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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无张力修补术在嵌顿疝引起的急腹症中的
应用价值分析
吴天山

郭飞

【摘要】

目的

探讨无张力修补术在嵌顿疝引起的急腹症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 49 例腹股沟嵌顿疝患者为研究对象，根
据所行手术的不同分为研究组（26 例）与对照组（23 例），对照组行传统疝修补术，研究组行无张
力修补术，术后均随访 12 个月。比较 2 组急腹症缓解情况与手术指标，分析术后 2 组并发症发生情
况，并总结手术要点。结果

2 组术后腹痛、腹部包块、肠梗阻等急腹症均明显缓解，2 组间总有

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术中出血量减少，手术时间及术后住
院时间缩短，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频率降低（P＜0.05）；术后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2 组间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无张力修补术与传统疝修补术均

可有效缓解嵌顿疝引起的急腹症，但前者可有效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有利于其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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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ension free repair in acute abdomen

caused by incarcerated hernia. Methods

49 cases of inguinal incarcerated hernia patients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26) and
control group (23)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herniorrhaphy, and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ension free repair.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2
months. The remission of acute abdomen and the operation indexes of 2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complications of 2 groups after opera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main points of operation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The acute abdomen such as abdominal pain, abdominal mass, intestinal obstruction

of 2 groups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of 2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amount of bleeding in study group decreased, the time of
operation and the time of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shortened, and the frequency of postoperative
analgesic drugs decreased (P<0.05);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cidence of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2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ension free repair and traditional hernia repair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cute abdomen caused by incarcerated hernia, but the former can effectively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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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顿疝引发的急腹症在临床较为常见，且多发
于高龄、男性、合并基础疾病较多及身体状况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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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群[1]。其中腹股沟嵌顿疝最为常见，患者表现
为腹部绞痛、恶心呕吐、腹胀、发热等，若未及时
干预治疗，可导致机械性肠阻梗、肠管坏死等，严
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2-3]。传统手术治疗嵌顿疝，
患者术后卧床时间较长，并发症发生风险增大。无
张力修补术具有损伤小、预后佳等优势，已成为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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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疝临床治疗的最佳术式，且其适应症范围逐步扩
大，可有效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复发率[4-5]。
本研究着重探讨无张力修补术在嵌顿疝引起的急
腹症中的应用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治的 49 例腹股沟嵌顿
疝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腹股沟疝的
诊断标准[6]，经影像学及体征检查确诊为腹股沟嵌
顿疝者；符合急腹症手术指征者；自愿加入本研究，
并对本研究内容及目的知情同意者。排除标准：嵌
顿时间超过 12 h；患有血液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
病或感染性疾病等。根据所行手术的不同将所有患
者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研究组 26 例，男性 21 例，
女性 5 例；年龄 35～72 岁，平均年龄（55.68±7.13）
岁；嵌顿时间 1～10 h，平均（3.40±2.95）h；疝
类型：斜疝 18 例，直疝 5 例，股疝 3 例。对照组
23 例，男性 20 例，女性 3 例；年龄 35～74 岁，平
均年龄（57.23±7.20）岁；嵌顿时间 2～10 h，平
均（3.51±2.87）h；疝类型：斜疝 17 例，直疝 4 例，
股疝 2 例。2 组间主要一般资料经统计学比较无明
显差异（P＞0.05），组间可进行比较研究。我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本研究。
2. 方法：
（1）对照组行传统疝修补术：患者硬
膜外麻醉后选取平卧位，
做一长约 2～3 cm 的切口，
位置为腹股沟韧带上方 2 cm 处平行位置，切开腹
外斜肌膜，游离精索，明确疝囊后进行修补。研究
组行无张力修补术：患者硬膜外麻醉后，体位及切
口选择同对照组，纵行切开腹壁，扩展腹膜前间隙，
探查疝囊大小及深度，将疝囊高位游离至腹膜外脂
肪层，小疝囊可直接回纳入腹腔，大疝囊则需横断、
结扎，游离精索，于精索后方置入规格为 10 cm×
15 cm 的聚丙烯补片，在腹横肌、腹直肌和 Cooper
韧带处用钉枪固定，缝合腹膜，止血、清洗后结束手
术。术后所有患者常规置留导尿管 24 h，术后 12 h
开始进流食。2 组均于术后随访 12 个月。
（2）观察
指标：评估 2 组术后急腹症缓解情况：腹痛、腹部
包块、肠梗阻等症状或体征完全消失为显效；上述
临床症状或体征大部分消失为有效；临床症状或体
征无变化为无效；总有效率=总有效率=（显效＋有
效）例数/总例数×100%。统计 2 组手术指标，包
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频率
及住院时间等手术指标。统计 2 组术后随访期间切

口感染、阴囊血肿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3.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8.0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符合正态
分布者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2 组急腹症缓解状况比较
研究组显效、有效例数分别为 21 例、5 例，无
效 0 例，急腹症缓解总有效率为 100.00%；对照组
显效、有效例数分别为 20 例、2 例，1 例发生肠坏
死而无效，急腹症缓解总有效率为 95.65%，2 组总
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2 组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术中出血量减少，手术
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缩短，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频率
降低（P＜0.05）。见表 1。
表1
组别

例数

2 组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x  s ）
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术后镇痛药物

(min)

使用频率(次/d)

(ml)

术后住院
时间(d)

a

24.15±5.29

a

1.06±0.61

a

5.45±1.06a

30.03±3.10

2.08±0.73

8.37±1.95

研究组

26

64.42±8.69

对照组

23

72.75±7.62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3. 2 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术后随访期间研究组因术后因患者不良生活
习惯发生切口感染 1 例，但经抗生素干预 1 周后迅
速恢复；轻微阴囊血肿 1 例，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7.69%（2/26）；对照组术后因不良生活习惯发生切
口感染 2 例，经抗生素干预 1 周后迅速恢复；轻微
阴囊血肿 2 例；1 例患者因年龄较高发生小肠肠管
损害，行肠切除＋肠吻合术后康复，并发症发生率
为 21.74%（5/23），研究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随 6 个月以上，观察组未复
发腹股沟疝，对照组 1 例脑梗死后遗症患者因腹股
沟肌肉韧带异常薄弱而复发腹股沟疝，但 2 组复发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三、讨论
成人腹股沟嵌顿疝是普外科一种常见的急腹
症，起病快且发展迅速，故及时手术干预显得尤为
重要。据文献报道，腹股沟嵌顿的急诊手术占腹股
沟疝总手术的 1.70%～5.77%[7]，但传统疝修补术后
患者卧床时间长，导致术后并发症风险升高。
无张力修补术是目前急诊的常用术式，尤为适
用于嵌顿疝无肠管或内容物坏死、局部状况较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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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肿较轻者，嵌顿时间过长者则需单纯缝合后择期
修补[8]。欧洲疝协会循证医学研究认为无张力修补
术可降低腹股沟疝术后复发率，该手术通过回纳疝
囊后填充补片，分散腹内压，避免腹内局部形成高
压，满足外科手术的无张力要求，同时其适应证较
广，在不作广泛剥离的前提下迅速解除患者急腹
症，损伤较小，术后有利于患者的恢复 [9-10]。本研
究结果中，2 组术后腹痛、腹部包块、肠梗阻等急
腹症均明显缓解，且 2 组间总有效率无显著差异，
提示无张力修补术与传统疝修补术均是治疗嵌顿
疝引发的急腹症的有效方法，但与对照组相比，研
究组术中出血量减少，手术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缩
短，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频率降低，则表明无张力修
补术可使得患者从中受益更多，有利于其预后。
如何降低腹股沟嵌顿疝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一
直是临床关注的热点，阴囊血肿、切口感染、肠管
损害等是术后最为常见的并发症[11]。其中，阴囊血
肿可能与钝性分离疝囊与精索内筋膜间的疏松组
织、分离残余疝囊或其分泌物时形成的创面过大有
关，因此术中应注意彻底止血并消灭残留死腔，对较
大疝囊者可作预防性引流以避免血肿的发生[12-13]；切
口感染则与术前患者身体状况、疾病情况有关，故
手术中应尽量采用可吸收缝线或单丝聚丙烯缝线，
严格遵照无菌操作规程，术后抗生素干预，定期更
换敷料等，此外无张力修补术中选择合适的补片也
可降低术后补片感染的可能，通常选择轻量型大网
孔补片，有利于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穿过补片孔
隙吞噬细菌[13-14]。研究表明，聚丙烯合成补片是一
种安全有效的腹股沟疝急诊修补方法，术后感染风
险大大降低[15]。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随访期间 2
组均发生部分并发症，但研究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表明无张力修补术有效抑制腹股沟
嵌顿疝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与严胜利等[16]研究
结果相似。
成人腹股沟嵌顿疝需要及时急诊手术，一旦延
误最佳手术时间将会导致肠切除的概率升高，进而
造成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升高。无张力修补

术在解除患者急腹症、降低术后并发症及缩短住院
时间等方面具有较好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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