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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上段阴性结石42例 

戚敏俊，曹志刚。徐 郑，许露伟，梁 凯，刘 军，苏江浩 

[摘要]目的：探讨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上段阴性结石的疗效。方法：采用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上 

段阴性结石42例。结果：手术时间15—70 min。39例均一次治疗成功，成功率93％。结论：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是治疗输 

尿管结石的安全、有效的方法，尤其对输尿管上段阴性结石不失为安全、可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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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teroscope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in the management of 

upper urinary tract radiolucent calculi：report of 42 cases 

Q1 Min-jun，CAO Zhi—gang，XU Zheng，XU Lu—wei，LIANG Kai，LIU Jun，SU Jiang—hao 

(Department of Urology，Nanjing Fint Hospital of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ureteroscope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on the management of upper urinary tract 

radiolucent calculi．M ethods：Ureteroscope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was applied to the treatment of upper urinary tract radiolucent 

calculi in 42 cases，and the effects were evaluated．Results：The mean time for ureteroscope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was 21 min(from 

15 to 70 minutes)．Successful lithotrpsy was achieved in 39 cases and the success rate was 93％ ．Conclusions：The method of 

ureteroscope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proced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upper urinary calculi，especially for upper 

urinary tract radiolucent calc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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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结石是泌尿科常见病之一，其中阴性结 

石大约占泌尿系结石的5％ 一10％⋯，输尿管阴性 

结石腹部平片(KUB)不显影，其行体外冲击波碎石 

(ESWL)治疗不能直接为 x线定位，效果不佳，通常 

需要手术干预。2009年7月至2010年8月，我院采 

用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上段阴性结石 

42例，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42例，男 32例，女 l0例；年 

龄 19～79岁。病程 1个月至5年。均为 KUB不显 

影，无法行 ESWL治疗的输尿管上段阴性结石。结 

石位于输尿管左侧 24例，右侧 18例。结石直径 

0．6～1．8 cm，合并息肉或肉芽组织包裹结石 10例。 

伴有患侧轻度积水23例，中重度积水 13例。42例 

术前均行 B超及 KUB+排泄性尿路造影(IVU)检 

查，其中8例加行多排 CT泌尿系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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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治疗方法 采用钬激光碎石机(上海瑞科恩 

科技公司)。腰麻 18例，联合麻醉24例。患者取截 

石位，常规消毒铺巾，输尿管镜在视频引导下进入膀 

胱，找到输尿管开口后，插入斑马导丝，采用内旋上 

挑法顺着导丝进入管腔，找到结石后，拔出导丝，插 

入钬激光光纤，碎石能量 0．8～1．2 J，频率 l0～ 

20 Hz，将结石击碎至 1 miD_以下，对结石合并息肉 

或肉芽组织包裹者，先行钬激光消融，再行钬激光碎 

石。术后放置 F5双J管一根引流，防止输尿管水肿 

造成输尿管不全梗阻，3～4周后拔除，术后留置导 

尿 1—2天，予预防感染、利尿排石治疗。拔管前复 

查 B超 、KUB。 

2 结果 

39例在输尿管镜直视下一次手术碎石成功。 

输尿管结石合并息肉或肉芽组织包裹者均充分切 

割、气化至输尿管内腔光滑通畅，手术时间 l5～ 

70 min，术后住院 3～7天，术后双 J管留置时间 

21～28天。1例碎石后复查有结石，1例结石被冲 

人肾盂，未能行钬激光碎石术，留置双J管后行B超 

定位下ESWL治疗，1～2周结石排净，1例由于输尿 

管开口针眼状，输尿管镜无法进入，被迫改开放手 

术。术后 2周术前轻度积水者消失，中重度积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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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明显好转。术后 27例随访 3个月至 1年，1例复 

发，再行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成功。本组未出现穿 

孔、尿路感染、尿道狭窄等并发症。 

3 讨论 

不论结石的位置和大小，目前外科技术的改进， 

如 ESWL、软硬输尿管镜的应用、气压弹道、钬激光 

等，极大增强了泌尿外科医生处理输尿管结石的能 

力。此前认为，EswL因无须住院、治疗费用低廉、 

无肉眼可见的创伤、并发症少等优点，是治疗输尿管 

上段结石的首选方法 』。但是输尿管阴性结石 x 

线不显影，虽然可经逆行插管造影取得较为精确的 

定位，但须介入操作、并发症多；同时要求注射造影 

剂后，操作熟练、迅速，防止造影剂排泄过快。而 

ESWL治疗输尿管上段较大的结石，容易在下段形 

成“石街”，对伴有息肉或肉芽组织包裹者，结石显 

示不清楚，ESWL治疗效果差。目前常用的腔内碎 

石技术有气压弹道和钬激光，而钬激光较气压弹道 

碎石更为安全、有效 J。钬激光具备如下优点：(1) 

穿透深度浅(<0．5 mm)，其能量的 95％可被周围 

5 mm的水递质吸收，对周围组织热损伤小，使用安 

全，穿孔发生率低 ；(2)能通过可弯曲的纤维传 

导，有利于整个集合系统内的腔内碎石 ；(3)瞬间 

激光峰值功率高达 10 kW，足以粉碎包括高硬度的 

胱氨酸结石和水草酸钙结石在内的任何结石 一 ； 

(4)产生的碎片较其他碎石器产生的碎片小，更容 

易冲出，减少对取石器械的需要；(5)钬激光产生的 

冲击波较小，结石或结石碎片被冲回的可能性小； 

(6)可调整不同的能量和脉冲设置，既可以碎石 ，也 

可用于精确的外科切割和良好的凝固止血，使操作 

几乎在无血视野下进行 。 

钬激光是一种建立在输尿管镜操作基础上的手 

术，有一定的风险，钬激光碎石治疗有效率为87％ ～ 

97％，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需要很高的技术支持， 

操作不慎既容易发生并发症，甚至导致严重的后 

果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1)操 

作要轻柔，仔细辨认输尿管开口，顺利置入斑马导丝 

是关键，始终保持视野清晰，见到管腔才上推镜体， 

不能盲目强行进镜，以免造成输尿管穿孔或断裂。 

(2)术中应采取头高脚低位，冲洗液压力不宜过高， 

设定钬激光能量≤1．2 J，碎石时水流应减缓或停止 

以免结石上移或冲入肾盂，尽可能在清晰状态下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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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3)光纤顶端应超过输尿管镜镜头 1 em以上， 

避免碎石时局部高温和碎石撞击镜面而损坏输尿管 

镜。(4)钬激光光纤顶端应直抵结石，由边缘开始 

“蚕食”式碎石，如果从中心开始碎石，整块结石会 

被粉碎成几大块，延长碎石时间。(5)在进镜过程 

中发现结石并发息肉、管腔狭窄者宜先用钬激光针 

对息肉、狭窄进行汽化、切割。(6)碎石和处理息肉 

时均可造成输尿管黏膜的损伤、出血或穿孔，应常规 

留置F5—7双 J管，保持尿路引流通畅，以利于创面 

修复，预防继发于输尿管黏膜水肿、出血或撕裂的输 

尿管梗阻，预防感染，保护肾功能，还可防治 ESWL 

治疗后碎石排出时发生梗阻。 

钬激光碎石术虽属微创手术，但在操作过程中 

输尿管黏膜、结石存在部位的充血、水肿不可避免， 

尤其并发有输尿管损伤、出血或穿孔者，故应留置双 

J管以保证创伤后修复及维护肾功能  ̈。我们认 

为，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对输尿管上段结石，是一种 

安全、有效、创伤小、恢复快、手术时间短的治疗方 

法，尤其对输尿管上段阴性结石不失为较理想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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