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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是妇科常见疾病,近年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
成为保留子宫患者首选的手术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腹腔
镜子宫肌瘤剔除时会发生误剔除现象,本文即对此加以总结
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5 ~ 2016 年因子宫肌瘤行腹腔镜
子宫肌瘤剔除术的 55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术中均存在子宫
肌瘤误剔除情况。 患者 33 ~ 47 岁,既往体健,无精神疾病及
凝血机制异常史,因多发性子宫肌瘤,月经过多,膀胱、直肠
压迫症状等予以手术,均有手术指征,且与患方充分沟通后
均要求保留子宫,选择腹腔镜手术。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如
血常规、凝血功能、心电图等无明显异常,宫颈细胞学及病毒
检查初步排除恶性疾病。
1. 2 手术方法 采用全麻,患者取膀胱截石位,置入举宫
器。 分别于脐上缘、麦氏点及左下腹脐与髂前上棘处穿刺
5 mm、10 mm Trocar,常规建立 CO2 气腹,压力维持在 12 ~
14 mmHg。 探查盆腔,酌情分离粘连,找到子宫肌瘤,缩宫素
注射宫体,切开肌瘤表面,循其假包膜向内、向下剔除肌瘤,0
号可吸收线缝合瘤腔,肌瘤经粉碎机绞成条后取出。
2 结 果
2. 1 误剔除情况
2. 1. 1 一瘤变二瘤 12 例患者术前 B 超提示单发肌瘤,但
术中腹腔镜下见子宫前壁及后壁均有明显瘤样突起,此时用
单极电凝钩切开单个肌瘤表面,发现肌层较厚,向下较深处
才发现色白呈球形肌瘤,剔除肌瘤,欲再剔除另一个肌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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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突起已不明显,试探性切开原突起表面,未发现肌瘤痕
迹。 证实术中见到的两个肌瘤样突起为瘤体偏大或分叶状
引起的,实质上还是单发肌瘤。
2. 1. 2 缩宫素的影响 8 例患者常规于子宫肌层注射缩宫
素后见子宫收缩,表面收缩变紧发白样,出现疑似小肌瘤样
突起,误以为缩宫素将原本隐藏的小肌瘤暴露出来,而于突
起处表面切开,结果未能发现肌瘤,又重新缝合止血等。 当
缩宫素作用减弱消失后,术毕发现原先突起并无明显异常,
错误地予以剔除了。
2. 1. 3 宫角处隆起 本组 14 例患者腹腔镜下见一侧宫角
处明显隆起,极似肌瘤突起,而且患者子宫亦有其他数个肌
瘤样突起,切开表面,出血较多,但只见肌层,不见肌瘤病灶,
这与宫角处血运丰富且天然有隆起样外观有关,部分患者表
现尤其明显,因此错误地予以切开。
2. 1. 4 子宫腺肌症 本组中 9 例患者子宫肌瘤与子宫腺肌
症并存,尤其后壁子宫腺肌症病灶多见,局部亦呈瘤样突起,
表面光滑,切开表面后发现肌层增厚,甚至有小紫蓝色病灶
点,但找不到肌瘤,而腺肌症病灶广泛,难以彻底切除,造成
误剔除。
2. 1. 5 剖宫产术后粘连导致的肌瘤假象 9 例患者有剖宫
产史,且术中见子宫下段与腹膜、部分膀胱表面较致密束带
样粘连,从而引起子宫解剖形态的改变,使原本应该容易发
现的肌瘤突起不明显,而因为粘连引起的假性突起极似肌瘤
样突起,尤其小肌瘤样突起,切开后才发现为肌层,假性变
异,只能再次缝合,重新剔除。
( 下转第 8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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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6 举宫器错判 3 例患者误将举宫器造成的突起当作
子宫小肌瘤,多见于后位子宫患者,举宫器顶起的情况下,子
宫前壁表面有发白的突起病灶,极似子宫小肌瘤突起,往往
切开了发现仅为子宫肌层,无肌瘤。
2. 2 预后 术后均常规予以促进子宫收缩、补液等治疗,均
恢复良好,无血肿等并发症发生,按期出院。 术后病理与术
中诊断符合,随访患者无明显不良反应。
3 讨 论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普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妇科腹
腔镜的临床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子宫肌瘤是女性常见的良
性肿瘤,当其体积较小或数量较少时,不会对机体产生不良
影响,但体积增大到一定程度或数量过多时,机体常因为瘤
体压迫子宫及其附近器官,出现月经过多、尿频、尿急、排尿
及排便困难等各种临床症状,对于符合手术指征的子宫肌瘤
患者,及时通过手术切除瘤体是十分有必要的。 目前腹腔镜
子宫肌瘤剔除术是广大女性患者为保留子宫而选择的常见
术式。 腹腔镜手术具有微创、康复快、痛苦小的优势,术后肠
管排气时间、脏器粘连等均较开腹手术明显改善,缺点是多
发性肌瘤难以全部剔除,缺乏术者手的直观触摸,容易遗漏、
误剔除,而开腹手术中几乎不会发生。 这固然与器械操作的
缺点有关,也与术者的手术经验与技巧、术前细致准备、对患
者病情的评估相关,尤其多发性子宫肌瘤,需引起重视 [1] 。
如何避免腹腔镜子宫肌瘤误剔除现象的发生,最重要的
是术者应分析发生的原因,针对原因寻找最佳的治疗手段。
首先,术者应提高医疗水平,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性质、空间位

置、毗邻关系,术中有准确判断,精确的 B 超定位十分重要。
术前患者均接受 B 超检查,但有的术者并未亲自核对肌瘤位
置、大小、数量,过于看重自身手术经验。 因此我们建议术前
术者必须亲自复核,做到心中有数,必须明确肌瘤位于前壁、
后壁、侧壁或单发、多发[2-3] 。 其次,术中不能轻易切开子宫肌
层,尤其术前提示单发肌瘤但术中出现两个突起时,更应结合
B 超结果,否则容易切开过深,甚至深达宫腔,创面较大,留下
感染隐患等,选择大的、易于操作的突起切开为宜。 对于缩宫
素引起的假性肌瘤突起,可与未注射前的影像进行对比,如果
是不规则的突起,不切开为宜,助手同时亦应提醒;同样对于
宫角处的明显突起也是如此,一般不切开为宜,因宫角处血运
丰富,且生长较大肌瘤的可能性很小,主要病灶还是在偏离宫
角处,因此宁剔除中央病灶、宁少勿多地选择性切开,以减少
对正常宫角的破坏与出血[4-5] 。 术前需仔细询问病史与体检,
合并子宫腺肌症的患者应心中有数,尤其后壁突起,如果错误
地切开,难以切除干净、难以缝合,临床效果不佳,得不偿失。
举宫器误判,只要切开前让举宫器换个方向,有无真性肌瘤就
会明显区别开来,这对于开展初期尤其需要注意鉴别。 剖宫
产术后粘连引起的解剖变异,必要时先恢复解剖结构,切开致
密粘连束带,恢复正常后即容易判断与鉴别了。 必要时可行
术中 B 超,虽然麻烦,但减少了误切的几率[6] 。
总之,腹腔镜子宫肌瘤误剔除虽非常见,亦非极少见,临
床上时有发生,只有术者保持高度的责任心,不断提高技术
水平与责任心,术前仔细检查与评估,核对 B 超,术中辨清解
剖结构,不盲目轻易切开子宫,才能减少误剔的发生,避免对
患者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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