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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著

胃肠外科

经脐单孔腹腔镜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
穿孔的临床研究
卢效荣， 何志威， 周志球， 刘心洋
摘要

目的：探讨经脐单孔腹腔镜修补术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的疗效及其对机体炎症反应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6 年

10 月—2020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患者 9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单孔组（n =47）和多孔组（n =43），
单孔组行经脐单孔腹腔镜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修补术，多孔组行传统多孔腹腔镜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修补术。比较两组患
者手术情况、胃肠功能恢复情况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1 d、术后 7 d 及术后 14 d 降钙素原（PCT）、
白细胞介素 -6（IL-6）及总免疫球蛋白 E（T-IgE）水平。结果：与多孔组比较，单孔组患者术后镇痛剂使用率（18.60%
vs 4.26%）、住院时间 [（8.54±1.68）vs（7.22±1.43）] 明显降低（P <0.05），术后肠鸣音出现时间 [（31.15±4.13）h
vs（27.70±3.36）h]、胃肠功能恢复时间 [（40.74±6.08）min vs（33.58±5.63）min]、首次排气时间 [（51.73±6.68）
vs（41.13±5.67）] 及首次排便时间 [（59.52±8.38）vs（46.48±7.12）] 均显著缩短（P <0.05）。单孔组术后 7 d、14 d，
血清 PCT、IL-6 及 T-IgE 水平显著低于多孔组 [ 术后 7 d，PCT:（0.32±0.15）ng/mL vs（0.43±0.17）ng/mL，IL-6:（1.05±
0.26）pg/mL vs（1.15±0.39 ）pg/mL，T-IgE ：
（119.59±28.51）IU/mLvs（125.46±25.63）IU/mL ；术后 14 d，PCT:（0.27±
0 . 11）ng/mL vs（0 . 37 ± 0 . 19）ng/mL，IL- 6 :（0 . 94 ± 0 . 41）pg/mL vs（1 . 06 ± 0 . 32）pg/mL，T-IgE ：
（96 . 51 ± 32 . 15）
IU/mLvs（102.83±21.36）IU/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单孔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2.12%，显著低于多
孔组（13.9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经脐单孔腹腔镜修补术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疗效显著，能有效
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胃肠功能恢复，减轻机体炎症反应，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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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Transumbilical Single-Port Laparoscopic Treatment of Perforated Gastroduodenal Ulcer
LU Xiao-rong, HE Zhi-wei, ZHOU Zhi-qiu, et al. 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and Anal Surgery, Dongguan
Songshan Lake Central Hospital, Dongguan (52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ransumbilical single hole laparoscopic repair on
gastroduodenal ulcer and its effect on inflammatory response.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perforated
gastroduodenal ulcer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6 to may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ingle hole group (n =47) and multi hole group (n =43), the single hole group received transumbilical single
hole laparoscopic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repair, and the multi hole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multi
hole laparoscopic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repair. The operation,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levels of procalcitonin (PCT),
interleukin-6 (IL-6) and total immunoglobulin E (T-Ig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operation,
1 d after operation, 7 d after operation and 14 d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orous
group, the use rate of postoperative analgesics（18 . 60 % vs 4 . 26 %）and hospital stay [（8 . 54 ±1 . 68）vs
（7 . 22 ± 1 . 43）]in the single por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 < 0 . 05 ), and the occurrence time of
postoperative bowel sounds[（31 . 15 ± 4 . 13）vs
（27 . 70 ± 3 . 36）], recovery time of gastrointest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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ﬁrst defecation time[（59.52±8.38）vs（46.48±7.12）] were signiﬁcantly shorter (P <0.05). The levels of
serum PCT, IL-6 and T-IgE in the single well group were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orous group 7 and
14 days after operation[ 7 d PCT:（0.32±0.15）ng/mL vs（0.43±0.17）ng/mL, IL-6:（1.05±0.26）pg/mL vs
（1.15±0.39 ）pg/mL, T-IgE ：
（119.59±28.51）IU/mL vs（125.46±25.63）IU/mL.14 d PCT:（0.27±0.11）ng/
mL vs（0.37±0.19）ng/mL, IL-6:（0.94±0.41）pg/mL vs（1.06±0.32）pg/mL, T-IgE ：
（96.51±32.15）IU/mL
vs（102.83±21.36）IU/mL, all P <0.05 ] .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single hole group

was 2.12%, which was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ulti hole group (13.95%) (P <0.05). Conclusion
Transumbilical single hole laparoscopic repair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foration of gastroduodenal ulcer,
it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hospital sta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inﬂammatory reaction, which has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Transumbilical single hole laparoscopic repair; perforation of gastroduodenal ulcer; curative
effect;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inﬂammatory reaction
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是临床常见的外科急腹
症，具有发病急、进展快及病情重等特点 [1-2]。目
前临床上主要采用穿孔修补术联合术后抗溃疡及
抗幽门螺杆菌药物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 [3]。
近年来，随着腹腔微创技术的快速发展，腹腔镜
手术因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及术后恢复快等优
点被广泛应用于普外科治疗中 [4]。腹腔镜手术分
为单孔腹腔镜手术和多孔腹腔镜手术，与多孔腹
腔镜手术相比，单孔腹腔镜手术可减轻术后疼痛、
减少镇痛药物用量及手术瘢痕 [5-6]，但经脐单孔
腹腔镜外科手术在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中的应用
还鲜有报道，其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尚未明确。
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对照法，探讨经脐单孔腹
腔镜修补术在临床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治疗中的
应用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20 年 5 月
我院收治的胃十二指肠穿孔患者 90 例，其中男性
58 例，女性 32 例；年龄 18~60（50.26±10.50）岁。
纳入标准：1）符合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诊断标
准 [7] ；2）患者年龄≥ 18 岁；3）患者生命体征平
稳，无手术禁忌证。排除标准：1）合并凝血功能
障碍或免疫系统疾病者；2）合并恶性肿瘤或心、肝、
肺、肾脏功能障碍者；3）既往上腹部手术史；4）
合并消化道出血或幽门梗阻者。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患者分为单孔组和多孔组，单孔组 47 例：男
性 31 例，女性 16 例；平均年龄（48.25±10.73）岁，
穿孔时间（4.52±1.45）h，穿孔部位：胃穿孔 10 例，
十二指肠球部穿孔 37 例。多孔组 43 例：男性 27 例，
女 性 16 例；年 龄（51.27±9.23） 岁， 穿 孔 时 间

（3.91±1.12）h，穿孔部位：胃穿孔 8 例，十二指
肠球部穿孔 35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穿孔时
间及穿孔部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
会审查批准，纳入患者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手术方法
1.2.1 单孔组 行经脐单孔腹腔镜胃十二指肠溃
疡穿孔修补术：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建立 CO2 气腹，
沿脐孔气腹针入口做弧形切口（20~25 mm），置
入 TriPort，在 TriPort 上分别建立 10 mm 和 5 mm
共 2 个 Trocar。置入腹腔镜探查腹腔，确定穿孔病
灶，于脐孔左侧适当位置将 5 mm 套管置入，吸除
渗液及胃内容物，用倒刺线沿胃十二指肠纵轴对
穿孔位置进行“8”字缝合，并用大网膜覆盖穿孔处，
进行缝合固定，生理盐水冲洗腹腔，在温氏孔处
置入引流管。
1.2.2 多孔组 行传统多孔腹腔镜胃十二指肠溃
疡穿孔修补术：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建立 CO 2 气
腹，分别于脐部上缘、左锁骨中线平脐处及右侧
锁骨中线肋缘下 2 cm 置入 10 mm 和 5 mm Trocar。
脐部置入腹腔镜探查，吸除腹腔术区内渗液及胃
十二指肠内容物，充分显露病灶，判定穿孔性质，
间断全层缝合关闭穿孔灶，并用大网膜覆盖穿孔
处，生理盐水冲洗腹腔，视情况滞留引流管，腹
腔充分放气减压，缝合切口。
术后常规禁食禁水、持续肠内减压，予以甲
硝唑及三代头孢抗感染、质子泵抑制剂抑酸及卡
文肠外营养支持治疗。
1.3 观察指标 1）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镇痛剂使用率及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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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别于术前、术后 1 d、术后 7 d 及术后 14 d 抽
取患者空腹外周血，离心分离血清，采用电化学
发光法检测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白细
胞介素 -6（interleukin-6，IL-6）及总免疫球蛋白
E（total immunoglobulin E，T-IgE）水平；3）术后
观察并记录患者首次出现肠鸣音出现时间、胃肠
功能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时间及首次排便时间；4）
观察患者术后切口感染、腹腔脓肿等并发症发生
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 K-S 正态性分布
表1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用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χ 2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
成手术，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单孔组患者术后
镇痛剂使用率及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多孔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例数（n ）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术后镇痛剂使用率（%）

住院时间（d）

多孔组

43

68.23±10.42

12.13±4.20

8（18.60）

8.54±1.68

单孔组

47

72.56±15.54

11.49±3.61

2（4.26）a

7.22±1.43a

t/χ2

1.538

0.777

4.682

4.024

P

0.064

0.439

0.030

＜ 0.001

组别

注：a与多孔组比较，P <0.05

2.2 两组免疫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
1 d 的 PCT、IL-6 及 T-IgE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术后 7 d、14 d 血
清 PCT、IL-6 及 T-IgE 水平均显著低于术前，差
表2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 7 d、14 d，单
孔组血清 PCT、
IL-6 及 T-IgE 水平显著低于多孔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两组患者免疫功能比较

PCT（ng/mL）

IL-6（pg/mL）

T-IgE（IU/mL）

术前

0.57±0.23

1.39±0.35

155.56±41.02

术后 1 d

0.54±0.22

1.34±0.42

147.62±39.76

术后 7 d

0.43±0.17a

1.15±0.39a

125.46±25.63a

术后 14 d

0.37±0.19a

1.06±0.32a

102.83±21.36a

0.62±0.18

1.34±0.38

151.69±35.75

术后 1 d

0.56±0.25

1.29±028

143.22±30.17

术后 7 d

0.32±0.15ab

1.05±0.26ab

119.59±28.51ab

术后 14 d

0.27±0.11ab

0.94±0.41ab

96.51±32.15ab

组别
多孔组（n =43）

单孔组（n =47）
术前

注：a与本组术前比较，P ＜0.05；b与多孔组比较，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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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与多孔组
比较，单孔组患者术后肠鸣音出现时间、胃肠功
表3

能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时间及首次排便时间均显
著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例数（n ）

肠鸣音出现时间（h）

胃肠功能恢复时间（min）

首次排气时间（min）

首次排便时间（min）

多孔组

43

31.15±4.13

40.74±6.08

51.73±6.68

59.52±8.38

单孔组

47

27.70±3.36a

33.58±5.63a

41.13±5.67a

46.48±7.12a

t

4.363

5.801

8.138

7.976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组别

注：a与多孔组比较，P <0.05

2.4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多孔组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单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4

（P ＜ 0.05），见表 4。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例数（n ）

肺部感染

切口感染

腹腔脓肿

粘连性肠梗阻

合计（%）

多孔组

43

1（2.33）

2（4.65）

2（4.65）

1（2.33）

6（13.95）

单孔组

47

0（0.00）

0（0.00）

1（2.12）

0（0.00）

1（2.12）a

组别

χ2

4.378

P

0.036
注：a与多孔组比较，P <0.05

3 讨论
3.1 经脐单孔腹腔镜修补术在胃十二指肠溃疡穿
孔中的应用现状 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是严重消
化性溃疡并发症之一，穿孔后胃肠内容物流入腹
腔引发腹膜炎，若得不到及时治疗可造成感染性
休克，导致患者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危及患者
生命 [8]。近年来，随着腹腔镜手术的快速发展，
腹腔镜溃疡穿孔修补术已成为治疗胃十二指肠溃
疡穿孔的首选方式，该手术可有效抑制胃酸对胃
组织的损伤，快速控制病情发展 [9]。与传统的开
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在可行镜下全腹腔探查，
视野广阔，手术时间短，对患者的创伤小，在临
床外科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 [10]。在保障手术安全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创伤成为外科微创手术
的研究热点，经自然孔道内镜外科手术应运而生，
在胆囊切除 [11]、结直肠切除 [12]、阑尾切除 [13] 等
手术中均有研究报道，其在减轻患者术后疼痛、
减少麻醉及镇痛药物用量、缩短患者恢复时间并
降低感染风险方面得到了临床医师的认可 [14]。然

而目前其在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修补术中的临床
应用还未得到普及，并且缺乏与传统多孔法的对
比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经脐单孔腹腔镜修
补术在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中的应用价值。
3.2 经脐单孔腹腔镜修补术对患者胃肠功能恢复
及并发症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单孔组与多
孔组患者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无显著差异，但
单孔组患者术后镇痛剂使用率及住院时间较多孔
组明显减少，提示单孔手术操作简便，手术创伤
更小，并且单孔组仅在脐部有穿刺孔，有效减轻
了患者术后疼痛，从而减少术后镇痛药物的使用
率。此外，单孔组术后肠鸣音出现时间、胃肠功
能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时间、首次排便时间及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均较多孔组缩短。腹腔镜手术直
视下观察病灶，在彻底吸除腹腔内积液的同时避
免对周围脏器造成损伤，术后引流管的放置可将
腹腔残余液体引出体外，从而降低术后腹腔残余
脓肿感染的发生 [15]，且单孔组手术创伤小，避免
了手术对患者运动活性的神经性抑制和胃肠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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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抑制，减轻患者术后对伤口产生的应激反
应 [16]，从而有效降低患者术后感染的发生率，从
而缩短患者胃肠功能恢复时间。
3.3 经脐单孔腹腔镜修补术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
响 PCT 及 IL-6 可反应机体炎症反应的活跃程度，
而 T-IgE 可介导炎性介质引起机体炎症 [17]。本研
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后 7 d、14 d 血清 PCT、
IL-6 及 T-IgE 水平均显著低于术前并且单孔组血清
PCT、IL-6 及 T-IgE 水平显著低于多孔组。提示两
组患者术后 14 d 机体炎症反应均有不同程度消退，
且经脐单孔腹腔镜修补术术后短期减轻机体炎症
反应的效果更佳，并且其术后瘢痕较少，更容易
被患者接受。
3.4 经脐单孔腹腔镜修补术技术要点总结 本研
究采用国产单孔腹腔镜蛇形分离钳，可增大腹腔
内操作角度，从而解决了操作器械间缺失“三角”
而不能牵拉打结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倒刺线对穿
孔位置进行“8”字缝合，并用 Hem-o-lok 结扎夹
钳夹缝线固定，简单易行，无需打结，缩短了手
术时间。
综 上 所 述， 经 脐 单 孔 腹 腔 镜 修 补 术 治 疗 胃
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疗效显著，有效缩短患者术后
住院时间，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
者胃肠功能恢复，减轻机体炎症反应，具有较好
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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