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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合肥ꎬ２３０００１)

目的:探讨腹腔镜胰体尾切除术的优越性ꎬ并分析术后胰瘘的原因ꎮ 方法:回顾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为 ４０ 例患者行胰体尾切除术的临床资料ꎬ依据手术方式分为开腹组与腔镜组ꎮ 结果:４０ 例患者中 １３ 例行腹腔镜手术ꎬ１ 例
中转开腹ꎬ２６ 例行开腹手术ꎮ 腔镜组与开腹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胰瘘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腔镜组术后进食时
间、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优于开腹组ꎮ 胰瘘患者与非胰瘘患者年龄、性别、ＢＭＩ、病理类型、胰腺残端是否加固缝合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ꎻ胰瘘患者术前血淀粉酶高于非胰瘘患者ꎮ 结论:腹腔镜胰体尾切除术可加快患者术后康复ꎬ降低住院费用ꎬ值得
临床推广ꎮ 对于术前血淀粉酶较高的患者ꎬ需关注其术后胰瘘的风险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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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０ 年 Ｊａｃｏｂａｅｕｓ 等首次应用 Ｔｒｏｃａｒ 插入腹壁

于技术的交流与研讨ꎬ也便于助手的配合、麻醉医师

行检查ꎮ １９４４ 年法国 Ｒａｏｕｌ Ｐａｌｍｅｒｊｉａｎｇ 将腹腔镜正

的发展ꎬ腹腔镜手术已得到广泛推广 [１￣３] ꎬ包括腹腔

及通过 Ｔｒｏｃａｒ 将空气输入腹腔ꎬ然后置入膀胱镜进

式应用于妇科领域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由于
冷光源、玻璃纤维内窥镜的发明ꎬ德国 Ｓｅｍｍ 的人工
气腹监护装置———自动气腹机问世ꎬ至此腹腔镜手
术得到发展ꎮ 因其损伤小、无需剖腹ꎬ很快被医生与
患者接受ꎮ １９８０ 年美国 Ｎｅｚｈａｔ 医生开始应用电视
腹腔镜进行手术ꎮ 使手术术野清晰地展现在荧屏

上ꎬ扩大了视野ꎬ许多医生可同时观看手术过程ꎬ利
通讯作者:黄
作者简介:王

的协助ꎮ 随着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推广及微创技术
镜胰体尾切除术ꎮ 胰腺体、尾部的手术适应证较多ꎬ
包括局限性腺癌、胰岛细胞腺瘤、囊肿及慢性钙化性
胰腺炎等ꎮ 现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安徽省立医院胆胰外科为 ４０ 例患者行胰体尾切
除术的临床资料ꎬ将体会报道如下ꎮ

１

１.１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安徽

强ꎬＥ￣ｍａｉｌ:ａｈｓｌｙｙｈｑ＠ １６３.ｃｏｍ
程(１９９３—) 男ꎬ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徽省立医院研究生在读ꎬ主要从事肝胆胰外科的学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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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医院胆胰外科为 ４０ 例患者行胰体尾切除术的临床资

２

结

果

腔镜手术( 腔镜组) ꎬ２６ 例行开腹手术( 开腹组) ꎬ１ 例中转开

血量、 术 后 胰 瘘 发 生 率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Ｐ >
０.０５) ꎬ腔镜组术后进食时间( Ｐ ＝ ０.００２) 、术后住院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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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ꎬ其中男 １７ 例ꎬ女 ２３ 例ꎬ平均( ５５.８± １６.３４) 岁ꎻ１３ 例行腹
腹ꎮ 术中均采用直线切割闭合器离断胰腺ꎬ均为 Ｒ０ 切除ꎬ
胰腺残端放置引流管ꎮ 术后标本均送病理ꎮ

１.２

胰瘘评判标准

志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国际胰瘘研究组临床相

关的术后胰瘘定义为:任何可测量的引流液ꎬ其淀粉酶含量
高于同机构检测正常血清淀粉酶正常值上限 ３ 倍以上ꎬ并与

２.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９

手术相关指标的比较

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

时间( Ｐ ＝ ０.００２) 、住院费用( Ｐ ＝ ０.０２６) 优于开腹组ꎬ
见表 １ꎮ 术中是否行脾切除对两种手术方式的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无明显影响(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２ꎮ

临床( 症状) 发展转归密切相关者即被定义为胰瘘ꎮ 同时ꎬ

２.２

１.３

组ꎮ 分析结果显示ꎬ两组患者年龄、性别、ＢＭＩ、残端

参照国际胰瘘研究组的标准将胰瘘的严重程度分 ３ 级 [４] ꎮ
统计学处理

对比分析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

后进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术后胰瘘发生率ꎮ 采
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ꎬ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ꎮ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的比较( ｘ±ｓ)
手术时间

组别
腔镜组

０.４８０
保脾

手术时间( ｍｉｎ)
２４８.６３±７５.３２

开腹组

１.７２９

ｔ值

年龄

胰瘘组
非胰瘘组
ｔ / χ２ 值
Ｐ值

论

( 岁)
５０.５３±１６.５７
６０.５７±１４.９４
￣２.００６
０.０５２

性别( ｎ)
男
９
８

是否 加 固 缝 合、 病 理 类 型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Ｐ >

０.０５) ꎬ胰瘘患者术前血淀粉酶水平较高(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术后住院时间

１３

４.７４±１.３５

１５.３０±７.８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９６０

( ｄ)
３.３８±１.１２
￣３.３５

女

１０
１３

０.３５１
０.５５４

( 千元)
３９.８４±６.８０

￣３.２６７

￣２.３１８

手术时间( ｍｉｎ)

２０６.２５±１９１.６８

３１９.８０±８５.５

ＢＭＩ

切脾

２４４.３７±９４.９８

( ｋｇ / ｍ )
２３.３１±３.３４

７３.８２±４１.８５

０.８５２

２.１１５

２２.２７±４.３７
０.４００

５１.１６±１４.９５
０.０４７

术中出血量( ｍＬ)
４７２.６３±６３０.６６
５７０.００±４１４.７３

１.７１６

血淀粉酶

４８.０１±１５.４５
０.０２６

０.４１４

０.１３１

２

住院费用

( ｄ)
９.６９±２.９３

术中出血量( ｍＬ)

０.１１３

术后胰瘘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组别

(４７.５％) ꎬ根据是否发生胰瘘分为胰瘘组与非胰瘘

术后进食时间

( ｎ)
６

１.６９５

０.１１７

Ｐ值

术后发生胰瘘 １９ 例

胰瘘发生率

３８１.２５±２２０.２９

１９９.１３±２９.７２

腔镜组

讨

￣０.７１３

４４５.５６±５３８.７３

两组患者是否切脾的比较( ｘ±ｓ)

组别

３

￣０.０３

０.９９７

Ｐ值

表３

( ｍＬ)
３４６.１５±３３５.７０

２４５.６３±８８.１８

开腹组
ｔ / χ２ 值
表２

术中出血量

( ｍｉｎ)
２４５.５４±８１.７２

术后胰瘘的相关分析

０.６８８
残端加固( ｎ)

病理( ｎ)

是

否

良性

恶性

６

１５

８

１３

８

１１
０.８０３
０.５１０

８

复ꎬ缩短术后住院时间ꎬ节省住院费用ꎮ

１１

０.０６７
０.７９６

快速康复外科是指围手术期采取多种已证实有

本研究中ꎬ两组术后胰瘘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效的措施ꎬ以减少手术带来的应激反应及器官功能

意义ꎮ 胰瘘是胰腺手术后常见且危险的并发症ꎬ胰

紊乱ꎬ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ꎬ减轻患者围术期不适
主诉ꎬ从而达到缩短住院时间、加快康复、提高患者
术后生 活 质 量 的 目 的

[１ꎬ５]

ꎮ 相关病例分析结果提

示ꎬ相较开腹手术ꎬ腹腔镜胰体尾切除术明显缩短术
后进食时间ꎬ这与腹腔镜手术减少手术创伤利于术

后早期下床、减少对腹腔脏器干扰、加速术后胃肠道
功能的恢复有关ꎮ 同时相关研究表明ꎬ术后早期进
食能促进胃肠道恢复、改善术后营养状况、加速恢
复

[６￣７]

３２２

ꎮ 因此ꎬ腹腔镜胰体尾切除术可加速术后康

瘘的处理较为困难 [８￣９] ꎻ如处理不当ꎬ容易引起出血、
感染等严重并发症ꎬ甚至死亡ꎮ 预防胰瘘的发生、恰

当处理已发生的胰瘘仍是外科医生需要不断努力解
决的问题ꎮ 笔者分析 ４０ 例胰体尾切除患者的临床
资料发现ꎬ术前血淀粉酶水平是术后胰瘘发生的相
关因素ꎮ 质地较软的胰腺术后第 １ 天腹腔引流液淀
粉酶含量明显高于质地较硬的患者ꎮ 这可能与质地
软的胰腺保留了更好的外分泌功能ꎬ可分泌大量胰
液ꎻ质地软的胰腺在胰腺残端有更多的小胰管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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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管相交通ꎬ切断后胰液溢出增加ꎻ质地软的胰腺离

风险ꎬ提前做好相应处理ꎬ有效预防胰瘘的发生ꎬ并

断时容易造成切割、从缝合线针孔渗出的胰液增加

进行及时恰当的处理ꎮ

等因素有关ꎮ 研究表明ꎬ胰腺质地软是胰十二指肠
切除术术后胰瘘发生的唯一独立危险因素

[１０]

ꎮ 因

此根据术前淀粉酶水平可初步评估术后胰瘘的发生

综上所述ꎬ腹腔镜胰体尾切除术可减小手术创
伤ꎬ缩短术后进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ꎬ降低住院费
用ꎬ符合快速康复外科理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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