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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14例，Ⅱ级10例，Ⅲ级5例，Ⅳ组3例，Ⅴ组0例；头
颅感染 1例。后期组一次穿刺成功 50例，死亡 9例；
术后6个月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定：Ⅰ级16例，Ⅱ
级 13例，Ⅲ级 16例，Ⅳ级 4例，Ⅴ级 1例；头颅感染 1
例。见表1。

3 讨 论
高原地区特殊气候、地理、饮食习惯等原因易引

起高血压脑出血，它是高原地区较常见的一种疾病；
30 ml以上的脑出血内科保守治疗死亡率高达 50%~
60%[1]。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碎吸术具有疗效确切、操
作简单、创伤小等特点，在大多数医院开展，而且取得
了很好的疗效，如时慧洁等[2]报告血肿清除率为80%~
100%，存活率为92.5%。卫保林等[3]总结：微创穿刺组
生存率明显好于药物组，但是不同医院的操作方法有
所不同。由于高原地区高寒缺氧，脑水肿发生早而且
持久[4]。高原地区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碎吸要求比低海
拔地区高：1）要求引流效果好减少脑水肿程度；2）要
求一次穿刺成功率高，多次穿刺加重脑组织损伤从
而加重脑水肿。我院总结近几年来在 CT 导引下穿

刺成功率高等特点，从上述总结的病例来看，根据头
颅CT来定位穿刺成功率只有76.19%，可能由于以下
几点原因：1）定位出现偏差；2）由于血肿压迫脑组织
引起脑组织水肿，造成血肿漂移；3）CT扫描体位与穿
刺体位有差异。CT 引导下克服上述定位不准的因
素，穿刺成功率达 100%；从我们统计的病例数来看，
死亡率、良好功能恢复率、头颅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但是前期组穿偏4例，对血肿引流效果不好，需
要穿刺针放置时间延长，增加感染的风险；另外前期
组 6例多次穿刺才成功，增加患者痛苦，同时增加感
染、新出血灶的风险和重脑水肿的可能。笔者经验是
穿刺后吸出血肿不能使用生理盐水冲洗，应直接注入
尿激酶，这样溶血肿效果要好于生理盐水冲洗，尿激
酶能够降低血肿的负荷，减少死亡因素[5]。总之，CT
导引下行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碎吸术治疗，能达到很好
的穿刺成功率，减少反复穿刺带来的不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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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前期组与后期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前期组(n=42)

后期组(n=50)

χ2值

P值

一次穿刺成功

32（76.19）

50（100）a

27.27

＜0.01

死亡

9（21.43）

9（18.00）

0.287

＞0.05

良好功能恢复

24（57.14）

29（58.00）

0.20

＞0.05

头颅感染

1（2.38）

1（2.00）

0.000

＞0.05

注：a与前期组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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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超选择肾动脉栓塞术治疗经皮肾镜取石术后大出血的临床价值。方法 对5例经皮肾

镜取石术后大出血均接受输血补液夹管等保守治疗，仍不能维持正常生命体征者，行肾动脉造影，明确诊断后用

明胶海绵颗粒或弹簧圈做动脉栓塞治疗。结果 5例患者血管造影提示均为活动性肾动脉出血，接受血管超选择栓

塞术，术后出血渐停止。术后复查患肾的大部分功能保留，无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 超选择肾动脉栓塞术能及时

明确诊断并有效治疗经皮肾镜取石术后大出血，能最大程度保护肾功能，创伤小，见效快，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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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现已逐渐取代开放性
肾盂切开取石术，成为治疗复杂性肾结石的首选方法，
倍受泌尿外科医生的推崇。它具有创伤小、疗效确切、
恢复快、可反复操作等优点，但微创并非无创，它仍可能

产生相应的并发症，给患者带来一定的创伤，术后大出
血是其严重并发症之一，需及时确诊并积极处理。2008
年9月至2011年12月，我院采用超选择肾动脉栓塞术治
疗PCNL术后大出血5例，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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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208例，共行287次PCNL，

术后 5例患者出现严重大出血，其中男 4例，女 1例；
年龄37~62岁，平均(43.5±6.6)岁，肾铸型结石2例，肾
多发性结石3例。

1.2 PCNL操作过程 在B超定位下选择 12肋
缘下或11肋间，腋后线至肩胛下线交汇区域穿刺，穿
刺成功后逐次扩张穿刺通道至 16F或 18F，放置Peel
鞘，置入输尿管镜，监视下用钬激光或气压弹道碎石
机碎石并取石，术后常规行腹部平片复查，如发现残
留结石则再次通过原通道或新通道2次或3次碎石。
术后5例发生严重出血，其中2例出现失血性休克(血
压<80/60 mmHg，1 mmHg=0.133 kPa)，经绝对卧床、
输血补液、应用止血药物、夹闭肾造瘘管等保守治疗
不能有效止血者行超选择肾动脉栓塞术。

1.3 超选择肾动脉栓塞方法 全部病例采用
Seldinger技术经股动脉穿刺插管，数字减影(DSA)造
影，造影剂为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海醇。先将“PIG”导
管插至双肾动脉水平造影，评估双肾功能，明确出血
部位、程度及性质，再在超滑导丝引导下将 4F 或
5Fcobra导管超选至病变肾动脉分枝内。确认导管位
置无误后根据出血程度及性质选用不同的栓塞方法，
明胶海绵颗粒或弹簧圈栓塞出血动脉[1]。把明胶海
绵搓成细条状，插入抽有造影剂的注射器内，在X线
监视下缓慢注入，一般注入 3~5条，观察造影剂外溢
消失。或在X线监视下把弹簧圈送入靶血管内，释放
弹簧圈，后退导管，等待10 min后重新注入造影剂再
次造影未见造影剂外溢，确定靶血管被完全栓塞后退
出导管和导管鞘。压迫穿刺点 30 min 后加压包扎，
术后观察生命体征及膀胱冲洗液颜色。

2 结 果
5例患者经肾动脉造影显示均为动脉性出血，其

中假性动脉瘤4例，动静脉瘘1例。经超选择性栓塞
成功后出血迅速控制，膀胱冲洗液颜色逐渐变清亮，
患者生命体征恢复平稳，于术后 3~24 h 血尿完全停
止，血红蛋白指标上升。术后 2例出现恶心呕吐、腰
痛、低热等栓塞后综合征，1例出现体温上升>39℃，经
抗炎治疗后恢复正常。5例均未出现败血症、异位栓塞
等严重并发症，复查肾功能未受影响。随访1~6个月，
无复发出血病例，无肾血管性高血压发生者，肾分泌性
造影检查显示患肾功能较术前均有不同程度恢复。

3 讨 论
随着泌外微创腔道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

PCNL正逐步成为治疗复杂性肾结石的首选方法，但
术后大出血仍是其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国内外研究报
道的发生率为0.5%~2%[2]。本组手术患者，术后大出
血 5例，发生率为 1.7%，与其相符。如何安全有效处
理术后大出血是每个泌尿外科医生所必须面对的棘
手问题。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治疗肾脏大出血较保

守治疗效果更确切，较开放手术治疗创伤更小，可以
最大限度地保留未损伤部分肾脏组织的功能，现已成
为治疗肾脏大出血的金标准[3]。PCNL术后大出血原
因往往为术中穿刺过程中损伤了肾实质动脉，术后形
成假性动脉瘤或动静脉瘘。假性动脉瘤是由于穿刺
扩张时损伤肾动脉壁而形成血肿，其周围纤维组织包
裹与动脉腔相通，当压力持续性升高达到一定程度最
终导致血肿破裂，形成严重出血，临床表现为间歇性
肉眼血尿。动静脉瘘形成是由于肾穿刺扩张时损伤
相邻动静脉，动脉血直接进入破损静脉，临床表现为
持续性肉眼血尿。两种出血往往表现为出血快速，颜
色鲜红，血压下降明显，血红蛋白快速下降，通过输
血、药物止血、物理压迫等措施血流动力学仍不能维
持，但确诊还需果断行肾动脉造影检查看是否有“冒
烟”现象。DSA下超选择插管造影能对病变部位、出
血范围及程度、血管的解剖做出准确判断，其定位、定
性的准确性明显优于其他检查，在最大限度保留肾功
能的前提下彻底止血。超选择性肾内出血动脉分支
置入栓塞材料堵塞破损血管，促使血栓形成，从而起
到止血作用。栓塞材料一般选择明胶海绵颗粒或弹
簧圈，堵塞血管后海绵状框架可迅速被红细胞填塞，
血小板凝集和纤维蛋白原沉积，很快形成血栓。肾脏
是终末供血器官，侧支循环少，误栓和过度栓塞会造
成肾脏组织的损害，导致肾脏部分萎缩。超选择性动
脉栓塞能使导管达到肾段或亚段水平，栓塞范围小，
可以尽量避免其发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正常肾组织
和减少并发症。栓塞术后的不良反应较少，本资料中
有2例出现恶心呕吐、腰痛、低热栓塞后综合征，经对
症处理后症状很快消除，未见术后再出血、异位栓塞、
肾梗死等并发症发生。术后随访未见肾脏萎缩及肾
血管性高血压发生者，肾功能无明显影响。PCNL术
后出血传统的治疗方法是保守和外科手术治疗，随着
介入止血技术的广泛应用，肾动脉栓塞介入治疗已成
为第三种可以选择的方法。对于出血部位及原因不
明、出血量大而不能耐受手术者，血管内栓塞术是一
种优先选择的治疗方法。总之经肾动脉超选择性栓
塞止血效果好、创伤小、并发症少[4]，为PCNL术后大
出血的救治提供可靠的医疗保障。成为PCNL术后
大出血治疗的首选方法，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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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位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肛缘吻合术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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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超低位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肛缘吻合术的方法。方法 本组12例，其中男8例，女4

例。年龄47~72岁，平均56.3岁；其中高分化腺癌 3例、中分化腺癌6例，腺瘤恶变3例；CEA水平升高8例，正常

水平4例。术前腔内B超提示癌肿均未超过浅肌层，未形成环肠腔生长。Dukes分期均为B期。采用全直肠系膜

切除肛缘吻合术。结果 所有12例患者均未出现吻合口瘘和肛门狭窄，6例患者因术后肛门排便疼痛于1个月

后在骶麻下摘除吻合器钉。术后均有便意和排便感觉。全部病例随访3~6个月，排便次数≤3次10例，4~5次2

例。结论 超低位直肠癌Dukes分期不超过B期的病例实行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肛缘吻合术是一种有效的保

肛方法。

【关键词】 超低位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肛缘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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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xperience of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of the anal margin anastomosis for treating 12 cases of
ultra-low rectal cancer. CHEN Shao-hong. Coloproctological Department, Shenzhen Luohu People's Hospital, Shenzhen
51800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of the anal margin anastomosis

for ultra-low rectal cancer. Methods Twelve patients of ultra-low rectal cancer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8 males

and 4 females,47~72 years old, 56.3 in average), including 3 cases of tubular carcinoma, 6 cases of medium differenti-

ated adenocarcinoma, and 3 cases of adenoma transforming. The levels of CEA were increased in 8 patients and nor-

mal in 4 patients. Preoperative ultrasound showed cancer had not spread out of the superficial myometrial and did not

form a ring intestine growth. All the patients were of Dukes stages B and were performed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of

the anal margin anastomosis.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showed no anastomotic fistula and anal stenosis. Six patients

drop the stapler nail under the caudal anesthesia after one month because of anastomosis pain in defecation. All the pa-

tients had feel of defecation after operation.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3~6 months, 10 of which defecated no

more than 3 times, and 2 no more than 5 times. Conclusion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of the anal margin anastomo-

sis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patients with ultra-low rectal cancer under Dukes stages B.

【Key words】 Ultra-low rectal cancer;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Anal margin anastom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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