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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操作孔电视胸腔镜手术与传统开胸手术对原发性
自发性气胸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王庆淮△,谭 宁,简文靖

(广西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心胸外科,贵港 537100)

摘要 目的:探讨单操作孔电视胸腔镜手术(VATS)与传统开胸手术对原发性自发性气胸(PSP)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2008年1月至2015年12月广西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收治的52例PSP合并肺大疱形成患者,随机分为VATS下单操

作孔行肺大疱切除术组(A组,n=30)和传统开胸手术行肺大疱切除术组(B组,n=22)。比较两组患者术前1d及术后3d
白细胞计数(WBC)、淋巴细胞数目(LY)、血清C反应蛋白(CRP)、补体C3、C4以及免疫球蛋白IgA、IgG、IgM 变化情况。结

果:术前1d,两组 WBC、CRP、LY、C3、C4、IgA、IgG、IgM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3d,两组 WBC、CRP
升高(P<0.05),LY、C3、C4、IgA、IgG、IgM降低(P<0.05),且B组变化更为明显(P<0.05)。在治疗中,A组出现肺部感

染2例(6.67%),B组出现肺部感染4例(18.1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均经过积极抗感染治疗后痊愈。
结论:单操作孔VATS治疗对PSP患者免疫功能影响较小,在保护机体免疫功能、减少肺部感染并发症方面优于传统开胸手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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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Singleportvideo-assistedthoracoscopicsurgeryandconventionalthoracotomyonimmu-
nologicfunctioninprimaryspontaneouspneumothoraxpatients
WangQinghuai,TanNing,Jian Wenjing.(DepartmentofCardiothoracicSurgery,The8thAffiliated
Hospit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Guigang537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valuatetheeffectsofsingleportvideo-assistedthoracoscopicsurgery(VATS)and
conventionalthoracotomyonimmunologicfunctioninprimaryspontaneouspneumothorax(PSP)patients.
Methods:FromJanuary2008toDecember2015,52PSPpatientsunderwentpulmonarybullaresection
treatedinourhospitalwereselectedanddividedintogroupAwhoreceivedsingleportVATSpulmonary
bullaeresection(30cases)andgroupBwhoreceivedconventionalthoracotomyforpulmonarybullaresec-
tion(22cases).Thewhitebloodcount(WBC),lymphocytecount(LY),serum C-reactiveprotein
(CRP),complementC3,C4andimmunoglobulinIgA,IgGandIgMbeforeandafteroperationbetweenthe
twogroupswerecompared.Results:TherewerenosignificantdifferencesinWBC,CRP,LY,C3,C4,
IgA,IgGandIgMbetweenthetwogroupson1daybeforeoperation(P>0.05).Threedaysaftersurger-
y,theWBCandCRPincreased,whileLY,C3,C4,IgA,IgGandIgMweredecreasedinbothgroup(P<
0.05),butthechangesofgroupBweremoreobvious(P<0.05).Duringthetreatment,therewere2ca-
ses(6.67%)oflunginfectioningroupAand4cases(18.18%)ingroupB,thedifferencewas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AllPatientsrecoveredaftervigorousanti-inflammatorytreatment.Conclusion:
Comparedwithtraditionalopenchestsurgery,singleportVATSpulmonarybullaresectionimpactlesson
thepatient'simmunefunctionandwasbetterinprotectingimmunefunctionandreducinglunginfection
complications.
Keywords thoracoscopicsurgery;spontaneouspneumothorax;immunefunction

  原 发 性 自 发 性 气 胸 (primaryspontaneous
pneumothorax,PSP)是指因肺脏实质或脏层胸膜在

无外源性或介入性因素的影响下破裂,引起气体在

胸膜腔内蓄积[1]。PSP是胸外科常见疾病,手术治

疗是其治疗方法之一。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电视

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thoracoscopicsurgery,
VATS)已成为治疗自发性气胸的首选方法,它具有

·8601·
广 西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 2017July
;34(7)



创伤小、切口美观、住院时间短的优点,优于传统开

胸手术[2]。为进一步探讨不同手术方式切除肺大疱

对PSP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本研究对52例PSP
合并肺大疱形成患者采取单操作孔VATS治疗,并
与传统开胸手术对比,分析两种治疗方式对患者术

后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1月至2015年12月

广西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收治的PSP伴肺大疱

形成患者52例,其中男30例,女22例。病例纳入

标准:(1)发病时均有不同程度的胸闷、胸痛、气促等

临床症状;(2)高分辨率 CT(HRCT)检查确诊为

PSP合并肺大疱形成;(3)经过保守治疗后仍有明显

气胸;(4)能够耐受手术治疗并具备手术指征;(5)愿
意接受手术治疗,对治疗方案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1)有手术禁忌证者;(2)合并严重

感染者;(3)合并肺结核、肿瘤、胸腔积液者;(4)胸部

二次手术者。本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按治疗方式不同将患者随机分为 VATS下单操作

孔行肺大疱切除术组(A组,n=30)和传统开胸手

术行肺大疱切除术组(B组,n=22),两组患者年

龄、性别、肺大疱位置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n
性别,n(%)
男 女

年龄/
岁,췍x±s

肺大疱位置,n(%)
左上肺 右上肺 其他

A组 30 26(86.7) 4(13.3) 20.0±6.5 10(33.3) 12(40.0) 8(26.7)
B组 22 18(81.8) 4(18.2) 20.2±7.2 8(36.4) 10(45.5) 4(18.2)

1.2 手术方式 采取双腔气管插管全麻,健侧卧

位、通气,患侧上肢固定于托手架上,术者站在患者

腹侧,A组采用 VATS下单孔操作手术,在腋中线

第7、第8肋间取1.5cm切口为观察孔,置入30°胸
腔镜,在腋前线第3、第4肋间或第4、第5肋间取

2.0~2.5cm切口为操作孔;B组采取传统开胸手

术,切口约长10~20cm。两组均行肺大疱缝扎、切
除、直线切割缝合器切除,术毕常规注生理盐水进行

漏气试验,观察是否出现漏气、肺大疱遗留,再使用

碘伏纱布进行胸膜固定。采用干纱布或双氧水浸湿

纱布广泛涂擦胸壁,使术后脏层胸膜与壁层胸膜迅

速黏连,防止气胸复发[3]。常规在腋中线第7、第
8肋间置入18F胸腔闭式引流管,术后接引流瓶负

压吸引,引流压力为0.49~0.98kPa。
1.3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记录两组术前1d及

术后3d白细胞计数(WBC)、淋巴细胞数目(LY)。
分别于术前及术后3d采集患者空腹外周静脉血

3mL,3000r/min离心10min,取上层血清,采用

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血清中C反应蛋白(CRP)、补

体C3、C4及免疫球蛋白IgA、IgG、IgM 水平。所有

指标检测均在OLYPUSAU64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上进行。比较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肺部感染并发

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1d及术后3d免疫功能比较 
术前1d,两组 WBC、CRP、LY、C3、C4、IgA、IgG、
IgM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术
后3d,两组 WBC、CRP升高(P<0.05),LY、C3、
C4、IgA、IgG、IgM 降低(P <0.05),且B组升高/
降低幅度更为明显(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前1d及术后3d免疫功能比较(췍x±s)

  项目
A组 B组

术前1d 术后3d 术前1d 术后3d
WBC/(×109/L) 6.82±2.62 10.81±2.92*# 6.82±2.51 12.95±2.84*

CRP/(mg/L) 2.62±0.61 3.95±0.64*# 2.63±0.51 4.34±32.64*

LY/(×109/L) 1.85±0.75 1.67±0.54*# 1.74±0.87 1.37±0.62*

C3/(mmol/L) 1.4±0.18 1.19±0.21*# 1.4±0.19 1.08±0.18*

C4/(mmol/L) 0.35±0.12 0.30±0.08*# 0.35±0.11 0.20±0.19*

IgA/(mmol/L) 2.29±1.09 1.98±1.53*# 2.26±1.05 1.88±1.69*

IgG/(U/L) 11.40±2.22 9.62±2.00*# 11.38±2.24 10.38±3.36*

IgM/(U/L) 1.20±0.84 0.88±0.68*# 1.21±0.85* 0.96±0.82*

         与本组术前1d比较,*P<0.05;与B组术后3d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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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比较 在治疗中,A
组出现肺部感染2例,占6.67%,B组出现肺部感染

4例,占18.18%,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均经过积极抗炎治疗

后痊愈。

3 讨 论

  PSP患者主要因为肺大疱形成后,出现肺大疱

破裂而出现的症状,在临床中是一种急症,须及时治

疗处理。以往传统开胸手术是PSP最主要的治疗

方式,但其具有损伤大、出血量多、并发症发生率高

及术后恢复慢等缺点,目前已经慢慢减少应用。随

着微创技术的快速发展,运用VATS行手术切除肺

大疱已经成为治疗PSP的首选方法。
  Waller等[4]认为原发性气胸持续漏气超过2d
或继发性气胸持续漏气超过7d即行手术治疗。根

据2015年国家制定自发性气胸临床路径住院时间

在7~10d,一般入院后3d内手术治疗。因此,本
组选择术后第3天进行相关的检查,进一步探索患

者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治疗在围手术期对患者免疫

功能的影响。补体是存在于血清中的一组球蛋白,
具有酶活性。补体系统是非特异性免疫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参与机体的防御功能和机体的自稳状态。
C4参与经典途径中的激活过程,而C3则在补体激

活的经典途径与旁路途径中均起作用。CRP是一

种由肝脏合成的血浆蛋白,属急性相反应物质[5]。
免疫球蛋白是B细胞识别抗原后增殖分化为浆细胞

所产生的一种蛋白质,主要存在于血清等体液中,正
常情况下其浓度保持相对不变,但手术创伤后,血清

免疫球蛋白含量明显下降,其下降的原因可能与手

术创伤能过度消耗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并抑制其合

成有关[6-7]。炎症因子在大多的感染患者中水平较

低,其降低幅度与创伤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8]。本

研究中,与术前1d比较,两组 WBC、CRP、LY、C3、
C4、IgA 、IgG、IgM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3d,两组 WBC、CRP升高(P <
0.05),LY、C3、C4、IgA、IgG、IgM 降 低 (P <
0.05),且B组变化较为明显(P <0.05)。说明单

操作孔VATS对患者的免疫功能影响较小,有利于

保护免疫功能,降低损伤程度,减轻免疫反应和降低

对免疫的抑制,在保护机体免疫功能方面优于传统

开胸手术,患者术后恢复更快。
  微创手术应用于临床是外科手术的一种趋势,
与传统的后外侧开胸手术比较有较多的优势,如创

伤小,患者恢复快、住院时间短,而且术后患者的生

活质量要明显优于传统开胸手术治疗[9]。目前许多

临床试验证实了微创手术后对患者机体体液免疫功

能的影响远小于传统手术[10-12]。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治疗过程中,A组出现肺部感染2例(6.67%),B
组出现肺部感染4例(18.18%),两组患者肺部感染

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经过

积极抗炎治疗后均痊愈出院。提示采用单操作孔

VATS治疗,PSP患者术后感染的概率更低,利于术

后恢复。传统开胸手术的手术切口较长,一般在

10~20cm,手术创伤较大,肋骨间神经损伤明显,尤
其是手术中牵开肋骨、胸壁、肩胛骨,大面积损伤肌

肉、血管、神经,破坏胸廓的完整性及稳定性,且对肋

间神经造成挤压,术中出血量较多,术后伤口疼痛明

显。因此,本组认为PSP患者在能够耐受手术治疗

的情况下,应首选VATS下单操作孔行肺大疱切除

术手术治疗。
  综上,VATS下单操作孔行肺大疱切除术比传

统开胸肺大疱切除术对PSP患者的免疫功能影响

小,有利于保护免疫功能,降低损伤程度,减轻免疫

反应和降低对免疫的抑制,在保护机体免疫功能方

面优于传统开胸手术,且术后感染概率更小,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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