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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脾切除术联合自体血回输治疗外伤性脾破裂
的临床体会
贾守洪ꎬ鲁

旭ꎬ毛熙贤ꎬ彭

彬ꎬ付

( 四川大学华西广安医院ꎬ广安市人民医院ꎬ四川
【 摘要】

裕
广安ꎬ６３８０００)

目的:探讨腹腔镜脾切除术( ＬＳ) 联合术中自体血回输治疗外伤性脾破裂的安全性与可行性ꎮ 方法:回顾分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行 ＬＳ 联合术中自体血回输治疗 ３８ 例Ⅱ级以上外伤性脾破裂患者的临床资料ꎬ分析术中自体血回
输量、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情况ꎮ 结果:３８ 例患者中Ⅱ级损伤 ６ 例(１５.８％) ꎬⅢ级损伤 ２５ 例( ６５.８％) ꎬⅣ级
损伤 ７ 例(１８.４％) ꎮ ３７ 例获得成功ꎬ１ 例中转开腹ꎮ 自体血回输 ３８ 例(１００％) ꎬ术中自体血回输量平均( １ ２６０±３３５) ｍＬꎬ手术

时间平均(１３５±５０) ｍｉｎꎬ术后平均住院(１０±５) ｄꎮ 术后未出现大出血、胰瘘等严重并发症ꎬ仅 １ 例术后少量出血ꎬ经引流对症治
疗后痊愈出院ꎮ 结论:ＬＳ 联合自体血回输是治疗血流动力学稳定的外伤性脾破裂患者的有效措施ꎬ是安全、可靠的ꎬ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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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腹部闭合性损伤中ꎬ脾脏破裂出血发生率逐

年增加ꎬ占腹部外伤的 ２０％ ~ ４０％ꎮ 由于脾脏血供

裂分为 ４ 级ꎮ Ⅰ级脾损伤大部分可通过严密监测生
命特征变化、血流动力学检测、血管介入栓塞等非脾

丰富、质地脆弱ꎬ一旦受损出血剧烈ꎬ不及时救治容

脏切除手术治疗方法获得治愈 [２￣３] ꎬ但Ⅱ级 ~ Ⅳ级脾

断与治疗ꎬ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于第六届全国脾

年 Ｄｅｌａｉｔｒｅ 等 [４] 首先报道了腹腔镜脾切除术( ｌａｐａｒｏ￣

易发生生命危险 [１] ꎮ 为规范全国脾外伤的临床诊
脏外科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０ 年ꎬ天津) 上将外伤性脾破

脏破裂需行脾脏修补或切除术才能痊愈ꎮ 自 １９９１

ｓｃｏｐｉｃ ｓｐｌｅｎｅｃｔｏｍｙꎬＬＳ) 以来ꎬ随着手术经验的积累

作者简介:贾守洪(１９７６—) 男ꎬ四川大学华西广安医院( 广安市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ꎬ主要从事肝胆外科的研
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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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我院对 ３８ 例Ⅱ级以上外伤性脾破裂患者采用 ＬＳ

联合自体血回输治疗ꎬ效果良好ꎬ未出现严重并发
症ꎮ 现将体会报道如下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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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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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手术器械的问世ꎬＬＳ 已逐渐成为外科治疗各类
脾脏疾病的首选方式

外

本 组 ３８ 例 患 者 中 男 ２９ 例ꎬ 女 ９ 例ꎻ１７ ~

６８ 岁ꎬ平均(４９.３±８.５) 岁ꎮ 致伤原因:车祸伤 ３２ 例ꎬ高处坠
落伤 ４ 例ꎬ斗殴伤 ２ 例ꎮ 均为闭合性损伤ꎬ有明确腹部外伤
史ꎮ 均有腹部疼痛临床表现ꎬ以左上腹胀痛为著ꎮ 结合病史
及腹部超声、ＣＴ、诊断性腹腔穿刺确诊为脾破裂、腹腔积液ꎮ
本组 １５ 例患者术前血压正常ꎬ血流动力学相对稳定ꎬ２３ 例
经积极抗休克治疗后血流动力学基本稳定ꎬ血压正常ꎮ ６ 例
合并左侧肋骨骨折ꎬ本组病例无其他严重合并伤ꎮ 术前超
声、ＣＴ 等检查充分预估脾破裂分级、腹腔积血情况ꎬ并判断
有无严重的合并伤ꎬ决定手术方案ꎻ通过血流动力学检查监

Ｖｏｌ.２４ꎬ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９

均(１３５±５０) ｍｉｎꎬ平均住院( １０ ± ５) ｄꎮ 术后患者恢
复良好ꎬ疼痛轻微ꎬ无死亡病例及胰瘘、大出血、切口
感染等严 重 并 发 症 发 生ꎬ 其 中 １ 例 术 后 少 量 出 血

( 约 ４５０ ｍＬ) ꎬ经脾动脉介入栓塞、引流、对症处理痊
愈出院ꎮ

３

讨

论

外伤性脾破裂是腹部闭合伤最常见的急危重

症ꎬ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ꎬ主要与交通事故的发
生率增加有关ꎮ 脾脏损伤一般出血较多ꎬ严重危及
患者生命ꎬ治疗必须遵循“ 保命第一、保脾第二” 的
基本原则ꎮ 近年随着腹腔镜器械及手术技术的不断
完善与成熟ꎬＬＳ 已广泛用于治疗外伤性脾破裂ꎬ与
传统开腹脾切除术相比ꎬＬＳ 具有创伤小、切口不易

感染、住院时间短、术后疼痛轻、康复快等优势 [８] ꎮ
近年ꎬ腹腔镜保留脾脏手术也获得了开展ꎬ但主要针

测生命体征是否稳定ꎮ

对轻度脾脏损伤患者ꎬ腹腔镜下可局部使用止血材

１.２

料、电外科止血或缝合修补ꎮ 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

手术方法

本组均采用气管插管全麻ꎬ患者取头高脚

低 １５° ~ ３０°、左侧躯体抬高 ３０° ~ ４５°仰卧位ꎮ 采用四孔法入

腹ꎮ 经脐下缘切口建立气腹ꎬ穿刺 １０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 观察孔) ꎬ
剑突下偏左侧穿刺 ５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 副操作孔) ꎬ左锁骨中线肋
缘下 ５ ｃｍ 处穿刺 １２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 主操作孔) ꎬ左腋前线肋缘
下脾脏下缘或平脐水平穿刺 ５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 辅助孔) ꎬ必要时
根据脾脏大小ꎬ以脾脏为中心呈扇形分布ꎬ调整各操作孔位
置ꎮ 腹腔镜探查了解脏器受损、腹腔积血、有无肠液及胆汁
等情况ꎮ 如无胃肠液及胆汁漏出ꎬ根据腹腔积血情况变换体
位ꎬ采集吸尽腹腔积血并用血液回收机洗涤离心后进行自体
血回输ꎮ 方法一:显露脾脏后用超声刀松解结肠脾曲ꎬ分离
脾结肠韧带ꎬ显露脾脏下极ꎬ用无损伤肠钳将胃体向右侧牵
拉ꎬ用超声刀或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 离断胃结肠韧带、胃脾韧带中下段ꎬ
充分暴露胰腺体尾部及脾门ꎬ于胰腺上缘分离、结扎脾动脉
主干ꎬ紧靠脾门分离切开脾蒂浆膜层ꎬ将脾脏向上托起ꎬ分离
脾肾韧带、脾膈韧带ꎬ充分游离脾蒂后采用一级脾蒂离断法
用直线切割闭合器切断脾蒂ꎮ 游离脾动脉主干困难时可不
必先结扎脾动脉主干ꎮ 方法二ꎻ可由下向上、前后结合分离
脾周韧带后采用二级脾蒂离断法 [６￣７] ꎬ用 Ｈｅｍ￣ｏ￣ｌｏｋ 血管夹
逐根结扎切断脾脏下极、上极动静脉ꎬ切除脾脏ꎮ 脾脏装入

除术风险较大ꎬ主要顾虑是术后再次大出血ꎬ我院考
虑这些因素暂未行腹腔镜急诊脾脏部分切除术ꎮ 本
组 ３８ 例患者中 ３７ 例 ＬＳ 获得成功ꎬ患者术后疼痛
轻ꎬ无切口感染发生ꎬ愈后良好ꎬ未出现严重并发症
及死亡病例ꎮ

３.１

外伤性脾破裂行 ＬＳ 的适应证

为保证外伤性

脾破裂行 ＬＳ 的安全性ꎬ有效降低手术风险ꎬ笔者认
为外伤性脾破裂行 ＬＳ 的适应证包括: ( １) 术前超
声、ＣＴ 等辅助检查明确诊断为脾破裂、腹腔明显积
血ꎬ需手术治疗ꎻ( ２) 术前血流动力学稳定ꎬ或经补
液、输血等治疗后可维持血流动力学平稳ꎻ(３) 无严
重的胸部外伤、脊柱、骨盆、四肢骨折等复合伤ꎬ不影
响术中体位的选择及变换ꎻ(４) 迟发性脾破裂ꎻ( ５)

无其他器官、系统的严重并发症及手术禁忌证ꎮ 存
在门静脉高压巨脾ꎬ腹腔粘连重ꎬ血流动力学不稳
定ꎬ术前考虑有胰腺、肝脏严重损伤及胃肠损伤腹腔
污染较重等情况的患者ꎬ不适合行腹腔镜手术ꎻ或术

标本袋ꎬ扩大腋前线戳孔约 ３ ｃｍꎬ将脾脏钳碎后取出ꎮ 缝合

中发现上述情况后应及时中转开腹ꎮ 本组 １ 例患者

窝、盆腔放置引流管 １ 根ꎮ

时中转开腹ꎮ

此切口重新建立气腹ꎬ冲洗腹腔ꎬ检查脾床无出血ꎬ分别于脾

２

结

果

本组 ３８ 例脾破裂患者术后诊断Ⅱ级损伤 ６ 例

(１５.８％) ꎬⅢ级损伤 ２５ 例( ６５.８％) ꎬⅣ级损伤 ７ 例
(１８.４％) ꎮ ３７ 例成功完成 ＬＳꎬ１ 例因脾脏较大、脾
周腹腔粘连较重分离困难中转开腹ꎮ 术中自体血回
输 ３８ 例(１００％) ꎬ采用自体血液回输系统离心洗涤

后自体血回输量平均(１ ２６０ ± ３３５) ｍＬꎬ手术时间平

因脾脏较大、上腹腔粘连重ꎬ脾脏显露困难ꎬ术中及
３.２

３.２.１

手术方法与技巧

脾破裂行 ＬＳ 的关键技术

及时、有效控制

脾脏出血ꎬ以便术中保持术野清晰ꎬ从容操作ꎮ 我们
一般在吸尽腹腔积血、脾窝游离血凝块活动性出血
不多ꎬ不影响术者操作时ꎬ尽量不触动脾脏裂口处血
凝块ꎻ对于有活动性出血的破裂处ꎬ可用纱布条压迫

止血ꎮ 首先用超声刀或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 打开胃结肠韧带ꎬ
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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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２０１９

沿胰腺上缘解剖显露脾动脉ꎬ用 Ｈｅｍ￣ｏ￣ｌｏｋ 血管夹

红细胞ꎬ而白细胞、血小板、纤维蛋白原等凝血因子

术视野清晰ꎮ 对于脾脏出血不剧烈或脾动脉主干解

离子含量较异体血更符合患者的生理要求ꎬ血红蛋

夹闭脾动脉ꎬ阻断脾动脉ꎬ减少术中脾脏出血ꎬ使手

相对较少ꎮ 沈社良等 [１１] 的研究表明ꎬ自体血 ｐＨ、钾

剖困难的患者ꎬ可先不游离结扎脾动脉主干ꎬ以缩短

白含量更高ꎬ且红细胞携氧能力更强ꎬ在降低输血性

手术时间ꎬ减少术中脾脏出血ꎮ

传染病感染风险的同时ꎬ有助于患者早期恢复ꎮ 吴

３.２.２

脾蒂的游离与处理

这是 ＬＳ 的重点与难

亚等 [１２] 认为ꎬ 回输经血液回收机全程处理血较少

点ꎮ 我们采用由下向上、前后结合、脾抬举技术 [９]

时ꎬ术中患者的凝血功能可保持正常ꎬ原因在于血小

分离脾脏周围韧带ꎬ既安全ꎬ视野又开阔ꎮ 在切断脾

板数量虽然减少ꎬ但功能基本正常ꎬ且血小板、纤维

胃韧带分离脾下极时ꎬ助手用无损伤钳或吸引器轻

蛋白原及其他凝血因子丢失亦在安全范围内ꎮ 进一

轻上抬脾脏ꎬ使脾周韧带保持一定张力ꎬ在张力状态
下用超声刀或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 由后侧分离脾肾韧带、脾膈
韧带、胰尾间疏松组织ꎬ至脾上极的游离ꎮ 托起脾
脏ꎬ用直线切割闭合器靠脾门采用一级脾蒂离断法
离断脾蒂ꎮ 检查脾蒂断端有无出血ꎬ可用血管缝线
连续缝合ꎮ 脾蒂较肥厚的患者ꎬ尽量切除脾门脂肪
组织后用切割闭合器紧贴脾门离断ꎬ这样能减少对
胰尾的损伤且结扎牢固ꎮ 如果脾脏较大抬举困难ꎬ
直接由下向上采用二级脾蒂离断法用 Ｈｅｍ￣ｏ￣ｌｏｋ 血

步的研究认为ꎬ回收血量>３ ０００ ｍＬ 时ꎬ需同时补充
血小板与凝血因子ꎬ以免发生凝血功能障碍ꎬ造成术
后大量渗血 [１３￣１４] ꎮ 因此术后需常规监测血小板、凝
血功能情况ꎬ及时处理术后出血并发症ꎮ 腹腔积血
被消化液污染ꎬ是自体输血的禁忌证ꎮ 本组 ３８ 例患
者自体血回输量平均(１ ２６０ ± ３３５) ｍＬꎬ患者均未输
异体 血ꎬ 术 后 第 １ 天 外 周 血 平 均 血 红 蛋 白 约

８.９ ｇ / Ｌꎬ凝血功能基本正常ꎮ 对于腹腔积血的采集
回收ꎬ我们主要通过术中变换体位将血液集聚于脾

管夹逐根结扎切断脾脏下极、上极脾动静脉ꎬ至脾切

肾间隙、肝肾间隙、盆腔后采集ꎬ必要时通过适量的

除ꎮ 此方法花费较少ꎬ患者经济负担小ꎮ 两种方法

生理盐水冲洗腹、盆腔后采集ꎬ以尽量减少血液丢

各有优势ꎬ应根据术者习惯及术中情况决定ꎮ

失ꎮ 术中自体血回输对有效缓解血源紧张意义重

３.２.３

重视术后脾窝、盆腔间隙的引流

外伤性脾

破裂行 ＬＳ 后应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ꎬ以便观察渗

大ꎬ值得推广应用ꎮ
综上所述ꎬＬＳ 具有微创的优点ꎬ严格掌握急诊

血、渗液情况及有无胰瘘ꎬ降低腹腔感染的发生率ꎬ

ＬＳ 的适应证ꎬ采用熟练的手术技巧、恰当的脾蒂离

３.３

联合术中自体血回输是抢救血流动力学稳定的外伤

观察 ２ ~ ３ ｄ 无异常后拔除ꎮ
重视术中自体血回输

自体血回输减少了血

断方法及术中自体血回输ꎬ可有效少血液丢失ꎮ ＬＳ

液的丢失ꎮ 术中用血液回收机采集回收腹腔积血并

性脾破裂患者的有效治疗措施ꎬ安全、可行ꎬ值得临

离心洗涤后回输ꎬ自体血回输能有效减少血液丢失ꎬ

床推广ꎮ

且输血是安全、有效的

[１０]

ꎮ 回输血中的主要成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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