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钬激光用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进展
陈 昊

董自强银

三峡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泌尿外科袁湖北宜昌

443000

[摘要] 良性前列腺增生渊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袁BPH冤是中老年男性常见病尧多发病袁临床症状以排尿困难尧
膀胱刺激症状为主袁病情进一步发展时袁患者会出现尿潴留尧肾积水等严重并发症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袁此
时袁患者需接受以手术为主的综合干预措施遥 伴随钬激光技术在泌尿外科领域的大力推广袁经尿道钬激光剜除良

性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方式越来越炙热化袁自 2016 年起袁就已被欧洲泌尿外科指南予以推荐遥 笔者就近年来钬激
光技术应用于 BPH 的相关原理尧发展史尧现状及发展前景做一综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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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 occurring disease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en. The clinical symptoms are mainly dysuria and bladder irritation. When the condition further develops, patients
will have serious complications such as urinary retention and hydronephrosis, which severely affect patients忆 quality of
life. The patient needs to receive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s with surgery as the mainstay. With the vigorous promo鄄

tion of holmium laser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urology, the surgical method of transurethral holmium laser enucleation
of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Since 2016, it has been recommended by the Eu鄄

ropean Urology Guideline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principles, development history, status quo, and devel鄄
opment prospects of applying holmium laser technology to BPH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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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前列腺增生是引起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最
为常见的疾病之一袁其发病率随着社会老龄化袁也在
不断上升袁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1-4]遥在临床上袁治
疗BPH 的方式主要包括观察等待尧药物治疗及手术治
疗[5]遥 在这之中袁手术方式从早期开放前列腺摘除术向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过渡袁进一步发展至经尿道剜除
术袁其中袁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袁操作器械及能量
平台的不断更新袁经尿道手术的具体术式也在不断发
生蝶变遥 普通电切尧等离子电切方式全面普及的同时袁
以激光为主要能量媒介的手术方式诞生并凸显出它
的优势袁而钬激光就是其中重要一员遥
1 钬激光
钬激光是一种脉冲激光袁利用同时结合有二氧化
碳与钕院钇铝石榴石激光器的一种固体介质袁同时进
行组织切割和烧灼袁其波长可通过光纤传输[6]遥 钬激光
脉冲时间为 0.25 ms袁波长为 2140 nm袁位于水的吸收
范围内袁因此在水中有极高的吸收系数袁具有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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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切割能力袁甚至在术中可以对直径为 1 mm 的血
管进行止血[7]遥
如今钬激光已成为临床中最常用的激光之一袁经
过临床工作者们长期临床实践袁发现钬激光具有如下
优势院首先袁它产生的能量可使光纤末端与组织之间
的冲洗液汽化成微小空泡袁通过空泡到达组织袁从而
达到切割组织的效果[8]曰其次袁它具有定向性好尧切割
精度高尧凝固性好的优点 [9]曰最后袁它的能量能被水高
度吸收袁对浅表层仅造成 0.5耀1.0 mm 的热损伤袁术后
结痂层厚度小袁从而利于患者术后快速康复[10]遥
随着临床医师们对钬激光的不断研究及认识袁现
已将其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中遥 钬激光可用于治疗鳞
状细胞癌渊Squamous cell carcinoma袁SCC冤尧基底细胞
癌渊Basalcellcarcinoma袁BCC冤尧鲍温病等常见皮肤恶性
肿瘤遥 已有临床医师将光动力与钬激光结合来治疗头
面部 BCC尧SCC袁主要利用钬激光强大组织消融能力袁
先逐层将头面部隆起性肿瘤组织进行消融袁直至完全
清除掉隆起性组织袁然后再使用光敏剂进行封包袁使
光敏剂很好地被残余肿瘤细胞吸收袁此方式处理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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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光动力治疗可很好的消除残存肿瘤细胞[11]遥 最新
研究发现钬激光可以有效的增强激发光对皮肤的穿
透能力袁从而激活较深部的光敏剂对鳞癌细胞的杀伤袁
从而达到治疗皮肤 SCC 的目的[12]遥
钬激光因具有强大的组织消融及止血功能袁现已
用于尖锐湿疣治疗中袁特别是对于发生于腔道内尧巨
大型的尖锐湿疣袁有很好的治疗效果[11]遥 近年来袁有研
究发现钬激光对于难治性肛管尖锐湿疣的治疗也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袁值得临床广泛推广[13]遥
泌尿科医师对钬激光也并不陌生袁现已广泛用于
泌尿系常见疾病的治疗遥 在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时袁
钬激光在前列腺增生剜除术中的应用与传统的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相比袁具有清晰的手术视野袁便于术
者及时进行术中止血袁因此术中出血少袁且行经尿道
钬激光前列腺增生剜除术后袁患者术后膀胱冲洗时间尧
置留导尿管时间均较短[14]遥 钬激光因定位性好袁在水
中吸收系数高袁不易造成周围组织损伤穿孔袁如今也
有临床医师将其应用于泌尿系结石的治疗遥 如今袁伴
随内镜技术不断创新和术者操作技术不断进步袁泌尿
系统的任何部位都能通过钬激光光纤到达[15-16]袁研究
人员还发现设置较低的脉冲能量和频率更有利于碎
石手术顺利进行[17-18]遥 钬激光还可用于治疗输尿管狭
窄袁在内镜下使用钬激光将输尿管狭窄处切开袁术后
用球囊扩张袁术后 1 个月内需留置输尿管支架管袁防止
手术瘢痕形成袁再次造成输尿管狭窄袁术后 1 年内需
随访观察[19]袁同时临床工作者还发现决定这种手术成
功的关键因素为输尿管狭窄病因及狭窄长度[20]遥 若治
疗输尿管肾盂连接处狭窄袁泌尿科医师以往会采用内
切开手术及开放成形术袁但这对术者术中切割深度及
长度的精准控制要求较高袁而通过内镜下钬激光肾盂
内切开术可避开这一点袁加上腔内超声配合袁能大大
提高术者判断力[21]遥 若治疗膀胱颈和尿道狭窄袁内镜
下采用钬激光加尿道腔超声测量袁也是一种理想的治
疗方案遥 日前袁临床上在治疗非肌层浸润性膀胱肿瘤
方面袁经尿道钬激光的应用也较多袁往往也能取得令
人满意的手术效果[22]遥
2 钬激光应用于 BPH 发展史
Gilling 和 Fraundorfer 于 1998 年提出 了经尿 道
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渊Holmium laser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袁HoLEP冤遥 术者先于精阜处将尿道黏膜切开袁
找到前列腺外科包膜平面袁沿着前列腺外科包膜用钬
激光对增生腺体进行剜除袁并将剜除腺体推入膀胱袁
最后将膀胱内的剜除腺体用组织粉碎器粉碎袁再将其
吸出体外遥 该方法主要模拟开放前列腺切除袁来剜除
增生腺体[23-24]遥
1995 年袁Gilling 等将钬激光与标准的 G渊Nd:YAG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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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联合进行前列腺切除袁称联合内镜下前列腺激
光消融术渊Combination endoscopic laser ablation of the
prostate袁CELAP冤遥随后袁他们发现钬激光能汽化止血袁
无需联合 G渊Nd:YAG冤激光袁可单独使用钬激光汽化
消融前列腺组织渊Holmium laser ablation of the prostate袁
HoLAP冤袁但此种术式手术时间长袁且术后没有病理组
织袁汽化效率低遥 1996 年袁Gilling 等报道了钬激光前
列腺切除术渊Trans-urethral holmium laser resection of
prostate袁HoLRP冤袁主要是利用钬激光先将增生腺体切
割成小碎块袁然后将小碎块推入膀胱袁再用艾力克吸
引器或切割袢取出前列腺碎片遥 自组织粉碎器问世
后袁Gilling尧Fraundorfer1998 年提出 HoLEP袁将钬激光
沿前列腺外科包膜进行切割袁先剜除整个增生腺体袁
再将剜除的腺体推入膀胱袁最后用组织粉碎器将膀胱
内的腺体粉碎袁吸出体外[25]遥
HoLEP 发展至今袁患者根据前列腺中叶大小选择
采用 2 叶法及 3 叶法进行剜除遥 用钬激光先在精阜远
端前列腺尖部尿道黏膜的表面袁将尿道黏膜切开做一
环形标记袁在精阜左侧切开尿道黏膜袁来寻找前列腺
外科包膜平面袁若前列腺中叶增生明显则于前列腺中
叶两侧切出一个沟槽袁沿包膜剜除至膀胱颈直至剜除
掉整个中叶袁再将中叶推入膀胱内袁沿着左侧精阜平
面向左侧找到左侧外科包膜平面袁再顺时针向 3 点钟
方向进行剜除袁直至 12 点钟位置袁重复并逐渐从前列
腺尖部向前列腺膀胱颈部直至剜除整个左侧叶并将
其推入膀胱遥 采用同样的方法将前列腺右侧叶剜除并
推入膀胱袁并仔细观察无活动性出血后退镜袁换用组
织粉碎器将膀胱内已剜除的前列腺组织进行剜除遥
3 钬激光用于 BPH 现状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渊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袁TURP冤被认为是治疗 BPH 的野金标准冶遥 Chen
等[26]发表了一份比较 HoLEP 与 TURP 治疗 BPH 的Meta
分析袁 发 现两种术 式 均 能 改 善 患 者 术 后 生 活 质 量
渊QOL冤评分和国际前列腺症状渊IPSS冤评分袁在改善最
大尿流率渊Qmax冤和残余尿量渊PVR冤方面袁以上两种术
式效果也相当遥 有研究者做了一项回顾性研究袁按手
术方式的不同将 100 例患者分为 HoLEP 组渊50 例冤和
TURP 组渊50 例冤袁结果发现袁HoLEP 组住院时间及留
置导尿管时间较短袁出血量较少袁但手术时间较长[27]遥
王忠等 [28] 通过对患者术后长期随访袁发现 TURP 组
愿 年再手术率为 7.4豫袁HoLEP 组 5 年再手术率甚至
小于 1豫袁显然 HoLEP 术后复发率较低袁他们还发现
对于长期服用阿斯匹林患者袁行 HoLEP 术也是安全的遥
刘成益等[29]通过临床研究对比 HoLEP 与 TURP袁结果
发现 HoLEP 组出血少袁术后 3 个月 HoLEP 组患者
IPSS 评分尧Qmax尧QOL 评分结果均优于 TURP 组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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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也较低遥
在一项比较经尿道前列腺增生剜除术与 TURP
治疗 BPH 的研究中袁刘多等[30]通过比较患者术前一般
情况尧手术情况尧术后情况等观察指标袁结果袁在前列
腺体积小于 60 mL 组中袁剜除组与电切组各项指标均
无明显差异遥在前列腺体积 60耀80 mL 组中袁剜除组与
电切组在手术时间尧术后 6 个月 IPSS 评分尧Qmax尧
PVR 等指标无明显差异袁但剜除组出血少尧导尿管留
置时间尧膀胱冲洗时间较短遥在前列腺体积大于 80 mL
组 中 袁 剜 除 组 与 电 切 组 术 后 6 个 月 的 IPSS 评 分 尧
Qmax尧PVR 等指标无统计学差异袁但相对于电切组袁
剜除组出血少尧手术时间尧膀胱冲洗时间尧留置尿管时
间均较短遥 卢东明等[31]也得到相同的结果袁认为剜除
组多项指标明显优于电切组袁且在前列腺体积大于
80 mL 时更明显遥
张龙泳等[32]为比较 HoLEP 与 TURP 治疗 BPH 手
术效果袁将 120 例 BPH 患者随机分为 HoLEP 组渊70 例冤
与 TURP 组渊50 例冤袁通过观察两组手术前后疗效及
围手术期指标袁结果发现袁两种手术方式均能改善患
者临床症状袁且疗效相当袁但 HoLEP 与 TURP 相比袁
出血少袁住院时间短袁尿道狭窄尧尿失禁等并发症发生
率更低遥 Giuseppe 等[33]通过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袁
将 197 例 BPH 患者分为 HoLEP 组渊97 例冤和 TURP组
渊98 例冤袁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袁结果显示袁HOLEP 组
腺体切除率更高袁但手术时间长袁出血多袁术后 4 周随
访袁HoLEP 组症状改善比 TURP 组更明显袁且 HoLEP
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更低遥
可以从上述资料中看出袁HoLEP 在治疗 BPH 时袁
可能在多个方面优于传统的 TURP袁且在前列腺体积
较大时袁优势更明显遥
Katsumi 等[34]通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袁将HoLEP 与
开放前列腺剜除术渊Open prostatectomy袁OP冤进行比较袁
结果发现袁HoLEP 除手术时间较长外袁尿管留置时间
及住院时间均较短袁出血少袁需二次手术尧尿道狭窄和
尿失禁等并发症方面二者无显著差异袁两组术后 IPSS
评分和 Qmax 长期随访均有改善遥
2020EAU 推荐在治疗大体积 BPH渊跃80 mL冤时使
用 HoLEP袁并认为 HoLEP 在治疗中重度下尿路症状
渊Lower urinary tract symptoms袁LUTS冤BPH 患 者 中 可
替代 TURP 和开放手术遥 HoLEP 有望成为 BPH 手术
治疗新的金标准[35]遥
有报道指出袁HoLEP 学习曲线较长[24]遥学习HoLEP
的 初 学 者 往 往 已 经 有 一 定 TURP 手 术 经 验 袁 但 向
HoLEP 过渡仍存在一个较长学习曲线[36]遥 刘可等[37]发
现袁对于有丰富内窥镜手术经验的泌尿科医生袁若要
自学 HoLEP袁至少需要 30 次手术实践袁才能很好地开
展这项技术遥 刘宁等[38]观察的对象主要为初学者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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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术者至少需要 20 例手术袁才可基本掌握相关手术
技巧袁如果要熟练掌握该项术式袁至少要经过 40 例手
术积累遥 黄龙等[39]通过临床研究袁发现术者至少通过
33 例手术实践可掌握 HoLEP袁实践 66 例手术后手术
技术进入较稳定平台期袁手术效率及安全性显著提高袁
且初学者宜选取前列腺体积小于 60 mL 患者实施手术遥
HoLEP 术后可能会出现轻度尿失禁袁钬激光热作
用使前列腺外科包膜汽化凝固袁变为蛋壳状袁术后若
不能及时收缩袁将导致膀胱颈口收缩功能在短期内受
到影响袁多数患者经提肛功能锻炼袁其膀胱颈口收缩
功能会逐渐恢复至正常遥 另外袁部分患者术后可能出
现尿路感染尧膀胱颈挛缩症状袁可能与手术操作时损
伤尿路上皮有关[40-41]遥 施安等[42]报道 1180 例行 HoLEP
患者袁这些患者中术后尿失禁发生率为 5.76%遥 Elmansy
等[43]报道 949 例 HoLEP 患者袁这些患者术后尿失禁发
生率为 4.9%遥 美国泌尿外科学会临床指南报道的
TURP 术后尿失禁发生率少于 3%[44]遥 Katsumi 等 [45]总
结分析多个临床中心 1113 例 HoLEP 患者临床数据袁
认为术后尿失禁的发生主要与术者经验及手术时间
相关遥
4 总结与展望
BPH 常引起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袁组织学定义为
前列腺间质及腺体成分的增生袁在解剖学上定义为前
列腺体积增大袁以下尿路症状为主的临床表现以及尿
动力学上的膀胱出口梗阻[24袁46]遥 其病因仍不完全清楚袁
目前认为老龄及有功能的睾丸为该病的主要病因袁其
治疗方式主要基于症状而非病因袁如观察等待尧药物
治疗及手术治疗遥
患者的临床表现分为三个时期袁储尿期症状为尿
频尧夜尿增多尧尿急袁排尿期症状为排尿困难尧排尿踌
躇尧间断排尿袁排尿后症状为排尿不尽及排尿滴沥遥 严
重影响中老年男性患者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遥 患者的
症状常通过 IPSS 评分及 QOL 评分进行测评遥 随病程
的延长袁患者的主观症状和客观指标会有进行性加重
的趋势袁患者的主观症状包括 IPSS 评分跃20 分袁LUTS
加重而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袁患者的客观指标包括
最大尿流率约12 mL/s尧膀胱残余尿量跃60 mL尧反复血
尿尧反复尿路感染尧膀胱结石尧肾功能损害等遥 当患者
出现尿潴留尧肾积水等严重并发症时袁往往需要手术
的干预遥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渊TURP冤已往被公认为手术
治疗 BPH 的野金标准冶[47]遥 对于体积大于 80 mL 大体
积 BPH 患者袁若采用 TURP袁将增大术中出血风险袁延
长手术时间袁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袁不利于患者预
后[48-50]遥 与 TURP 相比袁HoLEP 临床疗效更好袁安全性
更高袁适应证更广泛遥 钬激光为脉冲式直射激光袁可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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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产生高能脉冲袁达到切割腺体及产生碳化止血的目
的遥 其波长可通过光纤传输袁具有 0.5耀1.0 mm 的热损
伤区袁对小血管出血止血效果佳袁降低了术中尧术后出
血风险袁适用于内窥镜泌尿外科手术遥 具体来讲袁
HoLEP 术式有以下优点院淤钬激光可被组织吸收袁所
生成能量集中于前列腺表层袁激光脉冲时间低于组织
热传导时间袁对周围组织热损伤小袁术后伤口愈合快曰
于钬激光在汽化切割外科包膜层时袁可快速将增生腺
体及外科包膜进行分离袁降低二次手术风险[51-52]遥使用
HoLEP袁可作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或开放前列腺切
除术的替代方案遥 且对于大体积 BPH 患者袁HoLEP 仍
安全有效遥
HoLEP 被认为是 21 世纪 BPH 外科治疗的新兴
黄金标准袁然而它的全面普及面临着学习曲线陡峭这
一障碍[39]遥 今天袁已经有许多机构开展了 HoLEP 操作
与培训袁这使得这一术式得到更多医疗机构的推广袁
然而袁HoLEP 的操作难度仍然限制了它在许多较小医
院的使用遥
综上所述袁钬激光在 BPH 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袁创伤小尧出血少尧术后恢复快尧并发症少袁
尤其在治疗大体积前列腺增生方面有很大优势遥 虽然
存在学习曲线较长尧术后可能发生短暂尿失禁等缺点袁
但这并不阻碍 HoLEP 在临床中的大力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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