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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向完全腹膜外疝修补术
转变的注意事项
董永红 1 陕陈鹏 1 黄博 1 徐钧 2 毕小刚 1
临床上常用的成人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有2种基本术

处行1.0 cm左右的小切口，直至白线。将皮肤和皮下组织用

式：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laparoscopic trans-abdominal

皮肤拉钩向两侧牵拉，显露腹直肌前鞘。切开白线，暴露两

preperitoneal hernia repair，TAPP）和腹腔镜完全腹膜外疝修

侧腹直肌，用皮肤拉钩将腹直肌向两侧牵开，进入腹直肌背

[1]

补术（laparoscopic totally extra-peritoneal，TEP） ，其中

侧与腹直肌后鞘之间的间隙，伸入剪刀或弯钳，扩大此间隙，

TAPP在国内开展较多，而TEP虽然有手术时间短、住院时

将10 mm第1戳卡置入腹膜前间隙[3]。（2）脐侧法：于患侧

间短的优点，但由于不进入腹腔，在腹膜外操作，操作空间

脐旁0.5 cm处行1.0 cm左右的纵向小切口，暴露腹直肌前鞘并

较小，在降低腹腔内并发症发生率的同时也增加了手术难

将其切开，显露腹直肌内侧缘，用皮肤拉钩将腹直肌向外侧牵

度，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相对高[2]，因此TEP没有TAPP

开，向下向中线伸入手指略分离，扩大此间隙，将10 mm第1

开展得广泛与普及。如何从TAPP安全过渡到TEP，我们结

戳卡置入腹膜前间隙。我们常采用该方法放置第1戳卡。

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分析。

2. 第2、3戳卡的穿刺部位与方法：主要有3种方法。
（1）

一、开展TEP的基本条件

中线位：第2、3戳卡分别使用10、5 mm戳卡，在脐孔与耻

从TAPP向TEP转变最基本的条件必须是，术者完成了

骨联合正中连线约上1/3和下1/3处穿刺入腹膜前间隙。由于3

TAPP学习曲线，其成熟的标志我们认为应该具备：（1）对

只戳卡在一条线上，操作角度有限，易产生剪刀效应，操作

腹膜前耻骨肌孔的解剖有深度的了解，不仅仅限于了解内环

时多采用向两侧平推式分离可以有利克服以上困难。但戳卡

口、直疝三角、Doom三角及疼痛三角的解剖位置，还应该

安置在中线最为方便、简单，不易穿破腹膜，是目前最常用

熟悉股环口、闭孔口的解剖位置及其周围毗邻关系，死亡冠

的方法，尤其适合于初学者。（2）中侧位：第2戳卡穿刺在

两端的发出动脉、静脉及其走形位置特征。
（2）能够无副损

脐与耻骨联合正中连线上1/3处。置入器械后向患侧分离扩

伤顺利完成TAPP手术50例以上，术者缝合腹膜时不仅会使

大腹膜前间隙，然后在腹直肌外侧脐下水平穿刺入第3戳卡。

用雪橇针，而且会使用不需要塑形的自然针，自由地正针、

该方法不能用于双侧疝的操作。（3）双侧位：在第1戳卡的

反针流利地缝合。如此熟练后的好处是一旦行TEP时不慎损

穿刺部位伸入1个手指，进入腹膜前间隙后向两侧作简单的

伤腹膜，可以快速而精准地缝闭腹膜破损口，保证腹膜前间

分离，然后在手指的引导下于两侧腹直肌外侧平脐或脐下水

隙空间的完整，避免补片与腹腔内脏器的直接接触机会；如

平分别穿刺入第2、3戳卡。该方法器械之间保持一定的操作

果遇到有出血，可以准确及时电凝止血，防止因止血不彻底

角度，不易互相干扰，但必须用手指预先分离腹膜前间隙。

成为血清肿发生的原因之一。
（3）有一个固定而成熟的TAPP

后2种戳卡的安置顺序与TAPP相似，后续分离操作更熟悉方



团队。

便。但由于都需要分离半月线与腹膜的黏连，有分离破腹膜

二、TEP的手术要点

的风险。有学者为避免2、3戳卡锐性穿刺损伤腹膜，采用逆

TEP有别于TAPP，从其手术入路腹膜前间隙的建立即

向式穿刺法，即循分离手指插入戳卡芯，由内向外至拟穿刺

显示出其独特的手术步骤。下面从其手术基本顺序逐点进行

处顶起皮肤，切开皮肤，将戳卡插入戳卡芯中由外向内推进

论述。

至腹膜前间隙，拔除戳卡芯，置放好戳卡[4]。

（一）戳卡置入的部位和方法

（二）腹膜前间隙的建立

1. 第1戳卡的置入部位与方法：一般采用开放式方法，

建立腹膜前间隙常用的有球囊分离法[5]和直接镜推法[6]

有脐下和脐侧两种方法。（1）脐下法：于脐下0.5～1.0 cm

两种。前者需要专用设备—球囊分离器，费用较贵。后者则
因不需要特殊设备，操作比较简便，因此是国内目前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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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镜推法步骤如下：通过第1戳卡将腹腔镜镜头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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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骨联合后方。我们知道，腹横筋膜有深浅两层，浅层是真

范围要比TAPP略小。我们的经验是内侧和上方分离到位，

正意义上的腹横筋膜，紧贴于肌层组织的后方，深层是一些

外侧和下方基本到位，然后置入补片，完整覆盖耻骨肌孔，

纤维组织，与腹直肌后鞘相连。镜推法中镜头即是沿着腹直

根据补片的大小再适度扩大腹膜前间隙的游离范围，使间隙

肌后鞘向前推进，进入的正确层次应该是在腹横筋膜深层的

比补片略大，保证补片能完全铺平不卷曲。使用2把分离钳

前方。由于耻骨膀胱间隙（Retzius间隙）和Bogros间隙不在

分别放于补片的下缘外侧和中内侧，缓慢放气，待腹膜自然

一个层面上，因此分离前者需要向前分开腹横筋膜浅层，而

复位后再抽出抓钳，确保补片平铺于腹膜的前方。此时，植

向外分离后者时需要在此间隙继续分离剪开腹横筋膜深层，

入的补片会像三明治一样夹在腹横筋膜与腹膜之间不会移

才能到达真正的腹膜前间隙操作空间，即腹膜前脂肪和腹膜

位和卷曲。故此，除疝环缺损较大者外，TEP补片一般不需

之间。

要常规性固定。

（三）腹膜前间隙的分离

（五）残余CO2气体的排出

腹膜前间隙的分离按照常规操作顺序可以分为Retzius
间隙、疝囊和Bogros间隙的分离。

除腹膜前间隙外，残余CO2气体的排出还应包括阴囊和
腹腔内潜在的气体。前者采用直接挤压患侧阴囊，后者则试

1. Retzius间隙的分离：如果是采用球囊分离法，Retzius
间隙通过球囊充气扩张可以基本分离完成。镜推法分离到耻

行在脐穿刺孔或右上腹插入气腹针或者5 mm针头放气。
（六）引流管的放置

骨联合的后方，要注意向前上方分离开腹横筋膜的浅层，暴

既然TEP术后血清肿的发生率高[9]，引流能有效降低血

露出耻骨联合后方的骨性结构，向患侧的外侧方向分离，显

清肿的发生率吗?IES认为放置引流确能有效降低血清肿的

露出耻骨梳韧带及其外上侧的腹壁下血管，如此探查后可以

发生率，但会增加术后感染和疝复发的风险；而如果放置密

判断确定疝的位置、种类。

闭式负压引流装置则既能降低血清肿的发生风险，还不会增加

2. 疝囊的分离与处置：在明确了疝的种类后，不要急
于分离疝囊，而要先分离疝囊外侧部分 Bogros 间隙。在腹
壁下动脉的外侧轻轻推开覆盖在联合肌腱上的腹横筋膜与
腹直肌后鞘及腹膜之间的黏连，充分显露髂窝间隙，此时斜
疝的外缘自然显露出来。一般而言，较小的疝囊可以很容易
分离完整剥除回来。大的疝囊有 2 种处置方法：分离容易则
完整剥离，分离困难则近端结扎后横断，远端旷置。斜疝疝
[7]

感染的风险[2]。我们的经验是疝囊大、分离困难，尤其是横
断疝囊者，给予放置密闭式负压引流，术后24 h拔除。
三、围手术期注意事项。
（一）患者的选择
初学者宜选择病史短，疝囊不大，尚未坠入阴囊者。慎
选过瘦的患者。
（二）术前检查

囊由于相对较长、分离相对困难、可以采用第 2 种方法 。

对于位于腹股沟韧带上方的疝应常规超声检查，明确疝的

国际内镜疝学会（International Endohernia Society，IES）推

存在，同时与精索鞘膜积液、子宫圆韧带等相鉴别；对于腹股

荐对于大的直疝疝囊，可以采用套扎线结扎后切断，而假疝

沟韧带下方突出的疝则需CT或MRI检查，明确疝的种类。

囊则可以考虑缝合至 Cooper 韧带上；对于大的斜疝疝囊应

（三）分离层面与解剖标志

尽可能分离至远端，再在远端结扎后离断，这并不会增加术

1. 分离层面：我们讲 TEP 间隙建立的正确层次应在腹

后疼痛发生率及术后疝的复发率，也不会增加住院天数，但

膜前脂肪和腹膜之间，这是基于腹膜前的毛细血管网和腹壁

[2]

会增加血清肿的发生率 。完整剥除疝囊和横断疝囊这两种
[8]

下动静脉基本上都分布在腹膜前脂肪层，是针对分离 Bogros

方法究竟孰优孰劣？Choi 等 的研究认为，疝囊横断后术后

间隙而言的，但对 Retzius 间隙，则需要向前分离至腹横筋膜

血清肿的发生率要高于完整剥除组。

浅层前方。如果分离的层次太浅，不但会看到脂肪，而且感

3. Bogros间隙的分离：在分离疝囊前，其外侧Bogros间

到在脂肪中找层次，视野下出渗血较多，如果继续游离，甚

隙的一部分已经得到游离。和TAPP一样，TEP手术也强调

至可以把腹壁下动静脉游离在下面，增加误伤的机会，使术

精索须充分“盆壁化”（perietalization）。在将疝囊与后方

中层次迷茫。如果分离的层次偏深，在中线侧可以暴露出膀

的精索血管及输精管充分游离的过程中，自然会向外侧紧邻

胱前静脉丛，在外侧则易损伤腹膜，引起气腹，使腹膜上抬、

腹膜适当游离达髂前上棘内侧，防止损伤疼痛三角内的神

操作空间缩小，如果不熟悉腹腔排气减压，则会迫使手术中

经，同时精索盆壁化达6～8 cm。

转，改行 TAPP。正确层次的判断标志是能看清 Cooper 韧带。

（四）补片的铺平与固定

初学者建立腹膜前间隙后往往不知道应该向何方向操作，如

从理论上而言，TEP是治疗腹股沟疝的首选术式。和

果扶镜手是新手，很有可能如做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一般采用

TAPP不同，由于不需要缝闭腹膜，TEP腹膜前间隙的游离

镜头朝下，术者循此向下向内侧操作，则容易进入下方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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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隙，极易在闭孔或髂外静脉处分离，将闭孔脂肪当做疝

[2]

laparoscopic(TAPP) and endoscopic(TEP) treatment of inguinal

出去的脂肪，将髂外静脉壁当做疝囊来操作，引起血管、神经

hernia(International Endohernia Society)[J]. Surg Endosc, 2015,

损伤，出现腹膜前间隙出血或血肿形成[10]。这是 TEP 腹膜前
出血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提示安全开展 TEP 离不开一个好的

29(2): 289-321.
[3]

2. 解剖标志：找到解剖标志，循标志沿正确的层面来

[4]

repair with internal ring suturing[J]. Braz J Med Biol Res, 2016,
49(6): e5247-e5252.

（1）耻骨联合：这是腹膜前间隙建立后的第一解剖标志，
也是向外侧游离的起始点。
（2）耻骨梳韧带：沿耻骨联合向

[5]

technique[J]. Surgery, 2015, 88(1): 58-64.
[6]

of low-cost indigenous balloon dissection versus direct telescopic

剖标志，我们可以确定髂耻束位置，再向外侧游离即可对腹

dissection: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J]. Surg

膜前间隙内的耻骨肌孔进行分区。谨记在解剖位置不明确之

Endosc, 2008, 22(9): 1947-1958.
[7]

32(3): 401-403.
[8]

Choi YY, Kim Z, Hur KY. Transection of the hernia sac during
laparoscopic totally extraperitoneal inguinal hernioplasty: is it safe

（四）分离破疝囊的处理

and feasible?[J]. J Laparoendosc Adv Surg Tech, 2011, 21(3):

如果不慎分离破疝囊，破口小者可以用一把钳夹住破
口，另一把钳继续分离，将疝囊完整剥离再施夹夹闭，或分

149-152.
[9]

life following totally extraperitoneal(TEP) and transabdominal

线结扎。遇破口较大，术野空间变小，则需要在右季肋区插

preperitoneal(TAPP) laparoscopic inguinal hernia repair[J]. Surg

入气腹针，以缓解气腹，或者试行缝闭破口，以避免术后补
片与肠管直接接触。当然，如果疝囊破口大，影响操作无法
继续完成手术时，应考虑果断转 TEP 为 TAPP。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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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足够的空间，以可吸收夹夹闭破口或在腹膜侧以可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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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带向外上方分离，可看到搏动的腹壁下动脉。根据以上解

前不分离任何管状结构，分区之后对髂耻束下方管道结构的

Mihăileanu F, Chiorescu S, Grad O, et al.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inguinal hernia using the laparoscopic totally extra-peritoneal(TEP)

外游离，即可看到。其外侧朝向髂外静脉，初学者易误将看
到的髂外静脉当做疝囊来分离。
（3）腹壁下血管：沿耻骨梳

Jiang H, Ma R, Zhang X. Novel retrograde puncture method to
establish preperitoneal space for laparoscopic direct inguinal hernia

操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伤。常用的解剖标志点有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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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镜手，更需要一个固定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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