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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经 Ｔｒｏｃａｒ腹腔内顺行插入双 Ｊ管在儿童腹腔镜下
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中的应用

李福林　马　超　林　阳　张永波

【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腹腔镜下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中放置双 Ｊ管的方法和技巧。　方
法　 总结本院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９例腹腔镜下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患儿的临
床资料，其中男性１１例，女性８例。年龄１～１０岁，平均年龄４岁。左侧１８例，右侧１例，均为肾盂输尿
管连接部狭窄伴中重度肾积水。术中均经 Ｔｒｏｃａｒ于腹腔内顺行放置双 Ｊ管。　结果　１９例均手术成
功，其中１８例于腹腔镜下顺利放置双 Ｊ管，１例放置失败，中转开腹完成手术。总手术时间１２０～１５０
ｍｉｎ，其中放置双Ｊ管时间为５～１０ｍｉｎ，平均用时８ｍｉｎ。术后腹部Ｘ线平片检查双Ｊ管一端位于肾盂，
另一端位于膀胱内，证实双Ｊ管位置正常。术后１～３个月均经膀胱镜顺利拔出双 Ｊ管，术后３～６个月
复查Ｂ超，患侧肾盂分离均较术前缩小，肾皮质厚度明显增加，复查肾图分肾功能较术前明显增高。　
结论　儿童腹腔镜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中，经Ｔｒｏｃａｒ于腹腔内顺行插入双 Ｊ管方法安全、简便、快
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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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腹腔镜微创技术的发展，腹腔镜在儿童泌
尿外科手术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在儿童肾盂

输尿管连接部梗阻（ｕｒｅｔｅｒｏｐｅｌｖｉｃ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ＵＰＪＯ）治疗方面的应用日渐深入。无论是经后

腹膜入路还是经腹腔入路，均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

优势，因此有逐步替代传统开放手术的趋势。近年

来有诸多文献报道腹腔镜下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

术。为了保证术后成形肾盂向输尿管引流通畅及防

止术后吻合口狭窄，术中均需要放置双 Ｊ管于肾盂
输尿管内做支架和内引流［１］。而放置双Ｊ管的成功
与否直接决定了腹腔镜手术的成功与否。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作者完成１９例腹腔镜下经结
肠旁入路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Ｈｙ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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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术中均采用经Ｔｒｏｃａｒ腹腔内顺行插入双Ｊ管，其
中第一例因放置双 Ｊ管失败而中转开腹手术，其余
１８例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现将腹腔镜下经Ｔｒｏｃａｒ腹腔内顺行插入双Ｊ管的方
法和临床经验总结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临床资料

本研究共收集１９例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
患儿，男１１例，女８例。年龄１岁至１０岁，平均年
龄４岁。左侧１８例，右侧１例。临床表现为偶发腹
痛，占１００％，伴有血尿５例，占２６３％，３例腰腹部
扪及包块，占１５８％。术前检查包括腹部 Ｂ超、泌
尿系ＣＴ三维成像（ＣＴＵ）、肾图等。手术指征：①超
声检查提示肾盂扩张前后径大于３ｃｍ，肾盏扩张，
且肾皮质明显变薄；②出生后超声检查提示肾积水
较宫内增加明显，且多次复查呈进行性增加；③ＵＰ
ＪＯ伴反复泌尿系感染病史；④肾积水致分肾功能
低于正常４Ｏ％；⑤肾积水引起反复腹痛症状。手
术禁忌症：①尿路感染急性期；②患儿心、肺、肝等
脏器功能异常，营养状况差，不能耐受手术；③患肾
功能低于１０％。手术中证实梗阻原因为肾盂输尿
管连接部狭窄１７例（占８９５％）、高位输尿管１例
（占５３％）和伴有迷走血管１例（５２％）。术后病
理检查结果显示患儿均有输尿管狭窄段肌层增生、

肥厚、间质纤维增生。

二、材料

应用德国巴德公司生产的双 Ｊ管，管径为 Ｆ３～
４７号，长度１０～１４ｃｍ。

三、手术方法

１．建立气腹，游离扩张的肾盂和输尿管起始部
患儿均采取气管插管复合全身麻醉，仰卧、患侧

抬高１５°～２０°斜卧位。常规安置尿管。取脐轮侧
缘切口，插入气腹针建立气腹（压力８～１２ｍｍＨｇ，流
量３～５Ｌ／ｍｉｎ），拔出气腹针，插入 ５ｍｍ观察镜
Ｔｒｏｃａｒ固定，在腹壁中线距脐约３～４ｃｍ上下各置
入一个５ｍｍ操作 Ｔｒｏｃａｒ固定，完成气腹的建立。
对左侧患儿在左侧结肠框内展开系膜，在局部系膜

凸起部分打开系膜一个小窗口即能寻见扩张的肾

盂，游离出病变的肾盂及与之相连的输尿管起始部。

右侧患儿则在右侧结肠框的外侧，打开局部凸起的

后腹膜，即能寻见扩张的肾盂，游离出肾盂及输尿管

起始部。

２．离断式肾盂成形及经 Ｔｒｏｃａｒ腹腔内顺行插
入双 Ｊ管：游离出肾盂后将肾盂的上方悬吊于腹
壁，自肾盂下方最低处开始裁剪肾盂，用吸引器吸尽

肾盂积水后，提起肾盂输尿管连接部向远端游离出

输尿管起始部，游离至正常输尿管足够长度后（能

无张力地将输尿管和肾盂吻合），在输尿管对向肾

盂开口侧，先横行剪开输尿管一个小口，再向远端纵

行剖开输尿管壁，长约１０ｃｍ，准备放置双Ｊ管。
经脐下Ｔｒｏｃａｒ放入腹腔镜分离弯钳，钳夹住起

始端输尿管并提起，将脐上 Ｔｒｏｃａｒ推入腹腔尽可能
近地靠近已经剖开的输尿管开口处，经此 Ｔｒｏｃａｒ先
插入腹腔镜注射导管鞘，再经鞘插入双 Ｊ管超滑导
丝，对准输尿管开口将导丝插入输尿管腔内，顺行将

导丝往远端插入膀胱内后，用分离钳将导丝和输尿

管一并钳夹住固定，退出注射导管鞘，双Ｊ管自导丝
远端导入后推入腹腔内，再插入推进器将双 Ｊ管推
入至输尿管开口处后，松掉夹住输尿管和导丝的分

离钳，改为 只^夹住输尿管壁，继续推入推进器将双Ｊ
管完全推入至输尿管及膀胱内，近端预留 Ｊ钩在输
尿管外即可，再将输尿管和双Ｊ管一并钳夹固定后，
拔出导丝，双Ｊ管放置成功。

将裁剪后的肾盂前壁悬吊于腹壁，将肾盂最低

点与输尿管的最低点用４—０可吸收线缝合，检查输
尿管无张力，无扭转后，将肾盂前壁与剖开的输尿管

前壁间断缝合４～５针，肾盂后壁与剖开输尿管后壁
也间断缝合４～５针，完成输尿管和肾盂的吻合，剪
去输尿管近端多余部分，经Ｔｒｏｃａｒ将裁剪掉的肾盂、
输尿管起始部一并拖出至体外。将双Ｊ管的Ｊ端放
入肾盂内后，用４—０可吸收倒刺线连续缝合肾盂前
后壁，完成肾盂成形。解除肾盂的悬吊，成形肾盂复

位后，用温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肾盂周围并吸尽。吻

合口周围放置１０号胃管１根，用４—０可吸收线缝合
结肠系膜（左侧）或缝合后腹膜（右侧），关闭窗口。

将患儿置于平卧头高脚低位，吸尽盆腔及结肠旁沟

渗液，检查无渗血渗液后，排尽腹腔内气体，拔除

Ｔｒｏｃａｒ，关闭切口，完成手术。术后３～４ｄ拔除肾盂
周围引流管，拔除尿管。术后１个月至３个月经膀
胱镜拔除双Ｊ管。

结　果

本组１９例中，１８例放置双 Ｊ管成功，手术顺利
完成，１例放置失败，中转开腹手术，成功率为
９４７％。总手术时间 １２０～１５０ｍｉｎ，其中放置双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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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时间为５～１０ｍｉｎ，平均为８ｍｉｎ。术后３～５ｄ腹
部Ｘ线平片检查双 Ｊ管一端位于肾盂，另一端位于
膀胱内，证实双Ｊ管位置正常。术后随访显示，在未
拔除双Ｊ管前，出现肉眼血尿３例，嘱其减少剧烈运
动后缓解，无症状的患儿常规复查尿常规，７例红细
胞１～３个／Ｈｐ，均未见白细胞及脓细胞。术后１个
月至３个月均经膀胱镜顺利拔出双 Ｊ管，术后肾图
检查肾脏指数较术前明显增高，术后３～６个月复查
Ｂ超患侧肾盂分离均较术前缩小，肾皮质厚度明显
增加。

讨　论

ＵＰＪＯ是儿童肾积水的常见病因，临床可表现为
腹部肿块、反复腰背部疼痛、血尿或反复尿路感染

等，而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是治疗肾盂输尿管

连接部梗阻的经典手术方式。周辉霞等认为该病手

术指征为：①超声检查提示肾盂扩张前后径大于３
ｃｍ，肾盏扩张，且肾皮质明显变薄；②出生后超声检
查较宫内增加明显，且多次复查呈进行性增加；③
ＵＰＪＯ伴反复泌尿系感染病史；④肾积水致分肾功
能低于正常４０％；⑤肾积水引起反复腹痛症状。近
年来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具有手术效果相同、创伤

更小的经腹（或后）腹腔镜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

术逐步成为了治疗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疾病的主

流术式［２］。

近期有文献报道无论是开放式还是腹腔镜下的

离断式肾孟输尿管成形术手术成功率均在 ８０％～
９０％，而术后再狭窄是其主要并发症。ＤｏｏｒｔｈｅａＲ［３］

等报道一组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后再狭窄病例

的病理改变，发现所有再狭窄患者吻合口周围均有

致密的纤维组织增生，吻合口漏是引起致密纤维组

织增生的主要原因。阮双岁等研究认为术中安置双

Ｊ管具有内支架和内引流的双重作用。同时可替代
肾造瘘，吻合口或缝合处不会因术后水肿梗阻而发

生漏尿，利于伤口愈合。由于减少了伤口内尿液渗

漏，吻合口周围纤维化增生减少，从而可减少术后吻

合口狭窄的机会和后期纤维化狭窄的可能性，后期

上尿路狭窄的并发症少，手术远期效果好。因此，为

了能有效预防术后再狭窄的发生，无论是开放式还

是腹腔镜下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术中均应放

置双Ｊ管做支架和内引流［３］。

在传统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Ｈｙｎｅｓ）手术中，在直视下安置双Ｊ管简单方便，而在

腹腔镜下安置双Ｊ管，因操作空间限制，尤其是儿童
腹腔内的操作空间更小、腔镜器械、操作习惯及视角

不同的原因，使其操作比开放手术要困难许多。随

着腹腔镜在离断式肾盂成形术中的广泛开展，如何

在腹腔镜手术中快速简便地放置双 Ｊ管，以加快手
术速度、提高手术成功率，成为推广腹腔镜微创手术

的突出问题［４－５］。因此，为避免术中置管的麻烦，有

条件的医院手术者往往采用术前通过尿道膀胱镜预

先置管的方法放置双 Ｊ管［６－８］，但是该方法使用有

限。原因如下：一是很多医院不配备适用于小年龄

儿童的尿道膀胱镜；二是该方法是双 Ｊ管经膀胱逆
行插入肾盂内有增加逆行感染的风险；三是随着术

中体位的改变，部分患儿预置的双 Ｊ管位置可能会
发生变化，腹腔镜下反而调整困难。因此，大多数手

术者在寻求安全、快捷、简便的腹腔镜直视下放置双

Ｊ管的方法。２００６年杨江根报道４５例自制空心圆
管作为引导管用于腹腔镜下放置双 Ｊ管入输尿管
内［９］；２００９年徐军报道１４７例在一端用橡胶手指套
封闭的金属管指引下放置双 Ｊ管于输尿管内［１０］；

２０１３年钟辛报道３０例采用自主研发的腹腔镜输尿
管双 Ｊ管置入器放置双 Ｊ管入输尿管内［１１］。上述

放置双Ｊ管的方法均需要特殊器材辅助方能操作成
功。２００８年王亦农报道在 Ｔｒｏｃａｒ附近的皮肤上作
一小切口，经此切口将导丝连同双 Ｊ管一并穿破腹
壁皮肤入腹腔，再放置双 Ｊ管于输尿管内［１２］；２０１０
年Ｋｉｍ报道采用针式腹腔镜 Ｔｒｏｃａｒ经前腹壁穿刺
放置双Ｊ管于输尿管内［１３］。上述方法采用另外打

孔放置双Ｊ管，虽然比较简便，但是需要额外通道或
器械，增加了对患儿的创伤。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以
王斌、周建军为代表的学者利用金属吸引器作为引

导管放置双Ｊ管，获得成功，但该方法需要有较细的
金属吸引管才能完成操作［１４－１５］。

本研究对１９例患儿实施腹腔镜下经结肠旁入
路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术中均采用经 Ｔｒｏｃａｒ
腹腔内顺行插入双Ｊ管的方法，１８例成功，１例放置
失败，成功率为９４７％，且术中无需使用特殊器械，
无需额外在腹腔打孔就能简单完成操作。现将术中

放置双Ｊ管的体会归纳总结如下：１）腹腔镜直视下
经Ｔｒｏｃａｒ放置双Ｊ管因有腹腔相隔，着力点不能直
接作用于输尿管开口处，所以在选择长度、管径及导

丝方面要求略有不同。①长度：术前测量ＫＵＢ平片
上第二腰椎至耻骨联合上２ｃｍ的垂直距离，或按
公式计算（输尿管长度 ＝０１２５×身高 ＋０５ｃｍ）确
定长度［１６］。②双Ｊ管的粗细：２岁以内通常选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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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Ｆ３号，２岁以上选用口径Ｆ４７号［３］，本方法尽可

能选择管径细１号的双 Ｊ管，导丝选用亲水性强的
镍氢超滑导丝，这样才能让双 Ｊ管远端能顺利置入
膀胱内。２）操作方面：①因为儿童腹腔空间较小，
为了避免导丝在腹腔内盘曲、滑脱，在放置导丝前需

要先把Ｔｒｏｃａｒ开口位置尽量靠近近端输尿管剖开
处，以减少导丝在腹腔内的行程。本组第一例病例

就是因为放入导丝的Ｔｒｏｃａｒ开口位置距离输尿管剖
开处较远，造成导丝在腹腔内的行程变长，盘曲，加

上不好控制Ｔｒｏｃａｒ的方向，导丝近端多次从输尿管
内滑脱，为了不增加患儿接受麻醉的时间，本例患儿

最终转为开腹放置双 Ｊ管；②因为导丝前端柔软，
富有弹性，不能顺利通过Ｔｒｏｃａｒ阀门，所以本组病例
均经Ｔｒｏｃａｒ放置１根注射导管鞘作为引导管，将导
丝顺利引入到近端输尿管剖开处；③经 Ｔｒｏｃａｒ放置
双Ｊ管时妨碍了 Ｔｒｏｃａｒ阀门的闭合，腹腔内的气体
很容易流失，会导致气腹失败，影响操作空间，所以

本组在经Ｔｒｏｃａｒ放置双Ｊ管的同时临时提高气腹机
的进气流量，流量由３Ｌ／ｍｉｎ提高到５～８Ｌ／ｍｉｎ，以
维持腹腔内有足够的压力，保证腹腔内有足够的操

作空间；④因为镍氢导丝具有高度亲水性，当导丝
表面附着有水分时导丝表现为超滑状态，所以在放

置双Ｊ管的过程中要一直保持导丝附着有水分，利
于双Ｊ管由近到远的推进。３）置管时间。本组病例
在不添加特殊辅助器材、不增加腹壁操作孔的情况

下，在儿童狭小的腹腔空间内顺利放置成功双Ｊ管，
置管时间为５～１０ｍｉｎ，平均为８ｍｉｎ，低于文献报道
的平均时间１５ｍｉｎ［１２］。４）留置双 Ｊ管的时间。虽
然放置双Ｊ管起到内支架和内引流的作用，但是任
何治疗措施都有利弊，有研究显示置管后由于异物

刺激，输尿管可见黏膜充血、水肿，上皮细胞增生或

萎缩，黏膜溃疡形成的生理变化［１７］。阮双岁等提出

为预防肾盂成形术后吻合口狭窄，留置时间以１个
月至２个月左右为宜［１］。还有学者从输尿管的蠕

动功能上研究指出，置管１个月内输尿管功能基本
无变化，置管２个月至３个月输尿管功能部分减退，
置管时间超过３个月，其功能影响明显，置管时间
超过６个月，输尿管功能影响显著。因此，置管时
间以４～６周为宜，一般不超过３个月。若无治疗
需要，应尽量缩短留管时间［１８］。本组病例留管时

间平均为６周左右，术后观察３例间断出现短暂肉
眼血尿（１６７％），其余病例无异常。拔除双 Ｊ管后
Ｂ超随访显示患侧肾盂分离均较术前缩小，肾皮质
厚度有明显增厚，无一例发生吻合口狭窄，肾盂再次

积水。手术效果确切。

腹腔镜经Ｔｒｏｃａｒ腹腔内顺行插入双Ｊ管的方法
安全、简便、快捷，效果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但

是因为该组病例数较少，尚需积累更多病例来检验

和完善该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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