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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与腹腔镜下输尿管切开取石术治疗中、下段输尿管结石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湖

北省英山县人民医院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收治的90例输尿管中段和下段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5例。观察组采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疗,对照组采用腹腔镜下输尿管切开取石术治疗。对

比两组患者结石清除率和复发情况、围手术期资料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结石清除率和复发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和镇痛药使用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两组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离床时间、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输液天数等)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与腹腔镜下输尿管切开取石术治疗输尿管中、下段结石均

安全、有效。前者术中损伤较小、术后恢复较快,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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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尿管结石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其主要临床

表现为肾绞痛,严重者可引起肾积水,甚至肾衰竭和尿毒

症[1]。目前,手术仍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常用方法[2]。传统

的开放手术取石因其具有较高的结石清除率而在临床上广

泛采用[3]。然而,与其他开放手术相似,该术式对患者的术

中损伤较大、术后恢复较慢[4]。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与

腹腔镜下输尿管切开取石术是两种新型的治疗输尿管结石

的手术方式。已有研究证实,两种术式均具有良好的临床疗

效[5,6]。然而,目前对于两种术式间临床疗效对比的报道较

少,因此,本文对比分析了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与腹腔

镜下输尿管切开取石术治疗输尿管中、下段结石的临床疗

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湖北

省英山县人民医院收治的90例输尿管中、下段结石患者的

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B超、排泄性尿路造影及腹部立位

平片确诊为输尿管结石。其中男55例,女35例;年龄25~
70岁,平均(45.7±7.3)岁;结石大小为4mm×6mm~
12mm×20mm;其中3例为双侧输尿管结石,87例为单侧

输尿管结石;伴有肾积水患者64例,伴有急性肾功能衰竭患

者2例;并发输尿管息肉患者28例。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5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结石大

小、单侧或双侧输尿管结石、并发肾积水及肾功能衰竭、并发

输尿管息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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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n(%)]

组别 n
性别

男 女
年龄

(췍x±s,岁)
输尿管结石

单侧 双侧
肾积水 肾衰竭 输尿管

息肉
结石部位

下段 中段

观察组 45 26(57.8) 19(42.2) 45.5±7.1 43(95.6) 2(4.4) 33(73.3) 1(2.2) 13(28.9) 27(60.0) 18(40.0)
对照组 45 29(64.4) 16(35.6) 46.1±7.6 44(97.8) 1(2.2) 31(68.9) 1(2.2) 15(33.3) 25(55.6) 20(44.4)

χ2/t 0.421 -0.387 0.345 0.216 0 0.207 0.18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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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观察组患者均采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

疗:采用硬膜外麻醉,将输尿管硬镜经尿道置入膀胱,使用

60mL针管加压注水扩张输尿管口,同时将镜体沿轴线旋转

90~180°,进入输尿管口后,镜体回复中立位并调小冲洗速

度。窥见结石后置入钬激光光纤,红斑对准结石后开始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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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对于合并息肉患者,可用钬激光进行切割显露结石,再
行碎石。通过输尿管镜用异物钳将结石取出,对于小结石可

放置双J管使结石经管道自行排出。术后留置双J管,并在

术后30d内拔出,部分患者可在术后2~3个月拔出。对照

组患者均采用腹腔镜下输尿管切开取石术治疗:采用全身麻

醉,自第12肋尖部向前下方作一约2cm 切口,分别在腋前

和12肋下的腋后线交会处切口放置1.0cm 和0.5cm 的

Trocar,腋中线切口内置入1.0cm 的 Trocar。建立CO2气

腹,压力1.3~2.0kPa。找到并游离输尿管,在结石的上方,

用Babcock钳夹住输尿管壁动,用电钩纵行切开结石上方输

尿管,钳出结石,伴有息肉患者同时切除息肉,从切口处置入

双J管引流。缝合输尿管切口并放置引流管,所有器械退出

后对切口进行缝合。

1.3 观察指标: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的结石清除率和半年

内结石复发率,围手术期资料(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肠胃

功能恢复时间、下床时间、住院时间、输液时间和镇痛药物使

用率等)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两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两组患者结石清除率和复发

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表2 两组间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结石清除率 复发率

观察组 45 43(95.6) 2(4.4)
对照组 45 44(97.8) 3(6.7)

χ2 0.345 0.212
P >0.05 >0.05

2.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资料比较: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

者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较短,术中出血量较少、镇痛药的使

用率较低,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

者的术后恢复情况(离床时间、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

输液天数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见
表3。

表3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资料比较(췍x±s)

组别 n 手术时间
(t/min)

术中出血量
(V/mL)

镇痛药
使用率
[n(%)]

住院时间
(t/d)

离床时间
(t/h)

术后胃肠功
能恢复时间
(t/h)

术后输液
天数(t/d)

术后双J
管移位率
[n(%)]

术后重返工
作岗位时间
(t/d)

观察组 45 34.2±12.5 10.8±4.3 3(6.7) 4.2±1.5 13.5±8.6 9.8±6.6 3.2±2.3 1(2.2) 10.5±9.6
对照组 45 77.6±14.1 62.5±11.4 20(44.4) 7.6±1.8 16.4±9.2 12.1±7.3 4.2±3.5 3(6.7) 13.7±9.8

χ2/t -15.451 -28.465 16.879 -9.734 -1.545 -1.568 -1.602 1.047 -1.565
P <0.01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观察组患者出现1例

术后感染、1例血尿,对照组患者出现2例血尿、1例输尿管

损伤,两组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212,P>0.05)。

3 讨 论

  输尿管结石属于常见泌尿系统结石,药物治疗等保守治

疗手段对于顽固性结石治疗效果较差,仍有部分患者经保守

治疗无效后需使用手术治疗[7]。传统的输尿管结石手术方

法为开腹输尿管切口取石术,该术式具有创伤大、恢复慢等

缺点,临床应用受限。为改善这一问题,研究者提出了腹腔

镜下输尿管切开取石术的改良术式,该术式是通过建立腹膜

后人工间隙的方式使用腹腔镜在传统手术路径下进行取石

手术,其无需切开腹膜,因此,对患者脏器影响较小,有利于

患者术后恢复且降低了术后感染的风险[8]。输尿管镜下钬

激光碎石术是通过钬激光将结石粉碎进而达到治疗目的的

手术方法,该术式无需切开输尿管,因此术中损伤较小[9]。

虽然两种手术方法较传统的开腹切开取石术均具有一定的

优势,但对于两种术式间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比较却缺乏

对照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结石清除率和复发

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提示两种手术临

床疗效相近,且均具有良好的清除率和较低的复发率。有研

究认为,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在较大结石的治疗中应用

效果较差,尤其在输尿管上端结石的治疗中,很有可能会因

术中结石移位而导致碎石失败[10]。然而,随着钬激光碎石技

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累积,临床医生发现及时调整灌注压力可

以有效防止结石上移,确保碎石成功。比较分析观察组和对

照组患者围手术期资料可知,采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

治疗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和镇痛药使

用率等方 面 均 优 于 对 照 组,且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相比于开放手术,两种手术方式均可以有效地降低

术中损伤并加快患者术后恢复。但腹腔镜下输尿管中、下段

切开取石术仍属于有创手术,因此,仍存在术中出血量较多、

术后疼痛度高等问题。笔者进一步比较了观察组和对照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情况,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4.4%、6.7%,且均未见严重

并发症,提示两种治疗手段均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两种手术方法治疗输尿管中、下段结石均安

全、有效,但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术中损伤较小、术后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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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较快,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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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患者手术危险因素及治疗分析*

于 晋 蒋洪宇△ 黄保堂 孙玉桂 庄敏彦

(广西桂林市人民医院胸心外科 桂林 541002)

摘要 目的:分析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SDHVD)患者手术危险因素及治疗特点,进而提高术者手术水平。方法:回顾性分

析53例60岁以上SDHVD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导致其手术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结果:在53例患者中,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

15例(28.3%),其中严重低心排血量4例,呼吸功能衰竭7例,肾功能衰竭2例,神经系统并发症2例;围术期死亡6例

(11.3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心功能Ⅲ~Ⅳ级、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0.5、年龄>70岁、肾功能不全、女性、手
术方式复杂、主动脉阻断>120min及循环时间过长等是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

分析显示:年龄>70岁、LVEF<0.5以及体外循环时间>180min是SDHVD患者手术严重并发症出现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结论:对于SDHVD手术,患者术前对其病情进行全面评估,制定合理手术方案,加强围术期管理,仍可获得良好

的手术效果。

关键词 老年患者;退行性心脏瓣膜病;心脏瓣膜手术

中图分类号:R5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6)04-0720-03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6.04.048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和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生

存寿命不断延长,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SDHVD)患者日

益增多。SDHVD是一种随年龄增加瓣膜老化、退行性变和

钙质沉积所致的老年性疾病[1,2],往往合并冠心病及主动脉

病变。其特点是心脏功能减退,全身各重要器官功能均有不

同程度的退行性改变,手术风险性较大。本研究对2010年

12月至2015年12月收治的53例60岁以上SDHVD患者

的相关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SDHVD的手术危险因

素,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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