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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患者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后常见并发症预防及护理效果观察 

苏文敏 

贵州省开阳县人民医院  贵州开阳 

【摘要】目的 研究肾结石患者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后常见并发症预防及护理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肾结石患者 60 例，均接受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治疗，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每组 30 例，研究组采取预防并发症护理，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及并

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研究组的护理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肾结石患者采取预防并发症护理，能够减少并发症发生，利于患者恢复，护

理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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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nursing effect of common complications after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in patients with renal calculi 

Wenmin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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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ention and nursing effect of common complications after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in patients with renal calculi.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renal calculi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preventive nurs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renal calculi nursing,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s 
conducive to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nursing effect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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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属于泌尿系统疾病，发病率逐年增加，

患者通常表现为强烈的疼痛感，这不仅损害患者的

身心健康，同时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1-2]。在对肾结

石患者的治疗中，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凭借安全性

高、微创、患者预后良好等优点，深受医师的青睐，

在临床应用广泛。但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也具有一

定的术后并发症风险，包括感染、出血、临近脏器

的损伤等。鉴于此，则需要重视对患者并发症预防

的护理，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本研究通过对我

院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30 例肾结

石患者采取预防并发症护理，探究其应用价值。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肾结石患者 60 例，均接受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治

疗，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研究组

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27~74 岁，平均（50.5±23.5）
岁。对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28~73 岁，平

均（50.5±22.5）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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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晓本次研究并积

极参与。 
纳入标准（1）符合《肾结石的治疗》[3]关于肾

结石的临床诊断标准；（2）依从性较高者；（3）
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排除标准（1）精神分裂症者；（2）肾功能严

重受损。 
1.2 方法 
（1）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包括病情监测、饮

食护理、用药指导等。 
（2）研究组方法 
研究组患者接受预防并发症护理：①感染护理，

术后留置肾造瘘管、双 J 管、导尿管，通过引流维

持正常的肾盂内压，从而降低感染风险。护理人员

需重视对引流管的观察，定时对引流管进行挤压，

避免引流管阻塞、打折、脱出，对各种管道进行固

定，通常固定于床边，并预留一定的长度，方便患

者床上活动；通常让患者保持半卧的状态，降低引

流管阻塞风险，保持造瘘口的周围皮肤及敷料干燥，

每日更换敷料；同时监测患者的体温，根据患者的

情况合理使用抗生素。②出血护理，将肾造瘘管夹

闭，同时告知患者卧床休息，并采取止血药进行止

血，必要时为患者输血。③胸腔积液积气护理，调

整患者的体位，使患者保持半卧的状态，同时予以

吸氧。④腹腔积液护理，调整患者的体位，使患者

保持半卧的状态，禁食，同时进行抗感染治疗。 
（3）疗效标准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分为显效、

有效、无效。显效：症状消失、无并发症；有效：

症状缓解、无并发症；无效：症状未改善、诱发并

发症，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各组例数

×100%。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包括感染、血

尿、瘘管脱落。 
1.4 统计学方法 
本院通过 SPSS21.0 统计软件包分析研究，计量

资料采用（ x 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相对数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x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疗效情况 
研究组的护理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详细见表 1。 
2.2 并发症情况 
研究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详细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比较[n(%)] 

分组 例数（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0 12（40.00） 17（56.67） 1（3.33） 29（96.67） 

对照组 30 9（30.00） 15（50.00） 6（20.00） 24（80.00） 

χ2 - - - - 4.043 

P - - - - 0.044 

表 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n(%)] 

分组 例数（n） 感染 尿潴留 血尿 瘘管脱落 总发生率 

研究组 30 1（3.33） 0（0.00） 0（0.00） 1（3.33） 2（6.66） 

对照组 30 2（6.66） 1（3.33） 2（6.66） 3（10.00） 8（26.65） 

χ2 - - - - - 4.320 

P - - - - - 0.038 

 
3 讨论 
肾结石患者发病率较高，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影

响较大。在对患者的治疗中，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

的治疗效果显著，其风险较低、创伤较小，患者术

后恢复较快[4-5]。但患者术后有一定的并发症，不仅

降低患者的舒适度，且影响恢复，则需要重视对患

者的并发症预防及护理，降低并发症对患者的损伤，

保证患者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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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肾结石患者的术后护理中，通常采取常规

护理，主要包括病情监测、饮食护理、用药指导等

措施，忽视了对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不利于患者

的恢复[6-7]。而并发症护理遵循人性化的护理理念，

借鉴以往对肾结石患者的护理经验，总结并分析经

皮肾镜碎石取石术后常见的并发症类型以及其诱发

因素，从而制定有效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减少并

发症发生，减轻对患者的伤害。本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的护理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研究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对于肾结石患者而言，其接受经皮肾镜碎

石取石术，具有较高的风险诱发感染，主要由手术

时间较长、灌注冲洗液所致。胸腔积液主要是胸膜

腔损伤引起，患者通常表现为呼吸急促、胸部疼痛

等症状。腹腔积液则是器械或者扩张器使用不当，

使肾盂受损而引起。出血的诱发因素较多，包括手

术时间较长、扩张器穿刺太深、穿刺部位不准确等。

患者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十分明确，了解并发症的诱

发因素以及出现的症状，从而制定相应的预防及处

理措施，以降低并发症的诱发风险。患者术后并发

症减少，预后显著改善，更利于患者恢复。 
综上所述，对肾结石患者采取预防并发症护理，

能够减少并发症发生，利于患者恢复，护理效果较

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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