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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著

泌尿外科

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预测脓毒症的
风险因子构建与验证
严
摘要

超 1， 王树声 2， 龚

墅 3， 文卫军 1， 段迪程 1， 曾桓聪 1， 卢运田 1

目的：分析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发生脓毒症的危险因素，构建联合预测模型，并验证其预测效能。方法：选

取 2016 年 1 月—2021 年 6 月我院泌尿外科收治的输尿管结石患者 250 例，发生脓毒血症为观察组 (n =50)，未发生脓毒血
症为对照组 (n =200)。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通过独立危险因素的回归系数构建
联合预测模型，计算截断点。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 (ROC) 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 验证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并用另
一组 30 例输尿管镜碎石患者作为验证组，验证该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两组糖尿病、尿白细胞、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输尿管结石位置及结石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显示，糖尿病、尿白细胞、血中性粒细胞百
分比、输尿管结石位置是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发生脓毒血症的联合危险因素 (P <0.05)。联合预测因子 =0.741× 糖尿病
+0.651× 尿白细胞 +0.405× 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0.328× 输尿管结石位置，通过计算得出联合预测因子的截断点为 1.758。
对联合预测因子行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χ 2 =1.975, P =0.547）。将联合预测模型及其截断点应用于 30 例输尿
管碎石围手术期患者，经联合预测模型预测正确率为 70.0％，敏感度 66.7％，特异度 83.3％，AUC 为 0.819。结论：联合
预测模型对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发生脓毒血症的评估效能较好，为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发生脓毒症提供早期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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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combine predictor and verify its predictive efficacy by analyzing
the risk factors of sepsis associated with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 (URL). Methods 250 patients with
ureteral calculi who underwent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urolog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June 2021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sepsis (n =50)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sepsis (n =200) were divided. The gener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by
univariate and Logistic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drawn,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as calculated, the joint predictor wa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regression coefﬁcient
of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nd the cut-off point was calculated. It was applied to another group of 30 patients
with ureteral calculi for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 to verify its prediction efficiency. Results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diabetes, urine leukocyte (UWB),
percentage of blood neutrophils (N%), ureteral calc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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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kocyte+ 0.405×N%+ 0.328×ureteral stone locatio. The cut-off point of ureteral calculi was 1.758. Hosmer
lemeshow goodness of ﬁt test (χ 2 = 1.975, P = 0.547). The combined predictors and cutoff points were applied
to 30 perioperative patients with ureteral lithotripsy.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was 70.0%, sensitivity 66.7%,
specificity 83.3% and AUC 0.819.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predictors are effective in evaluating the
perioperative sepsis of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 and it could provide earl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the perioperative sepsis of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
Key words: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 sepsis; risk factors; prediction
输尿管镜碎石（URL）因其高效、微创且治
疗 效 果 好 在 临 床 工 作 中 被 广 泛 应 用， 但 常 因 术
中冲洗、肾盂内压力高等因素增加上尿路感染的
风 险 性 [1]， 严 重 时 可 发 生 尿 脓 毒 症、 感 染 性 休
克、甚至死亡。据报道 [2-4]，输尿管镜碎石围手
术期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IRS) 的发生率为
11.2%~22.0%，尿脓毒症发生率为 0.3%~4.7%，
病死率高达 20%~42%。基于输尿管镜碎石围手
术期发生脓毒症的风险因素较多，如性别、肥胖、
糖尿病、尿白细胞计数、亚硝酸盐阳性、手术肾
盂高压冲洗时间等因素均为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
期发生脓毒血症的影响因素 [5]。然而，目前尚没
有较好的评估围手术期发生尿脓毒血症的风险性
的预测模型。鉴于此，建构准确评估输尿管镜碎
石围手术期发生脓毒症危险因素的预测模型并验
证其预测效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通过单
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我院 250 例输尿管
结石住院患者围手术期发生尿脓毒血症的危险因
素，构建发生脓毒症的预测模型，并将预测模型
用于临床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发生脓毒症的风
险进行预测与验证，评估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
发生尿脓毒血症的风险性，为早期预测和防治其
风险提供参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1 月 —2021 年 6 月
我院泌尿外科收治的输尿管结石患者 250 例。纳
入标准：1）经 B 超、CT 或腹部 X 线片确诊为输
尿管结石患者；2）尿脓毒血症的诊断：尿路感染
所导致的 SIRS，且伴有严重全身感染症状；3）全
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IRS) 的诊断：依据 2014 年泌
尿外科学会制定的评估指标 [6]，具有 2 项及以上
的下述临床表现：
（1）体温 >38 ℃或 <36 ℃ ；
（2）
心 率 >90 次 /min ；
（3） 呼 吸 频 率 >20 次 /min 或
PaCO 2 <32 mmHg ；
（4）外周血白细胞 >12×109 /L
或 <4×109 /L 或未成熟细胞 >10% ；4）无其他精
神疾病史，可与医护人员正常沟通者；5）临床资

料完整（如肌酐水平，白细胞、细菌培养结果、中
性粒细胞、结石大小、碎石次数、糖尿病、高血压、
年龄、性别、并发症）。排除标准：1）输尿管狭窄，
肾多发结石，双侧输尿管结石，既往有肾脏开放
手术，输尿管切开取石或经皮肾镜碎石手术史；2）
伴有严重基础疾病患者；3）病例资料不完整。根
据纳入及排除标准，250 例患者中 50 例输尿管镜
碎石伴有脓毒血症患者为观察组，其中男 31 例，
女 19 例，年龄 (60±15.2) 岁。200 例输尿管镜碎
石未伴有脓毒血症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143 例，
女 57 例， 年 龄 (62±17.8） 岁。 本 研 究 获 得 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1.2 临床检测 搜集所纳入患者临床资料，并通
过影像学 / 实验室检测方法，对病史、腹部 X 线片、
B 超、CT、肾功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
细胞、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尿
沉渣、尿培养等进行检测。
1.3 构建联合预测模型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引起输尿管镜碎石术
后脓毒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将独立危险因素
的回归系数重新赋值，构建联合预测模型，并计
算截断点。
1.4 临床评估联合预测模型效能 收集另一组我
院泌尿外科治疗的 30 例确诊为输尿管结石行输尿
管镜碎石患者的资料，纳入标准和及排除标准同
前，验证联合预测模型预测的效能。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和 R 语言
统计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
表示，
比较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比较行
χ 2 检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输尿管镜碎石术后发生脓毒血症的危险因素，采
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receive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根据多因素分析中独立危险因素得出联合
预 测 因 子， 行 Hosmer-Lemeshow 拟 合 优 度 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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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截断点。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单因素分析 两组糖尿
表1
因素
年龄（岁）

病、尿白细胞、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输尿管结
石位置及结石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见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单因素分析

观察组（n =50）

对照组 (n =200)

t /χ2

P

60.1±15.2

62.0±17.8

1.310

>0.05

0.151

>0.05

性别（例）
男

31

143

女

19

57

高血压（例）

15

50

0.700

>0.05

糖尿病（例）

32

20

6.458

<0.001

1.203

>0.05

4.230

<0.001

4.053

<0.05

0.678

>0.05

5.024

<0.05

4.040

<0.05

0.782

>0.05

血肌酐（μmoI/L）
<133

39

189

≥ 133

11

11

尿白细胞 μmoI/L
≤ (++)

12

152

> (++)

38

48

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例）
≤ 75%

6

178

>75

44

22

细菌培养结果（例）
有

37

25

无

5

140

不详

8

35

输尿管结石位置（例）
上、中段

37

138

下段

13

62

结石直径（ cm）
>1

40

119

<1

10

81

碎石时间（min）
<30

55

180

>30

5

20

2.2 输尿管镜碎石伴发脓毒血症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发生尿脓毒血症为因变量，将上述有统计
学差异的因素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糖尿病、尿白细胞、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输尿
管结石位置是输尿管镜碎石术后发生脓毒血症的
独立危险因素（P <0.05），见表 2。对上述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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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绘制 ROC 曲线，计算 AUC，联合因子
预测 AUC 面积最大，诊断效能最好 ( 图１）。
2.3 构建联合预测模型及 Hosmer-lemeshow 拟合
优度检验 根据糖尿病、尿白细胞、血中性粒细
胞百分比、结石位置的回归系数构建联合预测因
子，联合预测因子 =0.741× 糖尿病 +0.651× 尿
表2

白细胞 +0.405× 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0.328×
输 尿 管 结 石 位 置， 通 过 计 算 得 出 联 合 预 测 因 子
的 截 断 点 为 1.758。 对 联 合 预 测 因 子 行 Hosmerlemeshow 拟 合 优 度 检 验（χ 2 =1.975, P =0.547），
该联合预测因子模型拟合优度较好，预测价值高。

输尿管镜碎石伴发脓毒血症的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

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χ2

P

OR

OR95%CI

糖尿病

0.741

0.210

3.210

0.014

3.052

2.502~4.035

尿白细胞数

0.651

0.120

2.340

0.032

1.540

1.045~2.031

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0.405

0.102

2.501

0.042

1.302

0.780~1.920

输尿管结石位置

0.328

0.114

2.624

0.048

0.875

0.545~1.230

合并脓毒血症 24 例，输尿管镜碎石不合并脓毒血
症 6 例，临床资料见表 3。经联合预测因模型预测
真阳性 16 例，真阴性 5 例，假阳性 1，假阴性 8
例，预测正确率为 70.0％，敏感度 66.7％，特异
度 83.3%，绘制 ROC 曲线，AUC 为 0.819，见图 2。

表3

30 例输尿管镜碎石患者的临床资料验证

项目

伴有脓毒血症
（n =24）

未伴脓毒血症
（n =6）

年龄

59.0±10.2

57.2±13.5

男

13

3

女

11

3

糖尿病

14

5

6

1

18

5

7

5

17

1

上、中段

16

1

下段

8

5

性别

图1

各相关危险因子和联合预测模型的 ROC 曲线

尿白细胞数

2.4 验证联合预测因子 将联合预测模型及截断
点应用于 30 例输尿管镜碎石患者，按照联合预测
模型公式进行计算，根据联合预测模型的结果与
截断点进行比较，结果 >1.758 预测为输尿管镜碎
石伴有脓毒血症，结果 <1.758 预测为输尿管镜碎
石不伴有脓毒血症，以脓毒血症的诊断为参考标
准。如果预测为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脓毒症，
经尿培养确诊的为真阳性，否则记为假阳性；如果
预测为围手术期无脓毒症，经尿培养排除的为真
阴性，否者为假阴性。最终确诊为输尿管镜碎石

≤ (++)
  > (++)
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 75%
  > 75%
输尿管结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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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异度

图2

3

联合预测因子的 ROC 曲线

讨论
输尿管镜碎石已成为上尿路结石手术治疗主
要手段。但上尿路结石往往由于梗阻、尿糖高等
因素造成细菌滋生，而术中黏膜损伤及灌注液体
导致肾盂压升高等因素又加重感染和细菌扩散，
严重时导致尿脓毒症。据报道，输尿管软镜碎石
术后脓毒血症发生率为 4.5%[5]，输尿管硬镜碎石
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率为 5.76%[7]。由于尿脓
毒症病情急、发展快、致死率高，一旦发生，往
往会对患者造成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并加重
患者的经济负担。因此，早期评估与预测输尿管
镜碎石围手术期发生脓毒症的风险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有研究发现上尿路结石行输尿管镜碎石术后
脓毒性休克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结石表
面积及结石位置是其独立预后影响因素 [8]。同时，
近期文献 [9-10] 指出：糖尿病、血中性粒细胞比例、
结石大小、尿培养阳性是上尿路结石合患者发生
尿脓毒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本文回顾性分析输
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发生和不发生尿脓毒血症患
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糖尿病、
尿白细胞、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输尿管结石位
置及大小是其危险因素，与文献报道一致。本研
究中，观察组的糖尿病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校正其他混杂因素后发现合并糖尿病是输尿管镜
碎石围手术期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糖尿病对

发生尿源性脓毒症的影响较大，因为糖尿病患者
尿糖浓度高，更利于细菌生长，同时糖尿病患者
往往自身抵抗力较差、血液循环障碍、应激反应
差 [11]，均易并发尿脓毒症。研究指出当糖尿病患
者血糖水平超过 7.7 mmol/L 时，感染脓毒血症的
风险增加 [6]。对于糖尿病患者，需控制血糖稳定
后手术，或一期急诊手术置管，尿白细胞降低及
血糖稳定后择期碎石手术。
研究显示尿白细胞和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结
合可提高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诊断准确性 [12]。本
研究中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尿白细胞高
组发生尿脓毒症的风险约为对照组的 1.54 倍，尿
白细胞 > ++ 和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75% 患者术
后发生尿源性脓毒症的风险显著升高，提示术前
有必要将尿白细胞抗炎治疗降至 ++ 以下后方可安
排手术，以降低术后尿脓毒症的风险。本研究中
显示，中、上段结石风险明显高于下段结石，提
示中上段结石较下段结石更易发生尿源性脓毒症，
考虑中上段结石手术时间久、手术相对复杂，下
段结石一般相对较小，处理较为简单，手术时间
也更短；且大结石更容易携带定植细菌，需要延
长手术时间 [13]。因此，有理由认为大结石及中上
段结石患者感染并发症的风险更高，与既往研究
一致 [14]。
脓毒症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单一因素
评估输尿管镜碎石围手术期发生脓毒血症风险有
一定局限性 [15]。单变量 Cox 回归分析可以筛选较
少的候选变量，为后续的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铺
平道路。单变量 Cox 回归忽略了每个变量之间的
相互作用，多元 Cox 回归分析可以确定各变量之
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并建立回归模型。本研究
根据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结果分析构建风险预测
模型，并行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证
实该模型拟合度较好。其他因素被排除在纳入范
围，如结石大小、细菌培养结果、碎石次数、高
血压等，这就是原因所在。本研究发现单独糖尿
病的 AUC 面积是 0.805，单独血液中性粒细胞百
分比的 AUC 面积是 0.721，尿液白细胞的 AUC 面
积是 0.612，结石位置的 AUC 面积是 0.605 ；但是
联合预测模型的 AUC 面积是 0.897，相比其他因
子均明显升高，说明联合预测模型的优势。此外
本研究通过另外一组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将 30
例确诊输尿管镜碎石合并脓毒血症患者的临床资
料数据输入联合预测模型，预测正确率为 70.0％，

385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22 年 6 月第 28 卷第 3 期

利用 ROC 曲线验证预测效能，结果显示 AUC 为
0.819，95% CI 为 0.796~0.832，P <0.004， 说 明
联合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确切。
综上所述，输尿管镜碎石术后发生脓毒血症
是由多种因素所致的，本研究成功构建了用于预
测输尿管结石术后尿脓毒血症的联合预测模型，
并验证其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基于该研究样本
量较少，仍需要大样本数据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
验证该预测模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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