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18 年 7 月第 25 卷第 0 期

•1•

·论著·快速康复·

快速康复外科下无管化治疗方式在肺大疱切
除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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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fast track surgery，FTS）理念下的无管化治疗方式在肺大疱切除手术中
的应用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我院胸外科收治的 45 例电视胸腔镜手术（VATS）
下行单孔操作肺大疱切除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术前留置胃管和导尿管、术中使用气管插管辅助呼吸、术后留
置引流管等有管化治疗方式患者 25 例，术前不留置胃管和导尿管、术中采用喉罩辅助呼吸、术后不留置胸腔引流
管等无管化治疗方式患者 20 例。结果

疼痛指数术后无管化组显著低于有管化组（2.60±1.14 vs. 5.16±1.24，

P<0.001），且无管化治疗组使用镇痛泵时间低于有管化组［（1.40±0.50）d vs. （2.84±0.75）d，P <0.001］。两者术后肺
部并发症发生率学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但无管化组术后咽喉水肿、疼痛并发症低于有管化组（P=0.004）。
术前麻醉时间［（15.00±2.59）min vs.（18.56±2.10）min，P<0.001］、手术时间［（95.3±4.38）min vs. 105.5±4.59）min，
P<0.001］、下床活动时间［（1.23±0.35）d vs.（1.86±0.48）d，P<0.001］、住院时间［（9.45±1.66）d vs.（12.8±1.87）d，
P<0.001］、住院费用［（20 245.96±111 3.02） vs. （22 147.06±1 735.01），P<0.001］无管化治疗组均低于有管化治疗组。
结论

在肺大疱切除术中无管化治疗方式可缩短手术时间，减轻患者疼痛，缩短住院时间，从而促进术后恢复，

并节省费用，是一种有利的可推广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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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ubless therapy for pulmonary bulla resec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fast track surgery.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45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bullae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December 2017.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mong them, 25 patients
were treated preoperative gastric tubes and catheters, tracheal intubation anesthesia and postoperative drainage tubes,
Sand 20 patients were treated nor preoperative gastric tubes or catheters, sublaryngeal anesthesia and no postoperative
drainage tubes. Results

There was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postoperative pain index［(2.60±1.14) vs

(5.16±1.24), P<0.001］ and larynx complications（P=0.004） between two groups, shorter period of epidural
analgesictubes［(1.40±0.50) d vs (2.84±0.75) d, P<0.001］, shorter operation and anesthesia time［(15.00±2.59) min vs
(18.56±2.10) min, P<0.001, (95.3±4.38) min vs (105.5±4.59) min, P<0.001］, shorter hospital stays ［(9.45±1.66) d vs
(12.8±1.87) d, P<0.001］ and less expenses［(20 245.96±1 113.02) vs (22 147.06±1 735.01)，P<0.001］ in the tubless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tubes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lung (P=0.43). Conclusion

Tubless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bulla resection can accelerate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shorter hospital stays and less espenses, is an advantageous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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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气胸是指无人为因素下，脏层胸膜破裂

胸前均冲洗胸腔一次，均充分吸引胸腔内液体，充

气体进入胸腔导致胸腔积气而引起的疾病，最常见

分鼓肺、吸痰，无管化治疗组术后不放置胸腔引流

的发病来源是肺大疱破裂 。肺大疱破裂治疗方式

管，对照组常规放置胸腔引流管；（3）手术结束

可分为保守和手术治疗，目前手术治疗自发性气胸

后，两组患者按相同标准常规配置 PCIA（patient

的效果已得到广泛肯定，且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

controlled intravenousanalgesia）镇痛设备。

胸腔镜手术下切除肺大疱已被广泛应用 。而在当

1.2.3 术后处理

前的胸腔镜手术操作中，无管化的治疗方式是基于

液体量补充；（2）两组患者术后第 1 d 均嘱进普

快速康复外科（fast track surgery，FTS）理念下的新

食，均行术后胸部 X 线及胸腔积水超声检查，术后

式治疗手段，其目的是减少创伤应激、减少术后并

均进行肺功能康复训练及机械辅助排痰 3 d；（3）

发症、促进器官功能早期康复

，目前已广泛应用

根据患者自身状况决定下床活动时间；（4）术后并

于胃肠外科、泌尿外科治疗中，但在胸部外科中的

发症处理：A、术后感染给予抗感染治疗；B、术后

应用不甚广泛。本研究采取无管化治疗与常规

肺不张、肺漏气行肺康复训练及营养支持，无管化

VATS 下有管化切除肺大疱的相关围术期治疗及恢

组放置胸腔闭式引流；C、术后胸腔积液无管化组

复情况进行比较，探讨无管化治疗方式在肺大疱切

行超声定位下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

除术中的疗效。

1.3 观察指标

[1]

[2]

[3-4]

（1）术后两组患者均行常规术后

主要观察指标包括：（1）术前麻醉时间；（2）

1 资料与方法

手术时间；（3）术后疼痛指数及使用镇痛泵时间，

1.1 临床资料与分组

疼痛标准应用疼痛量化评级表（numeric pain rating

纳入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自 2015 年 1 月

scale，NPRS） [5]。0 分：没有疼痛；10 分：非常疼

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肺大疱患者 78 例，排除 33

痛；（4）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统计两组患者术后肺

例，最终共纳入符合条件的病例 45 例（其中男 29

部并发症及其他系统并发症发生例数占该组总例

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 26.1 岁）。患者纳入标准：

数的百分比，术后胸腔积液量；（5）术后下床活动

（1）有明显胸闷、胸痛、气促、呼吸困难等临床症

时间；（6）住院时间；（7）住院费用。

状；（2）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因来源是肺大疱形成；

1.4 统计学分析

（3）能够耐受手术治疗并具备手术指征；（4）患者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愿意接受手术治疗。患者排除标准：（1）有手术禁
忌证；（2）合并严重感染；（3）合并肺结核、肿瘤

料（包括患者的平均年龄、疼痛指数、下床活动时
间、住院时间等）以均数±标准差（¹ ）表示，组间

或胸腔积液；（4）胸部第二次手术；（5）不同意手

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包括患者的性别以及

术治疗；（6）无临床症状。将纳入的 45 例患者按

肺大疱位置、肺部并发症发生情况）以例（%）表

不同的治疗方式分为无管化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性

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组间比较以 P<0.05 为差

别、年龄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异有统计学意义。

1.2 治疗方法
1.2.1 术前准备

（1）两组患者均采取同样术前准

备、术前宣教，介绍围术期相关知识，均进行肺功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能康复训练；（2）无管化治疗组术前不留置胃管和

无管化治疗组与对照组的年龄、性别构成、肺

导尿管，对照组常规术前留置胃管、导尿管；（3）

大疱位置、吸烟史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均嘱术前一晚进食流质，术前 2 h 给予静

（P>0.05）；见表 1。

滴 10% 糖类液体 200～400 ml，术前半小时均预防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及住院资料比较

感染性输注抗生素。

2.2.1

1.2.2 术中处理

手术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术

（1）两组患者均采用静脉复合麻

住院资料比较

无管化组在术前麻醉时间、

醉，无管化治疗组术中采用喉罩维持呼吸，对照组

后疼痛指数、停止痛泵时间均低于有管化治疗组，

采用气管插管维持呼吸，术中按常规调节液体量；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及图 1。

（2）两组患者均行 VATS 下单孔肺大疱切除术，关

2.2 肺部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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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例/

）

组别

例数

性别比（男/女）

平均年龄（岁）

肺大疱位置

吸烟史（有/无）

术前放置闭式引流（有/无）

无管
化组

20

12/8

25.1±7.04

11/9

12/8

18/2

对照组

25

17/8

26.9±7.54

13/12

16/9

21/4

P值

-

0.75

0.82

1

1

0.68

表 2 两组患者手术及术后住院情况比较（
临床资料

除手术等[6-7]。其中，胸腔镜下肺大疱切除术具有创

）

无管化组（n=20） 对照组（n=25）

P值

麻醉时间（min）

15.00±2.59

18.56±2.10

<0.001

手术时间（min）

95.3±4.38

105.5±4.59

<0.001

下床活动时间（d）

1.23±0.35

1.86±0.48

<0.001

住院天数（d）

9.45±1.66

12.8±1.87

<0.001

住院费用（元）

20 245.6±1 113.02 22 147.06±1 735.01 <0.001

伤小、疼痛轻、效果好、手术后恢复快、切口美观的
优点，尤其适合年轻患者及心肺功能差的患者 [8-9] ，
且胸腔镜操作具有较好的视野，可以全方位清晰地
检查肺大疱的裂口和位置，能够彻底将肺大疱切除
或缝补[10]，因此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步成为切除肺大疱的标准术式[11]。近年
以来，随着快速康复外科（FTS）理念的提出和单孔

术后疼痛指数

2.60±1.14

5.16±1.24

<0.001

胸腔镜技术的广泛应用 [12-15]，手术创伤得到进一步

使用止痛泵时间（d）

1.40±0.50

2.84±0.75

<0.001

减轻，胸外科微创技术更加进步。在此基础上，能
否针对患者围术期采取一系列无管化治疗措施，来

表 3 两组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例/%）

达到进一步减轻创伤、促进恢复、加速康复的目

并发症

无管化组（n=20）

对照组（n=25）

P值

肺部感染

2（10.0）

4（16.0）

0.67

通过观察和记录两组患者围术期住院资料及术后

肺不张

1（5.0）

2（8.0）

1

并发症发生情况来研究快速康复外科中的无管化

胸腔积液

2（10.0）

2（8.0）

1

治疗在肺大疱切除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肺漏气

0（0.0%）

1（4.0）

1

的，是此次研究的主要方向。在本次研究中，我们

手术时间是影响患者术后恢复的重要指标。
手术是一种有创治疗手段，长时间手术过程中机体

表 4 两组患者术后其它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例/%）

炎症介质等的释放和长时间的手术过程中对机体

并发症

无管化组（n=20）

对照组（n=25）

P值

咽喉水肿、疼痛

2（10.0）

13（52.0）

0.004

官功能的损害，导致内脏器官水肿，增大术后感染

泌尿系感染

0（0.0）

2（8.0）

0.49

风险，增加术后引流时间，延长患者康复时间。本

无管化组肺部并发症发生率与有管化组肺部
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内脏器官的牵拉、切割等物理损伤，可造成内脏器

次研究显示，无管化治疗组手术时间显著短于有管
化治疗组。
疼痛是影响患者术后康复的重要因素。术后

3；但无管化组术后胸腔积液量低于有管化组

疼痛减弱了患者术后深呼吸和咳嗽排痰，从而增加

（P<0.05），见图 2。

了肺不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16]。胸外科

2.3 其他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患者术后疼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麻醉过

无管化治疗组术后咽喉疼痛、水肿的并发症发

程中的气管插管对于咽喉部的刺激和损伤，造成术

生率低于有管化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后咽喉水肿，疼痛；（2）手术过程中的切开、分离

（P=0.004），但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等操作的对于肋间肌肉、神经的损伤，以及手术过

意义（P=0.49）。

程中对于肺、胸膜的牵拉、刺激和切除；（3）术后

3 讨论

引流管的放置，胸腔引流管对于肋间神经、膈肌的

肺大疱是临床上常见的胸部外科疾病之一。

刺激以及肺复张过程中对于肺表面的刺激都可造
成术后疼痛。有研究显示，引流管的口径、数量及

肺大疱治疗上可分为保守治疗及外科手术治疗。

安放位置是影响胸外科手术后疼痛的重要因素 [17]。

由于保守治疗后并不能根治肺大疱且复发率高，目

李云峰等[18]的研究显示，快速康复外科下的肺大疱

前多采用外科手术治疗，如胸膜固定术和肺大疱切

术后疼痛指数显著下降，在我们的研究中，无管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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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管对于患者咽喉部的损伤以及留置胃管的原因，

P<0.05
无管化组疼痛指数
有管化组疼痛指数

4

因此术后更多的患者出现喉头水肿、疼痛的症状。
而在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方面，两种治疗方式差异
并无统计学意义（P=0.49），其中无管化治疗组均未
出现泌尿系感染的表现，而有管化治疗组出现 2 例

2

泌尿系感染的患者。
而在总的住院时间方面，无管化治疗组的住院
时间同样短于有管化治疗组。李云峰和王庆淮等

0
术后第一天
图1

术后第二天

术后第三天

时间为 11.2 d 和 10.6 d，显著低于对照组，而我们的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指数比较

600

P<0.05

的研究 [18-19]表明，快速康复外科下肺大疱患者住院
研究中，无管化组住院时间平均短于有管化组

无管化组
对照组

400

（9.45 d vs. 12.8 d）。因此对于术后快速康复，无管
化治疗有积极意义。
总之，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下的无管化治疗方式

ml

应用于肺大疱切除术中具有明显优势，也是微创外
科、快速康复医学的在胸外科治疗中的实际应用。

200

它降低医疗成本，促进患者恢复，减轻社会经济负
担，是可以推广的医疗手段。

0
术后第一天

术后第二天

术后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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