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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脐腹腔镜手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的疗效观察

黄 鸿,张利兵,闫 焕,廖文戈

(四川省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小儿外科一病区,成都 610091)

摘要 目的:探讨经脐腹腔镜手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1月四川省成都市妇女

儿童中心医院收治的92例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的临床资料,将55例接受经脐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儿作为观察组,37例接受常

规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儿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患儿的相关手术指标、术后恢复情况以及近期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两组

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病例。观察组患儿左半结肠切除术的手术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儿术中出

血量、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住院天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术后腹胀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两组患儿术后近期并发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经脐腹腔镜手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的

临床疗效与常规腹腔镜相当,但经脐腹腔镜手术术后腹胀的发生率低,手术瘢痕更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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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icacyoftrans-umbilicallaparoscopyandconventionallaparoscopyinthetreatmentofHir-
schsprung’sdisease
HuangHong,ZhangLibing,YanHuan,LiaoWenge.(DepartmentofPediatricSurgery,WomenandChil-
dren’sHospitalofChengdu,Chengdu61009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comparetheefficacyoftrans-umbilicallaparoscopyandconventionallaparoscopicin
thetreatmentofHirschsprung’sdisease.Methods:Theclinicaldataofninety-twochildrenwithHirschs-
prung’sdiseasefromJanuary2013toJanuary2017wereretrospectivelyanalyzed.Fifty-fivechildrenwho
underwenttrans-umbilicallaparoscopicsurgerywereservedasgroupA,and37childrenwhounderwent
conventionallaparoscopicsurgeryweredefinedasgroupB.Theoperation-relatedindexes,postoperativere-
coveryandtheincidenceofshort-termcomplications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s:All
surgeriesweresuccessfullycompleted,andnoconversiontoopensurgery.Theleftcolonresectionopera-
tiontimeofgroupA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ofgroupB(P<0.05).Nosignificantdifferences
werefoundintheintraoperativeblood-lossvolume,postoperativegastrointestinalfunctionrecoverytime,

andhospitaldaysbetweenthetwogroups(P>0.05).Thepostoperativeabdominaldistensionrateofgroup
Awas7.27%,which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ofgroupB(P<0.05).Therewerenosignificant
differenceintheincidenceofpostoperativecomplicationsbetweentwogroups(P>0.05).Conclusion:The
clinicalefficacyoftrans-umbilicallaparoscopicsurgeryforHirschsprung’sdiseasewassimilartothatof
conventionallaparoscopicsurgery,buttheincidenceofabdominaldistensionaftertransumbilicallaparo-
scopicsurgerywaslower,andthescarwasmorehidden.
Keywords trans-umbilicallaparoscopy;conventionallaparoscopy;Hirschsprung’sdisease;curative
effect;postoperativecomplications

  先天性巨结肠属于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病变使

肠壁肌间神经丛、黏膜下神经丛的神经细胞发育不

良或者缺失,导致肠道末端功能丧失[1]。患儿以顽

固性腹胀、便秘为主要临床表现,严重时可出现急性

肠梗阻,危及患儿的生命。此病保守治疗的疗效不

佳,手术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的主要方法。通过切

除病变肠段,恢复肠道的生理功能,达到治愈本病的

目的。微创手术的应用极大的减轻了先天性巨结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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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的手术创伤,有效缩短了患儿的术后恢复时间,
减轻了患儿术后的疼痛以及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率[2-3]。利用人体自然腔道作为手术通路可进一步

减少手术的创伤,术后不留下手术瘢痕,更容易为患

者所接受。本研究对比经脐腹腔镜与常规腹腔镜手

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的疗效和术后并发症,为临床

手术方案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7年1月

四川省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收治的先天性巨结

肠患儿92例为研究对象,其中以55例接受经脐腹

腔镜手术治疗的患儿为观察组,37例接受常规腹腔

镜手术治疗的患儿为对照组。观察组中,男35例,
女20例;年龄1~164个月,平均(27.31±13.91)个
月;体重5~26kg,平均(12.48±5.37)kg;先天性巨

结肠分型:短段型22例,常见型8例,长段型5例,
巨结肠同源病20例;36例接受左半结肠切除术,

19例接受结肠次全切除术。对照组中,男24例,女
13例;年龄1~158个月,平均(25.71±14.06)个
月;体重5~28kg,平均(13.19±5.24)kg;先天性巨

结肠分型:短段型15例,常见型5例,长段型3例,
巨结肠同源病14例;24例接受左半结肠切除术,13
例接受结肠次全切除术。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确诊先

天性巨结肠;(2)经保守治疗无效,具有手术指征;
(3)家长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同意接受手术治疗。
排除标准:(1)存在结肠造瘘、腹腔粘连等需要开腹

手术治疗;(2)合并肝肾功能不全、血液系统疾病等

其他器质性疾病;(3)临床资料不完整,影响本研究

统计学分析。

1.3 手术方案 手术均采用德国 WOLF狼牌高清

腹腔镜系统。所有患儿术前1周给予结肠灌洗,术
前1d禁水、禁食,同时建立静脉通道,全量补液以

及应用广谱抗菌药物预防术后感染。做好肠道准备

后,送手术室行腹腔镜手术治疗。观察组采用经脐

腹腔镜手术治疗,麻醉满意后,于脐窝下缘切开一长

约1cm的弧形切口,经切口钝性分离皮下组织至腹

膜并将其切开,经切口将5mmTrocar置入腹腔,建
立二氧化碳人工气腹,压力为0.667~1.07kPa,分
别于脐窝两侧皮皱处对称性置入2个5mmTrocar,
将30°腹腔镜经左侧Trocar置入,操作杆经另外2个

Trocar置入。首先通过腹腔镜观察肠管的病变情

况,包括病变范围、腹腔黏连情况、有无血管变异等。
以超声刀将乙状结肠系膜游离,将侧腹膜剪开,切断

脾结肠韧带,将肠系膜动静脉主干近心端夹闭后,游
离降结肠血管附近的组织。游离乙状结肠后,紧贴

肠壁将直肠侧韧带、骶前间隙游离出来,然后转至会

阴部继续手术。患儿取截石位,扩肛,将病变肠管切

除,于背侧将直肠劈开至齿状线上0.5cm处,直肠

腹侧距肛门约2.5cm,以前高后低“心形”吻合术进

行吻合,留置引流管于直肠内。结肠次全切除术需

依次游离大网膜、肝结肠韧带、右侧腹膜,并离断结

肠中动静脉。180°~270°逆时针翻转升结肠后,将
其拖出肛门吻合。对照组采用常规腹腔镜手术治

疗,首先沿脐窝下缘切开一长约1cm的切口,置入

5mm Trocar并建立二氧化碳人工气腹,压力为

0.667~1.07kPa,经5mmTrocar将30°腹腔镜置

入,另外两个操作孔分别位于右下腹麦氏点以及左

下腹对称处,分别将2个Trocar置入后,置入操作

杆,余手术操作与观察组相同。两组患儿的手术均

由我院同一手术团队完成。术后均动态关注患儿生

命体征的变化情况,禁食24h,待肛门排气后开始进

食流质,注意做好肛门清洁,预防肛周感染。术后均

给予抗感染、补液支持以及对症治疗。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儿的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

排便情况(次数、形状、有无污粪)、术后排便控制情

况、术后排尿情况、术后腹胀情况。比较两组患儿术

后近期(<6个月)并发症的发生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

间比较 两组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病

例。观察组患儿左半结肠切除术的手术时间显著少

于对照组(P<0.05),余两组患儿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住院天数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儿术后排便、排尿及腹胀情况比较 观

察组 术 后 腹 胀 的 发 生 率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组(P<
0.05);两组患儿术后大便次数、形状、污粪发生率、
排便控制能力、排便困难发生率、排尿时间正常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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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儿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

察组术后有1例出现小肠结肠炎,2例出现吻合口

部分裂开,对照组术后3例出现小肠结肠炎,1例出

现肠梗阻。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3。上述患儿均给予禁

食、胃肠减压、抗感染、温盐水洗肠等保守治疗治疗

措施后,症状均可缓解,未出现严重并发症。

表1 两组患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比较(x±s)

组别 手术方式 n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术后胃肠功能
恢复时间/d

术后住院天数/d

观察组 左半结肠切除术 36 155.03±21.06a 56.71±8.06 1.37±0.51 11.96±2.17
结肠次全切除术 19 206.53±35.13 63.51±8.31 1.47±0.55 14.54±3.15

对照组 左半结肠切除术 24 189.57±24.19 41.63±6.96 1.49±0.63 12.18±2.85
结肠次全切除术 13 236.21±33.85 75.92±9.51 1.63±0.67 15.48±3.82

     与对照组相应术式比较,at=5.385,P=0.000。

表2 两组患儿术后排便、排尿及腹胀情况比较[n(%)]

指标 观察组
(n=55)

对照组
(n=37) χ2 P

术后排便次数/(次/d) ≤3 37(67.27) 31(83.78) 3.127 0.077
>3 18(32.73) 6(16.22)

大便形状 成形 47(85.45) 31(83.78) 0.048 0.827
不成形 8(14.55) 6(16.22)

污粪 有 10(18.18) 3(8.11) 1.113 0.291
无 45(81.82) 34(91.89)

排便控制能力 有 43(78.18) 28(75.68) 0.079 0.779
无 12(21.82) 9(24.32)

排便困难 有 6(10.91) 6(16.22) 0.549 0.459
无 49(89.09) 31(83.78)

排尿时间 正常 55(100.00) 37(100.00) 0.000 1.000
不正常 0(0.00) 0(0.00)

腹胀 有 4(7.27) 12(32.43) 8.073 0.004
无 51(92.73) 25(67.57)

表3 两组患儿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切口感染 小肠
结肠炎 肠梗阻 吻合口

部分裂开
并发症
发生率

观察组 55 0(0.00) 1(1.82) 0(0.00) 2(3.64) 3(5.45)
对照组 37 0(0.00) 3(8.11) 1(2.70) 0(0.00) 4(10.81)
χ2 0.302
P 0.583

3 讨 论

  先天性巨结肠以结直肠黏膜及肌间神经丛的神

经细胞发育不良,甚至缺如为病理基础,导致相应节

段的肠管发育畸形,进而产生一系列临床症状的疾

病[4]。遗传因素、肠壁缺血等导致肠内微环境改变

等因素均参与了本病的发病[5-6]。手术是治疗本病

的主要方法。传统的开腹手术由于会在腹部产生明

显的手术瘢痕,且手术的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高,而腹腔镜手术可显著减少手术的创伤,且手术遗

留的瘢痕不明显,现已逐渐取代开腹手术。经脐腹

腔镜手术目前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可用于小儿

盆腔、腹腔的手术中[7-8]。余东海等[9]报道将经脐腹

腔镜用于小儿阑尾炎、卵巢囊肿扭转等急腹症的治

疗。常规腹腔镜手术需要在患儿腹壁留下3个小切

口,而经脐腹腔镜的手术瘢痕可隐藏于脐窝皮肤皱

褶处,更为美观,且可有效减少对腹腔脏器的干扰,
有利于患者术后的恢复[10]。刘超等[11]的研究表明,
相对于常规腹腔镜手术,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

术治疗急性胆囊炎可显著缩短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

复时间。本研究中,观察组的胃肠功能恢复时间短

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这可

能与小儿术后脏器功能恢复快以及本研究纳入病例

数较少有关。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证实,腹腔镜以及经脐腹腔

镜手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均可取得与开腹手术相同

·507·黄 鸿,等.经脐腹腔镜手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的疗效观察



的根治效果[12-13]。由于微创手术的术野经腹腔镜放

大,可帮助手术医师更为精细的分离、切除相关组

织,减少了手术的损伤。同时,微创手术在切除病变

肠管后,在腹腔外进行吻合操作,减少了肠内容物外

漏造成术后腹腔感染的风险。相对于常规腹腔镜手

术,经脐腹腔镜手术更符合目前经自然腔道内镜手

术的理念。经脐腹腔镜手术不仅更有效的减少患儿

身体的瘢痕,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手术对患儿心理带

来的创伤,避免手术瘢痕成为患儿日后成长的阴影。
但是临床报道显示,经脐腹腔镜由于操作空闲狭小,
尤其是应用于儿童手术中,存在“筷子效应”,游离结

肠脾曲以上组织的难度大[14-15]。为了克服以上技术

难关,在手术操作上,通过将2个Trocar置于脐缘

两侧切口,左侧Trocar置入腹腔镜镜头,另外两个

Trocar置入操作杆可用于切除左半结肠,而右侧

Trocar置入腹腔镜镜头,另外两个Trocar置入操作

杆可用于切除右半结肠,以便于手术操作。同时,由
于患儿的腹腔容积较小或者肠管扩张明显,可影响

手术视野,此时可通过变换患儿的手术体位以改善

手术视野,以便顺利完成手术操作。在本研究中,观
察组的左半结肠切除术的手术时间显著少于对照

组,这说明经脐腹腔镜有利于缩短手术操作时间。
随着手术医师经验的积累,手术器械的不断改进,手
术时间可望进一步缩短。由于儿童,尤其是婴儿对

气腹的耐受力较成人低,手术时间的缩短也有利于

提高手术的安全性。
  本研究对比结果显示,经脐腹腔镜与常规腹腔

镜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的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天数、
术后排便和排尿情况以及术后并发症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说明两种微创手术的

手术创伤和患儿术后的恢复效果相当。但是经脐腹

腔镜患儿术后腹胀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腹腔镜患

儿,这主要与经脐腹腔镜患儿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更

快,以及术后小肠结肠炎的发生率较低有关。王伟

等[16]的研究也证实,经脐腹腔镜手术可显著降低术

后小肠结肠炎的发生率,改善患儿术后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经脐腹腔镜手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

的临床疗效与常规腹腔镜相当,但经脐腹腔镜手术

术后腹胀的发生率低,手术瘢痕更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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