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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比较腹腔镜完全腹膜外间隙腹股沟疝修补术渊栽耘孕冤和开放式腹膜前间隙无张力疝修补术渊韵孕冤治疗成人腹股

沟斜疝的临床疗效遥 方法院临床对照研究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普外科 圆园员园 年 怨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员 月收治的 圆猿员 例原发性单
侧腹股沟斜疝成年男性患者的临床资料袁对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分析遥 结果院与 韵孕 组相比袁栽耘孕 术式手术时间长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住院

费用高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但术后疼痛轻尧使用镇痛药物比率低尧恢复快尧住院时间短和术后并发症少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随访期间袁两组在术后

复发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栽耘孕 和 韵孕 均是安全有效的修补方式袁两者均有较低的术后复发率袁在住院时间尧

术后疼痛评分尧镇痛药使用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上 栽耘孕 组明显占有优势遥 韵孕 采用大家熟悉的入路袁容易掌握曰栽耘孕 学习曲线

长袁对术者技术要求高袁术时长袁并有麻醉依赖以及术中并发症发生的可能袁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优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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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股沟疝修补术是普外科最常见的手术之一遥
员怨愿怨 年 蕴蚤糟澡贼藻灶泽贼藻蚤灶 等报道的无张力补片修补 术
渊贼藻灶泽蚤燥灶鄄枣则藻藻 澡藻则灶蚤燥责造葬泽贼赠冤袁 凭借其良好的手术效果
及预后袁已被越来越多的外科医师所接受咱员暂遥 近 圆园
年来袁 随着人们对腹股沟区特别是 野肌耻骨孔冶尧
月燥早则燥泽 间隙等解剖结构的重新深入认识 咱圆暂袁以及人
工合成材料的不断进步袁 诸如 运怎早藻造尧砸藻葬凿鄄砸蚤增藻泽尧
责则燥造藻灶藻 澡藻则灶蚤葬 泽赠泽贼藻皂渊孕匀杂冤尧杂贼燥责责葬 等 咱猿原缘暂 开放式腹
膜前间隙腹股沟疝修补逐步得到推广和应用遥 同时
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飞跃发展袁经腹腔镜行腹股沟
疝修补成为可能袁其中腹腔镜完全腹膜外间隙腹股
沟疝无张力 修补术 渊贼燥贼葬造造赠 藻曾贼则葬责藻则蚤贼燥灶藻葬造 造葬责葬则燥鄄
泽糟燥责蚤糟 澡藻则灶蚤燥则则澡葬责澡赠袁栽耘孕冤因其无需进入腹腔袁保持
腹膜的完整性袁术式更合理袁成为腔镜疝修补中的首
选咱远原苑暂遥
本 文对 南京 医科 大 学 附 属 南 京 医 院 普 外 科
圆园员园 年 怨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员 月行腹腔镜完全腹膜外间
隙与开放式腹膜前间隙单侧原发性腹股沟斜疝修补
术的 圆猿员 例成年男性患者进行临床对照研究袁对相
关资料进行分析袁现总结报道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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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员园 年 怨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员 月在本科行腹股沟疝
修补的成年男性患者袁均为原发性单侧斜疝袁结合
医师对病情的评估及患者的自主选择袁非随机分为
腹腔镜完全腹膜外间隙疝修补术渊栽耘孕冤和开放式
前入路腹膜前间隙无张力疝修补术渊韵孕冤圆 个平行
组袁圆 组患者详细资料见表 员遥 术前均对引起腹内压
增高的因素进行相应治疗袁所有术者均为疝治疗的
专业医师袁其中 栽耘孕 组操作者为高年资主任医师袁
具有腹腔镜疝修补 员圆园 例以上的临床经验遥
员援圆 方法
栽耘孕 组院均采用全麻袁麻醉效果满意袁常规导尿袁
于脐下作一约 员援缘 糟皂 切口袁逐层进入达腹膜前脂肪
层袁镜推法充分游离后袁置入 栽则燥糟葬则 后置入光源袁建
立 悦韵圆 气腹遥 在光源引导下袁于耻骨联合及脐之间
中上尧中下 员 辕 猿 分别作小切口置入 栽则燥糟葬则 及操作系
统袁充分游离腹膜前间隙袁形成足够的可操作空间袁
仔细解剖辨别清楚袁解剖出腹壁下血管袁找到精索和
疝囊袁充分暴露与游离袁壁化精索袁将疝囊回纳入腹
腔袁疝囊大者袁近内环口处切断结扎袁远端旷置遥注意
保护输精管尧精索血管及腹壁下动脉遥 充分游离内环
口周边后袁经 栽则燥糟葬则 置入 月葬则凿 猿阅酝粤载 或 栽赠糟燥 员缘 糟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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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耘孕 组和 韵孕 组患者一般资料

栽耘孕 组
韵孕 组
项目
孕值
渊灶越员员源冤
渊灶越员员苑冤
年龄渊岁袁x 依 s冤
远园援缘愿依员猿援员猿 远猿援猿愿依员源援缘愿 园援员圆苑
位置渊左 辕 右袁灶冤
源远 辕 远愿
源缘 辕 苑圆
园援猿圆远
麻醉渊灶冤
园援园园园
全麻
员员源园园
圆园
腰硬联合
园
源猿
硬膜外麻醉
园
缘园
局麻
园
园源
合并引起腹内压增高等因素渊灶冤
园援远苑园
慢性阻塞性肺病尧哮喘
缘
园缘
矽肺
园
园员
良性前列腺增生
愿
园缘
既往对侧腹股沟疝修补史渊灶冤
员猿园
员缘
园援愿怨愿

伊员园 糟皂 猿阅 补片袁完全覆盖内环口尧直疝三角等薄弱
区域袁完全覆盖耻骨肌孔遥 在腹腔镜直视下排出腹
膜前间隙气体袁腹膜与腹壁自然相贴压迫固定补片袁
退出 栽则燥糟葬则 及操作系统袁缝合戳孔遥
韵孕 组院源猿 例采用腰硬联合麻醉袁缘园 例连续硬膜
外麻醉袁源 例局麻袁圆园 例全麻遥 麻醉效果均满意袁麻
醉成功后袁取平行腹股沟韧带上方 员援缘耀圆援园 糟皂 处作
长 猿耀源 糟皂 斜行切口袁切开皮下组织逐层进入袁切开
腹外斜肌腱膜稍作分离袁寻找疝囊及精索袁操作时尽
量避免对其广泛游离袁以免损伤精索袁同时注意保护
髂腹下神经及髂腹股沟神经袁打开提睾肌袁游离出疝
囊并分离至内环口袁在精索内下方打开腹横筋膜袁找
到并解剖出腹壁下血管袁暴露并辨认内环口尧直疝三
角尧股环后袁钝性游离腹膜前间隙袁还纳疝囊遥 疝囊
较大者袁可于疝囊中部横断袁闭合腹膜后回纳疝囊袁
远端旷置或切除遥 充分分离腹膜前间隙后袁 置入
匀藻则灶蚤葬皂藻泽澡 渊赫美冤 椭圆形补片或国产善释 阅员园 补
片袁确定覆盖内环口尧股环尧直疝三角袁缝合修补腹横
筋膜尧腹外斜肌腱膜袁逐层缝合切口遥
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及术后随访表袁采用术后填写
调查表尧门诊随诊尧定期电话随访等方式进行长期随
访遥 手术 员 个月后每 猿耀远 个月随访 员 次袁随访时间 源耀
猿园 个月遥 以最后 源 次随访结果作为统计分析资料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处理袁
其中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贼 检验分析两组间差
异袁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栽耘孕 组和 韵孕 组平均手术时间分别为 渊愿愿援圆猿 依

窑员源员猿窑

猿远援源猿冤皂蚤灶 和 渊缘怨援员愿 依 圆缘援远圆冤皂蚤灶袁孕 约 园援园员曰圆 组总住

院天数分别为 渊源援缘怨 依 园援愿苑冤凿 和 渊缘援园缘 依 员援远缘冤凿袁孕 约

园援园缘袁 术后住院时间 为 渊员援圆远 依 园援缘圆冤凿 和渊员援苑怨 依
员援员园冤凿袁孕 约 园援园员曰栽耘孕 组费用 咱渊员猿 猿园苑援远圆 依 远猿苑援苑园冤
元暂 高于 韵孕 组 咱渊员员 员猿园援缘远 依 员 源园远援员怨冤 元暂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圆 组术后第 圆 日晨疼痛 灾粤杂 评分分别为渊园援愿苑
依 员援源员冤分和渊员援怨苑 依 员援源圆冤分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栽耘孕 组使用

镇痛药比率渊圆员援怨猿豫冤明显少于 韵孕 组渊缘缘援缘远豫冤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圆 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缘援圆远豫渊远 例冤和
员圆援愿圆豫渊员缘 例冤袁孕 约 园援园缘遥 随访期间 圆 组复发率分别
为 园援愿愿豫渊员 例冤和 员援苑员豫渊圆 例冤袁孕 跃 园援园缘袁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遥 栽耘孕 中转率为 圆援远猿豫渊猿 例袁均为术中损

伤腹膜冤遥 栽耘孕 组发现 员 例术后切口血肿袁员 例术侧
腹股沟区血肿袁员 例诉久站术侧下肢麻木不适 渊时
间跃 远 个月冤袁员 例术后有强烈的恶心呕吐胃肠道反
应袁术后 员 例患者持续 猿 凿 猿愿援缘益以上高热袁肺部感
染 员 例遥 韵孕 组发现血肿 圆 例袁尿潴留 猿 例袁猿愿援缘益以
上高热患者 缘 例袁阴囊水肿 员 例袁阴囊血肿 员 例袁切
口感染 员 例袁 轻度持续慢性疼痛 圆 例 渊时间跃 猿 个
月冤遥 随访期间 圆 组均未见其他严重并发症遥 两组患
者术后对手术的满意程度见表 圆遥
表圆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猿

两组患者术后对手术的满意程度 咱灶渊豫冤暂

栽耘孕 组渊灶越员员源冤
员园员渊愿愿援远园冤
员员渊怨援远缘冤
圆渊员援苑缘冤

韵孕 组渊灶越员员苑冤
怨远渊愿圆援园缘冤
员缘渊员圆援愿圆冤
远渊缘援员猿冤

孕值
园援园愿源
园援源源远
园援圆愿员

讨 论

现代疝外科认为腹股沟疝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腹
横筋膜的薄弱或缺损袁 各种疝从其后的先天性薄弱
区耻骨肌孔渊皂赠燥责藻糟贼蚤灶藻葬造 燥则蚤枣蚤糟藻冤中发生遥 不论是采
用开放式还是经由腹腔镜途径袁 都强调了对耻骨肌
孔及腹膜前间隙修补的重要性咱愿暂遥 员怨源愿 年 云则怎糟澡葬怎凿
首次提出耻骨肌孔的概念袁 指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遗
留下的一个缺乏骨骼肌纤维覆盖的生理薄弱区遥 该
区域是连接腹部尧盆腔及生殖区的重要通道袁其中髂
腹血管尧精索尧子宫圆韧带等重要结构均从此通过袁
因其仅有外面一层薄弱的腹横筋膜抵抗腹内压力袁
一旦破损袁必导致各类疝的发生咱怨暂遥 腹壁下动脉将腹
膜 前 间 隙 分 为 耻 骨 膀 胱 间 隙 渊砸藻贼扎蚤怎泽 间 隙 冤 和
月燥早则燥泽 间隙遥 月燥早则燥泽 间隙即腹股沟区的腹膜前间隙袁
是腹横筋膜的深层和壁层腹膜间的固有潜在间隙袁
其间充满了大量的疏松脂肪组织袁无神经尧血管等实
质性结构存在咱员员暂遥 月藻灶凿葬增蚤凿 等咱员园暂认为 月燥早则燥泽 间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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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耻骨膀胱间隙的侧向延伸遥 现普遍把 月燥早则燥泽

囊肿大渊圆 例冤袁尿潴留渊猿 例冤以及长期慢性疼痛渊圆

补袁 腹膜前间隙修补目前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疝修补
方法咱员员原员圆暂遥 栽耘孕 和 韵孕 两种术式除了经由路径不同袁
其在手术原理上基本是一致的袁都强调了对耻骨肌

韵孕 组发现 猿 例尿潴留袁 均为 苑园 岁以上伴前列腺增
生患者袁 虽有报道称因 栽耘孕 操作时腹膜前间隙的分

间隙看做最理想的无张力疝修补区袁认为对耻骨肌
孔的完全覆盖和修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张力修

孔的完全覆盖和腹膜前间隙的修补 遥
本项临床对照研究袁 比较了当下较为流行的 圆
咱员园暂

种腹股沟疝修补术袁圆 组研究对象无明显人口统计
学差异袁所有行 栽耘孕 和 员苑援员豫的 韵孕 患者采用全麻袁

其中前组有 员 例患者在术后出现较重的恶心尧呕吐
等胃肠道不适症状袁持续 圆 凿 后好转袁考虑可能与麻
醉敏感性的个体差异有关咱员猿暂遥 许多研究报道了腹腔
镜疝修补术在手术时间上要比开放术式长袁亦有些

报道提示 圆 组手术时间无明显差别咱员源原员缘暂遥 本文的结
果提示了 栽耘孕 组手术时间明显长于 韵孕 组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住院总天数及术后住院时间 栽耘孕 组均少于开
放组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当然应当看到袁住院时间不仅决定于
患者术后的一般状况袁医师偏好尧医疗保险以及传统
观念这些因素也均影响着住院时间的长短咱员缘暂遥 虽然
本文的结果显示 栽耘孕 组的住院总费用要多于开放
组袁但正如 阅葬增蚤泽 等咱员远暂指出袁不仅要看到明显尧直接
的住院花费袁对于一些隐匿的尧间接的费用渊器械费尧
管理费用尧患者未工作导致的收入损失以及远期预
后冤均影响着花费效益率袁这一切有待将来进一步深
入研究遥 术后疼痛 灾粤杂 评分和镇痛药物的使用率上
栽耘孕 组均明显低于 韵孕 组袁最近 月造蚤灶皂葬灶 发现了一项
非常有趣的结果袁即使切口总长度是相同的袁术后镇
痛药的使用总量未必相等袁相对于传统的开放切口袁
腔镜的 栽则燥糟葬则 切口以及操作时对局部解剖的低干
扰都明显减少了镇痛药物的使用咱员远暂遥 报道称开放式
腹膜前修补的复发率为员援员豫耀员圆援园豫袁栽耘孕 的复发率
多数报道为 员豫耀猿豫袁 随访期间两组复发率分别为
员援苑员豫和 园援愿愿豫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无明显统计学差异遥对于
腹膜前间隙疝修补的随访有报道称 员耀圆 年的时间
足够了袁 因导致复发的原因绝大多数是技术问题袁
主要是对肌耻骨孔和腹膜前间隙的认识不清以及
补片的尺寸不合适所造成袁 随着条件的改善以及
术者操作技术的提高袁 有望将疝的复发率进一步
降低咱员远原员苑暂遥
栽耘孕 组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渊缘援圆远豫冤较 韵孕 组
渊员圆援愿圆豫冤略低渊孕 越 园援园源远冤袁栽耘孕 术后主要并发症是
切口血肿及术侧腹股沟区血肿渊圆 例冤袁术侧下肢麻
木不适渊员 例冤袁而 韵孕 组主要是术后发热渊缘 例冤袁阴

例冤遥 血肿很大程度上是因剥离疝囊时袁分离范围过
广袁从而导致补片与疝外被盖间积聚血性液体遥术后

离距膀胱区较近同时使用全麻袁故尿潴留的发生率高

于开放组袁但本研究中 栽耘孕 组均未出现尿潴留遥 术后
栽耘孕 组 员 例诉久站术侧下肢麻木不适 渊时间跃 远 个

月冤袁而开放组有 圆 例患者出现腹股沟区轻度慢性疼
痛遥 引起术后慢性痛的因素是复杂的袁考虑术后慢性
痛或麻木感的出现与手术时野疼痛三角冶的过度分离袁
刺激腹股沟外侧皮神经尧生殖股神经有关遥机体面对创
伤时会出现应激反应袁导致大量炎性介质出现袁许多学
者尝试使用诸如肿瘤坏死因子 琢 渊栽晕云鄄琢冤尧 白介素 远

渊陨蕴鄄远冤等来评价疝修补术后机体对外界创伤的应激反
应遥 韵孕 组出现术后体温高于 猿愿援缘益的例数明显多于
栽耘孕 组袁排除相关病原等感染因素外袁猜想对于术式操
作或植入补片反应方面袁栽耘孕 要低于开放组咱员愿暂遥
总之袁 结合术后患者满意度的调查及相关临床
资料的分析袁 可以看到 栽耘孕 与 韵孕 均是安全而有效
的疝修补方式袁两者均有较低的术后复发率袁而在住
院时间尧术后疼痛评分尧镇痛药物使用以及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上 栽耘孕 组明显占有优势袁 同时也应看到
栽耘孕 学习曲线长袁对术者技术要求高袁术时长袁并有
麻醉依赖及术中潜在并发症发生的可能袁 这些有待
将来进一步优化遥 而开放式腹膜前修补采用大家熟
悉的入路途径袁容易掌握袁加上术时短尧费用低袁这些
方面又优于 栽耘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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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员猿暂 杂葬皂葬葬造蚤 陨袁月藻灶 韵泽皂葬灶 杂袁月藻凿燥怎蚤 砸袁藻贼 葬造援 杂责蚤灶葬造 葬灶藻泽贼澡藻泽蚤葬

咱收稿日期暂

圆园员猿原员园原员缘

科技出版物中数字的用法
员援凡是可以用阿拉伯数字且很得体的地方袁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遥
圆援日期和时刻的表示遥 需注意年份不能简写袁如 员怨怨苑 年不能写成 怨苑 年遥
猿援计量或计数单位前的数字应采用阿拉伯数字曰多位阿拉伯数字不能拆开转行曰小数点前
或后超过 源 位数渊含 源 位冤的应从小数点起向左或向右每 猿 位空出适当间隙袁不用千分撇
野袁冶曰数值的有效数字应全部写出袁如野员援缘园尧员援苑缘尧圆援园园冶袁不能写成野员援缘尧员援苑缘尧圆冶遥
源援参数与偏差范围的表示院
渊员冤 数值范围院缘耀员园曰注意 猿伊员园猿耀愿伊员园猿袁不能写成 猿耀愿伊员园猿曰
渊圆冤 百分数范围院圆园豫耀猿园豫袁不能写成 圆园耀猿园豫曰
渊猿冤 具有相同单位的量值范围院员援缘耀猿援远 皂粤 不必写成 员援缘 皂粤耀猿援远 皂粤曰
渊源冤 偏差范围院渊圆缘依员冤益不写成 圆缘依员益袁渊愿缘依圆冤豫不能写成 愿缘依圆豫曰
缘援附带尺寸单位的量值相乘写为院缘园 糟皂伊愿园 糟皂伊员园园 糟皂袁不能写成 缘园伊愿园伊员园园 糟皂袁或 缘园伊
愿园伊员园园 糟皂猿遥
渊本刊编辑院接雅俐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