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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与影像·

小儿气道异物取出术中麻醉方法与

通气方式的应用进展

赵　静１　禹二友１　综述　童易如２　审校

　　气管、支气管异物是小儿常见急症，具有很大的
风险［１，２］，多发生于５岁以下儿童，以３岁以下最多
见，是最常见的儿童意外伤害之一［３］。小儿气道异

物的取出不仅要保证足够的通气和氧合，还要提供

外科医生足够的视野进行手术操作［４］，且麻醉过程

中喉部的应激反应会引起异物堵塞气管、发生喉痉

挛而导致死亡［５］，因此采用不同的麻醉方法及术中

的通气方式对治疗效果、手术的顺利实施及患儿的

死亡率有很大的影响。

一、麻醉方法

１．表面麻醉：在气管异物手术中，传统的表面
麻醉是使用局麻药物涂布在喉咽部黏膜表面，再实

行手术。陈国富［６］认为：患儿在发病后１～２ｄ内就
诊，无肺部或其他并发症的支气管异物患儿，可考虑

在黏膜表面麻醉下手术，这样可迅速解决患儿的痛

苦和家长的担忧。张成明等［７］对７５例患儿采用三
种不同的局麻方法（喷喉、喷喉结合环甲膜穿刺和

喷喉结合雾化吸入）行异物取出手术，术中喷入相

同剂量的利多卡因，发现喷喉结合雾化吸入能快速

达到麻醉效果，不引起咳嗽等不良反应，也未见其他

副作用值得借鉴。黏膜表面麻醉下手术有方法简

单、术后无需全身麻醉后苏醒护理等优点，但是术中

患儿挣扎，体力消耗较大，就要求术者要有丰富的经

验，熟练的操作技术和其他人员的熟练配合，而且术

中意识清醒，对患儿心理也存在一定的伤害。加之

小儿喉部神经比较敏感，喉头反射活跃，造成操作上

的一定困难．发生喉痉挛和喉部损伤的几率比较
高［６］。目前单纯表面麻醉用于小儿气管异物取出

术已很少见，临床上大多是使用表面麻醉复合全麻

来进行手术。也有报道将局麻药物涂布在纤支镜上

表面麻醉行异物取出也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效果［８］。

２．全身麻醉：由于单纯表面麻醉的一些局限

性，目前麻醉医师更偏向于选择全身麻醉。陈国

富［６］认为全身麻醉的优势明显优于粘膜表面麻醉，

手术并发症少，且全身麻醉患儿能相对配合、视野暴

露清晰、迷走神经反射及喉痉挛的发生率少，使手术

的安全性大大提高。全身麻醉又分为静脉全麻和吸

入全麻。

（１）静脉全麻：静脉全麻中氯胺酮复合大剂量
的羟丁酸钠是传统的手术麻醉方法，因其良好的镇

痛效果在手术中广泛应用。但是氯胺酮麻醉后精神

副作用较多见，且羟丁酸钠有起效慢，苏醒延迟，咽

喉反射不能及时恢复等特点，使之应用于气管异物

患儿有所顾忌。目前临床上采用的静脉麻醉方法多

种多样，但是均能顺利完成手术，保证患儿安全。

ＬｉｕＪ等人［４］对３５例患儿行静脉全麻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国内使用丙泊酚、瑞芬太尼复合阿曲库铵，配

合高频喷射通气运用于小儿气管异物亦取得了良好

的临床效果［９］。

（２）吸入全麻：与传统的静脉全麻相比，吸入
麻醉为大多数麻醉师所接受。由于七氟烷具有芳香

气味，对呼吸道刺激陛小，患儿易于接受，其血气分

配系数低（０．６３），故诱导、苏醒迅速，麻醉深度易于
调控［１０］，是小儿较为理想的麻醉药物之一［１１］。且

七氟烷吸入与静脉麻醉等方法相比操作更加简单，

消除了注射及穿刺带来的疼痛［１２］。杜 睿等［１３］通过

对３６例气管异物患儿使用单纯七氟烷吸入麻醉中
的研究中认为：七氟烷具有理想的镇静及肌松效果，

麻醉效果安全可靠，可作为小儿气管异物取出术麻

醉的首选方法。

３．复合麻醉：复合麻醉可避免单一麻醉方法
的局限性。七氟烷是用得最多的一种复合吸入性麻

醉药物。吕慧敏［１４］等人认为：七氟醚复合笑气吸入

联合气管内表面麻醉用于小儿气道异物取出术是一

种可取的麻醉方法。七氟醚复合表面麻醉用于小儿

气管异物取出术的效果得到了临床肯定［１５］。环甲

膜穿刺气管表面麻醉联合静脉全身麻醉用于小儿气

管异物取出术，效果好、麻醉完善、患儿围手术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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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体征稳定、不出现缺氧症状，且患儿苏醒时间短，

是较好的麻醉选择［１６］。研究显示，在小儿气管支气

管异物取出术中给予全身麻醉并复合利多卡因或丁

卡因局部麻醉能提高麻醉效果［１７］。更有学者将吸

入、表面、静脉三步联合麻醉用于小儿气管异物取出

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１８］。

二、通气方式

１．自主呼吸：由于在手术中呼吸道不被麻醉
师所控制，而是由支气管镜所占据，故传统认为保留

自主呼吸法是较为安全的方法［１９］。自主呼吸能够

确保患儿在手术中不至于严重缺氧而导致术后严重

并发症的发生，而且有利于手术的进行，不会因为缺

氧血氧饱和度严重降低而暂停手术。但是，保留自

主呼吸时患儿麻醉的深浅度难以控制，麻醉过深容

易导致通气不足，麻醉过浅容易引起呛咳、体动甚至

喉痉挛［２０，２１］，且对手术室的环境可造成麻醉气体污

染。近年来学者正在探讨如何即保留患者的自主呼

吸又能减少患儿喉痉挛、屏气呛咳等并发症的发生。

有研究表明［２２］：七氟烷复合丙泊酚全麻保留自主呼

吸能够提供一定的麻醉深度，能够充分抑制患儿呛

咳，屏气，喉痉挛和支气管痉挛，为术者创造了很好

的操作条件，且保证了患儿的安全。

２．控制呼吸：随着肌松剂在小儿气管异物取
出术的应用，使用肌松剂控制呼吸法得到大多数麻

醉师的认可。研究报道：小儿气管异物取出术中使

用肌松剂控制呼吸，能保证良好的氧供，配合良好的

麻醉方式，使术中血液动力学稳定，屏气、呛咳、喉痉

挛等并发症少，术后苏醒快的优势，与自主呼吸相比

是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麻醉方法［２３］。其中控制呼

吸的通气方式又分为经喉罩控制通气和经气管导管

控制通气。

（１）经气管导管控制呼吸：目前很少有文献谈
及在气管插管下行气道异物取出［２２－２３］。使用气管

导管通气控制呼吸，手术时将气管导管拔出进行手

术操作，当血氧低于一定程度时再行插管会引起通

气不足，氧饱下降，且气管导管可能会改变异物的位

置，再行插管会增加麻醉的风险［２４］，但是气管导管

在患儿麻醉并发症的处理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例如患儿发生气管、支气管痉挛时，可迅速缓解患儿

气道梗阻问题 ，而不需另行插管。

（２）经喉罩控制呼吸：早在１９９３年，ＴａｔｓｕｍｉＫ
等［２５］就将喉罩运用于一个１６ｋｇ的小孩的异物取
出术的麻醉，且临床效果良好。近年来国内将喉罩

在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喉罩在气

管异物手术麻醉中的应用大多是将纤支镜从喉罩的

标准端口进入取出异物［４，１１，２６～３０］。更有学者报道将

喉罩运用于气道异物长时间留存患儿的异物取出

术，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３１］。现临床有双腔、三

通甚至自制的新型喉罩运用于小儿的气道异物取出

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３２－３４］。喉罩的标准端口与呼

吸机连接，呼吸可被麻醉师控制，术中肌肉松弛，咽

喉、心血管反应极少，极大地方便了手术操作，增加

了术中的通气功能，安全有效、且术后并发症少。董

斌等［３５］人通过对６０例急重症气管、支气管异物患
者在术后置入喉罩进行呼吸管理，发现术毕置入喉

罩对患儿呼吸循环无明显影响，对气道损伤、小苏醒

快，提高麻醉诱导和恢复期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其麻

醉效果优于气管导管。

ＬｉｕＹ等［３０］的一项ｍｅｔａ分析的数据表明：虽然
控制通气发生喉痉挛的概率比自主呼吸低，但是目

前并没有证据证明控制呼吸比自主呼吸更好，尚需

要额外的临床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

３．喷射通气：高频喷射通气是半开放回路，空
气可进入气道，同时排出二氧化碳，不增加气道压，

不对抗自主呼吸，并且有一定的呼气末正压通气效

应，有利于支气管堵塞断的肺叶复张，尤其适用于支

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通气［３６］。它能提供较好的通

气保障，却不干扰手术操作，尤其婴幼儿胸骨、肋骨

比较软，胸廓幅度大，应用高频振荡通气时通气与氧

合效果更好，能观察到胸廓的起伏运动，自主呼吸存

在时，较低压力、频率的高频通气能满足氧合需要，

自主呼吸消除后，由于镜检中气道呈开放状态，需提

高驱动压以维持通气和氧供［３７］．随着小儿气管异物
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曾金祥等［３８］对１３８例气管异
物的临床应用进行临床分析，证明高频通气有利于

改善呼吸循环功能，有效解决了术中缺氧、手术视野

暴露不佳等问题，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方峥嵘

等［３９］对３２例气管支气管异物患儿采用全麻高频喷
射呼吸机行异物取出，术中既能保持患儿的气体交

换，又能吸引分泌物，降低了缺氧的风险，是一种安

全、有效的麻醉方法。

４．联合通气方式［４０］：目前复旦大学耳鼻喉科

医院采用联合通气方式，七氟烷吸入麻醉诱导达手

术所需麻醉深度之后经鼻插入喷射导管行手控喷射

通气，此时改为静脉麻醉维持插入硬支气管镜后，将

麻醉机呼吸回路连接到支气管镜侧孔，术中需要在

喷射通气及控制通气方式中选择一种最有效的通气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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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在小儿支气管异物取出术中，常规的麻醉方式

及通气方式通常都能起到很好的麻醉效应，均能顺

利地完成手术，但是麻醉深度的控制、呼吸的控制、

通气的维持依然是麻醉手术中的一大难题。无论是

何种麻醉方式或通气方式，均要在手术过程中维持

正常的血氧饱和度［４１］。选择吸入或者静脉诱导、自

主呼吸或者控制呼吸、吸入或者静脉维持应当个体

化对待［４２］。这就需要经验丰富的麻醉医师在麻醉

手术过程中来判断、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及通气方

式，同时不断探索出更有利于手术进行及减少患者

术中、术后并发症的麻醉方案。

参 考 文 献

１　ＴａｍｉｒｕＴ，ＧｒａｙＰＥ，ＰｏｌｌｏｃｋＪＤ．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ａｉｒｗａ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ｒｉｇｉｄ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ｔ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１３；
７７（４）：４８０—４８２．

２　ＫｏｒｌａｃｋｉＷ，ＫｏｒｅｃｋａＫ，ＤｚｉｅｌｉｃｋｉＪ．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ｒｏｌｅ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
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ｒｇＩｎｔ２０１１；２７（８）：８３３—８３７．

３　田勇泉．耳鼻咽喉一头颈外科学［Ｍ］６版．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５８．

４　ＬｉｕＪ，ＸｉａｏＫ，Ｌｖ．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ａｉｒｗａ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３５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Ｉｎｔ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Ｍｅｄ．
２０１４，１５；７（１２）：５８５２—５８５６．

５　贺为阳，吕志瑞．七氟醚复合丙泊酚麻醉保留自主呼吸在
小儿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Ｊ］．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２０１３，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６．

６　陈国富．小儿支气管异物取出手术麻醉方式的选择［Ｊ］．
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１１，２７（１３）：１９４８．

７　张成明，张岩，殷玉水，等．小儿支气管异物取出术局部麻
醉临床观察［Ｊ］．临床麻醉学杂志，２００１，１７（２）：９７—９８．

８　王芝静，庞亚平，刘秀兰，等．丁卡因胶浆表面麻醉对气管
异物取出术患儿术中术后的影响［Ｊ］．河北医药，２０１２，３４
（１２）：１８０３—１８０５．

９　彭春，周力平，卿帅．丙泊酚、瑞芬太尼复合阿曲库胺在
小儿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临床观察［Ｊ］．海南医学，
２００８，１９（５）：８６－８７．

１０　ＷｈｉｔｅＰＦ，ＷａｙＷＬ，ＴｒｅｖｏｒＡＪ．Ｋｅｔａｍｉｎｅｉｔ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ｕｓｅｓ［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２（２）：１１９—
１３６．

１１　李菁，雷晓莉，刘永峰．七氟烷诱导喉罩置入麻醉在小儿
气道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Ｊ］．海南医学，２０１１，２２
（０９）：８２—８８．

１２　刘鸽，赖峻松．七氟醚复合小剂量顺式阿曲库铵在小儿

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Ｊ］．福建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３５
（２）：１０７—１１０．

１３　杜睿，马平康．七氟醚在小儿气管异物取出术麻醉中的
临床研究［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１，０９（３３）：３２３—３２４．

１４　吕慧敏．七氟醚复合笑气吸入联合气管内表面麻醉用于
小儿气道异物取出术２５例体会［Ｊ］．郑州大学学报（医
学版），２０１０（６）．

１５　王宇，刘菊英，曾文静，等．七氟醚复合表面麻醉用于小
儿气管异物取出术的效果评价［Ｊ］．浙江临床医学，２０１４
（１０）：１６６１－１６６１，１６６２．

１６　罗瑞，韩利锋，艾伟，等．环甲膜穿刺气管表面麻醉联合
静脉全身麻醉在小儿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Ｊ］．中
国医药，２０１２，０７（３）：３６０—３６１．

１７　Ｖｏｅｐｅｌ－ｌｅｗｉｓＴ，ＭａｌｖｉｙａＳ，ＴａｉｔＡＲ．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ｍｅｒｅｇｅｎｃｅ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ｉａｐｏｓｔａｎｅｓｔｈｅ
ｓｉａ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０３，９６（６）：１６２５—１６３０．

１８　兀效儒，左文君，路晓东，等．吸入表面静脉三步联合麻
醉在小儿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Ｊ］．中国初级卫生
保健 ，２０１０，２４（２）：１１６—１１７．

１９　沈七囊危重疑难病患者的麻醉［Ｍ］．北京科学科技出
版社 ２００３，８１—８５．

２０　ＳｏｏｄａｎＡ，ＰａｗａｒＤａｎｄ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ｕｍＲ．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ｉｎｈａｌ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
ａｅｓｔｈ２００４；１４：９４７—９５２．

２１　ＮａｔａｌｉｎｉＧ，ＦａｓｓｉｎｉＰ，ＳｅｒａｍｏｎｄｉＶ，ｅｔａｌ．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ｖｓ．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ｄｕ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ｉｄ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ｕｎ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１９９９；１６：６０５—６０９．

２２　贺为阳．七氟醚复合丙泊酚麻醉保留自主呼吸在小儿气
管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Ｊ］．医学信息，２０１３（７）：２６５—
２６６．

２３　ＢａｔｒａＹＫ，ＭａｈａｊａｎＲ，ＢａｎｇａｌｉａＳＫ，ｅｔａ１．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ｈａｌｏｔｈａｎｅａｎｄ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ｆｏｒ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ＡｎｎＣａｒｄＡｎａｅｓｔｌｌ，２００４，７
（２）：１３７—１４３．

２４　雷文斌，文卫平，柴丽萍，等．经气管内插管静脉全身麻
醉儿童支气管异物取出［Ｊ］．２０１２，３３（１）：１０７—１１０．

２５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ｒｏ
ｕｇｈｔｈｅ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Ｍａｓｋ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ＪＴＣＶＳ１９９９；４７：１９０—１９２．

２６　李宜红，黄乐林．喉罩通气全身麻醉在小儿气管异物取
出术中的应用［Ｊ〗实用临床医学，２０１２，１３（１）：７３—７５．

２７　ＷａｎｇＧ，ＴｉａｎＭ，ＭａＪ，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ｏｆｉｂｅｒｓｃｏ
ｐｙ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ｍａｓｋ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ｆｏｒｃｅｐｓｉｎ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ｉｒｗａ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Ｊ］．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Ｅｒ
ＢｉＹａｎＨｏｕＴｏｕＪｉｎｇＷａｉＫｅＺａＺｈｉ．２０１４，４９（９）：７６８—
７７０．

２８　张斌，顾明将．小儿喉罩麻醉下纤维支气管镜取异物的

·２０４·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６年８月第１５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５，Ｎｏ．４　　　　　

临床分析［Ｊ］．河南外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３）：４３－４４．
２９　盛颖，倪文，李晓梅，等．气道异物长时间留存患儿异物

取出术的麻醉处理［Ｊ］．中华麻醉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
（１２）：１１２０—１１２１．

３０　ＬｉｕＹ，ＣｈｅｎＬ，Ｌ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ｆｏｒ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
ｒｅｍｏｖａｌ：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１４，２４
（１０）：１０２３—１０３０．

３１　盛颖，倪文，李晓梅，等．气道异物长时间留存患儿异物
取出术的麻醉处理［Ｊ］．中华麻醉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
（１２）：１１２０—１１２１．

３２　杨天明，门小光，孙浩芳，等．控制通气下经纤维支气管
镜小儿气道异物取出术［Ｊ］．中华腔镜外科杂志（电子
版），２０１３，６（３）：２０１—２０５．

３３　黄伟崧，张占良，罗俊能，等．三通喉罩在肥胖患儿气管
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３，１１（５）：
１６５—１６６．

３４　胡卫东，王少超，杨振东，等．改良喉罩全麻在小儿纤维
支气管镜气管异物取出术的应用［Ｊ］．中国当代医药，
２０１２，１９（５）：８６—８７．

３５　董斌，刘艳霞，向强，等．喉罩在小儿急重症气管支气管
异物麻醉中呼吸道管理的探讨［Ｃ］．２０１２年全国咽喉器
官疾病暨小儿耳鼻咽喉专题学术会议论文集．２０１２：１１６

—１１６．
３６　刘红梅，顾庆贵．全麻高频辅助通气下气管、支气管异物

３３例［Ｊ］．海南医学．２００９，２０（５）．２０２－２０３．
３７　黄一丹，梁维斌，陈燕．罗库溴铵联合高频喷射通气用于

婴幼儿气管异物取出术的临床研究［Ｊ］．医药前沿，２０１３
（１７）：７４－７５．

３８　曾金祥，林升．高频通气用于小儿气管异物取出术［Ｊ］．
中国综合临床，２００６，１（６）：５６３．

３９　方峥嵘，周维，尹治青等．气管异物取出术及采用高频
喷射通气全麻的经验体会［Ｊ］．医药前沿，２０１４（１）：７１—
７２．

４０　连庆泉当代小儿麻醉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４１　ＦａｒｒｅＵＰＴ．Ｒｉｇｉｄ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ｒｅｍｏｖａｌ：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０４，１４
（１）：８４—８９．

４２　Ｆｉｄｋｏｗｓｋｉ，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Ｗ，Ｚｈｅ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１２，９７９ｃａｓｅｓ［Ｊ］．Ａｎｅｓｔｈ
Ａｎａｌｇ，２０１０，１１１（４）：１０１６—１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本文编辑：王爱莲）

（上接第３４５页）

（８２±３９）ｍｉｎ，与以前三孔腹腔镜手术平均时间（６９
±２６）ｍｉｎ接近。肾脏切除后腹膜后仅留下约３ｍｍ
宽、４ｍｍ长的裂隙，无大的粗糙面。创面大部分位
于结肠后，因为重力作用被结肠覆盖，不必缝合后腹

膜，术后恢复快。术后随访也证实无出血或粘连性

肠梗阻病例。

综上所述，单纯经脐腹腔镜切除发育不良肾具

有与传统腹腔镜手术一样的安全性与适应范围，并

且疤痕更隐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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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ｔｏｐｉａｗｉｔｈ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ｒｅｎａｌ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ａ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ｃ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Ｉｎｄｉａ［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ｒｇ，２００９，４４（１０）：１９８４
—１９８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１６）
（本文编辑：王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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