过使肿瘤细胞凋亡和坏死达到抗癌作用H J。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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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药物相比，该药毒副作用明显较轻。目前公认 

BCG在膀胱癌的治疗中效果最好，但副作用也显而 

易见，50％以上患者出现膀胱炎、血尿、发热等全身 

症状，严重者可发生 BCG败血症和肉芽肿性前列腺 

炎等，甚至有致死的报道l 。而噻替派因分子量 

小，易吸收入血发生骨髓抑制等副反应 8̈ J，现已基 

本停用。本组仅有 1例出现严重的膀胱刺激症状而 

停止用药，其余均能坚持。 

膀胱癌术后复发主要因素有原发肿瘤未切净、 

术中肿瘤细胞脱落种植、来源与存在的移行上皮增 

殖或非典型病变、膀胱上皮继续受尿内致癌物质的 

刺激 J。此外，癌细胞常可浸润到黏膜下及肌层淋 

巴管和毛细血管内，肿瘤细胞可随之发展成新生肿 

瘤，手术后由于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和反馈的关系，可 

使 G。期肿瘤细胞及癌前病变的细胞增殖活跃生长 

迅速 ，保留膀胱及其功能预防肿瘤复发是泌尿外 

科多年来研究的课题。黏膜下广泛注射抗癌药物可 

以杀伤肉眼不易发现的原位癌和增生活跃逐渐癌变 

的细胞，注射后可以引发较大面积的黏膜上皮变性 

甚至坏死脱落，肿瘤细胞随之脱落，也有利于杀伤黏 

膜下淋巴管和毛细血管内的癌细胞，而且术后早期 

负荷最小，对抗癌药物的敏感性增高  ̈。术后组织 

修复时，各种生长因子不仅可促进黏膜愈合，同时也 

刺激肿瘤细胞生长。因此，肿瘤细胞生长最活跃也 

是对化疗最敏感的时侯，早期使用化疗药物可以最 

有效的杀灭肿瘤细胞 引̈。研究 表明，THP在肿 

瘤组织内弥散快，抗癌效果好，可有效杀伤肿瘤细 

胞，不良反应低，作为膀胱灌注药物预防复发是理想 

的选择。 

BCG膀胱灌注在膀胱癌的治疗和预防复发上 

具有肯定的疗效，用 BCG灌注表浅膀胱癌，复发率 

为 0—41％，平均 20％左右 J。本组总复发率为 

28．6％，表浅膀胱癌复发率仅为25％，接近 BCG疗 

效，同其它药物一样，THP是对尿路上皮癌，尤其是 

对低级别肿瘤疗效更佳。同样的剂量和方法治疗本 

组 0一I级肿瘤，其复发率为 14．6％，而Ⅲ级高达 

66．7％，其它类型肿瘤的复发率达 80％，说明药物 

剂量和用药方式一样的情况下，造成如此大的差异， 

主要与患者的病理类型、临床分期和分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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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切口复位治疗小儿肱骨髁上骨折 30例 

阮传江，周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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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小切口切开复位后克氏针固定治疗dUL肱骨髁上骨折的疗效。方法：对30例肱骨髁上骨折的患儿，采用小 

切FI切开复位后克氏针固定。结果：术后摄X片达到解剖复位28例，轻度尺偏2例，切El均一期愈合。结论：小切口切开复位 

后克氏针固定治疗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简单方便，术后并发症少，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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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iny-incision open reduction keshi needle fixation in 

treating 30 cases of suprac0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 

RUANG Chuang—jiang．ZHOU Ping—hui 

(Department ofOrthopaediscs，Taihe People S Hospital，Taihe Anhui 2366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iny—incision open reduction keshi needle fixation in treating supraco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M ethods：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 clinical data of 30 cases of supraco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using on tiny— 

incision open reduction keshi needle fixation．Results：Among 30 cases，28 were recovered and 2 was slightly biased．No complications 

after surgery．Conclusions：It is effective to treat supraco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 by tiny—incision open reduction keshi needle 

fixation． 

[Key words]supracondylar fracture；internal fixation of fracture；tiny—incision 

肱骨髁上骨折好发于 5～12岁的儿童，约占肘 

部骨折的30％ ～40％，其中以伸直型骨折居多 。 

肘部周围有丰富的血管，骨折愈合程度高，如果肱骨 

髁上骨折治疗不当，易发生 Volkmann缺血性肌挛缩 

或肘 内翻畸形，术后发生肘内翻的几率也较高。 

2007年 10月至2009年 l0月，我科应用小切口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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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后克氏针固定的方法治疗不同类型的d,JL肱骨 

髁上骨折 30例，术后效果满意。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30例，男 20例，女 l0例；年 

龄4 10岁。根据肱骨髁上骨折的分型标准 ：伸 

直型6例，伸直尺偏型 18例，伸直桡偏型4例，屈曲 

型2例。30例均为闭合性骨折，4例血循环障碍。 

手术时间为损伤后 2 h至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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