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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修补术治疗胃十二指肠
溃疡穿孔的临床应用价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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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江苏
【 摘要】

昆山,215316;2.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目的:探讨腹腔镜穿孔修补术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分析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收治的 58 例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腹腔镜组( n = 27,行腹腔镜穿孔修补术) 与开腹组( n = 31,行传统开
腹穿孔修补术) 。 分析比较两组手术时间、出血量、腹腔残余感染、切口感染、引流管拔除时间、下床活动时间、肠功能恢复时
间、住院时间等情况。 结果:腹腔镜组手术时间、出血量、引流管拔除时间、下床活动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优于开
腹组( P<0. 01) ,两组切口感染率、腹腔残余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结论:腹腔镜穿孔修补术是治疗胃十二指肠
溃疡穿孔的适宜术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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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laparoscopic repair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YAO Zhi-gang1 ,HU Guo-hua2 ,WANG
Lin-lin1 ,et al. 1.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the Third People’ s Hospital of Kunshan,Kunshan 215316,China;2. Zhong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 Abstract】

Objective: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aparoscopic repair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Methods:Clinical data of 58 patients with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between Dec. 2014 and Mar.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

lyzed,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laparoscopic group ( n = 27,laparoscopic repair) and the open group ( n = 31,traditional
open procedure) . The operation time,the amount of bleeding,the rate of abdominal residual infection,incision infection,removal time of
drainage tube,ambulation time,intestinal functional recovery time,hospital stay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laparoscopic group had the shorter operation time,the fewer amount of bleeding. And the
removal time of drainage tube,ambulation time,intestinal functional recovery time,hospital stay were also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paroscopic group ( P<0. 01) . The rate of incision infection and abdominal residual infection in the laparoscopic group was similar with
that in the open group ( P>0. 05) . Conclusions:The laparoscopic repair is a suitable procedure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It'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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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穿孔是外科常见急腹症,在临床上尤以
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最为常见。 如不及时治疗,可
能危及生命 [1] 。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腹腔镜穿孔
修补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
治疗,其临床效果优于传统开腹修补术 [2] 。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我们共收治 58 例胃十二指肠溃
疡穿孔患者,分别行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现将体
会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回顾性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我
院收治的 58 例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患者,分为两组,腹腔镜

组( n = 27,行腹腔镜穿孔修补术) 与开腹组( n = 31,行传统开
腹穿孔修补术) 。 腹腔镜组中 10 例有溃疡病史,胃镜明确诊
断 5 例,不规则服药,开腹组中 8 例有明确溃疡病史,不规则
服药,两组临床资料有可比性,见表 1。 患者均有急性腹痛、
压痛等明显腹部体征,并经影像学检查证实病情。 排除标
准:(1) 年龄<20 岁,>60 岁;(2) 合并严重心肺疾病;(3) 术
前已出现感染性休克表现;(4) 有腹部手术史。
1. 2 手术方法 腹腔镜组:全身麻醉成功后,于脐上缘戳孔
建立人工气腹并作为观察孔,右上腹部、剑突下、麦氏点分别
穿刺 5 mm、10 mm、5 mm Trocar 作为操作孔,先吸去腹腔内
积液,再寻找穿孔部位,腹腔镜下用 3-0 可吸收线间断缝合 2
~ 3 针并打结,大网膜覆盖固定,然后用温生理盐水、灭滴灵
彻底冲洗腹腔、盆腔,仔细吸引,直至干净,分别于肝缘下、盆

1作者简介:姚志刚(1972—) 男,江苏省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微创外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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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于肝缘下、盆腔分别放置负压引流管 1 根。 两组术后均

腔放置负压引流管。 开腹组:全麻生效后,取中上腹正中切
口,长约 8 cm,逐层入腹,穿孔处缝合 2 ~ 3 针,用大网膜覆
性别( n)

组别

开腹组

女

23

8

2

3. 644

t/ χ 值
P值
2

观察指标

男

25

腹腔镜组

1. 3

应用三代头孢 5 d 左右。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比较( x■
±s)

表1

穿孔位置( n)

年龄
( 岁)

胃溃疡穿孔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穿孔

32. 61±13. 49

15

16

32. 11±11. 11

14

1. 681

0. 056

0. 200

2. 1

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出血量、引流管拔

18

4. 29±1. 46

20

0. 075

0. 792

0. 000

0. 786

1. 000

两组术中情况及感染性并发症的比较

腹腔

口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表明腹腔镜

炎体征;(2) 腹腔引流液或穿刺液细菌学培养阳性;(3) 影像

组可达到开腹手术组相同的清理污染效果。 见表

学检查或再次手术证实腹腔内存在感染病变,如化脓性渗

2。

出、局部脓肿、组织坏死等。

2. 2

应用统计软件 SPSS 18. 0 对收集的数据
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
统计学处理

两组术后恢复情况的比较

腹腔镜组引流管

拔除时间、下床活动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
间均优于开腹组( P<0. 001) 。 见表 3。 腹腔镜手术

计数资料以% 表示,采用 χ 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2

在美容效果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

意义。

果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及感染性并发症的比较( x■
±s)

表2

组别
腹腔镜组
开腹组
t / χ2 值
P值

例数
( n)

手术时间
( min)

27
31

组别

开腹组

讨

肠功能恢复时间
( d)

4. 29±0. 59

3. 35±0. 55

3. 58±0. 50

0. 000

论

2. 41±0. 50
6. 816
0. 000

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是外科常见急腹症,好发

于年轻患者,多与饮食不规律、情绪紧张及非甾体类

抗炎药的使用有关 。 一旦发生穿孔,外科手术是
绝对的适应证 [5] 。 传统手术方式有胃大部切除术、
[4]

单纯修补缝合术,随着制酸药物与根除幽门螺杆菌
治疗的发展,穿孔修补术已成为胃十二指肠溃疡急
性穿孔的首选术式。 但开腹手术创伤大,术后康复

慢,美容效果差。 1990 年法国外科医生 Mouret 第一
次将腹腔镜技术用于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并获
得成功

[6]

。 随后越来越多的医生将其应用于此病

切口感染率
(% )

1(3. 70)
4(12. 90)
1. 550
0. 213

下床活动时间
( d)

7. 428

t / χ2 值
P值

39. 81±8. 26
97. 58±13. 96
18. 815
0. 000

腹腔残余感染率
(% )

引流管拔除时间
( d)
3. 26±0. 45

腹腔镜组

术中出血量
( ml)

88. 15±28. 99
115. 81±35. 87
3. 198
0. 002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的比较( x■
±s)

表3

3

4. 29±1. 43

空腹穿孔
( n)

有统计学意义( P <0. 01) ;两组腹腔残余感染率、切

足以下条件之一:(1) 术后出现发热、腹痛、腹胀、明显腹膜

结

穿孔时间
( h)

镜组手术时间缩短,出血量明显减少,两组相比差异

切口感染率、住院时间等。 腹腔残余感染的诊断标准 [3] 需满

2

13

0. 069

除时间、下床活动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腹腔残余感染率与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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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9. 68)
2. 756
0. 097

住院时间
( d)

2. 41±0. 50

7. 15±0. 46

8. 893

8. 941

0. 000

二指肠溃疡穿孔治疗的首选术式

9. 48±1. 29
[7]

。

0. 000

穿孔修补术的技术特点是切口大,而腹腔内操

作简单,只需在穿孔边缘缝合 2 ~ 3 针即可,这点非
常符合腹腔镜技术的特点,仅需在腹部做 4 个 0. 5

~ 1. 0 cm 的切口,置入腔镜器械,即可完成原本至

少需要 8 cm 以上切口才能完成的操作。 手术步骤
简化使手术时间缩短,出血量减少,本研究发现腹腔

镜组手术时间、出血量明显少于开腹组( P <0. 01) 。
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会有腹膜污染,继而产生腹腔
感染,腹膜炎随穿孔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加重,大量脓
液不仅会积聚在膈下、肝下、肠间隙、盆腔,而且会导

的治疗。 随着腹腔镜设备与器械的完善、腔内缝合

致毒素吸收产生全身性的中毒反应,甚至出现休克,

与打结技术的提高,腹腔镜穿孔修补术已成为胃十

这就要求手术时除修补穿孔外,还应稀释、吸尽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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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液,以减少术后毒素吸收、腹腔残余感染的发生。

打结;右上腹部为辅助操作孔,用于牵引显露;麦氏

我们通过操作孔用大量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膈下、肝

点操作孔用于结肠旁沟、肠间隙、盆腔积液的冲洗与

下、结肠旁沟、肠间隙、盆腔,效果确切,术后腹腔残

吸引,术毕此切口可放置盆腔引流管。 修补时要求

补术同样可达到开腹手术预防残余感染的效果。 修

均在距离穿孔边缘约 1 cm 左右的正常组织内,因在

余感染率与开腹组相当( P>0. 05) ,表明腹腔镜下修
补术是污染手术,切口感染是开腹手术后较常见的

使用 3-0 可吸收线,间断缝合 3 针,进针、出针位置
疤痕组织内打结容易出现切割现象。 打结顺序一般

并发症,而腹腔镜下修补术无传统手术的大切口,减

为先两边,后中间,这样可减少打结时的张力。 最

少了切口感染的发生;本研究中,腹腔镜组未发生切

后,可将部分大网膜覆盖固定在穿孔部位。 根据我

口感染率明显降低。

疡边缘组织活检,尤其探查发现穿孔部位位于胃窦

口感染。 文献报道 [8-10] ,与开腹组相比,腹腔镜组切

们的经验,以下 3 点非常重要:(1) 术中应常规行溃

由于无腹部的传统切口,对腹腔、肠功能的干扰

部、小弯侧,病灶质地较硬,或呈肿块型,或周围淋巴

小,腹腔镜组患者术后疼痛感明显减轻,相应的下床

结肿大明显,此时更需行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如确诊

活动时间也可提前,肠蠕动恢复加快,促进术后进
食,康复快,术后住院时间短。 本研究结果显示,腹

为胃癌穿孔,则应中转开腹行胃癌根治手术。 (2)

术中体位可根据需要随时改变,冲洗膈下时可改为

腔镜组下床活动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出院时间均

头低足高位,冲洗盆腔时可改为头高足低位,这样利

仅改善了手术疗效,还可节约医疗资源,并具有美容

个月,复查胃镜,如溃疡未愈合,则需进一步处理。

优于开腹组( P<0. 001) 。 因此,腹腔镜下修补术不
优势。
腹腔镜穿孔修补术主要采用四孔法

[11]

,脐上为

观察孔,置入腹腔镜;剑突下为主操作孔,用于缝合、

于冲洗液的吸尽。 (3) 术后继续抑酸及抗菌治疗 3

综上所述,腹腔镜穿孔修补术操作简便,患者创
伤小,康复快,美容效果好,住院时间短,是治疗胃十
二指肠溃疡穿孔的适宜术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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