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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分析胸腔镜与常规开胸术治疗肺大疱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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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与分析胸腔镜与常规开胸术治疗肺大疱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

法：82例拟手术肺大疱患者按照随机抽签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1例。对照

组采用常规开胸术治疗；观察组采用胸腔镜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

手术时间、止痛时间、止痛药物用量、住院费用、住院时间、术后24h引流量、

引流管拔出时间、并发症、随访1年复发率。结果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和手术时

间及止痛时间及止痛药物使用量分别为（67.52±10.56）ml、（75.42±12.71）

min、（4.26±2.75）d、（785±287）mg.d-1与对照组（146.10±14.95）ml、

（98.61±16.24）min、（6.79±2.79）d、（1002±302）mg.d-1比较（P<0.05）。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术后24h引流量、引流管拔出时间比较

（P<0.05）；观察组并发症率及1年内复发率分别为2.44%（1/41）、

4.88%（2/41）明显低于对照组14.63%（6/41）、17.07%（7/41）（P<0.05）。

结论 肺大疱患者采用胸腔镜术治疗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术后恢复快，
复发率低，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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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video 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and 
conventional thoraco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bulla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Methods In 82 cases of pulmonary bulla patients according to oper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of 41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thoracotomy in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oracoscopic 
surgery. Comparison of 2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operation time, bleeding volume, pain relief time, 



dosage of analgesics,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hospitalization time, postoperative drainage volume 
24h, drainage tube pull out the 1 year recurrence rate, complications, follow-up time.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leeding and operation time and duration of pain and analgesic drug use 
were respectively (67.52±10.56) ml, (75.42±12.71) min, (4.26±2.75) d, (785±287) mg.d-1 
and the control group (146.10±14.95) ml, (98.61±16.24), (min 6.79±2.79) d, (1002±302) 
mg.d-1 (P<0.05). 2 groups of patients hospitalization time,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postoperative 
24h drainage, drainage tube pulled out of time comparison (P<0.05); observation group 
complication rate and recurrence rate within 1 years was 2.44% (1/41), 4.88% (2/41)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14.63% (6/41), 17.07% (7/41) (P<0.05).Conclusion 
Thoracoscopy treatment can shorten the operation time of pulmonary bullae patients, reduce the 
amount of bleeding, reduce postoperative 24h drainage, accelerate the drainage tube pulled out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and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is little, thereby 
shortening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reduce the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patients in addition, 
recurrence rate of less. Therefore the use of thoracoscopy treatment with high security, and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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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大疱主要是继发于末梢支气管的炎症病变，主要是因小支气管黏膜水肿

和管腔狭窄及分泌物滞留等作用而导致进入肺泡气体难以排出，进而导致肺泡

内压升高和肺纤维结缔组织增多及离断，最终致使肺泡间隔破裂等。肺大疱一

旦破裂则会发生自发性气胸，以往均采用闭式引流和胸腔穿刺抽气等治疗，但

因住院时间时间长且疗效不理想，同时复发率高，所以临床一般不选择保守治

疗。根据相关报道称，采用保守治疗，患者2年内复发率大约为25%，第2次后

复发率大约为50%~80%［1］。近年来，随着临床医疗技术快速发展，胸腔镜技

术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医院常用主要采用电视胸腔镜与开胸术治疗肺大疱，为

探讨与分析两种方法临床治疗疗效及安全性，本研究对82例肺大疱患者进行了

对比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3月~2013年8月期间82例拟手术肺大疱患者纳入研

究，所有患者均伴有胸闷和突发性胸部不适等症状，经临床诊断、X线片等检

查确诊为肺大疱。排除手术禁忌证和严重性肝肾功能不全及凝血功能障碍者。

本次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自愿参与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按照随机抽签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1例。对照组男32例，女9例；年龄

22~60岁，平均为（35.5±2.0）岁；左肺25例，右肺16例。观察组男33例，女8例；

年龄21~57岁，平均为（36.0±2.5）岁；左肺22例，右肺19例。两组患者病变位



置和年龄等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术前告知患者相关事项，行血常规等常规术前检查，排除手术禁忌

症，术前禁食、禁水8h。

　　观察组采用胸腔镜术治疗：患者取侧卧位，采取气管内双腔插管麻醉，于

患侧第6或7肋间放入胸腔镜，根据患者肺大疱部位于其肋前线3~4肋及肋后线

5~6肋选择2个操作孔，切口大约为1cm。然后于胸腔镜下进行探查和分离及分

割、操作处理肺大疱，最后放置引流，并缝合切口［2］。术后常规使用抗生素

以预防感染。

　　对照组组采用常规开胸术式治疗，麻醉方法与观察组相同，通过患者第5肋

床进胸。采用直线切割缝合器对肺大疱直接处理，关胸前需放置引流管，并缝

合切口［3］。术后处理同观察组。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止痛时间、止痛药物用

量、住院费用、住院时间、术后24h引流量、引流管拔出时间、并发症、随访

1年复发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统计与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 ±s）

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构成表示，采用x2检验。结果P<0.05表

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情况　观察组1例因术前评估不足而转开胸手术，退出研究。余

手术均顺利，术后未出现死亡。

2.2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止痛时间及止痛药物

使用量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术中各项指标情况比较（ x ±s）

分组
术中出血量

（ml）
手术时间

（min）
止痛时间

（d）

止痛药物使用量

（mg/d）

对照组（41例）
146.10±14.95 98.61±16.24 6.79±2.79 1002±302

观察组（41例）
67.52±10.56 75.42±12.71 4.26±2.75 785±287

t 2.157 6.517 7.940 24.512

P <0.05 <0.05 <0.05 <0.05

2.3　术后情况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术后24h引流量、引流管拔出

时间比较（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比较（ x ±s）

分组 住院时间

（d）
住院费用（元） 术后24h引流量

（ml）
引流管拔出时间

（d）
对照组（41例） 14.21±4.62 11547.21±524.61 385.64±217.69 3.12±0.97

观察组（41例） 9.84±2.39 97541.51±315.54 197.68±142.10 2.25±0.38

t 2.852 3.325 3.367 4.781

P <0.05 <0.05 <0.05 <0.05

2.4　并发症和复发率　观察组并发症率及1年内复发率分别为2.44%（1/41）、

4.88%（2/41）明显低于对照组14.63%（6/41）、17.07%（7/41）（P<0.05）。

其中观察组切口感染1例；对照组肺部感染2例、切口感染4例。见表3。

表3　2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及复发率情况比较（例，%）

分组 并发症 复发率



对照组（41例） 6（14.63） 7（17.07）

观察组（41例） 1（2.44） 2（4.88）

x2 10.75 20.39

P <0.05 <0.05

3　讨论

　　肺大疱主要继发于细小支气管的炎性病变，可以使细小支气管黏膜发生水

肿或管腔狭窄［4］。管腔内的分泌物可以使肺疱内的压力逐渐增高，形成薄壁

的肺大疱，使患者极易发生自发性气胸［5］。保守治疗复发率较高，需再次实

施手术治疗比率较高而增加患者痛苦［6］，因此临床上主要采用手术治疗。近

年来，临床腔镜技术快速发展，已应用于全身绝大多数腔隙性器官手术［7］。

本组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与术中出血量及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本次对所收治患者采用开胸术与腔镜术治疗，观察组术中出

血量、手术时间、止痛时间及止痛药物使用量等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且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术后24h引流量、引流管拔出时间比较，观察

组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胸外科手术采用腔镜技术具有创伤小、恢复

快及切口美观等优点［8］。肺大疱患者体质较虚弱，且多合并出血等症状，胸

腔镜手术较传统开胸手术具有明显的优势，术中可迅速发现出血点，及时止血

从而降低术中出血量［9］。同时手术所需时间较短，对术后恢复有一定帮助，

缩短患者住院时间，节约住院费用。观察组并发症率及1年内复发率分别为

2.44%（1/41）、4.88%（2/41）明显低于对照组14.63%（6/41）、

17.07%（7/41）（P<0.05）。本次采用腔镜术治疗，患者引流管留置时间缩短，

可较早的下床活动，提高自身免疫力，避免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10］。腔

镜术治疗切口较小，患者疼痛明显减轻，术后使用止痛药时间缩短，镇痛药物

量也减少。腔镜术术中无需拉开患者肋骨及肩胛骨，不会影响患者上肢运动



［11］，且不会遗留手术瘢痕，减轻患者对手术恐惧感。本次研究中，1例患者因

术前评估不够而中转开胸术治疗，提示我们肺大泡患者术前要做好评估工作，

根据患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手术方案。

　　临床采用腔镜术治疗具有较多优点，但手术适应症范围较开胸手术小，不

适应于自发性气胸伴胸膜粘连者［12］。开胸术虽然创伤较大，术后恢复较慢，

但由于其临床应用时间长且为传统手术方式，当临床遇紧急或腔镜术禁忌证时

仍需采用开胸术抢救患者。因此，开胸术也不可受到忽视，其与腔镜手术各有

利弊，临床医生需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来选择一种安全有效治疗方法，以提高临

床治疗效果，保障患者生命安全［12］。

　　综上所述，腔镜术治疗肺大疱与常规开胸术比较，腔镜手术具有更多优势，

可于临床中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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