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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

无线技术在无张力疝修补术中的应用
张新波

史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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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张士丰

韩武军

对比分析无线技术与传统方法在无张力疝修补术中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

析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秦皇岛市昌黎县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232例腹股沟疝患者的临床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116例。2组患者均行无张力疝修补术，观察组术中完
全采用无线技术，对照组应用丝线固定。对比分析2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

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丝线反应、术后疼痛比例[33（32～42）min、3（3～4）d、3（2.6%）、
4（3.4%）]均明显低于对照组[59（54～65）min、6.5（6～8）d、13（11.2%）、32（27.6%）]，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6～18个月，2组均无复发病例。结论

无线技术在无张力疝

修补术中的应用可取得比较满意的临床疗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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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air. Method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utureless technology in the tension-free hernia

A total of 232 patients with inguinal hernia who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in

Qinhuangdao Changl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was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traditional group, and 116 cases in each group of. All patients underwent
tension-free hernioplasty. Sutureless technology was used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traditional group
appli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silk suture fixat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pai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sutureless technology in tension-free hernia repair can achieve satisfactory clinical efficacy,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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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股沟疝在腹外疝中最为常见，约占所有腹外疝的

[1]

各种修补材料的不断的更新及换代，无张力腹股沟疝修补术具

90% 。腹股沟疝多因腹壁肌肉强度降低、腹内压力增高导

有：（1）手术操作时间短；（2）术后较传统手术恢复快；

致腹腔内容物通过薄弱的腹壁或者间隙突入体外或者阴囊

（3）并发症和复发率均明显低于传统手术等特点，在临床

[2]

等生理性间隙所致 。据统计，腹股沟疝的发病率约为3%～
[3]

上尤其是基层医院使用相对非常广泛。但无张力疝修补术后

5%。手术是治疗成人腹股沟疝最有效的办法 。无张力疝

的一些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如术后术区的疼痛为该手术后最

修补术是腹股沟疝修补的标准术式，不破坏患者腹股沟区正

为常见的问题，严重的病例持续至术后几个月。本研究采用

常解剖结构，术后疼痛少、恢复快，可在基层医院普及[4-5]。

的“无线技术”指在无张力疝修补术中无传统丝线的应用，

临床上传统的疝囊高位结扎和疝修补术术式，常为无张力疝

换以可吸收缝线或医用胶等将疝塞及补片固定以达手术效

修补术，但术后患者疼痛不适感较强、住院时间长、感染风

果。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秦皇岛市昌黎县人

险高、康复时间较长。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发展，疝的

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232例腹股沟疝患者的临床资料。现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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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本组患者232例，均按中华医学会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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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疝和腹壁外科学组制定分型标准，复发疝、嵌顿疝不纳

可吸收缝线将补片远端与耻骨结节缝合固定，以达到加强后

入研究对象 ，其中男性188例，女性44例，腹股沟斜疝198

壁的目的。疝填充物及补片放置完成后，以1-0可吸收缝线

例，直疝23例，双侧疝11例，病程在1周至35个月。采用随

间断缝合腹外斜肌腱膜重建外环，3-0可吸收缝线间断缝合

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116例。对照

皮下组织，4-0可吸收缝线行术区切口皮内缝合或以医用胶

组中男性95例，女性21例，年龄16～66岁，平均（42.72±

将术区切口粘合。术后术区缝线不予拆除。术后均去枕平卧

12.26）岁；观察组中男性93例，女性23例，年龄17～66岁，

6 h，6 h后可进食半流质食物，术后第2天可完全自主下床活

平均（42.18±12.16）岁。

动。研究中所有患者均未使用抗生素。

[6]

2. 方法：对照组和观察组目前均采用在腰硬联合麻醉

3. 观察指标：记录2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通过

下行无张力疝修补术，对照组仍然采用以丝线（强生公司）

复查或电话随访等观察或记录患者术后术区丝线反应发生

对术中需固定及缝合的部位进行缝扎，观察组采用无不可吸

率及术后疼痛时间等情况。
4. 统计学分析：用SPSS 13.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收丝线技术进行手术。
术前戒烟戒酒，术区及患侧阴囊、睾丸常规彩色超声检查，

用 x  s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将计量资料（偏态分布），

手术前8 h禁食，6 h禁水，术区常规备皮，标记手术切口位置，

以M（Q1～Q3）表示，2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 Signed Ranks

签手术知情同意书，交待术前、术中及术后注意事项。

Tes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

患者麻醉成功后，对照组于腹股沟区做一切口，长约6～

异有统计学意义。

8 cm，逐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显露并打开腹外斜肌腱膜，

二、结果

显露联合腱及腹股沟韧带，提睾肌外充分游离精索，上至内

1. 基本资料比较：2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病程

环，下超耻骨结节3 cm，注意保护髂腹下神经及髂腹股沟神

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经。寻找并充分游离出疝囊，于近内环精索前内侧切开睾提

2. 手术效果比较：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

肌，打开疝囊，明确疝的性质，游离疝囊至疝囊颈部，可吸

术后丝线反应、术后疼痛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

收线缩缝疝囊，剪除多余疝囊，仔细止血，疝塞顶部与疝囊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2。

底以丝线缝合固定，将疝塞置于内环口内，疝塞底腹横筋膜

三、讨论

缝合固定，并缝合修复、缩小疝环至合适大小，于精索后方

腹股沟疝是指腹腔内肠管、卵巢及网膜等脏器组织等通

平铺补片，下超耻骨结节1.5 cm，上方纵劈骑跨精索，以不

过腹股沟区先天及后天所形成缺损或薄弱部位向体表突出

可吸收丝线缝合补片切口。把补片的内、外侧缘分别缝扎至

所形成。常见的引起腹股沟疝的原因是腹壁肌肉组织等的强

腹股沟韧带及联合肌腱上，针距以0.5 cm左右为宜，远端补

度的降低，以及腹内压力增高（如便秘、咳嗽）等。腹股沟

片与耻骨结节以丝线缝合固定。切口及皮下组织（包括腹外

疝一旦发展成不可自行或经手法回纳，即形成嵌顿疝，会造

斜肌腱膜）丝线逐层缝合，术后常规7 d拆除术区皮肤缝线。

成肠梗阻，随病情发展，可发展成为肠坏死、肠穿孔，甚至

观察组中，术区均采以小切口，长约3～4 cm，术中以3-0可

可导致死亡等严重的并发症。成人腹股沟疝是无法自愈的，

吸收缝线将疝塞顶部于疝囊底部缝合固定，并以3-0可吸收

因此手术治疗是唯一可靠的治疗方法[7]。手术方法有传统的张

缝线缝合补片切口并修复、缩小疝环，以医用胶将补片内环

力性疝修补术，开放无张力疝修补术及腹腔镜疝修补手术[8]。

周围多部位点状黏连固定，以达到缩小内环的目的，并将补

开放式无张力疝修补术与传统的修补术相比，具有较好的持

片与腹股沟韧带、联合腱及耻骨结节粘合固定，也可用1-0

久性，并且与人体组织能够较好的相连，无较大的排斥反应，

表1

2 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x  s )

女性[例(%)]

观察组

116

42.18±12.16

对照组

116

病程(个月)

直疝

双侧疝

23(19.8)

99(85.3)

11(9.5)

6(5.2)

9(2~23)

42.72±12.26

21(18.1)

99(85.3)

12(10.3)

5(4.3)

9.8(2~23)

0.993

0.867

P值

表2

病情[例(%)]
斜疝

0.935

0.590

2 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后丝线反应、术后疼痛、术后复发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平均手术时间(min)

平均住院时间(d)

丝线反应[例(%)]

术后疼痛(＞1周)[例(%)]

复发[例(%)]

观察组

116

33(32~42)

3(3~4)

3(2.6)

4(3.4)

0

对照组

116

59(54~65)

6.5(6~8)

13(11.2)

32(27.6)

0

<0.001

<0.001

0.017

<0.001

-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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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能够有效降低感染的概率[9]。无张力疝修补术因其具有
符合人体解剖结构、创伤小、恢复快、复发率底等优点，目

[2]

切口感染、丝线反应、长期慢性疼痛等并发症的发生，造成

败的概率明显增加。在目前医学发展的模式是生物-心理-社

123-124.
[9]

54-56.
[10]

感降低，住院时间明显缩短，相应的可减少住院所需费用。
综上，无线技术在无张力疝修补术中的应用可取的比较满意
的临床疗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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