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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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肌松剂应用与否在小儿眼科手术全麻喉罩置入中的比较
郑庆国

张云平

【 摘要】

目的

赵剑辉

秦绪强

郑成林

研究小儿眼科手术麻醉诱导时应用肌松剂对喉罩置入的影响ꎮ 方法

选择眼科患

儿 ６０ 例( 先天性斜视 ４０ 例ꎬ先天性白内障 １０ 例ꎬ先天性青光眼 １０ 例) ꎬ年龄 ２ ~ ８ 岁ꎬ随机分为两组ꎬ每组

３０ 例ꎮ 实验组诱导时给予适量肌松剂( 麻醉中不再追加) 后置入喉罩ꎬ对照组不给予肌松剂ꎮ 记录两组患
儿诱导前( Ｔ０ ) 、诱导后( Ｔ１ ) 的心率及置入喉罩时( Ｔ２ ) 心率变化ꎬ呛咳、体动发生例数ꎮ 分别记录两组术后
呼吸恢复、拔除喉罩时间及拔除后( Ｔ３ ) 的心率ꎮ 结果

两组患儿诱导后心率较诱导前均有明显下降( Ｐ<

０.０５) ꎮ 置入喉罩时实验组患儿生命体征平稳ꎬ无呛咳、体动ꎮ 对照组有 ６ 例出现体动、呛咳ꎬ１ 例出现了

气道痉挛ꎬ需要停止操作追加诱导用药后完成ꎮ 术毕在呼吸恢复拔出喉罩时间上两组无明显差异( Ｐ> ０.

０５) ꎮ 结论

对于小儿眼科手术ꎬ全麻诱导时合用肌松剂可使喉罩置入更顺畅ꎬ且不延长术后苏醒及拔除

喉罩时间ꎬ应用更加安全ꎮ
【 关键词】

喉罩ꎻ

全麻诱导ꎻ

肌松剂ꎻ

眼科手术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ｌａｘａｎｔｓ ｏｎ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ｅｙ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ＺＨＥＮＧ Ｑｉｎｇ － ｇｕ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Ｘｕ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ｕｚｈｏｕꎬ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２１００３ꎬ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ｉｒｗａｙ ( ＬＭＡ )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６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ｉｎｆａｎｔｓ (４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ꎬ１０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ａｎｄ １０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 ꎬａ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２ ｔｏ ８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ꎬ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ꎬ ３０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ＬＭＡ ｗａｓ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Ｎｏｔ ｔｏ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ｇａ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ꎬ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ｄ ｎｏｔ ｇｉｖｅ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ｉｒｗａｙ ( Ｔ０ꎬ Ｔ１ ａｎｄ Ｔ２) . Ｔｏ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ｕ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Ｌ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 Ｔ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０.０５) ꎬ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ＭＡ ｗａ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ｂｌｅꎬｎｏ ｂｕ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ｕ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ｎ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ｉｒｗａｙ ｓｐａｓｍꎬ 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ｔｏｐ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ｒｕｇ ｕｓｅꎬ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ｕｌｌ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Ｍ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ＬＭＡ ｍｏｒｅ ｓｍｏｏｔｈｌｙ. Ａｎｄ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ｗａｋｅ
ｕｐ ａｎｄ ｐｕｌｌ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ＭＡꎬ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ｓａｆｅｌｙ.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ＭＡ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ꎻ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ｌａｘａｎｔꎻ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喉罩因使用方便ꎬ并发症少ꎬ在小儿全麻术中已广泛应
用ꎮ 由于小儿眼科手术用时较短ꎬ加之肌肉松驰要求不高ꎬ出

Ｐ>０.０５ꎬ可以进行比较ꎮ

２.麻醉方法:两组患儿术前常规禁食水ꎬ术前半小时用阿

于对术后苏醒及拔管时间延长的顾虑ꎬ有的麻醉医师在这类

托品 ０.１５ ｍｇ / ｋｇ 肌注ꎮ 入室后监测心电图、心率、血氧饱和

出现呛咳、体动等情况ꎬ致喉罩置入困难ꎬ对位不准ꎮ 本文就

ｋｇ、顺阿曲库胺 ０.１５ ｍｇ / ｋｇꎬ２ ~ ３ ｍｉｎ 后行喉罩置入ꎻ对照组不

手术中多不使用肌松剂 [１] ꎮ 这导致部分患儿在喉罩置入时

肌松剂应用与否两种情况下对喉罩的置入效果进行比较ꎬ现
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６０ 例择期手术 患 儿 ( 先 天 性 斜 视 ４０

例ꎬ先天性白内障 １０ 例ꎬ先天性青光眼 １０ 例) ꎮ 年 龄 ２ ~ ８
岁ꎻ体重 １２ ~ ３５ ｋｇꎬ术前据 ＡＳＡ 评估标准分级为 Ｉ ~ Ⅱ级ꎬ术
前准备充分ꎬ随机分为两组ꎬ每组 ３０ 例ꎮ 实验组在手术前全
麻喉罩置入时应用肌松剂ꎬ对照组不应用肌松剂ꎮ 两组患儿
在年龄、体 重、 手 术 时 间 等 方 面 比 较ꎬ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ꎬ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３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麻醉科

度ꎮ 实验组患者依次缓慢静注丙泊酚 ２ ｍｇ / ｋｇꎬ芬太尼 ２ μｇ /

给予肌松剂ꎬ其余相同ꎮ 喉罩置入成功后听诊双肺ꎬ确定位置
良好并无明显漏气后连接麻醉机机械通气ꎮ 麻醉维持:瑞芬
太尼 ０.４ ~ ０.６ μｇ / ｋｇ / ｍｉｎꎬ丙泊酚 ３ ~ ５ ｍｇ / ｋｇ / ｈ 泵入ꎮ 诱导时
心率降低至 ７０ ~ ８０ 次 / ｍｉｎ 时用阿托品干预ꎬ并适度减慢药物
泵入速度( 需排除手术操作原因) ꎮ 手术结束前约 ５ ｍｉｎ 减浅
麻醉ꎬ术毕停药ꎮ 自主呼吸恢复良好或睁眼后拔除喉罩ꎮ

３.监测 指 标: 分 别 记 录 两 组 患 儿 诱 导 前 ( Ｔ０ ) 、 诱 导 后

( Ｔ１ ) 及置入喉罩时( Ｔ２ ) 的心率( Ｐ) 及 ＳｐＯ２ 及置入喉罩时呛
咳发生情况ꎮ 并记录两组术后呼吸恢复拔除喉罩时间及拔除
后( Ｔ３ ) 的心率ꎮ

４.统计学方法: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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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３３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组内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ꎬ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ꎮ Ｐ< ０.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患儿置入喉罩后的不良反应和阿托品使用情况:

见表 １ꎮ 置入喉罩时实验组患儿生命体征平稳ꎬ无呛咳、体
动ꎮ 对照组有 ６ 例插喉罩时出现呛咳、体动( ２０％) 并伴心率
增快ꎬ需要停止操作追加诱导用药ꎬ其中 ３ 例在此过程中出现
心率减慢给予阿托品纠正ꎬ与实验组比较有明显差异ꎬＰ < ０.

０５ꎮ

表１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气道痉挛

３０

１(３.３３)

３０

０(０.０)

呛咳体动
０(０.０)

６(２０.０)

∗

注:与实验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

３(１０.０)

在不配伍使用肌松药的情况下ꎬ给予同等剂量的诱导用药后
置入喉罩时会有部分患儿出现体动、呛咳等麻醉深度不够的
情况ꎬ导致难以置入ꎬ需要暂停操作ꎬ经再次追加一定量的药
物后方成功ꎮ 而对于这部分患儿ꎬ存在的安全隐患是:由于患
儿体动扭曲、呛咳ꎬ可能导致腹压增高ꎬ引起返流误吸ꎬ严重者
甚至气道痉挛ꎬ气道阻力增大ꎬ难以实施有效通气ꎬ导致缺氧ꎮ
同时这也导致追加用药时推注药物速度较快ꎬ剂量把控不够
精确ꎬ可能导致麻醉过深ꎬ这从对照组有 ３ 例因心率显著下降

而应用阿托品治疗可以侧面反映ꎮ 而使用了肌松药的患儿ꎬ
率的降低亦在可控范围ꎬ多无需使用药物干预ꎬ相关的副反应

阿托品

０(０.０)

够的深度ꎬ以抑制这种反应ꎬ使喉罩顺利置入ꎮ 本研究发现ꎬ

依据之前计算的用量从容诱导ꎬ全都平稳的顺利置入喉罩ꎬ心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及阿托品治疗例数 例( ％)
例数

 ４１３７

没有出现ꎮ 而窒息及返流误吸是应用喉罩时较严重的并发
∗

２.两组患儿诱导后心率及拔除喉罩时间比较:见表 ２ꎮ 置

入喉罩诱导前 Ｔ０ 、诱导后 Ｔ１ ꎬ拔除喉罩后 Ｔ３ 两组心率和 ＳｐＯ２

均无统计学差异ꎬ但实验组诱导后心率较诱导前均有明显下

症ꎮ 窒息的主要原因是喉罩移位ꎬ这有术者在手术中摆动头
面部的因素ꎬ但眼科这类短时手术ꎬ吞咽、体动这类麻醉过浅
导致的动作也是喉罩移位的重要因素ꎮ 而肌肉松弛不完全、
气道阻力大、加之喉罩对气道封闭不完全、气体入胃等则是喉
罩通气时造成胃液返流的重要因素 [５] ꎮ

本研究使用的是苯磺顺阿曲库胺ꎬ是中效非去极化肌松

降ꎬ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Ｐ<０.０５ꎬ而 ＳｐＯ２ 没有变化ꎮ

药ꎬ其通过霍夫曼( Ｈｏｆｍａｎｎ) 的途径降解ꎬ其最终代谢物并没

恢复拔除喉罩时间上两组无明显差异ꎬＰ>０.０５ꎬ心率亦无明显

毕至 Ｔ１ 恢复到 ５％的时间) 为 ２７.５ ｍｉｎ [７] ꎬＭｅａｋｉｎ 等 [８] 的研究

在 Ｔ２ 时间点ꎬ心率与对照组差异显著ꎬＰ<０.０５ꎮ 术毕在呼吸

有神经肌肉的传导阻滞作用 [６] ꎮ 其阻滞维持时间( 肌松药注

喉罩是喉上通气气道ꎬ插入后位于声门上咽喉部ꎬ

给出其恢复指数( Ｔ１ 从 ２５％恢复至 ７５％ 的时间) 在 ２－８ＥＤ９５

不经过声门ꎬ不进入气管ꎬ故患者气道反应轻ꎬ依从性较好ꎮ

及年龄等无关ꎮ 本研究由于只在诱导中使用ꎬ而从药物注入

差异ꎬＰ>０.０５ꎮ
讨论

Ｒｅｉｓｓｍａｎｎ 等 [２] 研究显示ꎬ喉罩管径较气管导管粗ꎬ长度较其
短ꎬ通气时气道阻力较低ꎬ为气管导管的 １ / ６ ~ １ / ２ꎬ由此ꎬ其在

临床中适用范围越来越广ꎬ在很多全麻手术中取代了气管导
管ꎮ
虽然眼科手术行喉罩通气麻醉时ꎬ在诱导及维持均不使

用肌松药的情况下也多能取得满意效果 [３￣４] ꎬ但作者通过一
段时间的应用发现ꎬ这种麻醉诱导方式似有讨论的空间ꎮ 尽
管这类手术对肌肉松弛要求低ꎬ但与其他人群比较ꎬ小儿在使
用喉罩尤其是喉罩置入过程中更易发生气道高反应ꎬ出现呼
吸暂停ꎬ憋气呛咳等现象 [５] ꎬ因此就要求在麻醉诱导时有足
表２
Ｔ０

组别

实验组( ｎ ＝ ３０)

[３]

出现自主呼吸、睁眼后ꎬ潮气量呼吸频率可很快达到拔管条
件ꎬ此时即可拔出喉罩ꎬ且无需吸痰等清理动作ꎬ减少不必要
的气道刺激ꎮ
总之ꎬ在小儿眼科手术全麻诱导插入喉罩时ꎬ辅以单次给
予一定量肌松药ꎬ能更顺畅的插入喉罩ꎬ并能在一段时间内保
持足够的麻醉深度ꎬ有利于手术的安全平稳进行ꎬ术后苏醒及
拔管时间并不延长ꎮ 从而有效规避一些喉罩置入时的意外和
并发症ꎬ使麻醉管理更简单ꎬ是较适宜于小儿特别是眼科手术
喉罩麻醉的诱导方式ꎮ

两组患儿各时间点心率、ＳｐＯ２ 变化及拔除喉罩时间比较( ｘ
±ｓ)
Ｔ１

Ｔ２

Ｔ３

１２０.７±６.７

１０１.５±７.４

９８.６±７.１

１０２.４±７.２

心率( 次 / ｍｉｎ)
ＳｐＯ ２( ％)

１２２.５±６.４

１００.７±６.９

１２１.７±６.８ ∗
９７±２

１０６.７±７.７

９８±２

注:与实验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２]

到手术结束通常在 ４０ ｍｉｎ 以上ꎬ故患者通常较彻底苏醒ꎬ在

心率( 次 / ｍｉｎ)
ＳｐＯ ２( ％)

对照组( ｎ ＝ ３０)

[１]

时为 １２.６ ~ １４.３ ｍｉｎꎬ且与患者的肝肾功能、应用剂量、性别以

参

考

９８±２

文

９９±１
９９±１

献

张永慧.喉罩联合无肌松药全麻在外科短小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 Ｊ] .中国实用医药ꎬ２０１６ꎬ１１(１１) :１５５￣１５６.
Ｒｅｉｓｓｍａｎｎ Ｈꎬ Ｐｏｔｈｍａｎｎ Ｗꎬ Ｆｕｌｌｅｋｒｕｇ Ｂꎬ ｅｔ ａ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ｉ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ｔｕｂｅ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Ｂｒ Ｊ Ａｎａｅｓｔｈꎬ２０００ꎬ８５:４１０￣４１６.
林斌.不同全麻小儿眼科手术中喉罩应用效果的比较[ Ｊ] . 浙江
医学ꎬ２００４ꎬ２６(９) :６９９￣７００.

９９±１

[４]
[５]
[６]
[７]

９９±１

拔除喉罩时间( ｍｉｎ)
７.１±１.４
６.８±１.６

９９±１

王玉建ꎬ贺伟忠.喉罩联合无肌松全麻在儿科短小手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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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开腹手术与腹腔镜手术治疗腹腔粘连的效果
黄建卿
【 摘要】

目的

分析开腹手术与腹腔镜手术治疗腹腔粘连的临床效果ꎮ 方法

将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０ 例腹腔粘连患者均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ꎬ每组 ５０ 例ꎮ 对照组行开腹手术治疗ꎬ实验组行
腹腔镜手术治疗ꎮ 观察两组手术过程及术后情况ꎬ统计并发症发生率ꎮ 结果

实验组手术用时以及住院

时间更短ꎬ术中出血量更少ꎬ术后肠蠕动恢复时间和首次排气时间更早ꎬ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４.０％ꎬ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１８.０％(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在符合手

术适应症并遵循操作原则的基础上ꎬ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术用于治疗腹腔粘连效果满意ꎬ且术后较少并发
症ꎬ有利于患者快速康复ꎮ
【 关键词】

腹腔粘连ꎻ

开腹手术ꎻ

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术ꎻ

效果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ｐｅ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 － ｑ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ꎬ Ｓｈｉｊｉ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ꎬ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５２３２９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ｐｅ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０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ꎬ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ꎬ ５０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ꎬ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ｅｒｉｓｔａｌｓｉ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ｔｉｍｅ ｗｅｒｅ ｅａｒｌｉｅｒꎬ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４. ０％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ｆ １８.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ｌｙ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ꎬ ｉｔ ｗｉｌｌ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ｅｓ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ꎻ Ｏｐｅ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ꎻ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ｌｙｓｉｓꎻ Ｅｆｆｅｃｔ
腹腔粘连多发于腹部手术后ꎬ患者既往腹部手术次数越
多ꎬ腹腔粘连越严重

[１]

ꎮ 以往临床多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治疗

腹腔粘连ꎬ近年来随着腹腔镜微创术式的发展ꎬ腹腔镜粘连松
解术开始在腹腔粘连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ꎮ 本文主要探讨分
析开腹手术与腹腔镜手术治疗腹腔粘连的临床效果ꎬ希望为
临床治疗工作提供一定参考ꎮ 现作如下报道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我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收治的

１００ 例腹腔粘连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ꎬ按照奇偶数字法将其

均分为对照组(５０ 例) 与实验组( ５０ 例) :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２７ 例ꎬ女性患者 ２３ 例ꎻ年龄最小 ３１ 岁ꎬ最大 ５８ 岁ꎬ平均年龄
(４５.４±３.９) 岁ꎮ 实验组男性患者 ２５ 例ꎬ女性患者 ２５ 例ꎻ年龄
最小 ２７ 岁ꎬ最大 ５４ 岁ꎬ平均年龄(４４.９±２.７) 岁ꎮ 本次研究通
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ꎬ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ꎬ两组病

例的年龄、性别、等基线资料分布均衡ꎬ差异具有可比性( Ｐ>

０.０５) ꎮ 纳入标准 [２] :①既往腹部手术史ꎻ②病情明确诊断为

粘连性肠梗阻ꎻ③Ｘ 线片检查可见小肠液气平面ꎮ 排除标准:
①绞窄性肠梗阻ꎻ②肠梗阻术后 ６ 月的患者ꎻ③腹腔肿瘤患
者ꎮ

２.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开腹术式行肠粘连松解术ꎻ实验

组行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术:全麻后结合原切口部位、腹部立位
平片确定粘连位置ꎬ于脐平面与原切口相距 ５.０ ｃｍ 处做一切

口作为观察孔ꎬ长度为 １ ｃｍꎬ气腹压力维持在 １０ ~ １５ ｍｍＨｇꎬ
将粘连处抬高使肠管下坠ꎬ然后置镜探查患者腹腔ꎬ结合探查

结果评估黏连程度和范围ꎬ然后选择辅助孔以及操作孔位置ꎮ
术中注意保护肠管ꎬ牵拉粘连组织至一定张力程度后分离ꎬ分
开导致梗阻的粘连即可ꎮ 束带粘连引起的梗阻应将束带切
除ꎻ肠管和肠管之间的粘连采用分离剪予以分离ꎻ腹壁和小
肠、网膜和腹壁粘连者采用电钩分离ꎮ 术后严格冲洗创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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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ꎬ取透明质酸钠涂抹切口ꎬ以免再度发生粘连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