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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量低频次体外冲击波碎石术联合中药治疗尿路结石 92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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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x线定位体外冲击波碎石术 

(EswL)治疗 925例泌尿系结石患者， 

疗效满意 ，报告如下 。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925例患者中男 673例，女 

252例 ；年龄 12～77岁，平均(43．96_--4- 

1．00)岁；肾盂结石 32例 ，输尿管结石 

880例，膀胱结石 13例；结石最大 2．5 C1TI； 

903例合并不同程度肾积水。所有患者 

无体外碎石治疗的禁忌症 。 

1．2 治疗方法 ：无需麻 醉 ，肾 、输尿管上 

段结石取平卧位，输尿管中下段、膀胱结 

石取俯卧位，工作电压 3．5～7．5 kV，平 

均频 率 5O次／min，冲 击次 数 1 500～ 

2 500次。术后综合治疗：①给予患者具 

有清热利湿、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功效的 

金钱排石汤(方药由金钱草、海金沙、鸡 

内金、木香、滑石、蔚蓄等组成)；②多饮 

水，饮水量2 O0O～3 000 ml／d，增加尿液 

对结石的冲刷力，利于排石。 ；⑧多运 

动，采用后跟单脚蹦，根据重力原则帮助 

结石排出 。 

1．3 结果：一次碎石排净者 612例，二 

作者简介：张顺平 (1956一)，女(汉族)， 

天津市人，医师。 

次碎石排净者 233例，结石最终排净者 

915例，其余 1O例改用其他方法治疗。 

并发症：术后血尿 860例，再发痉挛性绞 

痛 108例次，局部皮肤红斑、淤血 86例， 

处理后缓解；未见输尿管石街、肾包膜下 

血肿发 生。 

2 讨 论 

本组 925例患者中，经 1～3次碎石 

后，成功率达 97．8 ，且对合并有肾绞 

痛者有缓解作用。近代医学认为活血化 

瘀中药能够改善微循环、抗组织缺氧、抗 

凝、懈聚、纤溶等功效，对 ESWL术后肾 

及输尿管的损伤亦有修复作用。 。 

无效的 1O例患者最终经手术或输 

尿管镜治疗证明为结石被纤维包裹 ，结 

石虽然已被粉碎，但由于包裹较紧，亦不 

能排出。总结这类患者，大多为病史较 

长，有的有不成功碎石史，其中 1例患者 

有结石感染史，所 以对这类患者可以不 

进行 ESWL治疗，而直接手术或输尿管 

镜治疗，以免增加患者的负担。 

ESWL后 的主 要 并 发症 有 肉眼 血 

尿、石街石巷形成、肾绞痛、发热等。本组 

碎石后出现 肉眼血尿者占 92．97 ，通 

过对症 、多 饮水 、服 中药等综 合 治疗 ，血 

尿多在 1～3次排尿后缓解。肾绞痛发生 

率为 11．68 ，通过解痉、止痛后均得到 

缓解 。 

ESWL所致的空化效应是结石粉碎 

和组织损伤的主要机制，但 冲击能量越 

高、频率越快，对 肾脏损伤越严重 ，其远 

期可致肾性高血压、肾萎缩、输尿管组织 

水肿和纤维化“ ，但是低能量、低频次可 

以减少或避免这种并发症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杨嗣星，詹炳炎，王玲珑，等．尿路结石致急 

性肾功能衰竭的急诊手术治疗(J3．中国危 

重病急救医学，1996，8(8)：467—469． 

[2]刘志亮，李占清，李 日清，等．中西医结合 

治疗上尿路结石 983例(J3．中国中西医 

结合急救杂志，2003，10(4)：248． 

[3]满建仁，杨景旭，孙寒，等．体外震波碎石 

治疗尿石症性肾功能衰竭 4例 (J3．中国 

危重病急救医学，1998，10(5)：316． 

[4]Aoki Y，Ishitoya S，Okubo K，et a1． 

Changes in resistive index following ex— 

tracorporeal shock wave lithotripsy[J]． 

Int J Urol，1999，6(1O)：483—492． 

(收稿日期 ：2007—06—01 

修回日期：2007—09—26) 

(本文编辑：李银平)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