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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
的疗效分析
周华旺
【 摘要】

目的

探讨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效果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０６ 例输尿管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根据数字随机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两组ꎬ每组各 ５３ 例ꎮ 对照组进行气压弹道碎石治疗ꎬ观察组进行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
术治疗ꎬ比较两组治疗效果ꎮ 结果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为( ６１.４４± ６.４９) ｍｉｎ、术中出血量为( １０.８１± １.

５３) ｍｌꎬ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７１.２９±６.６７) ｍｉｎ、(１３.３５±１.１１) ｍｌ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患者
手术显效的有 ３６ 例ꎬ占比为 ６７.９２％ꎬ其治疗有效率为 １００.００％ꎬ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２３ 例ꎬ４３.４０％ꎬ９０.５７％

(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较少ꎬ总发生率为 １.８９％ꎬ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１５.０９％ꎬ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患者肠功能恢复情况、输液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天数等恢复情况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疗效

更好ꎬ手术时间短ꎬ术中出血量少ꎬ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ꎬ患者恢复快ꎬ安全性好ꎬ可在临床上广泛推荐应
用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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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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钬激光碎石手术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输尿管结石ꎻ

输尿管结石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类疾病ꎬ主要表现为
患侧肾绞痛ꎬ严重时甚至会威胁到肾脏健康ꎬ继而影响患者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１] ꎮ 临床资料表明ꎬ输尿管结石可显著
提高患者尿路感染的发生率ꎬ引发尿路梗阻、肾积水ꎬ进而影
响肾功能ꎬ是形成尿毒症的一大原因 [２] ꎮ 目前针对输尿管结
石的治疗方法有多种ꎬ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气压弹道碎石治疗
和钬激光碎石治疗 [３] ꎮ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两种方法对于输

尿管结石的治疗效果ꎬ本院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究ꎬ现报道如
下ꎮ
一、资料和方法
１.临床资料: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０６ 例输尿管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 １) 所有患
者具经 Ｂ 超、ＣＴ 扫描、尿路平片确诊为输尿管结石ꎻ( ２) 患者
及其家属均知晓此次研究ꎬ且自愿参与ꎻ( ３) 患者依从性较
好ꎬ直到研究结束ꎮ 排除标准:( １) 结石过大ꎬ直径在 １. ５ ｃｍ
以上ꎻ(２) 合并其他严重脏器类疾病和全身性疾病者ꎮ 将上
述患者按照数表中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ꎬ每组各
５３ 例ꎮ 对照组中男 ３６ 例ꎬ女 １７ 例ꎬ年龄 ２０ ~ ７０ 岁ꎬ平均( ４１.
４９±２.４６) 岁ꎬ其中左侧输尿管结石患者 ２１ 例ꎬ右侧输尿管结
石患者 １８ 例ꎬ双侧输尿管结石患者 １４ 例ꎻ观察组中男 ３８ 例ꎬ
女 １５ 例ꎬ年龄 ２１ ~ ７０ 岁ꎬ平均(４１.３７±２.５４) 岁ꎬ其中左侧输尿
管结石患者 ２０ 例ꎬ右侧输尿管结石患者 １９ 例ꎬ双侧输尿管结
石患者 １４ 例ꎮ 两组患者各方面资料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Ｐ>
０.０５) ꎬ且自愿参与此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２.研究方法:两组患者均选取截石位ꎬ做好麻醉措施后ꎬ
对照组患者进行气压弹道碎石术ꎮ 主要措施如下:调整气压
弹道碎石机对碎石的压力和灌注液ꎬ选择连续脉冲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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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３２
碎石ꎬ当发现结石的直径小于 ３ ｍｍ 之后用取石钳将其取出ꎬ
放至膀胱ꎬ放置双 Ｊ 导管后留置导尿管ꎮ 观察组患者则进行
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ꎬ具体措施如下:将输尿管镜经尿
道进入膀胱至输尿管ꎬ可见输尿管结石ꎬ插入激光传导光纤ꎬ
粉碎结石后冲出碎石颗粒ꎮ
３.观察指标:(１) 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手术情况ꎬ由经验
丰富的主治医师填写手术时间以及术中出血量ꎬ患者肠功能
恢复时间、输液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以及住院天数ꎮ ( ２) 比较
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ꎮ 显效:患者的结石全部取出ꎬ临床症状
全无ꎻ有效:患者的结石有一定残留ꎬ需要进一步取石ꎻ无效:
患者症状无改善迹象 [４] ꎮ (３)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ꎮ
４.统计学处理:通过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定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定性资料的组
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ꎬ计算 Ｚ 值ꎮ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患者的一般手术情况比较: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
及术中出血量均分别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手术情况比较( ｘ
±ｓ)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５３)
观察组( ｎ ＝ ５３)
ｔ值
Ｐ值

手术时间( ｍｉｎ)
７１.２９±６.６７
６１.４４±６.４９
７.７０５
０.０００

术中出血量( ｍｌ)
１３.３５±１.１１
１０.８１±１.５３
９.７８３
０.０００

２.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比较:观察组患者手术显效的有

３６ 例ꎬ占比为 ６７.９２％ꎬ其治疗有效率为 １００.００％ꎬ显著高于对
照组的 ２３ 例、４３. ４０％、９０. ５７％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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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５３)
观察组( ｎ ＝ ５３)
Ｚ值

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比较[ ｎ( ％) ]
显效

２３(４３.４０)
３６(６７.９２)

有效

２５(４７.１７)
１７(３２.０８)

无效

５(９.４３)
０(０.００)

５.３５４

有效率

４８(９０.５７)

５３(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Ｐ值

３.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观察组患者术后
不良反应较少ꎬ 总发生率为 １. ８９％ꎬ 显著低于对照 组 的 １５.
０９％(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４.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比较:观察组肠功能恢复时间、
输液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天数均短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４ꎮ
讨论 输尿管结石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类疾病ꎬ好发
于男性ꎬ容易引发尿路梗阻ꎬ进而导致疼痛、血尿、感染等症
状ꎬ严重时甚至会影响肾功能ꎬ导致无功能肾等ꎬ严重影响患
者的健康和日常生活质量 [５－６] ꎮ 目前对于输尿管结石多采用
气压弹道碎石ꎬ虽然有一定疗效ꎬ但是对患者的伤害较大ꎬ并
发症较多ꎬ其治疗效果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７] ꎮ 随着医学的
发展ꎬ各项医学设备的完善ꎬ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开
始慢慢引入到输尿管结石的治疗当中ꎬ该术式是治疗输尿管
结石的一种新型微创方法ꎬ借由输尿管镜观察结石ꎬ并借钬激
光精准碎石ꎬ具有手术视野清晰ꎬ效果良好ꎬ对患者伤害小ꎬ并
发症少的优点 [８] ꎮ
本研究通过对输尿管结石患者进行分组并分别进行常规
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和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ꎬ
经效果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以及术中出血量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ꎬ这提示了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
表３
组别

感染

对照组( ｎ ＝ ５３)
观察组( ｎ ＝ ５３)
χ２ 值

尿道狭窄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３

肠功能恢复时间( ｈ)
１７.７５±３.７３
１３.５４±２.２４
７.０４４

ｔ值

０.０００

Ｐ值

[１]
[２]
[３]
[４]
[５]

参

考

文

假性尿失禁

总发生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８９)

１(１.８９)

０.３４３

１.００１

０.５５８

表４
组别

大出血

２(３.７７)
１(１.８９)

２.０３８

对照组( ｎ ＝ ５３)
观察组( ｎ ＝ ５３)

输尿管结石的手术时间短ꎬ术中出血量少ꎮ 分析原因ꎬ主要可
能是因为观察组所用术式属于微创手术ꎬ对患者的手术伤害
较少ꎬ减少了患者手术创伤和痛苦ꎬ出血量少ꎬ也是降低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的一个原因ꎮ 同时ꎬ观察组患者肠功能恢复情
况、输液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天数等恢复情况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ꎬ提示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
石ꎬ患者术后恢复更快ꎮ 原因主要在于此种术式对患者机体
造成的损伤较小ꎬ在获得治疗效果的同时也对患者的机体恢
复产生了较好的促进效果ꎬ因此更利于机体的功能恢复ꎮ 此
外ꎬ观察组患者手术显效的有 ３６ 例ꎬ占比为 ６７.９２％ꎬ其治疗
有效率 为 １００. ００％ꎬ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的 ２３ 例、 ４３. ４０％、 ９０.
５７％ꎬ数据的对比直接提示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
疗输尿管结石的效果更好ꎬ患者一次取石成功率较高ꎬ避免了
二次手术ꎬ减少了患者的痛苦ꎬ也间接地降低了患者的治疗费
用 [９] ꎮ 与此同时ꎬ观察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较少ꎬ总发生率
为 １.８９％ꎬ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１５.０９％ꎮ 这提示了观察组的安
全性相对更低ꎬ原因主要在于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较低
在一定程度上与患者术中出血量少、手术时间短、手术效果更
好有直接关系ꎬ手术时间短缩短了患者内部器官与外界的接
触ꎬ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ꎻ术中出血
量少说明患者受到的手术损害低ꎬ而且钬激光碎石过程中ꎬ气
化结石可与光纤末端之间的水形成微小气泡ꎬ能量借由这些
气泡可以将结石击碎ꎬ而这些气泡也能吸收一部分能量ꎬ进而
降低能量对机体的伤害ꎬ因此观察组患者的安全性也相对较
高ꎮ
综上所述ꎬ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
石的疗效更好ꎬ手术时间短ꎬ术中出血量少ꎬ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低ꎬ患者恢复快ꎬ安全性好ꎬ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ꎮ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比较[ 例( ％) ]

２(３.７７)

Ｐ值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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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６)
３.０８７

０.３１５

０.０７９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对比( ｘ
±ｓ)

８(１５.０９)
５.９５０
０.０１５

输液时间( ｄ)

下床活动时间( ｄ)

住院天数( ｄ)

２.５１±１.０３

３.２１±１.２３

５.１７±０.９７

３.９５±１.１１
６.９２３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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