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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RAS理念在输尿管软镜日间手术治疗直径

<2cm肾结石优化管理中的应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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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基于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的逆行输尿管软镜下钬激光碎石术(RIRS)日间手术治疗直径<2cm肾结石

的效果及应用体会。方法:选择2017年1—8月在本院住院接受RIRS或经皮肾镜碎石术(PCNL)治疗的的90例肾结石(直径

<2cm)患者,其中基于ERAS理念的日间RIRS手术患者22例(日间RIRS组),传统RIRS手术患者44例(传统RIRS组),

PCNL手术患者24例(PCNL组),比较3组住院时间、手术时间、治疗费用、术中出血量、术后抗生素及止痛药物使用率。结

果:日间RIRS组和传统RIRS组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PCNL组,治疗费用、术中出血量、术后止痛药物使用率均少于

病房PCNL组(均P<0.05)。尽管与传统RIRS相比,日间RIRS手术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止痛药物应用方面无显

著改善,但日间RIRS手术可明显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减少治疗费用(P<0.05)。结论:在处理直径<2cm的肾结石中,基于

ERAS理念,优化管理后的日间RIRS手术可缩短住院时间,促进患者康复,利于医疗资源的有效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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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ERAStheoryin<2cmnephrolithiasispatientsunderwentRIRSinday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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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evaluatetheeffectofenhancedrecoveraftersurgery(ERAS)theoryin<2cm
nephrolithiasispatientswhounderwentretrogradeintrarenalsurgery(RIRS)indaysurgery.Methods:Nine-
typatientswithnephrolithiasis(<2cm)undergoingRIRSorpercutaneousnephrolithotomy(PCNL)in
ourhospitalfromJanuary2017toAugust2017wereselected,amongwhich22patientsreceivedRIRSin
daysurgerybasesonEREStheory,44casesreceivedconventionalRIRSand24casesreceivedPCNL.The
hospitaldays,operationtime,treatmentexpenses,intraoperativeblood-loss,anduseofantibioticandanal-
gesicdrugswererecordedandcompared.Results:Thehospitaldaysandoperationtimeamongpatientsun-
dergoingRIRSindaysurgeryweresignificantlyshorterthanthosewhoreceivedPCNL,andthetreatment
expenses,intraoperativeblood-lossvolumeandtherateofanalgesicdruguseweremarkedlylower(P<0.
05).Therewereno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operationtime,intraoperativeblood-lossvolumeandfre-
quencyofpostoperativepainkillerusebetweenpatientsundergoingRIRSindaysurgeryandthoseundergo-
ingconventionalRIRS,butpatientswhoreceivedRIRSindaysurgeryhadshorterdurationofhospitaliza-
tionandlowertreatmentcosts(P<0.05).Conclusion:RIRSindaysurgerybasedonERAStheoryinthe
treatmentofnephrolithiasis(<2cm)couldacceleratepatients’rehabilitation,shortenhospitaldays,and
promotetheeffectiverecyclingofmedicalresources.
Keywords enhancedrecoveraftersurgery;retrogradeintrarenalsurgery;nephrolithiasis;day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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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recoveraftersurgery,

ERAS)理念最早在1997年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HenrikKehlet教授提出,其核心内容是采用有循证

医学证据的一系列围手术期优化措施,阻断或减轻

手术患者的机体应激反应,促进其术后快速康复。
国际上日间手术(daysurgery)最早由英国小儿外科

医师Nicoll提出,通常指患者入院、手术和出院在

24h内完成,门诊手术除外[1]。2017年5月第12届

国际日间手术大会在北京召开,推动了ERAS理念

在国内的普及,结合患者接受度、医保政策和新方法

探索期等因素,国内对于日间手术的住院时间要求

是小于48h。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

病,输尿管软镜碎石术(retrogradeintrarenalsur-
gery,RIRS)对于体积较小(<2cm)的肾结石具有

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同时对肾盏或憩室结石、有出

血倾向、过度肥胖、肾脏解剖畸形、孕妇等特殊人群

的肾结石外科治疗具有独特的优势[2]。2017年

6月,华西医院在中国医师协会年会上报道了将选

择性的经皮肾镜碎石术(percutaneousnephrolithot-
omy,PCNL)作为日间手术之一。而 RIRS结石清

除率虽不及PCNL,但可降低经皮肾穿刺所致出血、
邻近脏器损伤等严重并发症发生的风险[3]。因此,
本研究探讨ERAS理念在 RIRS治疗直径小于2
cm肾结石作为日间手术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1—8月在本院接受

RIRS或PCNL手术治疗的90例肾结石患者,病例

纳入标准:(1)年龄≤65岁;(2)ASA分级1~2级;
(3)肾结石直径<2cm;(4)已签署手术及麻醉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者;(2)
严重心、肺、肾功能不全者;(3)术前1周出现发热、
脓尿等表现者;(4)有尿路感染者。按照手术方式及

围术期管理模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3组:日间RIRS
组(结合ERAS理念的日间RIRS手术,22例)、传
统RIRS组(住院行传统RIRS手术,44例)、PCNL
组(住院行传统PCNL手术,24例)。3组患者年龄、
性别、ASA分级、尿细菌培养结果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
表1。

表1 3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的比较

项目
日间RIRS组
(n=22)

传统RIRS组
(n=44)

PCNL组
(n=24) F/χ2 P

年龄,x±s 48.50±12.50 48.59±10.37 46.08±11.17 0.437 0.648
性别,n(%) 男 16(72.73) 29(65.90) 13(54.17)

女 6(27.27) 15(34.10) 11(45.83) 1.806 0.600

民族,n(%) 汉族 14(63.64) 28(63.64) 15(62.50)
壮族 5(22.73) 13(29.55) 5(20.83) 2.261 0.405
其他 3(13.63) 3(6.81) 4(16.67)

*尿细菌培养,n(%) 阳性 2(9.09) 8(18.18) 2(8.33)
阴性 15(68.18) 32(72.73) 19(79.17) 3.458 0.097

尿白细胞,n(%) 阳性 19(86.36) 41(93.18) 19(79.17)
阴性 3(13.64) 3(6.82) 5(20.83) 2.977 0.191

ASA分级,n(%) Ⅰ级 3(13.64) 1(2.27) 1(4.17)

Ⅱ级 19(86.36) 43(97.73) 23(95.83) 3.259 0.144

       *日间RIRS组、传统RIRS组和PCNL组中分别有5例、4例和3例患者未行尿细菌培养。

1.2 日间 RIRS手术流程 (1)患者门诊挂号就

诊,明确诊断并确定治疗方案;门诊完善相关术前检

查、麻醉评估及手术预约、日间手术实施,并常规建

议其术前2周门诊安置双J管。(2)手术当日患者

在家属陪同下于上午9:00前登记住院,完善相关病

史资料收集、核对。(3)进行术前抗生素皮试及预防

性使用抗生素等准备工作;(4)为患者讲解日间手术

的流程、风险和获益,随即进行RIRS,术后于病房密

切监测;(5)手术第2天上午8:00查房,根据PADS
评分量表对患者生命征、活动能力、恶心呕吐、疼痛

和外科出血情况进行评估,评分≥9分(满分10分)
予以办理出院,并详细告知出院后注意事项,见图

1。

  日间RIRS组的围术期管理较传统RIRS组及

PCNL组有以下几点不同:(1)术前2周门诊安置双

J管;(2)术前不予麻醉前用药;(3)肠道准备不予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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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口服和灌肠;(4)术前6h禁食,术前2h给予250
~500mL碳水化合物溶液口服后禁水,术后4h半

流饮食,12h后进食普食;(5)术后减少静脉输液量。

图1 结合ERAS理念的RIRS日间手术诊疗流程

1.3 观察指标 比较3组患者住院时间、手术时

间、治疗费用、术中出血量、术后抗生素及止痛药物

使用情况。出血量由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泌

尿外科医生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6.0统计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

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

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日间 RIRS组的住院时间较传统 RIRS组和

PCNL组明显缩短,治疗费用亦明显减少,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P<0.05);日间RIRS组手术时间

短于PCNL组(P<0.05),术中出血量少于PCNL
组(P<0.05),但与传统RIRS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在术后止痛药物应用方面,日间

RIRS组和传统RIRS组止痛药使用率均显著低于

PCNL组(P<0.05),日 间 RIRS组 稍 高 于 传 统

RIRS组,但 两 组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见表2。

表2 3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项目
日间RIRS组
(n=22)

传统RIRS组
(n=44)

PCNL组
(n=24) F/χ2 P

住院时间/d,x±s 2.29±1.15ab 6.20±2.70b 9.50±2.19 46.463<0.001

手术时间/min,x±s 77.43±35.52b 79.55±28.26b 113.13±34.44 10.109<0.001

治疗费用/元,x±s 12459.91±2979.22ab 15723.92±3136.84b 21126.19±2332.5115.388<0.001

术中出血量/mL,x±s 1.00* 1.00* 28.75±31.41 25.983 <0.001

术后使用抗生素,n(%) 22(100.00) 44(100.00) 24(100.00)

术后使用止痛药,n(%) 5(22.73)b 4(9.09)b 10(41.67) 8.782 0.007

    *估计值;与传统RIRS组比较,aP<0.05;与PCNL组比较,bP<0.05。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日间 RIRS在住院时间、手术时

间、治疗费用、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止痛药物应用方

面,相较于PCNL,在处理直径<2cm 肾结石中均

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日间RIRS在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术后止痛药物使用情况方面均较传统

RIRS无明显优势,但优化管理后的日间RIRS能够

明显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均短于48h,并减少治疗

费用。优化管理后的日间RIRS在处理直径<2cm
肾结石能够显著缩短住院时间,降低院内获得性感

染的风险[4]。

3.1 日间手术发展 日间手术的医疗模式是在公

民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医疗费用不断上涨

及微创、现代麻醉、复苏技术日益成熟的大背景下提

出的,该模式具有多、快、好、省等优点,近年来受到

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应用[5]。近年来,日间手术在

欧美发达国家迅猛发展,日间手术量已达到手术总

量的80%以上[6]。我国日间手术起步较晚,2005年

上海率先开展日间手术服务,并陆续发展到全国各

地[7]。2015年中国第三届日间手术大会上,政府在

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日间手术,提出医院在具备微

创外科和麻醉支持的条件下,选择既往需要住院治

疗、诊断明确单一、临床路径清晰、风险可控的中小

型择期手术,逐步推行日间手术,提高床位周转率并

缩短患者候床时间。自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

第十二届国际日间手术大会之后,ERAS理念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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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手术在国内得到进一步推广,并已普及到骨科、胃
肠外科等领域[8-9]。目前国内泌尿外科常见的日间

手术病种包括尿道肉阜、女性压力性尿失禁、逆行性

尿路造影、双J管的留置与拔除、输尿管囊肿、精液

囊肿、膀胱结石、尿道结石、膀胱颈梗阻、尿道狭窄、
包茎、精索静脉曲张等[10]。国内泌尿外科发展迅

速,2017年中国医师年会上华西医院提出选择性的

PCNL也可成为日间手术之一。有研究指出,选择

合适的RIRS患者,经充分术前准备及严格的术后

管理,行日间手术是安全、可行的,能明显缩短患者

等待入院的时间、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且患者就

医满意度高[11]。本研究发现,将RIRS应用于直径

<2cm肾结石患者的日间手术,并优化其围术期管

理流程,可以减少患者术中出血量,缩短住院时间,
减少治疗费用。由于接受日间RIRS手术的患者住

院时间小于48h,有效降低了二次感染等院内获得

性感染的风险,缩短了门诊患者候床时间,改善原加

床患者的就医环境,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

医疗资源的循环使用率。目前,RIRS应用于肾结石

的日间手术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该模式既符合

追求“零痛苦无风险(zeropainandnorisk)”的目

标,丰富了肾结石日间手术的治疗手段,又在泌尿外

科领域践行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新模式宗旨。

3.2 ERAS理念在日间手术中的意义 围手术期

应激反应与术后并发症有很大关系,ERAS理念是

继微创手术之后外科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其核心措

施是利用一系列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围手术期优化

措施,降低患者的应激反应,减少并发症,加速患者

康复。ERAS的具体措施包括术前充分宣教、缩短

术前禁食和禁饮时间、避免口服泻药和灌肠、合理预

防性使用抗生素、减少术中损伤、预防性应用止痛

药、术后早进食、早下床、出院后安排随访和合理锻

炼等。目前国内ERAS应用的适应证和推广力度

仍有待拓展,仅有少数几家大型医院真正开展该领

域的探索性研究,而且目前国内快速康复治疗相对

单一,相关报道中结直肠手术占了大部分,其他领域

的手术涉及较少[12]。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

见病,欧美国家发病率为5%~10%,全国发病率

1%~5%,南方发病率高达5%~10%[13];因其手术

风险最高,也被认为是最具挑战的泌尿外科疾病。
传统的肾切开取石术具有创伤大、康复慢等缺点,且
患者住院时间长,院内获得性感染风险增大。随着

微创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逆行输尿管软镜处理肾

结石成为泌尿外科医生的新选择,较好地规避了以

上风险。结合ERAS理念的逆行输尿管软镜日间手

术治疗直径<2cm肾结石能有效缩短患者住院时

间、提高公共医疗资源使用率、减少并发症和节省医

疗费用。

3.3 结合ERAS理念的输尿管软镜治疗直径<
2cm肾结石日间手术的探索 在实施RIRS治疗<
2cm肾结石日间手术的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以下几

点经验:(1)选择恰当的肾结石患者,例如肾盂肾下

盏漏斗部夹角(>30°)、适宜的肾下盏宽度和长度、
适宜的结石所在肾盏颈/横径最小比值等,可以提高

清石率和降低软镜的损耗;(2)术前2周门诊安置双

J管可以充分扩张输尿管内腔,易于安置输尿管软

镜导入鞘,减少术中输尿管黏膜损伤、穿孔和撕脱

等,避免术后严重血尿、远期输尿管狭窄和闭锁;(3)
术前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治疗,降低术后发热、尿源性

脓毒血症等感染性并发症的发生;(4)选择高清晰度

的电子输尿管软镜,改善视野,有助于提高碎石效率

和减少黏膜的损伤;(5)术中选择手推50mL注射

器灌注,维持肾盂内低压和低流量,保持输尿管导入

鞘的实时引流通畅,保护肾盂和肾盏黏膜,可有效降

低尿源性脓毒血症和继发出血的风险;(6)按照结石

的CT值与术中质地,选择合适的激光能量和频率,
例如质地坚硬的结石,选择高能、低频和短脉冲模式

击碎结石,使用套石篮取出结石核心;与此同时,操
作激光光纤碎石时,伸出视野1/4~1/3,随镜体摆

动,避免过长导致碎石盲目和损伤肾盂输尿管交界

处、肾盏颈黏膜,导致术后严重血尿、肾盂输尿管交

界处或肾盏颈狭窄和闭锁;(7)术后碎石负荷大,选
择质地、材质与机体兼容性较好的双J管,可以延长

带管时间,减少膀胱刺激症状等不良反应;(8)术后

及时镇痛,处理不适主诉,可以缩短住院时间,提高

患者满意度;术后规律复查,辅助物理机排石、药物

排石和适宜运动等,促进碎石的排出;(9)围手术期

的有效宣教,可减少术后并发症和医疗隐患的发生;
术后结石成分分析有助于指导患者的预防,降低结

石的复发。

  与此同时,本组亦汲取了一些教训:(1)留置双J
管超过4周以上,膀胱和肾盂内大量滤泡形成,影响

肾结石的寻找和粉碎,滤泡包裹碎石,导致术后结石

残留的发生率增加;(2)存在隐匿的肾内感染灶未被

控制,导致术后发热等情况;(3)双J管选择不当,术
后出现严重的肉眼血尿和膀胱刺激症状;(4)结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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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化程度不足,术后出现“石街”,尤其在解剖性独

肾患者中导致无尿的危急状况;(5)忽视了患者的个

体化差异,包括输尿管内径、蠕动能力和痛阈等,部
分患者无法排出直径<3mm的碎石,无法耐受轻、
中度疼痛;(6)选择“粉末化”碎石的患者,未能行结

石成分分析,对术后预防复发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7)患者ERAS的依从性差异,例如术前未同意安

置双 J管、术 后 未 能 按 时 复 诊 和 辅 助 排 石 等。

Forsmo等[14]指出,患者配合ERAS理念的围手术

期指导,是缩短其住院时间的重要因素之一。

3.4 结合ERAS理念对泌尿外科肾结石日间手术

发展的展望 目前,开展肾结石日间手术是广大泌

尿系结石患者所渴望的。然而,开展该手术仍受到

一些条件的制约,例如门诊的术前检查不能纳入医

保体系、无日间手术就诊的绿色通道、不具备专门的

日间手术一体化团队和配套设施(包括门诊、麻醉、
护理等)、出院后的随访和指导仍不够系统等。期待

解决这些不利因素,优化日间RIRS手术的全程管

理(包括就医流程、床位的合理统筹安排、充分地医

患沟通、输尿管软镜手术技巧的改进、器械的更新、
配套硬件的完善、围手术期护理和长期随访的强化

等等),使肾结石RIRS日间手术得到进一步地推广

和应用,努力做到患者、医院、社会共赢,更好地为广

大肾结石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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