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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外科技术在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应用及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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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况

微创外科是 20世纪末在外科领域发展起来的一

门新兴学科 ,被誉为外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是 21世

纪外科发展的方向之一。微创外科整体治疗的概念是

提供“富含人情味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将患者的生

理和心理创伤降到最低。微创手术采用当代先进的电

子、电热 、光学等设备和技术 ,以电子镜代替肉眼直视 、以

细长器械代替手指 ,力求在切口路径最短 、组织损伤最

少、机体应激反应最轻的情况下 ,完成对体内病灶的观

察、诊断、治疗及对异常组织器官的重建等 ,具有手术出

血少 、术后疼痛轻、恢复快、伤口细小 、无瘢痕等特点。与

传统外科手术比较 ,在达到相同治疗效果的前提下 ,微创

外科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患者所承受的创伤 ,使其成

为外科技术发展的方向。作为微创外科技术的代

表———腹腔镜技术目前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2　腹腔镜在普通外科中的应用[ 1-2]

目前 ,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微创外科技术已拓展到

传统外科的各个领域 ,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1)

胆道疾病。包括胆囊结石 、胆囊息肉 、急慢性胆囊炎和

胆总管结石等。胆囊结石的治疗是微创外科技术应用

最成功的范例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治疗胆囊结石的

金标准 ,传统开腹手术已成为辅助手段。(2)肝病。腹

腔镜技术在实体脏器疾病的治疗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

用 ,肝囊肿开窗引流 、肝包囊虫治疗 、肝肿瘤的切除等

都可采用腹腔镜进行操作。(3)脾胰疾病。腹腔镜脾

切除已应用到门静脉高压及外伤性脾破裂患者手术

中。胰腺的良 、恶性肿瘤及囊肿的治疗已在广泛使用

腹腔镜技术。(4)胃肠疾病。胃食管反流 、食管裂孔

疝、阑尾炎 、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 、胃良性肿瘤 、粘连性

作者单位:453000　河南新乡,解放军 371医院济南军区肝胆外

科中心(王锦波 ,张晓辉)

肠梗阻 、结直肠肿瘤等疾病也是腹腔镜的适应证。(5)

腹外疝。腹腔镜疝修补术具有创伤小 、疼痛轻等优点 ,

广泛用于斜疝、直疝 、切口疝的修补治疗中。(6)腺体

外科疾病。乳腺癌腹腔镜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腹腔镜

甲状腺肿瘤切除术等已应用于临床。(7)外伤性疾病。

如对急腹症及腹部外伤进行诊断与治疗等。

3　腹腔镜手术的优越性[ 3-5]

与传统外科手术比较 ,腹腔镜手术具有以下优越

性:(1)手术创伤大为减小 ,手术过程和术后恢复快 ,痛

苦少。(2)腹壁戳孔取代了腹壁切口 ,避免了腹壁肌

肉 、血管和相应神经的损伤。术后可早期下床活动 ,减

轻了护士及家属陪伴护理的强度。(3)腹壁戳孔小 ,为

3 ～ 10 mm ,且分散而隐蔽 ,愈合后不影响美观。(4)对

腹腔内脏器官影响小 ,避免了空气中尘埃 、细菌对腹腔

的污染。术后胃肠功能恢复快 ,可较早进食 ,减少了术

后肠粘连。(5)术中具有视野广泛 、探查灵活 、创伤小

的特点。其放大 4 ～ 6倍视野可避免遗漏病变 ,提高了

诊断的准确性。同时 ,还可利用腹腔镜取组织进行活

检或进行相应的手术治疗。

4　微创外科未来发展前景[ 6-8]

4.1　模拟手　模拟手又称计算机模拟技术 ,是利用新

一代高性能计算机和图像软件来实现微创外科治疗。

现已有微创手术计算机模拟器 ,外科医师在培训中可

对手术操作技术进行无限次数的练习 ,使外科医师在

对患者进行真正手术前 ,就积累了丰富的“手术经验”。

目前腹腔镜技术还不能像人手那样灵活 ,科学家正致

力于利用一些传感仪器和设备 ,使外科医师在操作时

产生“手感” ,让腹腔镜技术近似于外科医师手的操作。

4.2　机器人　由于微创手术中术者操作难以达到像

计算机那样精确 ,科学家正在利用自动化系统 ,利用机

器人进行各种腹腔镜技术的操作。智能机器人的产

生 ,使手术操作的平稳性 、精确度远远超过了创造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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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本身 ,从而使外科医师从繁重而紧张的体力 、脑力

劳动中解放出来 ,并创造出高质量 、高精度的微创外科

手术。另外 ,国外内镜手术“医师助手”机器人已应用

于临床 ,它可根据主刀医师的语音命令 ,将内镜手术视

野调整到所需部位 ,光源调至最佳状态 ,以高质量的操

作配合 ,确保主刀医师的手术实施。预计在未来几年 ,

机器人将成为现代手术室里的常规装备。

4.3　网络远程操作　通过卫星建立世界范围内的信

息网 、联络网 、操作网点 ,使得外科医师对患者的诊治

通过电讯电传 ,以远距离对话来完成。也可通过计算

机操作控制完成远距离的手术操作。这样 ,不仅可以

减少外科医师的旅途劳累 ,同时也可让患者选择自己

认为合适的外科医师为其诊治。新一代宽频因特网使

远程诊断及远程手术成为可能 ,外科医师可为远在千

里之外的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国外已有多例远程操控

手术成功的报道。

4.4　其他　(1)立体腹腔镜的研发和应用:立体腹腔镜

改变了以往腹腔镜的二维平面视觉感 ,通过前后立体

感的建立 ,有效克服了腹腔镜的视觉偏差 ,从而使腹腔

镜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降低;(2)新型微创器械的

研发:与微创手术相配套的各种规格吻合器 、切割器等

的研发 ,使微创手术更加规范和安全;(3)腹腔镜手术

中超声设备 、其他新型辅助设备的应用:腹腔镜手术

中 ,微型超声探头可经穿刺器直接深入腹腔 ,用以了解

手术区域的深部结构 ,从而部分弥补了腹腔镜手术中

“触觉”的缺失感。

5　小　结

微创外科手术所能涉及的领域和患者接受的程

度 ,均表明微创外科手术满足了人类提高生命质量的

要求 ,揭示微创手术是未来外科手术发展的必然方向。

可以预见 ,微创外科将成为 21世纪人类外科医学发展

的主流趋势和持续热点 ,其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将对现

代医学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外科医师将步入微

创时代 ,外科医师 、科室 、医院的评价体系 ,甚至都与微

创外科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这将对未来外科医师提

出更高要求 ,即未来外科医师必须及时更新自身的知

识结构和理念。外科医师除具备扎实的现代医学基础

知识外 ,还需具备一定的现代高技术基础知识 ,以及将

传统手术技能与现代高技术融为一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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