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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经尿道膀胱肿瘤二次电切术预防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复发的效果，

探讨其临床价值。方法 ：将我院 2013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152 例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
上皮癌患者纳入此次前瞻性对照分析。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别纳入二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
切术组（Re-TURBT 组）、对照组，各 76 例，均给予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URBT）治疗，ReTURBT 组于 TURBT 术后 4~6 周行二次电切术。术后行 6~18 个月随访，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随访
期间肿瘤复发及进展情况，总结临床体会。结果：Re-TURBT 组患者在二次电切术中有 15 例（19.73%）
术后病理发现肿瘤残余，其中 1 例病理分期高于首次手术病理结果，14 例病理分期结果与首次手
术病理结果相同。随访 6~18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11 个月，Re-TURBT 组失访 1 例、对照组失访 3 例，
Re-TURBT 组随访期间肿瘤复发率 14.67%、肿瘤进展率 5.33% 均低于对照组的 32.88%、21.92%，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二次电切术能够有效预防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复发、
延缓肿瘤进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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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explor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neoplasm in preventing recurrence of non-muscle-infiltrating urothelial carcinoma. Methods: 152
patients with urothelial carcinoma of the bladder with non-muscular infiltra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3 to January 2018 were included in the prospective control analysis. The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econd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 (Re-TURB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each of 76 cases was treated with urinary tract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 (TURBT), and the Re-TURBT group underwent the second resection 4-6 weeks after surgery.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6 to 18 months after surgery, and the re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tumor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was summarized. Results:
There were 15 cases (19.73%) of re-turbt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electrotomy with tumor residue found
by pathological pathology, of which 1 case was higher than the pathological result of the first operation,
and 14 cases were the same with the pathological result of the first operation. The follow-up period was
6-18 months, and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11 months. There was 1 patient lost to follow-up of returbt group and 3 patients lost to follow-up of control group, and the tumor recurrence rate and tumor
progression rate of the re-turbt group were 14.67% and 5.33% lower than the 32.88% and 21.92% of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follow-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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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electrotomy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recurrence of non-muscularized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delay tumor progression.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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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尿路上皮癌是泌尿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
性 肿 瘤 之 一， 其 中 约 有 75%~85% 未 侵 及 肌 层，

道膀胱肿瘤电切术组（Re-TURBT 组）、对照组，
各 76 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灶数量及肿瘤

称为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Non-muscular

分级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1]。非肌层浸

＞ 0.05），具有可比性。

润膀胱尿路上皮癌具有多灶性、易复发的特点，

1.2

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ransurethral resection

手术方案
两组患者均接受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治疗。

of bladder tumor，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治疗

常规消毒铺巾，行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麻，取截石

后，约有 70%~80% 的患者可在 1 年内复发，其中

位，使用电切系统行肿瘤电切，电切功率 120 W，

[2]

20%~30% 患者合并肿瘤级别的上升 。近年来，

电凝功率 70 W。切除范围包括整个带蒂瘤体、基

有学者提出膀胱内灌注化疗方案，使非肌层浸润

底部，切除深度达深肌层，同时将肿瘤边缘 2 cm

膀胱尿路上皮癌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后复发

范围内正常粘膜切除 [6]。电切完毕后行各创面检查

率降低了 17%~45%，但患者预后仍未得到明显改

及电凝止血，肿瘤组织、基底部、边缘组织单独取

[3]

善 。二次电切术是指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后

样并送病理检查。术后 24 h 内以 30 mg 吡柔比星

4~6 周再次行电切术，旨在广泛切除膀胱肿瘤周缘、

行膀胱内灌注化疗，术后 5~7 d 拔除导尿管。
Re-TURBT 组于首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

切除瘤灶基底部并电灼可疑瘤灶部位，从而达到减
[4]

少肿瘤残余、降低术后复发风险的目的 。我院将

后 4~6 周返院接受二次电切术治疗，手术方案与

二次电切术用于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

前次手术相同，切除范围包括原手术瘢痕、炎症水

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选取 2013 年 11 月

肿组织及新生肿瘤，术后给予膀胱内灌注化疗，用

至 2018 年 1 月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进行了对照研

药方案不变。

究，现予以总结报道。

1.3

1

资料与方法

1.1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平均留置尿管时

间，采用门诊随访方式，对患者进行为期 6~18 个

一般资料
以我院 2013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 152 例拟

月的随访，每 3 个月行泌尿系彩超及膀胱镜检查各

于我院接受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治疗非肌层浸

1 次。记录其肿瘤复发情况以及进展至肌层浸润膀

润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开展前瞻性对

胱尿路上皮癌情况，Re-TURBT 组以二次电切术完

照研究。本临床研究已征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成日期至随访发现肿瘤复发、进展时间计，对照组

[5]

准。患者均经病理组织学检查明确诊断 ，对此次

以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完成日期至随访发现

研究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 ；排除合并其他恶性肿

肿瘤复发、进展时间计。

瘤者，以及合并糖尿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慢性

1.4

对本临床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8.0 进行

消耗性疾病、免疫功能不全等疾病者。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n/%）

分析，性别、病灶数量、肿瘤复发率等计数资料以

临床资料

Re-TURBT 组
（n=76）

年龄（岁）

65.27±11.93

64.88±10.56 ＞ 0.05

男

51（67.11）

48（63.16） ＞ 0.05

女

25（32.89）

28（36.84）

单发

43（56.58）

46（60.53） ＞ 0.05

性别
病灶数量
肿瘤分级

对照组
（n=76）

P值

（n/%）表示，并采用 χ2 检验，年龄以（x±s）表示，
并采用 t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手术情况
对照组手术时间（52.13±9.47）min，术后平

多发

33（43.42）

30（39.47）

均留置尿管（5.10±1.26）d。Re-TURBT 组首次

低级

49（64.47）

52（68.42） ＞ 0.05

手术时间（50.18±9.22）min，术后平均留置尿管

高级

27（35.53）

24（31.58）

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别纳入二次经尿
20

统计学分析

（4.87±1.33）d ；二次电切手术时间（48.36±9.15）
min，术后平均留置尿管（4.91±1.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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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BT 组患者在二次电切术中有 15 例术

随访结果显示，与单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

后病理发现肿瘤残余，其中 1 例病理分期高于首次

比较，二次电切术在降低肿瘤复发率、肿瘤进展率

手术病理结果，14 例病理分期结果与首次手术病

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1）经

理结果相同，发现肿瘤残余患者占比为 19.73%。

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对膀胱尿路上皮癌兼顾诊断、

2.2

治疗和预后判断作用，但术中电灼伤、钳夹伤等人

随访结果
随 访 6~18 个 月， 中 位 随 访 时 间 11 个 月，

为因素所致组织细胞变性、坏死可对病理形态分析

Re-TURBT 组 失 访 1 例、 对 照 组 失 访 3 例，Re-

带来干扰 [13]，标本中肌层浸润遗漏常使 T2 期肿瘤

TURBT 组随访期间肿瘤复发率及肿瘤进展率均低

被低估为 Ta ~T1 期，均造成病理分期评估偏差，影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响手术方案的选择 [14]。二次电切术能够纠正首次

表2

两组患者随访期间肿瘤复发及进展情况比较
（n/%）

3

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后分期错误，从而精确获
得患者肿瘤病理分期、分级，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

随访结果

Re-TURBT 组
（n=75）

对照组
（n=73）

P值

肿瘤复发

11（14.67）

24（32.88）

＜ 0.05

肿瘤进展

4（5.33）

16（21.92）

＜ 0.05

讨论
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的临床治疗经历

了自非手术治疗向手术治疗、向传统手术至微创手
术治疗的多个阶段，与传统手术相比，经尿道膀胱
肿瘤电切术具有创伤小、对内环境影响小、术后恢
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势，已成为目前临床治疗膀
胱癌的标准术式，但电切后较高的肿瘤残余率导致
患者复发、进展风险居高不下 [7-8]。据报道，非肌
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
后残余率可达 33.8%~36.0%，高分级的 T1 期膀胱
癌残余率更高，并且电切技术、送检肿瘤标本质量、
病理分期偏差对临床判断造成的影响，均对术后肿
瘤复发风险的控制带来了不良影响 [9]。
既往有学者认为，对于高危非肌层浸润膀胱尿
路上皮癌患者，首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后行
二次电切术治疗能够有效降低肿瘤复发率，其中，
高危患者的判断标准包括多发肿瘤、原位癌或 T1、
G3 期高级别膀胱尿路上皮癌 [10]。最新观点认为，
无论患者是否存在高危复发、进展因素，行二次电
切术均可使其获益 [11]。然而，也有研究认为，盲
目应用二次电切术可能增加患者创伤，手术应激及
对免疫功能的不良影响可能使其复发风险有所上
升 [12]。
为观察二次电切术对于预防非肌层浸润膀胱
尿路上皮癌复发的效果，此次研究选取 152 例患者
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手术情况的对比中，可以发现，
二次电切术与首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手术时
间及术后尿管留置时间相仿，但多数患者手术时间
低于 60 min，其安全性值得肯定。

正确选择，如自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改为膀胱部
分切除或膀胱全切，达到提高患者肿瘤特异性生存
率的目的 [15]。2）膀胱肿瘤为单克隆起源，在肿瘤
进展过程中，肿瘤细胞在膀胱腔内种植、播散是造
成肿瘤多发、复发的主要原因，故多数研究均认为，
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的复发不仅与首次电
切残留有关，也与肿瘤的多中心性有关 [16]。从手
术技术而言，即便术者手术经验丰富，也无法在肉
眼观察下明确肿瘤是否完全清除，而二次电切术中
多处活组织检查、肿瘤根部标本多点钳取等操作，
对于了解肿瘤残余情况并予以积极处理有着积极
意义，能够降低膀胱切除、尿道改流术应用风险，
从而改善患者预后及生存质量。
目前关于首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后二
次电切术的时间尚无统一结论，有学者认为，首次
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后 2 周即可开展二次电切
术，但此时患者电切切面往往未愈，且化疗药物的
灌注使得肿瘤被附壁血栓大量覆盖，易造成肿瘤残
留与炎症反应混淆 [17]。此次研究将二次电切术时
间调整至首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后 4~6 周，
患者此时炎症反应已逐步消退，且机体免疫功能与
手术耐受度也有所恢复，为确保手术的安全性以及
残余肿瘤判断的准确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关于二
次电切的操作，建议较首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
切除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并按肿瘤部位将标本分
为原肿瘤表层、基底、周缘，以确保切除标本中包
含膀胱肌层组织，从而为病理判断及肿瘤残留的评
估提供更为全面、可靠的参考 [18]。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关于二次电切术适应证的
评估尚无统一标准，直径较大、多发、怀疑手术没
有彻底切除或病理检查未见肌层组织者需行二次
电切术治疗，但单发肿瘤、低级别非肌层浸润膀
胱尿路上皮癌是否需行二次电切术治疗，及其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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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果、安全性，仍待日后临床研究与长期随访

patients treated with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and bacillus

加以明确。

calmette–guerin instillation for non-muscle invasive

综上所述，二次电切术预防非肌层浸润膀胱尿
路上皮癌复发效果确切，在降低患者肿瘤复发、肿
瘤进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但其适用范

bladder cancer[J]. Ann Surg Oncol, 2015, 22(12): 41044110.
[10] NAITO S, ALGABA F, BABJUK M, et al. The Clinical
Research Office of the Endourological Society (CROES)
Multicentre Randomised Trial of Narrow Band Imaging–

围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Assisted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ur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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