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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前行膀胱造瘘治疗巨大前列腺增生伴尿潴留 源缘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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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前行膀胱造瘘治疗巨大良性前列腺增生渊遭藻灶蚤早灶 责则燥泽贼葬贼蚤糟 澡赠责藻则责造葬泽蚤葬袁月孕匀冤伴尿潴

留的手术疗效比较遥 方法院圆园园苑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员 月确诊为巨大 月孕匀 伴尿潴留患者 源缘 例随机分为 圆 组袁统计分析患者一般

资料尧术前国际前列腺症状渊蚤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责则燥泽贼葬贼藻 泽赠皂责贼燥皂 泽糟燥则藻袁陨孕杂杂冤计分尧生活质量渊择怎葬造蚤贼赠 燥枣 造蚤枣藻袁匝韵蕴冤评分尧前列腺体积及

术中前列腺切除重量尧手术时间尧术中失血量尧留置导尿管时间及住院时间遥 结果院圆 组患者的年龄尧病程尧前列腺体积尧陨孕杂杂 及
匝韵蕴 评分等指标无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方面均有显著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留置导尿管时间及住院时间方面无
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对于巨大 月孕匀 伴尿潴留患者袁术前常规行膀胱造瘘袁可减少术中出血量尧缩短手术时间袁提高手术安
全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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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袁 良性前列腺增生
渊遭藻灶蚤早灶 责则燥泽贼葬贼蚤糟 澡赠责藻则责造葬泽蚤葬袁月孕匀冤 的发病率呈现明
显增加趋势袁月孕匀 已成为我国老年男性最常见的疾
病之一袁同时也是我国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遥
对于巨大 月孕匀 患者袁以往多采用开放手术袁近年来
随着电切等设备的发展袁 腔内微创手术已成为主流
术式遥 本文研究巨大 月孕匀 伴尿潴留患者行等离子电
切术前常规行膀胱造瘘对手术疗效的影响袁 现报道
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园苑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员 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
属无锡第二人民医院确诊为 月孕匀 伴尿潴留的男性
患者 源缘 例遥 纳入标准院前列腺体积逸员园园 皂造袁诊断明
确袁无绝对禁忌证者遥 将术前 猿 凿 常规行膀胱造瘘的
患者设为 粤 组共 圆猿 例袁 将术中造瘘的患者设为 月
组共 圆圆 例遥 术前均行国际前列腺症状渊蚤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责则燥泽贼葬贼藻 泽赠皂责贼燥皂 泽糟燥则藻袁陨孕杂杂冤及生活质量渊择怎葬造蚤贼赠 燥枣
造蚤枣藻袁匝韵蕴冤评分袁因入院时均伴尿潴留袁未测定最大
尿流率及残余尿量遥
员援圆 方法
粤 组术前 猿 凿 拔除导尿管袁 行 月 超定位下膀胱
造瘘遥月 组保留导尿至手术遥两组均采用标准经尿道
前 列 腺 等 离 子 汽 化 电 切 术 渊贼则葬灶泽怎则藻贼澡则葬造 遭蚤责燥造葬则

月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缘鄄苑园怨鄄园圆

责造葬泽皂葬 噪蚤灶藻贼蚤糟 责则燥泽贼葬贼藻糟贼燥皂赠袁栽哉孕运孕冤袁 设备为英国
郧赠则怎泽 等离子双极内窥镜系统袁 电切功率圆园园 宰袁电
凝功率 员园园 宰袁 冲洗液为生理盐水袁月 组术中行膀胱
造瘘遥 术后持续膀胱冲洗 员耀圆 凿袁术后 猿耀缘 凿 拔除导尿
管及膀胱造瘘管遥
记录患者一般资料尧术前 陨孕杂杂 评分尧匝韵蕴 评分尧
前列腺体积及术中前列腺切除重量尧手术时间尧术中
失血量渊阅藻泽皂燥灶燥造 比色法冤尧留置导尿管时间和住院
时间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数据以均数
依 标准差 渊x 依 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贼 检
验袁 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贼 检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 组数据方差齐袁年龄尧病程尧前列腺体积尧陨孕杂杂 及
匝韵蕴 评分经 贼 检验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
表 员冤遥 源缘 例患者均由同一泌尿外科医师完成手术袁
均未输血袁未发生电切综合征遥 圆 组在手术时间及术中
出血量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在留置导尿
管时间及住院时间方面无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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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月孕匀 主要依靠药物及手术治疗遥 经尿道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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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粤 组渊灶越圆猿冤
月 组渊灶越圆圆冤

年龄渊岁冤
苑员援缘 依 源援猿
苑园援缘 依 源援圆

病程渊年冤
远援愿 依 愿援猿
苑援缘 依 怨援远
表圆

观察指标
手术时间渊皂蚤灶冤
术中出血量渊皂造冤
留置导尿管时间渊凿冤
住院时间渊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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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渊x 依 s冤
陨孕杂杂 评分渊分冤
圆怨援源圆 依 源援苑园
圆愿援圆源 依 缘援怨圆

前列腺体积渊皂造冤
员圆猿援远 依 圆缘援远
员员怨援苑 依 猿园援圆

匝韵蕴 评分渊分冤
远援圆源 依 园援愿苑
缘援愿缘 依 员援员远

圆 组患者术中及术后情况比较

粤 组渊灶越圆猿冤
缘园援缘远 依 圆员援猿远
苑缘援猿远 依 源怨援远猿
园猿援员圆 依 员援圆缘
园源援员圆 依 员援苑愿

电切术 渊贼则葬灶泽怎则藻贼澡则葬造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责则燥泽贼葬贼藻袁栽哉砸孕冤患
者术后恢复快尧疗效确切袁已成为目前公认的治疗

月孕匀 的金指标袁其主要并发症为出血较多及电切综
合征袁既往主要适用于前列腺质量约 愿园 早 的 月孕匀 患
者遥 随着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袁月孕匀 特别是巨大
月孕匀 患者呈逐年增加趋势遥 目前袁巨大 月孕匀 尚无统
一的定义遥 有学者认为前列腺质量超过 圆园园 早 即称
巨大 月孕匀咱员暂遥对于 栽哉砸孕袁砸葬躁遭葬遭怎 等咱圆暂认为前列腺体
积跃 员园园 皂造 可称为巨大 月孕匀袁本文采用此种定义遥
巨大 月孕匀 的治疗袁以往主要以开放前列腺摘除
为主袁随着电切设备的不断改进和术者的经验积累袁
特别是 栽哉孕运孕 的应用袁使得前列腺手术的安全性大
大提高袁手术适应证的选择可以不受前列腺体积的
限制咱猿原源暂遥 栽哉孕运孕 术中视野清楚袁切到前列腺包膜处
有阻力感袁较少导致包膜穿孔和液体外渗遥 而且等
离子电切高频电流只在局部形成回路袁对人体电生
理影响较小袁可有效防止闭孔反射遥 等离子刀切割
靶组织表面温度仅 源园耀苑园益袁凝固层薄袁热穿透效应
较低袁切割精细袁止血效果好袁因此提高了手术安全
性袁保证了组织切净率咱缘原远暂遥
巨大 月孕匀 患者常伴尿潴留遥本文体会袁月孕匀 伴尿
潴留患者术前 猿 凿 行膀胱造瘘并拔除导尿管袁 可降
低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几率袁减轻对尿道黏膜的刺
激及炎症反应袁减少术中出血量袁本研究中术前造瘘
组的术中出血量及手术时间明显少于术中造瘘组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此外袁虽然 栽哉孕运孕 冲洗液为生理盐水袁术
中出血较 栽哉砸孕 少袁 患者发生电切综合征的几率较
低袁但高压状态下仍被动吸收较多液体袁增加了发生
电切综合征的几率咱苑暂遥 本文体会袁巨大 月孕匀 行膀胱造
瘘低压电切袁 节省了高压灌注时的放液间隔时间袁同
时又可使膀胱处于低压排空状态袁膀胱内压低袁使电
凝更为方便袁也避免了组织碎块尧血块等堵塞袁有效保
持术野清晰袁从多方面缩短了手术时间遥 术中低压

渊x 依 s冤

月 组渊灶越圆圆冤
远苑援愿远 依 圆园援苑愿
怨愿援猿远 依 缘愿援远猿
猿援猿圆 依 员援缘员
源援缘源 依 员援怨圆

贼值
缘援猿远
原远援猿员园
园援愿猿
员援缘园

孕值
约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跃 园援园缘
跃 园援园缘

灌注减少静脉窦对冲洗液的被动吸收袁术中血压波动
较小袁止血快速有效袁增加了患者对手术的耐受能力遥

因此袁对于巨大 月孕匀 伴尿潴留患者袁术前常规
行膀胱造瘘并拔除导尿管袁可减少术中出血量尧缩短
手术时间袁提高手术安全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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