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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不同方式胸腔镜肺癌手术应用于早期肺癌的临床疗效
赖海银

曹成章

【 摘要】

目的

陈梦君
探析不同电视辅助胸腔镜( ＶＡＴＳ) 肺段切除术应用于早期肺癌临床效果及对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影响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本院收治的行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的

１５２ 例早期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ꎬ根据选择术式差异分为观察组(７２ 例) 和对照组(８０ 例) ꎮ 对照组实施多
孔 ＶＡＴＳ 肺段切除术ꎬ观察组实施单孔 ＶＡＴＳ 肺段切除术ꎮ 对比两组围手术期疗效及质量指标、预后质量
( 肺癌治疗功能性量表( ＦＡｃＴ－Ｌ) )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疼痛程度( 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 ) ꎮ 结果

观察组

住院时间、术后 １ 天、３ 天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５) ꎬ而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５) ꎻ两组
治疗前 ＦＡｃＴ－Ｌ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 ꎬ治疗后两组 ＦＡｃＴ－Ｌ 评分均明显升高ꎬ且观察组 ＦＡｃＴ－Ｌ 评
分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单孔 ＶＡＴＳ 肺段切除术应用于早期肺癌临床效果显著ꎬ具有与多孔 ＶＡＴＳ

肺段切除术相当的淋巴结清扫效果及较少并发症发生率ꎬ可有效改善术后疼痛评分ꎬ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及
康复效率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 关键词】
后并发症

单孔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４.２

[ 文献标识码] Ａ

多孔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ꎻ

早期肺癌ꎻ

临床效果ꎻ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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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ｄｅｏ－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ａｉ Ｈａｉｙｉｎꎬ Ｃａｏ 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Ｍｅｎｇｊ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ｅｓ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Ｌｏｎｇｙａｎ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ｕｊ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ＬｏｎｇｙａｎꎬＦｕｊｉａｎꎬ３６４０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ｎ ＭｅｎｇｊｕｎꎬＥｍａｉｌ:４５４３４３１８０＠ ｑｑ.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ｄｅｏ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 ＶＡＴ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５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ｅｒｅ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ｃｔｏｍｙ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ａ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 ７２ ｃａｓｅｓ )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８０ ｃａｓｅｓ ) .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 － ｈｏｌｅ ＶＡＴ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ｃｔｏｍ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ｓｉｎｇｌｅ － ｈｏｌｅ ＶＡＴ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ｃｔｏｍ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ｌｕｎｇꎬＦＡｃＴ
－Ｌ) ꎬ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 ｓｃａｌｅꎬＶＡ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ꎬａｎｄ ｐａｉｎ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ｔ １ｓｔｄａｙ ａｎｄ ３ｒｄ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 ０.０５) ꎬｈｏｗｅｖｅｒꎬ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ｅｒ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ＦＡｃＴ－ｌ ｓｃｏ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０.０５) .ＦＡｃＴ－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ａｎｄ ＦＡｃＴ－ｌ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 < ０. ０５ )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ｉｎｇｌｅ － ｈｏｌｅ ＶＡＴ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ｃｔｏｍ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ｓ ｍｕｌｔｉ － ｈｏｌｅ ＶＡＴ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ｃｔｏｍｙ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ｉｎ ｓｃｏｒｅｓꎬ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ꎬ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ｉｎｇｌｅ － ｈｏｌｅ ｖｉｄｅｏ －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 ｌｏｗ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ｃｔｏｍｙꎻ Ｐｏｒｏｕｓ ｖｉｄｅｏ －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 ｌｏｗ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ｃｔｏｍｙꎻ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ꎻ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ꎻ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肺癌全称为原发性支气管肺癌ꎬ其发病率、死亡
率极高ꎮ 相关研究报道ꎬ２０２０ 年全球肺癌新发病例
约为 ２２０ 万例ꎬ位居癌症患人数第二ꎬ死亡病例 １８０
万例ꎬ位居癌症死亡人数第一 [１] ꎮ 我国学者报道 [２] 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肺癌人数出现逐年增长趋势ꎬ且女性
及非吸烟人群患肺癌率出现增长趋势ꎻ此外早期肺
作者单位:３６４０００ 福建龙岩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龙岩市第一医
院) 胸外科

通信作者:陈梦君ꎬＥｍａｉｌ:４５４３４３１８０＠ ｑｑ.ｃｏｍ

癌占比逐渐提高ꎬ晚期肺癌占比逐渐降低ꎮ 由于早
期肺癌患者多无明显症状ꎬ多数患者出现特异性症
状并就诊时疾病已经进展为晚期ꎬ因此肺癌患者整
体生存率不高 [３￣４] ꎮ 早期肺癌是一种可采用手术治
疗实现治愈肿瘤疾病ꎬ有研究 [５] 显示ꎬ仅接受手术治
疗患者中近 ５０％的患者 ５ 年内会出现疾病复发或转
移ꎬ继而导致手术治疗失败ꎬ而早期肺癌患者预后及
手术效果明显高于晚期肺癌患者ꎬ因此为了提高手
术治疗效果及预后质量ꎬ有必要加强对早期肺癌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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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研究ꎮ 近年来电视辅助胸腔镜( ＶＡＴＳ) 逐渐广泛
应用于临床肺癌治疗中ꎬＶＡＴＳ 的疗效逐渐获得临床
认可 [６] ꎮ ＶＡＴＳ 是一种微创术式ꎬ其操作流程为于微
型电视( 腹腔镜) 辅助下采用手术工具将胸壁上一个
或多个小切口插入胸腔ꎮ 该手术具有精准化、创伤
小等优势ꎬ多孔 ＶＡＴＳ 为常用策略ꎬ虽然该策略具有
良好疗效ꎬ但并发症风险较高ꎬ且不利于患者术后快
速康复ꎮ 随着 ＶＡＴＳ 技术的发展ꎬ微创理念也逐渐被
落实ꎬ切口数量逐渐向着单孔发展ꎮ 诸多研究对单
孔 ＶＡＴＳ 疗效展开深入研究ꎬ证实单孔 ＶＡＴＳ 具有良
好效果ꎬ可以减少手术创伤ꎬ更符合微创理念ꎬ但手
术难度操作较大ꎬ对操作医师技术要求较高 [７￣９] ꎮ 目
前国内 仍 以 多 孔 ＶＡＴＳ 为 主ꎬ 尚 未 明 确 规 范 单 孔
ＶＡＴＳ 手术操作ꎬ且目前国内对单孔在早期肺癌中应
用研究报道相对较少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将对单孔、多
孔 ＶＡＴＳ 肺段切除术应用于早期肺癌临床效果进行
分析ꎬ旨在对比两种术式疗效ꎬ为患者选择最适宜手
术提供指导意见ꎬ提高早期肺癌治疗水平ꎮ 现报道
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本院收治的行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的 １５２ 例早
期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ꎬ根据选择术式差异分为观
察组( 单孔ꎬ７２ 例) 和对照组( 多孔ꎬ８０ 例) 两组ꎮ 本
研究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诊断标准:参照« 中
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 ( ２０１８ 版) » [１０] 诊断标
准:患者表现出咳嗽、咳痰、咯血症状或无特异性临
床表现ꎬ经胸部 ＣＴ 等技术证实存在明确病变部位ꎬ
且 ＴＮＭ 分期Ⅰ￣Ⅱ期ꎮ 纳入标准:( １) 符合上述早期
肺癌诊断标准者ꎻ(２) 符合单孔或多孔 ＶＡＴＳ 手术适
应症ꎻ(３) 患者及家属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
准:(１) 合并其他类型恶性肿瘤或存在严重脏器病
变、呼吸衰竭等并发症者ꎻ( ２) 中途转开胸手术治疗
或肿瘤转移者ꎻ(３) 既往有胸部手术史或存在胸腔内
部黏连ꎮ
２.方法:对照组实施多孔 ＶＡＴＳꎬ主操作孔选择腋
前线 至 腋 中 线 间 第 ４￣５ 肋 间 作 一 切 口 ( 长 度 约 为
３ ｃｍ) ꎬ副操作孔选择肩胛线第 ７、８ 肋间作一切口
( 长度约为 １ ｃｍ) ꎬ观察孔选择腋中线的第 ７ 肋间作
一切口( 长度约为 １ ｃｍ) ꎮ 观察组实施单孔 ＶＡＴＳꎬ仅
保留上述操作中主操作孔ꎬ切口长度约为 ４ ｃｍꎬ且胸
腔镜观察及手术操作均于单孔内完成ꎮ 胸腔镜手术
操作如下:于胸腔镜( Ｓｔｏｒｚ １０ ｍｍ ３０°镜头) 辅助下探
查胸腔病灶部位ꎬ采用电凝钩、超声刀及高频电刀对
肺组织的静动脉、支气管进行游离操作ꎬ对于深部结
节进行根治性肺段切除术操作ꎮ 按照肺静脉、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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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顺序进行切除操作ꎬ清扫范围:右侧肺癌选择
２Ｒ、３Ａ、４Ｒ、７￣１１ 组淋巴结ꎬ左侧肺癌选择 ５￣１１ 组淋
巴结ꎮ 术毕采用无菌蒸馏水对胸腔进行冲洗ꎬ观察
是否存在漏气现象ꎬ并留置引流管ꎬ直到患者双肺复
张恢复良好方可拔除胸管ꎮ 见图 １ꎮ

图１

胸腔镜单孔、多孔对比图

３.观察指标:比较两组围手术期疗效及质量指
标:记录两组手术、住院时间、淋巴结清扫数量、术中
出血量ꎮ ( １) 预后质量: 采用肺癌治疗功能性量表
( ＦＡｃＴ －Ｌ) 评估患者术后 １ 月生存质量ꎬ量表包括身
体状况(７ 个条目) 、社交 / 家庭状态(７ 个条目) 、情感
状况(６ 个条目) 、功能状况( ７ 个条目) 、肺癌特异症
状(９ 个条目) ꎬ每个项目为 ０￣４ 分ꎬ 总分范围 ０￣１４４
分ꎬ分数越高表明预后生存质量越高ꎮ (２) 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统计术后并发症事件发生率ꎬ包括胸膜腔
积液、肺不张、心律失常、肺动脉栓塞等事件ꎮ (３) 术
后疼痛程度:记录术前、术后 １ 天、３ 天疼痛评分ꎬ采
用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 评估ꎬ由患者主观自评ꎬ０￣１０
分ꎬ分数越高表明疼痛程度越高ꎮ
４.统计学处理:将早期肺癌数据纳入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软件中进行分析ꎬ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并
以( ｘ
±ｓ) 表示围手术期疗效及质量指标、预后质量、
疼痛程度ꎻ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ꎬ并以率( ％) 表示
并发症发生率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早期肺癌患者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临
床资料( 性别、 年龄、 肿瘤直径、 分期、 切除部位) 比
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２.两组围手术期疗效及质量指标比较:两组术中
出血量以及淋巴结清扫数量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 ꎬ而观察组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ꎬ而
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３.两组预后质量比较:两组治疗前 ＦＡｃＴ － Ｌ 评分
比较ꎬ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Ｐ > ０. ０５ ) ꎻ 治 疗 后 两 组
ＦＡｃＴ －Ｌ 评分均明显升高ꎬ且观察组 ＦＡｃＴ － Ｌ 评分高
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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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７２)

两组早期肺癌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男 / 女( ｎ)

年龄( ｘ
±ｓꎬ岁)

肿瘤直径( ｘ
±ｓꎬｃｍ)

ＴＮＭ 分期( Ⅰ期 / Ⅱ期) ( ｎ)

肺段切除部位( 左肺 / 右肺) ( ｎ)

４６ / ３４

５９.３２±２.６４

１.７９±０.２０

４９ / ３１

２８ / ５２

４１ / ３１

对照组( ｎ ＝ ８０)
χ２ / ｔ 值

５９.４７±２.５６

０.００５

１.７８±０.２２

０.３５５

０.９４５

Ｐ值

０.２９４

０.７２３

０.７７０

两组围手术期疗效及质量指标比较( ｘ
±ｓ)

表２

手术时间

组别

住院时间

( ｍｉｎ)

( ｄ)

淋巴结清扫 术中出血
量( ｍｌ)

数量( 个)

观察组( ｎ ＝ ７２) １８７.２４±３５.６３ １６.１１±４.２５ ２１.３４±５.４６ ８２.４５±１２.１４
对照组( ｎ ＝ ８０) １８３.４５±３２.２７ １８.４８±５.１３ ２１.７８±５.１１ ８３.４７±１１.０７
２.５０４

ｔ值

３.０８２

０.０１３

Ｐ值

０.５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５１３

０.６０９

０.５８９

两组预后质量比较( ｘ
±ｓꎬ分)

表３
组别

情感状况

功能状况

观察组( ｎ ＝ ７２)

６８.２７±７.３５

９２.５８±１０.１７

ｔ值

０.９９２

５.３２８

对照组( ｎ ＝ ８０)

６７.１１±７.０６

８４.１４±９.３６

０.３２３

Ｐ值

０.００１

４.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两组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分别为 ４.１７％、５.００％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４ꎮ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ｎ( ％) ]

表４

胸膜腔

组别

积液

观察组( ｎ ＝ ７２) １(１.３９)
对照组( ｎ ＝ ８０) １(１.２５)
χ２

值

肺不张

心律

肺动脉

失常

栓塞

发生率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９) ０(０.００)

３(４.１７)

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

４(５.００)
０.０６０
０.８０７

Ｐ值

５. 两组术后疼痛评分比较:两组术前疼痛评分
( ＶＡＳ) 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而术后 １
天、３ 天观察组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５ꎮ
表５

组别

两组术后疼痛评分比较( ｘ
±ｓꎬ分)
术前

术后 １ ｄ

术后 ３ ｄ

观察组( ｎ ＝ ７２)

５.６７±１.２９

２.６９±１.０６

３.３４±０.４８

ｔ值

０.６８２

４.７７６

４.５５０

对照组( ｎ ＝ ８０)
Ｐ值

讨论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２２ꎬＶｏｌ.４３ꎬＮｏ.１３

５.８１±１.２４
０.４９６

３.５８±１.２２
０.００１

４.１５±１.４４
０.００１

肺癌发病危险因素主要与吸烟、遗传、饮

食、慢性肺部疾病、职业环境暴露等有关ꎬ上述因素
均已经得到临床认可ꎬ近年来最新研究发现接触二
手烟的非吸烟者ꎬ烹调油烟女性患肺癌风险明显增

４６ / ２６
０.１１３
０.７３７

２５ / 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９７１

加ꎬ其原因与环境烟草污染、室内空气污染有着密切
关联性 [１１￣１２] ꎮ 随着肺癌患病率不断提高ꎬ早期肺癌
发生率也在不断增加ꎮ 由于肺癌预后较差ꎬ故临床
认为及时诊断及有效治疗对于改善预后有着重要意
义ꎮ 外科手术肺段切除术治疗是早期肺癌优选局部
治疗方式ꎬ其治疗关键在于保证手术根治性、加强局
控及长期生存 [１３] ꎮ 为了降低临床分期及肿瘤负荷ꎬ
预防术后并发症ꎬ延长患者生存期ꎬ有必要研究选择
更加安 全 有 效 的 治 疗 手 术ꎬ 实 现 患 者 更 多 获 益ꎮ
ＶＡＴＳ 是一种操作性强且在不牺牲肿瘤学原则前提
下ꎬ具有更优的围手术期结果ꎬ在满足胸腔镜手术治
疗条件下ꎬ优先选择胸腔镜手术路径已经成为临床
医生及患者共识 [１４￣１５] ꎮ 传统多孔 ＶＡＴＳ 是基于三维
直观立体视野ꎬ通过多角度多孔观察胸腔内脏器及
周围组织ꎬ有利于操作医生更好完成手术操作ꎮ 其
操作优势在于符合胸腔镜设计理念ꎬ器械间相互干
扰影响小ꎻ手术操作过程中器械角度易调整ꎬ且操作
孔可以转换ꎻ术后引流管选择较多ꎬ可彻底引流ꎻ但
由于手术切口较多ꎬ易延长术后康复时间ꎻ副操作孔
需要经过多层肌肉进入胸腔ꎬ而该组织肌群血管丰
富ꎬ易发生出血事件ꎻ同时副操作孔所在肋间隙相对
狭窄ꎬ易引发肋间神经损伤ꎬ引发术后疼痛 [１６￣１７] ꎮ
单孔 ＶＡＴＳ 是由一个孔进行器械及标本取出操
作ꎬ器械与胸腔镜头平行置入ꎬ可以为医生提供与开
胸手术三维立体相同的视觉角度及矢状面ꎬ有利于
医师适应屏幕视觉转换ꎬ且手术器械可以直接指向
靶组织 [１８￣１９] ꎮ 其操作优势在于:单一切口更能充分
体现微创理念ꎬ减轻患者心理负担ꎬ促进术后快速康
复ꎻ减少副操作孔引发的额外神经血管损伤ꎻ手术方
式转换灵活性大ꎬ更有利于手术操作ꎮ 但其局限性
在于单孔操作易发生器械相互干扰等 [１５] ꎮ Ｈｉｒａｉ Ｋ
等 [２０] 研究中采用倾向匹配分析对比单孔及多孔胸
腔镜肺叶切除手术效果ꎬ结果显示单孔手术不亚于
多孔手术ꎬ术中失血量、引流量较少ꎬ淋巴清扫次数
及疼评分下降趋势明显ꎬ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治疗术
式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观察组住院时间、术后术后 １
天、３ 天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ꎬ而手术时间长
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观察组治疗后 ＦＡｃＴ － Ｌ 评分高
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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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肺癌特异症状评分、术中出血量以及淋巴结清
扫数量无统计学差异( Ｐ > ０.０５) ꎮ 程明等 [２１] 研究与
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该研究得出单孔与多孔手术患者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ꎬ但单孔手术创伤
相对较小ꎮ 其原因在于单孔 ＶＡＴＳ 应用切口保护套
可以较好规避损伤肋间神经血管ꎬ降低并发症发生ꎬ
因而两组并发症发生差异较小 [２２] ꎮ 单孔 ＶＡＴＳ 无需
医生视觉适应ꎬ通过调整置入角度ꎬ确保手术视野的
理想性ꎬ最大程度降低由于胸腔切口容积有限引起
的器械干扰风险ꎬ顺利完成手术操作ꎬ彻底清扫淋巴
结ꎬ根除引发肺癌病根ꎮ 同时该术式可以减少切口
创伤ꎬ降低术后疼痛及肋间神经损伤风险ꎬ继而降低
疼痛引发的身心应激反应ꎬ促进患者快速康复ꎬ早日
投入社会生活及家庭ꎬ快速恢复生活质量 [２３￣２４] ꎮ 两
种技术具有相同肿瘤学效果ꎬ但单孔 ＶＡＴＳ 围手术
期结果明显更优ꎮ 由此可见单孔 ＶＡＴＳ 是对胸外科
手术的有益补充及延伸ꎬ但其操作技术还需要不断
发展进步ꎮ
综上所述ꎬ单孔 ＶＡＴＳ 肺段切除术应用于早期
肺癌临床效果显著ꎬ具有与多孔 ＶＡＴＳ 肺段切除术
相当的淋巴结清扫效果及较少并发症发生率ꎬ可有
效改善术后疼痛评分ꎬ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及康复效
率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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