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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治疗休克型异位妊娠的临床分析 

陈 丽，王欢华，钟 颖，吴利玲，赵珊珊，陈 梅 

[摘要]目的：探讨腹腔镜手术治疗休克型异位妊娠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对71例手术治疗的休克型异位妊娠患者的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40例(腹腔镜组)，剖腹探查手术3l例(开腹组)。结果：腹腔镜组40例手 

术过程顺利，无一例中转开腹。两组失血量和手术时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肠管排气时间两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结论：腹腔镜手术治疗休克型异位妊娠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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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ve laparoscopy for ectopic pregnancy with hypovolemic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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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operative laparoscopy in treatment of ectopic pregnancy with hypovolemic 

shock．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7 1 patients with hypovolemic shock due to ectopic pregnanc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Forty 

of them received laparoscope therapy and 3 1 laparotomy therapy．Results：Th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in all the cases in laparoscopic 

group and no one Was converted to laparotomy．The intra—abdominal blood loss and operating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P>0．05)．The time of anus exsufflation in laparoscope therapy was significant shorter than that in laparotomy therapy(P< 

0．O1)．Conclusions：Operative laparoscopy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treatment of ectopic pregnancy with hypovolemic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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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腹腔镜手术已成为治疗异位妊娠的首选方 

法，但对休克型异位妊娠患者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 

的安全性尚存在争议。一般认为，腹腔镜手术仅适 

合输卵管妊娠未破裂或者输卵管妊娠已破裂但血流 

动力学尚稳定的病例 j。2005年 1月至 2008年 

5月，我院对休克型异位妊娠患者行腹腔镜手术治 

疗40例，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休克型异位妊娠71例作为研 

究对象。异位妊娠均发生在输卵管。腹腔内出血量 

1 000～1 500 ml 29例，>1 500～2 000 ml 27例， 

>2 000 ml 15例。根据患者及家属 自愿选择的手 

术方式分为腹腔镜组(4O例)和开腹组(31例)。两 

组患者的年龄、停经时间、妊娠部位的均具有可比性 

(见表 1)。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快速建立2条静脉通道，静 

脉补液、输血等抗休克治疗及术前准备。采用气管 

插管全麻或连续硬膜外麻醉。(1)腹腔镜组：采用 

德国Storz公司电视腹腔镜系统和器械。手术体位 

为膀胱截石位，于脐下缘作10mm切口，气腹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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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组患者停经天数与妊娠部位比较(n) 

分组 n 停 间 

A不 u 值 

人腹腔后，充 CO 气体，当腹腔压力达到 l0— 

15 mmHg后，穿进直径 10 mm Trocar置人腹腔镜， 

在冷光源透视下分别于左、右两下腹无血管区分别 

作5 mm及 10 mm穿刺孔，各放入5 mm、10 mm 

Trocar，置入吸引器、双极电凝钳及组织钳等操作器 

械。用 10 mm吸引器迅速吸引盆腔积血后患者取 

头低位约倾斜 20。～3O。。腹腔内压力控制在 12～ 

15 mmHg。术式根据病变及生育状态，共行输卵管 

切除术33例，输卵管开窗术 7例。(2)开腹组：患 

者取平卧位，于下腹取正中纵行切口7—8 cm，逐层 

开腹，吸出腹腔、盆腔积血后，探查子宫、双侧附件与 

盆腔器官关系，明确异位妊娠的部位和类型。术式 

根据病变及生育状态，共行输卵管切除术28例，输 

卵管开窗术3例。2组术后 24 h拔除尿管，使用抗 

生素5～7天，切口愈合后拆线，体温正常者出院。 

1．3 观察指标 观察 2组术中出血量、输血量、手 

术时间、手术方式和术后肛门排气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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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t检验、 检验和秩和检验。 ．⋯ 
j I】 匕 

9 结 里  

近年来，腹腔镜手术在妇科疾病诊治中应用 日 

两组术中出血量和手术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趋广泛，已成为治疗异位妊娠的主要方法。异位妊 

义(P>0．05)。腹腔镜组肛门排气时间较开腹组早 娠是最常见的妇科急腹症，特别是间质部妊娠一旦 

(P<0．01)(见表2)。 破裂，出血凶猛，很快发生休克，这类休克型异位妊 

表2 2组术中出血量、输血量、手术时间、排气时间比较( ±s) 

△示 值 

娠血流动力学常不稳定，术中腹腔镜手术的特殊体 

位以及气腹使腹腔内的压力升高可引起呼吸、循环 

负担加重 2 ，致使麻醉及手术风险增加，故过去许 

多学者⋯将异位妊娠失血性休克列为腹腔镜手术 

的禁忌证。随着手术设备的改进 ，抢救技术、麻醉技 

术及腹腔镜技术的提高，休克型异位妊娠不再是腹 

腔镜手术的禁忌证。近年来，国内很多文献 报道 

腹腔镜治疗休克型异位妊娠是安全、有效的。我们 

认为，对休克型异位妊娠患者，迅速补充血容量、纠 

正休克是腹腔镜手术成功的前提，先进的监测设备、 

娴熟的麻醉技术和手术技巧是手术的安全保障。腹 

腔镜组平均手术时间与开腹组比较的报道结果不尽 

相同，手术时间长短与病变部位、手术类型及术者的 

操作熟练直接相关 J，有研究 报道还与腹腔内 

积血量有关。本研究显示，两组腹腔内积血量相近， 

手术平均用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腹腔镜组 2例患 

者手术用时达80～90 min，这是由于病程较长，腹腔 

积血较多，部分血块机化，清除积血及血块时吸管易 

发生堵塞而延长了手术时间。因此，除施术者的经 

验和技术外，能快速地吸出积血和血块是缩短手术 

时间的关键。鉴于腹腔镜手术高度依赖于设备、器 

械和材料的完好性，任一环节故障必将延误手术和 

抢救时机。故腹腔镜设备及器械的术前维护与检测 

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腹腔镜手术中采用粗管径、高流量吸引器 

迅速吸净腹腔内积血，能快速明确出血部位，有效止 

血；同时，清理盆腹腔积血干净彻底，对腹腔内的肠 

管等组织干扰小，盆腔冲洗干净 ，可大大减少术后并 

发症，使术后盆腹腔发生粘连或感染的机会少，腹腔 

镜手术切口小，损伤小，出血少，排气快，术后恢复快 

住院时间短 J。本研究两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腹腔镜治疗异位妊娠与开腹 

手术比较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我们在充分肯定腹 

腔镜手术微创优势的同时，还应重视问质部病变止 

血较困难可能延长手术时间，腹腔内大量积血对气 

腹初建和腹内压控制的影响，重视术者的经验和技 

术，腹腔镜设备、器械和材料的完好性对手术成功和 

抢救时机的影响。本研究中腹腔镜手术组均在镜下 

完成 ，其中32例手术在 1 h内完成。冷金花等_8 研 

究表明，对经验丰富的腹腔镜医生而言，有良好的麻 

醉、先进的术中监护措施及支持治疗，异位妊娠即使 

有内出血，血流动力学已经有改变仍可以选择腹腔 

镜手术。而汪炼等l9 研究提出，在有效抗休克治疗 

的前提下，腹腔镜手术是休克型输卵管妊娠治疗的 

首选方法。故腹腔镜手术治疗休克型异位妊娠，在 

条件具备的医院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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