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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活检的肾病诊断价值和
安全性
范伟博
荆州市中心医院超声科，湖北荆州
[摘

要]

434000

目的 ：分析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活检的肾病诊断价值和安全性。方法 ：抽取因肾病

综合征、急性肾衰竭、蛋白尿原因待查等行肾穿刺活检病例 85 例，患者在超声引导下行经皮肾穿
刺术，取肾组织样本进行病理检查，观察其取材成功率和术中术后并发症。结果 ：85 例患者均穿
刺成功，每例患者穿刺 1 ～ 4 次，平均每例患者（2.73±0.68）次，其中 56 例患者穿刺 1 ～ 2 次，
29 例患者穿刺 3 ～ 4 次。每例患者穿刺所得肾组织长度为 10 ～ 16 mm，平均（13.87±2.94）mm。
1 例患者所取肾组织均为肾髓质，未发现肾小球。其余 84 例患者取得足量肾小球，每例患者 7 ～ 41
个，平均（18.17±4.01）个，可满足病理诊断需要，成功率 98.82%。84 例患者得到明确病理诊断。
穿刺中未发生周围组织器官误伤、穿刺部位出血、肾动静脉瘘及大量肾周血肿，穿刺后未发生感染，
12 例患者发生腰部不适，2 例患者发生一过性肉眼血尿，经过保守治疗后均得到改善，并发症总
发生率为 16.47%。3 例患者失访，共 82 例患者完成随访，穿刺后随访 8 ～ 18 个月，平均（12.76±3.81）
个月，超声检查及尿常规检查均未发现异常。结论 ：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活检取样成功率高，
并发症发生率低，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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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one to analyse the diagnostic value and safety of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renal biopsy for nephropathy. Methods: 85 cases of renal biopsy due to nephrotic
syndrome, acute renal failure and proteinuria were selected, and percutaneous renal biopsy was perform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ultrasound. Renal tissue samples were taken for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sampling and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ll
the 85 patients were punctured successfully, 1-4 times for each patient, with an average of（2.73±0.68）
times for each patient, among which 56 patients were punctured 1-2 times and 29 patients were punctured
3-4 times. The length of renal tissue obtained by puncture in each patient was 10-16 mm, with an average
(13.87±2.94) mm. All the renal tissues taken from 1 patient were renal medulla, and no glomeruli were
found. The remaining 84 patients obtained sufficient glomerulus, 7-41 in each patient, with an average
(18.17±4.01), meeting the needs of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ith a success rate of 98.82%.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confirmed in 84 patients. No accidental injury to surrounding tissues and organs, bleeding
at the puncture site, renal arteriovenous fistula or perinephric hematoma occurred during the puncture.
No infection occurred after the puncture. Lumbar discomfort occurred in 12 patients and transient
macrohematuria occurred in 2 patients. A total of 82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8-18 months after puncture, with an average (12.76±3.81) months. No abnormalities wer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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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urine routine examination. Conclusions: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renal biopsy is safe and reliable with high success rate and low complic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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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患者预后受病理类型、病因、严重程度等
多种因素影响，及早明确肾病诊断对确定治疗方案
有着重要价值 [1-3]。肾穿刺活检术通过直接获取肾
组织进行病理检查，可取得准确诊断结果 [4]。根据
经验定位或超声定位后进行徒手穿刺，盲目性较
大，穿刺成功率低且并发症风险大 [5-6]。采用超声
引导下行经皮肾穿刺术，精确引导极大地提升了穿
刺成功率和安全性 [7]。但穿刺作为有创检查技术，
其并发症和安全性均需长期关注。本次研究回顾了
85 例疑似肾脏疾病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
刺活检的资料，具体诊断准确性及并发症等总结
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对象
抽取 2014 年 8 月至 2018 年 6 月因肾病综合征、
急性肾衰竭、蛋白尿原因待查、系统性红斑狼疮、
糖尿病等行肾穿刺活检病例 85 例，抽取病理中男
性患者 56 例，女性患者 29 例，年龄 3 ～ 58 岁，
平均年龄（27.65±11.03）岁。临床表现包括水肿、
蛋白尿、血尿、紫癜等。
术前所有患者均行心、肝、肾功能检查、凝血
五项、艾滋病、梅毒、乙肝和丙肝等感染检查，均
无经皮肾穿刺活检禁忌证。此外，均进行呼吸训练，
指导术中呼吸方法。
1.2 仪器设备
超 声 为 迈 瑞 M7 床 旁 彩 色 多 普 勒 超 声 诊 断
仪（ 腹 部 凸 阵 探 头， 频 率 3.5 MHz）， 巴 德 公 司
MAGNUM 全自动活检枪（配套 16G 或 18G 活检
针）。
1.3 超声引导穿刺
患者取俯卧位，垫高腰部，将肾脏推向背部，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常规扫描，定位肾
脏并观察血流情况，标记穿刺部位，预测穿刺深度，
并据此设计穿刺路径。
消毒穿刺部位，铺巾，2% 利多卡因行皮下浸
润麻醉，于标记的穿刺点进针刺入皮下，超声实时
观察，可见穿刺针的横断面或斜断面在声像图上表
现为一高强回声的光点或光斑，针尖所在部位位于
强回声光点或光斑消失处。在超声引导下调整进针
角度。获取肾组织时进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探
头头部进针，穿刺角度为 45°，斜向下刺，针尖
在肾脏中下部传统肾包膜，获取下极肾组织。另一

种是在探头尾端进针，穿刺角度约 75°，斜向上刺，
针尖在肾下极表面穿透肾包膜，获取下极肾组织。
穿刺针进入肾纤维包膜后，嘱咐患者屏气，迅速将
针尖穿透肾包膜，推动针芯进行取材，并拔出穿刺
针，将样本装入预先备好的病检瓶，送检。
采用超声常规扫查肾脏，观察有无并发症发
生。术后均以平卧位休息 24 小时，注意密切观察
尿液、血压及心率变化情况，必要时复查超声。
1.4 穿刺取材成功判定
取出组织长度＞ 5mm，镜下可检出足量肾小
球，符合病理诊断组织学要求。
1.5 随访
术后嘱咐患者不适随访和定期门诊随访，行超
声检查和尿常规检查，观察是否发生穿刺并发症。

2

结果

2.1

穿刺及取材情况
85 例患者均穿刺成功，每例患者穿刺 1 ～ 4
次， 平 均 每 例 患 者（2.73±0.68） 次， 其 中 56 例
患者穿刺 1 ～ 2 次，29 例患者穿刺 3 ～ 4 次。每
例患者穿刺所得肾组织长度为 10 ～ 16 mm，平均
（13.87±2.94）mm。1 例患者所取肾组织均为肾髓
质，未发现肾小球。其余 84 例患者取得足量肾小
球，每例患者 7 ～ 41 个，平均（18.17±4.01）个，
可满足病理诊断需要，成功率 98.82%。
2.2 病理诊断结果
84 例患者得到明确病理诊断，包括 Ig A 肾病
13 例，紫癜性肾炎 15 例，Ig M 肾病 3 例，缺血性
肾病 4 例，膜性肾病 5 例，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
症 3 例，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炎 5 例，轻微病变性
肾病 11 例，乙肝相关性肾炎 5 例，高血压肾病损
伤 6 例，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10 例，薄基底膜
肾小球病 1 例，狼疮肾炎 3 例。
2.3 并发症发生情况
穿刺中未发生周围组织器官误伤、穿刺部位出
血、肾动静脉瘘及大量肾周血肿，穿刺后未发生感
染，12 例患者发生腰部不适，2 例患者发生一过性
肉眼血尿，经过保守治疗后均得到改善，并发症总
发生率为 16.47%。
2.4 随访情况
3 例患者失访，共 82 例患者完成随访，穿刺
后 随 访 8 ～ 18 个 月， 平 均（12.76±3.81） 个 月，
超声检查及尿常规检查均未发现异常。
11

影像技术
3

2019年 第25卷

讨论

病理检查是明确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对评估
预后也有重要价值 [8]。但穿刺取材时也可能导致大
量肾周血肿、出血及肾动静脉瘘等严重并发症的发
生，影响患者预后 [9]。近年来彩色多普勒超声在经
皮肾穿刺术中的应用明显提升了穿刺成功率和安
全性 [10]。穿刺前行超声扫查可预先标记穿刺点并
测量穿刺深度，据此设计出最佳穿刺路径。穿刺针
尖刺入皮下后，可在超声的实时引导下进行穿刺，
通常按术前设计的穿刺路径进针，并根据实时观
察结果调整进针深度和进针角度 [11-12]。例如术中利
用电子测量尺子预计进针深度，该预测值较术前
扫查更为准确，可进一步提高穿刺的准确性和安
全性 [13]。同时，超声实时引导下可精确掌握突破
肾包膜的进针时机，直达下极肾组织进行取样，达
到精准穿刺取样的目的。本次研究中穿刺成功率
100.00%，取材成功率 98.82%，与文献报道结果相
近 [14-15]。1 例患者所取肾组织均为肾髓质，未发现
肾小球，考虑与穿刺样本切割不当有关。
本次研究中，穿刺术中未发生周围组织器官误
伤、穿刺部位出血、肾动静脉瘘及大量肾周血肿等
严重并发症，随访中也均未发现并发症发生。仅在
穿刺后 12 例患者发生腰部不适，2 例患者发生一
过性肉眼血尿，但经过保守治疗后均得到改善。原
则上每例患者术后均应以平卧位休息至少 24 小时，
但 14 例发生并发症的患者中，9 例患者术后过早
过多活动，5 例患者术后长时间坐位休息，这可能
是穿刺术后血尿和腰部不适发生的主要原因。该结
果提示在经皮肾穿刺术后应保证足够时间的平卧
位休息，有利于减少并发症 [16]。此外，本次研究
中所有患者均未安装穿刺架，能够因人而异地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进针角度和路线，减少了对肠管和肋
骨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没有穿刺架的固定在
术中易发生偏移，技术要求较高 [17]。本次研究中
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6.47%，与文献报道相比发生
率较低，表明熟练掌握操作后不安装穿刺架也可保
证穿刺安全性。
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术有两种进针方式，本
次研究中均有应用。在探头头部进针时，穿刺角度
较小，穿刺路线上肾实质较多，获取的组织样本更
多，且肾脏穿透风险较低 [18]。但由于穿刺路线较
长，肌肉和皮下组织的摩擦力更大，影响针体切割
速度 [19]。因此该种进针方式适用于肾脏较表浅的
患者，主要为偏瘦或中等身材患者。在探头尾部进
针时，穿刺角度大，缩短了穿刺路线，适用于肾脏
位置较深的患者。本次研究中探头头部进针 6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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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进针 17 例，均取得了理想的穿刺效果。
综上所述，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活检能够避
免经验定位和超声定位后穿刺的盲目性，取样成功
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是一种安全可靠的肾病诊
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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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进一步加强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监查力度
3 月 27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信息，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医疗器

进一步加强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监督检查的通

械，是否采取了召回等措施，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

知》，从生产、流通、使用三个环节对无菌和植入

进行报告。

性医疗器械开展监督检查。

流通环节检查重点包括（1）是否未经许可（备

生产环节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对本

案）从事经营（网络销售）医疗器械 ；
（2）是否经

行政区域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展监

营（网络销售）未取得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的医疗

督检查。流通和使用环节由市县级负责医疗器械监

器械 ；
（3）购销渠道是否合法 ；
（4）进货查验记录

督管理的部门对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和销售记录是否真实完整，相关信息是否能够追

和医疗机构开展监督检查。

溯；
（5）是否经营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失效、

生产环节检查重点包括（1）上一年度企业质

淘汰的医疗器械 ；
（6）运输、储存条件是否符合标

量管理体系自查报告、监督管理部门抽验和检查发

签和说明书的标示要求，经营需冷链管理的医疗器

现的问题是否完成整改 ；
（2）企业法定代表人（企

械是否配备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
（7）是否履行医疗

业负责人）、管理者代表及相关质量人员是否接受

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相关义务。

过法规培训和考核 ；
（3）洁净室（区）的控制是否

使用环节检查重点包括（1）是否购进、使用

符合要求 ；
（4）生产设备、检验设备是否与所生产

未依法注册或者备案、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

产品和规模相匹配 ；
（5）产品变更是否履行变更程

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 ；
（2）是否建立覆盖质量管

序，特别是强制性标准实施后是否履行变更程序 ；

理全过程的使用质量管理制度 ；
（3）是否严格查验

（6）采购环节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对供应商进行审

供货商资质和产品证明文件 ；
（4）对无菌和植入

核评价，特别是一次性输注器具生产企业是否符合

类医疗器械是否建立并执行使用前质量检查制度 ；

聚氯乙烯输液输血器具中荧光物质识别及定量补

（5）是否对植入和介入类的医疗器械建立使用记录，

充检验方法的要求，是否对原材料进行控制 ；
（7）

植入性医疗器械使用记录是否永久保存，相关资料

生产环节是否对特殊工序和关键过程进行了识别

是否纳入信息化管理系统，相关信息是否能够追溯 ；

和有效控制 ；
（8）灭菌过程控制是否符合要求，尤

（6）储存条件是否符合标签和说明书的标示要求，

其是产品的无菌性能和环氧乙烷残留量是否满足

对需冷链管理的医疗器械是否配备相适应的设施设

标准要求，有相应的检验或者验证记录 ；
（9）质量

备；
（7）是否履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相关义务。

控制及产品放行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以及经注册

采用企业自查、各省级、市级药品监督管理部

的产品技术要求 ；
（10）是否建立与所生产产品相

门监督检查、国家局督查督导方式进行，抽检结果

适应的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收集方法，是否及时收集

将陆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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