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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经腹腔腹膜外疝修补术在成人
腹股沟疝中的应用体会
刘小卫 1 刘仁胜 1 郑启昌 2
【摘要】

目的

探讨经腹腔腹膜外疝修补术（laparoscopic 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 hernia

repair，TAPP）在成人腹股沟疝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红十字会医

院 111 例（134 侧）行 TAPP 手术患者，统计各种并发症并随访。结果

所有病例均按照单侧腹股沟疝

的临床路径、同质化住院管理，补片的固定采用化学性医用胶，术中发现隐匿性疝 23 例，同侧 6 例，对
侧 17 例（退出临床路径管理）
，术后均未使用抗生素，住院时间 3～5 d，术后随访出现血清肿 11 例，通
过局部穿刺抽液证实并治愈，近期慢性疼痛 5 例（1 个月内）
，给予对症处理痊愈，无复发病例。结论

通

过 TAPP 对肌耻骨孔全覆盖疝修补，具有疗效确切，并发症少，易于基层医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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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laparoscopy 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

repair (TAPP) in adult inguinal hernia. Methods

A total of 134 cases with inguinal hernia who underwent

TAPP in Wuhan Red Cros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December 2016 were enroll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ll sorts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studied and follow-up. Results

All cases were

managed with homogeniz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unilateral inguinal hernia's clinical
pathway. Patch was fixed by medical chemistry adhesive. 23 cases of occult inguinal hernia were found in
the operation, 6 cases in the ipsilateral and 17 cases in the contralateral which had been eliminated from
clinical pathway. No antibiotics were used after surgery. The hospital stay was 3 to 5 days. During
follow-up, there were 11 cases of seromas, which cured by puncture and fluid extraction and 5 cases with chronic
pain (in 1 month) were cured by symptomatic treatment, and no recurrence was found. Conclusion With full
coverage to the area of myopectineal orifice, TAPP had the ability of curative effect and less complications,
and being easily promote in basic-level hospitals.
【Key words】 Hernia, ingu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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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疝外科的发展，无张力腹股沟疝修补术经
历了由前入路向后入路的转变，后入路法通过腹腔
镜对腹股沟疝的修补，体现了微创、更小的痛苦和
更快的痊愈而被广泛接受。同时国家的单病种临床
路径的管理方案也为该疾病提供了同质化住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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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缩短了住院时间，节省了住院费用。回顾性分
析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红十字会医院共
111 例（134 侧）腹股沟疝行经腹腔腹膜外疝修补术
（laparoscopic 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 hernia
repair，TAPP）患者资料，总结腹腔镜下腹股沟疝
修补的临床应用经验。
资料与方法

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计生科研基金资助（WJ2015MB164）
作者单位：430015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普外科 1；430022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肝胆外科 2
通信作者：郑启昌，Email: liuxw119@126.com

一、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 111 例（134 侧），男性 98 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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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例，年龄 34～73 岁，平均年龄（56±3）岁。右
侧腹股沟疝 89 例，包括隐匿疝 16 例，左侧腹股沟
疝 45 例，包括隐匿疝 7 例，其他手术史包括剖宫
产 4 例，阑尾切除史 10 例。均为进入临床路径管
理患者，合并其它需要治疗疾病的病例排除在外，
术中发现对侧隐匿疝患者退出临床路径管理，不退
出本研究。
二、方法
1. 材料：修补材料采用同一厂家轻量质（36 g/m2）
聚丙烯补片，规格 10 cm×15 cm，固定补片于腹壁
采用康派特医用胶（腔镜型），1.5 ml/支，其主要成
分为 a-氰基丙烯酸正丁酯。
2. 手术方法：均采用全身麻醉，手术由同组医
师完成，手术过程：（1）建立气腹：气腹压力12～
15 mmHg（1 mmHg = 0.133 kPa）。脐缘切口置入
10 mm Trocar，置入30°腹腔镜。探查腹腔并确定
疝的类型，观察是否合并有隐匿性疝。于两侧腹直肌
外侧平脐水平分别置入10 mm Trocar 和5 mm Trocar
作为操作孔，患者取患侧及脚高位各15°左右。
（2）
在疝缺损上缘约2 cm自脐内侧皱襞至髂前上嵴弧
形切开腹膜，游离出腹膜前间隙，游离过程中尽量
贴着腹膜，以免损伤靠近腹壁的神经及血管，内侧
至耻骨联合并越过中线，外侧至髂腰肌和髂前上
棘，上方至联合肌腱上2～3 cm，内下方至耻骨梳
韧带下1～2 cm或闭孔水平，外下方至精索成分腹
壁化约6～8 cm。（3）置入补片：补片适当修剪以
锲合游离出间隙形状，将补片展平铺开并与组织贴
合，耻骨肌孔区完全覆盖；（4）固定补片：医用
胶喷雾状固定补片于髂耻束、腹股沟镰和耻骨梳韧
带，尤其注意疝环口周围补片的固定，注意胶水不
能顺管流入腹腔脏器表面。（5）缝合腹膜：调节
气腹压力至6～8 mmHg，以3-0 Prolene线连续缝合
腹膜。术中发现的隐匿性腹股沟疝采用同法修补。
3. 术后观察：所有患者手术清醒后回病房，观
察生命体征，腹股沟区及阴囊有无肿胀，观察患者术
后的疼痛情况，所有患者均未行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结

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转病例。术中
发现隐匿性腹股沟疝23例，位于手术同侧6例，均
为斜疝合并直疝，位于手术对侧17例，包含斜、直
疝。左、右侧隐匿性疝分别为7例、16例。术后恢
复顺利，3～5 d均顺利出院。术后随访1个月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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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囊血清肿11例，均为疝囊巨大坠入阴囊及术中横
断疝囊病例，来院间断局部穿刺抽液证实并治愈，
最长时间2个月。有5例患者出现术后腹股沟区域慢
性疼痛，予以非甾体类抗炎药物逐渐好转。无切口
感染及腹股沟区血肿发生，无腹腔内脏器损伤及肠
梗阻发生病例。随访至今，未发现复发病例。
讨

论

目前腹腔镜下腹股沟疝修补术较主流的术式
包括完全腹膜外疝修补术（totally extraperitoneal
hernia repair，TEP）、TAPP以及腹腔内补片置入术
（intraperitoneal onlay mesh，IPOM）[1]，虽然各自
的术式及适应证有所不同，均能做到腹膜前的精准
解剖，减少并发症以及个体化治疗[2]。通过对比TEP
和TAPP术式的技术掌握难度、患者的术后疼痛以
及术后的各种并发症发生率[3-5]等，发现TAPP相对
来说更容易掌握，尤其适合初学者，对于手术后的
疼痛及各种可能并发症，TAPP与TEP两者并无明显
差异。本研究我们采用TAPP术式，通过脐部的观
察孔，能够直观地观察腹腔内病变的部位及严重程
度，术中直视下的精细操作，减少了对周围器官、
神经和血管副损伤。通过对肌耻骨孔轻量质补片的
全覆盖修补，减轻了患者的局部不适感和更低的疝
复发可能。腹壁的戳卡小切口，我们采用术中剩余
的康派特医用胶封闭，愈合效果佳，切口美观。
本研究采用康派特医用胶来固定补片，取得良
好的固定效果。相比缝合及固定器等其他固定材
料，医用胶相对价廉，可以避免固定过程中的医疗
副损伤，同时医用胶对创面有确切的止血功能，减
少了血肿的发生可能，因而术后疼痛及局部不适的
发生概率更低。康派特医用胶的主要成分是α-氰基
丙烯酸正丁酯，在切口的闭合、肝切除断面的止血
以及上消化道内镜下黏膜止血等外科领域广泛使
用。在Lichtenstein无张力疝修补术中的应用，也已
证实采用医用胶来固定补片疗效安全、可靠，不增
加疝修补的复发风险[6]。最近也有文献报道，在腹
腔镜疝修补术中使用康派特医用胶来固定补片，取
得良好的固定效果[7-8]。化学性医用胶可随着在体内
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解吸收，时间3～9个月[9]，可
以显著减低患者术后慢性疼痛。远期固定效果还有
待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腹股沟隐匿性疝的发现及诊治也是TAPP的优
势所在[10]，文献报道在TAPP术中发现隐匿性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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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为11%～22%[11]，其表现为肌耻骨孔区域存在
凹陷、孔洞、内环口扩大或者开放的窦道（畅通的
鞘突）[12]。在腹腔镜应用前，由于没有突出于体表，
明确隐匿性腹股沟疝的诊断往往很困难，局部疼痛
可能是唯一表现[13]。临床发现超声对其诊断价值不
大，疝囊造影虽然有一定价值，但属于创伤性检查，
国内外应用较少[14]，而腹腔镜技术能够直观地发现
隐匿性腹股沟疝，并予以判断是否需适时治疗。本
研究中，两侧腹股沟区隐匿性疝的发生以右侧偏
多，但同侧的发生率并未有明显不同，隐匿性疝以
右侧偏多可能与发育过程相关。目前对于其治疗还
存在争议，主要集中于有无症状的区别[15]，以及随
着身体的发育隐匿性疝的自然转归等。对于本组研
究对象，均为成年人，大部分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
患者，随着年龄的增大，胶原纤维呈老化、退化趋
势等，隐匿性疝进一步发展形成腹股沟疝可能性很
大，本着减少二次手术对患者的损害以及节约医疗
资源的目的，我们均通过TAPP行同侧或对侧疝同期
修补，经过随访，未发现增加手术并发症等风险。
在隐匿性疝的诊断和治疗中，TAPP与TEP孰优孰
劣，目前尚未见有文献报道，也是我们后期研究的
方向。
TAPP作为诊治腹股沟疝的“金标准”之一，具
有操作空间大，直视下精准操作等优点，同时也有
腹腔内脏器损伤、腹腔黏连等并发症，总结经验更
易于基层医院开展和初学者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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