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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急性阑尾炎
的应用价值及经验总结
刘欢欢，田雨，吴硕东，肖刚，任项项，彭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二普通外科（沈阳 110004）

【摘要】 目的 探讨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在急性阑尾炎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11 月期间收治的 70 例急诊入院并且行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的急性阑尾炎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70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无术中中转 3 孔或开

腹患者。除 2 例患者的手术时间超过 89 min 以外，其余患者手术时间 24～89 min，平均 46 min；术中出血量
1～50 mL，平均 6.15 mL；术后进食时间 16～32 h，平均 22.4 h；术后住院时间 2～5 d，平均 2.85 d。出院后 3～22
个月，切口恢复好，无脐部感染、阑尾残端瘘、阑尾残端周围脓肿形成、切口疝、肠梗阻等并发症。结论 经脐单
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急性阑尾炎是安全、可靠的，其具有疗效确切，创伤小、瘢痕隐秘、美观等优点。
【关键词】 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急性阑尾炎

急性阑尾炎为外科急腹症之首，在普通外科住

术后病理证实：急性化脓性阑尾炎 41 例，急性单

院患者中的比例高达 10%～15%，死亡率为

纯阑尾炎 19 例，单纯性阑尾炎伴左卵巢黄体血肿 1
例，单纯性阑尾炎伴阑尾粪石 2 例，急性阑尾穿孔

0.1%～0.5%，其在夏季发病率明显高于冬季，在发
展中国家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1-4]

。对急性阑尾炎早

期多采用开腹阑尾切除术，由于病情急重，开腹手
术创伤较大。随着微创外科的发展，腹腔镜也用于
阑尾切除术，并且因腹腔镜的优点使其在阑尾切除
术中快速发展。探索无止境，近年来发展了更加微
创的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已被证明其具有
安全、可靠、疗效肯定的特点，且更加微创、美观
6]

[5-

。我院自 2009 年开始开展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

除治疗急性阑尾炎患者，现总结其经验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016 年 4 月
至 2017 年 11 月期间行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的急性阑尾炎患者 70 例，其中男 37 例，女 33 例；
年龄 15～74 岁，平均 35.0 岁。发病至就诊时间
1～72 h，平均 24 h。所有的患者均有转移性右下腹
疼痛或右下腹疼痛，右下腹压痛或反跳痛体征。术
前 CT 提示：急性阑尾炎 46 例，急性化脓性阑尾炎
10 例，阑尾粪石 2 例，阑尾炎 12 例。血常规：白
9
细胞（7.2～17.3）×10 ，中性粒细胞 75.2%～89.5%。

DOI：10.7507/1007-9424.201803059
通信作者：田雨，Email：18940256588@163.com

1 例，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 2 例，伴慢性阑尾炎 3
例，阑尾黏液性囊肿 1 例。
1.2 手术方法
全身麻醉后，取脐窝下纵行长 1 cm 切口，建立
气腹气，常规腹腔镜阑尾切除术体位，脐部处置入
1 枚 10 mm Trocar，腹腔镜探查腹腔及阑尾情况。
延长切口约至 2 cm，置入 2 枚 5 mm Trocar，3 枚
Trocar 呈倒“品”字型排列，进入无损伤肠钳和超
声刀，游离出阑尾及根部（图 1）。生物夹夹闭阑尾
根部，离断阑尾，标本袋取出阑尾，腹腔镜再次探
查盆腹腔，可根据情况决定放置引流管与否。停止
气腹，取下 Trocar，重建脐型，手术结束。
1.3 观察指标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进食时间、术后
住院时间、术后切口感染等并发症情况。

1.4 结果
70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
除术，无术中中转 3 孔或开腹。除有 2 例患者的手
术时间超过 89 min 外，其余患者手术时间 24～89
min，平均 46 min。2 例手术时间超过 89 min 的患
者中 1 例在 1 个月前于我院行剖宫产术，腹腔粘连
较重，手术时间 103 min，术中出血 20 mL，术后 7 d
出院；另 1 例探查发现急性阑尾炎伴左卵巢囊肿，
行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联合左侧卵巢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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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术，手术时间 137 min，术中出血 5 mL，手术后

年开始开展了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针对其

3 d 出院。术中出血量 1～50 mL，平均 6.15 mL；术

缺点我们认为，通过适当降低 Trocar 的深度和腹腔

后进食时间 16～32 h，平均 22.4 h；术后住院时间

镜进入的深度，均可扩大术中视野；可以换用 5

2～5 d，平均 2.85 d。出院后 3～22 个月，切口恢复

mm 腹腔镜（但此设备并不是必须的）或使用弯曲

较好（图 2），无脐部感染、阑尾残端瘘、阑尾残端

的手术器械等方式，可减少彼此之间的相互碰撞，

周围脓肿形成、切口疝、肠梗阻等并发症。

适当降低手术难度，现将其手术技巧及经验小结总
结如下。

2 讨论
[11]

自德国 Semmk 成功实施第 1 例腹腔镜阑尾
切除术以来，其现在成为治疗阑尾炎的经典术式，
特别是肥胖患者，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具有绝对的优
[12]

势 。随着科技技术和设备的进步，开始关注更加
[13]

微创的治疗方法。1992 年 Pelosi 等 报道了经脐单
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认为其治疗阑尾炎是可行
的。目前，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在许多医院
都已开展，已成为比较成熟的术式，并且在美容、
穿刺、探查、联合治疗等多方面有独特优势，同时
也可大大降低术后肠粘连等并发症的发病率。但
是与传统 3 孔或 4 孔腹腔镜相比，单孔腹腔镜手术
操作难度较大，因 3 枚 Trocar 位于同一个小切口
内，且 Trocar 尾部膨大，不能形成良好的操作三角
[14]

关系，易形成“筷子效应 ”，术中器械容易发生
碰撞等，这些缺点都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我科室在熟练掌握腹腔镜的基础上，从 2009

图1

示手术情况

a：Trocar 位置；b：术中阑尾

图2

术前、术后脐部对比

a：术前； b：术后

2.1 建立气腹、置入 Trocar
全麻后，常规建立气腹，气压维持在 13 mm
Hg（1 mm Hg=0.133 kPa），一般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体位，脐部处置入 1 枚 10 mm Trocar，进入 30° 腹
腔镜，探查腹腔后，适当向脐部正下方延长切口至
2 cm，小皮钩牵开皮缘，在距 1 cm Trocar 约 10 mm
处置入 2 枚 5 mm Trocar，两 Trocar 之间的距离尽
可能保持 1 cm，使 3 枚 Trocar 呈倒“品”字形排
列。有一点要注意，虽然初次进入 Trocar 不会漏
气，取出标本再次置入 Trocar 时有可能漏气，如若
漏气也不必担心，此时手术已经基本结束，可用巾
钳暂时夹闭固定封闭漏气情况。
2.2 手术操作要点
2.2.1 阑尾探查 进入腹腔镜后，首先进行腹腔探
查，观察有无阑尾穿孔及明显的大网膜包裹，此时
不要急于手术操作，应探查是否合并盆腔（本组资
料中有 1 例患者合并左侧卵巢囊肿并行联合手
术）、肝胆、胃肠等相关疾病。综合判断手术的难
易程度，然后决定手术如何依次进行，沿结肠带逐
渐向远端探查直至发现病变阑尾。对于急性阑尾
炎，炎症周围多有大网膜包裹，所以顺网膜包裹寻
找病变的阑尾并不困难；然后，仔细观察阑尾的位
置、病变及与周围组织粘连程度。
2.2.2 显露阑尾 对于形成炎性包裹的阑尾，可用
无损伤钳和吸引器小心钝性分离周围的粘连，充分
显露阑尾。对于形成大网膜包裹阑尾的显露事实
上也并不十分困难，急性阑尾炎的急性期发生时间
短，水肿性粘连，包裹一般不十分紧密，无损伤钳
和吸引器或分离钳小心分离多能达到理想的效
果；而少部分粘连紧密者，可用超声刀沿阑尾浆膜
层轻柔分离与周围的粘连并避免损失肠管，直到阑
尾显露满意。对于浆膜下阑尾，应仔细观察，用超
声刀小心分离。
2.2.3 阑尾系膜的处理 阑尾系膜的处理不仅是腹
腔镜阑尾切除术手术的关键和难点，更是单孔腹腔
镜阑尾切除术的关键和难点，对于无明显水肿的阑
尾系膜，可用电钩或超声刀紧贴阑尾浆膜处逐渐离
断（靠近浆膜通过电凝不易出血），遇到阑尾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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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时均行生物夹夹闭；若游离过程中发现可疑血

者，处理阑尾后冲洗腹腔，确切止血后并放置引流

管时可行生物夹夹闭，此法简单并且安全有效；对

管，可有效防止肠粘连及腹腔脓肿的发生。

于阑尾系膜较厚、有粘连或水肿较重等病情复杂

2.3 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的适应证

者，可使用超声刀联合 Hemolok 夹，此法方便有
[11]

效，并能有效减少手术时间 ，也可有使用双极电
[12]

凝钳 ，出血均较少并且止血确切。

行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的适应证相对
较窄。当阑尾根部脓肿、坏疽、周围粘连重或操作
难度较大时，初步探查后若不适合行单孔治疗，不

对阑尾根部水肿不明显且

可一味追求单孔，要确保患者的安全和保证手术的

能够用生物夹夹闭者，直接行双重夹闭阑尾根部

成功，必要时应果断转变术式，增加腹壁戳孔的数

（具体方法：① 有 5 mm 腹腔镜时，退出 10 mm 腹

量或中转开腹。要严格把握该术式的适应证，如无

腔镜，经 5 mm Trocar 进入 5 mm 腹腔镜，经 10

下腹部外科手术史（对于有下腹部手术史者会明显

mm Trocar 进入生物夹；② 无 5 mm 腹腔镜时，5

增加手术难度和时间，不推荐此手术方法），无手

mm Trocar 更换一枚 10 mm Trocar 才能进入生物

术禁忌证；病程不宜太长，越早治疗效果相对越

夹，然而，阑尾根部的处理并非全部双重生物夹夹

好，并且最好通过影像学等手段除外已有阑尾周围

闭。）；对于水肿较重阑尾根部粗大者，无法直接

脓肿形成、严重粘连、合并妇科疾病等；对手术美

应用生物夹，可行丝线结扎后上夹，甚至应用生物

容要求强烈的患者可尝试，但若困难时转变术式为

夹分次半重叠夹闭，在距生物夹远端 5 mm 处直接

多孔或开腹；也有学者 认为，经脐单孔腹腔镜阑

用超声刀离断。对于水肿重且组织明显较脆者，不

尾切除术在老年急性阑尾炎中疗效显著。

2.2.4 阑尾根部的处理

[14]

可一味应用生物夹，这种情况生物夹可将其切割夹

总之，我们认为，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断或已经切断时，这样手术的难度和手术时间都会

治疗急性阑尾炎，只要精细操作，它是安全、可靠

增加，此时一定要戒急戒躁，稳步慢慢进行，此刻

的，其疗效确切，恢复快，创伤轻，痛苦小，美观，

“慢就是快”，丝线适当结扎阑尾根，两个交叉 8

易于被患者接受。虽然该项技术在操作上有一定

字缝合阑尾根部周围盲肠壁将残端包埋在其中，再

难度，但只要严格控制手术适应证及熟练操作后并

[13]

将附近大网膜覆盖或缝合在 8 字阑尾残端上 。
2.2.5 取出标本

[15-17]

。

已经切除的阑尾，依据阑尾标本

的具体情况决定取出阑尾的方式。阑尾较细小（阑
尾标本直径≤8 mm 且标本上基本无阑尾系膜，可直
接进入 10 mm Trocar 内）时，可直接将阑尾放入 10
mm Trocar 内，连同阑尾标本一同拔出；阑尾较粗
大（阑尾标本直径>8 mm 或标本上有明显的阑尾系
膜，无法直接进入 10 mm Trocar 内）时，可经脐环
处 Trocar 进入一取物袋，将阑尾标本放入袋中，拔
出脐环 Trocar 牵出取物袋（脐环处相对薄弱容易取
出，若阑尾标本更大且取出仍较困难者，可拔出另
外 1 个或 2 个 Trocar）；然后，重新置入 Trocar，此
时要注意，Trocar 有漏气可能，若发生漏气可用巾
钳暂时加固可解决。
2.2.6 引流管

不会明显增加手术时间

对于急性阑尾炎病程较短、炎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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