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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途径经腹膜外腹腔镜下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临床疗效分析

吴绍山1,谈宜傲2,陶摇 陶1,肖摇 峻1,周林玉1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途径经腹膜外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ELRP)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的临床疗效。 方法:对 87 例

经 ELRP 治疗的局限性前列腺癌病人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三孔法 ELRP 组 28 例,四孔法 ELRP 组 59 例。 所有病人

术前均行前列腺穿刺活检或前列腺电切术后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且排除外周组织器官浸润及盆腔淋巴结转移。 对 2 组病人

年龄、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前列腺体积、临床分期、高血压、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Gleason 评分、手术切缘阳性、
术后生化复发率和术后尿管留置时间等分析比较。 结果:所有病人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一例中转开放手术。 三孔法 ELRP 组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前列腺体积分别为(90. 56 依 17. 87) min、(121. 45 依 45. 76) mL、(36. 75 依 12. 26) mL,均少于四孔法

ELRP 组的(118. 66 依 22. 45)min、(189. 87 依 75. 43)mL、(67. 47 依 22. 65)mL(P < 0. 05);切缘阳性数分别为 2 例和 4 例、术后加

用内分泌治疗,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此外,2 组病人在年龄、tPSA、临床分期、术前是否合并高血压、术后 Gleason
评分、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复发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术后随访 3 ~ 17 月,生化复发 6 例,予内分泌治疗

后控制满意。 结论:相比于四孔法 ELRP,三孔法 ELRP 不仅尚未增加并发症,而且更加微创,对于体积较小局限性前列腺癌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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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extraperitoneal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by different surgical approaches
WU Shao鄄shan1,TAN Yiao2,TAO Tao1,XIAO Jun1,ZHOU Lin鄄y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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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alysis of extraperitoneal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on local prostate cancer
by different surgical approach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7 patients with local prostate cancer undergoing extraperitoneal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mong them,28 cases underwent three鄄port ELRP and 59 cases
underwent four鄄port ELRP. The clinical factors as ages,tPSA,prostate volume,clinical stage,hypertension,operative time,estimated
blood loss,pathological scores,positive surgical margin rates,biochemical recurrence and drainage tube keeping days. Results: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successful surgery without turn to open surgery. During the three鄄port group and four鄄port group,operative time were
(90. 56 依 17. 87) min and(118. 66 依 22. 45) min,the estimated blood loss were(121. 45 依 45. 76)mL and (189. 87 依 75. 43) mL,
prostate volume were (36. 75 依 12. 26) mL and (67. 47 依 22. 65) mL respectively,with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P < 0. 05).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 were 2 cases and 4 cases,of which underwent the endocrine therapy,with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P > 0. 05).
Thes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other factors(P > 0. 05). Follow鄄up 3 to 17 months after surgery,biochemical recurrence in 6

摇 摇 摇 cases,to endocrine control satisfaction. Conclusions:Compared
with the four鄄port ELRP,the three鄄port ELRP not only has not
increased complicaiton,but also is more minimally invasiv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for small and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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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前列腺癌是常见的泌尿生殖系肿瘤之一,其发

病率在男性肿瘤中位居第二位[1],近年来前列腺癌

在我国的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 根治性前列腺切

除术是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的首选措施,其手术治

疗包括开放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腹腔镜下根治性

前列腺切除术和机器人辅助前列腺癌根治术。 本文

就三孔法或四孔法 ELRP 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病人

效果作一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9 月

87 例经 ELRP 治疗的前列腺癌病人,其中采用三孔

法 ELRP 者 28 例(三孔组),四孔法 ELRP 59 例(四
孔组)。 三孔法组年龄 59 ~ 85 岁;四孔法组年龄

59 ~ 84 岁。 11 例因前列腺特异抗原(PSA)增高或

者体检行泌尿系 B 超检查发现前列腺有结节,采用

B 超引导下经直肠或经会阴前列腺穿刺活检术,穿
刺活检病理明确诊断前列腺癌;3 例经尿道前列腺

电切术后,病理提示前列腺腺癌。 术前:行盆腔 MRI
平扫加增强扫描检查,排除外周组织器官浸润及盆

腔淋巴结转移;行 ECT 全身骨扫描检查,均未见有

骨转移征象;完成血清 PSA 检查及前列腺体积计

算;病人心、肺及肝肾功能无明显手术禁忌。 2 组病

人年龄、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临床分期、术
前是否合并高血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

表 1摇 经 ELRP 治疗的局限性前列腺癌病人术前特征(x 依 s)

分组 n 年龄 / 岁
tPSA /
(滋g / L)

前列腺

体积 / mL
临床分期

T1摇 T2a摇 T2b摇 T2c摇
高血压

三孔法组 28 71. 24 依 7. 14 21. 53 依 9. 67 36. 75 依 12. 26 4 9 18 5 7

四孔法组 59 69. 61 依 6. 22 23. 12 依 11. 81 67. 47 依 22. 65 10 15 17 9 10

t — 1. 88 0. 90 10. 76 3. 88吟 0. 78吟

P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摇 摇 吟示 字2 值

1. 2摇 手术方法摇 采用经腹膜外三孔法或四孔法根

治性前列腺切除术。 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病人仰

卧位,头低脚高位,常规消毒铺单,取脐下正中 4 cm
纵形切口,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腹直肌前鞘,
血管钳撑开腹直肌至腹直肌后鞘,手指先行分离腹

膜外间隙后,以自制气囊扩张膀胱前腹膜外间隙,经
脐下套管置入腹腔镜,在腔镜监视下,于右侧腹直肌

外侧缘脐下两指处放置 10 mm Trocar。 左侧腹直肌

外侧缘脐下两指处放置 5 mm Trocar,四孔法要在右

侧髂前上棘内侧两指处放置 5 mm Trocar,由助手辅

助术中操作。 分离 Retzius 间隙,切开盆内筋膜,切
断耻骨前列腺韧带,缝扎背深静脉丛(见图 1)。 清

除前列腺表面脂肪,辨认膀胱颈和前列腺分界线,离
断膀胱颈 (见图 2 )。 分离输精管和精囊,切开

Denonvilliers 筋膜,分离前列腺直肠间隙,处理前列

腺侧韧带,分离并保留神经血管束,离断前列腺尖部

尿道(见图 3)。 将前列腺暂时置于手术野外,再行

膀胱和尿道单针连续吻合(见图 4),满意后,适当扩

大脐下切口,取出标本,彻底止血,耻骨后留置引流

管,结束手术。 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Gleason 评分、术后导尿管留置时间、手术切缘情况

及术后生化复发。
1. 3摇 随访摇 术后随访 3 个月,包括 PSA 检查及有

无尿道症状等。 连续 2 次血清 PSA逸0. 2 滋g / L 定

义为前列腺癌生化复发。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字2 检验和 Fisher 确
切概率法。

2摇 结果

摇 摇 本组 87 例均顺利完成经三孔法或四孔法 ELRP
治疗,无一例中转开放手术。 术后 Gleason 评分、术
后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复发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 三孔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前列

腺体积均比四孔法少(或小) (P < 0. 01) (见表 2)。
三孔法切缘阳性发生率较四孔法高,但差异无统计

学差异(P > 0. 05)(见表 2),术后加用内分泌治疗。
1 例前列腺体积为 87. 6 mL 经三孔法 ELRP 治疗病

人,术中输血 300 mL。 术后出现漏尿 4 例,经牵拉

导尿管、延迟拔除尿管的时间后愈合;术后发生尿失

禁 6 例,其中 5 例经盆底肌锻炼后好转,1 例卧床时

有排尿控制力,站立时不能完全控制。 术后随访

3 ~ 17月,生化复发 6 例,予内分泌治疗后控制满意。

表 2摇 术中及术后情况比较(x 依 s)

分组 n
手术

时间 / min
术中

出血量 / mL
术后 Gleason

评分

切缘

阳性数

术后生化

复发数

术后尿管

留置时间 / min

三孔法组 28 摇 90. 56 依 17. 87摇摇 121. 45 依 45. 76摇 7. 25 依 1. 45 2 2 16. 55 依 6. 62

四孔法组 59 118. 66 依 22. 45摇 189. 87 依 75. 43摇 7. 56 依 1. 36 4 4 15. 76 依 7. 34

t — 6. 86 8. 67 0. 78 — — 0. 96

P — <0. 01 < 0. 01 > 0. 05 1. 000吟 1. 000吟 > 0. 05

摇 摇 吟示 Fisher 确切概率法

3摇 讨论

摇 摇 前列腺癌是影响老年男性健康常见的恶性肿

瘤,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是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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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标准[2]。 本组通过三孔、四孔法 ELRP 治疗 87 例

局限性前列腺癌,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对于体积

较小的局限性前列腺癌而言,三孔法 ELRP 更具有

明显的微创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相比于开放手术而言,腹腔镜下前列腺根治性

切除术由于其独特的微创优势,已成为治疗局限性

前列腺癌的首选方式[3 - 4]。 而经腹膜外入路腹腔镜

下手术由于直接通过 Retzius 间隙抵达耻骨后实施

操作,未进入腹腔,不仅有效避开对乙状结肠、直肠

以及其血管神经等存在潜在损伤,还减少对膀胱分

离、降低膀胱医源性损伤和功能紊乱的发生,故而是

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更好的方法[5]。 由于腹腔镜入

腔套管多,不仅增加腹部入孔数量,还增加出血、切
口疝及内脏损伤的概率,影响腹部皮肤美观。 因而,
临床上逐渐尝试减少腹腔镜入孔数量开展前列腺癌

的手术治疗,即省去右侧髂前上棘内侧穿刺孔,由传

统四孔法改进为三孔法 ELRP[6 - 7]。 由于三孔法前

列腺癌根治术将传统需要 1 个主刀和 2 ~ 3 个助手

才能完成的手术精简只需 1 个主刀和 1 个助手就能

完成手术,虽然节约了人力资源,但对术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张骞[7] 在传统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

切除术的基础上结合其自身的手术经验与心得,对
手术过程进行简化和调整,将其归纳为三孔六步法

经腹膜外途径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推动

其在临床开展。
由于三孔法 ELRP 较传统操作套管减少,术者

通过对膀胱颈的 3 点和 9 点钟的位置为膀胱下动脉

前列腺支进行夹闭减少出血,使术野清晰,便于前列

腺的切除。 前列腺完整切除后,采用倒刺线单针连

续缝合进行膀胱颈和尿道吻合,操作简化。 刘茁

等[8 - 9]通过比较三孔法与四孔法 ELRP 近期临床疗

效,认为与四孔法相比,三孔法经腹膜外途径腹腔镜

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病理

切缘等效果相对较好,近期肿瘤控制和术后控尿功

能恢复情况相似。 本组病例显示,相比于四孔法组

而言,三孔法 ELRP 能明显减少手术操作时间和术

中出血量,尤其术中出血量平均减少近 60mL,而对

术后复发、尿控功能及肿瘤控制却无明显差异。 故

而,对于有丰富腹腔镜手术经验的医师,经三孔法

ELRP 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安全有效。
当然,三孔法 ELRP 除了要求术者具备丰富腔

镜技术外,还有一些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临床分期、
肿瘤是否局限、前列腺体积、术前 PSA 以及是否合

并高血压等。 研究[5,7 - 8]表明,腹腔镜下对局限性前

列腺癌切除具有明显优势,尤其对于临床分期为 T1
~ T2 期、前列腺体积 < 60 g 者较为适合。 本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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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三孔法组前列腺体积要明显小于四孔法组,而
且其中 1 例经三孔法治疗的体积大前列腺癌术中出

血较多,说明对于体积较小的局限性前列腺癌病人

而言,三孔法 ELRP 成为其治疗的首先术式。 当然,
对于年龄、术前 PSA 及是否合并高血压病人而言,
两组之间未见明显差异,与文献[9 - 10] 报道相一致。
考虑三孔法 ELRP 具有手术操作时间短、出血量少

等优势,对于高龄合并高血压的局限性前列腺癌病

人而言,也应优先考虑三孔法 ELRP 来治疗。
尽管本组 87 例局限性前列腺癌经三孔法或四

孔法 ELRP 治疗后均取得满意疗效,但入选三孔法

ELRP 组病人的前列腺体积相对较小,今后仍需进

一步扩大病例数进行疗效评估和分析。 鉴于三孔法

ELRP 不仅创伤小,而且还美观,因而对于体积较小

的局限性前列腺癌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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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学习曲线结果分析[ J] .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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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表格的编排要求(二):表格各部分的版式要求

1摇 表号和表题

表号和表题应置于表格顶线上方,宜居中排。 表号应置于表题之前,与表题之间留一字空。
表号和表题的排字宽度一般不应超过表的宽度。 表题较长需要转行时,应从意义相对完整的停

顿处转行。
2摇 表头和表身

2. 1摇 多层表头应体现层级关系摇 三线表横表头有第二、第三层级时,每个层次之间应加细横线

分隔,细横线长短以显示清楚上下层的隶属关系为准。 纵表头有第二、第三层级时,宜依次右缩

一字。 横表头各单元格内容宜居中排。 纵表头各单元格内容宜左齐排。
2. 2摇 表身摇 表身中行和列的数字、文字、图形宜对齐。 表身中同一列中相同量的数值宜对齐,
以个位、范围号、正号" + " 、负号 " - "等为准。 表身各单元格中的文字为多行叙述时宜左齐排。
3摇 表注

表注宜排在表格底线下方。 排字宽度不宜超过表格宽度,首行距左墙线一字空或两字空

排。 不应与正文注释混同编排。
全表注的注文如果多于一条,各条之前宜加上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的序号。 每条注文应独立

排为一段,末尾用句号。 内容注的注文可分项接排,也可独立排为一段,注末应用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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