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 

第十二届全国小儿泌尿外科会议 

 

 

论文汇编 
 

 

 

 
4 月 20-22 日 

山东·青岛 

  



 

 

 

 

 

 

 

 

 

 

专场一：隐睾、精索静脉曲张 

 

 

 

 

 

 

 

 

 

 

 



91-健侧睾丸长径及体积对于患侧隐睾发育状况的预测价值 

刘沛，宋宏程，李明磊，田军，张潍平，孙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100045） 

 

目的 研究 B 超测量下健侧睾丸长径及体积大小对于患侧隐睾发育状况的预测价

值。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自 2016 年 1 月初至 2018 年 1 月底收治的 365 例年龄<2 岁

的单侧隐睾患儿的临床资料，并根据查体及术中探查结果分为可触及隐睾组

（257 例）、不可触及隐睾组（56 例）及睾丸萎缩/缺如组（52 例），通过 B 超

对健侧睾丸长径及体积进行测量，比较三组间差异，并通过绘制 ROC 曲线，分

析得出健侧睾丸长径及体积对于预测判断患侧隐睾萎缩/缺如的最佳诊断界值。 

结果 本研究 365 例患儿中，中位年龄 16 个月，最小 7 个月，最大 24 个月，其

中左侧 164 例，右侧 201 例。3 组间比较，睾丸萎缩/缺如组健侧睾丸长径及体

积明显大于可触及睾丸组及不可触及睾丸组（p<0.05，表 1）。ROC 曲线分析结

果显示，健侧睾丸长径及体积对于睾丸萎缩缺如具有较强的预测价值（图 1），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73（95%CI：0.821-0.924）和 0.894（95%CI：

0.848-0.940）。健侧睾丸长径的最佳诊断界值为 1.7cm，其灵敏度 62.7%，特异

度 90.1%，阳性预测价值 50.8%，阴性预测价值 93.7%。健侧睾丸体积的最佳

诊断界值为 0.65ml，其灵敏度 76.5%，特异度 88.9%，阳性预测价值 52.7%，

阴性预测价值 95.9%。 

结论患侧隐睾睾丸萎缩缺如患儿健侧睾丸长径及体积明显大于患侧隐睾发育正

常者，临床上可将健侧睾丸长径不超过 1.7cm、睾丸体积不超过 0.65ml 作为预

测患侧睾丸发育情况的判断指标，其阴性预测价值较大。 

 

 

 

 

 

 

 

 

 



229-Fowler-Stephens 手术治疗小儿腹腔型隐睾的临床分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赵琦 杨屹 

目的：总结 Fowler-Stephens 手术治疗小儿腹腔型隐睾的治疗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诊

治的腹腔型隐睾患儿资料，内容包括年龄，侧别，分期手术间隔时间，二次手术

方式，是否离断睾丸引带，睾丸下降的路径，固定睾丸的部位，术后睾丸是否有

回缩，多普勒超声测量手术前后睾丸的体积。 

结果：66 例 Fowler-Stephens 分期手术，年龄 9 个月到 13 岁，平均 4.87 岁；双

侧 5 例，左侧 29 例，右侧 32 例；分期手术间隔 5 个月到 2 年 3 个月，平均 8.22

个月；二次手术方式腹腔镜 48 例，经腹股沟切口 15 例，腹腔镜加腹股沟切口 3

例；离断睾丸引带者 50 例，保留睾丸引带者 16 例；经腹壁下动脉内侧海氏三角

下降睾丸者 15 例，经腹股沟管下降睾丸者 51 例；睾丸固定于阴囊底的 34 例，

固定于阴囊中及中上部者 26 例，固定于阴囊上部者 6 例；术后随访 1 个月到 3

年，平均 11.27 个月；睾丸回缩者 8 例，其中阴囊中部回缩至阴囊上口者 6 例，

阴囊上部回缩至腹股沟区者 2 例；术后随访时多普勒超声提示 56 例睾丸表面光

滑，回声均匀，5 例轮廓欠清，回声粗糙或略增强，5 例表现为萎缩包块且无明

显血流信号 ；除术前未探及的 3 例腹腔内睾丸外，63 例腹腔型睾丸经多普勒超

声计算手术前后的睾丸体积，体积缩小超过 20%者 9 例（经腹股沟管下降者 8

例，经腹壁下动脉内侧下降者 1 例，总萎缩率 14.3%，分别为 16.7%vs6.7%），其

中睾丸完全萎缩成包块者 5 例，均是经腹股沟管下降至阴囊中部或底部。1 例腹

腔型隐睾患儿行 Fowler-Stephens 分期手术，在二次手术时因睾丸无法牵至阴囊

内，家属要求切除睾丸。10 例行 Fowler-Stephens 一期手术，6 例获得随访，年

龄 6 个月到 13 岁；左侧 5 例，右侧 1 例；其中 2 例行腹腔镜加腹股沟切口，离

断睾丸引带者 2 例，经腹壁下动脉内侧下降者 2 例，睾丸固定于阴囊中下部及底

部者 5 例；随访 2 个月到 9 个月，无睾丸回缩及完全萎缩者，经多普勒超声测量

手术前后睾丸体积，缩小超过 20%者 2例（萎缩率 33%，经腹股沟管下降至阴囊），

超声提示轮廓欠清，回声粗糙或略增强，回声不均。 

结论： Fowler-Stephens 分期手术和一期手术对于腹腔型隐睾治疗可行，有效，

手术时腹腔型隐睾经腹股沟管下降至阴囊的萎缩率较高。  



26-新型“睾丸扭转评分系统”（ TWIST 评分系统）在我国小

儿阴囊急症应用的临床研究 

齐灿、史丽萍、胡岩、高靖达、柴红超 
河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目的：睾丸扭转是小儿泌尿外科最常见的急诊之一，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其临

床症状及体征多样性。目前睾丸扭转的诊断主要依靠查体和高频彩色多普勒血流

显像(CDFI）。高频多普勒超声检测用于睾丸扭转患者的检测确诊率高，但也有报

道由于睾丸部分扭转或扭转早期睾丸血流减少不明显而漏诊或延误病情导致睾

丸缺血坏死。因此睾丸扭转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成为关键。对此 Barbosa JA 等首次

提出睾丸扭转评分系统(Testicular Workup for Ischemia and Suspected 

Torsion ,TWIST 评分系统)，提高对睾丸扭转早期诊断水平，评分系统由五部分组

成：1、睾丸肿痛（2 分）2、恶心、呕吐（1 分）3、提睾反射消失（1 分）4、

睾丸质硬（2 分）5、高位睾丸（1 分）。总评分患儿被分为低、中、高风险组（(0–

2 分, 3–4 分, 5–7 分,），通过睾丸评分确定睾丸扭转评分高位风险节点（Cutoff），

得出该评分系统的敏感度与特意度，从而通过 TWIST 评分系统可以早期诊断睾丸

扭转，不完全依赖超声检查及弥补超声检查不足。 

方法：前瞻性选择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01 月我院就诊的阴囊红肿急诊患儿

200 例，所有入组患儿均经过超声诊断探查睾丸血流情况，超声初步诊断是否存

在睾丸扭转，术前收集记录患儿评分症状体征。所有患儿完成评分后进行加和得

总分。该评分系统有两个独立泌尿外科中级以上医师进行查体和评分，1 名高年

资泌尿外科医师进行复审。所有患儿完成术前检查后常规急诊手术准备后进行阴

囊手术探查，完成相应手术，术中确诊是否存在睾丸扭转后分为扭转组 A 组和对

照组 B 组。将患儿一般情况年龄、侧别及阴囊肿痛、恶心、呕吐、提睾反射消失、

睾丸硬质地、高位睾丸，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有意义指标进一步进行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回归多因素分析确定睾丸扭转的可能风险因素。绘制 ROC

曲线描述判定效能,ROC 曲线下面积( AUC 面积) ，确定 Cutoff 值，得出该 TWIST

系统的敏感度与特意度，从而检验该评分在国内患儿应用情况，评价该评分系统

应用价值，为以后睾丸临床诊治提供新思路。 

结果： 200 例阴囊急症患儿中 50 例（25%）经手术探查诊断睾丸扭转，126 例



（63%）为睾丸附件扭转，24 例（12%）为阴囊或睾丸感染性疾病。所有患儿以

左侧阴囊红肿多见 140 例（70%）。睾丸扭转患儿平均年龄 3.8 岁(0-16)。睾丸扭

转组就诊前平均疼痛时间 48.7 小时（5 小时-7 天），对照组 82.6 小时（12 小时-12

天）。在睾丸扭转组平均 TWIST 得分为 4.85（2-7）分，对照组平均评分为 1.42

（0-4）分。在睾丸扭转组低中高评分患儿例数分别为 2,18，30 例。对照组低中

高评分患儿例数分别为 105,42,3 例。12 例患儿睾丸复位后血运部分恢复行睾丸

固定术，38 例患儿睾丸切除术。高评分患儿 90.9%发生睾丸扭转，低评分患儿

98.1%未发生睾丸扭转。 

结论： TWIST 评分系统在睾丸扭转的临床诊断中具有较高评估价值，其可以适

当减少超声仪器依赖性和治疗成本，弥补超声检测在睾丸早期扭转血流减少不明

显情况，减少因为进行超声检查时间延误手术探查所导致睾丸坏死，为睾丸扭转

的诊治提供新思路，值得临床推广。 

  



28-睾丸附件扭转手术切除切除与保守治疗疗效对比 

刘闯 杨斌  陈海涛   河北省保定市儿童医院  电话：13011900079 

 

目的:比较睾丸附件扭转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恢复病程 

方法：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临床确诊睾丸附件扭转 106 例，年龄

10 月至 11 岁，平均年龄（5.16±4.07）岁，病程 1 天到 10 天。查体阴囊红肿、

触痛。均经彩超检查睾丸附睾间低回声肿物无血运，随机分为急诊阴囊探查手术

切除扭转附件组，60 例。输液保守治疗 46 例。通过对阴囊手术探查附件切除手

术组及输液保守组病程恢复时间比较。对患儿进行门诊每 3 天复查随访，以了解

两种治疗方法在临床治疗睾丸附件扭转病程。 

结果：睾丸附件扭转，急诊手术组，术中探查发现睾丸附件扭转行手术切除。术

后局部肿胀、疼痛恢复时间为 2-6 天，平均（3.83±1.71）天。输液保守组局部

肿胀疼痛恢复时间为 12-19 天，平均（14.24±2.12）天。发现患儿手术后局部肿

胀疼痛明显消退为术后 2-3 天明显好转，术后 3-6 天，肿胀疼痛消失，活动自如。

保守治疗恢复期为 12-19 天。保守治疗采取住院输液及门诊输液治疗。患儿局部

肿胀疼痛明显恢复时间为 12-16 天。手术治疗患儿局部肿胀、疼痛恢复时间较保

守治疗明显缩短病程，明显减轻患儿痛苦。 

结论：睾丸附件扭转手术切除较保守治疗，患儿局部肿胀、疼痛明显缩短。也明

显降减少患儿痛苦。手术探查能明确是否为睾丸扭转。我们基层医院彩超水平相

对有限的情况下，积极手术探查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治疗手段。 

 

  



94-探讨睾丸鞘膜积液鞘膜腔压力及压迫时间对睾丸发育的

影响 

 

邱颖 白东升 叶辉 郝春生 张晨捷 牛志尚 宋晋秋 王弘扬 刘晓萌 孙清 

 

目的：探讨睾丸鞘膜积液鞘膜腔压力及压迫时间对睾丸发育的影响。 

方法：2017.1--2017.12 我们收治的 35 例单侧睾丸鞘膜积液患儿入组，入组标

准：超声下阴囊内液性暗区最长径≥5cm，最短径≥2cm。患儿年龄 1 岁-5 岁 2

月，平均年龄 2 岁 2 月。发病时间 1 月-24 月，平均 10.5 个月。术前完成阴囊

超声检查，记录双侧睾丸体积、双侧睾丸差异（睾丸萎缩指数）；依据查体、超

声诊断明确后，行腹腔镜鞘状突高位结扎术，术中应用测压装置测定患侧鞘膜囊

压力。 

结果：本组 35 例患儿，行腹腔镜鞘状突高位结扎术、鞘膜腔测压术，鞘膜腔压

力波动于 4-32mmH2O。对比术前患侧与健侧睾丸体积，发现双侧睾丸体积存在显

著性差异；比较鞘膜腔压力、发病时间、患儿年龄与双侧睾丸差异（睾丸萎缩指

数）的相关性，发现其中发病时间、鞘膜腔压力与双侧睾丸差异有相关性。 

结论： 在较重度的睾丸鞘膜积液患儿中，鞘膜腔压力的增加和压迫时间的延长

对睾丸发育有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睾丸体积小于对侧。压迫时间越长、鞘膜腔

压力越高，其对睾丸发育的影响越严重。故一岁以上的鞘膜积液患儿，一经发现

应早期手术，手术治疗一方面可结扎未闭的鞘状突，另一方面可消除较大的鞘膜

腔压力，避免对睾丸产生压迫性损伤。 

  



122-腹腔镜技术在小儿高位隐睾中的疗效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 

韩晓敏刘丹丹 

Email:hanhanmin@126.com 

 

目的：探讨腹腔镜技术治疗小儿高位隐睾的疗效。 

方法：收集 2012年 1月-2015年 12月我院收治的隐睾患儿资料，共 512 例，其

中腹股沟及阴囊 B 超未探及单侧或双侧睾丸的高位隐睾共 148 例，年龄 1 岁-9

岁，常规行腹腔镜下睾丸探查术，术中发现 72 例患儿睾丸位于内环口，50例患

儿睾丸位于腹股沟，18例患儿睾丸位于肠管后方后腹壁上，8例患儿未探查到睾

丸。术中使用锐性和钝性分离相结合的方法来游离精索和输精管组织，并尽可能

的保留睾丸引带，使睾丸可顺利的经腹股沟管牵引至阴囊。经充分游离后，126

例患儿患侧睾丸可顺利经腹股沟管固定于阴囊内，14 例因睾丸位于较高，张力

较大，且精索较短，分期行 Fowler-Stephens 手术和睾丸再次下降固定术。126

例患儿术后分别 1月、3月、1年、2年定期复查及随访，失访 14例，所有随访

患儿均行阴囊 B超和性激素水平测定，记录睾丸大小、血供情况及性激素变化。 

结果：126 例随访患儿中，124 例术后 2 年内超声提示睾丸血供良好，睾丸大小

发育接近正常，激素水平接近正常，睾丸无萎缩及回缩，无腹股沟斜疝发生，随

访中发现 2例患儿出现睾丸萎缩。 

结论：腹腔镜技术治疗高位隐睾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的优点，是处理

高位隐睾的安全有效的方法。 

  



156-腹腔镜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治疗精索静脉曲张102例疗效

分析 

王浩、李守林、姜俊海、陈进军、刘晓东、周蔚、李伟模、孙丰浩 

目的：探讨腹腔镜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治疗儿童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 

方法：回顾分析2014年1月至2017年11月在我科行腹腔镜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治

疗精索静脉曲张的102例患儿的临床资料, 年龄8岁～16岁，平均12.1岁；病变位

于左侧100例，双侧者2例。体检、彩超均提示III°精索静脉曲张。彩超同时发

现左肾静脉受压者59例。合并包茎，同时行包皮环切术者42例。 

结果：102例均在腹腔镜下完成手术，手术时间20分钟～70分钟，平均39分钟。

术中发现鞘状突未闭者23例，同时做交通性鞘膜积液修补术；术中出血2～5ml，

平均3ml，无其他脏器损伤；术后住院观察2-3天,术后均无出血、腹腔感染及肠

粘连发生，腹部切口均甲级愈合，住院4-6天，平均4.8天。术后随访4月~24个月。

体格检查阴囊包块较术前明显减小、消失，复查彩超精索静脉宽度减小（小于3mm），

左侧睾丸发育追近右侧。术后有5例复发者，通过显微镜下再次手术，未再次复

发。 

结论:临床上,精索静脉曲张的手术方式有传统开放、腹腔镜以及开放显微镜手术。

随着腹腔镜技术在小儿外科的应用,腹腔镜精索静脉高位结扎具有术中出血少、

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可替代传统开放手术，越来越受到医师

和患者欢迎。精索静脉曲张手术总体复发率。本组复发率4.9％，通过显微镜下

再次手术解决。 

【关键词】儿童；精索静脉曲张；腹腔镜手术；精索静脉高位结扎 

 

 

 

 

 

 

 

 

 

 

 



197-单中心 10 年回顾性研究儿童阴囊包块临床特点：附 186 例

报告 

林涛，石秦林，张德迎，刘星，李旭良，何大维，魏光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泌尿外科，重庆 400014 

lintao272@yahoo.com 
 

目的：探讨总结儿童阴囊包块临床特点、病理特征及诊疗方案，提高对该疾病认

知，避免造成误诊。 

方法：回顾性研究本院近 10 年收治的儿童阴囊包块的临床资料。 

结果：本组 186 例患儿多以无痛性阴囊包块就诊，术前超声以实质性、囊实性、

囊性包块为主，少见钙化。186 例均行阴囊探查术，术中冰冻结果与术后确诊率

达 96.3%，2 例睾丸胚胎性横纹肌肉瘤，2 例睾丸腺瘤样瘤，3 例阴囊壁胚胎性横

纹肌肉瘤依靠术后石蜡切片确诊。186 例阴囊肿块中丸肿块例 148 例(80.1%)，包

括卵黄囊瘤 59 例，未成熟畸胎瘤 8 例，成熟畸胎瘤 56 例，表皮样囊肿 17 例，

转移性肿瘤 5 例（白血病 3 例，肾胚胎性瘤 2 例），胚胎性横纹肌肉瘤 2 例，腺

瘤样瘤 2 例，血管瘤 1 例；附睾囊肿 5 例(2.7%)；阴囊壁块 31 例包括(16.7%)，

表皮样囊肿 12 例，淋巴管瘤 6 例，脂肪母细胞瘤 3 例，纤维脂肪瘤 3 例，胚胎

性横纹肌肉瘤 3 例，血管瘤 2 例，间叶组织瘤 1 例，疥疮结节 1 例, 186 例均经

术后病理学诊断，。 

结论：儿童阴囊包块多以无痛性阴囊肿块就诊，术前检查较难区分，术中病理切

片能够较好的提示手术方式，术后病理对其后续治疗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儿童；阴囊包块；回顾性研究 

  



99-腹腔镜 Fowler-Stephens 一期手术治疗高位隐睾的临床

效果研究 

 

目的：评价腹腔镜 Fowler-Stephens 一期手术治疗高位隐睾的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1-2017.12 我们采用 Fowler-Stephens 一期手术治疗的

20例高位隐睾患儿，本组患儿均为单侧隐睾，年龄 7-23月，平均年龄 15.5 月，

左侧 4 例，右侧 16 例，术前行睾丸超声检查及性激素检查，手术采用 3 孔腹腔

镜技术，本组的隐睾位置均位于内环口上方，于睾丸上方游离一小段精索血管，

将精索血管切断，将睾丸及输精管周围的腹膜及纤维组织进行游离，充分保留输

精管血管及其与睾丸间的血管交通支，阴囊横切口，在腹腔镜 5mm血管钳的引导

下将睾丸经腹股沟管牵引至阴囊内，并与阴囊肉膜固定，内环口适当缝闭。本组

手术均一期将隐睾侧睾丸固定于阴囊内，20例均无中转，手术时间 30-66 分钟，

平均 51 分钟，术后第一天出院。术后 6 个月复查睾丸超声及性激素，随访时间

6个月。 

结果：本研究为自身对照的疗效研究。我们将每例患儿的术前、术后的超声测量

的睾丸体积及性激素分别进行自身对照研究。结果如下：（1）20 例术后 6 个月

复查睾丸位于阴囊内，无回缩。（2）睾丸无萎缩，超声复查睾丸体积 20 例均有

增长，0.9%—6.1%，平均 3.3%，睾丸体积无缩小。（3）激素：睾酮（T）、雌二

醇（E2）术后无变化，催乳素（PRL）较术前升高（9.4%—137%），平均 28.2%，

促卵泡成熟激素（FSH）较术前升高（4.8%-37%），平均 26.4%。 

结论：1、术后睾丸无回缩、萎缩，睾丸体积的增长可能与术后局部组织水肿等

因素相关，应继续随诊追踪。2、术后激素水平测定中催乳素、促卵泡成熟激素

的升高对判断术式的效果及患侧睾丸的功能恢复，值得进一步探讨。3、腹腔镜

手术有较好的术野及较大的操作空间，能快速找到腹腔内的睾丸，减少手术探查

的时间及损伤，缩短患者住院及术后恢复时间，腹腔镜 Fowler-Stephens 一期手

术是治疗高位隐睾有效的手术方法，值得进一步推广。 

  



119-保留单侧扭转睾丸是否影响健侧睾丸，三十年文献争论回顾 

李宁 张文 周学锋 袁继炎  

lining207@foxmail.com 

作者单位：430030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小儿外科  

目的：探讨单侧睾丸扭转但未完全坏死，保留患侧睾丸是否会对健侧产生不利影

响。 

方法：通过 Pubmed 检索单侧睾丸扭转或缺血相关文献，分析动物实验与临床长

期随访数据，综合评价研究结果 

结果：共搜索到显著相关英文文献 20篇，最早研究开始于 1978年，其中动物模

型研究 14篇，临床研究 6篇。通过综合文献分析发现，血睾屏障主要形成于 11-13

岁，8岁前尚未开始形成，因而在血睾屏障形成之前单侧睾丸扭转对健侧睾丸无

损伤（动物研究 1 篇）。关于单侧睾丸扭转是否会对健侧睾丸产生不利影响仍有

争议（有影响：无影响，动物 9篇:4篇，临床 2篇:3篇），然而保留患侧睾丸不

一定会进一步加重健侧睾丸的损伤（动物研究无影响 1 片，临床研究无影响 1

篇，临床研究稍有影响 1篇） 

结论：综合大多数文献的结果，目前可得出的结论是 1.8岁前，保留部分坏死睾

丸对健侧无影响；2.青春期后，单侧扭转对健侧有影响；3.青春期后，是否保留

扭转睾丸对健侧睾丸的影响不会显著加重。 

  



124-经脐单部位腹腔镜手术治疗睾丸横过异位的随访观察 

 

童强松  梅红  普佳睿  李聃  王晓静  方二虎 

湖北武汉 43002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小儿外科 

目 的：睾丸横过异位 (transverse testicular ectopia) 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睾丸位

置异常畸形，表现为一侧睾丸异位到对侧。经脐单部位腹腔镜手术是一种新型的

微创术式，具有微创、美观等优点。本研究旨在探讨经脐单部位腹腔镜手术治疗

睾丸横过异位诊治中的临床疗效。方 法：睾丸横过异位术前诊断主要依靠病史、

B 超、MRI；经脐单部位腹腔镜手术采用脐部 5 mm 小切口建立气腹，置入 Trocar

及 30°镜，再分别在脐轮缘或腹壁做 3 mm、3 mm 小切口，置入 3 mm 抓钳、3 mm

剪刀。术中探查精索血管、输精管走行及其与异位睾丸的关系、有无苗勒氏管残

留。术中仔细分离两个睾丸及其输精管、精索血管，若精索血管均较长，则将睾

丸分别下降至同侧阴囊固定，如一侧精索血管较长而另一侧较短，则将精索血管

较长的睾丸通过阴囊固定于对侧阴囊，而将另一睾丸固定至同侧阴囊。术后第 1

月、6 月、12 月、24 月定期随访，行 B 超检查。结 果：10 例手术均一期完成，

无中转开放式手术。手术时间 42～75 min，平均 61.2 min，术后住院时间平均

2.5 d。术后随访 24～36 个月，双侧阴囊饱满，睾丸位于阴囊内低位，B 超示双

侧睾丸血流信号未见异常，无睾丸萎缩、回缩、坏死等并发症发生。脐部切口无

明显疤痕，外观满意。结 论：经脐单部位腹腔镜手术治疗睾丸横过异位是一种

安全、可行的方法，具有腹壁无疤痕，具有微创、美观等优点。 

 

关键词：睾丸横过异位；经脐单部位；腹腔镜；儿童  

 

  

http://service.ilib.cn/Search/Search.aspx?Query=%e7%ab%a5%e5%bc%ba%e6%9d%be


148-复发隐睾再手术治疗 35 例临床分析 

 

夏红亮 周云 严向明 张婷 付明翠 曹戌 戴澍 

目的：探讨隐睾术后睾丸回缩的原因及治疗措施。 

方法：回顾分析 35 例复发隐睾患者临床资料，其中双侧隐睾术后一侧睾丸回缩

11 例，单侧隐睾术后睾丸回缩 24 例。患者首次行睾丸固定术时平均年龄为 1.9

岁，其中经腹股沟区睾丸固定术 28 例（28/35,80%），经阴囊睾丸固定术 4 例（4/35, 

11.4%），腹腔镜下睾丸固定术 3 例（3/35,8.6%）。再次行睾丸固定术时平均年龄

为 5.2岁，所有患儿均经腹股沟区手术。术后随访行阴囊体检确定术后睾丸位置，

超声确定睾丸大小。 

结果：35 例患儿再次手术时均发现腹股沟区精索周围瘢痕形成；22 例首次经腹

股沟区行睾丸固定术患者再次手术时发现鞘状突未在高位结扎或未结扎

（22/28,78.6%）；4 例首次经阴囊行睾丸固定术患者再次手术时发现鞘状突均未

在高位结扎（4/4, 100%）。所有患儿均随访 6 个月以上，其中 33 例经过再次手

术后睾丸位于阴囊内（3/35,94.3%），2 例发生睾丸萎缩（2/35, 5.7%）。24 例单侧

隐睾再次术后睾丸体积明显小于健侧。 

结论：首次睾丸固定术精索未充分松解是导致隐睾术后睾丸回缩的主要原因，首

次手术时间和手术前睾丸位置也可能是导致隐睾术后睾丸回缩的因素。及时发现

睾丸回缩并再次行手术治疗可取得满意的效果，但睾丸发育会较健侧差。 

 

  



231-小儿睾丸扭转是否能够保留睾丸的危险因素分析 

殷晓鸣，杨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泌尿外科 

目的：评估小儿睾丸扭转的临床及超声特点，分析睾丸是否能够保留的因素，以

便对临床医生在治疗睾丸扭转中切除或保留睾丸提供帮助。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住院手术治疗的睾丸扭转患儿

发病时的气温，临床及彩超特点。行睾丸固定且确定睾丸存活标准：睾丸扭转复

位后睾丸颜色恢复，睾丸放射状切口扭转复位后 10 分钟有新鲜血流出，术后 2

天复查睾丸血运正常。睾丸切除及坏死诊断标准：睾丸扭转复位后睾丸颜色无恢

复，睾丸放射状切口扭转复位后 10 分钟无新鲜血流出，术后病理诊断睾丸坏死。 

结果：10 年间我院小儿泌尿外科共收治 105 个睾丸扭转患者，扭转睾丸数 105

个，患儿年龄 102.75±57.85 月（0.07 月-168 月），睾丸切除患儿年龄（95.1±60.8

月）小于睾丸固定患儿年龄（118.1±48.7 月）（P＜0.05），发病时气温 7.8±14.4℃

（-21.5℃-28℃），右侧 29 例（27.6%），左侧 76 例（72.4%），发病时间 49.4±67.9

（2-456）小时，睾丸切除患儿发病时间（58.8±67.6 小时）长于睾丸固定患儿

（30.7±65.7）（P＜0.05），以腹痛为首发症状的 26 例（24.8%），隐睾睾丸扭转

18 例（17.1%），非隐睾睾丸扭转 87 例（82.9%），出现阴囊红肿 68 例（64.8%）。

彩超检查睾丸血运消失 96 例（91.4%），睾丸血运减少 9 例（8.6%），睾丸回声均

匀 23 例（21.9%），睾丸回声不均匀 82 例（78.1%），扭转侧睾丸大小 6.2±5.5ml，

大于对侧睾丸大小 3.7±3.6ml（P<0.05）。手术中发现左侧睾丸顺时针扭转 25 例

（23.8%），逆时针扭转 51 例（48.6%）；右侧睾丸顺时针扭转 23 例（21.9%），逆

时针扭转：6 例（5.7%）。睾丸扭转度数 524.6±191.1 度（90°-1080°），睾丸

切除患儿睾丸扭转度数（ 564.4±181.2°）大于睾丸固定患儿（444.9±187.7°）

（P＜0.05）。睾丸固定 35 例（33.3%），睾丸切除 70 例（66.7%）。其中患儿阴囊

红肿（OR=0.552，P＜0.05），彩超睾丸回声不均匀（OR=0.546，P＜0.05），睾丸

血运消失（OR=0.339，P＜0.05）与睾丸坏死相关。阴囊红肿[OR=0.028  95%CL

（0.005-0.176）]以及睾丸回声不均[OR=0.01  95%CL（0.006-0.182）]是睾丸

切除的危险因素。 

结论：睾丸扭转患儿的受累侧睾丸大于健侧睾丸，睾丸切除的患儿年龄小于睾丸

固定患儿，睾丸切除的患儿发病时长和睾丸扭转度数均大于睾丸固定患儿。阴囊



红肿，彩超睾丸回声不均匀，睾丸血运消失与睾丸坏死相关，其中阴囊红肿和睾

丸回声不均是睾丸扭转坏死切除的危险因素。 

  



295-腹腔镜下精索血管高位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患儿睾丸

发育影响 

廖  兵  曾德峰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类型（编号） 

作者单位：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儿外一科（重庆市，邮编 404000）；  

通信作者：曾德峰，Email：myho1210@sina.com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精索血管高位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患儿睾丸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取精索静脉曲张患儿 52 例，采用腹腔镜下精索血管高位结扎术进行治疗，

并随访 1年。观察并记录患儿手术相关指标；测量并比较手术前后患侧曲张静脉

最大直径和两侧睾丸体积；评估并比较术后两侧睾丸血供和血运，统计患儿恢复

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52 例患儿均成功完成手术，三孔法平均手术时间（40.32±11.06）min，

单孔法平均手术时间（25.25±8.55）min。术后 1 d，患儿阴囊曲张静脉团显著

减小。术后无阴囊红肿、睾丸萎缩及鞘膜积液等并发症发生，随访期间无复发病

例。经 CDFI彩超检查，患儿睾丸血流状态和血运良好，回声均匀。与术前比较，

术后 1 个月至术后 6 个月患儿患侧精索静脉曲张直径显著减小（P<0.05 或

P<0.01）；与术前比较，术后 3个月至术后 6个月患儿左侧睾丸体积均明显增大，

且从术前至术后 3个月患儿右侧睾丸体积显著大于左侧（P<0.05或 P<0.01）；术

前至术后 3 个月患儿两侧睾丸体积差值差异明显（P<0.01）；术后 6 个月两侧睾

丸体积差值无显著差异化（P>0.05）。 

结论:腹腔镜下精索血管高位结扎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患儿，安全可靠，睾丸萎

缩可能小。特别是经脐单孔腔镜手术操作简单，值得推广。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儿童；儿童；结扎 

 

 

 

 

 



 

 

 

 

 

 

 

 

 

 

专场二：膀胱输尿管反流、结石、感染 

 

 

 

 

 

 

 

 

 

 

 



282-尿路逆流的最新趋势 

张北叶厦门长庚医院 
 

当小儿发烧时，如果能怀疑尿路感染并检查尿液，那么许多病婴可以及早

诊断出尿路逆流。过去 50 年，许多医学研究对膀胱输尿管逆流做出各方面的探

索。因此，建立起的信念是：如果幼儿发烧，应检查尿液。一旦尿液检查发现感

染，就积极治疗，并进行逆行性膀胱输尿管检查(VCUG)。此检查可发现许多病例

有膀胱输尿管逆流(VUR)。 

 

如果证实为逆流，就依严重度，分别给予抗生素预防感染，或是施行手术，

彻底解决逆流现象。最终目的是在避免肾脏受损，导致肾衰竭的结果。 

这种观点最近有了重大的改变，推翻以上的想法。 

最近美国、瑞典、英国及澳洲都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前瞻性研究，并分别发表结果，

整理成 2010年以后的临床指引(Guideline)。这些大型研究的结果显示，尿路逆

流并非像过去所想象的严重。虽然高度逆流会增加感染机会，但是单纯尿路逆流

并不是引起感染，更不是造成日后肾衰竭的起因。 

低度逆流在处理感染事件后，并不需要长期给予抗生素预防， 

不必注射玻尿酸，不必再次进行逆行性检查(VCUG)，更不必手术。 

高度逆流仍有待更多研究结果才能下结论。 

由此新认知，我们更需针对病患做出个别化处理，判断目前治疗是否有利于肾脏

的保护。 

总结目前的临床指引: 

1. 单纯逆流是不必做治疗 



2. 输尿管逆流病患应减少 VCUG追踪 

3. 减少轻度逆流的过度治疗，只有肾脏明显受损才需考虑手术。 

 

 

  



3-腹腔镜下 Lich-Gregoir 术在婴幼儿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

中的应用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小儿泌尿外科 

贾炜胡金华朱士博邓富铭高晓峰陈桂芳龙旺军 

目的：评价腹腔镜下 Lich-Gregoir术治疗婴幼儿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的效果。 

方法：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 18 例婴幼儿（<1 岁）在我科行腹腔镜

Lich-Gregoir 手术治疗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23例患儿，均因反复尿路感染收治，无伴其它泌尿系统畸形及手术病史，

平均年龄 6.5个月（3～12月）。男 8例，女 15 例，排尿行膀胱尿道造影（VCUG）

提示膀胱输尿管反流，其中双侧 6 例，单侧 17 例，另外Ⅴ级 6 侧，Ⅳ级 18 侧，

Ⅲ级 5 侧。DMSA 肾图证实均存在一侧或双侧肾瘢痕，所有病例均经腹腔入路膀

胱外完成腹腔镜下 Lich-Gregoir手术，平均手术时间为 150min（100～200min），

术中出血少，术中无须放置 D-J 管，术后平均住院时间 6 d（5～7 d）。平均随

访 12.5 个月（6～18 个月），所有患儿术后 3 个月 VCUG 复查证实膀胱输尿管反

流均完全消失，无发热性尿路感染及新的肾瘢痕形成。1例患儿术后出现短期尿

潴留，留置导尿 1 周后症状消失，3 例在术后一个月内反复出现尿常规 WBC++，

抗生素治疗后消失。另外 1例出现了术后输尿管远端梗阻、感染，予以再次腹腔

镜探查松解输精管压迫，拆除 1针后明显缓解。 

结论：我们的经验显示腹腔镜下 Lich-Gregoir 手术安全、有效、创伤小、不需

要打开膀胱术后恢复快，并且较好解决了婴幼儿膀胱容量少、三角区小而不易输

尿管再植的问题，有望成为治疗婴幼儿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尤其是双侧病变

较理想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原发性膀胱输尿管返流；腹腔镜；Lich-Gregoir术 

  



11-腹腔镜与开放术式重复肾输尿管切除术的疗效比较 

 

目的：比较开放术式与腹腔镜下行重复肾输尿管切除术治疗小儿重复肾畸形的临

床疗效。 

方法：将 2013.10—2017.12 我科收治的重复肾畸形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行重复肾

输尿管切除术，一组为腹腔镜手术组、为经脐三通道腹腔镜术式，另一组为开放

手术组、为患侧肋缘下腹直肌外缘横切口腹膜外通路术式。所有患儿均为上半肾

重复肾、输尿管全程扩张、重复肾发育不良伴不同程度积水。其中腹腔镜组 23

例，男 9 例、女 14 例，左侧 13 例、右侧 11 例，年龄 13 月-7 岁、中位年龄 2

岁 8 月。开放术式组 27 例，男 11 例、女 16 例，左侧 15 例、右侧 12 例，年龄

8 月-6 岁、中位年龄 2 岁 4 月。随访 3 月-4 年，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

后疼痛、术后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外观满意度。 

结果：腹腔镜组，手术时间 1 小时 30 分钟-3 小时 30 分钟、平均 2 小时 25 分钟；

出血量 5ml-20ml、平均 11ml；术后疼痛轻微、患儿平静；术后住院时间 3-7 天、

平均 5 天；术后一例发生输尿管残端感染，保守治疗痊愈；疤痕轻微，家长满意。

开放手术组，手术时间 1 小时 20 分-2 小时 50 分、平均 2 小时 5 分钟；出血量

15ml-80ml、平均 35ml；术后疼痛明显、患儿烦躁；术后住院时间 6-10 天、平均

8 天；术后 6 例发生输尿管残端感染，其中 5 例保守治疗痊愈、1 例再行手术治

疗；患侧上腹部留有明显线状疤痕。 

结论：与开放术式比较，腹腔镜微创手术行重复肾输尿管切除术具有创伤小、痛

苦少、恢复快、并发症少、微创美观的优势，值得推广应用。 

 

  



44-小儿遗尿与膀胱输尿管反流的相关性研究 

文建国 徐鹏超 王焱 王庆伟  任川川  崔林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尿动力中心及泌尿外科，郑州 450052 ） 

目的：探讨小儿遗尿与膀胱输尿管反流( vesicoureteral reflux,VUR)的关系，

筛选小儿 VUR的高危因素，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尿动力学中心以遗尿为首要诊断就诊并且

神经功能正常的儿童和青少年 83例(男 36例,女 47例),年齡 5~16岁,平均(9.42

士 3.21)岁。所有患儿进行排尿性膀胱尿道造影(VCUG)检查以评估膀胱输尿管反

流情况,并进行尿常规、尿培养、肾脏和膀胱超声检查。尿动力学检查包括尿流

率、盆底肌电图和膀胱压力容积测定。泌尿系检查的准入标准包括泌尿系超声异

常、白天尿失禁、尿动力学检查异常、尿路感染或者同胞兄妹中有 VUR 病史等。 

结果：48例(57.8%)出现单症状性夜遗尿(MNE),35 例(42.2%)非单症状性夜遗尿

(NMNE)。13例(15.7%)出现 VUR。t检验结果显示,白天尿失禁患儿、女性患儿和

当前伴有尿路感染的患儿 VUR发病率明显升高(P<0.05);多自变量 logistic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只有白天尿失禁、当前尿尿路感染和性别的回归系数检验有统

计学意义(P<0.05),vUR 与患儿年龄遗尿类型(原发性或继发性)、遗尿频率、有

无遗尿家族史、既往尿路感染病史、有无排便异常和除白天尿失禁外的白天尿路

症状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VUR常见于白天尿失禁的遗尿患儿,建议存在白天尿失禁的遗尿患儿进一

步进行相关检查。当前尿路感染是遗尿患儿发生 VUR的高危因素。 

【关键词】遗尿;膀胱输尿管反流;回归分析 

  



179-基于 CT 图像建立小儿肾结石三维模型及仿真手术研究 

 

目的：基于 CT 扫描原始图像建立小儿肾结石三维模型，为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

参考。   

方法：选取 9 例肾结石患儿分别进行泌尿系 CT 扫描检查，所得资料以 DICOM 格

式储存并将其导入医学影像软件 Mimics ，通过自动与人工描绘等功能提取所需

区域进行三维重建，获得小儿肾结石三维模型，并利用机械画图软件 Solidworks

建立手术器械模型，对三维肾结石模型进行虚拟仿真手术操作。   

结果：成功建立了包含骨骼、肾实质、集合系统、血管、结石及毗邻器官在内的

小儿肾结石三维模型及手术器械模型，并完成虚拟手术操作。   

结论：通过 Mimics 软件结合 CT 扫描资料建立小儿肾结石三维模型有效、可行，

能直观的显示肾内结构及毗邻脏器，有助于术者进行术前规划。 

  



53-汉族儿童尿路结石的代谢评估-单中心经验 

方晓亮 贺雷 耿红全 徐国锋 林厚维 徐卯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泌尿外科 

作者：方晓亮 E-mail:fangson@139.com  

国家卫计委儿童结石病诊疗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外科 

目的:对中国汉族尿石症儿童进行全面的代谢评估,以明确尿石症的病因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年 4月至 2017年 6月间收治的 137例尿路结石患儿临床资

料，其中 100 例患儿行全面的代谢评估,包括２４小时尿液分析、血生化全套以

及结石成分分析. 

结果:高钙尿 35例,高草酸尿 75例,低枸橼酸尿 47例,高尿酸尿 5例,胱氨酸结石

10例,高钙尿+高草酸尿+低枸橼酸尿者１３例,高草酸尿+低枸橼酸尿 21例,高草

酸尿+高钙尿 15例,高钙尿+低枸橼酸尿４例 

结论:儿童尿路结石患儿往往存在代谢异常,所有尿石症患儿均应行全面的代谢

评估,从而明确病因并减少结石的复发. 

 

 

  



70-2 个月以下婴儿尿路感染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单中心

调查 

姜大朋，史政洲，赵海腾，何蓉，吴少锋，孙洋，钟量，邢晓宇，孙杰 

作者单位: 200127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小儿泌

尿外科 

Email： Jdp509@163.com 

目的: 2016年美国儿科学会修正了儿童发热性尿路感染的处置方案，其针对 2-24

个月的患儿提出了排尿性膀胱尿道造影（VCUG）检查的指征，但对于 2个月以下

婴儿（尤其新生儿）尿路感染的处理流程目前仍未取得一致性意见。对于这部分

患者的临床及影像特点探讨较少，故本文对 2个月以下婴儿尿路感染的临床及影

像学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对于这部分患儿 VCUG 检查的必要性作一探讨。 

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13 年 6 月至

2017年 12月间收治的 2个月以下尿流感染婴儿的临床资料。患者常规行尿常规、

尿细菌培养、血常规、肝肾功能及泌尿系超声检查，部分患者行 VCUG 检查。收

集患儿的病例资料，归纳总结其存在的临床症状及影像学异常等检查结果。 

结果: 我院共诊治年龄在 2个月以下的尿路感染婴儿 100例。尿中分离的病原菌

前 3位分别为大肠埃希氏菌、屎肠球菌及粪肠球菌。全部患者行泌尿系超声检查，

其中有 44（44%）例提示泌尿系统异常，轻中度肾积水为最常见的超声表现，SFU3

级以上的肾积水有 5 例，2 例患儿超声提示肾重复畸形，4 例提示输尿管迂曲扩

张。共有 29 例患儿接受了 VCUG，其中有异常发现的仅 2 例（占 7%），为 2 级膀

胱输尿管反流。 

结论：在 2个月以下尿路感染婴儿中，有 44%的病例泌尿系超声提示异常，但仅

有 9%病例表现为严重的泌尿系统结构异常。有 7%的病例 VCUG检查提示有输尿管

反流，且为低级别反流。对于 2 个月以下的尿路感染患儿，VCUG 检查的阳性率

较低，在超声提示严重或持续性泌尿系统结构异常的病例中行 VCUG 检查的临床

意义较大。 

[关键词]  尿路感染；膀胱输尿管反流；排尿性膀胱尿道造影 

 

 



77-儿童复杂性泌尿系结石的腔内外科治疗策略 

王翔 阮双岁 毕允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泌尿外科，上海 201102 

 

目的：复杂性泌尿系结石是指鹿角形结石或多部位、多发性结石。以往认为儿童

泌尿系结石成石时间短，结构比较单一，处理相对简单。但近年来临床实践中发

现儿童复杂性泌尿系结石并不少见，有的治疗起来十分棘手。本文总结了我院近

十年来的临床资料，探讨儿童复杂性泌尿系结石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策略。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9～2017.3期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儿童泌尿系结石临床资

料库。共收治复杂性泌尿系结石72例，男56例，女16例。首次治疗年龄5个月～

14岁（中位年龄 2岁），其中婴儿（≤1岁）19例，幼儿（≤3岁）20例，学龄前

儿童（≤7岁）15例，儿童（>7岁）14例。单肾多发结石10例，双肾多发结石24

例；双肾合并输尿管结石14例；双肾合并输尿管及膀胱结石3例；双肾合并膀胱

结石4例；双输尿管结石3例；肾结石合并输尿管结石6例；输尿管合并膀胱结石1

例；肾结石合并膀胱结石3例；肾结石合并VUR3例，肾结石合并马蹄肾1例。所有

病例中12例为鹿角形结石。分别采用微创经皮肾镜碎石（MPCNL）、输尿管镜碎

石（URS）和膀胱镜下碎石治疗。术后结石成分分析（红外光谱法）证实为草酸

钙结石52例，胱氨酸结石18例，尿酸铵结石1例，六水磷酸铵镁结石1例。 

结果：应用以上3种微创外科技术，72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共进行MPCNL 60

次；URS 60次；膀胱镜下碎石 10次。接受1次手术者 30例；2次手术者 23例；3

次手术者 13例；4次手术者 4例；5次手术者 1例；9次手术者 1例。患儿随访6

个月～8年，通过B超发现，39例（54.2%）患儿结石消失、无复发；15例（20.8%）

患儿有肾结石残留；18例（25%）患儿有肾结石复发。 

结论：儿童复杂性泌尿系结石主要成分为草酸钙结石和胱氨酸结石，采用上述微

创外科方法治疗后，约有半数患儿能够完全清除结石。对于此类结石，最好进行

基因诊断明确病因，并且术后给予药物口服以预防结石的复发。 

  



105-经尿道输尿管镜气压弹道或钬激光碎石治疗小儿输

尿管及下尿路结石 

 

马洪 1  赵泽驹 2  李道兵 2  尚献会 1  刘红 1  刘斌 1 王操 1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1小儿外科    2泌尿外科 563003 

 

目的：探讨经尿道输尿管镜气压弹道或钬激光碎石治疗小儿输尿管及下尿路结石

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应用 6.0/7.5Fr、8.0/9.8Fr 输尿管镜气压弹道或钬激光碎石

治疗小儿输尿管及下尿路结石 58 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39 例，女 19 例，年龄

1.5～13 岁，平均 5.5 岁。尿道结石 15 例，膀胱结石 17 例，输尿管结石 26 例

（右侧输尿管中下段结石 13 例，上段结石 2 例；左侧输尿管中下段结石 10 例，

上段结石 1例）。在输尿管镜下采用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 15例，钬激光碎石

术 43 例。全部病例均留置不同型号（6Fr-10Fr）的硅胶尿管 5-7 天，输尿管结

石者术后在输尿管内留置不同型号的双“J”管（3Fr-5Fr）1-2月，再次住院取

出；所有病例应用 B 超或静脉尿路（IVU）造影检查随访 3~18个月。  

结果：58例中 53例尿路结石一期全部清除，清除率（91.40%），5例膀胱残石间

隔 1月二期再次住院行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取石术。全部病例中 2例上段输尿

管结石因与输尿管壁息肉粘连重，中转开放手术治疗；另 1例大龄儿童的上段输

尿管结石，因输尿管偏长且结石接近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术中操作困难，改行腹

腔镜下切开取石术。15例在输尿管镜下行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中，1例发生输尿

管粘膜下假道；43例钬激光碎石术中，1例发生输尿管穿孔，均经留置 5Fr 双“J”

管 2月治愈。所有病例随访期间均未见输尿管狭窄、结石复发，以及尿道狭窄等

并发症。 

结论：选择合适的输尿管镜，掌握熟练的操作技术，应用经尿道输尿管镜气压弹

道碎石取石术或钬激光碎石术治疗小儿输尿管及下尿路结石是安全可靠的，也是

治疗小儿输尿管及下尿路结石的微创方法之一。   

[关键词]  儿童；输尿管镜；尿路结石 

 



181-儿童尿酸氢铵结石 30 例诊治分析 

李创业 赵夭望 唐英 刘李 童方运  

湖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长沙 410007 

目的：探讨儿童尿酸氢铵结石的病史、临床特点、诊断和治疗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 30 例儿童尿酸氢铵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男 24 例，女 6 例。

早产儿 1例，余均为足月产，出生体重 2.50～4.45Kg,平均 3.27Kg，无低体重儿。

确诊年龄 0.8～11.1 岁，平均 3.9 岁。肾结石 16 例，其中，双肾结石 1 例，伴

对侧输尿管结石 3例，伴膀胱结石 1例；单侧输尿管结石 3例，单纯膀胱结石 6

例，单纯尿道结石 5 例，其中 1例为尿道憩室结石，外院行尿道成形术，术后出

现尿道狭窄伴结石形成，遂行尿道切开取石术，术后出现尿道憩室伴结石并远端

尿道狭窄。下尿路结石患儿占比为 11：30，结石大小 4～25mm，平均 12.1mm。

结石平均 CT 值 464.5HU。初诊时尿 PH 值 6～8.5，平均 6.5。1 例右侧肾盂输尿

管交界处结石并左侧输尿管下段结石患儿因少尿、腹胀就诊，初诊血尿酸

1101.15μmol/L，肌酐 634.9μmol/L，尿素氮 43.96mmol/L，其余患儿此三项指

标均正常。5例肾结石患儿行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MPCNL）；另 11 例肾结石患

儿行逆行输尿管软镜碎石术（RIRS），术前均留置双 J管 4周；输尿管、膀胱及

尿道结石均行输尿管镜碎石术（URL）。 

结果： 1例患儿有 “肠穿孔、肠造瘘”病史，术后病理示“肠神经发育不良”，

长期处于中度营养不良状态。1例患儿因有车祸外伤史，行“右下肢截肢、横结

肠造瘘术”，就诊时呈中度营养不良状态。1例患儿有“肺炎、脓毒血症”病史，

伴营养性缺铁性贫血。1例患儿合并乳糖不耐受、重度贫血、低蛋白血症、尿真

菌感染等。所有患儿均经智能结石成分分析仪确诊为纯尿酸氢铵结石，占同期所

有结石患儿的 8.2%，一期结石清除率为 100%（30/30）。无术后发热、输血、尿

外渗、胸膜损伤等并发症，术后住院时间 3～10 天，平均 4.7 天。随访 3～36

月结石均未复发。 

结论：尿酸氢铵结石在儿童结石中所占比例较成人高，其病史、临床特点、治疗

存在特殊性；儿童尿酸氢铵结石被认为与低动物蛋白、低磷、高谷物比重饮食，

以及胃肠炎、脱水等因素有关，本次研究与之相符；腔镜联合钬激光在儿童胱尿

酸氢铵结石中效果显著，清石率较其它类型结石高，复发率低；与尿酸结石不同，

尿酸氢铵结石不能采用酸化或碱化尿液的方法进行溶石治疗. 



191-儿童输尿管开口异位术后持续尿失禁的原因分析 

何大维，吴双霜，魏春，曾玉佩，陆鹏，张德迎，刘星，林涛，魏光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泌尿外科，重庆，400014 

 

目的:探讨儿童输尿管开口异位术后仍然尿失禁的原因及诊治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收治的 8 例输尿管开口异位术后仍尿失禁患儿的临床资料。

8例均为女性，年龄 2-8岁。左侧 3例，右侧 4例，双侧 1例。8例均表现为会

阴持续漏尿，其中 7 例有正常分次排尿，余 1 例无正常排尿。术前行 B 超检查 7

例，IVP 检查 6例，CTU检查 2例，膀胱镜检查 6例。其中 5例明确找到异位输

尿管开口，3例开口于膀胱颈，1例开口于尿道后壁，1例开口于阴道侧壁。6

例行患肾及输尿管切除术，1例行膀胱输尿管再植术。 

结果:术后 8例均仍有会阴持续漏尿，术后 2例失访，余 6例平均随访 38 个月。

随访中发现，1例有膀胱阴道瘘，1例有尿道阴道瘘，1例存在短尿道畸形，1

例存在女性尿道下裂、膀胱颈功能不全，1例合并膀胱颈宽大畸形，无贮尿功能，

1例双侧输尿管再植患儿，伴有膀胱容量小、膀胱颈功能不全、短尿道畸形等导

致尿失禁的原因。 

结论:术后仍尿失禁可能的原因有：双侧输尿管开口异位误诊为单侧输尿管开口

异位；漏诊合并存在的下尿路解剖结构异常或功能异常。建议术前仔细检查上、

下尿路情况，明确分析可能导致尿失禁的原因。对于合并下尿路畸形者，建议一

次手术处理。 

【关键词】 输尿管开口异位；尿失禁；儿童 

 

 

  



254-6 月龄以下婴儿泌尿系结石梗阻导致急性肾衰竭的临床

分析 

黄一东 曾莉 马学 张杰 袁淼 康磊 单伟 黄桂珍 黄鲁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小儿外科 

 

目的:回顾总结泌尿系结石导致 6 月龄以下婴儿泌尿系梗阻所致急性肾衰竭的临

床诊治经验，以提高救治水平。 

方法: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小儿外科收治 6 月龄以下、

双侧泌尿系梗阻所致急性肾衰竭患儿 15例，藏族，其中男 10例，女 5例；年龄

1 个月 15d 至 5 个月 24d，体质量 3.5~7kg。回顾分析其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和

临床转归。 

结果:9例患儿（5男 4女）经综合评估能够耐受急诊全麻手术，在术前准备同时

积极保守治疗，于入院 6h内手术解除梗阻；6 例患儿（5男 1女）内环境严重紊

乱，合并肺部感染，休克等疾病，经综合评估为极危重患儿，暂不能耐受全麻手

术，在急诊血液净化治疗支持下抗感染，解痉，补液，纠正内环境紊乱，经治疗

情况改善后，于入院 12h 内手术解除梗阻。解除梗阻 12~48h 后，患儿血钾、肌

酐恢复正常。5例患儿术后获得结石标本，结石成分为：草酸钙结石 3例、草酸

钙和碳酸磷灰石混合结石 2例。13例患儿需二期手术处理结石。 

结论:婴儿泌尿系多发结石危害重，合并症多。对于生命垂危的患儿，急诊治疗

以挽救生命、解除梗阻为原则，操作尽可能简短，取石不是主要目的。如患儿一

般情况差，合并症严重，暂不能耐受全麻麻醉的，必要时进行血液净化，能给婴

儿的救治赢得时间，创造条件。 

关键词  泌尿系结石；梗阻；肾衰竭,急性；治疗；血液净化；婴儿 

  



 

 

 

 

 

 

 

 

 

 

专场三：神经源性膀胱、肿瘤、排尿功能异常 

 

 

 

 

 

 

 

 

 

 

 



39-遗尿症患儿初始尿意和强烈尿意时尿流率和残余尿测定

分析 

李琦 文一博 翟荣群 何育霖 王一鹤 文建国 

作者单位：450052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尿动力学中心 

通信作者：文建国，Email：wenjg@hotmail.com 

 

目的:观察遗尿症患儿在初始尿意和强烈尿意情况下尿流率和残余尿的检查结果

差异，为临床应用尿流率测定判断遗尿膀胱功能提供参考。 

方法:对来我院就诊的 82例原发性遗尿症患儿分别进行初始尿意和强烈尿意时

尿流率和残余尿测定，并比较二者各项尿流率参数及每次残余尿量检查结果（配

对 t检验）。对单症状（MNE）和非单症状（NMNE）两组遗尿儿童初始尿意与强烈

尿意尿流测定结果分别进行比较，两组性别构成，年龄分布等方面无差异(p＞

0.05)。  

结果:不同性别间患儿初始尿意时的最大尿流率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强烈尿意时

男性患儿的最大尿流率显著小于女性患儿（18.5±8.2ml/s VS 24.2±12.5 ml/s） 

(p＜0.05)。同一患儿在初始尿意时的最大尿流率及残余尿量显著小于强烈尿意

时的最大尿流率与残余尿量（15.5±8.2ml/s VS 19.9±9.7ml/s，2.9±5.9ml VS 

5.2±6.9ml）(p＜0.05)，初始尿意时排尿和强烈尿意时排尿残余尿量为 0的患

儿例数分别为 54（66％）、32（39％）。无论是初始尿意还是强烈尿意 NMNE 患儿

的排尿量显著小于 MNE 患儿（61.3±34.1 VS 123.2±89.6  129.1±61.6ml VS 

234.4±104.7ml）(p＜0.05)。 

结论:膀胱过度充盈影响膀胱功能，导致残余尿假性增加。排尿量是影响儿童尿

流率大小的相关因素，提示在分析尿流率及残余尿结果时要考虑到尿意状态和尿

流量对尿流测定测定参数的影响。 

【关键词】 遗尿 初始尿意 强烈尿意 尿流率 残余尿  

  



74-骶神经刺激仪在儿童神经源性膀胱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骶神经刺激仪在儿童神经源性膀胱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2017 年我院分别为两名神经源性膀胱患儿施行骶神经刺激仪植入术。两

名患儿分别为 11岁女性和 13岁男性。生后均因脊髓脊膜膨出与医源性脊髓栓系

接受手术治疗。术后出现尿失禁与反复尿路感染，继发肾功能损伤。尿动力学检

查提示逼尿肌过度活动。手术在 C臂机辅助下于骶 3神经孔体表投影置入导引穿

刺针，循导引穿刺针轨迹植入刺激电极。神经刺激仪调试，监测双脚风箱样运动

以及肛门括约肌收缩情况，证实穿刺有效。依次在 C臂机和刺激仪监视下调整位

置，直至电极线完全贴合神经。经皮下隧道固定导线。外接固定刺激仪测试两周。

在症状改善的前提下使用最低电压。症状持续改善后拆除外接设备，在臀大肌皮

下建立隧道，植入永久性骶神经刺激仪。 

结果:两例患者均穿刺电极成功。一例患者发生臀部伤口感染，拆除导线控制感

染后在对侧重新穿刺电极。植入电极后，两例患者排尿次数逐渐减少，均次尿量

逐渐增加。尿失禁症状明显改善。 

结论:骶神经刺激仪可明显改善神经源性膀胱患儿的排尿异常。对神经源性膀胱

具有一定的治疗意义。 



164-神经源性膀胱手术选择 

深圳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李守林，姜俊海，陈进军，王浩，刘晓东，李伟模，孙丰浩，邓志梅，徐雅南 

目的:探讨小儿神经源膀胱诊治手术选择与疗效评价措施。 

方法:本组 32例，为我院 2014年 1月以来收治患儿，6月~8岁，男女之比 2:1，

腰骶部包块、脊柱裂并行脊髓松解术后 25例，未行脊髓松解术 6例，椎管内占

位病变（肿瘤、皮样囊肿）术后 1例.临床表现为大小便失禁，合并明显双下肢

异常 17 例，如：肌肉萎缩，肌力减退，高弓足，下肢跛行；累及单侧下肢 11

例，双侧 5例。常规进行 MRU，IVP，VCUG、泌尿系超声检查，影像学检查提示

小膀胱，圣诞树样改变，伴发多憩室，单纯输尿管反流 5例，双侧输尿管反流 6

例。测量 PAC角，并测量膀胱前倾角、膀胱尿道后角。尿动力学检和肛门直肠测

压。手术采用①盆底肌加强、②膀胱颈悬吊、③膀胱扩大、④ Malone术、⑤输

尿管抗返流术等组合手术。手术前后采用 ICI-Q-SF评分法、李正大便失禁临床

评分法、尿动力、肛肠测压进行综合评定。尿动力评价指标：检测膀胱实际容量

与预计容量之比（容/容）；.残尿量与实际膀胱容量之比（残/容）；顺应性；

充盈末期膀胱压力；尿道功能长度。 

术后半月进行康复训练，间断开放尿管，而后进行间歇导尿、生物反馈等康复训

练，术后随访，并进行尿动力学检查评估等检查。 

结果:术后膀胱容量普遍增大 150~200ml，术后功能训练，配合间歇导尿，Malone

术后配合顺行灌肠，随访 8月~3年，病情稳定，患儿多能融入社会，上学期间

不湿衣裤和板凳。 

本组 32 例，①②③手术组合 16例；①②③④手术组合 5例；①②③⑤组合 6

例；①②⑤组合 2例，②⑤组合 1例；①②组合 1例；③⑤组合 1例。所有手术

方式在 32例患儿中共出现 305次，每例患儿平均需要手术组合 3.25种（104/32）。 

结论:神经源性膀胱诊应坚持合治疗的原则，单一治疗措施常常难以凑效，需要

多种手术组合才能达到治疗效果；盆底肌加强、膀胱颈悬吊、膀胱扩大手术是其

基本手术治疗方式。同时术后康复功能训练在保障手术疗效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神经源性；膀胱；手术；选择；康复 

 

 



104-儿童膀胱肠道功能障碍（BBD）的肠道微生态治疗应用

研究（附 46 例）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山西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030001） 

张小学 张旭辉 孙小兵 陈柏峰 孟庆明  罗添华  王计文 

 

目的：探讨 BBD儿童采用肠道微生态治疗排便异常后日间尿频、尿急、尿失禁和

夜间遗尿等排尿异常的治疗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10-2018.1门诊的 86例 BBD儿童的临床资料和随访

结果:临床资料：年龄 4 岁-16 岁，平均年龄 5.8 岁，男性 42 例，女性 44 例。

排尿异常合并便秘 28 例，排尿异常合并腹泻 20 例，排尿异常合并便秘腹泻交替

22例，排尿异常合并肠痉挛 16例。通过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排除神经源性

膀胱等器质性病变，检测尿常规、泌尿系彩超+排尿后残余尿量、腰骶椎 X 片，

尿流率和尿流动力学等检查。治疗后据排尿排便日记评价排尿和排便症状变化，

泌尿彩超+排尿后残余尿量和尿流率评价排尿指标变化，必要时尿流动力学评价

膀胱逼尿肌活动、膀胱顺应性和膀胱容量。 

结果：排便异常缓解时间 2 -6天，平均时间 2.6 天，排尿异常缓解时间 4天-12

天，平均时间 8.2 天。便秘缓解率 98.6%，尿频尿急缓解率 96%，白天尿失禁缓

解率 91%，夜间尿失禁缓解率 78%。排便异常缓解后膀胱残余尿量异常缓解率 91%。 

结论: 小儿白天尿频、尿急、夜间遗尿和急迫性尿失禁等排尿异常多见，绝大多

数属于功能性排尿异常，而功能性排尿异常的儿童多伴有肠功能紊乱、肠痉挛及

便秘问题，和/或稀便。通过肠道微生态首先治疗肠道直肠功能异常或同时治疗

排尿功能障碍是一种简单有效，副作用小，儿童更易接受，且在同时治疗排便功

能障碍能进一步提高排尿异常治愈率的方法。 

  



160-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联合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非器

质性遗尿症患儿的疗效研究 

邓志梅   徐雅南 

深圳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广东深圳  518026） 

目的: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联合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在非器质性遗尿症

患儿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选取 2016年 6 月～2017年 6月就诊我院 98例非器质性遗尿症患儿，按随

机数字表法均分成对照组及观察组，每组 49例。两组患儿均进行常规治疗及生

物反馈电刺激治疗，观察组患儿在常规治疗及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的基础上予以

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观察对比两组患儿在接受治疗护理后的护理效果。 

结果:经观察与研究发现，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均较前明显改善，观察组患儿治

疗依从率、信任度和各项家庭关怀指数量表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单因素分析显示，单亲家庭、家庭氛围和谐、经常责骂、便秘、多动倾向、

内向、遗尿家族史是影响患儿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采取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

预非器质性遗尿症患儿能够有效提高家属护理知识掌握情况、提高家长信任度及

配合度、提高治疗依从率、缩短治疗时间、减少复发率，值得临床推广。 

  



173-心理行为治疗在儿童单症状性夜间遗尿症的应用效果 

刘宇 1  赵夭望 1   陈毅夫 1   胡建军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目的：探讨心理行为治疗儿童单症状性夜间遗尿症 (monosymptomatic enuresi, 

MNE)的临床效果。 

方法：对 88 例原发性夜间遗尿症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44 例）和对照组（44

例）。治疗组给予心理行为干预治疗，对照组不采用任何心理行为干预。两组治

疗时间均为3个月，治疗结束时和结束后随访观察 3个月，记录两组患儿的疗效。

结果：疗程结束时和随访 3个月治疗组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 义（P均 ＜0.01）。 

结论：在治疗儿童 MNE 的时候应用心理行为干预措施，疗效是很满意的，值得

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儿童；夜间遗尿症；心理行为干预 

 

 

 

 

  



212-尿动力膀胱功能训练联合托特罗定对遗尿症的疗效评估 

温晟，刘星，林涛，何大维，魏光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泌尿外科，重庆 400014 

 

目的:儿童遗尿症的治疗目前较单一，主要以行为治疗及抗利尿激素治疗为主，

本组研究分析评估尿动力仪辅助下膀胱被动训练联合托特罗定在治疗遗尿症患

儿中的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本组共纳入 63 例，其中,男 44 例,女 19 例;根据国际小儿尿控协会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Continence Society,ICCS)的标准及定义，年龄 6～

14 岁,病程均大于 6 月每周遗尿 2 次及以上，日间无尿失禁,无明显尿频尿急，

排除尿路感染、泌尿系解剖或神经病学异常。采用 Laborie尿动力学检测仪检测

膀胱功能容量及逼尿肌活动度。按膀胱功能容量 120%进行膀胱灌注被动训练，

每周 1 次，每次持续时间 10 分钟，同时口服托特罗定片 0.1mg/kg.qn。训练治

疗 4周行尿动力检测评估疗效，痊愈及明显改善者并随访 3月。 

结果：儿童遗尿症男性较多，为 69.8%（44/63）,8例（12.7%）膀胱功能容量正

常，无逼尿肌不稳定收缩。55例（78.3%）膀胱功能容量减小，其中 23例（36.5%）

合并不同程度的逼尿肌不稳定收缩。63例均接受膀胱被动训练及口服药物治疗 4

周，31 例（49.3%）治愈，24 例（38.1%）缓解，8 例（12.6%）无效，8 例无效

患儿中其中 7 例为膀胱容量正常且无逼尿肌不稳定收缩者。总体有效率 87.3%

（55/63），膀胱功能容量增加率 16.8%±8.2%，逼尿肌不稳定收缩率减少 10.6%

±6.3%。55例有效者随访 3月后 7例（12.7%）复发，再次经治疗痊愈。全组无

药物副作用，尿潴留及尿路感染等并发症发生。 

结论：尿动力仪辅助下膀胱被动训练联合托特罗定在治疗遗尿症患儿中效果明确，

复发率低，安全可靠，是治疗儿童遗尿症的方法之一，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遗尿症；尿动力；膀胱训练 

  



45-早期清洁间歇导尿(CIC)对儿童神经源性膀胱 (NB)的疗

效的探讨 

徐鹏超  文建国    王庆伟  李延伟 

作者单位：450052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尿动力学中心 

通信作者：文建国，Email：wenjg@hotmail.com 

目的:探讨早期清洁间歇导尿(clean intermittent catheterization，CIC)对儿童神经源

性膀胱 (neurogenic bladder，NB)的疗效。 

方法: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1 月我院尿动力中心确诊为 NB 的患儿 87 例，就诊

时均<1 岁，并分别在不同年龄行 CIC 治疗，其中 64 例患儿获长期随访。根据此 

64 例治疗时年龄分为两组，1 岁之前行 CIC 治疗者为早治疗组，3 岁之后治疗者

为晚治疗组。其中早治疗组 29 例，男 19 例，女 10 例；年龄 4～11 个月，平均

7．5 个月；合并显性脊柱裂术后 4 例，隐性脊柱裂 22 例，骶骨发育不良 2 例，

脑膜炎 1 例。晚治疗组 35 例，男 20 例，女 15 例；年龄 5～11 个月，平均 8.0

个月；合并显性脊柱裂术后 2 例，隐性脊柱裂 28 例，骶骨发育不良 4 例，盆腔

手术术后 1 例。两组就诊时膀胱顺应性、最大膀胱压测定容量和膀胱安全容量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对成功随访 6 年的 64 例患儿进行尿动力学参数和并发症的比

较。 

结果:随访 3 年发现早治疗组 CIC 后的膀胱顺应性、膀胱安全容量和最大膀胱压

测定容量 [(8.5±1.9)ml/cmH2O、 (140±25)ml、 (142±29)m1]显著高于晚治疗组

[(7.0±2.2)ml/cmH20、(110±31)ml、(120±28)ml；均 P<0.05]。随访 6 年发现早治

疗组的膀胱顺应性、膀胱安全容量和最大膀胱压测定容量[(12.0±2.5)ml/cmH20、

(210±26)ml、 (230±30)m1]显著高于晚治疗组[(9.3±2.3)m/cmH20、(192±31)ml、

(205±35)ml；均 P< 0.05]；膀胱输尿管反流比例[24.1％(7/29)]显著低于晚治疗组

[54.3％(19/35)，P<0.05]，早治疗组中 6 例(20.7％)血肌酐和尿素氮升高，显著低

于晚治疗组的 17 例(48．6％)(P<0．05)。 

结论:NB 患儿早期进行 CIC 要比晚期应用效果更好。 

【关键词】：清洁间歇导尿；儿童；神经源性膀胱 

 

 



183-经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切开内引流术治疗儿童单纯性肾囊

肿 

目的:探讨经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切开内引流术治疗儿童单纯性肾囊肿的疗效。 

方法:我院采用经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切开内引流术治疗例单纯性肾囊肿10例患儿

(男 6 例.女 4 例)12 个囊肿。术后 1 月、3 月、6 月、1 年，随访了 1~12 个月，采

用彩超检查，观察患儿症状改善和囊肿变化情况。 

结果:10 例患儿 12 个囊肿，治疗 1 个月后，1 例囊肿完全消失，12 个囊肿体积均

较治疗前减少;治疗 3 个月后，3 个囊肿完全消失，6 个囊肿体积均较治疗前减少

50%以上，2 个囊肿体积较治疗前减少；治疗 6 个月后，5 个囊肿完全消失，4

个囊肿体积缩小 50%以上;治疗 12 个月后，8 个囊肿完全消失，2 个囊肿体积缩

小 50%以上，1 例失访。随访期问，患儿的症状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2 例术

后泌尿系感染。 

结论:对于儿童单纯性肾囊肿，经自然腔道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切开内引流术治疗，

具有安全、有效、微创和快速康复的特点。 

【关键词】单纯肾囊肿;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切开；儿童 

  



90-儿童肾脏透明细胞肉瘤诊治分析 

 

目的:探讨儿童肾脏透明细胞肉瘤（Clear cell sarcoma of the kidney ，CCSK）的

临床及病理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本院泌尿外科收治的 20 例 CCSK 患

儿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  

结果:20 例患儿中，19 例获访，随访时间 1.5～123 个月，平均 56.1 个月，存活

最长的 2 例分别为 108、85 个月，6 例死亡；1 例失访。男性 11 例，女性 9 例，

平均发病年龄 32 个月。左侧 11 例，右侧 9 例。肉眼血尿 6 例，腹痛部包块 10

例，体检行腹部超声发现占位 3 例，腹痛 1 例。按 NWTS-5 进行肿瘤分期：Ⅰ

期 11 例，Ⅱ期 1 例，Ⅲ期 6 例，Ⅳ期 2 例。手术均予瘤肾切除术。病理检查

结果均提示肾脏透明细胞肉瘤。4 例患儿接受术前化疗，19 例患儿接受术后化疗

+放疗。1 例患儿因年龄小（3 月龄）仅接受化疗、未接受放疗。 

结论:儿童肾脏透明细胞肉瘤好发于 3 岁以下婴幼儿，恶性度高，易发生骨、脑

转移，需采用手术＋化疗＋放疗的强化治疗，预后较差。由于该病发病率低、病

人数量少，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有待多中心、甚至国际间的合作共同完成。 

  



202-双侧肾母细胞瘤保留肾单位手术的疗效观察——单中心

15 年诊治经验 

刘星，谭晓辉，何大维，林涛，张德迎，刘丰，华燚，陆鹏，李旭良，魏光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重庆 400014 

 

目的：回顾分析我院肾单位保留手术治疗双侧肾母细胞瘤的临床经验级疗效评估。 

方法：回顾分析 2002 年 1 月-2017 年 8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行肾单位

保留手术治疗的双侧肾母细胞瘤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手术年龄、肿瘤情况、新

辅助化疗、放射治疗、病理报告、肾功能和患者生存情况等。 

结果：共有 18 名患者（10 名男性，8 名女性）纳入研究队列，平均年龄为 2.28

±1.12 岁。所有儿童均成功进行了单侧（院外已切除单侧残肾及肿瘤）或双侧的

保留肾单位肾肿瘤切除术，肿瘤破裂率和淋巴结肿瘤转移阳性率分别为 11.1％和

19.4％。病理学证实预后良好型 32 例，预后不良型 4 例。术后均接受正规化疗，

5 例术后接受放疗。4 年无事件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 68.18％和 85.56％。 在

单变量分析中，肿瘤组织学（p = 0.0028）和肿瘤分期（p = 0.0303）与整体存活

显著相关。术后平均随访 41.5 月（10 月-89 月）后，3 例被诊断为高血压，1 例

患有肾功能不全。 

结论：保留肾单位肾肿瘤切除术是一种可行和有效的选择。 

 

关键词：肾母细胞瘤 肾单位 

 

  



117-Preliminary experience of robotic-assisted laparoscopic 

adrenalectomy in children 

 

 

Objective ： To introduce our initial clinical experience of 

robotic-assisted laparoscopic adrenal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adrenal tumor and to evaluate its efficacy and safety． 

Methods ： Between January 2016 to May 2016, 3 patients received 

intraperitoneal robotic-assisted laparoscopic adrenalectomy by the da 

Vinci robotic surgical system. The perioperative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All the robotic-assisted laparoscopic surgical procedures were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by the da Vinci robotic system without any 

conversion. The operative time was between 90-120 min and the median blood 

loss was 37 ml.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s between 8-16 days. Two cases 

were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as adrenal ganglioneuroma and one was 

ganglioneuroblastoma. During 6 months' follow-up, no tumor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by CT examinati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ll patients 

were well. 

Conclusion：Robotic-assisted laparoscopic surgery using the da Vinci 

system is safe and feasible for the treatment of adrenal tumor in pediatric 

surgery. 

  



128-儿童肾上腺区域肿瘤的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 12 岁以下儿童肾上腺区域肿瘤的发病年龄、生化指标、治疗方法与

肿瘤分期以及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 2006 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收治的肾上腺区域肿瘤的患儿，共 90 人

97 例次。分析其年龄分布，肿瘤类型，血生化以及肿瘤指标，治疗方法，分期

分级，预后情况。 

结果：97 例次中男性 53 例，女性 44 例。年龄 4 天到 11 岁 1 月，平均 38.1±31.3

月。临床表现主要为腹部包块，发热，腹痛。手术者 80 例（82.5%），未手术者

17 例（17.5%）。开放切除 48 例，开放部分切除 11 例，腹腔镜手术 10 例，活检

11 例。病理提示神经母细胞瘤 43 例，节细胞神经母细胞瘤 13 例，节细胞神经

瘤 8 例，皮质癌 5 例，畸胎瘤 3 例，嗜铬细胞瘤 1 例，恶性横纹肌样瘤 1 例。

统计分析不同肿瘤间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和乳酸脱氢酶 LDH，发现神经母

细胞肿瘤的 NSE 值明显增高，皮质癌的 LDH 值明显增高。年龄与肿瘤分期有明

确关系，IV 期病例中发病年龄较高。NSE 和 LDH 值在 III 期、IV 期病例中更高。

手术能否完整切除与肿瘤分期有明确关系，肿瘤分期较低的更容易完整切除。随

访人数 53 例（58.9%），随访时间 2 月至 11 年余，存活 44 例，死亡 9 例。分期

越高预后越差。 

结论：发病年龄较小，LDH、NSE 值较低，手术完整切除的患者分期较低，预

后相对较好，其中手术能否完整切除是预后好坏的关键因素。 

 

  



270-青春期前儿童原发性睾丸肿瘤病理特点及临床分析 

刘伟  武翔宇  吴荣德 

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外科 

目的：探讨青春期前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原发性睾丸肿瘤的病理特点及临床治疗。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年 6月至 2018年 3月于山东省立医院小儿泌尿外科手术

治疗的64例青春期前儿童原发性睾丸肿瘤患者的病例资料，对其 B超检查结果、

病理特点及临床治疗进行归纳分析。 

结果：63例患儿就诊时临床表现均为阴囊无痛性包块。手术年龄 5天-11 岁（平

均年龄 37.6 个月），其中 0-4 岁 48 例，>5 岁 15 例，左侧 24 例，右侧 39 例。

病理结果显示 0-4岁组中恶性肿瘤的发病率（43.8％，21/48）明显高于>5岁组

（6.7%，1/15），0-4 岁组中恶性肿瘤包括卵黄囊瘤 17 例，未成熟畸胎瘤 2 例，

多胚瘤 1例，间质细胞瘤 1例，>5岁组中睾丸肿瘤主要为表皮样囊肿（8例）和

成熟畸胎瘤（6例）。B 超显示睾丸肿瘤最大径在 0-4岁组中为 22.3±2.2mm，>5

岁组中为 13.1±1.3mm，两组有统计学差异。>5 岁组中 14 例良性肿瘤均行肿物

切除术，0-4 岁组中 27 例良性肿瘤有 3 例因肿物较大严重压迫睾丸实质而行睾

丸切除术。 

结论：青春期前 5 岁以上儿童原发性睾丸肿瘤于多为良性，表皮样囊肿最常见，

而 0-4岁儿童原发性睾丸肿瘤的恶性率及肿块大小均明显增加，应积极手术治疗。 

  



6-6 例儿童肾移植经验浅谈 

刘国昌王长希邱江李军贾炜付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初步探讨儿童肾移植手术的供受体选择、手术策略以及围手术期处理。 

方法：总结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我院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完成的

6 例儿童肾移植患儿临床资料，手术方法、免疫抑制剂应用情况。 

结果：6 例患儿中 1 例为多囊肾引起肾功能衰竭，其余 5 例均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引起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患儿，术前有 4 例患儿进行腹膜透析，另 2 例患儿行血液

透析以维持肾功能。6 例受体年龄分别为 9 岁、8 岁、7 岁、11 岁、4 岁、4 岁，

分别接受来自 2.25 岁、5 月、8 岁、14 岁、1.25 岁 5 名供体的移植肾脏（第一名

2.25 岁患儿双肾分别移植给前两名受体），所有供体均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肾移植团队及其 OPO 评估分配。手术采取移植肾动静脉与受体髂外动静脉吻合，

术中开放血流后可见肾实质变为粉红色，1 分钟后有尿液流出。术后患儿住院

19~40 天，平均住院天数 32.3 天。术后采用吗替麦考酚酯（MMF）+他克莫司+

甲泼尼龙方案进行免疫抑制治疗，定期监测患儿肝肾功能、尿量变化、血药浓度

均无异常变化。定期 B 超检查显示患儿移植肾脏血流通畅，无吻合口狭窄或吻

合口瘘的发生。随访至今无患儿发生超急性排斥反应以及急性排斥反应。 

结论：肾移植是治疗儿童终末期肾病最为理想的方法，术前需详细评估供受体状

态，选择合适的配型有利于提高手术成功率，术后免疫抑制方案可采用 MMF+

他克莫司+甲泼尼龙三联用药。 

 

  



55-基于大型母婴队列研究的儿童常见泌尿生殖系统畸形发

病情况初步调查 

作者：林厚维 耿红全 徐卯升 徐国锋 方晓亮 贺雷 钱小强 

 

目的：基于大型队列研究的儿童常见泌尿生殖系统畸形发病情况调查 

方法：在我院入组的千天队列新生儿，由三位高年资医师负责，完成所有男孩尿

道下裂、隐睾、鞘膜积液、隐匿阴茎以及肾积水的排查，女孩仅进行肾积水的排

查 

结果：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共出生男婴 1549 人，其中隐睾 22 人，占

1.42%；鞘膜积液 52 人， 占 3.36%；隐匿阴茎 43 人，占 2.78%；肾积水 21 人，

占 2%；尿道下裂/阴茎下弯 5人，占 0.32%。25例鞘膜积液 3月随访，12例缓解，

13例未缓解，另有 15 例鞘膜积液 4月随访，均缓解；18例隐睾 3月随访，5例

降至阴囊，13例仍为隐睾，14例隐睾 6月随访，8例降至阴囊，6 例仍为隐睾。 

结论：以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为基础，能得到上海地区儿童常见泌尿生殖系统畸

形的发生率及自然缓解率，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和手术干预时机的判

断。 

  



 

 

 

 

 

 

 

 

 

 

专场四：肾积水 

 

 

 

 

 

 

 

 

 

 

 



14-输尿管纤维性息肉致肾积水的诊治 

（附 3 例报告） 

褚晗    曹永胜 

目的：提高对原发性输尿管息肉导致儿童肾积水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继发于输尿管结石的息肉临床上较常见，但是原发性输尿管息肉较少见。

输尿管息肉是一种良性肿瘤，在早期难以发现，不容易与输尿管狭窄、输尿管癌

相鉴别，临床多因肾积水、肾绞痛等行进一步检查时偶然发现。可发生于输尿管

任何部位，以输尿管上段多见，尤其是肾盂输尿管连接部，中下段相对较少。回

顾性分析我院 3例输尿管息肉致肾积水的病例，总结其诊断和治疗方法。 

结果：术后病理均提示为：输尿管纤维上皮息肉。术后随访 0.5—2年，疗效满

意，患肾积水缓解，未见明显加重。 

结论：输尿管纤维上皮息肉发病原囚尚不明确，可能与感染、梗阻、慢性刺激、

内分泌失衡、发育缺陷、致癌物质等因素有关。输尿管息肉致梗阻性肾积水以男

孩多见，且以学龄儿童为主，多发生在左侧，临床表现和其他原因引起的肾积水

类似，但腹痛多为主要临床表现。治疗以病灶局部切除为主，应依据息肉的数量、

累及输尿管的长度和周径以及患者肾功能情况来决定手术方法。若息肉数量少、

蒂细，可行息肉切除加基底电灼术，其途径有传统开放手术、腹腔镜手术与输尿

管镜下电切术。若息肉位于肾盂输尿管连接部且合并 UPJO，则行病变段切除加

肾盂成形术。 

  



89-儿童输尿管损伤的诊治分析 

目的：提高对儿童输尿管损伤的认识，总结外伤性及医源性输尿管损伤的诊断

和治疗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至2017年收治的32例输尿管损伤患儿的临床资料，男

21例，女11例，年龄1岁2个月至12岁11个月，平均5岁4个月，右侧22例，左侧10

例。外伤性输尿管损伤26例，包括车祸伤21例、坠落伤5例；医源性输尿管损伤6

例，3例为腹膜后肿瘤术后，2例为阑尾切除术后，1例为腹股沟斜疝术后。在明

确诊断后32例均手术治疗，其中肾盂输尿管吻合20例，肾下盏与输尿管吻合6例，

回肠代输尿管1例，阑尾代输尿管2例，输尿管端端吻合2例，输尿管再植术1例。 

结果：32例行输尿管修复手术中，留置外支架管25例，留置D-J管7例。24例手

术1次成功，术后反复发热再次留置D-J管治愈1例，术后吻合口闭锁再次行肾盂

输尿管吻合治愈7例，术后半年复查静脉肾盂造影24例肾脏显影基本正常，8例患

儿肾脏不同程度受损。 

结论：儿童输尿管损伤多为外伤引起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断裂，增强CT延迟摄片

有利于诊断，输尿管逆行造影是诊断金标准。确诊后尽量行输尿管修复手术，如

输尿管缺损较多，回肠或阑尾代输尿管也可取得良好的疗效。 

【关键词】输尿管损伤、儿童、医源性损伤 

 

 

  



52-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术后再手术的病因分析 

目的：了解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术后再手术的原因，吸取相关经验、教训。 

对象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5.1—2017.12 间收住的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

再手术病例。入组标准：患儿已接受过 1次或以上的肾盂成形手术，需再次手术。

排除标准：患侧输尿管下端存在狭窄或返流，需要行输尿管再植术；对侧肾积水

需要再次手术。收集患儿一般人口学信息、超声、同位素肾图，再手术指征、再

手术术中所见。 

结果：三年间，共治疗 UPJO术后需再手术患儿40例，首次手术时平均年龄  岁，

左侧  例，右侧  例，男  例，女  例，首次肾盂成形术采用腹腔镜  例。

40例患儿首次术后肾积水增大  例，积水未减少伴腹痛或反复感染  例，尿

外渗  例，术后肾结石  例。 再手术中明确肾盂输尿管连接部再狭窄  例、

吻合口高位     例、息肉形成  例、肾盏颈闭锁  例、迷走血管  例。

40例患儿中 37例在本院接受 1次再手术，3例在本院接受 2次再手术后积水好

转。 

结论：吻合口狭窄仍是肾盂成形术后再手术的主要原因。术中注意选择输尿管较

宽处精细吻合、保持吻合口位于肾盂低位、避免误伤肾盏颈、避免遗漏存在的迷

走血管等有助于减少肾盂成形后再手术的可能性。 

 

  



65-机器人肾盂成形术在儿童马蹄肾合并重复肾肾积水中的

应用 

 

 

目的：初步探讨机器人辅助肾盂成形在儿童马蹄肾合并重复肾畸形肾积水中的应

用及相关要点。 

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一例马蹄肾合并左侧重复肾并下组肾积水患儿临床资料

及手术过程，并检索相关文献，总结马蹄肾肾积水相关诊治要点。 

结果：男孩，5岁,因“腹痛检查发现左肾积水”入院。行 MRU、膀胱镜逆行输尿

管造影及肾脏增强 CT 等检查，诊断为“左侧重复肾伴下组肾积水，马蹄肾畸形”。

利尿性肾图提示左侧分肾功能 25.8%。于气管插管麻醉下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

左侧下组肾离断式肾盂成形，手术时长 130min，术中出血约 10ml，术中见迷走

血管束压迫致左侧下组肾 UPJO，离断 UPJ 后于迷走血管前方吻合肾盂输尿管，

未切除峡部及迷走血管，术中留置 4F DJ管一根。术后住院 3.5天，导尿管留置

一周，术后一月拔除 DJ 管。术后 3 月随访 B 超提示左侧下组肾肾盂分离稳定，

无腹痛发作。检索相关文献，未有机器人肾盂成形治疗儿童马蹄肾合并重复肾肾

积水的报道。 

结论：机器人肾盂成形术治疗儿童马蹄肾合并重复肾肾积水是安全、可行的。 

关键词：儿童； 机器人；马蹄肾，重复肾，肾积水；肾盂成形术； 

 

  



190-儿童 UPJO 肾积水肾盂收缩情况及与预后相关性的研究 

何大维，魏春，高洁，陆鹏，吴盛德，华燚，刘丰，张德迎，刘星，林涛，

魏光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泌尿外科，重庆，400014； 

 

目的:分析儿童肾积水肾盂收缩频率情况及与术后肾盂前后径（anteroposterior 

diameter，APD）改善程度（percentage of improvement in APD，PI-APD）的

相关性。 

方法：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我院泌尿外科行腹腔镜下肾盂输尿管

成形术的单侧 UPJO 肾积水患儿，术中暴露肾盂输尿管后并于裁剪和离断肾盂前

记录肾盂 2min收缩频率，术中采用同一标准裁剪肾盂，术后 12月随访 APD并计

算 PI-APD，其中 PI-APD =（术前 APD-术后 1年 APD）/术前 APD。根据超声表现

并参照 SFU 分级系统将积水分为轻度（SFUⅠ级：仅肾盂积水扩张）、中度（SFU

Ⅱ-Ⅲ级：除肾盂扩张外，尚可见部分或全部肾盏扩张）、重度（SFUⅣ级：除肾

盂肾盏积水扩张外，可见肾皮质变薄）。采用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积水程度之间的

肾盂收缩频率和 PI-APD，利用相关性检验分析肾盂收缩频率与积水程度与

PI-APD 的相关性。 

结果：共纳入 50例患儿，其中 36例于术后 1年获得随访。对不同积水程度之间

的肾盂 2min 收缩频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轻、中、重度积水之间的肾盂 2min

收缩频率（轻度：8.1±3.3，n=9；中度：6.3±3.5，n=9；重度 7.8±3.9，n=32）

无统计学差异（F=0.65，P=0.527）；对于预后相关性的研究，术中记录的肾盂收

缩频率与 PI-APD 无相关性。术前积水程度与 PI-APD 具呈正相关性（r=0.54，P 

=0.001），重度积水的 PI-APD（0.48±0.29，n=23）显著高于轻度积水（0.21±

0.20，n=8），P =0.001。 

结论：对于儿童 UPJO 导致的不同程度的肾积水，腹腔镜下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术

中观察到的肾盂收缩频率未见明显差异且与 PI-APD 无相关性，术前积水程度为

影响术后 PI-APD的因素。 

【关键词】 肾积水；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肾盂收缩频率；肾盂前后径 

  



68-儿童单侧肾积水患肾分肾功能的“Supra-normal”现象及

其临床意义 

姜大朋，史政洲，赵海腾，何蓉，吴少锋，孙洋，钟量，邢晓宇，孙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小儿泌尿外科 

目的: 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狭窄（UPJO）导致儿童肾积水的病例临床较为常见，

患肾分肾功能降低是其重要的特征。然而，部分病例患肾的分肾功能（DRF）却

表现为升高，即“Supra-normal”现象（患肾 DRF>55%）。对于这部分患者的临

床、影像学特点及预后探讨较少，故本文对单侧 UPJO 致肾积水的患儿中患肾分

肾功能具有“Supra-normal”现象（“supra-normal” differential renal function, SNDRF）

的病例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对采取手术治疗的具有该现象和不具该现象的病例

特征进行对比。 

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14年 1月至 2017

年 5月间收治的单侧UPJO致肾积水病例的临床资料。患者术前常规行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及泌尿系超声及同位素利尿肾图检查，部分患者行 VCUG 检查。收集

患儿的病例资料，归纳总结其存在的临床症状、术中所见及影像学异常等检查结

果。  

结果: 我院共收治采取手术治疗的 SNDRF 单侧肾积水患儿 15 例，术中均证实为

UPJO。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3 例；左侧病变者 14 例，平均年龄 15.4 个月；其

中有 8 例患儿为孕期体检发现的肾积水；术前患肾肾盂前后径平均为 35.5mm，

术前平均 DRF 为 57%；1 例患儿术后肾积水复发，其余 14 例患儿积水程度减轻；

1 例患儿术后患肾 DRF 继续升高，11 例患儿术后 DRF 较术前下降>5%。 

结论：SNDRF 肾积水患儿中有 73%的病例术后 DRF 下降>5%，SNDRF 并不一

定是真正的肾脏功能升高，可能是梗阻性肾脏高滤过状态的表现。临床遇到这类

病人时不宜认为肾脏功能没有降低而放松警惕，以免造成治疗时机的延误。诊治

过程中尽量通过结合一系列的症状、体征、超声及 MRI 等影像检查作出 UPJO

的明确诊断，进而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能够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SNDRF

发生的确切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来明确。 

[关键词]  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狭窄；分肾功能；同位素利尿肾图 

 



100-两部位三孔法腹腔镜下 Anderson-Hynes 肾盂输尿管成

形术治疗 UPJO 所致肾积水 

张旭辉 陈柏峰 张小学 王玮 孟称心 孟庆明 罗添华 孙玉芳 王计文 

山西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目的：探讨两部位三孔法腹腔镜下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治疗 UPJO（ureteropelvic 

junction obstruction）所致肾积水的手术技巧、疗效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收治的 73 例肾盂输尿管连接处梗阻患者，采

用两部位三孔法腹腔镜下肾盂输尿管成形术。其中男 58 例，女 15 例，双侧 3

例，左侧 50 例，右侧 20 例，平均年龄 3.5 岁(44 d 至 13 岁)。所有患儿均行泌尿

系 B 型超声、磁共振泌尿系水成像、放射性核素扫描和（或）静脉肾盂造影查，

如有泌尿系感染史另行排尿性膀胱尿道造影（VCU）检查以明确有无膀胱输尿

管反流，患侧肾均有中或重度肾积水。Trocar 位置选择：于脐轮上下缘各留置

5mm trocar，左侧病变，第三 trocar 外置选择在左下腹或下腹正中；右侧病变，

第三 trocar 位置选择在右上腹或上腹正中。其余方法基本同普通腹腔镜肾盂输尿

管成形术。术中证实肾盂输尿管交界处迂曲狭窄 68 例，肾下级迷走血管 3 例（1

例为马蹄肾），输尿管息肉 2 例（1 例为双侧），2 例并输尿管膀胱交界处狭窄，

术后 3 月行输尿管膀胱 Cohen 术；1 例新生儿左肾重度肾积水，放射性核素肾扫

描分肾功能＜10%，行肾造瘘 6 月后再手术。 

结果：73 例患儿均获手术成功，无中转开放手术，没有增加 Trocar 或切口。单

侧平均手术时间 95(90～160)min，平均出血量 12(5～35)ml，无术中、术后输血。

平均引流管拔除时间 2(1.5～3)d。术后平均住院时间 7(5～8)d。患儿术后 6 ~24 小

时恢复肠道通气，无肠梗阻并发症。3 例双侧肾积水患儿，先行积水较重侧，另

一侧于拔双 J 管时再手术。术后脐及腹部切口恢复良好，无切口感染、出血等并

发症，脐及腹部手术瘢痕不明显。术后 6 ~8 周在膀胱镜下拔除双 J 管。2 例患

儿拔除双 J 管后术日出现患肾积水增加，伴腰区痛、发热，经保守治疗后自行

缓解。术后均获随访，最长随访时 24 个月。术侧肾实质不同程度增厚，肾盂前

后径明显减小或消失，患肾分肾功能不同程度恢复。无再手术病例。 

结论：两部位三孔法腹腔镜下 Anderson-Hynes 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治疗 UPJO 所

致肾积水安全可行，具有损伤小、恢复快、成功率高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腹腔镜；肾盂输尿管成形术；儿童；肾盂积水 

 

 

 

  



149-先天性肾积水患儿尿中 AQP-1 及 ET-1 表达水平及

临床意义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曹戌 

 

目的：分析先天性肾积水患儿尿中 AQP-1 及 ET-1 的表达水平，并探索其临床意

义 

方法：选定 40 例先天性肾积水患儿作为实验组，另选无泌尿系疾患儿童 40 例作

为对照组。收集实验组术前晨尿、术中肾盂尿和术后第 7 天晨尿，以及对照组晨

尿。测定实验组及对照组尿中 AQP-1 及 ET-1 表达水平，并进行尿 AQP-1、ET-1

水平的组间比较，及实验组术前、术中、术后尿 AQP-1 水平的组内比较。 

结果：轻度肾积水患儿尿 AQP-1 水平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673＞0.05）。

中度、重度肾积水患儿尿 AQP-1 水平则明显低于对照组（P=0.0084、0.0061＜0.05）。

实验组患儿术中尿 AQP-1 水平低于术前水平（P =0.0041＜0.05）。术后尿 AQP-1

水平高于术前水平（P =0.0074＜0.05）。先天性肾积水患儿尿 ET-1 阳性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037）。 

结论：尿 AQP-1 及 ET-1 水平可作为先天性肾积水患儿的辅助诊断指标。尿 AQP-1

还可作为肾积水患儿术后恢复的监测指标。 

  



152-膀胱镜下钬激光开窗治疗小儿输尿管囊肿 18 例 

济南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250022）于旸 李开升 陈志鸿 张磊 

邮箱：yy_1972@126.com 

于旸电话：13573776277 

 

目的：观察膀胱镜下钬激光单纯囊肿开窗内引流治疗小儿输尿管囊肿的临床疗效。 

方法：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采用膀胱镜下钬激光单纯囊肿开窗治疗输尿管

囊肿患儿 18 例，年龄 3 月-4 岁；其中 12 例首次就诊、就诊前均无尿路感染史，

单纯输尿管囊肿 5 例，合并重复肾 12 例；另 1 例女婴重复肾输尿管囊肿行半肾

切除后 4 月膀胱内囊肿仍较大影响排尿。囊肿直径 1—3.5cm。开窗方式：（550um

光纤，30w,囊肿充盈时激发）包括囊肿中下方单纯击穿、切开<0.5cm、筛孔样开

窗。 

结果：术后随访 3 月—1 年，无尿路感染，15 例囊肿缩小或消失、肾输尿管积水

明显减轻或恢复正常,没有膀胱输尿管反流，3 例效果不明显、囊肿及肾输尿管积

水无明显变化。 

结论：目前对于输尿管囊肿的治疗主要是囊肿切除输尿管膀胱再吻合以及重复肾

半肾切除，创伤较大，而且有 5%-10%的并发症，对于大部分伴有轻度肾积水的

输尿管囊肿采用膀胱镜下钬激光开窗治疗不仅微创，而且可以达到 80%以上的有

效率,无效者也不影响之后的再手术治疗。 

 

 

  



158-三维超声体积自动测量技术定量评价儿童肾积水患肾功

能 

周蔚 李守林* 徐雅南 邓志梅 陈进军 王浩 刘晓东 姜俊海 李伟模 孙丰浩  

 

目的：探讨三维超声体积自动测量（VOCAL）技术在定量评价儿童肾积水及患肾

功能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采用三维超声体积自动测量（VOCAL）技术及虚拟器官计算机辅助定量分

析方法，检测 110 例 3 个月～14 岁单侧肾积水患儿的肾积水容积、健侧肾脏及

患侧肾脏容积，得出肾积水与患侧肾脏容积比，分析健侧及患侧肾脏容积变化与

肾脏长径和体表面积的相关性，分析肾积水与患侧肾脏容积比值和肾积水病情程

度的匹配度及相关性。 

结果：随着体表面积的增长，健肾及患肾的长径和体积均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其

与体表面积均呈线性正相关（r＞0.8），患侧肾脏三维体积及长径均较健侧肾脏

增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随着肾积水程度的增加，肾积水

占肾脏体积的比值逐渐增大，分布区间的离散性越大，各级肾积水组间的肾积水

(HV)/患肾体积(KV)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三维超声体积自动测量（VOCAL）技术作为一种新的量化指标，具有良好

的可行性和重复性，可用于评估和预测肾脏功能、病情转归，对患儿临床病情的

监测和远期随访管理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儿童肾积水；  三维超声；  肾脏体积；  自动测量技术 

 

作者单位：518038 深圳市儿童医院泌外二科（周蔚 李守林 徐雅南 邓志梅 陈

进军 王浩 刘晓东 姜俊海 李伟模 孙丰浩），第一作者：周蔚，职称：主治医

师，研究方向：儿童肿瘤及泌尿生殖系统超声诊断,邮箱：378366455@qq.com 

通讯作者：李守林, Email: 邮箱：Lishoulins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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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肾盂前后径与肾实质厚度比率（PD/PT）在小儿重度肾

积水术后病肾变化中的随访价值 

目的：探讨肾盂前后径与肾实质厚度比率(PD/PT)在小儿重度肾积水术后病肾变

化随访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昆明市儿童医院手术治疗的小儿重度肾

积水 311 例进行随访研究。男 137 例,女 174 例,左侧 205 例,右侧 106 例：就诊手

术时年龄 6 月至 8 岁,平均 2.3 岁；术前彩色超声多普勒(CDFI)测定病肾肾盂前后

径(PD)≥3.0cm，术后应用彩色超声多普勒(CDFI)测定病肾肾盂前后径(PD),测定

病肾实质厚度[PT=(上极+中盏+下极)÷3],然后计算其比率(PD/PT),并与术前肾积

水（PD/PT），以及随访时间长短作相关分析。同期行核素肾动态显像(SPECT)

检查测定肾小球滤过率(GFR),并与 PD/PT 值进行对比研究。随访时间 6 个月-3.3

年,平均 1.8 年. 

结果：1.术后测量的病肾 PD/PT 值随术后随访时间的延长逐渐缩小,与术后随访

时间长短呈负相关,相关系数(γ=-0.441)。2.术后病肾 GFR 值随术后随访时间的

延长逐渐增加,与术后随访时间长短呈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γ=0.603)。 

3.术后病肾 PD/PT 值与 GFR 值间的对比研究一致,但 PD/PT 值与 GFR 值间呈负

相关,相关系数(γ=-0.545)。 

结论：PD/PT 值可作为术后小儿重度肾积水病肾变化的重要参考指标,具有操作

简便,经济安全，可用于多次重复的随访检查。 

  



287-新生儿肾囊肿术后持续漏尿一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小儿外科邢茂青 陈鑫 张桓宇 刘普文 

患儿，女，1 月，因“呕吐伴腹胀 20 天”入院。20 天前，患儿因"呕吐伴腹胀"

当地医院就诊，行 B 超检查示："左肾囊肿"，为求手术治疗来我院。入院时查体：

T:37.2℃ P:100 次/分 R:25 次/分，腹不胀,软，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未及，

腹部叩鼓，肠鸣音 5 次/分。行 CTU 检查结果示：左侧肾囊肿，其余未及明显异

常。行常规术前准备后，行腹腔镜下肾囊肿开窗术。术中探查左肾上极偏腹侧有

较大囊肿，顶壁突出于肾脏表面，壁较薄，囊肿最大径约 5cm。距囊肿边缘约

1.0cm 处超声刀将囊肿去顶切除，吸引器吸净囊液，囊液清亮，囊肿底部未见与

肾盂相通。囊肿边缘仔细止血，术区留置引流管 1 根。术后第一天腹腔引流管引

流出约 35ml 淡血性液体，术后第二天，腹腔引流管引流量较前增多，引流出约

92ml 淡血性液体，后每日引流量稳定于 70~100ml 淡黄色清亮液体。术后第 5 天，

引流量稳定，准许带管出院，定期复查。术后 2 月余，引流量无明显减少，每日

约 70-90ml，复查 B 超结果见：肾囊肿引流术后，左肾中部前方被膜下探及引流

管回声，左肾肾盂未见扩张，肾周未见积液，腹腔未见积液。 

讨论 小儿肾囊肿临床较少见，多数囊肿较小或无症状不需治疗，临床随访观察

即可。当囊肿直径大于 4 cm、囊肿增大压迫肾实质造成肾功能损害或怀疑存在

泌尿系畸形的患儿即需考虑手术治疗[1,2]。因重复肾积水严重时多呈一个或多个

球形无回声区，颇像囊肿，易误诊为肾囊肿，故小儿肾囊肿术前需主要与重复肾

积水鉴别，CT、MR 或尿路造影多能明确诊断[3]。开放手术治疗小儿肾囊肿由

于创伤大，目前已逐渐为微创治疗方法所替代，经皮穿刺和硬化剂治疗肾囊肿尽

管创伤小，但报道其复发率高，达 30%～78 %，且此方法处理肾脏腹侧和上极

囊肿较困难，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如肾周出血、血气胸、动静脉瘘、感染、损伤

性尿液囊肿和广泛肾损伤等[4]。近年来，随着腹腔镜器械和技术的发展，腹腔

镜已经成为治疗肾囊肿的有效及最佳的治疗方法[5]。目前文献报道小儿肾囊肿

病例较少，尤其新生儿巨大肾囊肿更为罕见，而且文献所报道的肾囊肿腹腔镜开

窗去顶后很快治愈，但此患儿肾囊肿术后持续引流已 2 月以上，目前引流量仍无

减少，尚未见报道。 

 



290-腹腔镜肾盂成形术在婴儿肾积水中的应用体会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外科  陈超 杨体泉 苏成 王从军 

 

目的：探讨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治疗婴幼儿输尿管肾盂连接部梗阻性肾积水的疗效

及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于 2016年 6月至 2017 年 12月行肾盂成形术治疗的 35

例婴儿输尿管肾盂连接部梗阻性肾积水病例。男 18例，女 17例，年龄 3月-12

月，平均年龄 4.5±0.5m，左侧 28例，右侧 7 例。其中腹腔镜手术组 21 例，开

放手术组 14例，术中留置双 J管、肾周引流管及尿管，术后 1-2m拔除双 J管,

全部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2m-20m; 

结果：两组病人术后随诊均吻合口通畅。腔镜组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转，平均

手术时间 116.7±22.5min，开放组 96.7±18.5min，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腔镜组术中出血量 10.7±3.5ml，开放组 13.7±5.3ml，P>0.05;腔镜组术后住院

时间 5.4±2.3d，开放组术后住院时间 7.8±2.6d，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腹腔镜下肾盂成形术治疗婴儿肾积水安全 、有效 ，手术成功率和手术并

发症与开放手术无明显差别 ，虽然手术时间稍长 ，但术后患者恢复快 ，明显

减少患者住院时间，切口美观 。 

  



71- UPJO 致儿童间歇性肾积水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分析 

姜大朋，赵海腾，何蓉，吴少锋，孙洋，钟量，孙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小儿泌尿外科 

 

目的: 儿童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Ureteropelvic junction obstruction, UPJO)所导

致的肾积水可表现为长期稳定或进行性加重，但有一部分患儿则表现为间歇性积

水。对于这部分患者的临床特点探讨较少，故本文对 UPJO 导致的间歇性肾积水

患儿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分析探讨。 

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13年 6月至 2017

年 6 月间收治的间歇性肾积水患儿（年龄：3-14 岁）的临床资料。患者术前常规

行肝肾及凝血功能检测、泌尿系超声及同位素利尿肾图检查。收集患儿的病例资

料，归纳总结其存在的临床症状及影像学异常等检查结果。 

结果: 我院共诊治年龄在 3-14 岁的 UPJO 致间歇性肾积水患儿 38 例，术后失访

4 例，共 34 例患者入组。右侧发病者 3 例，左侧发病者 31 例，合并对侧轻度肾

积水者 5 例，孕期超声即发现肾积水者 2 例。所有患者均有急性腹痛发作，且腹

痛在 3 天内自行消失；腹痛诱发因素主要为大量饮水及剧烈活动；两次腹痛发作

间期从 7 天至 3 个月不等；80%的患者合并有恶心及呕吐；所有患儿在急性腹痛

发作时超声检查均提示肾盂扩张明显，90%的患者腹痛缓解期可见肾盂壁肥厚，

该超声表现一般持续 1 周左右。所有患儿均接受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术后腹痛均

无再次发作。手术所见及病理证实 UPJO 的存在，UPJ 息肉者 2 例，迷走血管外

源性压迫 2 例。核素检查提示患侧分肾功能在 40%以上者 24 例（70.6%）。 

结论：早期诊断 UPJO 致儿童间歇性肾积水病例的关键在于症状的识别、详尽的

了解病史和腹痛发作期间一系列的超声检查。腹痛发作后早期的超声检查发现肾

盂壁增厚是一项很重要的影像学特征。 

[关键词]  间歇性肾积水；肾盂成形术；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 

  



19-单孔腹腔镜改良Lich-Gregoir输尿管再植术治疗小儿输

尿管末端梗阻的应用报告 

                          范登信 

安徽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目的 探讨单孔腹腔镜改良Lich-Gregoir输尿管再植术治疗小儿输尿管末端梗阻

的应用体会并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6年1月-2017年12月，24例采用单孔腹腔镜改良

Lich-Gregoir输尿管再植术治疗的输尿管末端梗阻的患儿临床资料。男20例，女

4例，年龄3月-10岁，平均年龄2.5岁，脐孔直径1.0-2.5cm，平均1.6cm，体重指

数12.5-21.6kg/m2，平均15.2kg/m2.。其中单纯输尿管下段梗阻15例，重复肾输

尿管梗阻9例。所有病例由同一术者完成。手术取环脐皱褶1.5-2cm切口，植入单

孔通道器，常规器械和可弯曲器械混合操作。近膀胱离断远端输尿管狭窄段，修

剪输尿管近端，于原输尿管开口上方2cm向外斜行切开膀胱肌层直至粘膜下，向

两侧粘膜下潜行分离行成一长约3cm宽约1.5cm的粘膜下隧道，膀胱粘膜下端切开，

将其与修剪的输尿管对位吻合，植入DJ管，而后将输尿管包埋其中关闭膀胱肌层。

保留导尿及留置盆腔引流管。 

结果 所有病例均完全在单孔腹腔镜下完成，手术时间 70-115 分钟，平均 90 分

钟，平均出血量 8ml，无术中并发症发生。术后 2-3天拔除盆腔引流管，术后一

周停保留导尿。所有病例术后随访 2-12 个月，脐部无明显手术疤痕，静脉尿路

造影及泌尿系 B超提示无尿路梗阻，肾积水及输尿管扩张明显改善，排泄性膀胱

尿道造影未见返流。 

结论 单孔腹腔镜改良Lich-Gregoir输尿管再植术治疗的输尿管末端梗阻安全、

有效、创伤小、恢复快，美容效果满意，值得推荐。 

 

  



57-单侧 SFU3-4 UPJO 超声检查中肾脏扩张参数 

对分肾功能阈值的预判 

 

徐国锋 1、沈志云 2、付宏亮 3、林厚维 1、方晓亮 1、贺雷 1、徐卯升 1、耿红全 1*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泌尿外科 

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超声中心 

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核医学科 

*通讯作者: genghongquang@xinhuamed.com.cn 

背景：UPJO 是儿童最常见的肾积水原因，但如何从 UPJO 患儿中区

分出需要手术的病例以及手术时间的选择是一个难题。在一些需要长

期随访的病例，家长面临着心理、医疗费用、长途跋涉等巨大压力，

前往大型医疗中心检查分肾功能。如何利用简单、有效的检查手段来

预估肾脏的功能状态是临床医生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从单侧 SFU3-4UPJO 病例超声检查结果着手，分析肾脏扩张的

相关参数来预判分肾功能值是否低于 40%需要进一步行同位素利尿

肾图检查。 

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首次来院就

诊和产后随访的单侧 SFU3-4UPJO 病例，分析其超声检查结果中肾脏

扩张的相关参数肾脏长度（renal length）、肾上盏分离值（Upper 

peripheral calyceal dilation）、肾盂分离值（anteroposterior diameterwere）。

在排除其他肾发育异常疾病后，共有 589 名病例符合入组条件，患儿

的年龄、患侧、身高、体重、性别的数据均予以收集。所有超声均为

同位素利尿肾图检查前 1-2 周所查。利用 Kruskal-Wallis 等方法分析



数据结果。患儿被分为４组，1-6 月组、6-36 月组、36-84 月组、84-144

月组。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来分析肾脏扩张参数、分肾功能<40%达到最大曲线下面积 

(AUC)时各参数的 cut-off 值。 

结果：一共有 321 名患儿的分肾功能大于 40%, 268 名患儿的分肾功

能<40%。各年龄组 AUC 均>0.7 有一定的准确性，在 84-144 组

AUC>0.9有较高准确性。DRF <40%组的肾脏长度、肾上盏的分离值、

肾盂分离值与 DRF≥40%(p<0.001)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将各肾脏扩

张参数值通过身高、体重调整后预测分肾功能阈值时，AUC-ROC 明

显提升；相应的肾脏长径、肾盂分离值、肾上盏分离值的 cutoff 在

1-6 月分别为 79.5 mm, 25.5 mm, 12.5 mm ；6-12 个月分别为 87.5 mm, 

26.5 mm, 14.5 mm;36-84 个月分别为 92.5 mm, 24.5 mm, 15.5 mm ；

84-144 个月分别为 114 mm, 30 mm, 16.5 mm。 

结论：肾脏扩张参数评估系统能有效的在缺乏同位素检查的医疗机构

用于单侧 UPJO 观察组病人的分肾功能阈值的预判。 

关键词: SFU 3-4 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狭窄; 分肾功能; 肾积水; 超声; 

Cutoff 

 

 

 

 

 



 

 

 

 

 

 

 

 

 

 

专场五：尿道下裂、DSD、后尿道瓣膜 

 

 

 

 

 

 

 

 

 

 

 



46-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治疗新生儿后尿道瓣膜 

樊宏杰 杨艳芳（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目的：探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后尿道瓣膜切除术治疗新生儿后尿道瓣膜的临床效

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1月收治的36例新生儿后尿道瓣膜病例的临

床资料。全部为男性患儿，年龄3天～29天，平均17.7天。术前均行超声、排泄

性膀胱尿道造影（VCUG）、静脉肾盂造影(IVU)等检查。23例行经尿道输尿管镜下

钬激光后尿道瓣膜切除术，13例行经尿道后尿道瓣膜电切术。 

结果：钬激光组21例患儿术后复查VCUG显示远端尿道梗阻消失，2例仍存在梗阻，

行二次手术切除后再次复查尿道影像恢复正常。术后随访8-32个月,所有病例均

未出现瘢痕性狭窄，8例输尿管反流于术后1年内消失，肾积水减轻或消失，6例

输尿管反流及肾积水减轻，5例术后肾积水处于稳定状态，4例肾积水有加重趋势。

电切组10例患儿术后复查VCUG现实远端尿道梗阻消失，3例仍存在梗阻，行二次

手术切除后梗阻消失，1例出现瘢痕性狭窄，性狭窄内切开后梗阻消失。两组对

照手术成功率无明显差异。 

结论：经尿道输尿管镜下钬激光后尿道瓣膜切除术疗效确切可行，是一种可行的

后尿道瓣膜治疗手段，并更适合于新生儿患者；后尿道瓣膜症的长期随访十分重

要。 

 

  



60-后尿道瓣膜合并前尿道瓣膜的诊治特点及文献回顾（附1

例报告） 

李晓溪 谢华 黄轶晨 梁龑 杨刚刚 陈方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泌尿外科200062 

目的：总结后尿道瓣膜同时合并前尿道瓣膜诊治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17年5月收治的1例后尿道瓣膜同时合并前尿道瓣膜病例

临床资料，通过MEDLINE（PubMed）电子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对后尿道瓣膜同时

合并前尿道瓣膜的文献进行检索与分析。 

结果：患儿，男，27天，因“产检发现双肾积水3个月余，发热4天入院”入院。

术前排尿性膀胱尿道造影（voiding cystourethrography，VCUG）发现后尿道瓣

膜同时合并前尿道瓣膜，采用导引钢丝同时行膀胱镜经尿道电切治疗，术后7天

拔除导尿管，排尿尿线粗、射程远，术后随访6月，复查VCUG提示后尿道扩张较

前好转，未及膀胱输尿管反流。泌尿系统超声未见明显异常。利尿肾动态显像

（diuretic renogrophy，DR）检查结果较术前肾功能明显恢复。 

结论：后尿道瓣膜同时合并前尿道瓣膜术前主要通过VCUG与膀胱镜检查明确诊断，

即使发现后尿道瓣膜也要注意观察前尿道情况，避免忽略同时存在的前尿道瓣膜。

关键词：后尿道瓣膜；前尿道瓣膜；儿童；膀胱镜；手术 

 

  



86-性别发育异常合并尿道下裂尿道成型术式探讨 

 

宋宏程 王朝旭 孙宁 张潍平 田军 李明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目的：探讨性别发育异常合并尿道下裂的尿道成形术术式探讨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月至 2016年 1月收治的 87例性别发育异常合并尿道

下裂的临床资料。本组年龄 10个月到 15岁 2 个月，平均 40个月。87例均为初

治病例(阴茎体型 1例，阴囊型 8例，会阴型 78 例)，其中卵睾性别发育异常 28

例、混合性腺发育不良 8例、5a还原酶缺乏 2 例、Klinefelter综合征 2例、雄

激素不敏感 3例，未找到具体病因的 46XYDSD44 例。本组一期矫治 35例，其中

Duckett 14例，Duckett+Duplay 21例;分期 Duckett 52例。 

结果:术后随访 1年 4个月到 5年 6个月，平均 2年 7个月。行 Duckett 一期矫

治患者尿瘘 14.2%(2/14)，尿道狭窄 7.1%(1/14)，尿道憩室 7.1%(1/14)。行

Duckett+Duplay一期手术患者尿瘘 28.6%(6/21)，尿道憩室 4.8%(1/21)，尿道

狭窄 9.5%（2/21）。行分期 Duckett手术患者尿瘘 7.6%(4/52)，尿道狭窄

1.9%(1/52），尿道憩室 3.8%(2/52)。 

结论: 性别发育异常合并尿道下裂具有阴茎发育差，尿道缺损长，阴茎头小，包

皮弹性差等特点。分期 Duckett手术适用于矫治性别发育异常的重度尿道下裂，

有效降低术后尿瘘、尿道狭窄和尿道憩室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性别发育异常；尿道成形术；分期手术 



235-尿道板与龟头的宽度比值在尿道下裂尿道板评价中的应

用 

目的:探讨尿道下裂病人中尿道板质量的新型评估方法，即以尿道板与龟头的宽

度比值（U/G），作为评价指标。 

方法:前瞻性收集 2014-2016 年于我院初次行尿道板纵行背切尿道卷管成型术

（TIP）的青春期前病人资料，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阴茎固有参数及术后结果。

阴茎固有参数于术中阴茎勃起状态下测量，并重点评价：①尿道开口位置，②龟

头宽度，③尿道板宽度，④阴茎下弯程度。U/G 定义为尿道板宽度与龟头宽度之

比值。随访记录尿道并发症，并统计分析其与 U/G 的相关性。 

结果:初次行 TIP 手术共 442 例，平均年龄 2.8 岁（0.5-12 岁）。平均随访 26 月（12-38

月），出现尿道并发症者共 59 例（13.3%）。U/G 与龟头宽度及尿道开口位置均无

明显统计学相关性。U/G 平均值为 0.39（0.18-0.73）。根据 ROC 曲线，U/G 分界

值为 0.36。U/G ≤ 0.36 者尿道并发症发生 42/188（22.3%），而 U/G > 0.36 者尿道

并发症发生 17/254（6.7%）。U/G ≤ 0.36 者增加尿道并发症风险 4.819 倍（95% CI 

2.548-9.112, P<0.001）。中段型及近端型尿道下裂同样增加尿道并发症风险。 

结论:本研究肯定了 U/G 作为一个客观、可精确测量的指标，在尿道板评价中的

价值；并认为 U/G 可作为影响 TIP 手术效果的独立因素。 

  



76- Snodgrass 术治疗远端型尿道下裂 207 例的临床效果分

析 

 

目的:探讨尿道板中央切开卷管尿道成形术（tubularized incised plate，TIP，

又称 Snodgrass术）治疗远端型尿道下裂的效果及临床应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科手术并完整随访的 207 例

Snodgrass术病例资料，均为阴茎皮肤脱套后尿道开口于阴茎干远端，按尿道板

宽度（≧8 mm 组，5 ~ 8mm 组）、阴茎弯曲程度（≧30°组，<30°组），阴茎冠

状沟处直径（≧14 mm 组，<14 mm 组）进行分组讨论，比较术后尿道狭窄、尿瘘、

尿道口开裂下滑的发生情况，采用卡方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随访时间 6 ~ 24 个月，平均 18 个月，手术成功率 74.4%，53 例发生并发

症，其中尿瘘 43例（20.8%），尿道狭窄 4例（1.9%），尿道口开裂下滑 6例（2.9%）。

上述并发症的发生与尿道开口位置、尿道板的宽度和质量无关，与阴茎冠状沟处

直径和阴茎脱套后弯曲程度有关。  

结论:尿道开口位置和尿道板质量对于 Sondgrass 术治疗远端型尿道下裂的术后

并发症无直接影响，对于阴茎体发育正常（冠状沟直径≧11毫米），无明显阴茎

弯曲或弯曲程度较轻（<30°）者，采用尿道板中央切开卷管尿道成形术能获得

更好的术后效果。 

【关键词】  尿道下裂；尿道板切开卷管尿道成形术；尿道板； 

 

 

  



228-尿道下裂术后近期并发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尿道下裂患儿的临床特点，探索影响尿道下裂患儿出现术后并发症的

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1月至 2017年 11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

泌尿外科首诊并行一期尿道成形术的尿道下裂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尿道下裂出现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有 816 例临床资料完整的患儿纳入本研究，手术年龄 11-186 月，平均

36.4 月，近端型 480 例，远端型 336 例，Duckett 术式 528 例，Onlay 术式 144

例，Snodgrass 术式 66 例，Mathieu 术式 48 例，MAGPI 术式 30 例。Duckett 术

式成形尿道长度 3.54±0.85cm， Onlay 术式成形尿道长度 2.20±0.63cm，

Snodgrass术式成形尿道长度 2.17±0.59cm，后二者均与 Duckett术式存在统计

学差异，术后并发症包括尿道瘘，发生率 14%；尿道狭窄，发生率 8%，尿道憩室

扩张，发生率 3%；、切口裂开，发生率 1%，Duckett 术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31%，

其中尿道瘘发生率 15%，尿道狭窄发生率 11%，Onlay 术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8%，均为尿道瘘，Snodgrass 术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45%，其中尿道瘘发生率

36%，Mathieu 术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20%，均为尿道瘘，术式之间存在统计学

差异。尿道瘘患儿 65%行 Duckett 术式，20%行 Snodgrass 术式，尿道狭窄的患

儿 84%行 Duckett术式，尿道憩室患儿 100%行 Duckett术式。经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尿道下裂出现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包括：尿道下裂的类型、成形尿

道的术式、尿道外口位置、成形尿道长度、尿道有无额外覆盖、术后留置尿管时

间。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成形尿道长度大于 3.0cm，是尿道下裂术后

出现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尿道额外覆盖是尿道下裂术后出现并发症的保护因素。 

结论：尿道下裂最易出现的术后并发症为尿道瘘，最易出现术后并发症的术式是

Duckett术式，成形尿道长度大于 3.0cm容易出现术后并发症，增加成形尿道的

额外覆盖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 

  



87-原位睾丸鞘膜在尿道下裂术后并发症中的二次利用和手

术技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田军 张潍平 孙宁 谢向辉 李明磊 宋宏程 李宁 屈彦超 

韩文文 李振武 梁海燕 杨洋 王雨思 黄澄如 

目的：尿道下裂术后发生尿瘘及尿道憩室十分常见，修复手术后还会造成再次尿

瘘。我们对于尿瘘及尿道憩室再次修复手术时，利用第一次手术覆盖在成形尿道

外的睾丸鞘膜组织，原位对尿瘘及尿道憩室修复部位进行再次覆盖，提高了第二

次修复手术的成功率。 

方法：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了 3 例尿瘘及 3 例尿道憩室的患儿，患

儿年龄 2~4岁。这 6 例患儿第一次手术均在我院由同一名医生完成，第一次尿道

成形术采用 Duckett 术式，且都利用左侧睾丸鞘膜组织覆盖了成形的尿道。尿瘘

修补术距第一次手术均约 1 年，尿道憩室裁剪修复术距第一次手术是 4~6 个月。

第二次手术时分别行尿瘘修补和尿道憩室裁剪，同时仔细游离第一次手术时覆盖

于尿道外的睾丸鞘膜组织，对尿道进行了第二次覆盖。术中见睾丸鞘膜组织完整，

血运良好。 

结果：术后 3~4周拔除导尿管。6例患儿第二次手术后均未出现尿瘘、尿道憩室

和尿道狭窄。伤口皮肤愈合良好，第一次手术取睾丸鞘膜侧的睾丸发育良好。 

结论：睾丸鞘膜组织在尿道下裂治疗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次尿道成形时利

用睾丸鞘膜组织进行覆盖，可以减少尿瘘以及尿道憩室的发生。当在尿瘘和尿道

憩室修复手术时，还可以利用修复伤口附近的睾丸鞘膜组织对修复创面进行二次

覆盖，从而提高了修复手术的成功率。利用原位睾丸鞘膜组织用来修复尿道下裂

并发症有很多优势，尿道下裂的患儿都可以利用睾丸鞘膜覆盖成形的尿道，当第

二次手术时发现睾丸鞘膜组织血运良好，无明显萎缩和坏死，可以再次被利用。

以往在尿道瘘修补和尿道憩室裁剪手术时，尿道外无适合的覆盖材料，很容易造

成再次尿瘘。利用修复创面周围的睾丸鞘膜对伤口再次覆盖，确保了修复手术的

效果。原位睾丸鞘膜组织利用的是第一次尿道成形时采用的睾丸鞘膜，未增加新

的伤口和对患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再次利用该组织修复尿瘘和尿道憩室，提高

了尿道下裂并发症的治疗效果，发挥了物尽其用的良好作用。 



93-改良加盖岛状皮瓣尿道成行术治疗小儿尿道下裂 

牛志尚 ,郝春生, 白东升, 叶辉 ,邱颖, 宋晋秋 

目的:探讨改良加盖岛状皮瓣（Onlay island flap 法）尿道成形术在小儿尿道

裂手术中的应用经验。 

方法:回故性分析应用改良 Onlay island flap 术式治疗尿道下裂患儿 76 例， 

Onlay island flap 术式改良方法：包皮脱套后自阴茎海绵体上游离尿道板/尿

道海绵体，利用其弹性矫正下弯；尽可能选用包皮内板作为岛状皮瓣与尿道板 U

型吻合。  

结果:全组 87 例中成功保留尿道板 84 例（96.6%），阴茎伸直良好。包括行包皮

脱套及阴茎腹侧肉膜松解后阴茎伸直的患儿 5 例; 经游离尿道板/尿道后成功矫

正下弯 68例；加行背侧海绵体折叠 14例（其中为包皮退套、腹侧肉膜松解后残

余阴茎下弯<30°的 9例，残余阴茎下弯>30°的 5例）。手术成功率 82.7%（72/87

例）。尿道瘘 7 例，经手术修补 5 例，自行闭合 2 例；尿道外口狭窄 2 例，行尿

道扩张后痊愈。没有发现尿道憩室、坏死、伤口裂开等情况。 

结论:采用游离尿道板/尿道海绵体矫正下弯、包皮内板作为岛状皮瓣的 Onlay

尿道成形术能明显增大该术式适应证，提高手术成功率，减少术后并发症，值得

临床推广。 

[关键词] 尿道下裂； 尿道成型术；儿童 

  



126-游离口腔黏膜移植物糅合尿道治疗尿道下裂术后尿道

大部分再裂的体会 

郭祥 1李爽 1 

1.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目的:探讨游离口腔黏膜移植物糅合尿道治疗尿道下裂术后尿道再裂的疗效 。 

方法:2015年 5月至 2016年 4月期间我科共进行游离口腔黏膜糅合尿道治疗尿

道下裂术后尿道狭窄 18例，年龄 2-10岁，裂口段平均长约 2-5cm。牵开口腔 ，

碘伏消毒下唇黏膜 后 ，两侧 口角缝线牵引 ，用美蓝 设计矩形切口，外 侧不

超过下唇暴露部分与 非暴露部分分界线，沿标志线切开至黏膜下层 ，掀起一 侧

下唇黏膜瓣 ，沿黏膜下层和 肌层之间分离，创面双极电凝止血后，以可 吸收

线间断全层缝合创面。取尿道裂开处部位阴茎腹侧皮肤切口，暴露患处尿道 ，

将裂开处尿道游离，从背侧纵行切开尿道至正常尿道 0.5cm，确定已切开至正常

尿道黏膜，并以此为依据 ，测量切取的口腔黏膜补片的大小 。在无张力的状态

下，用 6-0可吸收线将口腔黏膜糅合尿道使之成为新的尿道，将其固定在阴茎海

绵体上 ，留置气囊尿管，口腔黏膜条的两侧分别与己剪开的狭 窄段尿道行侧

侧连续缝 合。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结果:18例尿道下裂患者，16例成功；手术成功率 89％ (16／18)，术后阴茎外

观满意，尿道开口于阴茎前端，排尿通畅。所有手术成功患者术后随访 1～12

个月无尿道狭窄，无尿瘘，2例患儿术后失败，术后出现阴茎皮肤切感染发生尿

瘘，择期形尿瘘修补术。 

结论:对于多次手术，局部组织缺乏的尿道下裂术后再裂的患儿 ，应用口腔黏膜

游离移植糅合尿道，手术疗效好，值得推广。  

关键字: 口腔黏膜，糅合尿道，尿道裂开 

  



132-改良 Koyanagi术式一期治疗重度尿道下裂的初步分析：

简单术式改良获取更好临床效果 

黄立渠  董隽  朱浩波 万赞  陆如纲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回顾性分析改良 Koyanagi术式一期治疗重度尿道下裂 10例病人的临床治

疗效果。该简单改良的目的为降低尿道狭窄、改善术后阴茎体外观及更有效的保

护了皮瓣及包皮的血运。 

方法：分析 2017年 8月-2018年 1月间 10例应用该改良术式初次手术治疗的重

度尿道下裂患儿临床数据，手术年龄 9m-57m,平均 21.4 m,会阴型 3例，阴茎阴

囊交界处 4例，阴茎体根部 3例。手术方法：在距冠状沟 0．5cm处环形切开包

皮并横断尿道板，沿着尿道板纵行向尿道口方向切开至距离尿道口约 0.5-1cm,

于 Buck 筋膜浅层脱套包皮及阴茎皮肤至阴茎根部，切断纤维索带，必要时背侧

折叠弯全矫正阴茎下曲；沿龟头部尿道板两侧纵行切开至阴茎海绵体作翼状解剖，

在阴茎背侧包皮正中全层切开约 2 cm，将包皮从阴茎两侧转移至阴茎腹侧，修

剪阴茎体腹侧包皮及原尿道板使得其皮肤平整。自尿道口远端阴茎体腹侧中线间

断缝合包皮至阴茎头部尿道板（间隔 2针固定于白膜 1针），然后与龟头处原尿

道板 V行缝合至阴茎头顶端，完整重建尿道板；尿道口处 U形切开皮肤，重建尿

道板两侧各 0.7cm左右纵行切开包皮皮肤至尿道口至阴茎头顶端，仔细解剖分离

皮瓣筋膜血管蒂，保护尿道板血运，留置导尿管后如同 Duplay术式成形尿道；

龟头翼向中间靠拢缝合成形龟头，将尿道板两侧包皮向中间靠拢间断缝合成形尿

道。 

结果：修复尿道长度 3.5-7cm,平均 4.7 cm。平均手术时间 125分钟，随访时间

2-7月。尿瘘 4例，阴茎头裂开 1例，无尿道狭窄及尿道憩室病例。均排尿顺畅，

电话随访及门诊复查家长术后阴茎体外观均表示满意，手术团队对阴茎体外观满

意。 

结论：该改良术式新旧尿道中间及尿道外口无环形缝合，尿道狭窄发生率进一步

降低；尿道瘘为主要并发症，但易于修复；缝合位置集中于阴茎体腹侧中线，阴

茎外观均满意；改术式更加有利于保护了皮瓣、阴茎皮肤和包皮的血供，也比较

明显地简化了手术操作。 



168-小儿先天性发育异常的生后健康管理模式探索--以阴

茎问题为例 

张镟,周海山,张九鸿,彭仰华,黄诗雅,杨绿频,苏春华,蒋学武 

深圳大学妇幼保健院（深圳市坪山区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518122 

目的：以常见的小儿阴茎问题为例探索小儿先天性发育异常生后的健康管理模式，

以便小儿外科更好地适应国家保基本、强基础、建机制，分级诊疗以及大健康发

展的新医改要求。 

方法：通过政府公共卫生儿童保健项目，在 2015-2017 年连续 3 年对深圳市坪山

区 60 所幼儿园 5000 名 3～6 岁男童的外生殖器进行年度健康普查（体检人员事

前由小儿泌尿外科专科医师进行现场专业培训并设计专门表格），结果反馈回学

校和家长，并记录入儿童保健档案，同期由小儿泌尿外科专科医师开展幼儿园园

医培训及家长的健康宣讲，小儿外科开设专科门诊对接咨询并指导进一步处理。

结果：普查男童的外生殖器问题主要包括包茎和包皮过长、隐匿阴茎和埋藏阴茎、

蹼状阴茎、尿道下裂、尿道外口囊肿、阴茎扭转畸形、阴茎阴囊转位等。通过幼

儿体检及健康宣讲后，体检发现“异常”的 85-50%。患儿家长得到体检结果后

能按指引或自主前往相关小儿外科专科门诊进行咨询，并有医疗诊治回执的约

50-80%。除部分符合手术指征者获得手术干预外，绝大多数“患儿”进入健康

管理（家庭护理及随访）。经过近 3 年的专科健康管理，家长和“患儿”的依从

性明显增强，阴茎异常情况明显改善（同组儿童阴茎体检“异常”比例明显下降），

误治、乱治现象得到较好的改善。 

结论：借助国家儿童公共卫生服务机制，整合相关技术及社会力量，积极开展以

幼儿园为单位的幼儿小儿外科健康体检以及相应的园医、家长健康教育，再续接

专科服务等，可以对诸如小儿阴茎类发育异常明显做到早发现、早重视、早诊断、

早干预并早列入专门的健康管理，让患儿得到尽可能佳的处理方式。也是某些常

见小儿外科先天性发育异常健康管理的有效模式。 

【关键词】 先天性发育异常；阴茎；健康管理 

 

  



220-改良开放式导尿与传统封闭式导尿在尿道下裂行尿道

成形术后的疗效对比分析 

王欣 1关勇 1 孟庆娅 1 吴勇 1 

（天津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目的:尿道下裂是男性泌尿生殖系常见的先天性畸形,其发生率约为 0.3%，手术

是唯一的治疗手段，对于手术后的导尿方法,目前仍有不同的观点。本研究通过

比较尿道下裂行尿道成形术后改良开放式导尿与传统封闭式导尿，探讨尿道下裂

行尿道成形术后应用改良开放式导尿的优势。 

方法:选取2015年7月-2017年2月期间，天津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资料完整的尿道

下裂患儿216例，按照术后导尿方式分为实验组（改良开放式导尿组）108例和对

照组（传统封闭式导尿组）108例，按病情采用不同的手术方法修复尿道,术后治

疗组采用改良开放式导尿的方法,具体措施为:1、在患儿术后留置导尿管的末端

开放引流； 2、尿管的末端包裹在一片干净尿不湿中,用弹力绷带将包裹好尿管

末端的尿不湿固定于患儿一侧大腿上；3、另取一片干净尿不湿，按常规穿法穿

在患儿臀部，尿不湿与阴茎接触的部位大量涂红霉素眼膏或百多邦；4、观察尿

不湿的颜色,变色即可随时进行更换。对照组采用传统封闭式导尿的方法。具体

措施为:在患儿术后留置导尿管的末端接上一次性的引流袋,并将引流袋固定在

患儿的病床上。更换引流袋频率为每三天一次。观察两组患儿术后恢复情况及并

发症发生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实验组 108 例，术后下地活动开始时间均为术后第 2 天，带尿管期间无尿

管意外脱出，无尿管阻塞。出现 1例伤口感染，1例泌尿系感染（大肠埃希菌），

住院时间 7.12±1.56 天。随访 1年，出现 17 例尿瘘，7例尿道口轻度狭窄行尿

道扩张后治愈。2例尿道狭窄行尿道切开术。对照组 108例，术后下地活动开始

时间均为术后第 14 天，带尿管期间 1 例尿管意外脱出，5 例因尿管阻塞更换尿

管。出现 3例伤口感染，3例泌尿系感染（屎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奇异变形杆

菌），住院时间 12.03±1.47 天。随访 1 年，出现 16 例尿瘘，9 例尿道口轻度

狭窄行尿道扩张后治愈。3例尿道狭窄行尿道切开术。 

结论:小儿尿道下裂行尿道成形术后采用改良开放式导尿在各型尿道下裂术后治



疗中均有良好的疗效，较之传统封闭式导尿方式相比有明显优越性,能减少伤口

感染及泌尿系感染等并发症,操作简易,护理方便，尿管固定安全、可靠，住院时

间更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84-尿道下裂患者青春期后心理调查 

目的:通过对青春期后的尿道下裂患者随访，获得其社会心理状况以及阴茎外观

评价。 

方法:选取 1993-2002 年期间，在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接受首次尿道下裂矫正

手术治疗的患者，通过信访、电话、邮件及面谈等方式，随访术后 10 年以上的

尿道下裂患者心理情况。 

结果:共 606例患者中 93例获得回访（回访率 15.3%）。随访时患者的年龄为 10.0

岁-29.0 岁，平均 16.2 岁。44 例患儿回报存在心理问题，占 47.3%,其中 20.4%

的患儿是认为自己的身体有缺陷，33.3%的患儿担心自己的阴茎问题被别人了解，

28%的患儿不愿意去公共厕所或者公共浴池，26.9%的患儿因为阴茎外观问题感到

苦恼，18.3%的患儿因尿道下裂手术影响到日常生活，12.9%的患儿认为尿道下裂

是一种可怕的疾病，32.3%的患儿总是回避和别人谈论有关阴茎的话题，30.1%

的患儿对暴露阴茎感到害怕或者羞愧，22.6%的患儿因为阴茎问题被同学嘲笑过，

51.6%的患儿认为阴茎与其他人不同。通过分组比较得出，尿道下裂类型、阴茎

外观满意度对心理问题的影响有明显统计学差异。术后并发症对心理问题的影响

各组间无差异。 

结论:重度尿道下裂患儿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较轻度尿道下裂患儿高。阴茎外观

越满意，出现心理问题几率越小。临床医生应重视术后对患儿及其家长心理问题

的辅导。 

  



61-男性重复尿道畸形患儿诊治报告 

吕逸清 1，谢华 1*，黄轶晨 1，李晓溪 1，余玲 1，孙莉 1，陈艳 1，孙会振 1，

杨刚刚 1，包杰文 1，梁龑 1，陈方 1 

（1.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泌尿外科） 

目的：总结男性重复尿道畸形患儿的诊治经验，提高男性重复尿道的诊疗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上海市儿童医院诊治的男性重

复尿道畸形患儿病例资料。术前常规行排泄性膀胱尿路造影及膀胱尿道镜检查。

根据重复尿道畸形的不同类型采用相应的手术方式。术后定期随访。 

结果：共计 11 例男性重复尿道畸形患儿，平均年龄 52±15 月（12 月—11 岁）。

其中 I 型 6 例，均表现为副尿道开口于阴茎背侧，同时伴有阴茎背侧弯曲。术中

探查副尿道长度 1.5cm—4cm 不等，在副尿道进入阴茎海绵体的位置进行结扎，

并充分游离阴茎背侧纤维束带组织以纠正阴茎背曲，术后无需留置导尿，并无特

殊并发症。IIA2 型 3 例，表现为主尿道开口位于阴茎腹侧，副尿道开口位于阴

茎头顶端偏背侧且较狭窄，其中 2 例伴有轻度阴茎腹曲。术中将包皮脱套至阴茎

根部，完全直伸阴茎后，取背侧带蒂包皮内板并转移至腹侧，类似 Duckett 术式

般将主尿道重建延长至冠状沟水平，随后将副尿道开口连同阴茎头一并从腹侧面

剪开，将剪开的副尿道作为尿道板，将重建主尿道的带蒂皮瓣覆盖于尿道板之上，

如 Onlay 术式般完成阴茎头段尿道重建，并同时将主、副尿道通过此方法合为一

根尿道，开口于阴茎头顶端。随后将阴茎头重建包绕该段尿道。于主尿道内留置

导尿两周。术后有 1 例出现冠状沟瘘，经尿瘘修补后痊愈。IIA2“Y”型 2 例，

表现为主尿道开口位于直肠，副尿道开口位于阴茎头顶端偏背侧且较狭窄，其中

1 例因脊髓栓系导致神经源性膀胱。I 期手术将主尿道与直肠分离，并开口于会

阴部。神经源性膀胱的患儿即通过该开口进行 CIC。另 1 例患儿出现过数次会阴

部尿道开口狭窄，经过扩张无效，遂使用会阴部推进皮瓣及阴囊带蒂皮瓣扩大会

阴部尿道开口，并卷管延长尿道，尿道开口于阴茎根部。术后半年再次手术，利

用腹侧包皮卷管，阴茎头段尿道处理类似 IIA2 型，重建尿道开口位于阴茎头顶

端。术后冠状沟有一尿瘘，目前随访中。 

结论：男性尿道重复畸形较为罕见，术前需仔细评估确定类型，并应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个体化治疗。 

关键词：重复尿道；尿道重建；小儿泌尿外科 



243-1 例性染色体 DSD 疑难病例讨论 

患儿 4Y8M（2013.6.7），社会性别男性 

病史：发现排尿口位置异常 4年余，发现染色体异常半年余就诊。患儿生后即被

发现排尿口位置异常，小便从阴茎腹侧解出，阴茎向下弯曲。当地医院诊断“尿

道下裂”，建议学龄前期手术，未予任何检查。半年前患儿外院小儿内分泌科就

诊，查染色体、SRY 基因、性激素及相关激素检查、hCG 激发试验等。近日我科

就诊，以“性染色体性发育异常：尿道下裂”收治入院。 

体检：身高 95cm（-3sd），体重 13Kg，血压 98/62mmHg，外阴呈男性，阴茎发育

较同龄人偏小，约 2cm，包皮呈帽状堆积于阴茎背侧，尿道开口于阴囊部，阴囊

分裂，左侧阴囊可及睾丸样组织，偏小，质地偏软，活动度可，无压痛。右侧阴

囊入口处可及小包块，较左侧小。EMS评分 4分，Prader分级 III级。 

实验室检查：外院 HCG 激发试验 750U*3天 

 激发前 激发后 

T(nmol/L) <0.35   3.56 

DHT(pg/ml) 14 48.61 

T/DHT  21 

AMH 2.57  

抑 制 素

B(pg/ml) 

10.11   

外院 LHRH 激发试验 

 0分 30分 60分 90分 

LH(IU/L) <0.2 4.09 4.07 3.61 

FSH(IU/L) 1.13 8.76 12.76 14.79 

E2(pmol/L) <73 <73 <73  

T(nmol/L) <0.35 <0.35 <0.35  

外院染色体：45，X（26）/46，X，del（Y）(q12)(24)。SRY 基因：分析的 30

个中期细胞中，发现 20 个细胞仅存在一个 CEPX 信号。10 个细胞存在两个 SRY

信号且存在该染色体两端，同时存在一个 CEPX 信号。 

我院检查（2018.2）：术前常规检查，电解质及 T3+T4+TSH均无殊 



E2(pmol/L) 82.81 

FSH(IU/L) 0.60 

LH(IU/L) <0.07 

孕酮（nmol/L） <0.67 

泌乳素（mIU/L） 340.78 

HCG 0.0 

T (nmol/L) <0.35   

DHT(pg/ml) 22.3 

17 α 羟 孕 酮 (n 

mol/L) 

0.4 

AMH 50.23 

抑制素 B(pg/ml) 89.60 

 

ACTH(pg/mL) 7.4 

皮 质 醇 ( μ

g/dL) 

7.21 上午 

4.67 下午 

本院超声检查： 

腹股沟：左侧睾丸于腹股沟探及，右侧睾丸位置偏高伴周围积液（左侧阴囊内未

探及睾丸回声。左侧腹股沟内探及睾丸回声，大小 1.4cm*0.7cm*0.6cm，包膜光，

内回声均匀，周围可探及无回声区。右侧阴囊上方探及睾丸回声，大小

1.0cm*0.6cm*0.6cm，包膜光，内回声均匀）。 

盆腔：未探及明显子宫卵巢回声，请结合临床。 

腹部：肝、胆、脾、胰、双肾、肾上腺未见明显异常（附见：左侧输尿管中下段

稍扩张） 

我院心超、心电图及胸片提示无殊 

我院心理评估：17分，偏男性 

入院后情况：2018.2.28 在全麻下行“膀胱镜检查+腹腔镜检查+右侧内环口缝扎

+双侧性腺活检+右侧性腺固定+尿道下裂阴茎伸直＋尿道成形术（Duckett）”。术

中腹腔镜下可见右侧内环口未闭，予以缝扎内环口，盆腔内未见子宫及输卵管，



双侧内环口可见精索血管及输精管血管穿出，但未见明显输精管；膀胱镜下尿道

内见阴道盲端，长约 3.5cm，其末端可见一窦道，深约 1cm，距离尿道内口 2.5cm，

距离尿道外口约 3cm，膀胱内见双侧输尿管开口宽大；左侧阴囊内可见睾丸样性

腺，较小（1.3cm*0.8cm*0.6cm），右侧阴囊入口可见睾丸样性腺，较左侧小

（1.0cm*0.7cm*0.5cm），双侧性腺外观均发育差，与正常睾丸色泽不同，偏红，

右侧尤其明显，分别切取 0.2cm*0.1cm，送病检，并将右侧性腺固定于阴囊；尿

道开口于阴囊部，阴茎海绵体发育差，予阴茎伸直，成形尿道 3.5cm。术后病理

提示：双侧幼稚睾丸组织。 

讨论问题： 

一、 此患儿在当地医院诊断“尿道下裂”，一直排队等手术，对于重度尿道下

裂，是否出生后就需要进行 DSD的基本评估？ 

二、 一旦怀疑 DSD，作为小儿外科（泌尿）医生，直接将病人转诊给内分泌

科医师还是先进行基本的评估？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评估？ 

三、 这个染色体结果意味着什么？ 

四、 还需要进一步的基因检测吗？ 

五、 内分泌医生在 DSD 患儿的诊断评估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做

哪些内分泌方面的评估？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更好的协作？ 

六、 此患儿外生殖器 EMS 评分 4 分，Prader 分级 III 级，从小按男性抚养，

社会性别为男性，患儿的性别分配完全由父母的意愿决定吗？如不是，谁来

决定？ 

1. 外科医师？ 

2. 内分泌科医师？ 

3. 伦理委员会？ 

4. DSD的 MDT+家长 

5. 现在就按当前 

七、 性腺处理 

1. 是否需要活检？价值如何？ 

2. 是否需要切除？不切除肿瘤风险大吗？ 

八、 做男性，尿道下裂成形术前，阴道需要切除吗？ 



245-尿道下裂患儿及家属术前心理状况的探究 

目的：对尿道下裂术前患儿的心理及行为和家属的心理及应对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探究尿道下裂对患儿及家属心理和行为影响的情况，为尿道下裂患儿治疗过程中

的临床护理提供理论指导。 

研究对象和方法：对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小儿外科 2015年至 2017年 4-8岁的

尿道下裂患儿及家属在手术前 1天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

分通过自行设计的基本信息调查项目了解患儿及家属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对患

儿家属的心理状态及应对情况进行问卷，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调查患儿

家属的心理状态，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调查患儿家属应对疾病的态度；

第三部分是对患儿的心理状态及行为状况进行调查，采用儿童气质量表调查患儿

心理状态，采用 Achenbath 儿童行为量表（CBCL）调查患儿的行为状况。结果：

1.完成问卷调查的患儿家庭总共有 150例，其中符合研究标准的有 128例，患儿

中位年龄 6 岁，患儿家属年龄在 23-42 岁之间，其中患儿父亲 70 例，母亲 58

例；初中及以下学历有 34例，高中及中专学历有 59例，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有

35 例；职业为农民及工人 84 例，其他如教师、公务员 44 例；患儿为独生子 89

例，非独生子 39 例，在非独生子基础上，排行老大 27 例、排行老二及以下 12

例；患儿长期跟随父母生活 102例，未长期跟随父母生活 26例；2.TCSQ 结果显

示，父母不同受教育程度、职业、患儿是否为独生子、在家中排行情况、是否长

期跟随父母生活都会使患儿家属应对疾病产生不同的态度 3.SCL-90 量表调查结

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尿道下裂患儿家属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

恐怖方面问题较突出；受教育程度低、职业为工人或农民的父母较受教育程度高、

职业为教师或者公务员的父母 SCL-90 量表得分高，即心理障碍更明显；4.儿童

气质量表调查结果显示，尿道下裂患儿在活动水平、节律性、反应强度、注意分

散度、注意时限和坚持度、反应阈和趋避性方面问题突出；Achenbath儿童行为

量表调查结果显示，尿道下裂患儿在抑郁因子、多动因子、攻击性因子、社交退

缩因子、交往不良因子方面问题突出；5、父母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职业、

对疾病不同的应对态度、患儿是否为独生子、是否长期跟随父母生活也会对患儿

的心理及行为状况产生不同的影响。 

结论：1.尿道下裂对患儿及家属的心理、行为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尿道下裂不仅



仅是器质性的疾病，也是一种隐形的心理疾病。2.父母不同的接受教育程度、不

同职业、患儿是否为独生子、在家中排行情况、是否长期跟随父母生活的尿道下

裂患儿，其家属对疾病具有不同的应对态度。3.患儿家属不同的心理影响状况和

对疾病不同的应对态度也会对患儿的心理及行为造成不同的影响。4.在尿道下裂

的手术治疗中，医护人员应关注尿道下裂对患儿及家属的心理、行为的影响，及

时给予相应的心理干预，才能提高患儿及家属的治疗满意度。 

关键词：儿童尿道下裂心理状况 

 

 

 

 

 

  



 

 

 

 

 

 

 

 

 

 

专场六：尿道下裂、隐匿阴茎 

 

 

 

 

 

 

 

 

 

 

 



64-单环缝扎法治疗小儿尿道下裂术后小的尿道皮肤瘘的体

会 

余玲,吕逸清,黄轶晨,李晓溪,孙莉,陈艳,包杰文,孙会振,徐展远, 

杨刚刚,陈方,谢华* 

目的：总结用单环缝扎法治疗小儿尿道下裂术后小的尿道皮肤瘘的体会。 

方法：选取从 2014年 7月至 2016年 10月期间，在本院收治的 18例尿道下裂术

后尿瘘的患儿。平均手术年龄为 5.89 岁（2.4 岁～11.8 岁）。平均尿瘘的直径

2.09mm（1mm～3mm）。尿瘘均位于阴茎体部：阴茎体远端 5 例，阴茎体中部 10

例，阴茎体近端 3例。患儿均无尿道狭窄等其他尿道下裂术后相关并发症。所有

的患儿均采用单环缝扎法修复尿道下裂术后尿道皮肤瘘。手术步骤如下：患儿仰

卧位，在全麻复合骶管麻醉。常规碘伏消毒，铺巾后，尿道内置入 F8 胃管判断

尿道通畅程度，排除尿道远端有无狭窄等病变。在阴茎根部用止血带阻断或直接

按压后，进行注水试验。通过 F6或 F8胃管向尿道近端注入生理盐水，观察 UCF

部位、数量。在距 UCF 边缘 2mm 左右环状切开皮肤，切缘牵引（图 1），自瘘口

向尿道仔细解剖游离出瘘管。注意瘘管走向，不误伤瘘管和尿道并保护瘘口周围

血供。暴露瘘管，再次测量并判断瘘管直径。用 6-0的 PDS线在瘘管根部贯穿并

围绕瘘管结扎一圈（图 2）。裁剪掉多余的瘘管组织。在牵引线辅助下仔细游离

瘘口周围皮下筋膜组织，并将其无张力缝合覆盖缝合于瘘口上（图 3）。再次行

注水试验后，确保瘘口无渗漏。修整瘘口表面皮肤，用 6-0的 PDS线逐层严密缝

合。缝合过程中注意避免各层面缝合线的重叠。修补完成后留置 F6 胃管作为导

尿，结束手术。 

结果：术后对所有患儿进行门诊随访，平均随访时间为 19.9 月（6 月～32 月）。

18例患儿术后恢复良好，均无尿瘘复发，无排尿困难。 

结论：对于尿道下裂术后小的尿道皮肤瘘（直径≤3mm），单环缝扎法是简单，有

效的治疗技术。 

【关键词】尿道下裂；尿道皮肤瘘；尿瘘修复术 

 

 

 



260-混合性性腺发育不良的临床特点总结 

毛宇 陈绍基 唐耘熳 王学军 覃道锐 蔡永川 

 

目的：总结和分析混合性性腺发育不良患者的临床特点，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年 5 月至 2018年 2月共收治的 21例混合性发育不

良患者，年龄 10月-3岁 3月，平均 1岁 9月。就诊时，19例患儿抚养性别为男

性，2例患儿抚养性别为女性。患儿术前行外生殖器查体、内分泌评估、染色体

和基因检查。手术中行膀胱镜联合腹腔镜检查并行性腺活检，最终确认性别后进

行相对应的外生殖器整形。  

结果：21例患者中 Prader 分级 II级 3例，III 级 12例，IV级 6例。10 例患者

染色体核型为 45,X/46,XY，9例患者染色体核型为 46,XY， 1例患者染色体核型

为 45,X/46,XY/47,XYY，1例患者染色体核型为 45,X/47,XYY/48,XYYY。1例患者

查见 WT1 基因致病突变，临床诊断为 Denys-Drash 综合征。AMH值为

16.57-189.92ng/ml，平均 69.42ng/ml。HCG刺激实验后 T值为

20.59-233.00ng/dl，平均 142.19ng/dl。21例患者均存在阴道，19例患者术中

探查到子宫或半角子宫。11例患者为左侧发育不良睾丸右侧为条索状性腺，10

例患者为左侧条索状性腺右侧为发育不良睾丸。条索状性腺均位于腹腔内，发育

不良睾丸 15例位于阴囊内，4例位于腹股沟管内，2例位于腹腔内。术后性腺病

检结果均未查见癌变性腺。最终 20例患者选择男性性别，1例患者选择女性性

别。 

结论：混合性性腺发育不良外阴以 PraderIII级多见，染色体核型以 45,X/46,XY

和 46,XY 为主。AMH和 Hcg刺激实验是评估性腺功能的重要指标。条索状性腺和

发育不良睾丸的左右位置无明显特异性，发育不良睾丸常位于阴囊内。绝大部分

混合性性腺发育不良患者存在苗勒管残件。青春期前性腺不易出现癌变。最终性

别的选择需考虑外生殖器外形、性腺功能、性腺发育程度等因素。 

  



269-建立标准化的尿道下裂信息数据库的意义 

吴荣德   刘伟   武翔宇 

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外科 

 

目的：介绍我们中心应用的尿道下裂测量记录表格，通过信息采集建立标准全面

的尿道下裂信息数据库。 

方法：参考 Dr. Snodgrass 的 Hypospadias Database 及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icago

尿道下裂修复的 Case report form，我们设计了一套尿道下裂表格在术中记录各

项测量指标及手术细节。 

结果：该表格适用于尿道下裂首次手术、分期手术、再次手术及并发症处理手术

的测量记录，术中由术者测量，由医生或护士记录填写，术后整理电子归档。该

记录表格包含了患者一般信息、阴茎脱套前的测量（尿道口位置、龟头大小、龟

头评分、尿道板形状、尿道板宽度及长度、阴茎自然长度及牵拉长度、阴茎下弯

角度、膜状尿道等）、阴茎脱套后测量、手术细节（阴茎下弯矫正术式、尿道成

形术式、长度及缝合方法、缝线类型、尿道覆盖组织、龟头缝合方法及缝线类型、

包皮是否保留、术中止血方法等）。 

结论：应用尿道下裂测量记录表格收集尿道下裂患者术中信息，从而建立标准全

面的尿道下裂数据库，有助于定期回顾分析手术效果、与并发症发生相关的危险

因素，从而进一步改进手术细节及方法不断提高尿道下裂的手术成功率。 

 

 

  



272-不同术式修复小儿重度尿道下裂效果分析 

张敬悌   康磊   白 明   王盛兴   葛文安    

西安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邮编 710002，电话 13679121932，邮箱 zhangjingti0935@sina.com 

目的：总结分析 3种不同术式修复小儿重度尿道下裂的临床疗效。 

方法：回顾分析 2008年 1月—2017年 12月我院手术修复小儿重度尿道下裂 148

例。患儿年龄 2-12岁，平均年龄 3.8岁。成形尿道长度平均 4.4cm。手术方法：

一期手术 86 例，分期手术 62 例。① Duckett+Duplay 一期尿道成形术 68 例；

② Kayanagi 一期尿道成形术 18例；③I期阴茎下弯矫正+预制尿道板 62 例，其

中带蒂包皮瓣预制尿道板 59 例，口腔黏膜预制尿道板 3 例； 6-12 月后 II 期

Duplay尿道成形术。 

结果：①Duckett+Duplay 尿道成形术一期手术成功率 70.6％（48/68），尿道

瘘发生率 16.2％（11/68），其中 2例尿瘘者经延长带管 14天后愈合，9例术后

半年再次行手术修补，其中 2例再次修补治愈；尿道狭窄发生率 7.3%（5/68），

3 例经尿道扩张后治愈，2 例行狭窄段切开，6 月后行尿道修复治愈；尿道憩室

发生率 5.9%（4/68），1年后行憩室切除、尿道修复治愈。② Kayanagi 尿道成

形术一期手术成功率 77.8％（14/18），尿道瘘发生率 16.7％（3/18），尿道狭

窄发生率 5.6%（1/18），经尿道扩张后治愈。③I期下弯矫正+预制尿道板 ，II 

期Duplay尿道成形术手术成功率 72.6％（45/62），尿道瘘发生率16.1％（10/62），

尿道憩室发生率 6.4%（4/62）。 

结论：小儿重度尿道下裂，多数可采取一期手术修复，手术成功率高，术后并发

征少，阴茎外形美观，但手术操作复杂、难度较大。如尿道板、包皮发育不良，

阴茎下弯较重，建议分期手术，I期预制尿道板，II期尿道成形。 

  

  

  



274-尿道板斜切延长纵切卷管尿道成形术 

冯东川 朱孝宇 李圆 龚金超 韩涛 张旭 张习伦 

作者单位：221006 徐州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通信作者：冯东川，Email:dongdong8464@sina.com 

            

目的：总结尿道板斜切延长纵切卷管尿道成形术治疗尿道下裂的经验。  

方法：回顾 2015年 6月～2015年 11月开展的 21例尿道板斜切延长纵切卷管尿

道成形术。本组年龄 1 岁 6 个月～4 岁 11 个月，平均年龄 2.8 岁。阴茎体型 17

例，阴茎阴囊型 4例，所有病例均为首次手术病例。手术方法：保留尿道板，将

阴茎皮肤脱套至阴茎根部，充分伸直阴茎。于尿道板正中纵切增宽尿道板，于阴

茎弯曲最明显处斜切延长尿道板，留置导尿管，卷管成形尿道。  

结果：平均手术用时 78 分钟（65~100 分钟）。术后近期尿道瘘 3 例，发生率为

14％；尿道狭窄 4 例，发生率为 19％，均在 1~3 次尿道扩张后缓解。术后三个

月尿道瘘 2 例，无尿道狭窄，无尿道憩室，实际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9.5%。阴茎

伸直效果满意。 

结论：尿道板斜切延长纵切卷管尿道成形术治疗尿道下裂近期效果满意，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较低，且容易开展。 

   【关键词】 尿道成形术；尿道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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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腹腔镜膀胱颈后尿道成形治疗复杂性膀胱外翻尿道

上裂术后尿失禁 

 

吴文波   江西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邮箱：1650960176@qq.com    电话：13184567200 

 

目的：探索腹腔镜下小儿膀胱颈后尿道成形的手术方法与临床应用效果，并探讨

腹腔镜下复杂性小儿膀胱颈后尿道成形的合理可行性以及应对方法。 

方法：全麻状态，截石位，先经尿道膀胱镜检查并置双侧输尿管导管，一例患儿

成功置入，另一例既往多次手术和有开放膀胱颈成形手术史，膀胱镜下无法寻找

到输尿管口而未能成功置入；手术再取脐及其两侧对称偏下方适当部位分别置入

3部位 5mm Trocar，建立气腹经腹腔途径观察膀胱顶，既往膀胱手术史者可见明

显膀胱与腹壁的瘢痕，解剖分离瘢痕融合的膀胱前壁与腹前壁，这一过程比较困

难和耗时，直至分离到耻骨联合后方，再切开膀胱前壁显露膀胱颈，确认膀胱颈

后尿道位置，腹腔镜下 Young-Dees法完成膀胱颈后尿道成形重建手术。 

结果：两例患者均完全腹腔镜下顺利实施膀胱颈后尿道成形，至今术后分别随访

12 月和 11 月，近期效果完全治愈尿失禁。病例一：男，6 岁 2 月，膀胱外翻尿

道上裂实施骨盆成形、膀胱成形、尿道成形术后年近 6年，完全性持续性尿失禁，

膀胱镜检查提示后尿道短，膀胱颈开口低平，后尿道及膀胱颈宽阔；病例二：男，

15岁 5 月，尿道上裂术后 10年余，膀胱颈后尿道成形术后 4年余，完全性持续

性尿失禁，膀胱镜检查提示原膀胱颈后尿道成形术后未见典型后尿道和膀胱颈，

可见后尿道呈一长约 5cm 囊状管道，其近侧再经一孔状开口入膀胱。（两例患者

均影像记录） 

结论：腹腔镜膀胱颈后尿道成形治疗复杂性膀胱外翻尿道上裂术后尿失禁，合理

可行，微创效果明确。 

 

  

mailto:1650960176@qq.com


284-阴茎 Buck 筋膜重建在重度尿道下裂修复中的应用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陈海琛 

 

目的：探讨在重度尿道下裂修复手术中应用阴茎 Buck 筋膜重建技术的方法及疗

效观察。 

方法：2016年 6月－2017年 10月，本院收治重度尿道下裂 41例，年龄 7个月～

5 岁 6 个月，中位年龄 1 岁 2 个月。初次手术 39 例，按尿道海绵体分岔位置分

型：阴茎阴囊交界型 2例、阴囊型 15例、会阴型 20例；尿道正位开口的无尿道

下裂阴茎弯曲畸形 Donnahoo 分型Ⅳ型阴茎下曲 2例。合并严重阴茎阴囊转位 35

例。再手术 2 例，均残留明显Ⅳ型阴茎下弯，其中 1 例外院 1 次术后，存在 4

处尿瘘；1例外院 3次术后，尿道口细小。手术均采用游离包皮内板卷管尿道成

形术，成型新尿道后利用阴茎腹侧及两侧 Buck 筋膜重建似尿道海绵体结构来覆

盖加强新尿道。并一期纠正阴茎阴囊转位、阴囊分裂、阴茎显露不良。 

结果：手术均一期完成，重建尿道 2.5～7.5cm，平均 3.7cm。患者均获随访，随

访时间 4～20个月。术后发生阴囊积液感染 1 例，经阴囊切口引流，后出现阴囊

尿瘘，留置尿道短支架管 4 周，阴囊伤口痊愈，排尿通畅，无尿瘘。2 例术后 2

周排尿时冠状沟附近尿瘘，排尿时滴尿，无成线。其它病例无尿瘘，无创面及切

口感染。尿线粗，尿道狭窄 0例；皮肤缺血坏死 0例，尿道憩室 0例。术后阴茎

阴囊转位、阴囊分裂均纠正满意，无残留畸形。尿道口裂隙样，阴茎阴囊外观良

好，接近于正常儿童。共有 2 例患者需再手术治疗。术后 3 个月行 HOSE 评分为

14～16 分，平均 15.2分。 

结论:将阴茎 Buck 筋膜重建技术应用于游离包皮内板卷管尿道成形术治疗重度

尿道下裂可获得良好效果。 

 

 

  



292-带蒂包皮内外板龟头增容术在重度尿道下裂

整形术中的应用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小儿外科 （西安 710004）  

                    吴宣林   龚伟   余强 

 

目的：探讨重度尿道下裂合并龟头发育不良手术治疗的取材方法、整形技巧。  

方法：回顾分析我院收治的 42 例阴囊型、会阴型尿道下裂手术治疗方法、整形

技巧。 患者年龄 17 月~10岁。尿道开口于阴囊或会阴，阴茎明显下曲，龟头发

育不良。尿道板为纤维化组织，牵拉阴茎严重弯曲，不能利用作尿道成形材料。

而包皮呈“帽状”堆积。阴囊型尿道下裂 28例，会阴型尿道下裂 14例。龟头平

均直径 1cm。取材方法：手术采用阴茎背侧纵形带蒂岛状皮瓣转至阴茎腹侧卷管

加局部 Duplay 卷管尿道成形，在此过程增大龟头。手术技巧：做到组织微创，

保护皮瓣血运；尿道吻合时采用斜面椭圆形吻合，防止吻合口狭窄。在皮瓣取材

时，保留皮瓣远端包皮内板 0.5cm，龟头成型时，皮瓣末端内板嵌入小龟头的两

翼之间，从而在尿道成形时，同时使龟头外径增大。   

结果：本组平均手术时间 150 分钟，纵行带蒂包皮瓣卷管最常 3.5cm,新成形尿

道最常 7cm。术后随访 3 个月到 7 年。术后并发尿瘘 3 例，轻微尿道憩室 1 例，

尿道外口轻度狭窄 2 例。其余 36 例患儿阴茎外观良好，尿道口位于龟头正位，

正常站立排尿，尿线正常射向前方，排尿不费力龟头直径平均增大 0.5cm。  

结论：重度尿道下裂畸形严重，阴茎及龟头发育差，弯曲矫正难度大。需要成形

的尿道长，又要解决龟头狭小问题。阴茎背侧纵形带蒂岛状皮瓣尿道成形加局部

Duplay 卷管术式，可以有效解决一大部分患者的上述问题。纵形带蒂岛状皮瓣

尿道成形,其优点是皮瓣转移到阴茎腹侧血管蒂无扭转，皮瓣血运丰富，新建尿

道及龟头增大部分成活率高，尿瘘发生率低。皮瓣末端内板嵌入使龟头外径增大，

避免因龟头太小而无法包裹新尿道，或因包裹太紧导致龟头缺血坏死，或尿道外

口狭窄。正确的病例选择，新材料的应用，手术者熟练的微创操作，术后精细的

护理，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术者应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手术方式为患者解决问题。 

 

 



80-加速康复外科在治疗尿道下裂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Fast-track Surgery,FTS）在治疗尿道下裂治疗中应

用的临床价值。 

方法：病例纳入标准：尿道下裂初诊未手术患儿，年龄 12月-3岁，平均 1.3岁。

排除条件：多次手术患儿。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比较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

在我科采用传统治疗，共 91 例作为对照组（NFST 组），与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我科采用 FTS 方法治疗共 162 例作为研究组（FTS 组）进行比较，其

中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术后静脉抗生素、椎管内持续镇痛、集尿袋引流等方法；治

疗组按照 FTS治疗降低手术后应激反应的目的，采用术后口服抗生素、口服镇痛、

开放导尿，鼓励早期活动等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后情况。 

结果：与 NFTS 组相比，FTS 组术后住院天数明显缩短 28.1%（4.17/5.8），住院

抗生素费用明显降低 21.05%（420/532），手术成功率总体不变（75.4%/74.4%）。

FTS治疗是缩短术后住院时间的有利因素。 

结论：FTS对尿道下裂治疗有积极意义，在保证手术效果的前提下，能加速患儿

恢复，减轻家属负担，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关键词】  尿道下裂；加速康复外科； 

 

  



250- Duckett 手术在尿道下裂修复中吻合口狭窄的预防与

治疗（摘要） 

徐奥 李雪 曾莉 黄一东 马学 黄鲁刚 

 

目的 :探讨如何有效的预防与治疗 Duckett术后吻合口狭窄。 

方法：回顾性总结分析 2007年 9月至 2017年 9月我们使用 Duckett手术方式治

疗的 486 例尿道下裂患者。 

结果：年龄 1-14 岁，平均年龄 3.1 岁，其中阴茎近侧型 108 例，阴茎阴囊交界

型 162 例，阴囊型 216 例，重建修复尿道长度 2.0-6.0cm，平均 3.4 cm，有 37

例术后发生排尿不畅，其中 14 例经局部表面麻醉下尿道间断扩张处理缓解， 9

例在全麻下尿道扩张置管并带管排尿，14 例行尿道切开吻合口成形术，处理后

均恢复排尿通畅，本组真性尿道吻合口狭窄为 23例，发生率为 4.7%。 

结论：吻合口狭窄是带蒂皮瓣尿道成形术特有的尿道狭窄，也是 Duckett 手术好

发的并发症之一，关键在于预防，保护好皮瓣血循环和近侧新尿道口的血供，保

证适当大小的吻合口两端的周径，精准严密的缝合，用皮瓣筋膜蒂组织进行覆盖

保护，都可以有效的减少吻合口狭窄的发生。尿道狭窄的治疗应强调早期发现、

早期处理，尿道扩张应在麻醉下进行，前尿道带管扩张和尿道吻合口切开成形术

是治疗 Duckett手术后吻合口狭窄的有效方法。 

【关键字】：  尿道下裂  Duckett手术  吻合口狭窄预防与治疗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小儿外科（四川成都，610041） 

通信作者：黄鲁刚，Email:lugang992001@aliyun.com 

  



116-阴茎阴囊交界处菱形切口联合改良 Brisson术治疗小儿

重度隐匿阴茎(附 200 例报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雷伟 李爽 王军 郭晖 郭祥 马慧 

 

目的 隐隐匿阴茎是一种先天性阴茎畸形，本病是综合因素所致，包括包皮不附

着阴茎体、发育异常的纤维索带等由多种因素导致。本文回顾分析了 2014 年～

2017 年武汉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 200 例重度隐匿阴茎患儿的手术治疗资

料，旨在探讨阴茎阴囊交界处菱形切口联合 Brisson 术对隐匿阴茎的治疗效果。

方法：200例重度隐匿阴茎患儿，平均 5.5岁，阴茎外观均为鸟嘴、三角形，其

主要手术步骤为环切包皮外板并逐层电切阴茎浅、深筋膜，腹侧部分纵切包皮外

板，边切边止血直至阴茎白膜，将近端包皮脱套式向其根部转移，在阴茎根部左、

右两侧将根部白膜以 4-0可吸收线各缝合一针，分别悬吊于两侧耻骨前筋膜及两

侧包皮组织之中，内外板间断缝合，根据阴茎腹侧阴囊衔接处融合程度及皮肤缺

损大小，于阴囊衔接处设计菱形皮瓣，松解皮下组织后横行缝合，成形阴茎角，

术后用网眼纱布包扎阴茎。 

结果：在平均约 12 个月的随访中，患儿术后阴茎外形及发育均良好；所有患儿

术后均未出现有难消性水肿及阴茎血供损害、阴茎勃起疼痛等并发症，无包皮短

缺现象。 

结论：阴茎阴囊交界处菱形切口联合改良 Brisson 术是治疗隐匿阴茎的理想术式，

其操作简单、创伤小、术后恢复快、整形效果好。  

关键词：隐匿阴茎；儿童 

  



223-改良 Johnston 法+腹侧包皮纵切横缝治疗隐匿阴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小儿外科 

周李、高文宗、谢钧韬 

 

目的:改良和简化隐匿阴茎整形术，观察其疗效。 

方法: 从 2016.1～2017.12 对 12 例隐匿阴茎患者行改良 Johnston 法+腹侧包皮

纵切横缝方法治疗隐匿阴茎。 

结果: 所有患者隐匿阴茎明显改善，龟头可完全暴露，无特殊并发症发生。 

结论：改良 Johnston 法+腹侧包皮纵切横缝方法使包皮外板更加均匀分布于阴茎

两侧，能显著改善隐匿阴茎外观，安全、可靠。本术式简化了繁复的隐匿阴茎矫

形手术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225-儿童阴茎显露不良常见疾病的形态学和内分泌特点 

彭强 邓常开 

四川成都市，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610041 

 

目的：研究儿童隐匿性阴茎、埋藏性阴茎和蹼状阴茎的形态学特点和性激素、皮

质激素表达，为三者的准确诊断和治疗方法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排除小阴茎畸形及尿道下裂等病变。以年龄划分为 6月-3岁、3-6 岁、6-10

岁、10-14岁四个阶段，总结从 2008年 1月到 2016年 1月的 126例隐匿性阴茎、

56 例埋藏性阴茎及 28 例蹼状阴茎患儿的形态学特点。以正常同龄儿童为对照，

分别检测其血中性激素七项、生长激素和 8 小时皮质醇含量。检测结果采用

SPSS13.0作统计学方差分析，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与正常同龄段儿童相比，隐匿性阴茎外观呈圆锥状，包茎率 100%，阴茎

皮肤与阴茎体异常附着，阴茎皮肤缺乏，不足以充分覆盖阴茎体。蹼状阴茎在腹

侧阴茎阴囊交界处皮肤呈蹼状，包茎率 70%。埋藏性阴茎患儿耻骨前皮肤堆积及

异常附着，阴茎阴囊呈收缩状态，阴囊体积小于其它三组患儿，但四组患儿阴茎

长度及周径无统计学差异（P>0.05）。同年龄段各组患儿间睾酮值无显著性差异

（P>0.05）。但 6月-3岁、3-6岁、6-10岁组中埋藏性阴茎患儿泌乳素值和雌激

素/睾酮比值显著性高于其它三组（P<0.05）。10-14岁埋藏性阴茎患儿血 8小时

皮质醇值显著性高于其它三组（P<0.05）。 

结论：1、埋藏性阴茎患儿主要形态学特点为耻骨前脂肪堆积和阴茎阴囊呈回缩

状态，血中泌乳素或皮质醇高于同年龄段其它组患儿，考虑为内分泌疾病。 

2、隐匿性阴茎和蹼状阴茎主要表现为阴茎阴囊皮肤结构异常，其中，隐匿性阴

茎存在明显皮肤匮乏。 

  



257-带蒂筋膜转移技术在重度阴茎显露不良中的应用 

黄一东 黄鲁刚 曾莉 马学 

 

 

目的： 探讨带蒂筋膜转移技术在儿童重度阴茎显露不良中的应用。 

方法： 阴茎显露不良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它是一种症候群，包括一组疾病，

各个病种的病因，病理改变，具体临床表现都有不同。其中包括：1.阴茎皮肤不

足，阴茎海绵体与筋膜附着异常导致的隐匿阴茎；2.肥胖或耻骨前脂肪垫过厚导

致的埋藏阴茎；3. 阴茎腹侧皮肤发育不良，阴囊皮肤融合导致的蹼状阴茎；4. 海

绵体发育不良导致的小阴茎；5. 外伤或阴茎手术后瘢痕挛缩导致的瘢痕束缚阴

茎；6. 还有合并两种疾病的情况，比如隐匿阴茎患儿因为体型肥胖合并埋藏的。

目前重型的隐匿阴茎、蹼状阴茎手术矫治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我们回顾分析 2010

年 7月～2017年 7月，采用带蒂筋膜转移技术矫治的完全性隐匿阴茎患者 66例，

重型蹼状阴茎患者 41 例临床资料。患儿年龄 2 岁～9 岁 6 月，平均 4 岁 6 月。

患儿无其他泌尿系统疾病，无阴茎手术史，无肥胖儿。手术方式：包皮口腹侧切

开，阴茎脱套，转移阴茎包皮内板带蒂岛状包皮瓣至阴茎腹侧，覆盖阴茎腹侧皮

肤缺损区域成形阴茎。 

结果： 所有患儿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 30～50分钟。术后阴茎显露明显改善、

阴囊皮肤分界清晰，阴茎腹侧无蹼状皮肤、阴囊皮肤遗留，伤口 I期愈合、皮瓣

无缺血。术后随访 4 月～6年，无继发性阴茎下曲，阴茎头感觉无异常、阴茎阴

囊角正常，排尿正常。术后早期皮瓣水肿，温盐水坐浴后缓解。 

结论 ：阴茎显露不良患儿需要认真鉴别，根据具体病种选择治疗方式。肥胖或

耻骨前脂肪垫过厚导致的埋藏阴茎无需手术，可等待观察；分类不清的暂不手术；

重度的隐匿阴茎及蹼状阴茎选用带蒂筋膜转移技术矫治，手术效果确切，术后阴

茎外形良好。手术时间短，疗效确切，术式易于标准化，便于学习掌握。  

关键词 隐匿阴茎 蹼状阴茎 带蒂岛状包皮瓣 外科手术 儿童 

  



271-小儿阴茎离断再植成功 1 例并文献复习 

武翔宇  刘伟   吴荣德 

山东省立医院  小儿外科   250021 

 

目的：回顾性分析我院 1例阴茎离断伤行阴茎再植手术患儿的治疗过并复习相关

文献，探讨小儿阴茎离断伤的治疗方法、手术要点。 

方法：男性患儿，2岁，因被铲车铲伤会阴部致阴茎离断伤 8小时入院，入院后

积极备术，术中探查发现会阴部（包括左侧阴囊、整个阴茎根部及右侧阴囊上

1/2）皮肤撕脱，阴茎皮肤自根部完全脱套，距冠状沟近端 1cm 处阴茎海绵体及

尿道完全断裂，脱套皮肤包裹断裂远端阴茎海绵体及龟头呈游离状，部分组织缺

血发黑，近端阴茎海绵体无皮肤覆盖呈裸露状，左侧睾丸外露，颜色偏暗血运差，

左侧精索外露，局部有挫伤，紧急行断裂尿道吻合、阴茎海绵体吻合、阴茎背侧

血管神经显微吻合（动静脉及神经各 1支）及左侧睾丸复位术。术后 2周因患儿

阴茎头及龟头腹侧部分组织发黑结痂，再次行坏死组织清创换药术。患儿于入院

1月后切口完全愈合出院。 

结果：该例患儿经吻合手术后离断阴茎成活，创面愈合，因龟头腹侧局部组织坏

死致术后尿道口位于阴茎腹侧冠状沟处。术后 3月复查阴茎外观基本正常，无阴

茎皮肤感觉缺失，排尿正常，最大尿流率为 18ml/s，有自然勃起，B超睾丸血流

信号正常。 

结论：小儿阴茎离断伤少见，尽早应用显微外科技术行血管神经吻合可提高手术

成功率，但阴茎功能恢复情况仍需远期随访。 

  



276-利用腹侧皮瓣治疗重度隐匿阴茎 

 

李建宏 段守兴 欧文辉 符马贤 陈凯洪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小儿外科  广东汕头 515041 

 

目的：探讨利用腹侧皮瓣矫正重度隐匿阴茎的临床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的20例采用腹侧皮瓣矫正的重

度隐匿阴茎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其术后复查时阴茎外观情况。手术主要操作方法：

龟头缝牵引线，留置导尿管，参照包皮环切术冠状沟下环形切开包皮背侧内板，

腹侧内板保留足够长（阴茎体长度），包皮充分脱套解除纤维索条对海绵体的束

缚，分离到海绵体角处，用不可吸收线在10点和2点处将Buck’s筋膜固定在Scrape’s

筋膜上。经阴茎腹侧正中纵行切开包皮外板，向下延伸到阴茎根部，完全解除狭

窄环，再将腹侧包皮内板皮瓣修剪后向下嵌插与切开的腹侧包皮外板缝合成形覆

盖阴茎。 

结果：本组全部病例均顺利完成手术。20例患儿阴茎外显良好，无回缩或皮肤缩

窄环，阴茎外观形态均满意。术后随访期间无复发，术后水肿均几周内消退。术

后6个月左右视阴茎大小和家属满意度给予HCG治疗，共有2例接受HCG激素治

疗。 

结论：利用腹侧皮瓣矫正重度隐匿阴茎简单、有效，可以充分保留包皮内板、充

分松解包皮狭窄环，并保持了良好的阴茎显露。 

【关键词】隐匿阴茎；腹侧；皮瓣 

 

 

 

  



285-改良Brission术治疗小儿隐匿性阴茎体会 

厦门市儿童医院 夏凡 周维 章奇 

目的：介绍我院采用改良 Brission 术及术中保留肉膜组织领带样切口治疗隐匿

型阴茎 72例的方法和效果。  

方法：选取 72例隐匿性阴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手术通过用领带样切口，即：

冠状沟环形切开，联合阴茎阴囊腹侧修剪的棱形切口来完成。距冠状沟 5-7mm

环切切开，联合阴茎阴囊中缝切口，将阴茎完全脱套，在阴茎背侧 12点处将根

部皮下真皮层与阴茎耻骨悬韧带或者阴茎背侧 12点处 buck筋膜缝合固定。包皮

系带整形，切除多余内板组织，将阴茎肉膜组织及包皮棱形修剪后分层固定于阴

茎腹侧。阴茎、阴囊交界处 V型切开，成形阴茎阴囊角。最后缝合皮肤，皮肤张

力高时结合筛网状减张。  

结果：手术时间约 40-60分钟。术后 4例系带近冠状沟处开裂，经过换药后愈合，

其余患儿均一期愈合。随访 6～12月，阴茎发育及外观效果满意，未留明白疤痕，

外观如包皮环切后相仿。  

结论：本改良 Brisson术式操作简单损伤小，无需切除较多的肉膜组织，外观自

然，良好，我们认为是隐匿型阴茎整形的比较理想的手术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