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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与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治疗腹壁疝临床疗效比较

陈正民,周少波,贲大刚,许兆龙

[摘要]目的:评价腹腔镜与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对腹壁疝的治疗效果。 方法: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 116 例腹壁疝病人分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58 例,对照组给予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观察组给予腹腔镜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比较 2 组手术情况、疼
痛情况、生活质量和术后感染、血肿等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术后复发情况。 结果:观察组术中出血量、切口长度、住院时间均小

于对照组(P < 0. 01),而手术时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观察组术后 VAS 评分及疼痛持续时间均低于对照组

(P < 0. 01);术后,2 组 SF鄄36 评分均升高,而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术后感染率、血肿发生率及再次手术率均

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而手术疗效优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采用腹腔镜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治疗腹壁疝,可
有效降低病人术后感染率、血肿发生率及再次手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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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comparison between laparoscopy and open tissue sepa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bdominal wall hernia

CHEN Zheng鄄min,ZHOU Shao鄄bo,BEN Da鄄gang,XU Zhao鄄long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effects between laparoscopy and open tissue sepa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bdominal wall
hernia. Methods: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116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hernia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58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pen tissue separa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aparoscopic tissue separation. The operation time,pain,quality of life,postoperative infection,hematoma,complication and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 amount of bleeding during oper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length of incis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 0. 01),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operation time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 The
postoperative VAS score and pain duration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After operation,
the SF鄄36 score in two groups increased, and 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1). The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rate,hematoma rate and re鄄operation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while the curative effec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5). Conclusions:The
treatment of abdominal wall hernia with laparoscopic tissue separ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rate and
incidence rate of hematoma and reoperation of patients.
[Key words] laparoscopy;open tissue separation;abdominal wall hernia;infection;hematoma

摇 摇 腹壁疝是由腹腔组织或器官经腹壁薄弱或孔隙

处突出而引发的一种外科疾病,多数与便秘、咳嗽、
呕吐等引起的腹内高压有关,如原发性腹壁疝病人

存在先天性腹壁缺损,发病时脏器被挤出,可产生疼

痛、腹胀等症状,影响病人生活质量,甚至导致突出

脏器坏死,严重危及病人生命安全[1 - 2]。 复杂腹壁

重建一直是外科手术难题,而无张力修补是目前公

认的治疗腹壁疝的最佳方式[3]。 资料[4] 显示,开放

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是一种可允许采用自体组织进行

腹壁缺损修补的手术方法,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腹
腔镜下可采用自体组织与复合补片联合对腹壁缺损

进行微创修补[5]。 目前,临床关于腹腔镜与开放组

织结构分离技术应用于腹壁疝治疗的预后研究较

少。 本研究采用腹腔镜与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治

疗腹壁疝,比较二者疗效和病人术后感染、血肿发生

率及再次手术率。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116 例腹壁疝病人的临床资料,
所有病人诊断均符合成人腹股沟疝诊疗指南(2014
年版)中相关手术指征[6]。 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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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8 例。 对照组男 31 例,女
27 例;年龄 25 ~ 62 岁;中线切口疝 35 例,侧腹壁切

口疝 23 例。 观察组男 30 例,女 28 例;年龄 26 ~ 63
岁;中线切口疝 37 例,侧腹壁切口疝 21 例。 2 组疝

环切口直径均在 5 ~ 20 cm。 2 组病人在性别、年龄、
病症分布等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纳入与排除标准摇 纳入标准:(1)已确诊为原

发性腹壁疝;(2)入院前未接受过腹部手术者;(3)
已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1)有手术禁忌

症者;(2)有药物过敏史者;(3)体质量指数(BMI)
> 30 kg / m2;(4)合并有心肝肾等重大脏器功能不全

者;(5)有其他慢性炎症性疾病者;(6)有免疫疾病

或恶性肿瘤者;(7)有语言障碍或精神异常者;(8)
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1. 3摇 方法摇
1. 3. 1摇 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摇 对照组给予开放

组织结构分离技术,其中 12 例采用肌前修补术,27
例采用腹膜前置补片修补术,19 例采用腹腔内网片

修补术(IPOM)。 本研究以肌前修补术过程作一简

单描述,病人取平卧位,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插
入引流管,待病人进入麻醉状态后,在腹部中线位置

纵行 15 ~ 20 cm 切口(见图 1A),仔细分离腹壁肌肉

皮下组织,分离范围:两侧到达腋前线、上缘至剑突

下、下缘至耻骨联合;在半月线外侧 2 cm 处行深约

1 cm 的垂直切口,充分露出腹内斜肌、腹外斜肌间

无血管间隙,并沿间隙向外侧分离腹外斜肌至腋中

线,最大限度将腹直肌 - 腹内斜肌 - 腹横肌复合体

结构向正中线推进,对侧用相同方法,采用自体组织

修补腹壁缺陷,使用可吸收线仔细缝合腹壁肌筋膜

层,结束手术(见图 1B)。 术后连续 2 d 引流量 <
30 mL时可拔除引流管。
1. 3. 2摇 腹腔镜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摇 观察组给予腹

腔镜组织结构分离技术,其中腹膜前置补片修补术

10 例,IPOM 术 48 例。 本研究以 IPOM 术过程作一

简单描述,病人取平卧位,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
术前测量疝环大小且用美蓝染色标记,同时定位腹

壁正中线、腋前线、腋中线等,待病人进入麻醉状态

后,在腋前线、肋骨下缘远离疝环 8. 0 cm 处行约

12 mm切口(见图 2A),分离筋膜组织,在腹外斜肌

与腹内斜肌间穿刺入气腹针,建立 CO2 气腹,压力

维持在 12 mmHg;气腹建成后,拨出气腹针,置入

12 mm Trocar,密封切口;在 12 mm Trocar 内置入腹

腔镜及超声刀等,探查腹腔,再次确定疝环位置,在
腹腔镜下向外侧分离腹外斜肌至腋中线,最大限度

将腹直肌 -腹内斜肌 -腹横肌复合体结构向正中线

推进,对侧用相同方法(见图 2B);根据实际情况,在
腹壁腹外斜肌等位置置入 2 ~ 3 个 5 mm Trocar,在
5 mm Trocar 内分别置入超声刀及剪刀等,分离粘连

组织,恢复疝环内容物,同时采用聚丙烯和聚四氟乙

烯复合补片修补腹壁缺陷,补片外缘至少 > 缺损区

域 5 cm,使用可吸收线仔细缝合肌筋膜层及复合补

片,解除气腹,其中 12 mm 戳口在深筋膜处需仔细

缝合,伤口处贴 3M 敷贴,结束手术。

1. 3. 3 摇 术后康复干预摇 2 组术后均给予常规抗感

染治疗、早期康复指导等干预措施。
1. 4摇 观察指标摇 比较 2 组手术情况、疼痛情况、生
活质量和术后感染、血肿等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术后

复发情况。 (1)手术情况。 观察并记录 2 组术中出

血量、切口长度、手术时长、住院时间。 (2)疼痛情

况。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 评分法) [7]评定 2
组术后第 1、3、5 天时的疼痛程度,即在纸上画 1 条

长为 10 cm 的直线,起点与终点分别用“0冶与“10冶
表示,其中 0 代指无疼痛,10 代指最剧烈疼痛,病人

可依据自身疼痛程度在直线上做标记,起点至病人

疼痛标记位置的长度即为疼痛程度评分,分数记为

0 ~ 10 分,分数越高表明疼痛程度越严重;同时记录

2 组术后疼痛持续时间。 (3)生活质量。 术后 14 d,
采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SF鄄36 评分法)评定 2 组术

后的生活质量[8],该量表分为躯体功能 (10 个条

目)、躯体角色功能(4 个条目)、机体疼痛(2 个条

目)、社会功能(2 个条目)、情绪角色(3 个条目)、总
体健康感(5 个条目)、精神健康活力(4 个条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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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5 个条目)等 8 个维度,35 个条目,依据回

答问题得分情况计算出 SF鄄36 评分,即 SF鄄36 评分

= (实际得分 - 可能最低分) / (可能最高分 - 可能

最低分) 伊 100% ,其中,SF鄄36 评分越高表明生活质

量越高。 (4)并发症发生情况。 观察并记录 2 组术

后切口感染、血肿、肠梗阻、尿潴留等并发症发生情

况,发生率 = 并发症例数 /总例数 伊 100% 。 对于术

后出现切口红肿、疼痛病人及时予以 75% 乙醇湿

敷,每天两次微波理疗;若切口渗液、流脓、穿刺有积

液,则拆除缝线,伤口开放并给予碘伏纱条引流,每
天按时换药。 (5)复发情况。 所有病人均随访 6 个

月,观察并记录 2 组术后鼓肚、疝复发、再次入院、再
次手术等复发情况,发生率 = 复发例数 /总例数 伊
100% 。
1. 5摇 疗效评定摇 依据临床症状缓解情况、疝内容物

恢复情况及是否需再次手术等[9] 评定 2 组手术疗

效,即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疝内容物基本恢复,
无需再次手术;有效:临床症状明显改善,疝内容物

明显恢复,无需再次手术;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疝
内容物未恢复,仍需再次手术进行治疗。 手术有效

率 =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 /总例数 伊 100% 。
1. 6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字2 检验和

Fisher忆s 确切概率法。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手术情况比较摇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切口

长度、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2 组

手术时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
表 1)。

表 1摇 2 组手术情况比较(x 依 s)

分组 n
术中

出血量 / mL
切口

长度 / cm
手术

时长 / min
住院

时间 / d

对照组 58 63. 75 依 8. 53 17. 46 依 3. 82 75. 64 依 12. 35 9. 24 依 1. 72

观察组 58 20. 38 依 4. 26 2. 72 依 0. 65 72. 58 依 11. 94 5. 16 依 1. 08

t — 34. 64* 28. 97* 1. 36 15. 30*

P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2. 2摇 2 组疼痛情况比较摇 术后第 1、3、5 天,观察组

V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术后疼

痛持续时间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2. 3摇 2 组 SF鄄36 评分比较摇 观察组术前 SF鄄36 评分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与术前比

较,2 组 SF鄄36 评分均升高(P < 0. 01);观察组术后

SF鄄36 评分较对照组更高(P < 0. 01)(见表 3)。

表 2摇 2 组疼痛情况比较(x 依 s)

分组 n
VAS 评分 /分

摇 术后第 1 天摇 术后第 3 天摇 术后第 5 天摇
疼痛

持续时间 / d

对照组 58 7. 62 依 1. 45 6. 34 依 1. 22 5. 49 依 1. 17 7. 54 依 1. 36

观察组 58 5. 15 依 1. 12 3. 85 依 0. 76 2. 31 依 0. 58 5. 28 依 1. 14

t — 10. 27 13. 19* 18. 55* 9. 70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表 3摇 SF鄄36 评分比较(x 依 s;分)

观察项目 时间
分组

摇 对照组(n =58)摇 观察组(n =58)摇
t P

躯体功能

术前 68. 24 依 7. 86 67. 83 依 7. 82 0. 28 > 0. 05

术后 73. 52 依 8. 94 79. 65 依 9. 83 3. 51 < 0. 01

t 3. 38 7. 17 — —

P <0. 01 < 0. 01 — —

精神健康

术前 63. 58 依 6. 95 62. 95 依 6. 91 0. 49 > 0. 05

术后 67. 63 依 7. 42 74. 38 依 8. 97 4. 42 < 0. 01

t 3. 03 7. 69 — —

P <0. 01 < 0. 01 — —

社会功能

术前 66. 82 依 7. 23 66. 51 依 7. 28 0. 23 > 0. 05

术后 71. 39 依 8. 45 78. 64 依 9. 73 4. 28 < 0. 01

t 3. 13 7. 60* — —

P <0. 01 < 0. 01 — —

情感职能

术前 68. 59 依 7. 95 68. 37 依 7. 90 0. 15 > 0. 05

术后 76. 82 依 9. 26 81. 75 依 10. 38 2. 70 < 0. 01

t 5. 136 7. 81* — —

P <0. 01 < 0. 01 — —

摇 摇 *示 t忆值

2. 4摇 2 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摇 术后,观察组切口

感染率、血肿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1);2 组

肠梗阻及尿潴留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4)。

表 4摇 2 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切口感染 血肿 肠梗阻 尿潴留

对照组 58 17(29. 31) 11(18. 97) 4(6. 90) 5(8. 62)

观察组 58 3(5. 17) 2(3. 45) 0(0. 00) 1(1. 72)

摇 摇 字2 — 11. 84 7. 02 — 1. 58

摇 摇 P — <0. 01 < 0. 01 > 0. 05* >0. 05

摇 摇 *示 Fisher忆s 确切概率法

2. 5摇 2 组复发情况比较摇 术后,观察组再次手术率

为 3. 45% ,低于对照组的 17. 24% ( 字2 = 5. 95,P <
0. 05);2 组术后出现鼓肚率、疝复发率、再次入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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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对 2 组病人随访

6 个月显示,随访 1 ~ 3 个月内对照组复发 2 例,观
察组 1 例,随访 3 ~ 5 个月对照组复发 5 例,观察组 3
例,随访 5 ~ 6 个月对照组复发 8 例,观察组 7 例。
(见表 5)。

表 5摇 2 组复发情况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鼓肚 疝复发 再次入院 再次手术

对照组 58 1(1. 72) 14(24. 14) 12(20. 69) 10(17. 24)

观察组 58 3(5. 17) 8(13. 79) 5(8. 62) 2(3. 45)

字2 — 0. 26 2. 02 3. 38 5. 95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2. 6摇 2 组手术疗效比较摇 术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 55% ,高于对照组的 82. 76% ( 字2 = 5. 95,P <
0. 05)(见表 6)。

表 6摇 2 组手术疗效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字2 P

对照组 58 33(56. 90) 15(25. 86) 10(17. 24)摇 48(82. 76)

观察组 58 37(63. 79) 19(32. 76) 2(3. 45) 56(96. 55) 5. 95 < 0. 05

合计 116摇 70(60. 34) 34(29. 31) 12(10. 34) 104(89. 66)

3摇 讨论

摇 摇 腹壁疝通常无法自愈,手术修补是其唯一治疗

方法,疝修补技术由单纯缝合修补至自体组织修补,
再至无张力补片修补,即由传统修补法至开放组织

结构分离技术,再至腹腔镜修补法,是临床外科腹壁

疝治疗的一大挑战[10]。 其中,传统修补法仅是一种

单纯缝合修补,术后复发率较高,而开放组织结构分

离技术,可通过移行腹直肌松解腹壁肌筋膜以实现

自体组织修补腹壁缺损,可使分离后的肌肉组织保

留自身血液供应与神经支配,进而利于腹壁功能重

建,主要针对临床巨大切口疝,能够充分显露视野达

到皮下组织最大程度分离,但易造成手术感染、血肿

等并发症,不利于预后,同时手术产生的切口恢复后

瘢痕也很明显,追求美容效果的病人临床满意度不

高[11]。
近年来,随着腹腔镜在外科手术中的广泛应用,

可有效避免开腹手术,根据实际情况,仅需取 2 ~
3 个5 ~ 12 mm 的切口,术后瘢痕特别小,能够继承

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临床治疗的优点[12 - 13]。 研

究[14]发现,自体组织修补术后短时间内腹壁抗张能

力较弱,采用人工补片替代腹壁缺损区域其抗张强

度可优于腹壁肌筋膜层效果。 目前,临床多采用聚

丙烯和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作为补片用于修补腹壁

缺陷,通过补片修补可实现腹壁无张力修补,术后复

发率低[15]。 资料[16] 显示,在腹腔镜下由自体组织

修补结合复合补片治疗腹壁疝病人,可同时具有切

口小、无张力等效果,临床疗效显著。 国外学者

PARKER 等[17]报道显示腹腔镜下组织结构分离技

术治疗腹壁疝病人术后恢复时间短于开放治疗组,
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也明显降低,表明腹腔镜下治

疗效果、安全性更高。
本研究结果表明,术后,观察组手术疗效显著高

于对照组,提示腹腔镜与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治

疗腹壁疝相比,临床效果更为显著。 本研究中,观察

组术中出血量、切口长度、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而手术时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腹腔镜

与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治疗腹壁疝相比,可有效

减小手术切口长度,降低术中出血量,促进病人恢

复,并缩短住院时间,分析原因为腹腔镜组织结构分

离手术切口小,在手术时避免大范围分离病灶周围

组织,因此一定程度地降低局部出血量;而开放式组

织结构分离技术术中需要广泛剥离组织,因此可能

会造成血管的损伤,造成出血量增加。 本研究结果

与孙海[18] 研究结果一致,但与国外学者 CARTER
等[19]报道显示腹腔镜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手术时间

长于开放式治疗这一结论不符,分析原因可能与病

人切口类型以及手术治疗难度有关。 本研究中,观
察组术后 VAS 评分及疼痛持续时间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而 2 组术后 SF鄄36 评分均升高,而观察组优于

对照组,提示腹腔镜与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治疗

腹壁疝相比,可能通过减少手术切口长度及出血量

等以降低病人疼痛程度,缩短疼痛持续时间,进而提

高病人生活质量。 虽然腹腔镜下组织结构分离技术

能够达到微创效果,有效降低术后切口并发症发生

率,但手术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如网片感染、术后复

发等。 FUNK 等[20] 报道采用腹腔镜下组织结构分

离技术治疗面积 360 cm2 腹壁疝,病人治疗效果并

不明显且术后血肿发生率为 50% ,说明腹腔镜下组

织结构分离技术并不适用于巨大切口腹壁疝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术后感染率、血肿发生率及

再次手术率均高于观察组,可能由于开放组织结构

分离术术中止血不彻底、术后引流不当、伤口内死腔

遗留等原因造成,提示腹腔镜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治

疗腹壁疝可明显降低术后感染、血肿等并发症发生

率,进而降低再次手术率,此结果与孙海[18]、蔡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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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采用腹腔镜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治疗

腹壁疝,可能通过降低手术切口及手术中出血量以

减轻病人疼痛状况,提高病人生活质量,进而缩短住

院时间,同时,降低病人术后感染率、血肿发生率以

及再次手术率,效果显著,但其对于复杂切口疝以及

巨大腹壁缺损治疗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并

发症和复发率高,因此在临床应用时,应结合病人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以便提高病人治疗效

率,减少复发率。
[ 参 考 文 献 ]

[1]摇 RETTENBACHER T,HOLERWEGER A,MACHEINER P,et al.
Abdominal wall hernias[ J] . Am J Roentgenol,2012,177 (5):
1061.

[2] 摇 王劲,张隆陶. 腹壁疝修补术后并发症原因及防治[ J / CD].
中华疝和腹壁外科杂志(电子版),2013,7(4):70.

[3] 摇 侯鹏. 腹壁疝无张力修补术的临床应用[ J] . 中国医药指南,
2015,24(3):141.

[4] 摇 丁政,樊友本. 组织结构分离技术在巨大腹壁疝中的应用

[J] . 中华外科杂志,2012,50(11):1029.
[5] 摇 陈思梦. 组织结构分离技术进展及其相关并发症[ J / CD]. 中

华普通外科学文献(电子版),2017,11(2):80.
[6] 摇 唐健雄,李健文,李基业,等. 成人腹股沟疝诊疗指南(2014 年

版)[J] . 中华外科杂志,2014,52(7):484.
[7] 摇 严广斌. 视觉模拟评分法[ J / CD]. 中华关节外科杂志(电子

版),2014,9(2):273.
[8] 摇 RUTA D. Short form 36 questionnaire[ J] . J Epidemiol Commun

H,1995,49(5):555.
[9] 摇 陈杰. 实用疝外科手术技巧[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

社,2008:176.
[10] 摇 李超,黄陈. 腹腔镜下腹壁疝修补术的治疗现状与进展[ J] .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5,15(34):6779.

[11] 摇 顾岩,王惠春. 组织结构分离技术在腹壁功能重建中的应用

[J] . 外科理论与实践,2013,18(3):214.
[12] 摇 王保华. 腹腔镜和开放性手术治疗原发性腹壁疝的疗效分析

[J] . 现代诊断与治疗,2016,27(16):3071.
[13] 摇 顾岩. 内镜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治疗腹壁缺损[ J / CD]. 中华普

外科手术学杂志(电子版),2014,25(3):15.
[14] 摇 SINGAL R,GUPTA R,MITTAL A,et al. Delayed presentation of

the traumatic abdominal wall hernia;dilemma in the management鄄
review of literature[J]. Indian J Surg,2012,74(2):149.

[15] 摇 王光哲,王建国,段继源,等. 腹腔镜与开放性手术治疗原发

性腹壁疝的疗效对比分析[ J] . 陕西医学杂志,2015,23(6):
675.

[16] 摇 李金松,刘昶,纪艳超. 组织结构分离技术在疝外科中的临床

应用[J] . 国际外科学杂志,2012,39(9):605.
[17] 摇 PARKER M, BRAY JM, PFLUKE JM, et al. Preliminary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 algorithm for the optimal use of
the laparoscopic component separation technique for myofascial
advancement during ventral incisional hernia repair[ J] . J Lapar
Adv Surg Techn,2011,21(5):405.

[18] 摇 孙海. 腹腔镜开放性手术在原发性腹壁疝治疗中的疗效对比

[J]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7,17(21):125.
[19] 摇 CARTER SA,HICKS SC,BRAHMBHATT R, et al. Recurrence

and pseudorecurrence after laparoscopic ventral hernia repair:
predictors and patient鄄focused outcomes[ J] . Am Surg,2014,80
(2):138.

[20] 摇 FUNK LM,PERRY KA,NARYLA VK, et al. Current national
practice patterns for inpatient management of ventral abdominal
wall hernia in the United States[J] . Surg Endosc,2013,27(11):
4104.

[21] 摇 蔡宗达,翁山耕,林春忠,等. 腔镜与开放组织结构分离技术

治疗腹壁疝的 Meta 分析[ J] .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5,30
(4):312.

(本文编辑摇 赵素容)

(上接第 475 页)
摇 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 PDW、MPV、
D鄄D和 FIB 等明显低于对照组,血细胞压积、血浆黏

度、全血高切黏度、全血低切黏度和红细胞聚集指数

等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 00% ,高于对

照组 77. 50% ;观察组病人的运动功能 FMMS 分级

芋、郁级率为 63. 00% ,高于对照组的 37. 50% ;2 组

病人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得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 表明丁咯地尔联合川芎嗪治疗急

性脑栓塞对病人血小板及血流变的影响更大,效果

显著,明显改善了病人的预后,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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