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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 悦栽 仿真膀胱镜检查渊悦栽灾耘冤和 悦栽 动态增强扫描渊阅悦耘悦栽冤对膀胱恶性肿瘤诊断价值的比较遥 方法院选择

圆园员圆要圆园员源 年本院收治的疑似膀胱疾病患者 员圆猿 例袁对比 阅悦耘悦栽 和 悦栽灾耘 对膀胱恶性肿瘤诊断的准确度尧特异度尧灵敏度和

分期准确性遥 结果院经 悦栽 和病理学诊断有 源苑 例确诊为患有膀胱恶性肿瘤袁共检出 远员 个病灶袁病灶大小 园援圆 糟皂伊园援猿 糟皂 耀 源援员
糟皂伊缘援源 糟皂遥 悦栽灾耘 和 阅悦耘悦栽 的灵敏度尧准确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怨员援缘豫尧怨源援猿豫尧怨远援园豫和 愿怨援源豫尧怨圆援苑豫尧怨源援苑豫袁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阅悦耘悦栽 和 悦栽灾耘 对于 栽员耀栽猿葬 的检出率分别为 远苑援缘豫和 愿园援园豫袁两者具有较为显著差异渊字圆越苑援缘源苑袁孕越园援园园远冤遥

两种方法对 栽猿遭耀栽源 的检出率都为 愿苑援缘豫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悦栽灾耘 与 阅悦耘悦栽 在膀胱恶性肿瘤诊断价值上各有利弊袁 联合 悦栽灾耘
与 阅悦耘悦栽 对膀胱病变进行检查袁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诊断信息袁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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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恶性肿瘤占所有恶性肿瘤的 源豫左右咱员暂袁为
目前常见的泌尿生殖系统肿瘤袁其中男性发病率为
女性的 猿耀源 倍咱圆暂遥 目前袁膀胱恶性肿瘤的诊断仍以膀
胱镜为首要手段袁但膀胱镜检查会给患者带来一系
列并发症袁而且膀胱镜不能显示肿瘤向周围组织的
延伸情况袁对于肿瘤分期的诊断存在局限性咱猿暂遥 为提
高诊断的准确率袁 本文通过比较 悦栽 仿真膀胱镜检
查渊悦栽 增蚤则贼怎葬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赠袁悦栽灾耘冤和 悦栽 动态增强扫
描渊凿赠灶葬皂蚤糟 糟燥灶贼则葬泽贼 藻灶澡葬灶糟藻皂藻灶贼 悦栽袁阅悦耘悦栽冤 对于
膀胱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袁探讨两种检查方法的临
床合理应用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对 圆园员圆要圆园员源 年本 院 收治 的疑 似 膀 胱 疾 病
员圆猿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袁 其中男 愿苑 例袁女
猿远 例袁年龄 猿远耀苑员 岁袁平均年龄渊源愿援远 依 苑援源冤岁袁临
床症状主要为血尿尧尿痛尧尿频尿急尧排尿困难等遥 所
有患者均无心肺疾病尧精神疾病尧血液病尧肝肾疾病和
免疫性疾病遥 检查前均取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悦栽灾耘 检查法
患者在检查前排空膀胱内的尿液后袁平卧于检
查床上袁根据患者耐受力情况袁经导尿管注入 圆园园耀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缘冤员园鄄员源苑怨鄄园源

猿缘园 皂蕴 不等的空气袁保持合适的膀胱充盈度遥 采用
美国 郧耘 公司 蕴蚤早澡贼泽责藻藻凿员远 酝杂悦栽 机袁采用 粤阅宰源援圆 工
作站遥 膀胱充盈满意后采用 员圆园 噪灾袁圆园园 耀 源园园 皂粤袁层
厚 员远援园园 皂皂 伊员援圆缘 皂皂袁螺距 员援猿苑缘遥
将原始图像传输到工作站后袁采用软件对图像
进行重建遥 视角范围 圆缘毅耀远园毅袁阈值范围原缘园园耀原远园园遥
观察膀胱颈尧三角区尧左侧壁尧右侧壁尧前顶壁袁记录
肿瘤物的位置尧个数尧形态尧大小和基地情况等咱源暂遥
员援圆援圆 阅悦耘悦栽 法
患者行 悦栽灾耘 检查后袁 自肘静脉注射碘海醇
渊猿园园 皂早陨 辕 皂蕴冤愿园耀员园园 皂蕴袁 注射速度为 圆援缘耀猿援园 皂蕴 辕 泽遥
注射后 猿园 泽尧苑园 泽尧缘 皂蚤灶 行动态增强扫描遥 扫描参数
为 员圆园 噪灾曰圆园园 耀 源园园 皂粤曰矩阵 缘员圆伊缘员圆曰扫描范围
自耻骨联合下缘至髂前上嵴袁重建为层厚 缘 皂皂遥
员援圆援猿 分期标准
按 栽晕酝 分期方法进行分期咱缘原远暂遥 栽员 期院病灶局限
于黏膜或黏膜下层袁膀胱壁光滑袁无增厚曰栽圆 期院病
变到浅肌层袁膀胱壁增厚曰栽猿葬 期院浸润达到深肌层袁
膀胱壁增厚曰栽猿遭 期院膀胱壁增厚且不规则袁膀胱周围
脂肪浸润袁出现软组织密度影曰栽源 期院肿瘤侵犯邻近
器官袁如盆腔子宫尧膀胱袁精囊腺角消失等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杂孕杂杂 员员援缘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遥 计数资料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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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比较采用 贼 检验袁 计数资料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缘援源 糟皂袁其中单发病灶 猿源 例袁多发病灶 员猿 例曰肿瘤

圆 结

壁 远 例曰扁平状 苑 例尧菜花状 员愿 例尧乳头状 圆圆 例遥
圆援圆 两种方法准确率尧特异性和灵敏度分析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果

圆援员 病理检查结果分析

病理检验确诊膀胱恶性肿瘤患者 源苑 例袁 共检

出 远员 个病灶袁 病灶大小 园援圆 糟皂伊园援猿 糟皂 耀 源援员 糟皂伊
表员

方法
悦栽灾耘
阅悦耘悦栽

真阳性渊例冤
源猿
源圆

假阳性渊例冤
猿
源

位于膀胱侧壁 员苑 例尧后壁 员猿 例尧三角区 员员 例尧前

从数据来看袁阅悦耘悦栽 扫描法的准确率尧 特异性
和灵敏度均略低于 悦栽灾耘 检查法袁 但差异无显著性

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真阴性渊例冤
苑猿
苑圆

假阴性渊例冤
源
缘

灵敏度渊豫冤
怨员援缘
愿怨援源

圆援猿 两种检查方法分期诊断结果比较
在膀胱充盈度合适的情况下袁悦栽灾耘 检查法可
在任意角度上对膀胱腔内外进行综合观察袁从头侧及
足侧两个方向观察袁可清楚地显示膀胱腔内各结构及
病变渊图 员冤遥悦栽灾耘 检查法和 阅悦耘悦栽 扫描在分期检查
结果中与病理检查结果具有显著差异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两
种方法在 栽员耀栽猿葬 分期结果上具有显著差异渊字圆越苑援缘源苑袁
孕越园援园园远冤袁在 栽猿遭耀栽源 的检出率上都为 愿苑援缘豫袁不具有
显著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猿 讨

目前临床上用于诊断膀胱肿瘤及前列腺增生
的方法较多遥 超声因其无创尧操作简便尧经济并可反
复追踪检查袁 便于观察病情进展和治疗效果等优
点袁使得其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遥 三维超声造
影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袁通过向体内周围静
脉注入造影剂来增强超声显像袁可明显提高低速血
流的显示率袁进而使得肿瘤的血管滋养特征得以表
现咱苑原愿暂袁从而判断肿瘤的性质遥 但由于图像显示结果
与患者状态尧 肿瘤大小和操作者的技术密切相关袁
如肠道有气体干扰时袁则不能获得很好的图像遥 如
果肿瘤过大袁只能获得部分瘤体的三维图像咱怨暂袁因而
使其临床应用受限遥 此外袁当膀胱充盈状态欠佳和
病灶较小时袁容易造成病变检测的遗漏遥载 线片检查
可了解上尿路系统中有无肿瘤以及肿瘤对肾功能
状况的影响袁但对于小肿瘤的发现较为困难咱员园暂遥 膀
胱镜检查和活检是诊断膀胱癌的野金标准冶袁对膀胱

悦栽灾耘
阅悦耘悦栽
病理检查

栽员耀栽猿葬
准确分期咱灶渊豫冤暂
猿圆渊愿园援园冤 园
圆苑渊远苑援缘冤 园
源园渊员园园援园冤援

准确度渊豫冤
怨源援猿
怨圆援苑

悦栽灾耘

特异性渊豫冤
怨远援园
怨源援苑

阅悦耘悦栽

栽员
粤

月

粤

月

粤

月

粤

月

栽圆

论

方法

渊灶越员圆猿冤

两种方法准确率尧特异性和灵敏度分析

栽猿

栽源

图员

膀胱恶性肿瘤各期 阅悦耘悦栽 膀胱壁检查图

肿瘤的诊断结果最为准确可靠袁其对局限于膀胱壁
内的病变显示较好袁但具有视野盲区袁并且不能判
断病变对膀胱壁外组织脏器的侵犯程度曰而且对于
肿瘤浸润深度难以显示袁难以直接对膀胱肿瘤进行

表 圆 两种方法分期结果比较
误分及漏分
园愿
员猿

原

栽猿遭耀栽源
准确分期咱灶渊豫冤暂
远渊愿缘援苑冤 园
远渊愿缘援苑冤 园
苑渊员园园援园冤援

误分及漏分
员
员

原

合计
源苑
源苑
源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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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曰此外袁由于膀胱镜检查可造成患者膀胱出血袁
给患者带来痛苦与不适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袁 在膀胱镜和 悦栽 检测技
术基础上袁悦栽灾耘 在 员怨怨远 年首次得到应用遥 其原理
为经导尿管向膀胱内注入空气袁从而造成膀胱腔内表
面的密度差异袁从而重建出内表面影像遥 其后利用计
算机软件功能袁重建出三维图像袁从不同角度观察膀
胱内表面遥 再通过人工调节组织色彩袁加强图片清晰
度和可辨性遥 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袁获得类似传统膀
胱镜检查的效果咱员员暂遥 其优点主要是院淤操作简单方

便袁检查时间短袁一次扫描即可完成曰于检查方法为
非侵入性检查手段袁避免给患者带来创伤性袁减少
患者的痛苦和不适袁患者易于接受袁依从性好袁没有
不适和恐惧感遥 其操作过程安全尧有效尧迅速袁检查
后患者未出现并发症曰 盂可获得良好的三维膀胱图
像袁能够清晰看见膀胱内腔尧黏膜袁尿道内口袁输尿管
等曰能清晰显示膀胱腔内正常解剖结构袁还能显示周
围组织的形态和黏膜壁的改变以及淋巴结是否肿大袁
为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曰榆能够克服常规膀胱镜观察
角度的限制袁可任意多角度观察袁更全面地了解病变
部位与性质袁结合辅助二维及三维图像袁使定位准确
率提高袁且定位简明袁无盲区遥
尽管 悦栽灾耘 诊断膀胱恶性肿瘤的优点较为突
出袁但其缺点也较为明显袁主要是与传统的膀胱镜
相比袁其无法获得组织而进行病理学检查遥 其次袁对
直径小于 园援缘 糟皂 及伏壁生长的病灶可能造成漏诊遥
此外其存在分期缺陷袁虽然对于 栽圆葬尧栽圆遭 期病变的分
辨率相对较高袁但是仍不够理想袁不能精确区分肿
瘤侵及黏膜层或浅肌层及深肌层咱员圆暂遥
阅悦耘悦栽 扫描是通过动态增强扫描来反映病灶
的血供特点袁推测病灶的生长行为袁其在膀胱恶性
肿瘤的诊断及分期方面有着重要的临床价值遥 有关
报道显示 悦栽 的灵敏度为 苑怨援园豫耀愿怨援苑豫袁 特异度高
达 怨员援园豫耀怨源援苑豫咱员猿暂遥 其优点主要是院淤悦栽 具有对人
体组织密度分辨力较高的特点袁膀胱周围的脂肪组
织尧膀胱内低密度尿液或高密度对比剂袁能使 悦栽 较
好地显示肿瘤浸润膀胱壁的范围及盆腔尧腹膜后淋
巴结转移的情况曰于可以确定肿瘤的大小尧形态及
位置袁以及肿瘤对膀胱壁侵犯的深度和范围袁还能
清楚地显示肿瘤对邻近脏器的侵犯袁盆腔淋巴结有
无转移遥
同样袁阅悦耘悦栽 扫描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缺点袁主要
是院淤分期缺陷院栽员 期肿瘤显示为不对称增厚膀胱壁袁
当有血肿和水肿存在时袁病灶则不易鉴别遥 栽圆 期病变

窑员源愿员窑

的典型 悦栽 表现为病变到浅肌层和存在无蒂的肿
瘤袁不能确定膀胱壁浸润的程度遥 但是对于 栽猿遭 期肿
瘤侵及膀胱壁外脂肪层袁栽源 期肿瘤侵及邻近器官及

盆壁袁能够进行较准确的判断袁因此 阅悦耘悦栽 可以诊
断 栽猿 期和更高分期的肿瘤 咱员源暂曰于阅悦耘悦栽 虽对盆腔
内肿大的淋巴结显示较敏感袁但确定其性质仍有一

定的难度曰盂对膀胱底部及颈部肿瘤的显示有一定
的局限遥
悦栽 检查中袁膀胱壁显示良好是膀胱恶性肿瘤诊
断及术前分期的关键遥 在膀胱充盈度合适的基础
上袁合理的增强扫描能清楚地显示膀胱壁尧肿瘤及
向外侵犯周围器官的状况袁尤其是准确区分膀胱癌
的 栽圆 期和 栽猿 期袁 对于确定手术治疗方式及预后有

一定意义咱员缘暂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 通过 与病理分 期比较袁
阅悦耘悦栽 扫 描对 膀 胱 恶 性 肿瘤 栽员 耀栽猿葬 的 分 期 率 为
远苑援缘豫袁对 栽猿遭 耀栽源 的分期率为 愿苑援缘豫袁说明其对恶性
肿瘤早期的分期准确性存在一定缺陷袁 尤其是 栽员耀
栽猿葬 期遥 因为 栽员 和 栽圆 期的区分主要是根据膀胱壁是
否增厚来进行判断袁如果病变累及肌层时局部膀胱
壁可增厚袁则易误判为 栽圆 期曰如果癌变到浅肌层却
未引起膀胱壁增厚袁则易误判为 栽员 期袁甚至可能漏
诊遥 其次袁栽圆 和 栽猿葬 期都伴随着膀胱壁增厚袁其区分
主要判断为浸润达到肌层的深浅程度袁 故区分 栽圆 期
和 栽猿葬 期比较困难遥本病例组漏诊 猿 例袁病灶大小为 源
皂皂 伊 猿 皂皂尧圆 皂皂伊猿 皂皂尧猿 皂皂伊猿 皂皂袁员 例无法分期
者病灶位于顶后壁袁轴位像难以判断膀胱壁是否受到
侵犯遥
相对于 阅悦耘悦栽 而言袁悦栽灾耘 扫描具有速度快尧
图像清晰和患者顺应性强等特点袁在膀胱恶性肿瘤
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袁对于临床上膀胱镜检查
难以发现的憩室癌等也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遥 但由
于 悦栽灾耘 对约园援缘 皂皂 的病变组织不能有效区分袁无
法提供可靠成像袁在肿瘤早期分期上也可能造成漏
诊曰 同时由于 悦栽灾耘 不能准确判断病变对膀胱壁外
组织脏器的侵犯程度袁容易对 栽源 期肿瘤的准确诊断
造成影响遥
综上所述袁悦栽灾耘 检查法与 阅悦耘悦栽 扫描对于膀
胱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各有利弊遥 合并采用 悦栽灾耘
检查法与 阅悦耘悦栽 扫描对膀胱肿瘤进行检查袁 能较
为清晰地观察肿瘤浸润的准确范围袁大大提高恶性
肿瘤的诊断符合率袁是一种较为安全尧无痛苦尧敏感
性高的检查方法袁并且通过检查可以得到较为全面
的诊断信息袁 为下一步治疗方案提供可靠依据袁体

窑员源愿圆窑

南

京

医

科

现了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遥

大

学

学

员远缘原员苑园

咱参考文献暂

咱怨暂

咱员暂

咱员园暂 谢

咱圆暂
咱猿暂
咱源暂
咱缘暂
咱远暂

杜丽坚袁任勇亚援 三种检查在膀胱肿瘤诊断和病理分期
中的价值分析咱允暂援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袁圆园员圆袁员员渊员苑冤院
员猿远怨原员猿苑猿

褚晓姝援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合膀胱镜术后病理诊
断膀胱肿瘤 员 例咱允暂援 黑龙江医药袁圆园员员袁圆源渊缘冤院愿员猿

灾葬造藻则蚤葬 孕袁粤造藻泽泽葬灶凿则燥 杂袁酝蚤糟澡藻造藻 阅酝袁藻贼 葬造援 月造葬凿凿藻则 糟葬则鄄

糟蚤灶燥皂葬院酝阅悦栽 糟赠泽贼燥早则葬责澡赠 葬灶凿 增蚤则贼怎葬造 糟赠泽贼燥泽糟燥责赠 咱允暂援
粤遭凿燥皂 陨皂葬早蚤灶早袁圆园员园袁猿缘渊猿冤院圆缘苑原圆远源

李志坚袁张学斌袁唐秉航袁等援 多层面螺旋 悦栽 仿真膀胱

镜对膀胱肿瘤的诊断价值咱允暂援 临床泌尿外科杂志援圆园园猿袁员愿
渊苑冤院猿怨怨原源园员

陈星荣袁沈天真袁段承祥袁等援 全身 悦栽 和 酝砸陨咱酝暂援 上
海院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袁员怨怨源院苑员远

蕴葬憎则藻灶糟藻 云月袁月则赠早蚤凿葬 月袁砸燥遭藻则贼 宰砸袁藻贼 葬造援 陨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藻曾鄄
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燥枣 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责藻则皂藻葬遭蚤造蚤贼赠 枣葬糟贼燥则 渊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藻灶鄄

凿燥贼澡藻造蚤葬造 早则燥憎贼澡 枣葬糟贼燥则冤葬灶凿 蚤贼泽 则藻糟藻责贼燥则泽 蚤灶 噪蚤凿灶藻赠 葬灶凿
遭造葬凿凿藻则 糟葬则藻蚤灶燥皂葬咱允暂援 粤允孕袁员怨怨猿袁员源猿渊缘冤院员圆缘缘原员圆远圆

咱苑暂

江虹虹袁马文斌袁叶丽莎袁等援 超声与增强 悦栽 对膀胱肿

咱愿暂

李秋洋袁唐

瘤的诊断价值咱允暂援 河南医学研究袁圆园员源袁圆猿渊缘冤院猿圆原猿猿

杰袁何恩辉袁等援 三维超声造影在膀胱肿瘤

第 猿缘 卷第 员园 期
20员缘 年 员园 月

报

周正兴援 膀胱肿瘤的诊断学研究进展咱允暂援 国际泌尿系
统杂志袁圆园园远袁圆远渊员冤院圆愿原猿员
欣袁徐

达袁朱晓雷袁等援 低辐射 悦栽 仿真膀胧镜诊

断 膀 胧 肿 瘤 的 应 用 价 值 咱允暂援 临 床 泌 尿 外 科 杂 志 袁

圆园园怨袁圆源渊远冤院源猿猿原源猿缘

咱员员暂 运灶燥曾 酝运袁悦燥憎葬灶 晕悦袁砸蚤增藻则泽鄄月燥憎藻则皂葬灶 酝阅袁藻贼 葬造援 耘增葬造怎葬鄄

贼蚤燥灶 燥枣 皂怎造贼蚤凿藻贼藻糟贼燥则 糟燥皂责怎贼藻凿 贼燥皂燥早则葬责澡赠 怎则燥早则葬责澡赠 葬灶凿

怎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 枣燥则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灶早 遭造葬凿凿藻则 糟葬灶糟藻则咱允暂援 悦造蚤灶
砸葬凿蚤燥造袁圆园园愿袁远猿渊员圆冤院员猿员苑原员猿圆缘

咱员圆暂 向从明袁孙承文袁贺

峰援 多层螺旋 悦栽 仿真膀胱镜成像

对膀胱癌术前诊断及临床分期的价值咱允暂援 现代泌尿生
殖肿瘤杂志袁圆园员源袁远渊源冤院圆员苑原圆圆园

咱员猿暂 宁永见袁郭

友袁付莉萍袁等援 膀胱移行细胞癌术前 悦栽

与病理分期对照分析咱允暂援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袁圆园园源袁
员缘渊苑冤院猿愿苑原猿怨园

咱员源暂 刘本波袁张新炎袁张

燕袁等援 多层螺旋 悦栽 增强扫描及

后处理成像在膀胱癌诊断中的价值咱允暂援 医学影像学杂
志袁圆园员源袁圆源渊愿冤院员猿缘愿原员猿远员

咱员缘暂 顾

艳袁周胜利袁刘雨成援 螺旋 悦栽 仿真膀胱镜与三维重

建联合对膀胱癌的诊断价值咱允暂援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袁
圆园员圆袁远渊猿冤院苑愿远原苑愿苑

咱收稿日期暂

分期中的应用价值咱允暂援 中华医学超声杂志袁圆园员圆袁怨渊圆冤院

渊上接第 员源远源 页冤
员猿远员原员猿远猿

咱员远暂 高

迪袁华

燕袁朱

晨援 圆园员猿 年无锡市南长区居民慢

性 病 危 险 因 素 调 查咱允暂援 职 业 与 健 康 袁圆园员源袁猿园 渊圆园冤院
圆怨远苑原圆怨远怨

咱员苑暂 朱培绪援 新泰市居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危险因素分
析咱允暂援 中国公共卫生袁圆园员源袁猿园渊员员冤院员源缘园原员源缘猿

咱员愿暂 田

娜袁苏美芳袁李松涛袁等援 玉环农村社区居民慢性病

主要行为危险因素调查咱允暂援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袁圆园员源袁员愿

渊员员冤院员园圆员原员园圆猿

咱员怨暂 黄

凯袁王

芳袁王

圆园员缘原园猿原猿园

盈袁等援 徐州市云龙区 源园岁以上

农村居民慢性病相关行为调查咱允暂援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袁
圆园员源袁员愿渊员员冤院员员员苑原员员员怨

咱圆园暂 曹卫华袁李立明袁周杏元袁等援 社区老年人慢性病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咱允暂援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袁员怨怨远袁源 渊缘冤院
圆圆猿原圆圆怨

咱圆员暂 卫生部援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指导
方案咱杂暂援 圆园员园

咱收稿日期暂

圆园员缘原园缘原员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