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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智能监控肾盂内压的输尿管软镜碎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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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可智能监控肾盂内压的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在泌尿系结石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石狮市医院接受治疗的 185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试验组
（n=93）和对照组（n=92）。对照组给予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可智能监控
肾盂内压治疗。比较两组围手术期情况、
肾盂压力、
尿素氮（BUN）
、
血肌酐（Scr）
、
24 h 尿蛋白定量（24 h UP）
、
最
大尿流量（Qmax）
、残余尿量（RUV）
、达到 Qmax 的逼尿肌压（PdetQmax）
、结石清除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结
果 试验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P < 0.05）；术前，试验组和对照组肾盂压力、肾功能检查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
后，试验组和对照组肾盂压力均明显升高，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BUN、Scr 及 24 h UP 均显著降低，且
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尿道功能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术后，两组 Qmax 水平明显升高，RUV、Pdet Qmax 水平明显降低（P < 0.05），但术后两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一次清除率、二次清除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但术后 3 个月清除率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手术并发症总发生率分别
为 4.30%、14.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在泌尿系结石患者中应用可智能监控肾盂内压的
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肾盂压力、肾功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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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pplication of soft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 with 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intrapelvic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Methods A total of 185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treated
in Shishi City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93)
and control group (n=92)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oft ureteroscope
lithotripsy,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intraperitoneal press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Perioperative situation, renal pelvis pressure, urea nitrogen(BUN), serum creatinine(Scr),
24-hour urinary protein quantity (24 h UP), pressure at maximum(Qmax), residual urine volume(RUV), DEtrusor
pressure up to Qmax (PdetQmax), stone clearance rate 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bladder flushing time, catheter
indwelling time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Before surgery,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renal pressure and renal functi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surgery, renal pelvis pressure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BUN, Scr
and 24 h 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Before oper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rethr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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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surgery, the Qmax level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t the RUV and PdetQmax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primary clearance rate and secondary
cleara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clearance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3 months
after surgery (P > 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surgical complica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as 4.30% and 14.13%,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Soft ureteroscope lithotripsy, which can monitor
the pressure of the renal pelvis intelligently, can improve the pressure of the renal pelvis and the level of renal
function effectively in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Key words] Intelligent monitoring; Intrapelvic pressure;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 Urinary calculi; Renal
pelvis pressure; Renal function; Stone clearance rate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系统的常见病。肾脏、膀胱、

1.2

输尿管和尿道的任何部位都可能发现结石，临床表

方法
对照组给予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全身麻醉后，

现为疼痛、
血尿、
恶心呕吐等症状，
其发病原因较为复

输尿管置入斑马导丝，普通软镜鞘置入输尿管软

杂，可能是由于尿液中形成石晶的盐类过饱和，抑制

镜，确定结石后，钬激光碎石，粉碎后，高压水流流

尿液中晶体形成的物质不足而导致 [1]。临床通常使

出体外，留置尿管。试验组在电子输尿管软镜进入

用手术治疗该病，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具有损伤小、痛

肾盂内，吸引鞘测压接口和吸引接口分别连接压力

苦轻、
恢复快等优点，
是一种纯粹的微创手术，
适用于

传感器，测压传感系统通过平台校零，使肾盂内压

各种输尿管结石 [2-3]。但有文献显示，输尿管软镜碎

力 和 大 气 压 保 持 持 平 归 零。 平 台 设 置 自 动 灌 注

石术若不监测肾盂压力，容易引起肾盂内压升高，部

吸引模式，术中腔内压力控制在 -15 ～ -5 mmHg

分患者还会引发多种并发症，因此，术中监测肾盂内

（1 mmHg=0.133 kPa）
，
肾盂内压力警戒值为 20 mmHg，

压等对减少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 [4]。本研究探讨可

超过时自动停止灌注，随后进行输尿管软镜碎石

智能监控肾盂内压的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在泌尿系结

术。IVI-IS01-A 泌尿腔内碎石灌注吸引智能控压

石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现报道如下。

清石系统由江西医为特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

1.3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观察指标
采集肘静脉血 4 ml，提取血清，采用双抗体夹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石狮市医院（我

心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法 测 定 血 肌 酐（serum creatinine，

院）接受治疗的 185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本研究经医

Scr）、尿素氮（urea nitrogen，BUN）；采用 7600 型全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已获取患者或其家属知情

自动型分析仪测定患者 24 h 尿蛋白定量（24-hour

同意。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试验组 93 例，男

urinary protein quantity，24 h UP）。采用尿动力仪器

64 例，
女 29 例，
年龄 40 ～ 75 岁，
平均（53.56±2.56）
岁，

检测最大尿流量（pressure at maximum，Qmax）、残

病 程 1 ～ 6 个 月，平 均（3.25±0.24）个 月，结 石 长

余尿量（residual urine volume，RUV）、达到 Qmax 的

径 2 ～ 5 cm，平 均（3.52±0.19）cm，肾 结 石 55 例，

逼尿肌压（PdetQmax）；CT 检查一次清除率、二次清

上尿路结石 38 例；对照组 92 例，男 61 例，女 31 例，

除率及术后清除率；记录围手术期手术情况、肾盂

年龄41～74岁，
平均（53.47±2.51）
岁，
病程1～5个月，

压力；观察术后不良反应情况。

平均（3.20±0.21）个月，结石长径 1 ～ 5 cm，平均

1.4

（3.49±0.18）cm，
肾结石 51 例，
上尿路结石 41 例。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参照《泌尿系结石诊疗指南解读》[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 s）表
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 表示，行 χ 2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腹部平躺 CT 证实结石；肾盂造影证实结石。纳入

2

标准：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②可配合治疗；③无

2.1

结果
两组围手术期情况比较

药物过敏史。排除标准：①患严重心脑疾病者；②脑

试验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膀胱冲洗

出血者；③表达障碍患者；④药物滥用者；⑤既往

时间、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

精神病史患者；⑥手术不耐受者。

照组（P <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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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肾盂压力、肾功能检查结果比较
术后，试验组和对照组肾盂压力均明显升高，

n

一次清除

二次清除

术后 3 个月清除

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BUN、Scr 及 24 h UP 均显

试验组 93

76（81.72）

84（90.32）

93（100.00）

著降低，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对照组 92

2.3

组别

两组结石清除率比较[n（%）]

两组尿道功能水平比较
术 前，两 组 尿 道 功 能 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54（58.70）

72（78.26）

89（96.74）

χ2 值

11.736

5.090

3.083

P值

0.001

0.024

0.079

义（P > 0.05）；术 后，两 组 Qmax 水 平 明 显 升 高，

表5

RUV、Pdet Qmax 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义（P > 0.05）。见表 3。
2.4

n

组别

（P < 0.05），但术后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两组结石清除率比较
试验组一次清除率、
二次清除率均显著高于对照

两组手术安全性评价[n（%）]

疼痛

出血

感染

总发生

试验组 93

1（1.08）

2（2.15）

1（1.08）

4（4.30）

对照组 92

3（3.26）

4（4.35）

6（6.52）

13（14.13）

χ2 值

5.355

P值

0.021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但两组间术后 3 个
月清除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4。
2.5

3

讨论
泌尿系结石是一种多发疾病，男性发病率高于

两组手术安全性评价
两 组 手 术 并 发 症 总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4.30%、

14.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5。
表1

女性，近年来其发病率越来越高，且有地区差异，有
研究显示，广东省发病率为 4% ～ 10%，位于全国首

两组围手术期情况比较（x ± s）

组别

n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膀胱冲洗时间（h）

尿管留置时间（d）

术后住院时间（d）

试验组

93

46.52±3.72

60.25±11.31

14.13±3.51

3.95±0.61

5.12±1.12

对照组

92

60.94±5.67

92.25±31.26

22.45±4.18

5.23±0.87

6.35±1.43

t值

20.473

9.277

14.667

11.597

6.517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两组肾盂压力、肾功能检查结果比较（x ± s）

表2
组别

n

试验组
对照组

肾盂压力（cmH2O）

BUN（mmol/L）

术前

术后

t值

P值

术前

术后

t值

P值

93

6.35±2.41

12.62±2.25

18.339

0.000

20.30±2.13

13.56±1.05

27.371

0.000

92

6.31±2.38

8.56±2.21

6.645

0.000

20.29±2.09

17.65±1.44

9.977

0.000

t值

0.114

12.380

0.032

22.090

P值

0.909

0.000

0.974

0.000

组别

n

试验组
对照组

Scr（μmol/L）

24 h UP（g/24 h）

术前

术后

t值

P值

术前

术后

t值

P值

93

588.43±45.62

322.13±38.41

43.063

0.000

5.36±1.21

2.47±0.92

18.335

0.000

92

588.21±45.69

454.27±42.36

20.619

0.000

5.41±1.19

4.33±1.15

6.259

0.000

t值

0.033

22.231

0.283

12.154

P值

0.974

0.000

0.777

0.000

注

BUN：尿素氮；Scr：血肌酐；24 h UP：24 h 尿蛋白定量
表3

组别

n

两组尿道功能水平比较（x ± s）

Qmax（ml/s）
术前

术后

RUV（ml）
t值

P值

术前

术后

PdetQmax（cmH2O）
t值

P值

术前

术后

t值

P值

试验组 93 7.14±2.45

21.41±3.95 29.607 0.000 64.25±26.34

14.61±2.91 17.216 0.000 58.23±13.61 39.49±17.46 8.163 0.000

对照组 92 7.22±2.51

20.89±4.23 26.657 0.000 64.31±26.42

15.15±2.23 16.849 0.000 58.31±13.75 40.51±16.91 7.834 0.000

t值
P值
注
130

0.219

0.864

0.015

1.416

0.039

0.404

0.827

0.389

0.988

0.159

0.968

0.687

Qmax：最大尿流量；RUV：残余尿量；PdetQmax：达到 Qmax 的逼尿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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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6]。泌尿系结石发病机制较为复杂，有研究显示，

一次清除率、二次清除率均明显升高，且试验组患

其与饮食关系密切，而多饮水能增加尿量，帮助体内

者高于对照组，再一次证实了可智能监控肾盂内压

的矿物质和盐类物质排出，
能够预防结石的产生 。

的输尿管软镜碎石术能降低泌尿系结石患者体内

近年来随着泌尿外科腔镜技术的发展，输尿管

炎症因子的释放，提高结石清除率。但本研究存在

软镜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具有

研究时间短，样本量不足等缺点，今后应加大样本

镜体纤细、柔韧性好等优势，有主动及辅助弯曲的

量进一步深入研究。

[7]

功能，可顺利地进入各个肾盏，达到硬镜无法到达

综上所述，在泌尿系结石患者中应用可智能监

的输尿管远端，且不会对肾脏和输尿管造成损伤，

控肾盂内压的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效果显著，可有效

被广泛用于泌尿系结石的治疗中

改善患者肾盂压力、肾功能水平。

[8-9]

。但有文献显

示，目前治疗时不能有效地控制肾盂压力，容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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