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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自制单凹槽疝针与雪橇钩针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临床比较

浦征宇，罗 玲，许琴芳，林锦辉，张咏康，赵振军
(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小儿外科，广东 东莞 523325)

【摘 要】目的:讨论使用自制单凹槽单疝气针行腹腔镜下小儿疝囊高位结扎术的可行性以及与传统雪橇疝气钩针相比的优
越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8 月 ～ 2016 年 8 月收治的 253 例小儿腹股沟斜疝患儿资料，其中采用自制改良的单凹槽
单疝气针实施手术 124 例( A组) ，采用传统雪橇疝气钩针实施手术 129 例( B组) ，比较 2 组患儿在手术操作方便性、术中腹膜
破损、两次穿刺是否同一隧道、术后疼痛反应、术后穿刺点硬结、术后复发率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2 组均顺利完成腹腔镜下疝
囊高位结扎术，术后随访 6 个月。在操作方便性、手术时间、术后疼痛反应等方面比较，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在
术中发生腹膜破损方面，A组 4 例，B组 27 例;在两次穿刺同一隧道方面，A组均顺利完成，B组完成 73 例;在术后穿刺点硬结
方面，A组有 1 例明显触及皮下硬结，B组有 16 例明显触及皮下硬结;在术后复发率方面，A组无复发，B组 4 例复发。上述 4
个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采用自制改良单凹槽单疝气针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可减少穿刺点硬
结，降低术后伤口局部不适感及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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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omparison of laparoscopic treatment of indirect inguinal hernia in children with
single groove hernia needle and sledge needle

PU Zhengyu，LUO Ling，XU Qinfang，LIN Jinghui，ZHANG Yongkang，ZHAO Zhenju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Surgery，Dongguan Eighth People's Hospital，Dongguan Children's Hospital，Dongguan 52332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feasibility and superiority of homemade modified single groove line hernia needle and conventional sledge needle in
treatment of indirect inguinal hernia in children by high ligation of the sac under laparoscopy．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253 pedi-
atric cases of inguinal her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August of 2015 and 2016． 124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homemade modified single groove nee-
dle( group A ) ，129 cases with conventional sledge needle ( group B ) ．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garding the easy operation，incidence of
intraoperative peritoneal breakage，successful secondary puncture in the same tunnel，postoperative pain and puncture point induration as well as postopera-
tive recurrence． Results: Laparoscopic high ligation of hernial sac was successful in the two groups，and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in easy operation，operative time and postoperative pain( P ＞ 0． 05 ) ，yet intraoperative peritoneal breakage oc-
curred in 4 cases in group A，and 27 cases in group B． Secondary puncture in the same tunnel was fully successful in group A，and in only 73 cases in
group B． Obviously palpable postoperative puncture point induration occurred in one in group A and 16 in group B．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was free in
group A and in 4 in group B．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 P ＜ 0． 05) ． Conclusion: Homemade modified single groove needle may be effective for treat-
ment of indirect inguinal hernia in children． Also，this device ma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puncture point induration as well as
local postoperative discomfort and recurrence rate．

【Key words】laparoscopy; homemade hernia needle; operation; indirect inguinal hernia in children

腹腔镜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已被广泛应用并日
趋成熟［1］，因其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切口小、
术后恢复快而深受医生及患者青睐［2］，尤其在发现
和处理对侧隐匿性鞘状突未闭中有明显优势［3］。
腹腔镜术式也被不断的改进，由初始的三孔法逐渐
演变为单孔法，以求达到更加微创的目的，近年来研

究更多的是疝气针的发明和改良。本研究回顾总结
我院 2015 年 8 月 ～ 2016 年 8 月收治的 253 例小儿
腹股沟斜疝，观察采用自制改良的单凹槽单疝气针
行腹腔镜下小儿疝囊高位结扎术的可行性以及相比
传统雪橇疝气钩针的优越性，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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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我院 2015 年 8 月 ～ 2016 年 8 月收
治的 253 例小儿腹股沟斜疝患儿根据不同术式分成
2 组，A组 124 例采用自制改良的单凹槽单疝气针
实施疝囊高位结扎术，B 组 129 例采用传统雪橇疝
气钩针实施疝囊高位结扎术。病例选择 ＜ 6 岁可复
性非巨大疝，性别不限。疝针资料:改良的单凹槽单
疝针，穿刺头端设计成类似硬膜外穿刺针的斜状面，
远端适当打磨成扁平状，以便于操作时紧贴腹膜分
离输精管和精索血管。针芯背侧设计成单凹槽，前
面成 45°角，用于钩线用; 后面呈 80°角，用于推线
用。经过改良的疝针，前后各有一个角度，挂线后退
回针鞘，但不完全退入鞘内，退至鞘斜面刚好遮住凹
槽，并形成一镂空( 图 1) 。雪橇钩针为江西龙弘志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型号 S401． 711 弧形( 图 2)
和 S401． 709 直形( 图 3) 。
1． 2 手术方法 A 组: 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取
头低脚高体位，气腹压力设置 8 ～ 10 mmHg，脐部置
入 5 mm腹腔镜，在平脐右侧腹直肌外缘穿刺3 mm
Trocar，置入分离钳辅助。在内环口体表投影点稍外
上方用带有“7”号丝线的自制改良单凹槽单疝气针
( 图 1) 垂直刺破皮肤及皮下肌肉组织达腹膜外间
隙，先沿内侧腹膜外间隙绕行内环口半圈达“12”点
方向刺破腹膜出针至腹腔内，推动针芯用后凹槽弹
出丝线线头留于腹腔内，线尾留于体外。退出疝气
针至内环口外上方腹膜外间隙处，再沿外侧腹膜外
间隙绕行内环口半圈达“12”点同一处出针进入腹
腔内，推动针芯用前凹槽将之前留于腹腔内线头钩
出体外，打结于皮下完成疝囊结扎。B 组: 气腹、
Trocar放置同 A组，先用雪橇针( 图 2 ) 穿刺。沿内
侧腹膜外间隙绕行内环口半圈达“12”点方向刺破
腹膜出针留线头至腹腔内，而后退出雪橇针改用带
鞘的钩针( 图 3) 重新经原先皮肤穿刺点垂直进针沿
外侧腹膜外间隙绕行内环口半圈达“12”点同一处
出针进入腹腔内，将腹腔内线头钩出体外，打结于皮
下完成疝囊结扎。

图 1 自制改良单凹槽单疝气针

图 2 雪橇针( 型号 S401． 711 弧形)

图 3 钩针( 型号 S401． 709 直形)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 0 进行数据的统
计与分析，2 组患儿在手术操作方便性( 手术时间)
方面比较采用 t检验，对术中腹膜破损、两次穿刺是
否同一隧道、术后疼痛反应、术后穿刺点硬结反应、
术后复发率等方面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组均顺利完成腹腔镜疝囊高位结扎术，术后

随访 6 个月，均无阴囊血肿、切口感染、肠粘连、睾丸
高位、睾丸萎缩等并发症发生。在手术操作方便性
( 手术时间) 方面，A 组病例因少了退针和二次穿刺
过程，故在时间上稍微缩短一些，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在术后疼痛反应方面，A 组有 7 例，B 组有 6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A 组术中发生
腹膜破损有 4 例，B 组有 27 例; A 组两次穿刺均在
同一皮下隧道内完成，B 组两次穿刺在同一隧道内
只有 73 例; A组患儿有 1 例出现明显的硬结反应，
触摸局部有不适感，术后 1 个月明显，6 个月仍未消
退但是有软化，B 组有 16 例，术后半个月至 1 个月
之内明显，6 个月仍存在，没有明显软化; A 组无复
发，B组有 4 例复发。上述 4 个方面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 1。

表 1 2 组患儿术中、术后相关数据比较

组别 例数
平均手术时间

/min
术中腹膜破损

n( % )
两次穿刺同一

隧道 n( % )
术后疼痛
n( % )

硬结反应
n( % )

斜疝复发
n( % )

A 124 13． 70 ± 4． 20 4( 3． 23) 124( 100) 7( 5． 65) 1( 0． 81) 0( 0)
B 129 14． 21 ± 4． 51 27( 20． 93) 73( 56． 59) 6( 4． 65) 16( 12． 40) 4( 3． 10)
χ2 / t － 1． 677 10． 25 69． 13 0． 128 13． 57 5． 19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3 讨论
小儿腹股沟斜疝发病率约 1． 5%，是小儿外科

常见病，病因多为鞘状突未闭或者闭锁不全，需手术
治疗。因小儿斜疝不存在腹壁薄弱，故 6 岁以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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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行单纯疝囊高位结扎术即可［4］。1982 年 Ger 首
次报道腹腔镜下疝囊高位结扎术，1995 年 Takehara
报道腹腔镜辅助下经皮穿刺腹膜外疝囊结扎术，小
儿疝的微创手术不断被改进并形成多种不同术式的
改良［5］。腹腔镜小儿疝囊高位结扎术易于掌握，术
中视野清晰，术后并发症少，并且在发现对侧隐匿疝
和处理双侧疝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将来终会成为
小儿疝手术的标准术式［6］。目前腹腔镜手术虽然
已发展为日趋成熟的微创技术，但在细节上仍需要
广大外科医生不断探索。本研究中 2 组病例均采用
两孔法实施腹腔镜下疝囊高位结扎术，不同的是所
使用的疝穿刺针。B组使用的疝气针为比较传统的
一套器械，有两根不同类型的针: 第一根为雪橇针，
前端扁平，带针眼，针尖较尖，且针头较直，分离腹膜
后间隙时容易损伤腹膜，导致多处腹膜穿孔，本组共
有 27 例在术中作分离时腹膜被不同程度撕裂损伤，
而 A组仅有 4 例。笔者在本研究之前已熟练掌握
腹腔镜下疝囊高位结扎术中分离腹膜的操作技巧，
因此 B组腹膜被多次穿破并非手术技术本身原因
而造成，并且因为针头宽而扁，腹膜孔增大，易至腹
膜撕裂。第二根为带鞘钩针，但是需要重新穿刺经
皮下腹壁组织达到腹膜外间隙。在二次穿刺过程中
肯定会造成二次损伤，增加出血概率，并且两次穿刺
难免会产生两条隧道，导致结扎皮下组织过多。B
组只有 73 例在二次穿刺时经过同一隧道，而 A 组
全部在同一隧道。有时为了让两次穿刺经过同一个
隧道而重复穿刺操作，反而加重局部损伤，比如腹膜
被多次穿破、皮下出血增多，甚至有潜在的损伤腹壁
下动脉和髂血管的危险性。腹膜被多次穿破后，疝
囊即便已经高位结扎，在结扎线近端仍有潜在的间
隙通向腹股沟管，一旦术后短期内患儿出现咳嗽等
导致腹压增高的因素，疝复发概率增加，Xiang［7］也
认为多次穿破腹膜是导致疝复发的原因之一。反复
穿刺会导致皮下出血增多，术后因出血没有及时吸
收而出现局部机化，出现穿刺点皮下硬结，导致局部
不适。再者结扎过多皮下组织后线结表浅，引起局
部线结反应，形成异常包块，伴随明显不适感。王小
艳等［8］认为结扎过多皮下组织，活动时结扎线的张
力增加，容易断开或割断腹膜，导致疝复发。B 组中
有 16 例出现了明显的穿刺点皮下硬结，笔者认为和
结扎过多疝囊外组织和反复穿刺形成瘢痕有直接关
系。在研究选取病例时笔者已经排除了巨大疝，因
为巨大疝相对于普通疝而言术后更易复发［9］，所以
笔者认为多次刺破腹膜和过多结扎疝囊外组织降低
结扎线张力是造成本组病例复发的原因。A组使用

了自制的改良单凹槽单疝气针进行腹壁的穿刺。经
过改良的疝针，凹槽前后各有一个角度，并且在针芯
退回鞘内后形成一镂空，这样既可避免穿刺过程中
钩挂组织引起副损伤，又不易割断结扎线。疝气针
在操作过程中仅需一次穿刺腹壁，始终在腹膜外间
隙分离，加上疝气针前端圆润，不易刺破腹膜。经过
一整圈的分离腹膜后，不遗留腹膜缝隙而达到完全
结扎，并且体外打结线结可经腹壁穿刺的单一通道
送达肌层以下的腹膜外间隙，不会结扎神经或疝囊
外过多的脂肪肌肉组织。这种单一穿刺后打结于肌
层以下的优点有:使疝囊结扎线得到最高的张力，降
低疝复发率;线结位于肌层以下深部组织，皮下无线
结，术后穿刺点触诊无异物感，患儿无不适感。本组
病例中无复发，有 1 例出现皮下硬结，笔者认为是穿
刺点局部瘢痕所致，并非线结表浅而形成。通过对
2 组病例对比分析，笔者认为使用自制改良单凹槽
单疝气针行腹腔镜疝囊高位结扎术，较雪橇疝气钩
针有明显的优势，术中可减少腹膜的撕裂，并且两次
穿刺能经同一皮下隧道，术后可减少穿刺点硬结，降
低术后伤口局部不适感及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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