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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前尿道憩室的诊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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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男性前尿道憩室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三峡大学人民医院 2000年 9月至

2013年9月收治的5 例男性尿道憩室患者临床资料，根据相关病史结合膀胱尿道镜、尿道造影辅助检查诊断尿道憩

室，进行相应手术治疗。结果 患者术后排尿通畅，尿线粗，无尿频、尿急、尿痛等不适症状；随访16个月，患者排尿

时原尿道腹侧鼓起的包块未见复发，无尿道憩室和尿道狭窄发生。结论 有前尿道憩室症状的患者建议行开放手

术，即憩室切除同时行尿道整形术，手术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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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尿道憩室(anterior urethral diverticulum，AUD)是

病变部位与尿道相通的囊性病变，临床上比较少见[1]。男

性AUD分为先天性和后天获得性，病变部位通常好发

于阴茎阴囊交界处或尿道球部。男性尿道狭窄、尿道

损伤或尿道手术治疗史都能够导致AUD的发生，降低

患者生活质量[2]。三峡大学人民医院于2000年9月至

2013年 9月收治 5例男性AUD患者，经手术治疗后，

患者对其疗效满意，现将治疗体会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男性，5例，年龄26~48岁，

因“反复发作尿频、尿痛伴排尿不畅”入院。5例患者

均无尿道滴白，无畏寒、发热等其他不适症状；院前均

以前列腺炎行抗感染、对症治疗，症状可改善，但反复

发作。入院行体格检查，发现患者排尿时阴茎根部有

包块突出，终末尿液滴出后，阴茎根部包块渐消失。

行膀胱尿道镜检，可见距尿道外口约 10 cm处尿道呈

囊性扩张，囊腔底部有多发泥沙样细小结石，未见新

生物(图1)，膀胱尿道造影提示前尿道憩室(图2)，遂诊

断为男性前尿道憩室。

1.2 治疗方法 患者手术取膀胱截石位，常规

消毒、铺巾，经尿道外口置入8 F导尿管约10 cm，注入

0.5%碘伏液行尿道灌洗，然后注入0.9%生理盐水使憩

室扩张，便于术中识别。我们在患者阴茎根部腹侧正

中憩室上方纵向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显露憩室(图3)，

于憩室腹侧正中纵向切开憩室壁后可见憩室内残留

一颗约绿豆大小结石，质地疏松；憩室壁较正常尿道

黏膜增厚，无充血、水肿，未见新生物(图 4)。随后，取

出结石，拔除8 F导尿管，然后经尿道外口置入20 F单

囊双腔导尿管至膀胱内，裁切左侧憩室壁，翻转右侧

憩室壁，根据尿道宽度进行裁剪(图 5)；最后，以 4/0微

乔线间断缝合憩室壁，使缝合口位于尿道的左侧(图

6)，错层缝合皮下组织以及皮肤；术毕，患者安全返回

病房。术后患者行常规抗感染治疗 1周，保持导尿管

引流通畅。术后3周拔除导尿管，排尿通畅，随访。

2 结 果

患者手术时间约 60 min，出血量约 15 mL。术后

随访 16 个月，患者诉术后阴茎外形满意，阴茎勃起

后完全伸直，能够正常排尿，且排尿通畅，尿线粗，无图1 膀胱尿道镜检

图2 膀胱尿道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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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频、尿急、尿痛等不适症状；排尿时原尿道腹侧鼓

起的包块未见复发。未有尿瘘、尿道狭窄及继发尿

道憩室。

3 讨 论

3.1 诊断 AUD并发结石的临床表现为排尿时

阴茎腹侧或阴囊表面出现包块，尿后发生滴沥，触诊

包块有泥沙感。AUD主要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

类型，然而男性较为少见。先天性AUD发病可能与下

列因素有关：(1)尿道海绵体先天性发育不良或尿道腹

侧肌肉组织薄弱，导致尿流压力使尿道的前壁扩张突

起；(2)在胚胎发育时，尿道旁残留的细胞未衰退，进而

发育成囊状组织与尿道融合，引起后天尿道壁缺损；

(3)憩室远端伴有尿道狭窄，并且存在重复尿道，尿流

时，尿压使副尿道扩张最终形成憩室。后天性AUD又

称为继发性尿道憩室，常与尿道创伤、尿道黏膜坏死

以及尿道周围脓肿破裂有关[3]。由于少量尿液长期存

在尿道憩室内，尿液滋生大量细菌可导致尿路反复感

染，长期尿路炎症能够造成男性尿道发生水肿以及上

皮增生发生癌变，导致患者出现排尿困难[4]。此外，国

外有文献报道新生儿前尿道憩室破裂可形成新生儿

腹壁尿性囊肿，引起小儿发育不良。本例患者憩室内

多发性细小泥沙样结石，患者排尿时尿液促进憩室充

盈扩张，憩室内未充分排尽的尿液细菌滋生并发尿路

感染。对该患者的主要诊断方式依赖尿道造影与尿

道镜。尿道造影结果显示造影剂滞留于尿道旁憩室

内，且有砂砾样结石影形成；此外，在尿道镜寻找憩室

开口并肉眼观察到结石，够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此方

法简单可靠，可在术前明确诊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需要行相关影像学检查排除尿道结石与尿道肿瘤。

3.2 治疗 AUD的治疗原则主要为控制尿路感

染、解除尿道梗阻、切除憩室、修补尿道并防止患者术

后复发[5]。根据不同患者的发病情况应采用个体化治

疗方案。尿道憩室小且无症状者需每3~6个月门诊复

查，无需特殊处理；憩室较大且有症状的患者，则需手

术治疗。如有患者因憩室并发尿路感染或有感染性

因素存在时，则先治疗感染，待炎症消退后行手术治

疗[6]。经治 5例AUD患者后，我们认为行憩室切除同

时行尿道整形术时，手术切口需使阴茎皮肤切口与

憩室切除后尿道壁吻合切口方向不应处于同一条

线，即使阴茎、阴囊纵形切口偏离正中线；修剪憩室

时，需使其口径略大于尿道口径，以免无法完全与尿

道缺口缝合。同时，还需保留血供良好的带蒂组织

交叉覆盖，促进切口愈合。术中选用高质量可吸收线

可避免异物刺激尿道缺口增生，导致尿道狭窄。此

外，术前行尿培养或分泌物培养能够指导术后抗生

素用药，必要时可行暂时性尿流改道，保持新尿道干

燥有利于术后患者尿道恢复。是否行暂时性尿流改

道术可根据患者个体情况而选择。本组病例未行暂

时性尿流改道术。待患者长期随访后进一步评价其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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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尿道憩室外观 图4 切开尿道憩室 图5 裁剪憩室壁 图6 切除憩室并行尿道成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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