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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单侧输尿管不全梗阻肾积水动物模型制作方法的比较*

苏 成,王从军#,李彦强,王田龙,王 红△,陈嘉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外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对比3种单侧输尿管不全梗阻肾积水动物模型建立方法的优劣。方法:选取10周龄的新西兰兔21只,随机分为

腰大肌包埋输尿管组、塑料套管压迫组和输尿管内导管置入组,每组7只。分别于术前及术后7d、14d、21d和28d,采用彩色

多普勒超声测定3组积水肾肾盂前后径(APD)和最大肾皮质厚度(RCT)。测量输尿管内导管置入模型的肾内压。第28天检

测各组积水肾肾盂内液pH值、乳酸脱氢酶(LDH)和β2-微球蛋白(β2-MG)水平。结果:输尿管内导管置入组手术时间明显长

于其他两组(P<0.05),而其他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组APD逐渐增大,RCT逐渐减小。输尿管内

导管置入组术后21d和28d的APD明显高于其他两组,RCT明显低于其他两组(P<0.05)。术后28d,输尿管内导管置入

组β2-MG水平明显低于腰大肌包埋输尿管组和塑料套管压迫组(P<0.05),而3组间尿pH值和LDH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3种方式均可建立单侧输尿管不全梗阻肾积水动物模型,其中塑料套管压迫法操作简单,可控制梗阻程

度,输尿管内导管置入法肾积水程度最严重,操作较复杂,但可以动态收集尿液标本观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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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fthreedifferentmethodstoestablishanimalmodelofpartialobstructionhydrone-
phrosis
SuCheng,WangCongjun,LiYanqiang,WangTianlong,WangHong,ChenJiabo.(DepartmentofPediatric
Surgery,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stablishandcomparethreedifferentmethodsofpartialobstructionhydronephro-
sis.Methods:Twenty-oneNewZealrabbits(10-week-old)wererandomlyassignedtothreegroups:ratsin
group1wereembeddedureterunderthepsoasmajormuscle,ratsingroup2wereemboliaedtheureterinto
aplasticcannula,andthoseingroup3wereinsertedacatheterintotheureter,toestablishhydronephrosis
models.Theanteroposteriordiameter(APD),renalcorticalthickness(RCT),pH,lactatedehydrogenase
(LDH),β2-microglobulin(β2-MG)weredetectedandcompared.Results:TheAPDwasincreasedgradually,

whiletheRCTwasdecreasedaftermodeling.TheAPDofgroup3wasobviouslyhigherthanthatofother
groups,buttheRCTwaslowerat21and28dayspost-operation(P<0.05).Thelevelofβ2-MGingroup3
wasnotablylowerthanthatingroup1and2at28daysaftermodeling(P<0.05).Nosignificantdifference
wasfoundinpHandLDHlevelamongthethreegroups(P>0.05).Conclusion:Themodelsofhydrone-
phrosisweresuccessfullyestablishedbythethreemethods.Themethodofplasticcannulawasthebestuse-
fulforitssimpleoperation.Themethodofcatheterizationwasrelativelycomplexbutmoreconvenientforu-
rinecollection.
Keywords ureteralobstruction;uronephrosis;animalmodel

  肾积水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泌尿系统

及其邻近组织的各种病变引起尿流梗阻,均可引起

肾积水,最终造成肾脏结构改变及功能损害[1]。临

床上最常见的原因是输尿管梗阻,且多为单侧输尿

管梗阻(unilateralureteralobstruction,UUO)[2],
而梗阻后积水肾脏的功能损害程度、病理变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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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手术适应证,选择手术时机,判断肾脏的保

留价值等尚待深入研究。UUO致肾积水动物模型

的制作方法较多,但目前仍无标准的建立方法。本

研究以新西兰大白兔为研究对象,旨在对比3种不

同左侧输尿管不全梗阻致肾积水模型制作方法的优

劣,为肾积水实验研究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提供参

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新西兰大白兔21只,体重

2~2.5kg,由广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
物自由饮水、摄食,随机分为3组:腰大肌包埋输尿

管组、塑料套管压迫组和输尿管内导管置入组,每组

7只。
1.2 左侧输尿管不全梗阻动物模型的建立 采用

10%水合氯醛经兔耳缘静脉注射进行麻醉,麻醉后

将动物平卧固定于手术台上,左侧腹部备皮,消毒铺

巾,经左侧腹部切口,打开腹腔。(1)腰大肌包埋

法[3]:寻找到左肾和左侧输尿管后,在左侧肾盂下

2cm处,用血管钳分离左侧腰大肌,钝性分离出长

2cm,深0.5cm的沟槽,将相同平面处的左侧输尿

管适当游离后,置入此沟槽内,间断缝合包埋部分输

尿管。(2)塑料套管压迫法[3]:在左侧肾盂下2cm
处,游离部分输尿管后,应用一段长1.5cm的Fr6
吸痰管塑料管腔,纵行剪开,将游离部分输尿管套入

管腔内,间断缝合管腔,固定在腰大肌上。(3)输尿

管内导管置入法:在左侧肾盂下4cm处,横形剪开

部分输尿管,置入Fr4中心静脉导管2~3cm,远端

输尿管结扎,近端输尿管和输尿管内导管妥善固定

在腰大肌内,筋膜覆盖腹腔内导管,导管另一端大部

分包埋在肌层和皮下,开口端置入皮肤外,妥善固定

于皮肤上,导管开口持续缓慢开放。
1.3 观察指标 (1)动物一般情况:包括精神、活动

情况、进食量、体重。(2)实验室相关指标检查:3组

分别于术前及术后28d,检测尿pH值、乳酸脱氢酶

(LDH)及β2-微球蛋白(β2-MG)水平。输尿管内导

管置入组于术前及术后28d测定肾内压。(3)彩色

多普勒超声检查:分别于术前和术后7d、14d、21d
和28d,应用LOGIQ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仪,扇
形探头频率3.5MHz,扫查肾脏各切面图像,测定

积水肾盂前后径(APD)和最大肾皮质厚度(RCT)。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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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动物一般情况及手术时间 3组动物精神、进
食、体重及活动情况均正常。输尿管内导管置入组

1只动物于术后第6天死亡,其他两组动物实验过

程中均无死亡。腰大肌包埋输尿管组手术时间为

(30.22±9.34)min,塑料套管压迫组手术时间为

(36.37±7.62)min,输尿管内导管置入组手术时间

为(61.27±9.55)min,输尿管内导管置入组手术时

间明显长于其他两组(P<0.05),而其他两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3组手术前、后APD和RCT比较 术前,3组

APD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d、
14d、21d和28d,3组APD逐渐增大,RCT逐渐减

小。术后21d和28d,输尿管内导管置入组 APD
明显高于腰大肌包埋输尿管组和塑料套管压迫组,
RCT明显低于腰大肌包埋输尿管组和塑料套管压

迫组(均P<0.05),而腰大肌包埋输尿管组和塑料

套管压迫组 APD和RC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图1。

与腰大肌包埋输尿管组比较,*P<0.05;与塑料套管压迫组比较,#P<0.05。
图1 3组手术前、后APD(A)和RCT(B)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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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组术前及术后28d实验室相关指标比较

  3组术前尿pH值、LDH和β2-MG水平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28d,3组术前尿

pH值、LDH和β2-MG均有所升高。输尿管内导管

置入组β2-MG水平明显低于其他两组(P<0.05),
而其他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表1 3组术前及术后28d实验室相关指标比较(x±s)

组别 n
术前 术后28d

pH值 LDH/(U/L)β2-MG/(mg/L) pH值 LDH/(U/L)β2-MG/(mg/L)
腰大肌包埋输尿管组 7 6.5±0.4 2730±421 0.09±0.02 7.8±0.2 2990±342 0.14±0.02

塑料套管压迫组 7 6.1±0.5 2780±517 0.08±0.01 7.7±0.3 2970±379 0.11±0.01
输尿管内导管置入组 6 5.9±0.6 2820±463 0.03±0.02 7.7±0.3 3210±370 0.05±0.01*#

    与腰大肌包埋输尿管组比较,*P<0.05;与塑料套管压迫组比较,#P<0.05。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腰大肌包埋输尿管法、塑料套

管压迫法和输尿管内导管置入法3种方法均能成功

建立肾积水动物模型。其中腰大肌包裹输尿管法利

用腰大肌对输尿管的压迫,使输尿管上段管腔变小

而抑制尿液的排泄,手术操作简单,手术时间为

(30.22±9.34)min。然而,该方法肾盂输尿管交界

部梗阻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结扎的松紧程度以及输尿

管压迫的不同部位[4],梗阻的程度难以达到统一,各
样本间可比性较差。塑料套管压迫法是通过塑料套

管对输尿管的轻微压迫作用使输尿管局部管腔变

细,并使局部输尿管的蠕动受到限制,中空的套管使

输尿管仍保持部分通畅,这种方法制作的模型常用

于慢性不全输尿管梗阻类疾病的研究[3],而且能选

用适宜长度、内径的套管,建立不同梗阻程度的模

型,量化梗阻程度,使模型之间具有可比性。本研究

塑料套管压迫法的手术时间为(36.37±7.62)min。
输尿管内导管置入法是在输尿管管腔内插入合适的

导管,形成不全性梗阻[5],将导管置入输尿管管腔内

后,导管开口端置入皮肤外,持续缓慢开放,也形成

了输尿管的不全梗阻,能方便地收集尿液标本进行

动态 监 测,但 方 法 操 作 复 杂,手 术 时 间 较 长,为
(61.27±9.55)min。

  临床采用排泄性尿路造影检查肾积水,须使用

造影剂,可能造成患肾进一步的损害,超声以其无创

诊断肾积水在临床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6]。因

此,本研究采用彩色超声监测3组APD和RCT在

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的变化,对肾积水进行形态学

的诊断,发现3组 APD逐渐增大,RCT逐渐减小。
夏樾等[7]在单侧完全性梗阻的动物模型中亦发现

APD逐渐增大,RCT逐渐减小,这与梗阻导致肾脏

形态的改变相关。此外,本研究发现输尿管内导管

置入组术后21d和28d的APD明显高于腰大肌包

埋输尿管组和塑料套管压迫组,RCT明显低于其他

两组(均P<0.05),提示输尿管内导管置入所致不

全梗阻肾积水程度较严重,可能与有创性操作导致

炎症反应相关。

  有研究表明,梗阻后肾盂内压迅速升高,而积水

程度重的肾盂内压比积水程度轻的肾盂内压力高,
此外积水肾经过穿刺减压解除梗阻后,肾盂内压持

续下降,但仍维持较高的压力[8],因此肾盂内压的检

测有积极的意义。输尿管内导管置入法与其他两种

建模方法不同,须切开输尿管置管,因此,可以分别

在模型建立时以及实验结束拔管时测量肾盂内压

力,了解积水肾内压力的变化,这也是此种建模方法

的优势。

  本研究中,术后28d时,3组尿pH值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尿液多为弱酸性,

pH值5.0~7.0,大于7.0即为碱性尿,当肾小管分

泌氢离子功能下降,肾小管酸化功能受损时,尿呈碱

性,这意味肾远曲小管异常,氢离子分泌和重碳酸盐

吸收功能受损,尿pH值越高,肾远曲小管损害程度

越重,肾功能恢复机会越少。因此,测定积水肾肾盂

尿pH值对评价积水肾的肾损害程度有重要参考意

义。McQueen等[9]认为,尿微球蛋白增高是由近曲

小管刷状缘膜在摄取蛋白过程中受干扰或酶体蛋白

分解代谢减少所致,约99.9%的β2-MG在近端肾小

管被重吸收,并在此全部被分解成氨基酸,若肾小管

重吸收功能受损,进入尿液中的β2-MG则明显增

多,因此,尿微球蛋白水平可作为判定肾小管损害的

可靠指标[10]。本研究结果表明,3组术后β2-MG水

平均有所升高,但输尿管内导管置入组尿β2-MG水

平显著低于其他两组(P<0.05),可能由于3种方

法所致的梗阻程度不同,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3种方法均可成功建立输尿管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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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阻致肾积水动物模型,其中塑料套管压迫法操作

简单,还可控制梗阻程度,最为实用,导管置入法操

作较复杂,但可以动态收集尿液标本观察,值得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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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长因子在后交叉韧带重建移植物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张 冉,秦小勇,陈 凯,胡晓东

(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柳州 545001)

摘要 目的:探讨神经生长因子(NGF)在后交叉韧带重建移植物中的表达及其对韧带重建进程的影响。方法:将24只比格犬

切断双后肢膝关节后交叉韧带,以拇趾长屈肌肌腱为移植物重建后交叉韧带,其中一侧用跟腱腱周组织包绕移植物为实验组,

对侧不做包绕作为对照组,术后4周、8周、12周分别各取8只犬移植物,观察移植物组织、细胞免疫组化NGF的表达变化,并

比较两组NGF免疫组化平均光密度,探讨免疫组化NGF的表达变化对移植物组织、细胞影响。结果:实验组术后4周,移植

物表面有间皮细胞,间皮细胞内层是增生的纤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类似滑膜组织;术后8周大量血管增生,成纤维细胞数

量较前增多,排列较前规律;术后12周,纤维细胞较前减少,排列更为规律;对照组术后4周、8周、12周移植物有少量纤维细

胞增生,细胞排列不规律,移植物仅有少量血管长入。两组NGF免疫组化平均光密度比较,在术后第4周、8周、12周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结论:腱周组织包绕移植物重建后交叉韧带,NGF表达明显升高,移植物血管生成增多,可促进

成纤维细胞增殖、迁移,加快再血管化及移植物重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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