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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比较后腹腔镜与小切口输尿管切开取石术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疗效遥 方法院从 圆园园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袁

对 怨愿 例单侧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袁远圆 例采用后腹腔镜切开取石袁猿远 例采用小切口输尿管切开取石术治疗遥 结果院怨愿 例手术均
成功取石袁源 例后腹腔镜组患者因输尿管炎症粘连明显改开放手术袁腔镜组在平均出血量尧术后下床时间尧术后住院天数及并发

症发生率上均优于小切口组袁而在手术时间及总住院费用上高于小切口组遥 结论院两种手术方式均为有效尧安全的微创技术袁小
切口输尿管切开取石术适合在基层医院开展袁后腹腔镜组较小切口开放手术组并发症较少袁患者较容易接受遥
咱关键词暂 输尿管上段结石曰 后腹腔镜曰 小切口曰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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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袁 采用后腹腔镜技

检查遥 结石大小 员援圆 糟皂 伊 员援缘 糟皂耀圆援园 糟皂 伊 猿援员 糟皂袁

开放小切口输尿管上段切开取石术 猿远 例袁对两组临

例患者术前行体外冲击波碎石术渊耘杂宰蕴冤失败袁员圆

术渊砸蕴哉蕴冤成功治疗 远圆 例输尿管上段结石袁同期行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袁总结两种手术的技术要点
及优越性袁报告如下遥
员

例行输尿管镜下碎石渊哉砸蕴冤治疗失败袁未行任何治

疗的 源苑 例患者结石质硬尧直径均大于 员援圆 糟皂遥 所有
患者均获得随访袁随访时间 猿耀源愿 个月袁平均 圆圆援缘 个

对象与方法

员援员

平均 员援远 糟皂 伊 员援远 糟皂遥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肾积水曰猿怨

月遥其中腹腔镜手术组 远圆 例袁男 猿缘 例袁女 圆苑 例袁年龄

对象
采用后腹腔镜切开取石和小切口输尿管切开取

石两种方法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 怨愿 例袁所有患者术
前均接受泌尿系 月 超检查和腹部平片渊运哉月冤尧静脉
肾孟造影渊陨灾哉冤检查遥猿圆 例行泌尿系 悦栽 成像渊悦栽哉冤

圆猿耀缘远 岁袁平均为 源圆援远 岁袁左侧 源圆 例袁右侧 圆园 例袁病

程 猿 个月耀圆 年遥 小切口开放手术组 猿远 例袁男 圆员 例袁
女 员缘 例袁年龄 猿圆耀远源 岁袁平均为 源怨援员 岁袁左侧 员怨 例袁
右侧员苑 例袁病程 猿 个月耀圆 年遥 患者一般资料见表 员袁
两组患者间年龄尧性别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表员

组 别
腹腔镜手术组
小切口开放手术组
合计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腹腔镜手术组与小切口开放手术组患者一般资料及比较
性别咱灶渊豫冤暂
年龄渊岁冤
灶
男
女
远圆
源圆援远 依 员猿援圆
猿缘渊猿缘援苑冤
圆苑渊圆苑援远冤
圆员渊圆员援源冤
员缘渊员缘援猿冤
猿远
源怨援员 依 员源援猿
怨愿
缘远渊缘苑援员冤
源圆渊源圆援怨冤
源缘援猿 依 员缘援远

方法
手术方法
小切口组手术方法院根据结石位置袁按常规切口

划下标记线袁在此线上以结石在体表定位点为中心袁

输尿管结石咱灶渊豫冤暂
左侧
源圆渊源圆援怨冤
员怨渊员怨援源冤
远员渊远圆援猿冤

右侧
圆园渊圆园援源冤
员苑渊员苑援猿冤
猿苑渊猿苑援苑冤

视下完成输尿管切开取石术袁 探查结石下方输尿管

通畅情况袁如有息肉予以电灼切除袁置入双 允 管袁缘鄄园
可吸收缝线缝合输尿管切口遥

腹腔镜组手术方法院患者全麻后健侧卧位袁升高

切口长度 缘耀苑 糟皂袁切开皮肤尧皮下组织与肌层袁进入

腰桥袁于腋中线髂嵴上 圆 糟皂 处作一 圆 糟皂 小切口袁用

用阑尾钳夹住结石上方输尿管袁并向切口方向牵引袁

膜袁经此切口将自制气囊置入腹膜后间隙袁囊内充气

腹膜后间隙袁手指伸入切口内进行游离袁触及结石后
用输尿管固定钳夹住结石段输尿管袁并向切口方向
牵引遥 在结石处切开输尿管周围组织袁可见输尿管
自行野挤出冶袁利用阑尾钳与输尿管固定钳的配合袁直

血管钳分开各肌层袁 食指探入腹膜后间隙并推开腹
缘园园耀愿园园 皂造袁压迫 缘 皂蚤灶 后放气取出袁手指引导下分

别于肋缘下腋前尧 后线处置入 缘 皂皂尧员园 皂皂 套管袁
腋中线切口置入 员园 皂皂 套管袁 丝线缝合密闭切口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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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圆

腋中线套管置入观察镜袁另两套管置入操作器械袁接
气腹机充 悦韵圆 气体至压力 员源 皂皂匀早袁完成腹膜后空

间及操作通道建立遥 根据术中情况可在腋前线平脐

腹腔镜组与小切口组患者观察指标
咱灶渊豫冤暂
腹腔镜组
小切口组
孕
渊灶 越 缘愿冤
渊灶 越 源园冤

水平放置另一 缘 皂皂 套管用于牵拉遥 根据术前 载 线

手术时间渊皂蚤灶冤

片结石位置袁以腰大肌尧肾下极为标志分离输尿管及

术中出血量渊皂造冤

结石袁暴露结石段输尿管袁通过钳夹证实结石所在袁

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渊凿冤 园 园猿援员 依 园援源

并于结石段上方用 月葬遭糟燥糟噪 钳固定袁 以免结石滑入

术后住院天数渊凿冤

肾脏袁用自制刀片或剪刀的单片于结石处及其近段

总住院费用渊元冤

纵行切开输尿管袁电钩分离出结石后取出遥 经输尿

术后并发症渊例冤

管切口置入 阅鄄允 管袁 以 源 辕 园 可吸收线缝合切口 圆耀猿
针袁腹膜后放置引流管袁拔出套管袁缝合手术切口遥

两组手术均术后 圆耀猿 凿 拔除引流管袁 术后 圆耀源

周膀胱镜下拔除输尿管内支架管遥
员援圆援圆

观察指标
包括手术时间尧术中出血量尧术后下床时间尧术

后住院时间尧住院费用尧术后并发症渊包括尿漏袁切口

猿

园 怨园援猿 依 圆园援源 园 源苑援缘 依 员源援圆 约 园援园缘
园 员缘援园 依 源援远

园 愿园援源 依 员远援猿 约 园援园缘

园 园远援圆 依 员援圆

园 园远援缘 依 园援怨

园 园猿援圆 依 园援远

跃 园援园缘

援怨 员圆猿 依 员 圆圆源 援远 猿圆员 依 远缘源

约 园援园缘

员园

员园

跃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讨 论
输尿管上段结石袁 由于其独特的空间位置结

构等原因袁在微创治疗的方法上有多种选择袁微创
治疗方法有 耘杂宰蕴咱员暂尧哉砸蕴咱圆暂及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

渊酝孕悦晕蕴冤咱员袁猿暂遥其中 耘杂宰蕴 和输尿管镜技术已被认为
是输尿管上段结石的首选一线治疗手段 咱源暂袁但是在
临床工作中袁对于较大的尧坚硬的尧停留时间较长的

感染尧手术区疼痛冤遥
员援猿

原员圆愿怨原

侯佩金等院后腹腔镜与开放小切口行输尿管上段切开取石术的疗效比较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员援缘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袁计量资料以

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贼 检验袁

和梗阻严重的输尿管上段结石以及 耘杂宰蕴尧哉砸蕴尧
酝孕悦晕蕴 治疗失败时袁往往需行输尿管切开取石咱缘原苑暂遥

传统的开放手术行输尿管切开取石袁 往往需要

性别及左右侧构成比采用 字 检验袁 不符合 字 检验

腰部 员园耀员缘 糟皂 切口袁该手术方式创伤大尧术后恢复

云蚤泽澡藻则 确切概率法袁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术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袁手术切口根据术前 运哉月 准

圆

圆

条件的则采用 云蚤泽澡藻则 确切概率法袁 术后并发症采用
义遥
圆

结

果

猿远 例小切口切开取石组患者均一次性手术取

石成功遥手术时间 猿园耀苑缘 皂蚤灶袁平均 源苑援缘 皂蚤灶遥手术出

血量在 远园耀员园园 皂造遥 术后住院时间 远耀怨 凿袁平均 远援缘 凿袁

慢袁患者往往不易接受咱愿暂遥 本院开展的小切口开放手
确定位袁长度 缘耀苑 糟皂袁术中利用阑尾钳与输尿管固

定钳的配合袁 可在小切口情况下游离出结石段输尿
管袁术中如发生手术困难或结石上移的情况袁可延长

切口完成手术遥本组 猿远 例均未延长切口而顺利完成
手术袁手术时间基本都在 员 澡 以内遥

随着腹腔镜手术的推广袁 腹膜后腹腔镜手术

员园 例患者出现下腹部皮肤感觉异常渊麻木感尧刺痛尧

渊则藻贼则燥责藻则蚤贼燥灶藻葬造 造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赠冤 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

粘连明显改开放手术袁手术时间 苑园耀员猿园 皂蚤灶袁平均

献报道袁 后腹腔镜输尿管切开取石是一种理想的选

烧灼感冤遥 后腹腔镜手术组 远圆 例袁源 例因输尿管炎症
怨园援猿 皂蚤灶遥 手术出血量在 员园耀圆园 皂造袁猿 例术后出现尿

漏袁远 凿 后尿漏消失遥 苑 例出现皮下气肿袁圆 凿 后气肿消
失遥 术后住院时间 缘耀愿 凿袁平均 远援圆 凿遥 两组患者腹膜
后引流管均留置 猿耀缘 凿袁无液体引出后拔除遥 保留导

尿管 缘耀苑 凿 拔除袁阅鄄允 管于术后 源耀远 周经膀胱镜拔

除遥 术后随访 猿耀源愿 个月袁月 超及 运哉月 检查证实袁患
者肾输尿管积水均明显好转袁无结石复发和输尿管
切开缝合处狭窄遥
腹腔镜组在平均出血量及并发症发生率上均优
于小切口组袁而在手术时间及总住院费用上高于小切
口组袁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曰在下床活动时间和术
后住院天数上两组无统计学差异渊表 圆冤遥

有效性及安全性逐渐被泌尿外科医师所认可咱愿原员园暂遥 文

择袁已经替代开放手术成为首选的二线治疗手段咱员员原员猿暂遥
与开放手术取石比较袁砸蕴哉蕴 除具有开放手术一次

性完整取尽结石的效果袁还具有失血量少尧伤口疼痛
轻尧术后进食早尧住院时间短等优点咱员源原员缘暂遥 有学者指

出袁 较大的嵌顿性输尿管上段结石可选择 砸蕴哉蕴 可

作为一线治疗方案咱员远原员苑暂遥 本院自 圆园园缘 年开展此项术
式共计 远圆 例袁其中 缘愿 例一次性成功袁取石成功率为

怨猿援缘豫遥 源 例由于患者输尿管炎症与周围组织明显粘
连袁腹腔镜下分离困难袁改为开放手术袁均出现在本

单位开展此项技术的早期袁随着技术的熟练袁近 圆 年
无术中改开放手术病例遥

在本研究中袁 对后腹腔镜切开取石和小切口切

原员圆怨园原

南

京

医

科 大

开取石两种手术方式进行回顾性研究袁通过观察患
者的手术时间袁术中出血量尧术后住院时间尧患者的

学

咱源暂

腔镜组在平均出血量及并发症发生率上均优于小切

咱缘暂

口组袁而在手术时间及总住院费用上高于小切口组遥
两组手术均达到完整取出结石的手术效果袁并能在
取出结石的同时处理输尿管狭窄尧扭曲等情况袁从而
减轻患者术后肾积水程度袁降低术后结石的复发率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在手术并发症方面袁猿远 例小切口切

开取石组袁术后有 员园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切口处皮肤
麻木或疼痛袁不容忽视遥 远圆 例腹腔镜组患者除有 猿

咱远暂
咱苑暂
咱愿暂

例术后出现一过性尿漏外无其他严重并发症袁随着

取石而言袁两种手术方式均为有效尧安全的微创技
术袁各自均有优势和不足遥腹腔镜组较小切口开放手
术组并发症少袁患者较容易接受袁手术安全有效袁具
有创伤小尧出血少尧并发症少尧术后恢复快尧取石成功
率高等优点袁可部分替代开放手术袁但存在设备昂
贵袁住院费用高等缺点袁需要临床医师较高的专业技
术袁短时间内在基层医院无法开展遥 小切口开放手
术亦是一种微创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方法袁具有
手术时间短尧创伤小尧恢复快尧并发症少的优点袁且操
作简便袁容易掌握袁无需特殊设备袁适合在基层医院
开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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