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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泌尿系统是人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双侧肾脏、双

侧输尿管和膀胱、尿道等器官,其中男性还有前列腺、睾丸、附

睾、精囊、输精管等,我们称为男生殖系统的器官。 泌尿系统主

要功能是分泌尿液和排出尿液。 在分泌尿液的过程中,通过肾

脏排出体内一部分的代谢产物,从而维持体内水、电解质和酸碱

平衡,保障人体的正常功能,保持正常的血压。 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会发现,我们可以几天不解大便,但是却不能一天不排尿,而

且还必须有足够量的尿液排出体外,可见排尿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是多么重要!

泌尿系统疾病的临床和合理用药,涉及泌尿外科和肾脏病

内科领域,包括尿路感染、尿路结石、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肾

炎、肾功能衰竭、泌尿系肿瘤等。 患者所表现的症状和体征基本

上与排尿、腰痛、会阴部疼痛、发热等有关。 为了防止对肾脏产

生毒害作 用,对 泌 尿 系 统 疾 病 的 用 药 也 颇 有 讲 究,需 要 慎 重

对待。

为了提高人们对泌尿系统疾病及对合理用药的认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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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执业药师协会科普作家邬时民老师诚邀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

院泌尿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刚教授组织编写《泌尿系统疾病

合理用药》。 陈刚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对泌尿系肿瘤、结石、前列腺疾病、激光医学等有很深的

研究,出版了多部有关泌尿外科和激光的专著,他所带教的研究

生毕业后多在国内大医院发挥了骨干作用。 他的严谨、踏实、求

是、创新的作风在本书中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本书采用问答的方式,力求语言通俗易懂,主要介绍泌尿系

统疾病常识、泌尿系统疾病用药常识、特殊人群药物治疗以及泌

尿系统疾病防治实用案例,是一本大众科普读物。 相信本书一

定会让学习者有不小的收益。 特此热诚地推荐给读者。

201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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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泌尿系统以及泌尿系统疾病?

泌尿系统由肾脏、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组成,其主要功能为

排泄。 排泄指机体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不为机体所利用的

或者有害的物质向体外输送的生理过程。 被排出的物质一部分

是营养物质的代谢产物,另一部分是衰老的细胞破坏时形成的

废物。 此外,排泄物中还包括一些随食物摄入的多余物质,如多

余的水和无机盐、蛋白质等。

泌尿系统各器官都可发生疾病,并波及整个系统。 泌尿系统的

疾病既可由身体其他系统病变引起,又可影响其他系统甚至全身。

2.泌尿系统常见疾病有哪些?

泌尿系统常见疾病有尿路感染、前列腺疾病、尿路结石、泌

尿系肿瘤、先天畸形、急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肾炎综合征、肾

小球病等。

3.尿路感染的症状有哪些?

尿路感染又称泌尿系统感染,是尿路上皮被细菌侵入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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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炎症反应,通常伴随菌尿和脓尿。

尿路感染根据感染部位分为上尿路感染和下尿路感染;根

据两次感染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孤立或散发性感染和复发性感

染,复发性感染又可分为再感染和细菌持续存在,细菌持续存在

也称为复发;尿路感染还可分为单纯性尿路感染、复杂性尿路感

染及尿脓毒血症。

尿路感染症状主要有以下四种。

(1) 直接感染: 尿路感染为外伤或邻近肾脏的脏器有感染

时,细菌可直接侵入肾脏引起感染,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是很少

见的。

(2) 上行感染: 绝大多数尿路感染症状是由上行感染引起

的。 在正常情况下,尿道口及其周围是有细菌寄生的,但一般不

引起感染。 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或尿道黏膜有轻微损伤时,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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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附尿道 黏 膜 和 上 行 的 能 力 强,容 易 侵 袭 膀 胱 和 肾 脏,造 成

感染。

(3) 血行感染: 这是由于细菌从身体内的感染灶侵入血流,

到达肾脏,先在肾皮质引起多发性小脓疡,然后沿肾小管向下扩

散至肾乳头和肾盏、肾盂黏膜,但炎症亦可从肾乳头部有轻微损

伤的乳头集合管开始,然后向上、向下扩散。 血行感染途径较为

少见,比较多见于新生儿或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患者的血行

性肾感染。

(4) 淋巴道感染: 当尿路感染中出现淋巴道感染后,下腹部

和盆腔器官的淋巴管与肾周围的淋巴管有多数交通支,升结肠

与右肾之间也有淋巴管沟通。 当出现盆腔器官炎症、阑尾炎和

结肠炎时,细菌也可从淋巴道感染肾脏。 但是,这种感染途径极

为少见。

4.尿路感染病因有哪些?

尿路感染一般都是由不注意尿道卫生而导致细菌感染的,

女性发病的概率比较高,男性比较低,主要是因为女性的尿道比

较短,容易造成尿路感染,大约50%的女性至少患过一次尿路感

染,20%的女性则有多重感染,许多女性一年患1~2次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病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膀胱病因

残余尿量: 肾脏生成的尿液不断地由输尿管流入膀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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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冲洗和稀释的作用,膀胱能够充盈和排空,使膀胱内不能大量

滋长繁殖细菌。 另外膀胱黏膜有灭菌作用,可以通过吞噬细胞,

或通过循环抗体,也有人认为膀胱黏膜细胞产生或分泌的有机

酸和免疫球蛋白A具有杀菌作用。

特殊的生理状态: 女性由于尿道解剖结构的特点,其发病

率为男性的8~10倍,且好发于婴儿、青年及更年期后的妇女,

特别是患有慢性妇科疾病,如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和附件炎

等时,可直接蔓延,经淋巴途径或分泌物污染尿道,引起尿路

感染。

另外,女性尿道周围的局部刺激(月经期)、性激素变化(妊

娠期、产后及性生活等)可导致阴道、尿道黏膜改变,容易使病菌

入侵。

膀胱插管: 男性尿道远端2cm处有细菌寄居者约为98%,

5cm处有细菌寄居者为49%;女性可能更高。 因此,进行导尿

或膀胱镜检查时,常把细菌带入膀胱,有可能引起上行性细菌

感染。

(2)肾脏病因

膀胱输尿管反流: 这是引起肾盂肾炎的重要因素,尤其在

婴儿期。 在正常情况下,膀胱和输尿管接合处能起活瓣作用,尿

液可以顺利地从输尿管进入膀胱,而阻止膀胱尿液,尤其是在排

空时逆流入输尿管或上达肾脏。 当此接合处功能发生缺陷时,

则容易导致尿路上行感染。 在先天性异常、完全性双输尿管、输

尿管开口异常、输尿管囊肿、膀胱炎、神经性膀胱等疾患中均容

易出现逆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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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梗阻: 尿流不畅或尿路梗阻是肾盂肾炎的重要诱因。

一般认为尿流不畅或停滞容易导致细菌生长及在肾内传播。 有

人认为尿流不畅引起肾内组织压力增加,影响组织的血液循环

和代谢变化,易引起细菌感染。 如先天性肾发育不全、马蹄肾、

多囊肾、肾肿瘤、前列腺肥大增生、结石等均易诱发肾盂肾炎。

肾脏插管: 如逆行造影、肾造瘘、肾穿刺时也易造成肾脏损

伤及上行性感染。

(3)全身性因素

糖尿病很易引起并发感染,尿路感染的发病率尤其高。 主

要是循环损害、糖代谢异常、血糖和尿糖浓度增高等因素,使机体

抵抗力降低而对细菌的易感性增加。 其他一些疾患如高血压或

长期使用肾上腺皮质类固醇等均易引起肾盂肾炎。 近期,专家观

察发现焦虑抑郁患者的抵抗力下降,也易引发反复泌尿系感染。

5.尿路感染有哪些危害?

由于尿路感染容易反复发作、难以控制,因此必须予以高度

重视,如果治疗不及时,对人体危害性极强,可引起阴道炎等多

种生殖系统疾病,且感染部位的分泌物严重影响精卵活力,会降

低受孕成功率。

尿路感染的危害不仅在于泌尿系统,而且会引发全身症状。

尿路感染患者有时会出现寒颤、畏寒、发热、全身不适、头痛、乏

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尿频、尿急、尿痛、腰痛、肾区不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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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点压痛、肋腰点压痛、肾区叩击痛、膀胱区压痛、水肿、高

血压、尿道炎等病症。

6.尿路感染的治疗措施有哪些?

王小姐最近感到尿频、尿道疼痛,她自己怀疑是尿路感染引

起的,但是王小姐是一位白领人士,一方面工作较忙,难以抽出

时间看病,另一方面出于隐私考虑,不想让病史卡出现这方面的

病情,于是没有选择去正规医院治疗,而是在网上查阅资料,服

用了所谓的偏方自行治疗,但是一个月下来根本没有疗效,症状

反而加重。 像王小姐这样的做法不正确,尿路感染是一种女性

的常见病,不必多虑“隐私”之事,更不能自行用所谓的偏方、秘

方治疗,而是应该到正规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如果不及时就

医,会使疾病迁延不愈。 医生会根据该病的急性发作期、亚急性

发展期和慢性期进行针对性治疗。

治疗措施一般包括以下四种。

(1) 积极有效地进行抗菌治疗,在开始治疗前应做尿定量

细菌培养以确定诊断。

(2) 对反复感染的患者,应做抗生素药敏试验、尿常规检

查,必要时做指导治疗,并注意消除可能存在的易患因素,例如

尿路阻塞、结石等。

(3) 分清类型合理用药。 一般而言,低剂量及短程治疗仅

局限于对下泌尿道的无合并症的感染有效,而上泌尿道感染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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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

(4) 鼓励多喝水、勤排尿。

7.前列腺疾病有哪些?

前列腺是男性的人体器官之一,其形态和大小像一个板栗,

平均重量约为20g。 它的底部横径约4cm,纵径约3cm,前后径

约2cm。 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器官,也是男性生殖器官中最大

的附属性腺。

前列腺疾病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疾病,通常指前列腺炎、前列

腺增生及前列腺癌等。 据统计,18~80岁的男性中,90%的人

患有前列腺炎,90.5%的人都患有前列腺增生;40岁以上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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