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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单孔悬吊腹腔镜手术在妇科良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高福锋ꎬ陈金龙ꎬ刘乃富

( 山东省肿瘤医院ꎬ山东
【 摘要】

济南ꎬ２５０１１４)

目的:探讨单孔悬吊腹腔镜手术治疗妇科良性疾病的安全性、可行性、有效性及优越性ꎮ 方法:回顾分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为 ７２ 例妇科良性疾病患者行单孔悬吊腹腔镜手术的临床资料ꎬ包括卵巢囊肿( ｎ ＝ ３９) 、子宫腺肌病( ｎ
＝ １６) 、子宫内膜病变( ｎ ＝ １７) ꎮ 观察 ３ 组患者体重指数、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手术并发症ꎮ 结果:７１ 例成功

完成手术ꎮ １ 例子宫腺肌病因合并严重子宫内膜异位症中转开腹ꎮ 手术时间平均( ４８. ８ ± １４. ３) ｍｉｎꎬ其中卵巢囊肿( ４５. ４ ±
１６.２) ｍｉｎꎬ子宫腺肌病(５１.３±１１.５) ｍｉｎꎬ子宫内膜病变( ５４.６±１２.４) ｍｉｎꎻ手术出血量平均( １０.３± ３.１) ｍＬꎻ术后平均住院( ２.７±

０.９) ｄꎬ其中卵巢囊肿(２.２±０.６) ｄꎬ子宫腺肌病(３.４±１.５) ｄꎬ子宫内膜病变(３.２±１.１) ｄꎮ 中位随访时间 １０.８ 个月ꎬ３ 例出现慢性

腹痛ꎬ经保守治疗后好转ꎬ无其他严重并发症发生ꎮ 结论:单孔悬吊腹腔镜手术治疗妇科良性疾病是安全、可行、有效的ꎮ 与常
规腹腔镜手术相比ꎬ切口瘢痕隐蔽ꎬ避免了 ＣＯ２ 气腹对机体的不良影响ꎮ
【 关键词】

妇科良性疾病ꎻ腹腔镜检查ꎻ单孔ꎻ免气腹

中图分类号:Ｒ７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ｌｅｓ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ｔ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ｎｉｇ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ＧＡＯ Ｆｕ￣ｆｅ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ｌｏｎｇꎬＬＩＵ Ｎａｉ￣ｆ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ｕｍｏｒ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１１４ꎬ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ꎬ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ｇａｓｌｅｓ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ｔｅ ｓｕｒ￣

ｇ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ｎｉｇ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７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ｅｎｉｇ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ｇａｓｌｅｓ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ｔ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Ｊａｎ.２０１５ ｔｏ Ｏｃｔ.２０１７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ꎬ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ｙｓｔｓ ( ｎ ＝ ３９) ꎬｕｔｅｒｉｎｅ 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 ( ｎ ＝ １６) ꎬ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 ｎ ＝ １７)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ꎬ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ꎬ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Ｇａｓｌｅｓ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ｔ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ｉｎ ７１
ｃａｓｅｓꎬｗｈｉｌｅ １ ｃａｓ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ｏｐｅ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ｄｕｅ ｔｏ 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４８.８±１４.３) ｍｉｎꎬ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ｙｓｔ ｗａｓ ( ４５. ４ ± １６. ２) ｍｉｎꎬｕｔｅｒｉｎｅ 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 ｗａｓ ( ５１. ３ ± １１. ５) ｍｉｎꎬ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ｗａｓ ( ５４. ６ ±
１２.４) ｍｉｎꎻ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ａｓ (１０.３±３.１) ｍＬ.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 ｗａｓ (２.７±０.９) ｄꎬｏｖａｒ￣

ｉａｎ ｃｙｓｔ ｗａｓ (２.２±０.６) ｄꎬｕｔｅｒｉｎｅ 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 ｗａｓ (３.４±１.５) ｄꎬ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ｗａｓ (３.２±１.１) ｄ.Ａｆｔ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１０.８ ｍｏｎｔｈｓꎬ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ｇａｓｌｅｓ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ｔ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ｓ ｓａｆｅꎬ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ｎｉｇ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ｔｈｅ ｇａｓｌｅｓ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ｖｏｉｄ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２ ｐｎｅｕｍ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ｓｃａｒ ｉｓ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ꎻ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ꎻ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ｔｅꎻＧａｓｌｅｓｓ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入腔镜手术时代ꎬ腹腔镜
手术因具有创伤小、康复快等优点已广泛应用于临
床ꎮ 全世界各临床治疗领域的专家一直在为更“ 微
小” 的创伤、更“ 广泛” 的适用指征不懈努力ꎮ 随着
妇科腹腔镜手术技术的日益完善ꎬ更加体现微创理
念的单孔腹腔镜手术悄然兴起ꎮ 从微创角度讲ꎬ单
孔悬吊腹腔镜手术较传统腹腔镜手术具有明显进
步ꎬ仅使用脐周单一 Ｔｒｏｃａｒ 孔ꎬ术后腹部切口瘢痕

“ 隐形” ꎬ完美应合了现代女性对美的追求 [１] ꎻ相较
非悬吊气腹单孔腹腔镜手术ꎬ术中应用腹壁悬吊系
统ꎬ无需 ＣＯ ２ 气腹ꎬ避免了气腹的不良影响ꎬ降低了
术中腹腔压力ꎬ可增加回心血量及心输出量ꎬ增加双
肺顺应性ꎬ降低气道压力ꎬ全面减轻心肺负担ꎬ并且
避免了高碳酸血症、术后肩背疼痛等气腹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 [２￣３] ꎮ
１ 资料与方法

作者简介:高福锋(１９８７—) 男ꎬ山东省肿瘤医院妇瘤科住院医师ꎬ主要从事妇科肿瘤腹腔镜手术治疗方面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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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回顾分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山东省肿瘤医院妇科为 ７２ 例良性疾病患者行单孔悬吊腹

腔镜手术的临床资料ꎬ其中卵巢囊肿 ３９ 例ꎬ子宫腺肌病 １６
例ꎬ子宫内膜病变 １７ 例ꎮ 手术均由同一手术团队完成ꎮ 观

察指标包括患者年龄、诊断、体重指数、手术方式、手术时间、
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手术并发症、随访结果ꎮ

Ｍａｙ ２０１９

７１ 例患者成功完成单孔悬吊腹腔镜手术ꎬ１ 例

子宫腺肌病患者因合并严重子宫内膜异位症中转开
腹ꎮ 手术时间平均(４８.８ ± １４.３) ｍｉｎꎬ手术出血量平
均(１０.３ ± ３.１) ｍＬꎬ术后平均住院( ２.７ ± ０.９) ｄꎬ术后

采用气管插管全麻＋腹横肌平面阻滞ꎮ 患

１２ ｈ 患者均试饮水ꎬ１８ ｈ 进食ꎬ２４ ｈ 拔除尿管ꎮ 单

皮下横行穿刺两根 １.２ ｍｍ 的钢针ꎬ第一根钢针于脐下 ２ ｃｍ

后 ２ ~ ５ ｄ 出院ꎮ 术后患者均痊愈出院ꎬ围手术期及

１.２

手术方法

者取平卧位或截石位ꎬ头侧倾斜 １５°ꎮ 麻醉成功后于下腹部
水平穿刺ꎬ第 ２ 根选择脐与耻骨联合连线中点水平横行穿

纯附件手术患者术后第 ２ 天出院ꎬ子宫切除患者术
术后随访期间未出现出血、感染、高碳酸血症、肩背

刺ꎬ皮下横行 ６ ~ ８ ｃｍꎬ下腹部放置悬吊受力杆ꎬ悬吊腹壁ꎬ悬

疼痛、切口感染、切口疝、输尿管漏、膀胱功能障碍等

切口ꎬ开放式置入 ２ ｃｍ 免气腹硅胶小切口保护套ꎮ 置入腹

巨大卵巢巧克力囊肿( 直径 １２ ｃｍ) ꎬ２ 例为子宫腺

吊牵拉力度依据实际盆腔暴露情况调整ꎮ 脐上缘做 １.５ ｃｍ
腔镜ꎬ探查腹、盆腔ꎬ调整患者体位( 头侧倾斜 １５°) ꎬ将小肠
收至腹腔ꎬ暴露盆腔ꎬ确定病变ꎮ 术毕脐上缘切口用可吸收
线分层缝合关闭ꎬ必要时行肚脐成形术ꎮ 卵巢囊肿患者中巧
克力囊肿 １７ 例ꎬ卵巢成熟性畸胎瘤 ９ 例ꎬ良性卵巢囊性病变

１３ 例ꎬ行囊肿剥除或单侧附件切除术ꎮ 子宫腺肌病 １６ 例患
者ꎬ行子宫切除或附件切除术ꎮ 子宫内膜病变行子宫切除或
附件切除ꎮ 子宫切除患者预防性抗感染治疗 ４８ ｈꎬ单纯附件
手术患者预防性抗感染 ２４ ｈꎮ
表１

患者一般资料、手术情况

疾病类型
卵巢囊肿
子宫腺肌病
子宫内膜病变

３

讨

论

严重并发症ꎮ ３ 例患者出现慢性腹痛ꎬ其中 １ 例系
肌病合并盆腔内子宫内膜异位症ꎬ考虑可能因盆腔
内肠管粘连所致ꎬ程度轻ꎬ可忍受ꎬ多于进食后 １ ~

２ ｈ 发生ꎬ持续时间 ２ ~ ３ 个月ꎬ经保守治疗后好转ꎮ

术后随访３ ~ １５ 个月ꎬ中位时间 １０.８ 个月ꎬ７１ 例患者
术后病理均为良性ꎬ随访期内无疾病复发及恶化病
例ꎮ 患者年龄、体重指数、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住
院时间、手术并发症见表 １ꎮ

年龄

体重指数

手术时间

出血量

术后住院时间

并发症

中位随访时间

３９

３５.７±１０.２

( ｋｇ / ｍ２ )
２３.２±３.６

４５.４±１６.２

９.４±２.５

２.２±０.６

１

１０.５

１７

４２.６±１１.８

２６.２±３.２

５４.６±１２.４

１０.５±３.９

３.２±１.１

例数
( ｎ)
１５

( 岁)

４３.４±４.８

２４.７±２.６

( ｍｉｎ)

５１.３±１１.５

( ｍＬ)

１２.４±３.６

( ｄ)

３.４±１.５

( ｎ)
２
０

( ｍ)

１１.２
１０.９

散等ꎮ 本研究中ꎬ７１ 例患者采取悬吊腹腔镜装置建

目前患者在追求疗效的同时ꎬ也对“ 微创” 、“ 美

观”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尤其良性疾病ꎮ 为此腹腔
镜外科医师不断努力突破微创极限ꎬ从多孔到单孔ꎬ

立手术空间ꎬ避免了气腹对机体的不良影响ꎮ
３.２ 单孔悬吊腔镜手术的适应证 随着手术技术
的发展ꎬ腹腔镜妇科手术的适应证逐渐扩大ꎬ但有资

甚至经自然腔道的微创手术方式应运而生ꎬ实现了

料显示ꎬ腹腔镜手术对恶性肿瘤的治疗并无明显改

微创无瘢痕的愿望 ꎮ 传统开腹手术、常规腹腔镜
手术后腹壁均可见瘢痕形成ꎬ单孔腹腔镜手术因操
[４]

善ꎬ因此多限于良性疾病的治疗ꎮ 单孔腹腔镜技术在
妇科中的应用受技术限制ꎬ主要包括:卵巢囊肿剥除

作孔位于肚脐周围皮肤皱襞ꎬ术后成功实现了“ 瘢
痕” 隐形 [５￣６] ꎮ 本研究纳入的均为妇科良性疾病患
者ꎬ且较年轻ꎬ对美容要求较高ꎬ因此可充分发挥单

术、输卵管切除术、附件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子
宫全切除术、盆腔粘连分解术、人工阴道成形术等ꎻ恶
性肿瘤亦有报道ꎮ 目前单孔悬吊腹腔镜技术尚无充

孔腹腔镜手术的优势ꎮ 术后无严重并发症发生ꎬ手

分的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其安全性与有效性ꎬ因此我们
在临床应用中掌握以下原则:(１) 以良性疾病为主要
适应证ꎻ(２)由高年资医师选择开展ꎬ并对手术难度进

术安全性得到保证ꎮ
３.１ 悬吊腹腔镜手术成功避免了 ＣＯ ２ 气腹对机体
的影响 常规腹腔镜手术需采用 ＣＯ ２ 气腹ꎬ压力维
持在 １０ ~ １２ ｍｍＨｇꎬ腹压抬高膈肌降低双肺顺应性ꎬ
增加气道压力ꎬ并且腹腔内压力增高使回心血量、心
输出量减少ꎬ进而增加心肺负担 [７￣９] ꎻ围手术期高碳

酸血症、皮下气肿及术后肩背疼痛时有发生
ꎮ
[１２￣１４]
此外ꎬ多项研究表明
ꎬＣＯ ２ 气腹可引起肝肾再灌
[１０￣１１]

注损伤ꎬ抑制机体免疫功能ꎬ促进肿瘤细胞种植与播
３７８

行评估ꎬ慎重选择ꎻ(３) 如出现手术操作困难、出血较
多等情况ꎬ及时增加操作孔或中转开腹ꎬ一切以患者
安全为前提ꎮ 本研究纳入的患者均在此适应证及原

则下进行筛选ꎬ仅 １ 例患者因术中探查后发现病变范

围较大ꎬ中转开腹ꎬ余者均顺利完成手术ꎮ
３.３ 单孔悬吊腔镜手术的禁忌证 与其他腹腔镜
手术禁忌证相似ꎬ包括粘连严重、病变范围大、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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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大等ꎬ操作困难ꎬ单孔手术可能明显增加手术时

题ꎬ因此主流器械多设计有多个弯曲ꎬ这对术者提出

间及麻醉风险ꎮ 悬吊技术的应用可使部分心肺功能

了很大要求ꎬ术者应充分了解器械特点ꎬ充分利用器

差、病变较小的患者受益ꎬ但此类患者多为老年患

械方向ꎬ并可通过弯曲器械与直器械结合降低操作

者ꎬ对切口美观性要求并不高ꎬ因此也限制了此技术

难度ꎮ 特殊设备( 如超声刀等) 多无弯曲设计ꎬ使用

的发展ꎮ 本文报道的患者多为年轻患者ꎬ无 ６０ 岁以
上患者行单孔悬吊腔镜手术的经验ꎮ

３.４

单孔悬吊腔镜手术的技术经验

过程中应注意ꎻ弯曲状的电钩应用更为广泛ꎮ 电钩
的电灼作用可能对卵巢功能产生影响ꎬ因此操作过

我们在施行

程中应格外注意ꎬ并要求扶镜手保证视野清晰ꎬ避免

单孔悬吊腹腔镜妇科手术过程中ꎬ不断优化设备、技

误损伤ꎮ 我中心采用小直径切口套作为入路装置ꎬ

术ꎬ基本形成了一套操作规范及技术要点ꎬ在此进行

对器 械 直 径 的 要 求 降 低ꎬ 间 接 降 低 了 手 术 难 度ꎮ

分享:(１) 切口的选择:仍以脐上缘为宜ꎬ此技术追
求美观效果ꎬ非脐切口会影响美观效果ꎬ如身材十分
矮小的患者ꎬ会造成手术操作空间下降ꎬ增加手术难

(５) 缝合打结:单孔腹腔镜下缝合打结难度较高ꎬ我
们的经验是尽量采用血管夹夹闭血管、腹腔外打结
并推入腹腔抽紧等方式ꎮ

度ꎮ (２) 悬吊:经过尝试ꎬ穿刺钢针以 ２ 根为宜ꎬ既

３.５

穿刺位置基本固定ꎬ为脐下 ２ ｃｍ、脐与耻骨联合连

习曲线长ꎬ手术指征相对局限ꎬ术前需严格把控 [１５] ꎮ

能保证建立足够的腹部空间ꎬ又可减少器械的干扰ꎮ
线中点水平位置ꎮ ( ３) 术中操作视野的建立:此术
式对术者及扶镜手的要求均较高ꎬ扶镜手应经过专

业的培训ꎬ 选 择 ３０° 斜 视 镜ꎬ 可 与 操 作 器 械 形 成 角
度ꎬ方便操作ꎮ 同时扶镜手应注意随时变换镜头角

度ꎬ保证视野清晰ꎬ配合器械操作ꎬ保证手术安全ꎮ

单孔悬吊腹腔镜手术的局限

单孔悬吊腹腔

镜手术操作难度大、视野空间相对局限ꎬ手术团队学
本研究成功完成手术的 ７１ 例患者ꎬ术前评估均为良
性病变ꎬ并通过影像学、妇科检查排除了子宫体积大
于如孕 ３ 月、子宫活动度差、卵巢囊肿>１０ ｃｍ、恶性
风险高的病例 [３] ꎮ

单孔悬吊腹腔镜手术在妇科良性疾病治疗中的

高清晰度的 ５ ｍｍ 腹腔镜较 １０ ｍｍ 腹腔镜优势更

应用是安全、可行、有效的ꎮ 较常规腹腔镜手术具有

作及器械:单孔腹腔镜操作面临操作三角丧失的问

优越性ꎬ建议临床推广ꎮ

大ꎬ可进一步减少对操作器械的干扰ꎮ ( ４) 手术操

切口瘢痕“ 隐形” 、避免 ＣＯ ２ 气腹对机体不良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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