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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膈疝诊治专题·论著·

胸腔镜下手术治疗婴幼儿胸腹裂孔疝２９例

王贤书　杨志国　岳　芳　陈志国　高飞飞　杨　帆　赵　令

【摘要】　目的　总结全胸腔镜下婴幼儿胸腹裂孔疝修补手术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作者收治的２９例先天性胸腹裂孔膈疝患儿临床资料，除２例中转开胸手术
外，其余病例均于全胸腔镜下完成手术。。 结果　２９例均痊愈出院，随访１～２年，２８例生长发育良好；
１例复发，经再次开胸完成手术获痊愈。。 结论　全胸腔镜下手术治疗婴幼儿胸腹裂孔疝，术中出血
少，术后恢复快，切口瘢痕小，方法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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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腹裂孔疝（后外侧膈疝）是儿外科常见危重
症之一，一经确诊，首选手术治疗。传统手术方式是

经胸或经腹开放式膈肌修补术。随着微创技术的发

展，经胸或经腹腔镜手术技术越来越成熟。现总结

本院２年来经胸腔镜微创手术治疗胸腹裂孔疝病例
资料，探讨胸腔镜技术治疗婴幼儿胸腹裂孔疝的临

床疗效及安全性。

材料与方法

一、临床资料

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我们收治３岁以下
胸腹裂孔疝患儿２９例，其中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３例，
男∶女比例为１２∶１；左侧１９例，右侧１０例，左右侧

别比例为１９∶１；年龄最小３ｈ，最大２岁１０个月，
新生儿１２例，平均年龄６个月１天。体重最低２１
ｋｇ。均实施胸腔镜微创手术，其中１例合并重度肺
动脉高压，中转开胸手术，１例术中观察疝囊破裂，
肠管嵌顿，血循环障碍，中转开胸手术。

二、临床症状

新生儿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反复青

紫等，以四肢末梢发绀、湿冷较明显，经皮血氧饱和

度８０％ ～１００％，其中１例剖腹产出生后无自主呼
吸，予复苏抢救、气管插管。日龄２８ｄ以上至１岁
患儿多以不明原因呕吐，或呼吸道感染后咳嗽、伴有

呕吐就诊，部分患儿因为肺炎喘憋就诊时发现，经皮

血氧饱和度多在９８％以上。１至３岁患儿多表现为
咳嗽、呕吐，血氧饱和度多正常。

体格检查见部分患儿呼吸频率增快，患侧胸廓

饱满，肋间隙变宽，呼吸动度降低，叩诊浊音、鼓音或

实音，呼吸音变低或消失，偶可闻及气过水声或肠鸣

音；部分患儿心界移向健侧，腹部空虚、干瘪，肠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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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亢进或正常。病例资料见表１。
三、辅助检查及实验室检查

胸部 Ｘ线透视：胸腔内见疝入肠管及蠕动波，

因透视对婴幼儿辐射大，多不用于婴幼儿。Ｘ线检
查及上消化道造影在本病诊断中起决定性作用：患

侧膈肌影像不清，消失或中断，患侧肺萎陷，纵隔、心

表１　２９例婴幼儿胸腹裂孔疝临床资料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ｆｏｒａｍｅｎｏｆＢｏｃｈｄａｌｅｋｈｅｒｎｉａｉｎ２９ｉｎｆａｎｔｓ

年龄 例数
性别

男 女
临床表现

平均手术

时间（ｍｉｎ）
疝囊

有 无

呼吸机支

持时间（ｈ）
平均住

院时间

复发

例数
术后并发症

０～２８ｄ １２ ６ ６ 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反复青紫 １２８６ ４ ８ ４４ １０２ １例 ２例胸腔积液

２８ｄ至１岁 １０ ６ ４ 咳嗽、喘憋、呕吐 １０４．０ ３ ７ ２４ ８１ １例胸腔积液

１～３岁 ７ ４ ３ 咳嗽、呕吐 １００７ ２ ５ ６ ７７ １例肺不张

脏向健侧移位，胸腔内可见疝入腹腔脏器影，如胃

泡、肠袢及肝脾等实质性脏器影。ＣＴ检查：可清晰
显示膈肌缺损疝环边缘，疝入的腹腔脏器影，三角形

状的疝环横断面影及蜂窝状的肠管影。ＭＲＩ检查：
冠状面可显示疝入胸腔的蜂窝状肠管影及疝环边

缘，疝环横断面呈三角形，与 ＣＴ表现相似。心脏彩
超：新生儿组有３例合并卵圆孔未闭，１例合并重度
肺动脉高压。头颅ＣＴ：１例合并新生儿缺血缺氧性
脑病，１例重度肺动脉高压同时合并新生儿缺血缺
氧性脑病。新生儿组１１例有程度不等的低蛋白血
症及心肌损害。

四、术前准备

新生儿组常规禁食水，留置胃管、胃肠减压；２８
ｄ以上组患儿无呕吐者，术前留置胃管。全组患儿
入院后常规进行Ｘ线胸片、上消化道造影、胸部ＣＴ、
心脏彩超、腹部 Ｂ超、心电图等检查，新生儿组加做
头颅ＣＴ检查。完善实验室检查，纠正水电解质、酸
碱平衡紊乱，纠正低蛋白血症，营养心肌，控制肺炎。

术日晨留置胃管、尿管，用温生理盐水灌肠。

五、手术过程

１麻醉及体位：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患儿
取健侧卧位，患侧上肢固定于头部，约平第六肋间放

置胸垫以利打开肋间隙。

２三孔法放置 Ｔｒｏｃａｒ：于肩胛下角第六肋处做
５ｍｍ切口，置入气腹针，做 ＣＯ２人工气胸，新生儿
气胸压力４～６ｍｍＨｇ，２８ｄ以上患儿５～９ｍｍＨｇ；
自切口处置入３～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及３０°角内窥镜，新
生儿３ｍｍＴｒｏｃａｒ，２８ｄ以上患儿置入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
直视下于腋前线第七肋间、腋中线第四或五肋间分

别做切口，置入Ｔｒｏｃａｒ及器械。建立操作通道。
３过程：在人工气胸压力下，辅以操作钳，将

疝入胸腔内容物还纳复位至腹腔，将带包膜疝囊连

带疝囊一并通过疝囊颈部还纳复位至腹腔，观察膈

肌缺损，测量缺损大小，电钩分离粘连，暴露疝囊边

缘肌肉，４０ｍｅｔｒｉｃ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Ｓｕｔｕｒｅ间断缝合膈肌缺
损。膈肌缺损大，缝合张力大者，采用胸腔镜下胸壁

穿针法打结，直视下于腋前至中线第七肋间穿入掰

直的４０ｍｅｔｒｉｃ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Ｓｕｔｕｒｅ缝针，缝合膈肌缺损
边缘，打结后，针持牵拉胸腔内线结一端，助手牵拉

胸壁外另一端线结，收紧线结，反复如此打结，修补

膈肌缺损。术毕常规留置胸腔闭式引流管。

六、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数
据采用均数和标准差（ｘ±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全组有疝囊者９例，无疝囊者２０例。２９例中，
２例中转开胸手术。小年龄组手术耗时较长。呼吸
机支持时间显示，年龄越小，呼吸支持时间越长。小

年龄组住院时间较长（见表２）。０～２８ｄ组出现２
例胸腔积液，１例伤口裂开，经再次缝合后，伤口愈
合；２８ｄ至１岁组出现１例胸腔积液；１～３岁组出
现１例肺不张，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及灌洗治疗后
痊愈。术后所有病例随访１～２年，２８例良好，１例
因膈肌发育极差，呈薄膜状，予勉强修补，术后半年

复发，经开胸手术予生物补片修补后痊愈。

表２　２９例婴幼儿胸腹裂孔疝手术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ｒａｍｅｎｏｆＢｏｃｈｄａｌｅｋｈｅｒｎｉａｉｎ

２９ｉｎｆａｎｔｓ

年龄分组 手术时间（ｍｉｎ） 呼吸支持时间（ｈ）住院时间（ｄ）

０～２８ｄ １２８６ ４４ １０２

２８ｄ至１岁 １０４ ２４ ８１

１～３岁 １００７ ６ ７７

Ｆ值 ２００８ ２０２５ ２２６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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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先天性胸腹裂孔疝（ｃｏｎｇｅｎｎｉｔａｌｐｌｅｕ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ｆｏｒａｍｅｎｈｅｒｎｉａ）的发病率约占出生活婴的１／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１］。系胚胎期腰肋三角发育异常，使胸壁与
膈肌之间肌肉融合欠佳或膈肌裂孔发育薄弱，致使

出生前、或出生后短时间内、或出生后腹腔脏器逐渐

疝入胸腔［２］。

传统手术方法是经胸或经腹开放手术。１９９５
年有学者首次报道应用胸腔镜手术治疗膈疝［３］。

之后随着腔镜技术的发展，以及重症监护和麻醉技

术的提高，胸腔镜技术不仅可以在膈疝手术中安全

实施，亦可在合并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安全应

用［４－５］。

胸腹裂孔疝一经确诊，应尽早手术，但不完全是

急诊手术。对一些重症患儿可以先予呼吸机支持，

改善缺氧酸中毒，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待病情平

稳后手术治疗［６］。呼吸机支持呼吸时间不宜过长，

以防止呼吸机相关性损伤。

手术切口设计多采用 ３个 Ｔｒｏｃａｒ切口完
成［７－８］。３个切口位于等边三角形的交点，尽量远
离膈肌，这样胸腔空间增大，利于操作。如Ｔｒｏｃａｒ位
置接近膈肌，腔镜器械活动度受限，很多操作无法完

成；而切口置于等边三角形交点处，操作器械时交叉

碰撞明显减少。

人工气胸多采用 ＣＯ２。有研究结果显示，与开
放手术相比，腔镜时ＣＯ２有引发患儿肺动脉压升高
及病死率增加的可能，同时又因新生儿膈疝多伴发

肺发育不良，对手术和麻醉耐受性差［９－１１］，故建议

要更加合理及慎重选择新生儿膈疝的腔镜手术。李

炳等［１２］建议胸腔ＣＯ２压力不超过６ｍｍＨｇ，复位时
可适当加大肌松药的用量，短时间内可增加 ＣＯ２压
力至１２ｍｍＨｇ。我们的体会是：胸腔 ＣＯ２压力新生
儿组４～６ｍｍＨｇ，２８ｄ以上患儿５～９ｍｍＨｇ，宜间
断关闭 ＣＯ２通道，防止高碳酸血症及皮下气肿。腹
腔脏器复位时适当加大肌松剂用量，一般通过 ＣＯ２
人工气胸压力，均能正常复位。术毕常规予呼吸机

支持，新生儿组多予４８ｈ呼吸机支持，随年龄增加
呼吸支持时间相应减少。其目的在于：①在麻醉药
代谢完全前，保证患儿生命体征平稳；②保持呼吸
道通畅，以利吸痰，防止坠积性肺炎及肺不张；③手
术创伤打击，患儿疼痛，导致呼吸幅度降低，减少排

痰不畅引起的并发症；④术中观察新生儿组膈疝均

伴有肺发育不良，部分患儿仅有肺芽，随年龄增长，

患侧肺发育不良有所好转，但仍较正常肺发育差，通

过呼吸机支持，肺泡可短时间内扩张，肺组织增大，

缩小患侧残腔，减少胸腔积液形成。

ＳｈａｌａｂｙＲ［１３］等报道在后外侧膈疝膈肌缺损修
补术中，应用带线勒韦丹针（Ｒｅｖｅｒｄｉｎｎｅｅｄｌｅ活眼
针）缝合膈肌缺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采用

的是４０ｍｅｔｒｉｃ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Ｓｕｔｕｒｅ不吸收线，间断缝合
膈肌缺损，术后随诊未见有线结脱落或断裂，但胸腔

内打结需要熟练的腔镜操作基本功。部分膈肌缺损

大、张力大、缝合困难者，胸腔内打结牢靠性差，容易

滑脱、松动，我们采用胸腔镜下胸壁穿针法打结，挽

结后，胸腔内针持牵拉线结一端，助手牵拉胸壁外一

端线结，两人交叉用力，线结容易收紧，修补牢靠，膈

肌缺损处肌肉强度增加，不易复发，大大缩短了胸腔

内操作时间，同时操作简便，初学者容易掌握。

术后引流：我们常规在肩胛下线 Ｔｒｏｃａｒ切口处
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胸腹裂孔疝婴幼儿多有肺发

育不良，年龄越小，肺发育不良越严重。本组新生儿

病例均合并肺发育不良，因孕期患儿患肺受压，生长

发育差，体积小，腹腔脏器还纳至腹腔后，胸腔残腔

大，加之多数患儿合并低蛋白血症，胸腔内渗出增

多；予呼吸机支持呼吸，患肺明显增大，胸腔残腔缩

小或消失，胸腔积液逐渐减少，术后２～３ｄ拔胸腔
闭式引流管。

本组１例新生儿手术中发现患儿膈肌发育差，
缺损略偏大，腔镜缝合时缝针多次撕裂，术后半年

复发，直接予开胸探查，见膈肌发育较前好转，原缝

针处多处撕裂，腹腔脏器通过破裂膈肌疝入胸腔，

与膈肌、肺叶粘连紧密，予仔细分离后，生物补片修

补，术后随访至今未见复发。我们认为，术中发现

疝环发育差，缺损大，出现缝合困难，疝环肌肉多次

撕裂时，建议及时考虑生物补片修补。否则易导致

复发［１４］。

胸腔镜下治疗婴幼儿先天性膈疝要求操作者有

娴熟的腔镜技术，术中操作轻柔，仔细，因有人工气

胸，腹腔脏器还纳多较容易，但术者要注意患儿全身

情况，及时调整 ＣＯ２参数。因胸腔操作空间小，缝
合打结是技术难点，可采用多样化操作技术达到膈

肌修补的目的。

全胸腔镜下手术治疗婴幼儿胸腹裂孔疝，具有

以下优点：手术创伤小；术中出血少，不用输血；术后

恢复快；切口瘢痕小，安全可行。

·９３·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７年２月第１６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６，Ｎｏ．１

参 考 文 献

１　江泽熙，胡廷泽．小儿胸部外科学［Ｍ］．武汉：湖北科学技
术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０．
ＪｉａｎｇＺＸ，ＨｕＴＺ．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Ｃｈｅｓ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Ｍ］．Ｗｕｈａｎ：Ｈｕ
ｂｅ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１０．

２　孙立阳，姜达志，杨朋，等．１０２例膈疝的诊断与手术［Ｊ］．
中国医师杂志，２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３６７—１３６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１３７２．２０１１．１０．０２３．
ＳｕｎＬＹ，ＪｉａｎｇＤＺ，ＹａｎｇＰ，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ｅｒｎｉａ：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１０２ｃａｓｅｓ［Ｊ］．ＪＣｈｉｎ
Ｐｈｙ，２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３６７—１３６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１３７２．２０１１．１０．０２３．

３　ＳｉｌｅｎＭＬ，ＣａｎｖａｓｓｅｒＤＡ，ＫｕｒｋｃｈｕｂａｓｃｈｅＡＧ，ｅｔａ１．Ｖｉｄｅｏ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ｏｆａｆｏｒａｍｅｎｏｆＢｏｃｈｄａｌｅｋ
ｈｅｒｎｉａ［Ｊ］．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１９９５，６０（２）：４４８—４５０．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０００３—４９７５（９５）００１００—Ｙ．

４　ＫｉｍＡＣ，ＢｒｙｎｅｒＢＳ，ＡｋａｙＢ，ｅｔａｌ．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ｏｆ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ｅｒｎｉａ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ｌｅｓｓ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ｅｄ
［Ｊ］．ＪＬａｐａｒｏｅｎｄｏｓｃＡｄｖＳｕｒｇＴｅｅｈＡ，２００９，１９（４）：５７５—
５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９／ｌａｐ．２００９．０１２９．

５　ＳｈａｈＳＲ，ＷｉｓｈｎｅｗＪ，ＢａｒｓｎｅｓｓＫ，ｅｔａｌ．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ｅｒｎｉａｒｅｐａｉｒ：Ａ７—ｙｅａｒｒｅｖｉｅｗｏ
ｆ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Ｓｕｒｇ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０９，２３（６）：
１２６５—１２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４６４—００８—０１４３—２．

６　丁峰，黄姗，杨星海．先天性膈疝３５例诊治体会［Ｊ］．临
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２（０２）：１２８—１２９．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３５３．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５．
ＤｉｎｇＦ，ＨｕａｎｇＳ，ＹａｎｇＸＨ．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ｅｒｎｉ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３５ｃａ
ｓｅｓ［Ｊ］．ＪＣｌｉｎＰｅｄＳｕｒ，２０１３，１２（０２）：１２８—１２９．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３５３．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５．

７　ＬｉｅｍＮＴ，ＮｈａｔＬＱ，ＴｕａｎＴＭ，ｅｔａｌ．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ｆｏｒ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ｅｒｎｉａ：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１３９ｃａｓｅｓ
［Ｊ］．ＪＬａｐａｒｏｅｎｄｏｓｃＡｄｖＳｕｒｇＴｅｃｈ　Ａ，２０１１，２１（３）：２６７
—２７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９／ｌａｐ．２０１０．０１０６．

８　Ｇｏｍｅｓ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Ｃ，ＲｅｉｎｂｅｒｇＯ，ＢｅｃｒｎｅｕｒＦ，ｅｔ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ｅｒ
ｎｉａｓ：ａ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ｕｄ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ｙｏ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Ｊ］．ＳｕｒｇＥｎｄｏｓｅ，２００９，２３（７）：１６５０—１６５９．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ｓ００４６４—００９—０３３４—５．

９　ＬｉｅｍＮＴ．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ｇｅｎ
ｉｔａｌ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ｅｒｎｉａ［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ｒｇＩｎｔ，２０１３，２９

（１０）：１０６１—１０６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３８３—０１３—３３９４—５．
１０　吴阶平，裘法祖．黄家驷外科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０．１４９５—１４９６．
ＷｕＪＰ，ＱｉｕＦＺ．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ｓｉＳｕｒｇｅｒ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
＇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０．１４９５—１４９６．

１１　张金哲，潘少川，黄澄如．实用小儿外科学［Ｍ］．杭州：浙
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６９—３７４．
ＺｈａｎｇＪＺ，ＰａｎＳＣ，ＨｕａｎｇＣ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Ｍ］．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３．３６９—３７４．

１２　李炳，陈卫兵，王寿青，等．胸腔镜下注射器带线修补膈
疝后外侧缺损［Ｊ］．中华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６（１０）：
７８５—７８７．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００６．２０１３．
１０．０１６．
ＬｉＢ，ＣｈｅｎＷＢ，ＷａｎｇＳＱ，ｅｔａｌ．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ｅ
ｓｙｒｉｎｇｅｗｉｔｈ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ａｆｔｅｒｌｉｎｅｒｅｐａｉｒ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ｈｅｒｎｉａ［Ｊ］．Ｃｈｉｎ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ｒｇ，２０１５，３６（１０）：７８５—７８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００６．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６

１３　ＳａｌａｂｙＲ，ＧａｂｒＫ，ＡＩ—ＳａｉｅｄＧ，ｅｔａｌ．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ｏｆ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ｅｒｎｉａ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ｅｗｓｉｍ
ｐｌｉｆｉ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ｒｇＩｎｔ，２００８，２４（５）：５４３—
５４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３８３—００８—２１２８—６．

１４　吴鑫铭，沈淳，黄炎磊，等．胸腔镜手术治疗新生儿膈疝
的临床研究［Ｊ］．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２（０４）：２６７
—２７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３５３．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４．
ＷｕＸＭ，ＳｈｅｎＣ，ＨｕａｎｇＹＬ，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ｅｒｎｉ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ｏ
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ａｎｄｌａｐａｒｏｔｏｍｙ［Ｊ］．ＪＣｌｉｎＰｅｄＳｕｒ，
２０１３，１２（０４）：２６７—２７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
６３５３．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９）
（本文编辑：仇　君　王爱莲）

本文引用格式：王贤书，杨志国，岳芳，等．胸腔镜婴幼儿
胸腹裂孔疝修补疗效观察 ［Ｊ］．临床小儿外科杂志，
２０１７，１６（１）：３７－４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５３６３．
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９．
Ｃｉｔｉｎｇ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ＷａｎｇＸＳ，ＹａｎｇＺＧ，ＹｕｅＦ，ｅｔ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ｉｄｅｏ－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ｐｌｅｕ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ｈｉａｔｕｓｈｅｒｎｉａ［Ｊ］．ＪＣｌｉｎＰｅｄＳｕｒ，
２０１７，１６（１）：３７－４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５３６３．
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９．

·０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