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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 8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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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86 例采用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的

输尿管结石患者的碎石率、排石率及并发症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单次碎石成功 82 例; 3 例结石上移至肾盂，置双 J 管后行

体外冲击波碎石; 1 例因结石远端狭窄、扭曲，输尿管镜无法插入，改开放手术。平均手术时间( 42． 3 ± 7． 4) min，术后平均住

院时间( 2． 5 ± 1． 7) d。术后随访 1 ～ 3 个月，结石排净率 98． 8% ( 85 /86) 。术中输尿管穿孔 1 例，术后发热 6 例。结论:输尿管

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是安全可靠的微创手术方法，是输尿管中下段结石首选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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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otal of 86 cases with ureteral calculi underwent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through ureteropyeloscopy

LU Wei-min1，JIANG Zheng-gan1，WANG Zhi-jin1，LI Qin-wen2

( 1． Department of Urology，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

2． Department of 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through ureteropyeloscopy on patient with ureteral
calculi．Methods: The data of 86 cases underwent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through ureteropyeloscopy were analysed retrospectively．
Gralet rate，lithagogue rate and complication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sed． Results: Among 86 cases，gralet rate was 82 cases in a single
procedure． Ureteral stone moved up into the pelvis in 3 cases，a double J tube was placed in the renal pelvis and extrocorporeal shock
wave lithotripsy was used． A case with serious narrow distal ureters was conducted open operation． The mean operative time was
( 42． 3 ± 7． 4) min and the mean hospital stay was ( 2． 5 ± 1． 7) days． The duration of follow-up was 1 to 3 months for all patients． The
stone free rate was 98． 8% ( 85 of 86 ) ． Ureteral perforation and postoperative hyperpyrexia happened in 1 case and 6 case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method of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through ureteropyeloscopy is safety，reliability and less invasion，so
it is the best way to cure the middle and distal ureter calculi．
［Key words］ureteral calculi; ureteroscopy; lithotripsy，laser

输尿管结石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其

发病率有逐年增高趋势。此类结石易在输尿管局部

嵌顿，反复刺激黏膜形成息肉或肉芽组织包裹结石。
体外冲击波碎石 ( ESWL) 疗效差，气压弹道碎石亦

难达到较好的碎石效果，而开放手术创伤较大。自

从 20 世纪 90 年代钬激光应用于临床以来，钬激光

碎石术在泌尿外科得到广泛的应用。2007 年 3 月

至 2011 年 3 月，我院应用输尿管镜直视下钬激光碎

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 86 例，效果满意。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本组男 49 例，女 37 例; 年龄 21 ～ 76 岁。病程 3
天至 9 年。结石位于左侧 38 例，右侧 40 例，双侧 8

例; 上段 17 例，中、下段 69 例; 结石直径 7 ～ 22 mm，

结石并发息肉 27 例。有 ESWL 史者 24 例，术前均

行超声波及腹部平片( KUB) 加静脉肾盂造影( IVU)

检查，提示患侧肾盂轻度至重度积水，输尿管扩张

79 例。采用 Wolf 8 /9． 8F 硬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

机，550 μm 光纤。患者取截石位，连续硬膜外阻滞

麻醉后，直视下采用直接进入和预置 F4 输尿管导管

相结合的方法置入输尿管镜，达到结石部位后，经操

作腔道插入激光传导光纤，直抵结石，设置激光能量

参数为 0． 6 ～ 1． 0 J /8 ～ 10 Hz，激发钬激光碎石，结

合蚕食法及中央碎石法将结石击碎至≤2 mm。结

石并发较大息肉或肉芽者，钬激光予以切除，术毕常

规留置双 J 管 4 ～ 6 周。

2 结果

86 例中，单次碎石成功率 95． 3% ( 82 /86) ; 3 例

结石上移至肾盂，置双 J 管后行 ESWL。1 例因结石

远端狭窄、扭曲，输尿管镜无法插入，改为开放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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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手 术 时 间 ( 42． 3 ± 7． 4 ) min，术 后 平 均 住 院

( 2． 5 ± 1． 7) d。术中 输 尿 管 穿 孔 1 例，术 后 发 热

6 例。无严重并发症。术后随访 1 ～ 3 个月，复查

KUB + IVU，结石排净率 98． 8% ( 85 /86) 。积水消失

或明显减轻，复查血肌酐、尿素氮均正常。

3 讨论

钬激光是氪闪烁光源激活嵌在钇铝石榴石上的

固体钬元素产生波长 2 140 nm 脉冲式近红外线激

光，脉冲持续时间为 250 ～ 350 s，瞬时峰值功率可高

达 10 kW，能够粉碎各种成分的结石
［1］。穿透深度

＜ 0． 5 mm，故很少发生输尿管穿孔，还具有切割、汽
化及止血功能，可同时对并发的肉芽、息肉和输尿管

狭窄进行处理
［2］。钬激光的性能特点决定了其适

用于炎性包裹性结石、嵌顿性结石、并发息肉结石或

多发结石等复杂性输尿管结石
［3 － 4］。研究

［5］
表明，

经输尿管镜腔内微创治疗辅以 ESWL 逐步取代开放

手术治疗输尿管结石，其疗效已超过气压弹道碎石。
本组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成功率为 95． 3%，

与文献
［6］

报道相仿。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成功

的关键是顺利进镜和防止结石移位。本组 1 例因结

石远端输尿管狭窄、扭曲，无法置入输尿管镜，改开

放手术治疗。输尿管进镜时需要掌握技巧: 直视下

进镜，用力持续、均匀且轻柔，采取“压、旋、挑、抖”
等方法，切忌在视野不清时盲目进镜，输尿管口斜位

开口者直接进镜困难，需调整角度，可以先置入斑马

导丝、超滑导丝或 F3 ～ F5 输尿管导管作引导; 如输

尿管开口狭窄，输尿管镜进入困难，可行输尿管开口

气囊扩张后进镜，或予直视下钬激光切开输尿管狭

窄开口。采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输尿管中、
下段结石单次碎石成功率较上段结石为高，上段结

石易滑入肾盂肾盏而使碎石失败。本组有 3 例结石

上行进入肾盂，均是输尿管上段结石。防止结石移

位一般采取改变体位( 头高脚低位) 、降低灌注压和

流量、预先置输尿管支架管等方法。刘定益等
［7］

报

道对输尿管镜钬激光输尿管上段碎石，预置金属或

N-Trap 网篮可以减少碎石流入肾盂概率，提高一次

碎石成功率。Ali 等
［8］

报道通过输尿管导管注入利

多卡因凝胶能够有效防止结石上移。孙路等
［9］

报

道在改良的旁置输尿管导管持续顺行灌流技术下，

行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治疗输尿管结石，单次结石

粉碎率 100% ( 30 /30) 。
钬激光碎石时选取适当的功率和注意碎石技巧

有利于提高碎石率，避免结石漂移。钬激光碎石时，

功率越大，形成的碎块也越大，容易造成碎石块上

移。文献推荐功率为 ＜ 1 J /8 ～ 10 Hz。我们一般选

取功率 8 ～ 10 W( 0． 6 ～ 1． 0 J /8 ～ 10 Hz) ，这样对光

纤的损伤小，结石粉碎彻底，利于碎石块排出。钬激

光碎石时我们一般采取从结石边缘“蚕食”法碎石。
当肉芽组织包裹结石，不能观察到结石全貌，盲目碎

石，易造成输尿管损伤穿孔。此时，可以采用“钻孔

法”，先击打结石中央部，打开通道后再清除肉芽内

的碎石，最后处理肉芽，从而有效避免输尿管穿孔。
钬激光治疗输尿管结石常见的并发症有血尿、

发热、尿外渗、腰痛、输尿管黏膜损伤、输尿管穿孔、
撕裂、假道形成等

［10］。有报道
［11 － 12］

输尿管镜下钬

激光碎石并发症发生率约为 1． 9 % ～ 41． 7%，其中

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输尿管损伤和术后感染。并发症

的发生主要与操作者的经验、熟练程度有关。输尿

管镜腔内碎石术容易并发术后感染，甚至并发败血

症、感染性休克等重症感染。高旭等
［13］

报道输尿管

镜下钬激光碎石发生重症感染的机会为 1%。主要

原因为术前即有结石合并尿路感染，尤其是嵌顿性

结石，术中输尿管灌注压力过高，术后引流不畅等，

感染性尿液逆流入血液，引起败血症、感染性休克

等。预防措施包括术前应用抗生素至体温正常、尿
培养阴性后再行手术，术中避免灌注压力过高，术

中、术后应用敏感抗生素。本组 86 例均有轻度血

尿，低热 6 例，输尿管穿孔 1 例，术后保持导尿管引

流通畅，避免膀胱过度充盈，给予抗感染等对症处理

后症状消失。输尿管穿孔是输尿管手术常见损伤，

发生率 1% ～ 4． 7%［14］。本组发生率为 1． 48%，主

要因为输尿管管壁病变和术者操作不当所致。输尿

管结石合并息肉是钬激光碎石致输尿管穿孔的主要

原因之一。术中输尿管穿孔，须立即留置双 J 管结

束手术，2 周后行 ESWL 治疗。及时发现并适当处

理可避免更为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腔内碎石术后是否留置双 J 管存在争议。留置

双 J 管可能引起患者泌尿系统感染、患侧腰腹痛、尿
液反 流、血 尿、甚 至 影 响 肾 功 能 等

［15］。 Byrne
等

［16 － 17］
认为输尿管硬镜术，输尿管取石时若无输尿

管损伤及大颗粒结石残存，则无需放置输尿管支架。
综合文献

［18］，我们认为留置双 J 管，可改善引流，对

输尿管壁有一定的支撑作用，防止术后出现输尿管

狭窄或梗阻，并且可以有效防止石街的形成，有利于

术后结石碎片的排出，行 ESWL 的患者该作用表现

更为明显。本组 86 例术后常规留置双 J 管，未见严

重并发症，并且拔管后均恢复良好，全部在 4 ～ 6 周

内拔除双 J 管。
随着腔内泌尿微创技术的成熟，输尿管镜下钬

激光碎石术凭借其自身优点日益发展，钬激光碎石

术治疗输尿管结石是一种安全、高效的微创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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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熟练的操作、灵活应用技术处理术中情况，可有

效减少手术并发症，提高手术成功率。对于输尿管

中下段结石的治疗，可作为首选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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