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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吊式腹腔镜在子宫肌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刘摇 娟,张丽娜

[摘要]目的:探讨悬吊式腹腔镜在子宫肌瘤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择悬吊式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悬吊组)和经

腹子宫肌瘤切除术(开腹组)各 20 例。 比较 2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肌瘤直径、术后排气时间、术后疼痛评分、住院时间和

住院费用等相关指标。 结果:2 组手术均顺利完成。 2 组患者手术时间和肌瘤直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悬吊组

患者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均少于开腹组(P < 0. 01 和 P < 0. 05),而术后切口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开腹组,术后排气时间显著

早于开腹组(P < 0. 01),但住院费用明显高于开腹组(P < 0. 01)。 结论:悬吊式腹腔镜手术在妇科应用中具有安全性高、操作

简便、切口美观、术后恢复快、疼痛轻、住院时间短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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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suspended laparoscopy in myomectomy
LIU Juan,ZHANG Li鄄na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Wuzhong,Suzhou Jiangsu 21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uspended laparoscopy in myomectomy.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suspended group(20 cases treated with suspended laparoscopy in myomectomy) and laparotomy group(20 cases treated
with laparoscopy in myomectomy). Th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myoma diameter, postoperative pain score, and
hospitaliza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cos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operations of two groups wer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differences of operation time and diameter of myoma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 0. 05).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suspended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laparotomy group(P < 0. 01 and P <
0. 05). The postoperative pain score and exhaust time in suspend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earlier than those in laparotomy
group,respectively(P < 0. 01). The hospitalization cost in suspend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laparotomy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uspended laparoscopy in myomectomy is high safety,easy operation,beautiful incision,
quick recovery,light pain and short hospitalization time.
[Key words] laparoscopy;suspended laparoscopy;myomectomy

摇 摇 子宫肌瘤是妇科常见疾病,也是女性生殖器最

常见的良性肿瘤。 按肌瘤的生长部位和与子宫肌壁

间的关系可分为多种类型,治疗方法根据患者的症

状、年龄和生育要求以及肌瘤的类型、大小、数目亦

有不同。 手术治疗可选择开腹、经阴道、经宫腔镜和

腹腔镜等方法进行[1 - 3]。 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的发

展,在妇科领域中腹腔镜手术越来越多显示其优越

性,目前绝大多数妇科手术都可以在腹腔镜下完成,
逐渐在各级医院开展并被广大医务工作者熟悉和掌

握,同时也因具有损伤小,术后痛苦少,康复快,住院

时间短、切口美观等优点而被患者接受。 为进一步

提高我科医疗服务质量,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5 月

我科对要求保留子宫的子宫肌瘤患者 20 例行悬吊

式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

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在我科住院的子宫肌瘤患者

40 例,其中行悬吊式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悬
吊组)和经腹子宫肌瘤切除术(开腹组)各 20 例。
病例选择依照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的适应证及禁

忌证。 悬吊组患者年龄 28 ~ 50 岁,除 1 例已婚未育

外均为经产妇,2 例有剖宫产手术史;肌瘤数目臆3
个,肌瘤最大直径 > 8 cm,浆膜下肌瘤 3 例,肌壁间

肌瘤 17 例,其中 1 例合并黏膜下肌瘤术中行宫腔镜

联合手术。 开腹组年龄 30 ~ 48 岁,均已婚已育,肌
瘤数臆3 个,肌瘤最大直径 > 8 cm,有剖宫产手术史

4 例。 其中肌壁间肌瘤 16 例,浆膜下肌瘤 4 例。 术

前均经 B 超诊断子宫肌瘤确定肌瘤部位、个数、最
大直径,排除恶性肿瘤可能者。 由于肌瘤引起相应

的临床症状,常规行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排除宫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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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病变,无手术禁忌证。 根据 B 超检查情况选择

手术方式,为使 2 组有可比性,开腹组选择患者条件

相对一致。
1. 2摇 手术方法摇 2 组均采用全麻或腰硬联合麻醉,
悬吊组患者均采用腹壁皮下钢针穿刺悬吊法操作,
选择脐轮边缘纵向做 10 mm 切口,皮肤拉钩暴露逐

层进腹,置入 10 mm Trocar。 自耻骨联合上方 4 cm
处以钢针沿腹白线向脐下方 2 cm 处穿刺,悬吊棒固

定于患者左侧腰部提杆 45毅内旋横跨过腹中线,将
钢针固定并用吊链挂在悬吊杆横杆的挂钩上,调节

至满意的高度,暴露腹腔手术视野,置入腹腔镜探查

肌瘤的具体部位,根据手术需求再做其余操作孔。
手术器械可选择常规开腹器械或腹腔镜器械,单极

电勾,双极、超声刀等。 手术操作同常规开腹手术,
剥除的肌瘤瘤体取出时,可用巾钳或抓钳钳夹瘤体

后将其牵拉切口保护套下缘,用手术刀如削苹果般

从中央螺旋向外旋转将瘤体切割成条索状至操作孔

取出。 开腹组患者采用传统的子宫肌瘤切除术的手

术方法进行。 2 组患者术后均在子宫切口创面覆盖

美国强生公司生产的防粘连膜 Interceed。 术后 2 组

均常规使用缩宫素。 依照抗生素使用原则预防性应

用抗生素。
1. 3摇 观察指标摇 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腹壁切口疼痛评分(术后 12 h,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肌瘤直径、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和住院费

用等指标。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围手术期情况比较摇 2 组手术均顺利

完成,均无中转开腹。 2 组患者手术时间和肌瘤直

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悬吊组患者术

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均少于开腹组(P < 0. 01 和

P < 0. 05),而术后切口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开腹组,
术后排气时间显著早于开腹组(P < 0. 01),但住院

费用明显高于开腹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患者围手术期情况比较(x 依 s)

分组 n
手术时间 /

min
出血量 /

ml
肌瘤

直径 / cm
术后排气

时间 / h
住院

时间 / d
住院

费用 / 元
切口疼痛

评分 / 分

开腹组 20 58 依 12. 10 92 依 20. 78 8. 6 依 3. 9 35 依 5. 4 7 依 2. 3 6 735 依 362 6. 2 依 1. 7

悬吊组 20 65 依 13. 43 73 依 16. 36 7. 6 依 2. 7 15 依 4. 6 5 依 2. 5 8 763 依 531 3. 5 依 1. 6

t — 1. 73 3. 21 0. 94 12. 61 2. 63 14. 11 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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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摇 术后随访摇 2 组患者术后均无并发症发生,无
阴道出血及其他不适。 所有患者术后月经均恢复正

常,术后 1 个月门诊复查 B 超,子宫恢复正常大小。

3摇 讨论

摇 摇 子宫肌瘤在生育期妇女中发病率为 20% ~
25% [4],多数患者无明显症状,可定期随诊观察,但
如若肌瘤较大、生长较快,或伴有腹痛腹胀不适、月
经过多、继发不孕等临床症状者则需临床手术治疗。
经腹子宫肌瘤切除术是希望保留生育功能妇女的标

准术式[5]。 传统的经腹子宫肌瘤切除术具有直视

下操作方便、视野清晰、暴露容易、缝合彻底等优点,
可通过术中手触及发现肌壁间小的深部肌瘤,减少

术后残留和复发率,同时因直视下缝合止血彻底,避
免了瘤腔死腔的形成。 但临床发现传统的经腹手术

具有腹部切口大、影响美观,腹腔干扰较大,术后肠

道功能恢复慢,腹部切口疼痛较剧,住院时间长等缺

点[6]。

传统气腹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借助 CO2

气体形成气腹为手术提供满意的手术视野和操作空

间[7 - 9]。 但对于特殊部位的肌瘤、肌瘤数过多、肌瘤

过大、肌壁间肌瘤或阔韧带、宫颈肌瘤等,在应用中

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腹腔镜下难以完成,可致缝合

止血困难,术中出血量多,手术时间延长,易引发死

腔形成等术后并发症的增加而中转开腹[10]。 故要

求术者必须具有微创良好的操作基础,熟练的掌握

镜下缝合技术,避免术中出血多,缝合不彻底和死腔

形成而影响愈后。 另外,由于传统气腹腹腔镜对手

术器械、设备、麻醉监测等的要求高,医疗投入成本

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腹腔镜技术在基层医院

的推广应用。
悬吊式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通过腹壁的机

械悬吊为腹腔内手术提供操作空间,在切口保护套

内的操作孔下进行手术操作[11 - 12]。 选择腹腔镜或

普通的开腹手术器械,可将病灶牵拉至切口下方直

接用手指触及协助快速剥除瘤体,子宫创面的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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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在直视下进行,如同开腹手术快速缝合,操作灵

活简单,能够彻底地关闭瘤腔,缩短手术时间的同时

减少术中出血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标本可在操作

孔内直接用手术刀切割成条索状从操作孔取出,更
为简单、安全。 同时避免了气腹的并发症,扩大了手

术适应证,使无法耐受气腹的严重心肺功能异常者、
孕妇及老年患者也可行腹腔镜手术[13 - 14]。

本研究结果发现,开腹组和悬吊组患者手术时

间和肌瘤直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悬吊组患者术

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均少于开腹组,而术后切口疼

痛评分低于开腹组,术后排气时间显著早于开腹组,
说明悬吊式腹腔镜具有传统气腹腹腔镜手术所特有

的创伤小、痛苦少、恢复快等优势,由于悬吊式腹腔

镜仍需采用相关的微创器械,故患者住院费用仍明

显高于开腹组。 另外,研究过程中也看到悬吊式腹

腔镜手术存在一定的操作局限性,因无气压形成,术
中肠管不易排开,手术空间和视野相对狭窄,如腹壁

脂肪肥厚,肌瘤过大占据盆腔,或合并有慢性盆腔

炎、盆腔粘连、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等要行粘连分解手

术时,则可能因腹腔空间暴露困难、手术难度增加而

导致手术时间延长、术中损伤的风险增大。 且尚不

能进行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术前需充分评估,排除恶

性肿瘤的可能。
悬吊式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介于开腹与

传统气腹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之间,在具有腹

腔镜微创伤的同时兼有开腹手术直视、触摸、器械使

用便捷的优点,是二者的结合。 对术者的要求较腹

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要低,具有一定开腹手术的

基础上经过腹腔镜技术的培训即可完成。 既可以满

足患者对微创手术的要求,又能够弥补术者微创技

术的不足,是一种利于临床医生掌握和推广的技术。
且在临床观察中我们也意识到每一种手术方式的选

择和适应证都是个体性的,与术者的技术有很大关

系,操作不当会使微创变重创。 任何一种手术方式

的选择首先应该是能够为患者所接受,其次要考虑

到手术医生的经验、技术能力和所在医院的医疗条

件,不应过分强调某种手术方式,应以保障手术安

全、有效为主要目的。 其次要考虑到创伤小、恢复

快、痛苦少、费用低、并发症少。 随着临床医学发展,

手术经验的积累和技术提高,相信悬吊式腹腔镜能

够为临床大多数医生掌握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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