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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软镜监视下经皮肾镜治疗鹿角状结石 员员 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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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输尿管软镜监视下经皮肾镜治疗鹿角状结石的安全性与有效性遥 方法院部分性或完全性鹿角状结石患者

员员 例袁先在局麻下用膀胱镜置入双 允 管遥 圆 周后患者全麻下取膀胱截石位袁用导丝置入输尿管软镜鞘袁利用输尿管软镜进入肾盂

或肾盏寻找结石遥 在 月 超引导下行经皮肾穿刺袁然后在输尿管软镜监视下进行常规经皮肾镜操作袁并在术后拍摄腹部平片来评
价手术效果遥 结果院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袁无明显并发症袁员园 例渊怨园援怨豫冤患者结石一期完全清除渊直径 圆 皂皂 以下结石视为完全清

除冤袁员 例由于感染袁一期手术未能完全碎石取石袁二期经皮肾镜取石术渊孕悦晕蕴冤联合输尿管软镜完全清除结石遥 其中 缘 例有肾镜无法

到达的肾盏内结石袁经输尿管软镜套石篮取出遥 输尿管软镜监视下的穿刺与扩张过程更加精确袁使得出血量减少袁感染和其他并发
症的发生率降低遥 结论院输尿管软镜监视下的同步经皮肾镜治疗鹿角状结石是有效与安全的操作袁并且能够提高清石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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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肾镜取石术渊责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灶藻责澡则燥造蚤贼澡燥贼燥皂赠袁
孕悦晕蕴冤是治疗较大的肾结石尤其是鹿角状结石的推
荐治疗方式咱员暂袁但随着结石体积和手术复杂性的增
加袁为了提高清石率手术需要更长时间尧更多冲洗
液及穿刺通道咱圆原猿暂袁并存在出血尧并发症和结石残余
等问题袁 因而 孕悦晕蕴 手术需要进一步改进使其更安
全有效遥 为此采用输尿管软镜渊枣造藻曾蚤遭造藻 怎则藻贼藻则燥泽糟燥责赠冤
监视下 孕悦晕蕴 治疗鹿角状结石 员员 例袁 疗效满意袁现
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员猿 年 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苑 月袁本院 员员 例患者袁均
为部分性或完全性鹿角形肾结石袁圆 例有开放取石
手术史袁其中男 愿 例袁女 猿 例袁年龄 猿员耀远员 岁渊平均
缘猿援苑 岁冤遥 所有患者术前均经过腹部平片尧静脉肾盂
造影和 悦栽 检查明确诊断遥 此外袁患者术前均经过一
系列检查排除手术禁忌袁如血常规尧血生化尧凝血试
验尧尿液分析及培养等袁患者血肌酐均正常袁无跃圆园园
滋皂燥造 辕 蕴 患者遥
员援圆 方法
患者先在局麻下用膀胱镜置入双 允 管遥 圆 周后
患者全麻下取膀胱截石位袁用导丝置入输尿管软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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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袁并固定输尿管软镜鞘遥 将患者重置俯卧位袁升高
腰桥遥 同时经输尿管软镜鞘置入输尿管软镜袁进入
肾盂或肾盏寻及结石遥 在 月 超引导下行经皮肾穿
刺袁 在输尿管软镜下证实已进入目标肾盂或肾盏袁
并在输尿管软镜监视下不断更换扩张鞘至 云圆圆袁然
后行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遥 最后输尿管内置入双 允
管袁保留导尿管袁留置肾盂造瘘管遥 术后第 圆耀猿 天复
查腹部平片或 悦栽袁评估手术结果袁了解有无结石残
留遥 术后 员 周左右可拔除肾盂造瘘管袁圆耀猿 周拔除双
允 管遥
圆

结 果

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袁无明显并发症袁所有患
者术中无输血遥 员园 例渊怨园援怨豫冤患者结石一期完全清
除 渊直径 圆 皂皂 以下结石视为完全清除冤曰员 例患者
由于感染袁一期手术未能完全碎石取石袁二期 孕悦晕蕴
联合输尿管软镜完全清除结石遥 其中 缘 例有肾镜无
法到达的肾盏内结石袁 但经输尿管软镜套石篮取
出遥 由于输尿管软镜监视下的穿刺与扩张过程更加
精确袁术中出血量减少袁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率亦有所降低遥
猿

讨 论

近些年袁尿石病有各种治疗措施袁如经皮肾镜尧
体外冲击波碎石术尧输尿管镜尧开放性手术以及联
合治疗等遥 鹿角状结石是体积较大的分支状结石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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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若干或全部的肾盂并占据大部分的肾盏袁通常
大部分由感染导致 遥 一旦未被治疗袁鹿角状结石将
咱源暂

会损害肾功能袁甚至导致致死性败血症遥 自从 员怨愿猿
年 悦造葬赠皂葬灶 等咱缘暂 第 员 次报道 孕悦晕蕴 成功应用于鹿角
状结石的治疗袁孕悦晕蕴 被认为是治疗鹿角状结石的一

线选择 遥 此外袁美国泌尿学协会渊粤皂藻则蚤糟葬灶 哉则燥造燥早蚤鄄
糟葬造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袁粤哉粤冤肾石病临床指南推荐 孕悦晕蕴 作
为治疗鹿角状结石的首选措施咱远暂遥 但鹿角状结石因
其位置及结构较为复杂袁孕悦晕蕴 在没有肾积水的情
咱员暂

况下扩张造口和插入鞘的过程较为困难袁即使用输
尿管导管等人为制造肾积水后操作仍较难遥 此外袁
孕悦晕蕴 除了固有的局限性与风险袁 其在处理鹿角状

结石时往往需要更多穿刺通道以提高结石清除率袁
而且此操作容易导致出血尧肾实质损伤尧周围脏器
损伤及其他并发症遥 故传统 孕悦晕蕴 手术方式需要改
进袁以寻求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咱苑暂遥
国内李逊等 咱愿暂于 员怨怨愿 年采用微创穿刺并取石
的经皮肾镜技术渊酝孕悦晕蕴冤袁建立微创经皮肾通道为
云员源耀云员远袁并在手术中采用输尿管镜袁使得该技术更
为简单实用袁并具有安全尧损伤小及并发症少等优
点遥 但该方法在处理鹿角状结石分支尤其完全鹿角
状结石分支通常较为困难袁 使得结石残留率较高遥
此外袁曾国华等咱怨暂 使用多通道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
治疗鹿角状肾结石袁一期清除率 远源援猿豫袁二期总的清
除率为 愿缘援苑豫遥 但多个穿刺通道可能会提高肾实质
损伤和周围脏器损伤的风险袁 且可能增加手术出
血尧感染及其他并发症遥 之前的尝试表明袁传统的
孕悦晕蕴 需要更为安全有效的改进方式遥 输尿管软镜
作为直径 约 圆 糟皂 肾结石的推荐治疗方式咱员园暂袁其末端
较为灵活弯曲度大袁 容易到达肾盂及各肾盏内袁但
其手术时间长尧费用高袁且对肾盂肾盏压力较高袁容
易导致感染袁而且患者在感染期间此手术方式应慎
重遥因此本院尝试将输尿管软镜与传统的 孕悦晕蕴 方式
相结合袁研究结果较为满意遥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袁无
明显并发症袁两种传统手术方法优势互补袁一期结石
清除率达 怨园豫以上袁且术中出血量减少袁感染和其他
并发症的发生率亦有所降低遥 此外袁国外也有类似报
道咱员员原员圆暂袁将两种术式结合更为方便安全袁可见该方法
在治疗鹿角状结石中有一定优势遥
本文认为该方法具有如下优点院淤该手术方式
尤其适用于无肾积水的鹿角状结石袁在输尿管软镜
的监视下肾扩张造口和插入穿刺鞘的过程更为安
全有效遥 例如可以将输尿管软镜的头端移动到合适
的肾盏位置袁然后在 月 超辅助下袁经皮肾镜对准目

标肾盏精确穿刺袁且输尿管软镜能一定程度扩张目
标肾盏袁更利于穿刺袁防止损伤遥 于与传统的 孕悦晕蕴

特别是输尿管软镜操作过程相比袁术中液体对肾盂
和肾盏的压力大大降低袁从而降低术中因肾盂肾盏
内压增高导致并发感染及扩散等风险遥 此外袁更为
精确的操作和经皮肾镜通道的减少能降低手术出
血和并发症的发生遥 盂孕悦晕蕴 手术一般采用后组中

盏作为经皮肾通道袁往往前组中盏难以到达成为死
角袁且上盏及下盏有时也难以到达袁而软镜大多数
均可到达以上各盏袁可以弥补 孕悦晕蕴 的不足遥榆清石
率大大提高袁 因为清石操作可以利用 孕悦晕蕴 和输尿
管软镜二者的长处袁一些位置较偏较小的结石也可

通过输尿管软镜取出袁并缩短了手术时间遥 虞孕悦晕蕴
与输尿管软镜均为泌尿科常见的手术操作袁将二者
结合的创新方式在传统术式的基础上易于掌握袁从
而方便其普及与推广遥
综上所述袁输尿管软镜监视下同步 孕悦晕蕴 对于治
疗肾鹿角状结石安全有效袁具有提高清石率袁减少经
皮穿刺通道数目袁降低出血尧感染及其他并发症等优
点袁对于治疗复杂性肾石病尤其是鹿角状结石较为适
合袁值得进一步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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