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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那雄胺联合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治疗前列腺
增生的疗效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邓广鹏,万跃平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广州 510800)

摘要 目的:探讨非那雄胺联合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TUPKP)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收治的126例前列腺增生患者,均接受TUPKP治疗。根据术前

给予非那雄胺的剂量不同将患者分为A组、B组和C组。A组45例患者TUPKP术前服用非那雄胺10mg/d,B组42例患者

于术前服用非那雄胺5mg/d,C组39例患者术前未服用非那雄胺及类似药物。比较3组患者的手术情况、临床疗效及术后生

活质量。结果:A组、B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出血指数及出血强度均明显低于C组(均P<0.05)。与术前比较,3组患者

手术后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评分显著降低,最大尿流率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组间IPSS评

分和最大尿流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A组生理机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一般健康状况

(GH)、精力(VT)评分均明显高于B组及C组(均P<0.05),但3组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以及精神健康(MH)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非那雄胺可减少TUPKP术中出血,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且以大剂量(10mg/d)作
用更为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非那雄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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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男性泌尿系统疾

病,以中老年男性发病率最高[1]。前列腺增生的常

见治疗方法为外科手术治疗,但传统前列腺电切除

术容易引起术中及术后出血,手术时间长,增加并发

症发生风险[2]。近年来,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

术(transurethralplasmakineticresectionofpros-
tate,TUPKP)逐渐在泌尿外科展开应用,较传统术

式具有更好的安全性,但术中出血仍然是影响手术

安全的重要因素[3]。有研究显示,前列腺电切术前

服用非那雄胺可有效改善术中及术后出血,但关于

非那雄胺在TUPKP术前应用及使用剂量的相关报

道尚不多见[4]。本研究对126例接受TUPKP治疗

的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术前是否

服用非那雄胺及服用剂量不同进行分组,并对各组

手术相关指标进行判断,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收治的126例前列腺

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

泌尿外科学会临床指南中关于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标

准[5];(2)具有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的手术指征;(3)
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排除术前合并

尿路感染、精神类疾病及其他系统严重疾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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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术前非那雄胺服用情况将患者分为A组、B组

和C组。A组45例患者平均年龄(65.8±6.4)岁,
前列腺体积(58.4±15.6)mL,最大尿流率(6.7±
2.4)mL/s,合并高血压16例,冠心病9例,糖尿病

12例;B组42例患者平均年龄(63.4±7.1)岁,前列

腺体 积 (61.1±14.8)mL,最 大 尿 流 率 (6.6±
2.5)mL/s,合并高血压12例,冠心病10例,糖尿病

11例;C组39例患者平均年龄(64.0±6.9)岁,前列

腺体 积 (60.8±15.2)mL,最 大 尿 流 率 (6.9±
2.6)mL/s,合并高血压12例,冠心病10例,糖尿并

9例。3组患者年龄、前列腺体积、最大尿流率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
1.2 方法 3组患者均接受 TUPKP手术治疗。
患者术前经硬膜外麻醉,取截石位,使用珠海司迈

SM10等离子双极电切系统进行手术,参数设置为:
切割功率160W,电凝功率100W。将电切镜插入

尿道,对尿道、前列腺等形态、大小及病变情况进行

观察。自前列腺中叶或侧叶开始切除,以膀胱颈和

精阜作为标志点,切除深度达到前列腺包膜环形纤

维。手术过程中使用0.9%生理盐水持续冲洗膀

胱,术后常规留置导尿管。A组患者于TUPKP术

前给予非那雄胺(商品名:保列治,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J20120071;生产企业: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

司),剂量为10mg/d,连续服用1周;B组患者于术

前连续服用1周非那雄胺,剂量为5mg/d;C组患

者术前未服用非那雄胺及类似药物。
1.3 观察指标 对3组患者手术情况、临床疗效以

及术后生活质量进行观察与比较。(1)手术情况:包
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出血指数、出血强度、术中

冲洗液量、切除前列腺重量。其中出血指数=术中

出血量/切除前列腺重量,出血强度=术中出血量/
手术时间;(2)临床疗效:评价手术前、后3组患者国

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以及最大尿流率;(3)生活

质量:采用SF-36生活质量量表进行考察,该量表包

含生理机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
一般健康状况(GH)、精力(VT)、社会功能(SF)、情
感职能(RE)以及精神健康(MH)等8个维度的内

容,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

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
3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内手术前、后的比较采

用配对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3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 A组、B组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出血指数及出血强度均明显低于

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3组术中

冲洗液量及切除前列腺重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2.2 3组临床疗效的比较 与术前比较,3组患者

手术后IPSS评分显著降低,最大尿流率显著升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但3组间术

前、术后的IPSS评分及最大尿流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2.3 3组术后生活质量比较 A 组PF、RP、BP、
GH及VT评分明显高于B组及C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但3组SF、RE及 MH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3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췍x±s)

组别 n 手术时
间/min

术中出血
量/mL

出血指
数/(mL/g)

出血强
度/(mL/min)

术中冲洗
液量/L

切除前列
腺重量/g

A组 45 56.2±11.3 123.8±39.2 2.7±0.3 2.1±0.3 21.6±6.8 43.6±7.1
B组 42 57.1±10.9 142.6±37.4 3.2±0.5 2.5±0.4 23.2±5.9 42.8±7.3
C组 39 69.2±13.4 198.5±42.6 4.6±0.5 2.8±0.3 25.9±6.2 42.6±7.4
F 9.423 8.662 9.884 5.213 4.008 0.235
P 0.003 0.010 0.002 0.048 0.069 0.842

表2 3组临床疗效的比较(췍x±s)

组别 n
IPSS评分/分 最大尿流率/(mL/s)

手术前 手术后 手术前 手术后

A组 45 24.3±3.9 8.2±1.9# 6.7±2.4 23.5±6.2#

B组 42 23.8±4.1 8.5±2.1# 6.6±2.5 22.9±5.2#

C组 39 24.0±3.8 8.7±2.2# 6.9±2.6 21.3±4.9#

F 1.672 3.845 0.520 3.621
P 0.268 0.073 0.801 0.081

            与本组术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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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3组患者术后SF-36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分,췍x±s)
组别 n PF RP BP GH VT SF RE MH
A组 45 81.6±14.4 67.9±12.9 82.3±18.9 56.3±11.5 73.4±16.4 72.6±17.9 64.3±15.4 69.2±15.9
B组 42 75.8±12.3 61.2±13.5 76.2±16.4 50.2±12.8 68.2±15.9 70.3±16.5 62.5±14.7 65.5±15.8
C组 39 68.3±12.1 56.4±14.2 69.0±14.2 44.7±11.3 62.3±13.6 68.8±16.3 61.0±13.6 62.3±16.2
F 10.233 9.894 8.339 9.646 8.012 5.203 4.201 5.122
P 0.000 0.001 0.012 0.001 0.015 0.052 0.081 0.054

3 讨 论

  TUPKP是近年来应用于泌尿外科的一种手术
方式,其原理是通过离子束产生的能量对组织进行
精细切割,切割创面光整,可快速闭合小血管,与传
统术式相比具有更好的止血效果及安全性[6]。尽管
如此,术中及术后出血仍然是治疗过程中不容忽视
的问题。因此,有效预防出血对于患者的恢复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非那雄胺是特异性5α-还原酶抑制剂,为临床治
疗前列腺增生的常用药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降低
前列腺组织中双氢睾酮(DHT)的水平,进而抑制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bFGF)等多种生长因子的表达,减少血管新生,
有效改善出血情况[7]。目前关于等离子电切前列腺
手术术前使用非那雄胺对于预防术中出血的效果尚
存在争议。鲁斌等[8]研究表明,术前1周服用非那
雄胺可有效减少术中出血量,缩短手术时间,提高手
术安全性。而 Haggstrom等[9]则认为,术前2周服
用非那雄胺不能减少术中出血。王永恒等[10]研究
显示,术前使用非那雄胺的剂量可能对术中止血效
果产生影响。据此,本研究对术前使用不同剂量非
那雄胺及未使用非那雄胺的患者术中及术后出血情
况进行观察。
  本研究结果显示,A组、B组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出血指数及出血强度均明显低于C组(P <
0.05),表明使用非那雄胺对于减少术中出血具有积
极的意义,由于出血量相对较少,简化了术中止血操
作,因此手术时间也得到了一定的缩短。IPSS评分
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用于评判前列腺增生严重程度
的方法,是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的主观反应,一般以

0~7分为轻度症状,8~19分为中度症状,20~
35分为重度症状[11]。本研究3组患者手术前均属
于重度症状,手术后得分明显降低(P <0.05),为
中度症状,且最大尿流率较术前显著升高(P <
0.05),证实手术对于症状缓解具有积极的意义。而
组间IPSS评分及最大尿流率无明显差异(P >
0.05),提示服用非那雄胺与否对于临床疗效影响不
大。此外,在生活质量方面,A组和B组患者PF、

RP、BP、GH及 VT评分均显著高于C组(均P <
0.05),且A组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B组(均P <
0.05),提示服用大剂量非那雄胺对于患者术后生活
质量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TUPKP术前使用非那雄胺可明显
减少术中出血,并可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且以大
剂量(10mg/d)作用更为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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