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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中农大动物医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兽医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中农大动物医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琼、刘洋、夏兆飞、吕艳丽、许楚楚、季玲西、娄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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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猫尿石症的诊断和防治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犬猫泌尿道结石的诊断依据、治疗和预防管理要点。

本文件适用于犬猫泌尿道结石的临床诊断、治疗和预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文件。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词

下列术语和定义、缩略词适用于本文件。

3.1

尿石症 urolithiasis

在肾脏、输尿管、膀胱和/或尿道内出现结石的病症。

3.2

鸟粪石 struvite uroliths

又称磷酸铵镁结石，成分为MgNH4PO4·6H2O，占比超过结石主体的70 %。

3.3

感染性鸟粪石 infection-induced struvite uroliths

因细菌感染导致鸟粪石形成，或发生鸟粪石的同时伴有泌尿道细菌感染。

3.4

无菌性鸟粪石 sterile struvite uroliths

形成原因与感染无关的鸟粪石。

3.5

草酸钙结石 calcium oxalate uroliths

草酸钙占比70 %以上的结石。

3.6

尿酸盐结石 urate uroli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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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盐占比70 %以上的结石。

3.7

胱氨酸结石 cystine uroliths

胱氨酸占比70 %以上的结石。

3.8

硅酸盐 silicate

指由硅和氧组成的化合物，最稳定的硅化合物是二氧化硅（SiO2），俗称石英。大部分的硅酸盐不

可溶解。

3.9

硅酸盐结石 silicateuroliths

硅酸盐占比70 %以上的结石。

3.10

磷酸钙结石 calcium phosphate uroliths

包括羟基磷灰石、透钙磷石、白磷钙石和磷酸八钙，是犬猫不常见的一种泌尿道结石。

3.11

黄嘌呤 xanthine

嘌呤代谢产物，在黄嘌呤氧化酶的作用下转换为尿酸，尿酸在尿酸酶的作用下转换为尿囊素，后者

具有较高的水溶性。

3.12

黄嘌呤结石 xanthine uroliths

因黄嘌呤氧化酶缺乏或别嘌呤醇治疗等原因导致黄嘌呤无法代谢，从而形成黄嘌呤占比超过70 %
的结石。

3.13

红外光谱分析 infrared spectra analysis

指利用红外光谱对物质分子进行的分析和鉴定。将一束不同波长的红外射线照射到物质分子上，某

些特定波长的红外射线被吸收，形成该物质分子的红外吸收光谱，通过对该光谱图的分析，可对该物质

分子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3.14

膀胱双重对比造影术 double contrast cystography

指经导尿管注入气体使膀胱适度充盈，再注入少量阳性造影剂，从而形成造影剂池，共同在膀胱内

形成影像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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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排泄性水冲法 voiding urohydropropulsion

通过导尿管或膀胱尿道镜向膀胱内注入无菌生理盐水，充盈膀胱，患病动物直立保定，移出导尿管

或膀胱尿道镜，通过腹壁触摸膀胱，轻轻晃动膀胱并挤压，诱导排尿将小结石排出，必要时可重复以上

操作，直到没有结石排出。

3.16

碎石术 lithotripsy

指利用激光击碎结石，借助尿道膀胱镜取出结石的技术。

3.17

SUB

Subcutaneous ureteral bypass，皮下输尿管旁路

通过腹腔手术安置的一种装置，可以绕过输尿管，连接肾脏和膀胱。该装置由一个端口连接两根导

管组成，一根导管连接肾脏，一根导管连接膀胱，端口位于皮肤下方，可有效的将肾脏产生的尿液通过

导管引入膀胱中。

3.18

输尿管支架 ureteral stents

输尿管支架是一种薄而柔软的塑料管，其两端弯曲，防止损伤肾脏和膀胱，当输尿管梗阻时，用来

扩张输尿管，维持尿液从肾脏流向膀胱。

4 诊断依据

4.1 临床评估

4.1.1 基本信息

包括动物姓名、年龄、性别、品种、体重、免疫驱虫、饮食结构和生活环境等。

4.1.1.1 鸟粪石

任何品种的犬猫都可能发生，迷你雪纳瑞、比熊犬、西施犬、拉萨犬、约克夏犬的风险更高。雌性

犬比雄性犬更常见，年龄小于1岁的患犬，通常为鸟粪石。猫的好发性则与年龄、性别无关。

4.1.1.2 草酸钙结石

草酸钙结石的平均发病年龄为8 ~ 9岁，雄性已去势的犬风险最高，好发品种有标准雪纳瑞、拉萨

犬、约克夏梗、比熊犬、西施犬、迷你与玩具贵宾犬，低风险品种包括金毛巡回猎犬、德国牧羊犬和可

卡犬，肥胖动物风险更高。中年至老年的猫常发，雄性已去势的猫风险较高，猫好发品种有波斯猫、喜

马拉雅猫、布偶猫、苏格兰折耳猫，低风险品种有暹罗猫与阿比西尼亚猫。

4.1.1.3 尿酸盐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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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町犬、英国斗牛犬及一些存在肝门脉血管异常的品种犬易出现尿酸盐结石，猫少见，雄性比雌

性更常见。

4.1.1.4 胱氨酸结石

胱氨酸结石一般是由先天性代谢胱氨酸障碍或肾小管重吸收胱氨酸障碍引起，好发于雄性未去势犬，

易发生于年轻犬，发生年龄范围1~ 14岁。

4.1.1.5 硅酸盐结石

雄性犬比雌性犬好发，猫罕见硅酸盐结石。

4.1.1.6 磷酸钙结石

磷酸钙结石主要影响的品种包括可卡犬、凯恩梗、约克夏、迷你雪纳瑞和贵宾犬，患碳酸盐磷灰石

的患犬的平均年龄为 7 岁（1月龄至 16 岁）。

4.1.1.7 黄嘌呤结石

查理士王小猎犬和腊肠犬常见黄嘌呤结石，黄嘌呤结晶尿是查理士王小猎犬的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

传疾病。雄性犬比雌性犬更常见，患有遗传性黄嘌呤结石的犬通常小于1岁，不超过3岁。

4.1.2 病史调查

包括既往病史、临床症状（如呕吐、厌食等）出现的时间与频率、患病动物的精神状态、饮食和排

尿（如排尿困难、血尿、尿频、尿淋漓等）情况等。除此之外，对于硅酸盐结石需要了解饮食结构，犬

的二氧化硅尿石和饮食成分相关，特别是含有大量玉米麸质饲料或谷物皮的饮食；黄嘌呤结石继发于别

嘌呤醇治疗（治疗尿酸铵结石或利什曼原虫病），注意询问既往病史和用药情况。

4.1.3 临床检查

4.1.3.1 测量患病动物的体温、心率、呼吸频率、水合状态、血压等生理指标；

4.1.3.2 触诊患病动物体表及腹腔脏器，注意肾脏的大小、形状、质地、疼痛情况以及膀胱充盈程度

等。

4.2 实验室检查

4.2.1 鸟粪石

4.2.1.1 血常规检查

血常规检查可见炎性白细胞像，如中性粒细胞增多和核左移。

4.2.1.2 血清生化检查

评估患病动物的血清蛋白、肌酐、尿素、钙、磷和电解质水平。发生肾盂肾炎时，生化指标检查可

见球蛋白或急性期蛋白浓度升高；下泌尿道感染时，特别是膀胱感染，则不会引起上述指标变化。鸟粪

石引起泌尿道梗阻时，可能会出现肾脏指标异常。

4.2.1.3 尿液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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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观察尿沉渣中可能存在的病原微生物，必要时进行膀胱穿刺取尿以及尿液培养。泌尿道感染时，

尿液呈氨味。尿比重 > 1.030，禁食情况下，泌尿道感染时，尿pH > 7.0。尿沉渣中可能会见到盖棺样

的鸟粪石结晶。

4.2.2 草酸钙结石

4.2.2.1 血常规检查

草酸钙结石很少引起血液学变化。

4.2.2.2 血清生化检查

评估患病动物的血清蛋白、肌酐、尿素、钙、磷和电解质水平，评估总钙时需要结合血清白蛋白水

平。必要时可以评估血清离子钙水平。

4.2.2.3 尿液常规检查

尿比重和pH值有助于评估膀胱内化学环境，通常草酸钙结石在尿比重>1.030，pH < 6.0的化学环境

中形成。需要注意的是，结晶尿不等于发生结石。此外应观察尿沉渣中可能存在的病原微生物，必要时

进行尿液培养。

4.2.3 尿酸盐结石

4.2.3.1 血常规检查

存在肝门脉血管异常的患病动物可能存在小红细胞增多症。

4.2.3.2 血清生化检查

评估患病动物的血清蛋白、肌酐、尿素、钙、磷、胆汁酸、血氨、肝酶指标和电解质水平。可能会

出现低尿素和低蛋白血症、低血糖、血氨和胆汁酸升高等，肝酶活性通常在参考范围内。幼犬可能出现

碱性磷酸酶、钙和磷的升高。

4.2.3.3 尿液常规检查

一般尿比重>1.030，禁食时尿液pH通常为6.0 ~ 6.5，尿沉渣中可能见到尿酸盐结晶，尿酸盐结晶不

能作为尿酸铵结石的证据，存在尿酸盐结石的患病动物不一定存在尿酸盐结晶尿。

4.2.4 胱氨酸结石

4.2.4.1 血常规检查

胱氨酸结石很少引起血液学变化。

4.2.4.2 血清生化检查

血清生化检查评估患病动物的血清蛋白、肌酐、尿素、钙、磷和电解质水平。出现泌尿道梗阻时，

可能会出现肾脏指标异常。

4.2.4.3 尿液常规检查

一般尿比重> 1.035，尿液pH < 6.8。胱氨酸结石有可能同时出现泌尿道感染，尿沉渣中可能会见到

胱氨酸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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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硅酸盐结石

4.2.5.1 血常规检查

硅酸盐结石很少引起血液学检查变化。

4.2.5.2 血清生化检查

评估患病动物的血清蛋白、肌酐、尿素、钙、磷、胆汁酸、血氨、肝酶指标和电解质水平。结石引

起泌尿道梗阻，可能会出现肾脏指标异常。

4.2.5.3 尿液常规检查

一般尿比重 > 1.030，尿沉渣中很少见到硅酸盐结晶。

4.2.6 磷酸钙结石

4.2.6.1 血常规检查

碳酸磷灰石很少引起血液学变化。

4.2.6.2 血清生化检查

评估患病动物的血清蛋白、肌酐、尿素、钙、磷和电解质水平，一般不会引起明显的生化变化，除

双肾或输尿管梗阻导致肾脏指标异常。如果存在高钙血症，可进行甲状旁腺功能检测，排除原发性甲状

旁腺功能亢进。

4.2.6.3 尿液常规检查

一般尿比重 > 1.030，尿液pH > 6.8。尿沉渣中无磷酸钙结晶。

4.2.7 黄嘌呤结石

4.2.7.1 血常规检查

黄嘌呤结石很少引起血液学检查变化。

4.2.7.2 血清生化检查

评估患病动物的血清蛋白、肌酐、尿素、钙、磷、胆汁酸、血氨、肝酶指标和电解质水平。如果发

生双侧肾脏或输尿管梗阻，可能会出现肾脏指标异常。

4.2.7.3 尿液常规检查

一般尿比重>1.030，尿液pH值 < 6.8，很少继发细菌性感染，有时可见圆形、黄褐色结晶，通常很

难与尿酸铵结晶区分。

4.3 影像学检查

4.3.1 鸟粪石

4.3.1.1 X 线检查

评估肾脏的大小和形状，确定泌尿道结石部位、数量、大小、形状，评估膀胱充盈度等。鸟粪石具

有不透射线性，在X线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鸟粪石通常呈圆形、表面光滑，单个或多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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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腹部超声检查

评估肾脏大小、形状、回声强度、皮髓质分界、肾脏血流等情况；评估肾盂、输尿管、尿道扩张情

况；评估结石所占部位、数量、大小和形状等。超声检查可见清晰的高回声区伴后方声影。

4.3.2 草酸钙结石

4.3.2.1 X 线检查

草酸钙结石具有不透射线，在X线平片上即可清晰显影。草酸钙结石通常小而多，结石表面光滑或

非常不规则。

4.3.2.2 腹部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可见尿结石呈强回声伴后方声影，对于微小的草酸钙结石可以很好显影。

4.3.3 尿酸盐结石

4.3.3.1 X 线检查

尿酸盐结石具有透射线性，在X线片不容易显影，很容易忽略。进行膀胱双重对比造影术，可以确

定结石的大小和数量。存在肝门脉血管异常的动物，腹部X线检查提示小肝脏。

4.3.3.2 腹部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可见清晰的高回声区伴后方声影。存在肝门脉血管异常的动物，可以通过超声和CT检查门

脉分流的影像。

4.3.4 胱氨酸结石

4.3.4.1 X 线检查

胱氨酸结石通常较小，呈球形，单个或多个存在。胱氨酸结石具有透射线性，在X线片不容易显影，

很容易忽略。进行膀胱双重对比造影术，可以确定结石的大小和数量。

4.3.4.2 腹部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可见清晰的高回声区伴后方声影。

4.3.5 硅酸盐结石

4.3.5.1 X 线检查

硅酸盐结石的透射线性比鸟粪石弱，在X线片可显影。进行膀胱双重对比造影术，可以确定结石的

大小和数量。

4.3.5.2 腹部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可见清晰的高回声区伴后方声影。

4.3.6 磷酸钙结石

4.3.6.1 X 线检查

磷酸钙结石具有不透射线性，在X线片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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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2 腹部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可见清晰的高回声区伴后方声影。

4.3.7 黄嘌呤结石

4.3.7.1 X 线检查

黄嘌呤结石具有透射线性，在X线片不容易显影，很容易忽略。进行膀胱双重对比造影术，可以确

定结石的大小和数量。

4.3.7.2 腹部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可见清晰的高回声区伴后方声影。

4.4 结石分析

洗净结石并在恒温箱中烘干，将结石放入研钵中，用研杵将结石敲开，观察结石的内部结构，分开

分层明显的结石，分别进行研磨至粉状，若结石质地均一，则无需分开研磨。采用红外光谱分析仪将研

成粉末的结石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5 治疗管理

5.1 鸟粪石

5.1.1 药物溶石

5.1.1.1 药物溶石的方法

药物溶解犬鸟粪石的注意事项见附录A，药物溶解猫鸟粪石的注意事项见附录B，方法如下：

a) 控制感染性鸟粪石的重点为治疗感染，应根据尿液的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选择合适的抗生素

进行治疗。

b) 应饲喂低镁、低磷、低蛋白，可酸化和可稀释尿液的处方粮。

c) 若患病动物在进行饮食管理及适当治疗后，尿液 pH 值仍偏碱性时，可以考虑药物治疗，如 DL-蛋

氨酸或氯化铵来酸化尿液。

5.1.1.2 药物溶石的适应证

以下情况可建议进行药物治疗：

a) 犬尿液 pH值偏碱性，存在细菌（如葡萄球菌或变形杆菌）感染，有中度不透射线结石；

b) 猫尿液 pH值偏中性，有中度不透射线结石；

c) 非梗阻性肾脏鸟粪石。

5.1.1.3 药物溶石的禁忌症

以下情况不建议进行药物治疗：

a) 无法使用或禁用药物；

b) 结石无法充分浸泡于含有药物的尿液中（如输尿管或尿道梗阻，大结石完全占据整个膀胱）；

c) 在适当的治疗后，仍无法控制感染。

5.1.2 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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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低侵入性手术治疗（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类型及选取原则

微创手术类型的选择取决于泌尿结石的部位、结石成分和大小，患病动物出现的临床症状，操作人

员的经验，可用的仪器设备以及患病动物是否可接受二次手术来清除尿结石等。常见的微创手术包括：

经皮膀胱镜取石术、经尿道膀胱镜取石术、排泄性水冲法、激光碎石术、内窥镜肾脏取石术、体外冲击

波碎石术。

——微创手术适应证

a) 出现临床症状的膀胱结石；

b) 未出现临床症状且可能导致尿道梗阻的光滑型膀胱结石（结石直径接近于尿道直径）；

c) 尿道结石，无论是否可能会引起尿道梗阻，此时应尽快进行微创手术取出结石；

d) 肾结石太大而无法通过体外冲击波碎石术以及有肾结石的猫，建议选择内窥镜肾脏取石术；

e) 肾结石直径小于 1.5cm，可考虑体外冲击波碎石术。

5.1.2.2 高侵入性手术治疗

——高侵入性手术类型

常见的高侵入性手术包括传统手术（如肾脏切开术、膀胱切开术、尿道切开术、尿道造口和输尿管

切开术）、输尿管支架和皮下输尿管旁路。

——高侵入性手术适应证

a) 不能通过药物溶解或微创手术取下泌尿道结石的患病动物出现临床症状，可以考虑膀胱切开术；

b) 对于猫的输尿管结石引起梗阻，皮下输尿管旁路或输尿管支架治疗是最佳首选；

c) 对于犬的输尿管结石引起梗阻，选择输尿管支架或体外冲击碎石术或二者联用；

d) 对于犬存在较大的肾脏结石，建议输尿管支架和体外冲击波碎石联合使用；

e) 对于不能进行输尿管支架和皮下输尿管旁路的输尿管梗阻，可以考虑输尿管切开术。

f) 非必要时，不推荐进行尿道切开术和尿道造口。

5.2 草酸钙结石

目前无法通过药物治疗来溶解草酸钙结石。因此，只能通过物理移除法来解决。草酸钙结石复发率

较高，在结石移除后，需要考虑进行营养和/或药物治疗来消除潜在病因，预防结石的再次形成。此外，

手术治疗时尽可能取出所有结石，并在术后第一时间进行影像学检查，确保无结石残留。为了最大限度

避免医源性尿结石的产生，应尽量避免缝线暴露于膀胱腔内。

5.2.1 手术治疗同鸟粪石手术治疗

5.2.2 治疗潜在疾病

当尿液中钙和草酸过饱和时可能会形成草酸钙结晶，高钙血症、高钙尿症和代谢性酸中毒等代谢性

因素都会促进草酸钙结石的形成。高钙血症也可导致高钙尿症，从而增加结石形成风险。高钙血症的病

因很多，需要结合实验室检查进行综合评估，通过测定血清离子钙来排查原发病因（如原发性甲状旁腺

功能亢进等）。高钙尿症可能与胃肠道吸收钙增多、使用髓袢利尿剂、或糖皮质激素有关。代谢性酸中

毒可能促进骨代谢，增加离子钙浓度导致尿排泄增多而导致高钙尿症。临床中需要排查草酸钙结石形成

的风险因素，并治疗潜在疾病，降低复发风险。

5.3 尿酸盐结石

5.3.1 药物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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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盐结石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存在高尿酸浓度的尿液、浓缩尿及酸性尿液。尿酸是嘌呤的代谢产物，

被转运至肝细胞内，在尿酸酶的作用下代谢为尿囊素，尿囊素具有较高的水溶性。尿酸转运蛋白改变

（SLC2A9基因突变）和肝门脉血管异常是高尿酸尿症和尿酸盐结石形成的常见原因。猫出现尿酸盐结

石的原因可能具有特发性。与肝脏疾病无关的尿酸盐结石可以尝试进行药物溶解。

犬的尿酸盐结石溶解通常在4周内完成，通过饲喂低嘌呤、碱化、含水量高的食物，以及口服黄嘌

呤氧化酶抑制剂（别嘌呤醇：15mg/kg，每日2次）。存在肝门脉血管异常的患病动物，很难溶解尿酸

盐结石，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目前没有药物溶解猫尿酸盐结石的数据。溶解犬尿酸盐结石的药物治疗见

附录A。

以下情况不建议进行药物治疗：1）没有或不能使用药物或溶石的食物；2）结石无法充分浸泡于尿

液中（如尿路梗阻，尿道结石）。

5.3.2 手术治疗同鸟粪石手术治疗

5.4 胱氨酸结石

5.4.1 药物溶石

5.4.1.1 药物溶石的方法

溶解犬胱氨酸结石的药物治疗见附录F。药物溶石的方法如下：

a) 饲喂低蛋白、碱化尿液的罐头可以在 24h内降低尿液中 20% ~ 25%的胱氨酸排泄。

b) 口服硫普罗宁[15-20mg/(kg·12h)]可有效减少胱氨酸形成。

c) 保持尿液 pH>7.5可有效提高胱氨酸的溶解度。必要时可饲喂柠檬酸钾或其他碱性盐，逐渐增加药

物剂量，使尿液 pH 值达到 7.5左右。

d) 应减少富含蛋氨酸的食物（如含动物蛋白的食品、鸡蛋、小麦或花生）的摄入。

e) 有时绝育可以降低尿液中的胱氨酸浓度，但并非普遍现象。

5.4.1.2 药物溶石的禁忌症

以下情况不建议进行药物治疗：

a) 药物或食物使用受限；

b) 结石无法充分浸泡于尿液中（如尿路梗阻，尿道结石）。

5.4.2 手术治疗同鸟粪石手术治疗部分

5.5 硅酸盐结石

5.5.1 手术治疗同鸟粪石手术治疗部分

5.6 磷酸钙结石

5.6.1 药物溶石

对于犬猫泌尿道磷酸钙结石的药物使用，临床经验很少。避免使用促进钙排泄的药物，如糖皮质激

素、速尿和含有大量钠成分的药物。避免摄入含有过量蛋白质、钠、钙、磷和维生素D的饮食，通过饲

喂罐头食品或鼓励饮水来促进尿液稀释。除透钙磷石外，磷酸钙结石在碱性尿液中溶解度较差，酸化会

促进尿钙排泄，是草酸钙结石形成的危险因素。目前，不推荐磷酸钙尿石症患病动物常规使用尿液酸化

剂。

在患有远端肾小管性酸中毒的犬中，尚未尝试用药物溶解磷酸钙尿石。溶解鸟粪石的饮食通常不会

促进磷酸钙结石溶解，部分原因是它们可能会促进酸血症和酸尿，从而潜在地促进高钙尿和低柠檬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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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症。然而，用柠檬酸钾碱化治疗纠正高钙尿、高磷尿和低柠檬酸盐尿可能促进完全或不完全肾小管性

酸中毒患病动物的尿石溶解。长期碱化治疗似乎对预防远端肾小管性酸中毒患病动物的磷酸钙结石形成

有帮助。这种治疗被提倡用于完全或不完全肾小管性酸中毒患病动物，因为它能减少尿石形成和肾钙质

沉着，并增加尿中柠檬酸盐浓度。

与鸟粪石混合时，可以考虑药物溶解鸟粪石方案，请参考药物溶解鸟粪石方案。与草酸钙结石混合

时，不考虑药物溶解，出现临床症状时考虑手术治疗。

5.6.2 手术治疗

无临床症状，偶然发现结石，不需要取出结石。有临床症状的大结石需要手术治疗。针对膀胱小结

石，可以采用排泄性水冲法进行治疗。因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引起磷酸钙结石形成的患病动物，可

以进行甲状旁腺切除术，溶解磷酸钙结石和预防结石的复发。

5.7 黄嘌呤结石

5.7.1 药物溶石

目前黄嘌呤结石无法用药物进行溶解，所以对于有临床症状的大结石，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如果结

石小，可以采用微创手术进行治疗管理。

5.7.2 手术治疗同鸟粪石手术治疗部分

6 预防管理

6.1 鸟粪石

6.1.1 感染性鸟粪石的预防管理

犬最常见感染性鸟粪石，预防管理的首要方法是解决泌尿系统感染，对尿液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

验，选择合适的抗生素，每2~ 3个月应进行尿液培养。其次是饲喂低磷、低镁和酸化尿液的处方粮，选

择足量优质蛋白。商品处方粮不能完全避免结石复发，但可以延缓结石复发时间或减少无菌性鸟粪石大

小。犬鸟粪石的预防措施和注意事项见附录A。

6.1.2 无菌性鸟粪石的预防管理

猫最常见无菌性鸟粪石，预防管理可通过饲喂低镁、低磷且酸化尿液的处方粮。通过减少结石形成

因素以及酸化尿液（pH＜6.5），可提高鸟粪石的溶解度。猫鸟粪石的预防措施和注意事项见附录B。

6.2 草酸钙结石

草酸钙结石容易复发，因此，预防措施十分必要。由于草酸钙结石形成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

前仍无完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如果可能，应纠正或尽量减少可以增加草酸钙风险的代谢因素，饮食预防

的目标应包括：

a) 降低尿钙和草酸盐浓度；

b) 提高尿结石抑制剂的浓度和活性；

c) 碱化尿液；

d) 促进尿液稀释（降低尿比重）。

不仅如此，对有草酸钙尿石症病史的犬猫进行连续性监测也是预防管理的一部分。定期进行尿液分

析，监测尿比重、pH值和草酸钙结晶的存在。理想情况下尿液应被稀释，尿pH处于中性至碱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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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存在草酸钙结晶。并每6个月进行一次腹部影像学检查，以评估是否复发。草酸钙结石的预防管理

及注意事项见附录C和D。

6.3 尿酸盐结石

6.3.1 犬猫尿酸盐结石的预防管理

对于存在SLC2A9突变的犬（如大麦町和斗牛犬），通过增加饮水量，降低尿比重（犬≤1.020，猫

<1.030），促进碱性尿（pH≥7.0）和限制嘌呤的摄入，可以减少尿酸盐结石的复发。一些存在肝门脉

血管异常的犬（如约克夏和巴哥等），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手术进行血管异常的纠正。猫的

尿酸盐结石数据有限，推荐饲喂限制嘌呤和碱化尿液的饮食来进行管理。

尿酸盐结石复发常见，特别是存在尿酸转运蛋白改变的患病动物。除了限制低嘌呤饮食外，也需要

饲喂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别嘌呤醇），别嘌呤醇用于预防尿酸盐结石复发的剂量是不定的，取决于疾

病的严重程度、内源性嘌呤的产生、饮食中嘌呤的含量、尿液的pH值和尿量等因素的影响。在没有饲喂

低嘌呤饮食的患病动物应当避免口服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以尽量减少黄嘌呤形成的风险。黄嘌呤氧化酶

抑制剂尚未在猫身上进行正式的研究。犬猫尿酸盐结石的预防措施和注意事项见附录E。

6.4 胱氨酸结石

6.4.1 预防管理原则

一般通过饲喂低蛋白和低钠饮食，增加尿液pH值和增加饮水量，降低尿比重，进行绝育/去势手术

来减少胱氨酸结石的复发。

6.4.2 预防方法

由于猫泌尿道胱氨酸结石罕见，有关猫的泌尿道胱氨酸结石的防治措施可以参考犬泌尿道胱氨酸的

防治措施。犬胱氨酸结石的预防措施和注意事项见附录F。预防犬胱氨酸结石应注意以下几点：

a) 应饲喂含水量高（>75%）的食物或在干粮中添加水分来增加水的摄入，降低尿比重（犬尿比重≤

1.020，猫尿比重<1.030）和尿液中胱氨酸浓度。

b) 宜保持尿液高 pH 值，必要时可使用柠檬酸钾或其他碱性物质。

c) 应饲喂含蛋氨酸和胱氨酸前体量少以及足量牛磺酸和肉毒碱饮食。

d) 建议进行绝育/去势手术。

6.5 硅酸盐结石

犬猫硅酸盐结石的预防措施和注意事项见附录G。应注意以下几点：

a) 避免选择含有二氧化硅的饮食、补充剂和药物。

b) 避免饲喂含有全谷物的食物，如某些天然饮食，含有大量玉米麸质饲料的饮食（不是玉米面筋粉）

或完整谷物（含外壳）。

c) 增加饮水量。

d) 避免过度酸化尿液导致草酸钙结石形成。

e) 提供含有适量动物蛋白和少量蔬菜的高品质食品。

6.6 磷酸钙结石

所有的预防管理都应根据不同患病动物的需要进行调整。建议定期检查尿液、血清化学和影像学检

查。尿液检查的理想目标是在尿比重低（<1.020）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尿量。增加罐头食品的摄入，避

免使用导致钙排泄的药物（如糖皮质激素和速尿等）。对纯的透钙磷石，可以考虑能酸化尿液（pH<6.5）
的药物（如蛋氨酸或食物）来溶解。有关犬猫磷酸钙结石的防治见附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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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黄嘌呤结石

为了预防黄嘌呤结石的形成，饲喂低嘌呤饮食，含水量多的罐装食物，将尿比重调整到1.020及以

下，对于继发性引起的黄嘌呤结石，减少别嘌呤醇的剂量，如果有需要使用一些碱化尿液的药物，如柠

檬酸钾，对尿液进行轻度碱化至pH值6.5 ~ 7.0。对遗传性黄嘌呤尿症的动物，不应做繁育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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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犬鸟粪石的防治

A.1 犬鸟粪石的溶解方法

A.1.1 注意事项

溶解犬鸟粪石的注意事项如下：

a) 确定是否存在泌尿道感染，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是否进行抗菌治疗及治疗药物。

b) 每 4~6 周进行尿液分析，以保持尿比重＜1.020，尿 pH＜6.5，同时进行影像学检查以确定结石大小

和数量变化。

c) 宜饲喂低蛋白、低磷和低镁食物。

d) 应了解处方粮或处方罐头的适应和禁忌情况。对于有多种健康问题的患犬，应咨询兽医营养师，选

择更佳的食物管理。

e) 若达到上述控制目标，4 ~ 6周后结石仍无溶解迹象，可考虑低侵入性方法取出结石。

A.1.2 溶解原则

犬鸟粪石的溶解原则如下：

a) 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治疗感染性鸟粪石。

b) 合适的食物可促进溶石。

c) 定期进行尿液常规和影像学检查，并调整管理方案，直至达到控制目标。

d) 应保持尿 pH＜6.5，尿比重＜1.020，尿结石大小/数量降低 20%。

A.1.3 溶解措施

犬鸟粪石的溶解措施如下：

a) 对感染性鸟粪石，使用合适的抗菌药物控制感染。

b) 饲喂低蛋白、低磷、低镁的食物，避免其他食物或零食。

c) 尿 pH＞6.5时，空腹或餐后 8h再次采集尿液进行检测，必要时使用尿液酸化剂。

d) 尿比重＞1.020时，应饲喂罐头食品或在食物中添加水分来降低尿比重。

e) 达成以上目标后，持续治疗，每 4 ~ 6 周监测评估，完全溶石后，再持续治疗 2 ~ 4周，并预防复

发。

f) 若完成上述措施仍溶石不佳，考虑侵入性小的手术取出结石再次分析。

A.2 犬鸟粪石的预防措施

A.2.1 注意事项

预防犬鸟粪石复发，应注意：

a) 确定并消除感染复发的风险因素，定期进行尿液培养。

b) 对于存在泌尿道感染者，根据培养和药敏试验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c) 合适的饮食可降低复发率。

d) 促进患犬饮水和排尿，避免长时间憋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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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预防措施

A.2.2.1 感染性鸟粪石

预防犬感染性鸟粪石复发的措施如下：

a) 尿液培养呈阴性者，每 3~ 6个月再次进行尿液培养和尿常规检查。

b) 先前尿液培养呈阴性者，若出现下泌尿道症状者，应重复培养。

c) 尿液培养呈阳性者，查找并消除感染的风险因素，并根据药敏试验结果使用抗菌药物治疗。

d) 对于反复感染的患犬，考虑给予 7 ~ 14天全剂量抗菌药，然后低剂量（1/3 ~ 1/2的每日剂量）、长

期（9 ~ 12个月）、夜间用药，定期尿液培养监测。

e)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如果无临床症状，可暂时保留结石并进行溶石；若持续出现不可控的

临床症状，选择低侵入性方式取出结石。

A.2.2.2 无菌性鸟粪石

预防犬无菌性鸟粪石复发的措施如下：

a) 饲喂低蛋白、低磷、低镁的食物，避免其他食物或零食。

b) 尿 pH＞6.5时，空腹或餐后 8h再次采集尿液进行检测，必要时使用尿液酸化剂。

c) 尿比重＞1.020时，应饲喂罐头食品或在食物中添加水分来降低尿比重。

d)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如果无临床症状，可暂时保留结石并进行溶石；若持续出现不可控的

临床症状，选择低侵入性方式取出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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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猫鸟粪石的防治

B.1 猫鸟粪石的溶解方法

B.1.1 注意事项

溶解猫鸟粪石的注意事项如下：

a) 确定是否存在泌尿道感染，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是否进行抗菌治疗及治疗药物。

b) 每 2~ 4周进行尿液分析，以保持尿比重＜1.030，尿 pH＜6.5，同时进行影像学检查以确定结石大

小和数量变化。

c) 宜饲喂低磷和低镁食物。

d) 应了解处方粮或处方罐头的适应和禁忌情况。对于有多种健康问题的患猫，应咨询兽医营养师，选

择更佳的食物管理。

e) 若达到上述控制目标，2 ~ 4周后结石仍无溶解迹象，考虑低侵入性方式取出结石。

B.1.2 溶解原则

猫鸟粪石的溶解原则如下：

a) 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治疗感染性鸟粪石。

b) 合适的食物可促进溶石。

c) 定期进行尿液常规和影像学检查，并调整管理方案，直至达到控制目标。

d) 应保持尿 pH < 6.5，尿比重 < 1.030，尿结石大小/数量降低 20%。

B.1.3 溶解措施

猫鸟粪石的溶解措施如下：

a) 对感染性鸟粪石，使用合适的抗菌药物控制感染。

b) 饲喂低磷、低镁的食物，避免其他食物或零食。

c) 尿 pH> 6.5时，空腹或餐后 8h再次采集尿液进行检测，必要时使用尿液酸化剂。

d) 尿比重> 1.030时，应饲喂罐头食品或在食物中添加水分来降低尿比重。

e) 达成以上目标后，持续治疗，每 2 ~ 4 周监测评估，完全溶石后，再持续治疗 2 ~ 4周，并预防复

发。

f) 若完成上述措施仍溶石不佳，考虑侵入性小的手术取出结石再次分析。

B.2 猫鸟粪石的预防措施

B.2.1 注意事项

预防猫鸟粪石复发，应注意：

a) 确定并消除感染复发的风险因素，定期进行尿液培养。

b) 对于存在泌尿道感染者，根据培养和药敏试验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c) 合适的饮食可降低复发几率。

d) 促进患猫饮水和排尿，避免长时间憋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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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预防措施

B.2.2.1 感染性鸟粪石

预防猫感染性鸟粪石复发的措施如下：

a) 尿液培养呈阴性，每 3 ~ 6个月再次进行尿液培养和尿常规检查。

b) 先前尿液培养呈阴性，若出现下泌尿道症状，应重复培养。

c) 尿液培养呈阳性，查找并消除感染的风险因素，并根据药敏试验结果使用抗菌药物治疗。

d) 对于反复感染的患猫，考虑给予 7 ~ 14天全剂量抗菌药，然后低剂量（1/3 ~ 1/2的每日剂量）、长

期（9 ~ 12个月）、夜间用药，定期尿液培养监测。

e)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如果无临床症状，可暂时保留结石并进行溶石；若持续出现不可控的

临床症状，选择低侵入性方式取出结石。

B.2.2.2 无菌性鸟粪石

预防猫无菌性鸟粪石复发的措施如下：

a) 饲喂低磷、低镁的食物，避免其他食物或零食。

b) 尿 pH > 6.5时，空腹或餐后 8 h再次采集尿液进行检测，必要时使用尿液酸化剂。

c) 尿比重 > 1.030时，应饲喂罐头食品或在食物中添加水分来降低尿比重。

d)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如果无临床症状，可暂时保留结石并进行溶石；若持续出现不可控的

临床症状，选择低侵入性方式取出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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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犬草酸钙结石的防治

C.1 预防犬草酸钙结石的注意事项

预防犬草酸钙结石的注意事项如下：

a) 查找高钙尿的潜在原因，如高钙血症、代谢性酸中毒、高钠摄入和维生素 D过量等。

b) 避免摄入高草酸食物，如坚果、菠菜等。

c) 宜饲喂含水量高的食物，可饲喂罐头食品和/或在日粮中添加水分，直到尿比重低于 1.020。
d) 应保持尿液 pH>6.5，必要时可使用枸橼酸钾（75 mg/kg/12 ~ 24h）。

e) 对于维生素 B6摄入不足的犬可考虑补充（2 ~ 4 mg/kg/24~48h）。

f) 对非高钙血症但高度复发性尿石症的患犬，可使用氢氯噻嗪（2mg/kg/12h）。

g) 应定进行期尿液分析（如每 3 ~ 6个月），每 6 ~ 12个月进行影像学检查以确认结石是否复发。

h) 应了解处方粮或处方罐头的适应和禁忌情况。对于有多种健康问题的患犬，应咨询兽医营养师，选

择更佳的食物管理。

C.2 犬草酸钙结石的预防措施

C.2.1 预防原则

犬草酸钙结石的预防原则如下：

a) 宜长期服用低钙和草酸盐的处方饮食。

b) 应于一个月后进行尿液常规和影像学检查，并调整管理方案，直至达到控制目标，然后每 3~ 6 个

月再次进行；对反复出现泌尿道症状的动物应缩短监测时间。

c) 应保持尿 pH>6.5，尿比重<.020，无草酸钙结晶尿。

C.2.2 预防措施

犬草酸钙结石的预防措施如下：

a) 尿比重＞1.020时，应饲喂罐头食品或在食物中添加水分来降低尿比重，持续治疗，每 3~ 6个月定

期监测。

b) 尿 pH＜6.5 时，可考虑饲喂酸性较低的食物或使用尿液碱化剂（枸橼酸钾），持续治疗，每 3~ 6
个月定期监测。

c) 出现草酸钙结晶尿时，首先应重新采集新鲜尿液，在 30min内进行检测，确认存在持续性结晶尿；

如果证实草酸钙结晶尿持续存在，而血钙正常，尿比重<.020，尿 pH>5，则应持续治疗，每 3 ~ 6
个月定期监测。

d)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如果无临床症状，可暂时保留结石并进行溶石；若持续出现不可控的

临床症状，选择合适的方法取出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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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D

（资料性）

猫草酸钙结石的防治

D.1 预防猫草酸钙结石的注意事项

预防猫草酸钙结石的注意事项如下：

a) 查找高钙尿的潜在原因，如高离子钙血症、代谢性酸中毒、高钠摄入和维生素 D过量等。

b) 避免摄入高草酸食物，如坚果、菠菜等。

c) 应饲喂含水量高的食物，可饲喂罐头食品和/或在日粮中添加水分，直到尿比重低于 1.030。
d) 不应限制猫日粮中磷的含量。

e) 应保持尿液 pH>6.2，必要时可使用枸橼酸钾（75 mg/kg/12~ 24 h）。

f) 对于维生素 B6摄入不足的猫可考虑补充（2 ~ 4 mg/kg/24 ~ 48 h）。

g) 对非高钙血症但高度复发性尿石症的患猫，可使用氢氯噻嗪（1 ~ 2 mg/kg/12 h）。

h) 应定期进行尿液分析（如每 3 ~ 6个月），每 6~ 12个月进行影像学检查以确认结石是否复发。

i) 应了解处方粮或处方罐头的适应和禁忌情况。对于有多种健康问题的患猫，应咨询兽医营养师，选

择更佳的食物管理。

D.2 猫草酸钙结石的预防措施

D.2.1 预防原则

猫草酸钙结石的预防原则如下：

a) 应于一个月后进行尿液常规和影像学检查，并调整管理方案，直至达到控制目标，然后每 3~ 6 个

月再次进行；对反复出现泌尿道症状的动物应缩短监测时间。

b) 应保持尿 pH>6.25，尿比重<1.030，无草酸钙结晶尿。

D.2.2 预防措施

猫草酸钙结石的预防措施如下：

c) 尿比重>1.030时，应饲喂罐头食品或在食物中添加水分来降低尿比重，持续治疗,每 3~ 6个月定期

监测。

d) 尿 pH<6.25 时，可考虑饲喂酸性较低的食物或使用尿液碱化剂（枸橼酸钾），持续治疗,每 3 ~ 6
个月定期监测。

e) 出现草酸钙结晶尿时，首先应重新采集新鲜尿液，在 30 min 内进行检测，如果证实草酸钙结晶尿

持续存在，而血钙正常，尿比重<1.030，尿 pH>6.25，则应持续治疗,每 3 ~ 6个月定期监测。

f)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如果无临床症状，可暂时保留结石并进行溶石；若持续出现不可控的

临床症状，选择合适的方法取出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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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E

（资料性）

犬猫尿酸盐结石的防治

E.1 预防犬猫尿酸盐结石的注意事项

预防犬猫尿酸盐结石的注意事项如下：

g) 对肝门脉血管异常的好发品种进行血清胆汁酸浓度检测，对尿酸转运改变的好发品种进行高尿酸尿

症检测。

a) 宜饲喂嘌呤/蛋白含量较低的食物。

b) 应定期（如每 3~ 6个月）进行尿液分析，保持尿液 pH≥7.0，犬尿比重＜1.020，猫尿比重＜1.030；
每 6~ 12个月进行影像学检查以确认结石是否复发。

c) 应了解处方粮或处方罐头的适应和禁忌情况。对于有多种健康问题的患犬，应咨询兽医营养师，选

择更佳的食物管理。

E.2 犬猫尿酸盐结石的预防措施

E.2.1 预防原则

犬猫尿酸盐结石的预防原则如下：

a) 纠正肝门脉血管异常。

b) 应饲喂低蛋白饮食。

c) 应于一个月后进行尿液常规和影像学检查，并调整管理方案，直至达到控制目标，然后每 3~ 6 个

月再次进行；对反复出现泌尿道症状的动物应缩短监测时间。

d) 应保持尿 pH≥6.6，犬尿比重<1.020，猫<1.030。

E.2.2 预防措施

犬猫尿酸盐结石的预防措施如下：

a) 犬 尿比重≥1.020，猫尿比重≥1.030时，应饲喂罐头食品或在食物中添加水分来降低尿比重，持

续治疗，每 3~ 6个月定期监测。

b) 尿 pH<6.6时，可考虑饲喂碱化尿液的食物或药物（柠檬酸钾），持续治疗，每 3~ 6个月定期监测。

c) 若尿沉渣中持续出现尿酸盐结晶，考虑应用别嘌呤醇进行治疗。

d)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考虑微创手术取出结石并进行结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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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犬胱氨酸结石的防治

F.1 预防犬草酸钙结石的注意事项

预防犬草酸钙结石的注意事项如下：

a) 应定期（如每 3 ~ 6个月）进行尿液分析，保持尿液 pH≥7.5，尿比重<1.020；每 6~ 12个月进行影

像学检查以确认结石是否复发。

b) 宜饲喂动物蛋白含量低、可碱化尿液的罐头食物。

c) 考虑为患犬绝育。

d) 若上述方法效果不佳，考虑硫普罗宁[10~ 30 mg/(kg·d)]来防止胱氨酸形成。

e) 应了解处方粮或处方罐头的适应和禁忌情况。对于有多种健康问题的患犬，应咨询兽医营养师，选

择更佳的食物管理。

F.2 犬胱氨酸结石的预防措施

F.2.1 预防原则

犬胱氨酸结石的预防原则如下：

a) 应于一个月后进行尿液常规和影像学检查，并调整管理方案，直至达到控制目标，然后每 3 ~ 6个
月再次进行；对反复出现泌尿道症状的动物应缩短监测时间。

b) 应保持尿 pH≥7.5，尿比重<1.020，无胱氨酸结晶尿。

F.2.2 预防措施

犬胱氨酸结石的预防措施如下：

a) 尿比重>1.020时，应饲喂罐头食品或在食物中添加水分来降低尿比重，持续治疗，每 3 ~ 6个月定

期监测。

b) 尿 pH≤7.0时，可考虑饲喂碱化尿液的食物或药物（柠檬酸钾），持续治疗，每 3 ~ 6个月定期监

测。

c) 控制不佳时，考虑使用药物治疗（如硫普罗宁）。

d)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如果无临床症状，可暂时保留结石并进行溶石；若持续出现不可控的

临床症状，选择合适的方法取出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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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犬猫硅酸盐结石的防治

G.1 预防犬猫硅酸盐结石的注意事项

预防犬硅酸盐结石的注意事项如下：

a) 避免饲喂高二氧化硅的饮食或药物。

b) 宜饲喂含动物蛋白的罐头食物。

c) 应定期（如每 3 ~ 6个月）进行尿液分析，保持尿液 pH≥6.5，犬尿比重<1.020，猫尿比重<1.030；
每 6 ~ 12个月进行影像学检查以确认结石是否复发。

d) 应了解处方粮或处方罐头的适应和禁忌情况。对于有多种健康问题的患犬，应咨询兽医营养师，选

择更佳的食物管理。

G.2 犬猫硅酸盐结石的预防措施

G.2.1 预防原则

犬猫硅酸盐结石的预防原则如下：

a) 应于一个月后进行尿液常规和影像学检查，并调整管理方案，直至达到控制目标，然后每 3~ 6 个

月再次进行；对反复出现泌尿道症状的动物应缩短监测时间。

b) 应保持尿 pH≥6.5，犬尿比重<1.020，猫<1.030。

G.2.2 预防措施

犬猫硅酸盐结石的预防措施如下：

a) 犬尿比重≥1.020，猫尿比重≥1.030时，应饲喂罐头食品或在食物中添加水分来降低尿比重，持续

治疗，每 3~ 6个月定期监测。

b) 尿 pH<6.5时，可考虑饲喂碱化尿液的食物或药物（柠檬酸钾），持续治疗，每 3~ 6个月定期监测。

c)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考虑微创手术取出结石并进行结石分析。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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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H

（资料性）

犬猫磷酸钙结石的防治

H.1 犬猫磷酸钙结石防治的注意事项

犬猫磷酸钙结石防治的注意事项如下：

a) 检测血清离子钙、总钙和甲状旁腺素浓度来排除高钙血症。

b) 避免额外补充维生素 D或钙。

c) 宜饲喂含水量高的食物，可饲喂罐头食品和/或在日粮中添加水分，直到犬尿比重低于 1.020，猫尿

比重低于 1.030。
d) 避免饲喂过度酸化尿液的罐头食品，饮食应注意矿物质含量均衡。

e) 应定期进行尿液分析（如每 3 ~ 6个月），每 6 ~ 12个月进行影像学检查。

f) 监测过程中出现结石复发时，如果无临床症状，可暂时保留结石并进行溶石；若持续出现不可控的

临床症状，选择合适的方法取出结石。

g) 应了解处方粮或处方罐头的适应和禁忌情况。对于有多种健康问题的患犬，应咨询兽医营养师，选

择更佳的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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