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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传统手术与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小儿疝气疗效比较分析
王剑锋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向塘分院 外科，江西  南昌  330003）

0　引言
在小儿外科疾病中小儿疝气较为常见，若不能采取及时

有效的处理措施会对其正常发育造成影响，病情严重会对其

生命构成威胁 [1]。为此，此研究分析传统手术与小切口微创

手术治疗小儿疝气疗效，对我院近一年收治的疝气患儿 72 例

进行探究，以下为具体研究结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基本信息。此研究抽取的疝气患儿 72 例入院时间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所有患儿的疾病均由临床证实。

其后依据患儿手术方法不同均为研究组和参照组，每组患儿

有 36 例。研究组 36 例患儿由男 24 例，女 12 例；患者年龄

为 8 个月至 7 岁，平均（4.3±1.6）岁。参照组 36 例患儿由

男 26 例，女 10 例；患者年龄为 7 个月至 8 岁，平均（4.3±1.6）

岁。软件包对两组疝气患儿的一般资料进行检验，未形成统

计学意义，加强了组间的比较。本组所有患儿家属均对该研

究知情，自愿参与实验均将知情同意书签署，我院伦理委员

会已通过。

1.2　方法。研究组患者实施小切口微创手术，首先对患儿实

施全麻处理，并选取其仰卧位，随后在腹股沟韧带上方做一

手术切口，顺从患儿的腹横纹肌取一手术切口，长度约为 0.9 
cm[2]。钝性剥离患儿的皮下组织，并将腹外斜肌腱膜取出，

从手术切口取出患儿的精索，分离精索外筋膜和睾丸肌。待

上述操作完成后纵向切开疝囊，同时进行游离和分剥，在此

期间还需高位结扎疝囊的颈部，配合电凝止血后实施复位操

作，即睾丸和精索，最后将切口进行缝合，无菌贴进行覆盖。

参照组患者实施传统手术，首先对患儿实施全身麻醉处理，

并选取其仰卧位，在患儿患侧的腹直肌外下腹部皮横纹做一

手术切口，随后做好消毒工作，完成后将消毒巾铺好，切开

患儿的皮肤，选取长度约为 2.5 cm 的横向切口。对患儿的皮

下组织进行剥离，充分显露精索后纵向切开患儿的疝囊，并

将其进行分剥和游离，与此同时，还需高位结扎疝囊的颈部，

配合电凝止血后实施复位操作，即睾丸和精索，最后将切口

进行缝合，无菌贴进行覆盖 [3]。

1.3　指标评价 [4]。对研究组和参照组患儿不同手术方法后的

围术期指标进行统计和总结，主要包括：手术用时、住院天数、

自主活动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同时对两组患儿的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进行统计，主要症状为：切口感染、腹胀以及阴囊水肿等。

1.4　数据检验。此研究中涉及的数据结果均选择软件包（SPSS 

19.0）进行整理和计算，手术用时、住院天数、自主活动时

间和术中出血量以计量资料进行表示，呈现方式为均数（±）

标准差，检验方式为 T 值，并发症发生率以计数资料进行表示，

呈现方式为百分率（%），检验方式为卡方（χ 2），组间数

据结果经检验后有统计学意义则表示 P <0.05。

2　研究结果

2.1　不同方法手术后的围术期指标结果，详情数据结果由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方法手术后的围术期指标结果 [n（%）]

组别 例数 手术用时
（min）

术中出血量
（mL）

自主活动时
间（h）

住院天数
（d）

研究组 36 12.4±1.7 4.5±1.1 12.1±1.7 2.2±0.8

参照组 36 20.2±2.5 8.2±1.5 21.3±2.6 4.6±1.3

T - 15.4800 11.9347 17.7695 9.4337

P - <0.05 <0.05 <0.05 <0.05

2.2　不同方法手术后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详细结果见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方法手术后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n（%）]

组别 例数 切口感染 腹胀 阴囊水肿 发生率

研究组 36 1（2.8） 1（2.8） 0（0.0） 2（5.6）

参照组 36 6（16.7） 3（8.3） 2（5.6） 11（30.6）

χ 2 - - - - 7.6037

P - - - - <0.05

3　讨论

疝气在临床中较为常见，通常情况下，在腹股沟位置会

出现腹膜鞘状突，不仅可以对子宫圆韧带进行固定，同时对

睾丸进入阴囊起到促进作用。新生儿分娩后，会关闭腹膜鞘

状突，但是部分患儿若未关闭会有卵巢和小肠进入，从而有

疝气形成。临床常选择的治疗方法为手术，以往的传统手术

方式具有较大的手术切口，同时会损伤患儿的机体，在手术

期间会增多出血量，从而使手术时间延长，不利于恢复 [5]。

小切口微创手术具有较小的切口，同时可以使患儿身体的损

伤得以明显减轻，减少术中出血量的同时会对其康复起到促

进作用。另外，小切口微创手术不会有较为剧烈的疼痛感，

具有良好的术后恢复，同时还可以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进行

显著降低 [6]。此研究中，研究组患儿予以小切口微创手术，

参照组患儿予以传统手术，比对两组患儿的手术用时、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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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传统手术与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小儿疝气疗效。方法   选择我院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疝气患儿 72 例，依据患儿手术方法不同均为两组。实施传统手术的 36 例患儿为参照组，实施小切
口微创手术治疗的 36 例患儿为研究组，最后对两组疝气患儿的治疗效果进行总结。结果   经不同方法手术后，
研究组患儿的手术用时、自主活动时间、住院天数同参照组比对明显较短，术中出血量较比参照组也明显较少，
组间数据经检验后 P < 0.05。从并发症发生率来看，研究组（5.6%）较比参照组（30.6%）更低，组间数据经检
验后 P < 0.05。结论   小儿疝气予以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效果理想，不仅可以使临床指标得以改善，同时可以使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进行显著降低，可在临床上优先选择。
关键词：传统手术；小切口微创手术；小儿疝气；临床疗效

中图分类号：R256.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613/j.cnki.1671-3141.2018.73.063

本文引用格式：王剑锋.传统手术与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小儿疝气疗效比较分析[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8,18(73):87+127.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8 年 第 18 卷 第 73 期 127

投稿邮箱：sjzxyx88@126.com

（上接第 86 页）

酶能够对血肿予以化解，促使积血得以顺畅排除，且这一手

术的时间过短，为患者予以的伤害过少，能够促使患者的病

情得以好转 [4-5]。同时，立体定向钻孔引流手术能够凭借老年

患者的各类身体情况，以防范开颅手术为患者予以伤害，且

能够把患者产生的脑部积水与脑疝等加以舒缓，防范病情产

生进展，减小患者产生残疾与死亡的概率，以挽回患者的生命，

促使患者尽早得以恢复 [6-8]。

在此次试验研究之中，辅以立体定向钻孔引流手术治疗

的组二，在治疗结束后的住院时间、手术时间、治疗疗效，

好于施行小骨窗开颅手术治疗的组一，P < 0.05，与刘向哲等 [9]

研究结果相近。

总体上而言，立体定向钻孔引流手术运用到对高血压丘

脑出血老年患者施行治疗后，能够收获较优的治疗成效，极

大地减小患者残疾与死亡产生的概率，减弱患者的疼痛感，

促使患者尽早得以恢复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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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我国普遍对于抑郁症状不够重视，相关研究显示精神

分裂治疗收到抑郁症状严重影响，抑郁症状患者极大患者自

杀风险和复发率。因此深入探究如何选择药物来对抑郁症状

进行治疗有着现实且重要的意义。现如今喹硫平是在治疗抑

郁症中使用较多的一种药物，这种药物能通过拮抗 α2 肾上

腺素受体或通过拮抗部分激动 5-HT1A 受体来改善患者的抑

郁症状 [5]。这一点在本文上述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舍曲

林是一种能够显著抑制多巴胺再摄取的药物，不少研究表明

采用喹硫平联合舍曲林治疗能够更显著的改善患者的抑郁表

现。在本文的研究结果中可见，治疗效果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

由此可见，喹硫平联合舍曲林治疗能够更显著的改善患者的

抑郁表现。

综上所述，治疗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状患者中采用喹

硫平联合舍曲林进行治疗，能够显著的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

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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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住院天数，研究组明显较短，术中出血量也明显

减少，组间数据经统计后有统计学意义。另外，从并发症发

生率来看，研究组 5.6% 明显低于参照组的 30.6%，组间数据

经统计后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研究结果充分体现了小切口微

创手术的临床可行性，较比传统手术更具优势。

综上所述，小儿疝气予以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效果理想，

不仅可以使临床指标得以改善，同时可以使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进行显著降低，可在临床上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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