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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姜黄素对人肾癌细胞株 Ａ４９８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并探讨ＰＰＡＲγ途径在其中的作用。方法　姜黄素

（１０、５０、１００μｍｏｌ／Ｌ）处理Ａ４９８细胞１２、２４、４８ｈ。采用 ＭＴＴ法测定细胞活力，并计算肿瘤细胞抑制率，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凋

亡。实时定量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别检测Ｂｃｌ２、Ｂａｘ及ＰＰＡＲγｍＲＮＡ和蛋白的表达。观察ＰＰＡＲγ阻断剂ＧＷ９６６２对姜

黄素作用的影响。结果　姜黄素（１０、５０、１００μｍｏｌ／Ｌ）分别处理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２４、４８、７２ｈ后，以浓度和时间依赖的方

式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同时以浓度依赖的方式下调了 Ａ４９８细胞中Ｂｃｌ２的表达，增加了Ｂａｘ和ＰＰＡＲγ的表达。

ＧＷ９６６２部分地消除了姜黄素对Ａ４９８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结论　姜黄素抑制人肾癌细胞增殖促进其凋亡，其机制涉及到

ＰＰＡＲ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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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细胞癌是人类最常见的肾脏恶性肿瘤，已成为
危害中老年人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之一［１２］。近年来，

ＰＰＡＲγ与肿瘤的关系倍受人们的关注，研究显示

ＰＰＡＲγ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上调，ＰＰＡＲγ的特异
性激动剂能诱导人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和肺癌
等多种肿瘤细胞的凋亡，抑制其增殖［３４］。姜黄素是
从姜黄中提取的一种植物多酚，对多种肿瘤细胞均具
有抑制作用［５６］，能增加ＰＰＡＲγ的表达和转录活性，
具有ＰＰＡＲγ激动剂的作用［７８］，但目前还不清楚，姜
黄素是否通过ＰＰＡＲγ途径促进肾癌细胞的凋亡抑
制其增殖？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姜黄素对人肾癌细

胞株Ａ４９８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并探讨ＰＰＡＲγ
信号通路在其中的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药物及主要化学试剂　ＤＭＥＭ 培养基购自
美国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小牛血清为杭州四季青产品。
四甲 基 偶 氮 唑 盐 （ｍｅｔｈｙｌｔｈｉａｚｏｌｙｌｔｅｔｒａｚｏｌｉｕｍ，

ＭＴＴ）、胰蛋白酶和姜黄素等为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产
品。ＭＭＬＶ第一链ｃＤＮＡ合成试剂盒和 ＨｏｔＳｔａｒ
Ｔａｑ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试剂盒为美国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产
品。兔抗人Ｂｃｌ２、Ｂａｘ和ＰＰＡＲγ和磷酸甘油醛脱
氢 酶 （ｇｌｙｃｅ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ＧＡＰＤＨ）单克隆抗体以及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二抗
均由美国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提供，引物由上海生物工
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

１１２　实验仪器　ＣＯ２培养箱为德国 Ｈｅｒａｅｕｓ公司
产品。酶标仪由美国宝特公司提供。流式细胞仪为
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产品。ＡＢＩ７５００荧光定量

ＰＣＲ仪及分析软件为美国ＡＢＩ公司产品。ＧＯＳ７５００
型凝胶成像分析系统为美国 ＵＶＰ公司产品。垂直
电泳仪与转膜系统由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提供。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细胞培养　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由上海
艾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细胞培养于含１０％小
牛血清（体积分数）的ＤＭＥＭ培养液中。在３７℃下

５％ＣＯ２（体积分数）饱和湿度培养箱内培养，待细胞
长至培养箱约６０％～７０％融合时，胰蛋白酶消化传
代，每２～３ｄ传代１次，取对数生长期的细胞用于实
验。

１２２　实验分组　实验分为以下组：①Ａ４９８细胞组
（对照）；②不同剂量的姜黄素（１０、５０、１００μｍｏｌ／Ｌ）
处理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ｈ组；③ＰＰＡＲγ特异性阻断剂

ＧＷ９６６２处理 ４８ｈ 组；④１００μｍｏｌ／Ｌ 姜黄素和

ＧＷ９６６２共同处理４８ｈ组。

１２３　ＭＴＴ 法测定细胞增殖　对数生长期的

Ａ４９８细胞，胰蛋白酶消化后轻轻吹打成１×１０５／ｍＬ
的细胞悬液，以每孔１×１０４个细胞接种于９６孔培养
板，置于３７℃、５％ ＣＯ２温箱中培养。１２ｈ后更换为
含姜黄素的培养液，使姜黄素的终浓度分别为０、５、

１０、５０、１００μｍｏｌ／Ｌ。分别培养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ｈ，每一
个浓度设６个重复孔。培养结束后每孔加入５ｍｇ／

ｍＬ的 ＭＴＴ试剂２０μＬ，继续培养４ｈ。吸去上清
液，每孔加入２００μＬＤＭＳＯ，低速摇床１０ｍｉｎ，使

ＭＴＴ还原产物完全溶解，用酶标仪在４９０ｎｍ处测
定吸光度Ａ 值。以０μｍｏｌ／Ｌ组或处理０ｈ组作为
对照，其细胞存活率记为１００％，各组Ａ值与空白调
零组对照校正。各组肿瘤细胞的抑制率按公式进行
计算：肿瘤细胞抑制率＝（１－实验孔平均Ａ 值）／对
照孔平均Ａ值×１００％。

１２４　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凋亡　取对数生长期的
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调整细胞浓度为２×１０６／

ｍＬ，接种于５０ｍＬ培养瓶内。Ａ４９８细胞经不同浓
度的姜黄素处理４８ｈ后，胰蛋白酶消化，１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５ｍｉｎ收集细胞，用４℃预冷ＰＢＳ液洗涤２次。

７０％乙醇溶液（体积分数）固定后，ＰＢＳ清洗３次，加
入５０μｇ／ｍＬ碘化丙啶，１０μｇ／ｍＬ核糖核酸酶和

Ｔｒｉｔｏｎ１００×（１０％）染液２００μＬ，室温下避光染色１５
ｍｉｎ后，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并计算细胞凋亡率。

１２５　实时定量 ＰＣＲ 检测 Ｂｃｌ２、Ｂａｘ和 ＰＰＡＲ
γｍＲＮＡ的表达　取对数生长期的 Ａ４９８细胞，分别
加入姜黄素使其终浓度为０、１０、５０、１００μｍｏｌ／Ｌ作
用不同处理时间。胰蛋白酶消化，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５ｍｉｎ收集细胞。按照Ｔｒｉｚｏｌ试剂盒操作说明提取细
胞的总ＲＮＡ。按照 ＭＭＬＶ第一链ｃＤＮＡ合成试剂
盒说明，以提取的总ＲＮＡ为模板进行逆转录反应，
合成ｃＤＮＡ第一链后，选取适量的ｃＤＮＡ样品１０倍
梯度稀释后，分别进行实时定量ＰＣＲ反应，反应总体
系为２５μＬ，其中包含ｃＤＮＡ４μＬ，上下游引物
（１０μｍｏｌ／Ｌ）各０５μＬ，ＨｏｔＳｔａｒＴａｑ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
（２×）１２５μＬ，加灭菌去离子水补足到２５μＬ。ＰＣＲ
扩增条件为：９４℃１５ｍｉｎ激活 ＨｏｔＳｔａｒＴａｑＤＮＡ
合成酶，扩增循环９４℃６０ｓ，６２℃８５ｓ，共进行５０
个循环。Ｂｃｌ２引物：上游，５′ＧＡＡＣＴＧＧＧＧＧＡＧ
ＧＡＴＴＧＴＧＧ３′，下 游，５′ＣＣＧＧＴＴＣＡＧＧＴＡＣＴ
ＣＡＧＴＣＡ３′。Ｂａｘ 引物：上游，５′ＧＡＴＧＡＴＴＧＣ
ＣＧＣＣＧＴＧＧＡＣ３′下游，５′ＧＧＧＴＧＡＧＧＡＧＧＣＴＴ
ＧＡＧＧＡＧ３′。ＰＰＡＲγ引物：上游，５′ＴＴＣＣＴＧＴ
ＣＡＡＧＡＴＣＧＣＣＣＴＣＧ３′ 下 游，５′ＴＧＧＧＧ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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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ＣＴＣＡＴＡＡＴＧＣＣＡ３′。同时扩增ＧＡＰＤＨ基因
作为内对照，ＧＡＰＤＨ引物：上游，５′ＣＡＴＧＴＴＣＧＴ
ＣＡＴＧＧＧＴＧＴＧＡ３′， 下 游，５′ＧＧＴＧＣＴＡＡＧ
ＣＡＧＴＴＧＧＴＧＧＴ３′。采用２△△ＣＴ法处理荧光
定量ＰＣＲ数据，结果以对照组为１００％对目的基因

ｍＲＮＡ的表达进行分析。

１２６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Ｂｃｌ２、Ｂａｘ和ＰＰＡＲγ蛋
白质的表达　不同浓度的姜黄素于不同时间处理

Ａ４９８细胞后，离心收集细胞。加入蛋白裂解液 ＲＩ
ＰＡ３００μＬ 裂解细胞 ４０ ｍｉｎ，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２０ｍｉｎ，收集上清，即提取细胞的总蛋白。ＢＡＣ法进
行蛋白定量，－８０℃保存备用。取１００μＬ蛋白质样
本加入到２×ＳＤＳ凝胶缓冲液中，煮沸使蛋白质充分
变性。６％ＳＤＳ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２ｈ分离蛋白
质，电压为１００ｍＶ。将分离的蛋白质用半干转膜仪
转移至聚偏氟乙稀膜上，丽春红染色观察转移效果，
并确定蛋白质分子量标准的位置。１０％脱脂牛奶室
温下封闭２ｈ，加入兔抗人Ｂｃｌ２（１∶２００）、Ｂａｘ（１∶
２００）、ＰＰＡＲγ（１∶２００）和ＧＡＰＤＨ（１∶１５０）抗体，４
℃下过夜。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缓冲液洗膜３次，每次

１０ｍｉｎ。然后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山羊抗兔
二抗，４℃下孵育４ｈ，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缓冲液洗膜

３次。蛋白质印迹荧光检测试剂盒显示于Ｘ光片，经
显影和定影后，凝胶图像分析系统对胶片进行扫描和
半定量分析。

１２７　统计学方法　所有实验数据用ｘ±ｓ表示，每
个实验设６个复孔（ｎ＝６），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两两比较采用ｑ检验；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
系统进行数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姜黄素对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增殖的抑制
作用　同一时间不同药物浓度（１０、５０、１００μｍｏｌ／Ｌ）
处理之间的细胞抑制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呈

现剂量依赖性；相同浓度的姜黄素不同作用时间之间
细胞抑制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呈现时间依赖
性（图１）。

图１　姜黄素对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增殖的影响

２２　姜黄素对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凋亡率的影
响　姜黄素（１０、５０、１００μｍｏｌ／Ｌ）处理人肾癌细胞株

Ａ４９８细胞４８ｈ后，与对照组相比，用姜黄素组凋亡
率显著性增加，且细胞凋亡率随药物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呈现剂量依赖性（均Ｐ＜００５，图２）。

图２　不同浓度的姜黄素对人肾癌细胞株

Ａ４９８细胞细胞凋亡率的影响
与对照比较；Ｐ＜００５；▲ 与１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组比

较，Ｐ＜００５，；＃ 与５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３　姜黄素对人肾癌细胞株 Ａ４９８细胞中 Ｂｃｌ２、

Ｂａｘ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的影响　姜黄素以浓度依赖
的方式降低了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中Ｂｃｌ２ｍＲ
ＮＡ和蛋白的表达（均Ｐ＜００５）；同时以浓度依赖的
方式增加了人肾癌细胞株 Ａ４９８细胞中ＢａｘｍＲＮＡ
和蛋白的表达（图３、图４）。

图３　姜黄素处理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４８ｈ后）细胞中Ｂｃｌ２（Ａ）和ＢａｘｍＲＮＡ（Ｂ）的表达

Ａ：Ｂｃｌ２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Ｂ：Ｂａｘ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１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组比较，Ｐ

＜００５；!与５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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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姜黄素处理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４８ｈ后）细胞中Ｂｃｌ２和Ｂａｘ蛋白表达

Ａ、Ｂ：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技术显示图；Ｃ、Ｄ：灰度扫描结果图。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１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组组比较，Ｐ

＜００５；!与５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姜黄素对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中ＰＰＡＲγ
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的影响 　姜黄素以浓度和时间依

赖的方式增加了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中ＰＰＡＲγ
ｍＲＮＡ和蛋白的表达（均Ｐ＜００５，图５、图６）。

图５　姜黄素对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中ＰＰＡＲγ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

用１０、５０和１０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处理Ａ４９８细胞４８ｈ（Ａ）或１０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处理 Ａ４９８细胞０、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ｈ（Ｂ）

后，采用实时定量ＰＣＲ检测ＰＰＡＲγｍＲＮＡ水平。与对照比较，Ｐ＜００５；▲与１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或２４ｈ组比较，Ｐ＜
００５；＃与５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或４８ｈ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６　姜黄素对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中ＰＰＡＲγ蛋白表达的影响

Ａ、Ｂ：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技术显示图；Ｃ、Ｄ：灰度扫描结果图。用１０、５０和１０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处理 Ａ４９８细胞４８ｈ或
１０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处理Ａ４９８细胞０、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ｈ（Ｄ）后，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ＰＰＡＲγ蛋白水平。与对照比
较，Ｐ＜００５；▲与１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或２４ｈ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５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或４８ｈ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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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ＰＰＡＲγ特异性阻断剂ＧＷ９６６２对姜黄素作用的
影响　用１００μｍｏｌ／Ｌ姜黄素和ＰＰＡＲγ特异性阻断剂

ＧＷ９６６２处理Ａ４９８细胞４８ｈ后，进行细胞生长抑制

率（Ａ）、细胞凋亡率（Ｂ）的比较。结果显示ＰＰＡＲγ特
异性阻断剂ＧＷ９６６２部分逆转了姜黄素抑制人肾癌细
胞株Ａ４９８细胞增殖和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图７）。

图７　ＰＰＡＲγ特异性阻断剂ＧＷ９６６２对姜黄素诱导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凋亡的影响
与对照比较，Ｐ＜００５；▲与姜黄素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肾细胞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约占成年人全
部恶性肿瘤的２％～３％，占肾脏肿瘤的９０％～９５％，
其发病率在泌尿系统肿瘤中仅次于膀胱癌而位居第

２位［９］。肾细胞癌的恶性度高，早期难以发现，５０％
的患者在临床出现症状时已经失去了手术时机，而且
肾细胞癌对常规的放疗化疗均不敏感，晚期或转移性
肾癌ＩＦＮα 和 ＩＬ２ 治疗的有效率仅为 １５％ ～
２０％［１０］。因此寻求新的有效的肾细胞癌治疗方法显
得十分重要。

姜黄素是从中药姜黄的根茎中提取出来的一种

脂溶性酚类色素，是姜黄的主要活性成分。研究发现
姜黄素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包括抗炎、抗氧化、抗动
脉粥样硬化、保护肝脏和肾脏等作用［１１１２］。近年来姜
黄素的抗肿瘤作用备受关注。研究显示姜黄素能抑
制多种肿瘤细胞的生长，并且可以诱导部分肿瘤细胞
分化、凋亡，提高患者免疫力，是一种有开发前景的天
然抗肿瘤新药，美国国立癌症所已将其列为第三代癌
化学预防药［１０，１３］。

研究显示姜黄素抑制人肾癌ＡＣＨＮ细胞的增殖，
诱导人肾癌ＡＣＨＮ细胞的凋亡［１０］。姜黄素还可以抑
制人肾癌７８６Ｏ细胞增殖，促进人肾癌７８６Ｏ细胞凋
亡［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姜黄素以浓度和时间依赖的
方式抑制人肾癌细胞株Ａ４９８细胞增殖，同时以浓度依
赖的方式促进肾癌细胞的凋亡，这些结果与以往的研
究结果一致，然而其详细的机制还不清楚。

抗凋亡基因Ｂｃｌ２和促凋亡基因Ｂａｘ是Ｂｃｌ２家
族成员中重要的凋亡调控基因。Ｂｃｌ２和Ｂａｘ表达
水平的高低与细胞凋亡调控密切相关，可以反映肿瘤
细胞的凋亡敏感性［１５］。研究显示在肾癌细胞中Ｂｃｌ
２的表达降低，而Ｂａｘ的表达水平升高。研究表明姜
黄素可通过上调 ＡＣＨＮ 细胞中ＩκＢ和下调 ＮＦκＢ

活性，调控凋亡相关基因Ｂｃｌ２／Ｂａｘ的表达［１０］。刘
波等［１６］研究发现姜黄素调节凋亡相关蛋白Ｓｕｒｖｉｖ
ｉｎ、Ｂｃｌ２和Ｂａｘ的转录水平抑制多发性骨髓瘤细胞

ＲＰＭＩ８２２６增殖并诱导凋亡。这些表明凋亡相关基
因Ｂｃｌ２／Ｂａｘ可能是姜黄素的作用靶点。本研究的
结果显示姜黄素以浓度依赖的方式降低了人肾癌细

胞株Ａ４９８细胞中Ｂｃｌ２的表达，增加了细胞中Ｂａｘ
的表达，这可能是姜黄素诱导肾癌细胞凋亡、发挥抗
肾癌作用的机制。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属于核受体超家

族成员，有α、β和γ三种亚型。ＰＰＡＲ和９顺式视黄
酸受体（ＲＸＲ）结合形成异二聚体。异二聚体与过氧
化物酶体增殖物反应元件结合而发挥调控基因转录

的作用。Ｂｃｌ２和Ｂａｘ是ＰＰＡＲγ的下游重要靶基
因［１７］。研究发现ＰＰＡＲγ在多种肿瘤中呈现高表达
包括、乳腺癌、肾癌、前列腺癌、肺癌、子宫颈癌、胃癌
等，ＰＰＡＲγ的激动剂能抑制这些肿瘤的生长［１８１９］。
杨风光等研究发现ＰＰＡＲγ的激动剂曲格列酮能诱
导肾癌细胞株７８６Ｏ和 Ａ４９８细胞的凋亡。而研究
表明姜黄素具有ＰＰＡＲγ激动作用［２０２１］。本研究结
果显示姜黄素以浓度和时间依赖的方式上调了了人

肾癌细胞株 Ａ４９８ 细胞中 ＰＰＡＲγ的表达水平，

ＰＰＡＲγ特异性阻断剂ＧＷ９６６２部分逆转了姜黄素
抑制人肾癌细胞株 Ａ４９８细胞增殖和诱导细胞凋亡
的作用。这些结果表明姜黄素抑制人肾癌细胞增殖
促进其凋亡可能涉及到ＰＰＡＲγ信号通路。

总之，本研究表明姜黄素抑制人肾癌细胞增殖促
进其凋亡，其机制涉及到ＰＰＡＲ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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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肾并输尿管囊肿１例

程应生，张志炎，郑攀丰
（湖北省公安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湖北公安　４３４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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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静脉尿路造影

１　病例报告

患者，男性，２４岁。“左下腹隐痛不适３ｄ”入院。查体未

发现异常。腹部平片和静脉尿路造

影（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ｕ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ＶＵ）示

左肾缺如，膀胱内囊性病变（图１），

右肾正常。ＣＴ示左肾缺如，膀胱内

囊性病变。膀胱镜下见膀胱三角区

左侧见６．０ｃｍ×４．０ｃｍ隆起，表面

黏膜完整，未窥清左输尿管口，右输

尿管口喷尿正常。硬膜外醉下剖腹

探查，进入腹腔，膀胱左侧底部有长

径１００ｃｍ的囊性包块，左侧腹膜

后于左髂总血管处有长径５．０ｃｍ囊性包块，２包块有１管道

相连，为输尿管，髂总血管处包块为异位肾，肾动脉来自髂总

动脉血管。切除异位肾，打开膀胱，左输尿管口处有１００ｃｍ

×６．０ｃｍ×４．０ｃｍ囊性包块，打开囊壁，囊液为黑色，切除囊

肿，修补膀胱，放置膀胱造瘘管、尿管、腹腔及耻骨后引流管，

术后恢复顺利。术后病检：输尿管囊肿，异位肾并积水，慢性

输尿管炎并积水。术后２０ｄ痊愈出院。

２　讨　论

输尿管囊肿指输尿管末端呈囊性膀胱内膨出，膨出的外层

为膀胱黏膜，中间为薄层肌肉胶原组织，内层为输尿管黏膜。

诊断主要依靠Ｂ超、ＩＶＵ及膀胱镜检查，三者结合可提高诊断

率。治疗原则是解除梗阻，防止返流，处理并发症及保护肾功

能。对囊肿较小、无明显症状者，可不予处理，严密观察。对于

需手术患者，应根据患侧肾功能、积水程度、有无返流及囊肿大

小等情况决定术式。伴有异位或重复输尿管畸形的输尿管囊

肿以及直径＞３．０ｃｍ的输尿管囊肿，宜行开放手术。内镜下治

疗输尿管囊肿疗效显著，治疗有效率８０％～９１％。在有电切镜

的条件下，腔内治疗应成为首选的治疗方法。本病例术前ＣＴ
检查膀胱后的囊性病变形如肾脏轮廓，考虑为异位积水肾，本

病例如此巨大的输尿管囊肿临床少见，造成误诊。
（编辑　王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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