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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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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 Clayman等⋯首次应用腹腔镜行肾切除术以 

来，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得到飞速的发展，并逐渐完善和成 

熟。目前，腹腔镜手术已涉及到泌尿及男性生殖外科的各个 

方面，并基本取代传统的泌尿外科开放性手术，已被公认为 

现代微创技术的代表。相对于开放性手术，腹腔镜手术具有 

创伤小、恢复快、术后疼痛轻、住院时间短、改善切 口美观效 

果等优势。由于腹腔镜设备的改良和更新，以及医生与患者 

对手术疗效要求的提高，单孔腹腔镜手术以及经自然腔道腹 

腔镜手术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 

及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成熟，手术导航系统以及虚拟现实技术 

将成为微创手术发展的趋势，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是泌尿 

外科手术技术的一个 飞跃。现将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 的应 

用进展作一综述。 

1 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 

经腹腔途径腹腔镜手术在泌尿外科开展较早 ，20世纪 

90年代初，Clayman等⋯成功地完成了腹腔镜肾切除术和盆 

腔淋巴结清扫术后，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发展迅速。1992年 

Gaur等 首次应用气囊置人后腹膜间隙充气撑开间隙，而形 

成一个人为的“后腹膜腔”，用于腹膜后腹腔镜手术获得成 

功，开创了腹膜后和盆腔腹膜外腹腔镜手术方式。直到 1997 

年，Nakada等 报道首例手助腹腔镜肾切除术技术，腹腔镜 

技术才真正受到泌尿外科界的重视。目前腹腔镜手术可分 

为3个技术平台，包括标准腹腔镜手术(standard laparoseopie 

surgery，SLAS)、手助腹腔镜手术(hand assisted laparoscopic 

surgery，HALS)和微型腹腔镜手术。 

1．1 SLAS 标准腹腔镜在泌尿外科应用较早，其操作件直 

径一般为 5～12 cm，在电视显像系统监视下操作。与传统的 

开放性手术相比，SLAS具有切 口小 、疼痛轻、恢复快的优点， 

已广泛应用于泌尿外科手术治疗 ，并且操作技术 已很成熟。 

如肾囊肿去顶术、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术、腹腔内隐睾探 

查术、盆腔淋 巴结活检 、肾上腺肿瘤切除术、根治性肾切除 

术、输尿管切开取石术、肾输尿管全长切除、腹膜后淋巴结清 

扫、根治性前列腺切除、膀胱颈悬吊术 、肾盂成形术、根治性 

膀胱全切及回肠膀胱、肾移植活体取肾术等，尤其是腹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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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切除术，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治疗肾上腺外科疾病的 

“金标准” 。既往有学者认为直径 >6 em的肾上腺肿瘤是 

腹腔镜手术的禁忌证 ，Moinzadeh等 对 31例恶性肾上腺肿 

瘤行腹腔镜肾上腺切除术，通过分析治疗效果 ，认为术后存 

活率与肿瘤体积大小无明显相关性。另外，腹腔镜手术可以 

同时处理双侧病变 ，与开放性手术相 比，优点更为明显。如 

双侧肾上腺肿瘤、双侧肾囊肿和双侧精索静脉曲张等。 

1．2 HALS HALS是在普通腹腔镜设备基础上增加一个防 

漏气兼保护气腹的手助套袖设备。操作时需做长约 7 cm的 

切口放置套袖 ，通过套袖设备一只手可进入腹腔配合手术。 

自1997年 Nakada等 报道首例手助腹腔镜肾切除术后，该 

技术迅速发展 ，一些标准腹腔镜下较难完成的手术，如腹膜 

后淋巴结清扫术 、肾部分切除术、肾输尿管全切术和活体供 

肾摘除术等 ，尤其对于需完整取出标本 的手术较为适用。 

HALS联合了腹腔镜和开放手术的优点 ，术者腹腔操作手触 

觉灵敏、动作灵巧 ，使镜下切割 、分离 、缝扎等精细操作更容 

易，提高了三维定向效果及手术安全性。因此 ，此技术更适 

合复杂的泌尿外科手术。 

1．3 微型腹腔镜手术 一般认为，直径 <3 cm腹腔镜及其 

操作件称为微型腹腔镜 ，又称为针式腹腔镜。此技术的开展 

使患者术后切口更小，更美观，疼痛更轻，切口愈合快，损伤 

小。目前微型腹腔镜主要应用于肾囊肿、隐睾 、精索静脉 曲 

张、肾上腺疾病、淋巴囊肿等的治疗，以及肾输尿管全切除术 

时输尿管远端和膀胱的处理。Gill_6 应用微型腹腔镜完成首 

例肾上腺手术 ，随后完成的30例肾上腺切除术和42例输尿 

管下段切除术，术程均顺利，术后恢复快。但微型腹腔镜手 

术视野小，清晰度相对要低，遇到出血、烟雾等情况会使手术 

野更加不清楚。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缺点将会被克 

服 ，微型腹腔镜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2 单孔腹腔镜手术(1aparoendoseopic single—site surgery，LESS) 

腹腔镜手术通常需要在腹部穿刺3—6个孔，为更好地 

达到切口美观、创伤小、恢复快的微创效果，LESS及经自然 

腔道内镜手术应运而生。 

LESS的关键性是将多个穿刺 口集中于一个切口，主要 

有单个的多通道套管和多个单独的套管。在2007年墨西哥 

坎昆召开的第 25届世界泌尿内镜大会上 ，Rane等⋯以摘要 

和手术录像的方式报道 LESS在泌尿外科 的应用，他们采用 

LESS完成了首例无功能萎缩肾脏的切除术，以及经腹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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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LESS输尿管切开取石术。发展至今，泌尿外科医生已经 

应用这一项技术成功实施了多种手术 卜 J，包括单纯肾切除 

术、肾癌根治术、肾部分切除术、肾盂成形术、肾上腺切除术、 

输尿管切开取石术、睾丸松解固定术、睾丸切除术、精索静脉 

曲张高位结扎术、骶骨阴道固定术、肾活检、气冻治疗、活体 

供肾切除术、肠代输尿管术、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术等。LESS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手术部位的局限，手术时器 

械间的相互干扰，漏气及器械与光源平行状态等方面。Park 

等 开发出了“经腹磁力定位导航系统(MAGS)”，同时， 

Zehser等 成功地应用此系统在猪模型身上完成单孔腹腔 

· 镜肾切除术，通过此系统使操作器械在腹腔内能够不受限制 

地活动，提供与 SLAS类似的操作环境。但此设备协助LESS 

尚处于动物实验阶段，缺乏在人类中进行泌尿系统的研究报 

告。 

3 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 

经 自然 腔 道 内镜 手 术 (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NOTES)是一种经人体自然腔道如胃、阴 

道、膀胱等途径进入腹腔施行手术的新型手术方式。因能够 

避免腹部手术瘢痕，故有学者将其称为无疤手术。NOTES常 

用的手术入路有经胃、经阴道、经膀胱，对于泌尿外科而言， 

经阴道与经膀胱途径比较常用。2002年，Gettman等 首次 

成功地在猪模型身上施行6例经阴道肾切除术，开创了运用 

NOTES施行泌尿外科手术的先河。2007年第 25届 WCE会 

议上正式成立了泌尿外科NOTES手术学组，Metthes等 完 

成了经胃猪肾上腺切除术以及经阴道猪肾切除术，Lima 

等 首先实现了联合经胃与经膀胱途径的猪肾脏切除术， 

Gettman等 则将经膀胱人路的NOTES从动物模型过渡到 

临床应用。因该技术难度相对较大，目前部分正处于临床试 

验阶段，正在逐步的完善、成熟。 

4 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 

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最早于2000年应用于泌尿外科 

手术。现阶段，应用于泌尿外科手术的机器人系统主要有伊 

索系统 (AESOP)、达芬奇系统 (DA VINCI)与宙斯系统 

(IEUS)，AESOP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机器人系统，近几年 

DA VINCI系统的应用得到普及。但机器人系统的应用主要 

还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流行 ，在美国，机器人辅助前列腺癌 

根治术已经超过前列腺癌根治术的 60％ ，而我国现仅有 

几家综合性医院拥有机器人手术系统，并且处于起步阶段。 

机器人腹腔镜手术的主要优点有：(1)提供更加稳定的 

图像。机器人腹腔镜完全按照手术医生的指令操作，可避免 

常规腹腔镜手术中助手疲劳出现视野不稳定的问题。(2)利 

于精细操作。进行精细操作时，常规腹腔镜镜头距术野很 

近，镜头稍有移动就会偏离术野，监视器上图像也会出现大 

幅度抖动。手术时医生坐位舒适，可从容不迫地进行吻合操 

作，通过计算机转换和修正，滤除生理震动，实时传至腔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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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镜头距术野很近，使用更精细的操作器械，使常规腹腔 

镜手术时难度较大的小管道的吻合成为可能。(3)节省人 

力：手术由术者一人即可完成。(4)可远程遥控手术。手术 

医生可以通过因特网远程操控其他地区的机器人进行手术。 

目前，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已经涉及泌尿外科几乎所 

有的手术 -27]，包括前列腺癌根治术、肾切除术、肾部分切 

除术、肾上腺切除术、肾盂成形术、根治性全膀胱切除等术 

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泌尿 

外科手术将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近几年，计算机和图像处理 

技术的发展使远程医疗手术和图像引导外科手术成为机器 

人辅助外科手术发展的方向 ，这必将使机器人在医学领 

域的应用更加广泛。 

5 结语 

腹腔镜手术给外科手术带来一次变革性的飞跃，开辟了 

一 片新的外科领域，这必将成为今后外科领域的发展方向。 

且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腹腔镜技术也将不断地向着更为适 

用、简单，更加规范化、微型化发展。同样，泌尿外科腹腔镜 

手术将逐渐代替开放手术，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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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70岁。因“突发腹痛 2天伴恶心呕 

吐”入院。2天前患者无明显诱因突感上腹疼痛，呈 

阵发性绞痛，伴恶心呕吐，非喷射状，为胃内容物，肛 

门未停止排便排气，解黄色大便 1次，量不详。腹透 

未见明显异常，胃镜示食管贲门炎、残 胃炎。予护 

胃、抗感染等治疗后腹痛稍缓解，1天前下午进食后 

腹痛加剧。急诊摄片提示肠梗阻，收治住院。患者 

4年前曾有“胃癌手术史”。2年前曾患“肠梗阻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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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治疗 后腹 痛缓 解 ”，体格 检查：BP 150／95 

mmHg，急性痛苦面容，神志清楚，心肺听诊阴性，上 

腹部有长约 18 cm手术瘢痕，腹部稍膨隆，未见胃肠 

型及蠕动波，腹软，上腹部及脐周压痛，无反跳痛，移 

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几乎未闻及。实验室检查： 

Hb 153 g／L，WBC 9．13×10 ／L，血小板计数(BPC) 

375 x 10 ／L。凝血酶原时间(PT)19．7 s，活化部分 

凝血酶原时间(Avrr)15 s。肝肾功能未见明显异 

常。腹部 CT示，胃癌术后改变，肠腔积液积气，肠 

系膜血管扭曲、漩涡征，提示肠扭转，腹腔内积液。 

人院诊断：肠扭转，胃癌术后。拟行剖腹探查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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