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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腹股沟小切口手术与腹腔镜手术治疗

腹股沟区隐睾的对照研究

敬　鹏１，３　邹家琼２　王　城１　赵　丹１　刘雪岚１　周柯均１

【摘要】　目的　比较腹股沟横行小切口与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在腹股沟区隐睾中应用的优
缺点。　方法　选择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外科自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明确诊断为腹股沟区
隐睾症的患儿８８例，年龄１２～４岁，平均年龄２６岁；按随机分组原则采取两种手术方式：开放手术组
采用腹股沟横行小切口经腹膜外游离下降睾丸，阴囊小切口固定；腹腔镜手术组采用腹腔镜下腹腔内游

离睾丸，阴囊小切口固定；分别对两组手术时间、睾丸下降后位置、术后并发症、手术前及术后半年双侧

睾丸超声随访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开放手术组平均手术时间为（４１２±２１）ｍｉｎ，腹腔镜组为
（５５６±１９）ｍｉｎ。腹腔镜手术组患儿术中出血量较开放组少，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意义。术后７ｄ及６
个月查两组患侧睾丸下降位置发现：开放手术组４４例睾丸均可降至阴囊内，其中５例位于阴囊入口处；
腹腔镜手术组４４例睾丸均可降至阴囊内，其中４例位于阴囊入口处；术后６个月患侧睾丸超声显示患
侧睾丸发育较对侧稍差。　结论 　在腹股沟区隐睾患儿中，腹腔镜下睾丸下降术在手术时间及术后效
果上并无明显优势。建议对于腹股沟区隐睾应严格掌握腹腔镜手术指征，对于内环口及以上部位隐睾

首选腹腔镜探查及腹腔镜下隐睾下降术。

【关键词】　腹股沟；腹腔镜；隐睾；治疗；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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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睾是小儿泌尿外科常见先天性疾病之一，通
常定义为睾丸未下降至阴囊内而停留于睾丸正常下

降途中的某一部位［１］。临床可以简单分为腹腔型

隐睾和非腹腔型隐睾两种类型，隐睾在足月新生儿

中的发生率约３％ ～５％［２］。在早产儿中发生率更

高；未降睾丸的恶变发生率较已降睾丸高出２０～４６
倍［３］；甚至导致成年后男性不育症的发生。隐睾的治

疗方法主要是手术治疗，睾丸下降固定术是公认的隐

睾治疗术式，包括开放性手术和腹腔镜微创手术，腹

腔镜在腹腔型隐睾的诊断和治疗方面优于开放手术

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应用在非腹腔型隐睾的治疗上仍

存在较多争议；通常在１岁以下儿童隐睾的发生率约
１％左右，右侧多于左侧，其中约８０％的患儿临床查体
时可以触及睾丸［４］。为探讨在腹股沟型隐睾的治疗

中，开放手术与腹腔镜手术的优缺点，本研究选取本

院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收治的８８例腹股沟区
隐睾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分别采用开腹手术和腹腔

镜手术治疗，现将两组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临床资料

选择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外科２０１４年３
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期间，临床明确诊断为腹股沟区隐
睾症的患儿 ８８例，患儿年龄 １２～４岁，平均 ２６
岁；病例纳入标准：体查及术前超声检查明确诊断为

腹股沟区隐睾者。排除标准：合并腹股沟斜疝、交通

性鞘膜积液，回缩睾丸以及双侧隐睾患儿。将８８例
入选患儿经家属知情同意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讨

论同意后，随机平均分为开放手术组和腹腔镜手术

组；两组患儿年龄、隐睾位置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手术为同一组
医师施行，且同时具有熟练的开放手术及腹腔镜隐

睾手术经验。

表１　一般资料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组别 年龄（岁）
隐睾分布（均位于腹股沟区）

左侧（例） 右侧（例）

开放手术组 ２５±０９ ２２ ２２

腹腔镜组 ２６±０６ ２１ ２３
　　注：两组比较，Ｐ＞００５

　　二、手术方法

两组均采用静脉快速诱导，气管插管吸入麻醉。

开放手术组：做腹股沟皮纹横切口，长约１５～
２ｃｍ，依次钝性分离各层，显露腹股沟管前壁，寻找
精索组织与睾丸，找到睾丸后，充分松解精索，游离

鞘状突管，并在内环口处给予高位结扎，必要时行睾

丸引带离断。精索松解满意后，用中号弯钳从腹股

沟管远端向阴囊底部伸入，使其形成一隧道，切开阴

囊皮肤约１０ｃｍ，并向周围分离皮下组织使其形成
一潜在腔，以能容纳睾丸为宜，然后将肉膜囊切开，

穿出中弯钳，另取一把组织钳在中弯钳引导下沿隧道

穿出腹横纹切口，用组织钳轻轻夹持睾丸下引带部，

避免损伤睾丸，经隧道通过腹股沟管引入阴囊内即阴

囊皮肤与肉膜之间，引入时注意防止精索扭转，保持

精索无张力，继之将睾丸脏层鞘膜与肉膜囊固定１～
３针，防止睾丸回缩，皮内缝合阴囊皮肤，腹横纹切口
只缝合皮下组织，切口皮肤组织用胶水封闭粘合。

腹腔镜手术组：患儿取头低足高位，于脐轮上弧

形切开约０５ｃｍ，将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经脐部切口置入
腹腔，置入 ５ｍｍ腹腔镜，腹腔压力维持 ８～１０
ｍｍＨｇ，用微型腹腔镜探查腹股沟内环口，确定隐睾
后于患儿脐旁３ｃｍ处皮肤各做０３ｃｍ切口，分别
穿刺３ｍｍＴｏｒｃａｒ，置入操作钳，切开侧腹膜，钝性游
离精索血管及输精管组织，使患侧睾丸无张力到达

对侧内环口。如患儿睾丸已进入腹股沟管内，则先

切开内环口处腹膜，再切开睾丸韧带，充分松解精

索，将睾丸牵入腹腔，使睾丸能无张力地到达对侧内

环口水平，于阴囊处做约０５ｃｍ切口，钝性分离皮
肤与肉膜，潜行游离腔隙，经腹股沟管至内环口进入

腹腔，钳夹睾丸韧带，将睾丸拖入肉膜与皮肤之间的

腔隙内，缝合固定，用组织胶水封闭切口。

三、观察指标

①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②术后并发症发生
情况，如切口感染、阴囊水肿及睾丸回缩等；③手术
前及术后半年双侧睾丸超声随访结果。

四、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统计学方
法采用 ｔ检验和 ｘ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　果

两组均一期完成手术。术后３ｄ均未见切口红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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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感染等表现，患儿术后常规住院观察３ｄ；故两组
住院时间无比较意义。但腹腔镜手术组患儿平均手

术时间较开放手术组明显增加，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手术时间、出血量及术后并发症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术后并发症（例）

切口感染 阴囊水肿 睾丸回缩

开放手术组 ４４ ４１２±２１ ５５±０９ １ ４ ５

腹腔镜手术组 ４４ ５５６±１９ ３５±１１ ０ ３ ４

　　注：通过对术中出血浸湿纱布称重计算出血量（１ｇ＝１ｍＬ）。Ｐ＞００５

　　６个月后两组患儿切口比较，腹腔镜手术组腹
壁瘢痕不明显，开放手术组腹股沟区可见线性瘢痕；

术后并发症比较发现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手术切口恢复比
较显示，腹腔镜在微创、美观方面较小切口具有明显

优势。两组患侧睾丸下降位置检查发现，开放手术

组４４例睾丸均可降至阴囊内，其中５例位于阴囊入
口处；腹腔镜手术组４４例睾丸均可降至阴囊内，其
中４例位于阴囊入口处；与术后２周时发现睾丸部
分回缩病例一致；术后６个月患侧睾丸超声显示患
侧睾丸发育较对侧稍差。

讨　论

隐睾症是小儿泌尿生殖系统最常见的先天性畸

形，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将会造成严重危害，最常见的

危害有睾丸萎缩、生精功能异常，成年后可能导致无

精症和男性不育症，睾丸长时间处于体内高温环境

会导致睾丸癌变，因此早期及时治疗对保护患儿生

育能力和降低癌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常规的手术

方式有两种，一种为开放手术，取腹股沟区切口在腹

膜外行睾丸下降固定，一种为腹腔镜下途径的睾丸

下降固定术，就开放手术而言，因患儿身体发育限

制，精索及腹股沟管结构不完善，通常认为手术损伤

大，时间长，瘢痕严重，故术后切口感染、睾丸回缩等

并发症较多［５］。腹腔镜手术最初是作为评估触诊

不清的隐睾患者病情诊断的工具而应用于临床，随

着腹腔镜设备和技术的进步，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

定术成为隐睾的常规治疗选择之一，关于腹腔镜手

术和开放手术治疗触诊不清的未降睾丸的比较分析

显示，尽管在手术时间、术后恢复情况、复发率、成功

率、术后睾丸萎缩等方面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６］；但多数关于触诊不清的腹腔型隐睾的治疗情

况均显示，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较开放性睾丸

下降固定术有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明确其作为高位

腹腔型隐睾的首选治疗方法［７，８］。目前，关于腹腔

镜在可触及的非腹腔型隐睾的治疗上临床工作中仍

存在较大争议。

为探讨在可触及的非腹腔型隐睾手术中不同手

术方式的临床疗效，本研究选取术前明确诊断为腹

股沟型隐睾的患儿，在基础条件对照分析无统计学

意义的条件下，随机分组行开放手术与腹腔镜下睾

丸下降固定术。所有手术均由同一组医师完成，排

除了操作者的熟练程度对数据分析的影响；对于术

前明确诊断为腹股沟型隐睾的病例而言，常规腹股

沟横行小切口手术时间明显短于腹腔镜手术，通过

对术后并发症进行比较，两组病例间差异并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同时，开放手术无需进入腹腔也不需

要建立气腹，相对而言，手术对患儿的全身性影响较

腹腔镜手术组轻。在腹腔镜手术组中，我们发现，绝

大多数腹股沟型隐睾患儿内环口已闭，腹腔镜手术

破坏了正常内环口；相对开放手术而言，内环处腹膜

及腹股沟区损伤较重，这一结果与国内多数腹腔镜

下隐睾手术的研究不一致［９－１１］；可能与病例选择的

不一致有关。手术后半年复查创面，可见腹腔镜手

术后手术切口明显较开放手术美观，就美容要求而

言，腹腔镜切口具有明显优势，这一结果与国内报道

一致［１２］。

通过本项临床对照研究，我们建议对于腹股沟

区隐睾通过腹股沟横行小切口可以满意完成手术，

其学习曲线相对简单，便于广泛开展；临床医生应该

严格把握腹腔镜手术指征；对于内环口及以上部位

隐睾首选腹腔镜探查及腹腔镜下隐睾下降固定术。

对临床可扪及睾丸的隐睾病例是否需要采用腹腔镜

手术，我们持保留意见，建议术前综合考虑决定。总

之，无论采用何种手术方式，基本原则应以综合评估

给患儿带来的伤害最低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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