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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消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在肾结石患者中
的应用及对炎症因子的影响研究
吴小芳
摘要

目的：探讨消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在肾结石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对炎症因子的影响。方法：选择 2018 年 5

月—2019 年 7 月肾结石患者 94 例为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47 例。对照组采用输尿管软镜治疗，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联合消浊化石汤治疗，14 d 治疗后评估效果并完成 12 个月随访，比较两组中医证候积分、炎症因子、并发症及
复发率。结果：观察组治疗后 14 d 腰腹绞痛（0.95±0.23）分、小便涩痛（1.23±0.37）分、排尿无力（1.15±0.32）分、
尿中带血（0.91±0.19）分、大便干结（0.67±0.11）分及神倦乏力评分（0.84±0.25）分均低于对照组［腰腹绞痛（1.98±0.43）
分、小便涩痛（2.32±0.43）分、排尿无力（2.96±0.51）分、尿中带血（2.69±0.47）分、大便干结（2.41±0.45）分及
神倦乏力评分（1.68±0.16）分］（t =7.132、6.339、8.571、6.983、6.484、5.983，P <0.05）；观察组治疗后 14 d 炎性因子
IL-6 水平（8.12±0.79）pg/mL 及 CRP 水平（5.41±0.49）mg/L 均低于对照组［IL-6 水平（13.21±1.68）pg/mL 及 CRP
水平（13.98±2.51）mg/L］（t =4.349、5.319，P <0.05）；IL-10 水平（15.93±3.41）ng/L 高于对照组（11.12±2.59）ng/L
（t =6.645，P <0.05）；两组治疗过程中感染、出血、失血性休克发生率无统计意义（P >0.05）；两组疗程后 1、6 个月复发率
无统计意义（P >0.05）；观察组疗程后 12 个月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消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能降低肾结
石患者中医症候积分，有助于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未增加并发症发生率，能降低治疗后复发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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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Xiaozhuo Huash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lexible Ureteroscope in Patients with Kidney
Stones and its Influence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WU Xiao-fang Department of Urology Surgery, the First
People' s Hospital of Chun' an County, Hangzhou, Zhejiang (3117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Xiaozhuo Huash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lexible ureteroscope in patients with kidney stones and its influence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Methods
Ninety-four patients with kidney stones from May 2018 to July 2019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47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ﬂexible ureteroscop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Xiaozhuo Huashi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14 days of treatment, the effect was evaluated and a 12-month follow-up was completed. The
scores of TCM syndromes, inﬂammatory factors, complications and recurrence rat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4 days after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ist and abdomen colic (0.95±0.23)
points, astringent urination (1.23±0.37) points, urinary weakness (1.15±0.32) points, blood in the urine
(0.91±0.19) points, dry stools (0.67±0.11) points and mental fatigue score (0.84±0.25) poi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ist abdominal cramps (1.98 ±0.43) points, astringent urine (2.32±0.43)
points, urination weakness (2.96±0.51) points, blood in the urine (2.69±0.47) points, dry stools (2.41±0.45)
points and fatigue score (1.68±0.16) points] (t =7.132, 6.339, 8.571, 6.983, 6.484, 5.983, P <0.05). 14 days
after treatment, the inﬂammatory factor IL-6 level (8.12±0.79) pg/mL and CRP level (5.41±0.49) mg/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IL-6 level (13.21±1.68) pg/mL and CRP level
(13.98±2.51) mg/L] (t =4.349, 5.319, P <0.05). The IL-10 level (15.93±3.41) ng/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1.12±2.59) ng/L (t =6.645, P <0.05).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bleeding and hemorrhagic
shock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P >0.05). The recurre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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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wo groups at 1 and 6 months after the course
通信作者：吴小芳，E-mail ：wuxiaofang19820525@163.com

252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21 年 4 月第 27 卷第 2 期

of treatmen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P >0.0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12 months of treatment (P <0.05). Conclusion Xiaozhuo Huash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ﬂexible ureteroscopy can reduce the TCM syndrome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kidney stones, help
reduce the level of inﬂammatory factor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hich can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after treatment.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Xiaozhuo huashi decoction; flexible ureteroscopy; kidney stones; inflammatory factors;
syndrome score
肾结石是晶体物质（如：钙、尿酸、胱氨酸等）
在肾脏异常积聚等引起，属于泌尿系常见病、多
发病，且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左侧右侧无差异）[1]。
数据调查结果表明 [2] ：40.0%~75.0% 肾结石患者
伴有不同程度腰痛，对于结石较大、移动度较少
患者，可表现为腰部酸胀不适、身体活动时隐痛
或钝痛；对于小结石患者常引起交通。祖国中医认
为 [3-4]，肾结石属于是一种有形之邪，较其他疾病
更加特殊，虽然由湿、热、淤等邪转化促成，但
是结石产生时已有别于其他普通内邪，形成的结
石难以消散。《诸病源候论 · 淋病诸侯》[5] 中指出，
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
故肾客砂石。《本草述》[6] 云，石淋等症，主要由
多种原因共同引起，造成湿土之气难以云华，而
又夹杂火以合之，乃结聚于水道有如是耳。因此，
肾结石的形成以尿“浊”为前提，尿中先有“浊”邪，
其或遇气滞、或遇血瘀、或遇湿热，解渴凝积为石。
输尿管软镜是肾结石常用的西医治疗方法，
能有效的清除结石，缓解患者痛苦，具有高效、
安全及稳定优点 [7-8]。同时，手术通过门诊即可
完成，不仅能节省患者时间，亦可减少医疗费用。
但是，输尿管软镜属于是侵入式操作，具有一定
的风险性，导致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 [9]。
消浊化石汤属于临床常用中医汤药，基于“大方”
（药味多的方剂、药量大的方剂）理论而制，且多
药通用，在理论、施治上具有较大的创新，能发
挥抗炎、松弛平滑肌作用 [10-11]。但是，临床上消
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对肾结石患者炎性因子
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肾结石患者为
对象，探讨消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在肾结石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7 月
肾结石患者 94 例为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各 47 例。纳入标准：1）符合《尿石症诊断治疗指
[12]
南》
中肾结石诊断标准，均经 CT、超声检查确诊；
2）符合《中医内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3] 中“石

淋”诊断标准，临床多表现为腰腹绞痛，恶心呕吐，
面色苍白，部分患者可伴有发热恶寒、排尿中断；
3）符合消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治疗适应症，
且患者均可耐受。排除标准：1）合并肾结石合并
急性肾绞痛发作者；2）伴有高热等急性感染征象、
血液系统疾病或器质性疾病者；3）精神疾病、恶
性肿瘤或严重心、肝功能异常者。本研究获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麻醉 / 手术前患者签署同意书，
见表 1。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输尿管软镜治疗。术前
完善有关检查，评估患者结石大小、结石的部位，
制定详细的手术治疗方案。患者均拟行全身麻醉
或硬膜外麻醉，待麻醉生效后进行常规消毒、铺
巾；调整患者体位为截石位，并将斑马导丝置入患
侧输尿管内，沿着导丝置入输尿管软镜扩张鞘（购
自于美国 COOK 公司，F12），到达满意的位置后
拔出针芯；在导丝的引导下置入组合式输尿管软
镜（购自于德国铂立，F8），根据结石位置、大小
等调节软镜的位置，并借助软镜的放大作用发现
结石后将导丝退出；插入钬激光（设定激光频率
10~20 Hz，能量 0.8~1.5 J）光纤进行碎石，治疗
后常规留置双 J 管与导尿管。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消浊化石汤治
疗。方药由：白茅根 30 g，金钱草 50 g，黄芪 30 g，
海金沙 20 g，郁金 10 g，泽泻 10 g，甘草 6 g，车
前 子 10 g， 续 断 10 g， 菟 丝 子 10 g， 牛 膝 15 g，
石苇 15 g，白芍 10 g，菟丝子 10 g 等组成，1 剂 /d，
每次 250 mL，早晚各服用 1 次，连续完成 14 d 治
疗（1 个疗程），疗程完毕后评估效果并完成 12 个
月随访。两组治疗过程中均禁止饮食高脂、高嘌呤、
高热量、高尿酸食物等，指导患者大量饮水。
1.3 观察指标 1）中医证候积分。两组治疗前、
治疗后 14 d 参考《中药新药指导原则》分别从腰
腹绞痛、小便涩痛、排尿无力、尿中带血、大便
干结及神倦乏力 6 个方面对患者效果进行评估，
每 项 均 采 用 1~5 分 评 分 法 评 估， 分 值 越 低， 效
果越佳 [14] ；2）炎症因子。两组治疗前、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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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χ2/t

P

1.392

0.461

54.41±5.62

0.451

0.693

58.65±6.50

0.794

0.841

观察组（n =47）

对照组（n =47）

男

28（59.57）

26（55.32）

女

19（40.43）

21（44.68）

年龄（岁）

54.39±5.61

体重（kg）

58.64±6.49

一般资料
性别

病程（月）

1.52±0.31

1.53±0.32

1.216

0.343

结石直径（mm）

14.39±2.15

14.40±2.17

1.224

0.936

糖尿病

4（8.51）

5（10.64）

高血压

5（10.64）

4（8.51）

2.141

0.742

高脂血症

3（6.38）

4（8.51）

左侧

24（51.06）

22（46.81）

右侧

23（48.94）

25（53.19）

1.592

0.549

基础疾病

病灶部位

注：与对照组比较均无统计意义, P >0.05

14 d 次日取外周空腹血 3 mL，离心后采用酶联免
疫 吸 附 试 验 测 定 患 者 白 细 胞 介 素 -6、10（IL-6、
10）水平；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患者 C 反应蛋白
（CRP）水平 [15] ；3）并发症及复发率。记录两组
治疗过程中感染、出血、失血性休克发生率；两
组疗程后均完成 12 个月随访，记录两组 1、6、12
个月复发率。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8.0 软件处理，计数
资料行 χ 2 检验，采用 n （%）表示，计量资料行
表2
组别

t 检验，采用（
）表示，P <0.05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中医症
候积分无统计意义（P >0.05）；两组治疗后 14 d 中
医症候积分低于治疗前（P <0.05）；观察组治疗后
14 d 腰腹绞痛、小便涩痛、排尿无力、尿中带血、
大便干结及神倦乏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
见表 2。

两组中医症候积分比较

腰腹绞痛（分）

小便涩痛（分）

排尿无力（分）

4.31±0.59

4.26±0.53

4.33±0.62

尿中带血（分） 大便干结（分）神倦乏力（分）

观察组（n =47）
治疗前
治疗后 14 d

ab

0.95±0.23

ab

1.23±0.37

ab

4.29±0.55
ab

1.150.32

0.91±0.19

4.12±0.47
ab

0.67±0.11

4.32±0.60
0.84±0.25ab

t

7.493

6.437

9.481

5.445

7.02

5.916

P

0.0064

0.0081

0.0013

0.0095

0.0070

0.0092

对照组（n =47）
治疗前
治疗后 14 d

4.30±0.58

4.27±0.54

4.34±0.63

4.30±0.56

4.13±0.48

4.33±0.61

b

b

b

b

b

1.68±0.16b

1.98±0.43

2.32±0.3

2.96±0.51

2.69±0.47

2.41±0.45

t

6.392

5.341

8.398

6.229

7.453

6.883

P

0.0085

0.0098

0.0032

0.0088

0.066

0.0079

t 观察组 VS 对照组

7.132

6.339

8.571

6.983

6.484

5.983

P 观察组 VS 对照组

0.0070

0.0087

0.0028

0.0071

0.0082

0.0089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b与治疗前比较，P <0.05

2.2 两组炎性因子比较 两组治疗前炎性因子无
统计意义（P >0.05）；两组治疗后 14 d 炎性因子低
于治疗前（P <0.05）；观察组治疗后 14 d 炎性因子

IL-6 及 CRP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0.05）；IL-10
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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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炎性因子比较
IL-6（pg/mL）

IL-10（ng/L）

CRP（mg/L）

治疗前

18.48±2.14

4.68±0.69

25.49±5.71

治疗后 14 d

8.12±0.79ab

15.93±3.41ab

5.41±0.49ab

t

6.312

7.881

9.324

P

0.0088

0.0056

0.0021

治疗前

18.49±2.15

4.69±0.70

25.50±5.72

治疗后 14 d

13.21±1.68b

11.12±2.59b

13.98±2.51b

t

7.326

8.532

8.191

P

0.0062

0.004

0.0038

t 观察组 VS 对照组

4.349

6.645

5.319

P 观察组 VS 对照组

0.0099

0.0078

0.0091

组别
观察组（n =47）

对照组（n =47）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b与治疗前比较，P <0.05

2.3 两组并发症及复发率比较 两组治疗过程
中 感 染、 出 血、 失 血 性 休 克 发 生 率 无 统 计 意 义
（P >0.05）；两组疗程后 1、6 个月复发率无统计意
表4
组别

义（P >0.05）；观察组疗程后 12 个月复发率低于
对照组（P <0.05），见表 4。

两组并发症及复发率比较
并发症

例数

复发率

感染

出血

失血性休克

1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观察组

47

1（2.13）

1（2.13）

0（0.）

0（0.）

0（0.）

1（2.13）a

对照组

47

2（4.26）

0（0.）

2（4.26）

1（2.1）

2（4.26）

6（12.77）

χ

0.344

1.011

2.043

0.344

2.043

3.859

P

0.557

0.315

0.153

0.557

0.153

0.049

2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

3

讨论
数据调查结果表明 [16] ：我国肾结石发病率为
1%~5%，且每年新增发病率为 15~20 例 / 万人，
并呈逐年升高趋势。既往研究表明 [17] ：肾结石主
要是由于机体摄入过量含有可形成结石成分的饮
食，临床多表现为阵发性剧烈疼痛、血尿等，严
重者将会增加泌尿系统梗阻、肾积水发生率，影
响患者健康生活。输尿管软镜是肾结石患者中常
用的手术干预方法，具有可视操作、术后恢复快、
手术创伤小及安全性高等优点 [18]。同时，患者手
术过程中避免了经过肾穿刺，能直接通过自然腔进
入肾盂，有助于患者病情恢复，缩短住院时间 [19]。
本研究中，两组治疗后 14 d 中医症候积分低于治
疗前（P <0.05）；观察组治疗后 14 d 腰腹绞痛、小

便涩痛、排尿无力、尿中带血、大便干结及神倦
乏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提示消浊化石
汤联合输尿管软镜能降低肾结石患者中医症候积
分，利于患者恢复。消浊化石汤属于临床常用的
中医汤药，方药由：白茅根、金钱草、黄芪、海金沙、
郁金、泽泻、甘草、车前子、续断、菟丝子、牛膝、
石苇、白芍、菟丝子等组成。方药中，白茅根具
有生津止渴、清热利尿功效；金钱草具有利尿、镇
痛抗炎及抑菌功效；黄芪具有增强免疫、保肝及利
尿功效；海金沙具有利水消肿、清热通淋功效；郁
金具有活血止痛、行气解郁功效；泽泻具有利尿、
渗湿及泄热功效；车前子具有清热利尿、化痰止咳
功效；续断具有补肝肾、强筋骨功效；菟丝子具有
补肾益精、养肝明目功效；牛膝具有补肝肾、强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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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及逐淤通经功效；石苇具有利水通淋、清肺泄热
功效；白芍具有敛阴收汗、缓中止痛功效；甘草则
能调和诸药，发挥不同药物优势；诸药共奏，能发
挥益气、清热、利湿功效 [20]。
肾结石的发生、发展常伴有炎性因子的共同
参 与 [21]。IL-6 是 由 活 化 的 T 细 胞、 成 纤 维 细 胞
产生的淋巴因子，能集落刺激因子协同，促进原
始骨髓源细胞的生长、分化，亦可增强自然杀伤
细胞裂解功能。CRP 属于是一种急性相蛋白，在
正常人体中表达水平较低或不表达，当机体受到
感染或组织损伤时，则会引起血浆中 CRP 水平剧
烈上述，能激活补体、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
亦可清除病原微生物。IL-10 属于是一种多功能
抑炎性因子，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剂免疫调节作
用，一方面能抑制促炎因子的过度表达，亦可控
制炎症反应引起的机体损伤。本研究中，观察组
治疗后 14 d 炎性因子 IL-6 及 CRP 水平均低于对
照组（P <0.05）；IL-10 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
提示消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有助于改善患者
炎性因子水平，从根本上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
临床上，将消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用于肾结
石患者中能发挥不同治疗方法优势，且不同方法
联合使用安全性较高，有助于降低患者治疗后复
发率 [22]。本研究中，两组治疗过程中感染、出血、
失血性休克发生率无统计意义（P >0.05）；两组疗
程后 1、6 个月复发率无统计意义（P >0.05）；观
察组疗程后 12 个月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 <0.05），
提示消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治疗肾结石安全
性较高，可获得良好的远期效果。
综上所述，消浊化石汤联合输尿管软镜能降
低肾结石患者中医症候积分，有助于降低炎症因
子水平，未增加并发症发生率，能降低治疗后复
发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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