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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评价经单孔胸腔镜手术渊增蚤凿藻燥鄄葬泽泽蚤泽贼藻凿 贼澡燥则葬糟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则早藻则赠袁灾粤栽杂冤治疗肺大疱致自发性气胸的临床价值袁并

总结临床经验遥 方法院本院自 圆园员圆 年 远 月耀圆园员猿 年 怨 月袁对 员怨 例肺大疱致自发性气胸的患者用普通胸腔镜器械行单孔 灾粤栽杂
治疗袁并对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遥 结果院全组 员怨 例患者袁均取得手术成功袁无中转开胸病例袁无手术相关并发症曰术后随访
猿耀员远 个月袁无复发病例遥 结论院通过术前对患者野个体化选择冶袁用普通胸腔镜器械行单孔 灾粤栽杂 治疗自发性气胸是安全尧有效

的袁值得临床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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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腔 镜 渊增蚤凿藻燥鄄葬泽泽蚤泽贼藻凿 贼澡燥皂糟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则早藻则赠袁
灾粤栽杂冤技术已经成为自发性气胸外科治疗的标准方
案遥 我们对常规的三孔 灾粤栽杂 手术做了不断的改良
和进一步的尝试袁 在 圆园员圆 年 远 月耀圆园员猿 年 怨 月期
间袁 用普通胸腔镜器械行单孔 灾粤栽杂 治疗自发性气
胸患者 员怨 例袁均取得成功遥 收集相关临床数据并总
结手术经验和临床体会如下遥
员 资料和方法
员援员 资料
单孔 灾粤栽杂 术的 员怨 例患者中袁术前均诊断为原
发性自发性气胸遥 患者年龄 员远耀圆愿 岁袁平均渊员怨援猿 依
猿援园冤岁袁男 员愿 例渊怨源援愿豫冤袁女 员 例渊缘援圆豫冤遥 员源 例发作
圆 次袁缘 例为初次发作遥 肺压缩跃 猿园豫者 员缘 例袁术前
于第 圆 肋间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渊型号院苑云砸鄄圆园 糟皂冤
排气遥 胸部 载 线片或 悦栽 明确提示患侧肺尖部有肺
大疱存在 员远 例遥 术前充分沟通袁所有患者同意行单
孔 灾粤栽杂 肺大疱切除术遥 手术由同一名主任医师主
刀遥
员援圆 方法
选择第 缘 肋间袁腋中与腋前线之间渊胸大肌下外
侧缘胸壁肌肉较薄弱处冤袁取 圆援园 糟皂 左右小切口袁置
入 猿园毅 员园 皂皂 或 缘 皂皂 普通胸腔镜探查胸腔 渊不使
用 栽则燥糟葬则冤袁检查肺表面袁发现肺大疱后使用抓持钳
固定袁再由腔镜侧方置入腔镜抓钳或弯卵圆钳袁进行
胸腔镜操作遥 有胸腔粘连者袁电钩分离粘连遥 再由操
作孔腔镜侧方置入直线切割缝合器袁在肺大疱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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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约 园援缘 糟皂 切割闭合袁取出肺大疱袁注入生理盐水
鼓肺确定不漏气袁 用纱布行胸顶及上胸部壁层胸膜
的摩擦术后袁撤出器械袁于操作孔内置入 圆远 号胸管
员 根于胸膜顶袁结束手术遥
圆 结 果

全组 员怨 例患者袁 均顺利完成单孔 灾粤栽杂 手术袁
无中转三孔 灾粤栽杂 或开胸病例遥手术时间 猿园耀怨园 皂蚤灶袁
平均渊缘圆援源 依 员缘援猿冤皂蚤灶曰术中出血 缘耀源缘 皂造袁平均渊员远援圆 依
苑援缘冤皂造曰 术后总引流量 缘园耀猿缘缘 皂造袁 平均 渊员苑缘援园 依
远圆援园冤皂造曰拔管时间 圆耀苑 凿袁平均渊源援缘 依 员援愿冤凿遥 员怨 例患
者均顺利出院袁无手术相关并发症袁术后随访 猿耀员远
个月袁无复发病例遥
猿 讨 论
圆园园猿 年袁酝蚤早造蚤燥则藻咱员暂最早报道了单孔胸腔镜用于
治疗非复杂性胸膜疾病遥 随后袁允怎贼造藻赠咱圆暂与 杂葬造葬贼蚤咱猿暂分
别于 圆园园缘 年和 圆园园愿 年报道了单孔与三孔 灾粤栽杂 治
疗自发性气胸的比较分析袁 证明单孔 灾粤栽杂 用于治
疗自发性气胸是安全的袁 并可明显改善患者术后的
生活质量遥 圆园员园 年袁月藻则造葬灶早葬 等咱源暂借助单孔胆囊切除
的器械行单孔 灾粤栽杂 切除肺大疱 员猿 例袁也获得良好
的效果遥 在国内袁圆园员员 年袁曹庆东等咱缘暂报道了使用自
主研发的双关节手术器械和专用切口保护器袁 行单
孔肺大疱切除 圆苑 例袁发现创伤更小袁恢复更快袁操作
过程与传统胸腔镜手术类似遥遗憾的是袁特殊定制的
胸腔镜器械价格昂贵袁 目前该类器械在国内绝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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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医院尚未推广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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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袁术者与麻醉师在术中可以很好地配合袁并保证

单孔技术是 灾粤栽杂 发展的方向之一袁 该技术使
腔镜手术更野微创化冶和野美容化冶咱远暂遥 鉴于绝大部分年

患者术中的安全遥
综上所述袁我们总结了 员怨 例患者行单孔 灾粤栽杂

前的影像学检查资料袁作出可否行单孔操作的判断遥

疗肺大疱破裂引起的自发性气胸袁是安全尧有效的袁

轻患者自发性气胸行肺大疱切除手术相对简单袁我
们通过术前详细了解患者的相关病史袁 仔细研究术
对于提示存在多发性肺大疱或胸腔明显粘连的患
者袁单孔列为禁忌遥
通过术前野个体化选择冶的 员怨 例患者袁行单孔
灾粤栽杂 术均取得成功遥 我们用普通胸腔镜器械同样
实现了野小手术袁小切口冶的目的袁效果良好遥
手术体会与经验总结院淤选择由第 缘 肋骨上缘

电刀进胸袁此处胸壁较薄袁出血少袁不易损伤肋间血
管尧神经袁普通腔镜器械容易操作遥 术中发现胸壁或
肋间肌肉有小的出血点袁我们用小甲状腺拉钩牵开
皮肤尧肌肉组织袁可以在腔镜野直视下冶止血遥 止血应
彻底袁否则血液容易模糊镜头袁取镜尧擦拭镜头会增
加手术时间曰另外袁由于普通腔镜质地较硬袁术中操
作要轻柔袁否则容易刺激肋间神经造成患者术后疼
痛尧不适遥 于根据术中肺大疱的位置及肺塌陷的形
状袁胸腔直线切割缝合器钉仓的位置选择应恰当曰同
时袁切割缝合器与抓钳的配合要巧妙遥 我们的体会
是院首先将肺尖部渊肺大疱冤拉入钉仓袁利用钉仓的直
线形状以及直线切割缝合器反复几次适当挤压袁一
般均可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割线袁然后击发遥 盂由于
器械操作空间狭窄袁且与传统的三孔法存在视觉上
的差异袁主刀医师首先应具备熟练的三孔及单操作
孔 灾粤栽杂 技术袁 同时应具备良好的腔镜空间思维和
精巧的操作配合遥 如发现微小肺大疱不能行彻底切
除袁我们用电灼法或用干小方纱反复摩擦脏尧壁层胸
膜至充血状态遥 榆术前恰当的病例选择也是成功的
关键遥 年轻患者对野微创冶的要求高曰且年轻患者肺
大疱较年老患者易处理袁术中能够很好地耐受单肺

治疗自发性气胸手术成功的经验袁认为通过术前野个
体化的选择冶袁应用普通胸腔镜器械行单孔 灾粤栽杂 治
与相关文献报道的传统三孔法 灾粤栽杂 疗效相似袁值
得推广遥 当然袁我们也存在着不足袁如腔镜器械有待

改进遥 我们期待着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腔镜器械的改
进袁单孔 灾粤杂栽 在治疗肺大疱破裂引起的自发性气胸
的适应范围也会不断扩大袁并让更多的患者受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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