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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腔镜与开放手术在甲状腺近全切除术后引流量与全身创伤反应
的对比
的对
比
张永泉，黎志超，陈 飞，汪红娟，李 强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普通外科，广东 广州 510282

摘要：
目的 探讨在双侧甲状腺近全切除术中，
腔镜手术（胸乳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与开放手术（传统颈部切口甲状腺手术）在
术后引流量、
全身创伤反应方面的差异，
为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前瞻性临床对照研究，
将 80 例初次行双
侧甲状腺近全切除术的患者根据手术方式将其分为腔镜手术组（A 组）和开放手术组（B 组）各 40 例，
分别统计术后引流液总量、
术后拔管天数、
术后每天引流量，
术后第 1 天引流液甘油三酯（TG）、
总蛋白（TP）含量，
术前与术后第 1 天静脉血白细胞介素-6
（IL-6）、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
α1-酸性糖蛋白（AAG）、
铜蓝蛋白（CER）、
触珠蛋白（HPT）含量，
对比分析两组间上述指标的
差异及变化规律。 结果 A 组平均术后引流液总量比 B组显著增多（P=0.000），
平均术后拔管天数比 B 组显著延长（P=0.000）；
A
组术后每天平均引流量同期均比 B 组多（P=0.000），
二者每天引流量变化趋势均为逐渐下降。两组术后第 1 天引流液中甘油三
酯、
总蛋白含量比较均无显著差异性（P=0.429，
P=0.324）。在 A 组或 B 组中，
术后第 1 天静脉血中α1-酸性糖蛋白、
铜蓝蛋白、
触
珠蛋白含量各自与术前比较均无显著差异性（P>0.05）；
而术后第 1 天静脉血中白细胞介素-6、
超敏 C 反应蛋白含量与术前比较
均有显著差异性（P=0.000）。A 组术后第 1 天血清白细胞介素-6、
超敏 C 反应蛋白含量与 B 组比较均无显著差异性（P=0.054，
P=
0.066）。 结论 在双侧甲状腺近全切除手术中，
与开放手术相比较，
尽管腔镜手术术后引流量增多、
拔管时间延长，
但是并不增
加全身的创伤反应程度。因此，
对于有颈部无瘢痕美容要求的患者，
腔镜手术可作为常规选择手术方式之一。
关键词：
甲状腺近全切除术；
腔镜手术；
引流液；
全身创伤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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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drainage and systemic trauma response after endoscopic
and traditional near total thyroidectomy
ZHANG Yongquan, LI Zhichao, CHEN Fei, WANG Hongjuan, LI Qiang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Zhuji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8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postoperative drainage and systemic trauma response between endoscopic
and traditional near total thyroidectomy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selecting appropriate operative methods. Methods In this
prospective clinical controlled study, 80 patientsscheduled for near total bilateral thyroidectomy for the first time were divided
equally into endoscopic surgery group (group A) and open surgery group (group B). The total drainage volume after
operation, postoperative extubation time, and postoperative daily drainage volume were recorded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contents of triglyceride (TG) and total protein (TP) were determined in the postoperative drainage fluid onthe first day.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 -6 (IL-6), high-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 (HS-CRP), alpha 1-acid glycoprotein (AAG), ceruloplasmin
(CER) and haptoglobin (HPT) in venous blood were tested before the operation and on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group B, the postoperative drainage volumein group A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00) and the
postoperative extubation time was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P=0.000); the mean postoperative daily drainage volume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ingroup A than in group B (P=0.000) and tended to decrease with time in both group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ent of triglycerideortotal protein in the drainage flui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 (P=0.429 and 0.324, respectively). In both groups, the contents of AAG, ceruloplasmin and haptoglobin on the
first postoperative day were all similar with those measurement before operation (P>0.05), but significant variations occurred
in the levels of IL-6 and HS-CRP on the first postoperative day (P=0.000). The serum levels of IL-6 or HS-CRP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 (P=0.054 and 0.06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open surgery, endoscopic near total bilateral thyroidectomy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the volume of postoperative
drainage and a prolonged time of extubationbut not an increased systemic trauma response. Therefore, endoscopic surgery
can serve as one of the routine options for patients who are concerned with neckscars resulting from open surgeries.
Keywords: near total thyroidectomy; endoscopic surgery; drainage fluid; systemic trauma response; inflamm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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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
经胸乳入路的腔镜甲状腺手术在临床尤
其是三甲医院得到广泛开展［1］，
技术日益成熟，
其颈部无
瘢痕的特点是传统开放手术所无法比拟的，
满足了特定

http://www.j-smu.com

J South Med Univ, 2017, 37(10): 1364-1369

人群的美容要求［2］。而开放手术则需要在颈前留下一
条 5~8 cm 长的手术疤痕，
对病人的生理尤其是心理造
成很大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
腔镜甲状腺手术的效
［3］
果就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
其创伤相似甚至更小，
从一开
始的应用于良性甲状腺手术逐渐扩宽至甲状腺癌淋巴
结清扫术［4-5］。但是，
有部分医生认为腔镜甲状腺手术因
为要建立皮下通道及手术空间，
其创面较开放手术范围
［6］
广，
切割、
分离带来的创伤更大 ，
在局限的空间里操作
也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及风险。腔镜技术应用于甲状腺
手术与开放手术相比是否会增加对机体的创伤值得探
讨。尽管部分研究已经表明腔镜甲状腺手术不会增加
手术的创伤，
部分文献甚至认为腔镜甲状腺手术是一种
［7］
微创手术 ，
目前，
大家逐渐接受其作为一种颈部无瘢痕
美容手术对于改善病人的外观、
减轻心理负担有不可替
代的意义。但是，
腔镜甲状腺手术的微创性还具有较大
的争议。在以往的研究中，
腔镜手术与开放手术的对比
研究并没有考虑不同手术范围对术后效果的影响，
大多都
将单侧、
双侧甚至包含淋巴结清扫的甲状腺切除手术纳
入一起研究，
对比的手术效果有可能因此产生偏倚［8-9］。
本研究的创新在于只将甲状腺近全切除术的病例纳入
研究，
排除了不同手术范围带来的影响。无论是腔镜手
术还是开放手术，
术后引流量变化是了解恢复情况的重
要指标，
同时，
手术带来的全身创伤反应也是影响病人
恢复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甲状腺术后引流液变化及
反映机体创伤反应的炎症指标，
比较腔镜手术及开放手
术的引流液变化规律以及全身创伤反应的程度，
为临床
手术术式的选择提供可靠的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前瞻性对照临床研究，
根据患者手术方式
选择非随机入组，
分析了 2015 年 08 月~2016 年 12 月期
间同一医疗组的80例初次接受双侧甲状腺近全切除术
的患者，
按手术方式分为经胸乳入路腔镜手术组（A组）
和传统颈部切口开放手术组（B 组），其中 A 组 35 名女
性、5 名男性，B 组 30 名女性、10 名男性（卡方检验，P=
0.252）；
A组年龄45.50±11.60岁，
B组年龄53.00±12.69
岁（t=-2.759，
P=0.007）；
在这 80 例患者中，
有 75 名做了
术后第 1 天引流液生化分析及术前、
术后第 1 天静脉血
生化分析，
其中A组38例，
B组37例。
手术指征：
双侧甲状腺多发结节，
术前 B 超考虑为
结甲，
无明确可疑恶性的征象，
未见颈部结构异常淋巴
结，
最大结节长径不小于 1 cm 且不超过 6 cm。纳入研
究的患者均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初次手术；
手术范围限
于双侧甲状腺近全切除；
由同一手术团队完成手术。排
除标准：
不满足上述任一条件的患者；
B超提示甲状腺癌
可能性大患者，
甲状腺过大、
实质性肿块直径超过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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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足够的手术操作空间者，
合并急性甲状腺炎症或原发
性甲亢患者；
术后出现伤口感染、
乳糜瘘等局部并发症
的患者。
1.2 方法
手术均由同一医疗组主刀医师主导完成。手术步
骤：
气管插管全身麻醉，
胸乳入路三孔法（图 1），
右侧乳
晕旁做一直线切口，
长约 1 cm，
注水针穿刺皮下层；
用
50 mL 注射器将 50 mL 加有肾上腺素的膨胀液用专用
注水针在胸骨上段皮下分离的区域进行注射；
用特制的
无损伤皮下分离棒从小切口进入皮下层，
多次穿刺胸前
壁皮下预分离范围；
通过1.2 cm切口置入10 mm套管；
注入二氧化碳气体（压力 6 mmHg）；
在左、
右乳晕上边
缘各做5 mm弧形切口，
直视下于乳腺前皮下置入套管；
直视下用超声刀分离颈阔肌的深面的疏松结缔组织，
向
上分离达甲状软骨，
两侧分离到胸锁乳突肌外侧，
完成
皮下手术操作空间的建立，
超声刀在颈白线开始切开，
注意避免损伤气管，
切开颈白线，
继续向两侧分离舌骨
下肌群深面与甲状腺间隙，
超声刀解剖分离甲状腺假被
膜，
通过颈部皮下置入针式拉钩牵开胸锁乳突肌及舌骨
下肌群，
超声刀分离显露气管及甲状腺峡部锥状叶，
上
抬甲状腺峡部，
分离气管前间隙，
切开峡部显露气管，
切
开甲状腺悬韧带，
超声刀直接切断甲状腺下极血管，
显
露切断甲状腺中静脉，
分离甲状腺后间隙，
切断Berry韧
带继续分离甲状腺后外侧，
注意保留甲状旁腺，
如果需
要可以显露喉返神经，
继续分离上极腺体，
保留喉返神
经入喉处部分腺体，
从后方或前方紧贴腺体切断甲状腺
上极血管，
将切下的手术标本装入标本袋，
收紧标本袋
拔出套管，
从 1.2 cm 观察孔中取出标本，
如果良性肿瘤
比较大，
可以在标本袋内破碎取出，
但要预防标本袋破
裂，
生理盐水冲洗术野，
缝合颈白线，
将引流管从操作孔
送进皮下间隙，
再从缝合的颈白线间隙插入甲状腺创面
进行引流，
缝合皮肤切口，
手术完成。
本研究中双侧甲状腺近全切除定义为完整切除连
同所有结节的绝大部分甲状腺组织同时保留双侧喉返
神经进入环甲肌附近约1 g 的甲状腺组织，
若结节靠近
喉返神经附近改为保留同侧上极约 1 g 的腺体（图 2）。
术中以超声刀 15 mm 刀头为刻度判断残余甲状腺体
积。部分病例需部分显露喉返神经走形以完整切除结
节，
同时保护喉返神经。
术后留置切口引流管一根，
接负压引流球保持通畅
引流；
术后每天清晨6点记录前1 d 24 h引流量（术后第
1天不足24 h以24 h计算）；
于术后第1天清晨取引流液
行 TG、
TP 含量检测；
术后第 1 天清晨抽静脉血检测 IL6、
HS-CRP、
AAG、
CER、
HPT含量。所有检测均由我院
检验科完成，
保证实验机器及实验方法的一致性。若当
天清晨所记录过去 24 h 引流量≤20 mL 时［10］，
予以拔除
引流管并记录拔管时的手术后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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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性分布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t'
检验）或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差异性检验，
如不符合正态
分布则采用两独立样本或两相关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检验水准=0.05。

图1 腔镜甲状腺手术切口位置
Fig.1 The incision positions of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

图2 甲状腺近全切除术后残余甲状腺组织
Fig.2 Residual
thyroid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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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建立
数据库。对于计量资料（术后引流液总量、
术后拔管天
数、术后每天引流量，术后第 1 天血清 IL-6、HS-CRP、
AAG、
CER、
HPT含量，
术后第1天引流液TG、
TP含量）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对各研究指标平均量，
如果符合

2 结果
2.1 两种术式后病理结果、
引流量及拔管时间的比较
纳入研究的80个病例术前B超均显示为双侧甲状
腺多发结节，
考虑为双侧或一侧的结甲改变，
最大结节
长径均<6 cm。其中 A 组最大结节长径平均为 28.63±
12.03 cm，
B组为30.26±11.52 cm，
两者间无显著性差异
（P=0.538）。A 组术后病理为 31 例为双侧结甲，
3 例为
单侧结甲及对侧腺瘤，
1例为单侧结甲及对侧桥本氏甲
状腺炎，
2例为结甲伴毒性甲状腺肿，
2例术中报良性病
变但术后报单侧微小乳头状癌，
1例双侧桥本氏甲状腺
炎；
B组术后病理为32例为双侧结甲，
3例为单侧结甲并
对侧腺瘤，
1例为结甲伴毒性甲状腺肿，
1例术中报良性
病变术后报单侧微小乳头状癌，
2例双侧桥本氏甲状腺
炎，
1 例腺瘤伴毒性甲状腺肿。3 例乳头状癌患者病灶
最长径均小于 10 mm，
均未突破包膜，
未见神经及脉管
侵犯，
暂无需行2次手术。
纳入研究的 80 例患者进行分析，
对各组术后引流
液总量、
每天引流量及术后拔管天数相关数据进行正态
性检验，
均符合正态分布。由表 1 可知，
与开放手术相
比，
腔镜手术术后引流液总量显著增多（P=0.000），
术后
拔管时间明显延长（P=0.000），
腔镜手术术后第 1~4 天
引流量均比开放手术增多（P=0.000）。而图3则可以看
出，
术后每天引流量（截至第4天），
A组同期每天均比B
组多，
二者每天引流量变化总体趋势均为逐渐下降，
尤
其以术后第1天下降最快（表1，
图3）。

表1 两种术式术后引流量及拔管时间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drainage and extubation time between two surgical procedures (n=40, Mean±SD)
Operation mode
Item

t

P

101.63±45.16

7.195

0.000

4.50±1.22

2.98±0.89

6.386

0.000

Drainage volume on the 1st postoperative day (mL)

89.03±30.51

62.60±23.85

4.316

0.000

Drainage volume on the 2nd postoperative day (mL)

49.37±22.04

22.65±15.61

6.259

0.000

Drainage volume on the 3rd postoperative day (mL)

36.08±16.26

18.12±8.13

5.829

0.000

Drainage volume on the 4th postoperative day (mL)

29.63±13.31

13.18±8.89

3.800

0.000

Endoscopic operation

Traditional operation

214.00±87.84

Total drainage volume (mL)
Postoperative extubation time (d)

2.2 两种术式后第1天引流液生化指标比较
这 80 例患者中，A、B 两组的术后第 1 天引流液
TG、
TP 含量数据均分别符合正态分布，
统计结果见表

2。A、
B 两组的术后第 1 天引流液 TG 含量无明显差异
性（P=0.429），
但均高于正常人群血清TG参考值（0.22~
1.65 mmol/L）。A、
B 两组的术后第 1 天血清 TP 含量无

Postoperative daily drainage volume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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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术后第1天与术前炎症指标在同一术式中的差异比较

Endoscopic operation
Traditional operation

80

Tab.3 Changes of the inflammatory indexes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in the two groups (n=40, Mean±SD)
Surgery

60

Change of
content

t/Z

P

Δ*AAG (g/L)

0.028±0.134

1.274

0.211

ΔCER (g/L)

-0.006±0.025

-1.573

0.124

ΔHPT (g/L)

0.034±0.320

0.648

0.521

ΔIL-6 (ng/L)

13.808±15.974

-5.303**

0.000

ΔHS-CRP
(mg/L)

7.556±5.692

-5.303**

0.000

ΔAAG (g/L)

0.026±0.145

1.068

0.293

ΔCER (g/L)

-0.007±0.025

-1.715

0.095

ΔHPT (g/L)

0.051±0.474

0.649

0.521

ΔIL-6 (ng/L)

19.688±20.067

-5.152**

0.000

9.434±10.725

-4.639**

0.000

Inflammatory
index

Endoscopic
40
20
0
1

2

3

4

Postoperative days

图3 两种术式术后第1~4天引流量变化趋势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trends of drainage volume in
the first four days after two surgical procedures.

明显差异性（P=0.324），低于正常人群血清 TP 参考值
（60~80 g/L）。

Traditional

ΔHS-CRP
(mg/L)

表2 两种术式术后第1天引流液生化指标的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biochemical indexes of drainage fluid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 (n=40, Mean±SD)
Biochemical
indexes
TG (mmol/L)
TP (g/L)

*: Δ=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rst postoperative day and the preoperative
day. **: Z statistic, and P<0.05 vs those before surgery.

Operation mode
Endoscopic
operation

Traditional
operation

t

P

2.387±1.487

2.152±1.022

0.795

0.429

43.450±6.473

45.360±9.882

-0.992

0.324

2.3 两种术式后第1天与术前炎症指标在同一术式中的
比较
无论是在 A 组还是 B 组，AAG、CER、HPT 静脉血
含量在术后第1天与术前的比较中均无显著差异性（P>
0.05，
表3），
可得知 AAG、
CER、
HPT不是反映手术引起
全身创伤反应程度的有效指标；
而在两组中，
IL-6、
HSCRP 静脉血含量在术后第 1 天与术前的比较中均有显
著差异性（P=0.000，
表3），
认为IL-6、
HS-CRP可以反映
手术引起全身创伤反应的程度。
A 组术后第 1 天静脉血 IL-6 含量平均为 16.290±
15.842 ng/L，
B组为25.926±23.493 ng/L，
两组比较无显
著差异性（P=0.054），
A组术后第1天静脉血HS-CRP含
量平均为9.261±6.504 mg/L，
B组为12.767±9.541 mg/L，
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性（P=0.066）。由于两组间术前
IL-6、
HS-CRP静脉血含量均无显著差异（P>0.05），
可以
排除术前可能存在差异带来的干扰，
因此在一定程度认为
两种手术方式带来的全身创伤反应没有显著差异（表4）。
3 讨论
引起甲状腺术后引流量变化的因素较多，
最主要的
因素是手术创面的范围，
重要的因素包括术后咳嗽或活

动增加伤口渗出、
全身或局部的炎症反应引起渗液、
乳
糜瘘或淋巴漏，
性别、
年龄、
营养状态也可能是其中的影
［11］
响因素 。本研究进行前瞻性研究，
按手术方式进行分
组，
尽可能减少非研究因素带来的误差。
甲状腺切除术后留置切口引流管是临床上普遍的做
法，
可以充分引流创面渗液，
避免积液影响伤口愈合［12］。
对于无特殊并发症的患者，
术后切口愈合时间是影响其
住院时间的最重要因素。普遍认为，
当24 h切口引流量
不超过 20 mL，
或者低于 1 mL/h时，
拔除引流管是比较
安全的，
拔管后观察 1 d 如无明显积液则可办理出院。
因此，
引流液总量及其变化、
拔管的时间是影响手术效
果和患者住院时间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当中，
腔镜手术
比开放手术术后引流液总量显著增多，
相应的，
术后拔
管时间也明显延长，
这与大部分文献结果相一致，
但也
［13］
有个别研究认为开放手术的引流量更多 。同时选取
术后第 1 到 4 天引流量进行比较，
因为两组的拔管时间
一般在4 d左右，
4 d以后就会出现较多数据缺失无法比
较；
研究发现，
腔镜手术组每天引流量均比开放手术组
增多。在引流液每天变化趋势上，
二者基本趋于一致，
均是每日逐渐下降，
以术后第 1 天下降最快，
这与既往
［14］
的研究相一致 。从术后康复速度、
住院时间这一方面
考虑，
开放手术恢复更快、
住院时间更短，
腔镜手术并不
［15］
具备优势。但是有研究 指出，
局部应用特殊生物材料
可以促进伤口愈合、
减少创面渗出［16］，
在应用于甲状腺
手术中能否消除两种术式导致的渗液差异，
这有待进一
步研究，
若证实可使腔镜手术恢复速度不亚于开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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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种术式术前与术后第1天IL6与HS-CRP的差异比较
Tab.4 IL6 and HS-CRP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 (n=40, Mean±SD)
Time

Inflammatory indexes

Endoscopic operation

Traditional operation

Z/t

P*

IL-6 (ng/L)

2.573±2.478

6.288±13.582

-1.629

0.103

HS-CRP (mg/L)

1.725±2.092

3.663±8.307

-1.034

0.301

IL-6 (ng/L)

16.290±15.842

25.926±23.493

-1.927

0.054

HS-CRP (mg/L)

9.261±6.504

12.767±9.541

-1.872**

0.066

Before operation

1 day after operation

*: P>0.05 vs traditional surgery group; **: t-test.

术，
则将利于腔镜手术的发展，
相信如何减少术后引流
液渗出将会是我们以后研究的热点。
甲状腺切除术后引流液的增多，
除了来源于创面局
部毛细血管及组织间隙的炎症渗出，
还可能来源于手术
中损伤胸导管或淋巴管导致的乳糜瘘或淋巴漏［17］。为
初步排除淋巴漏对引流量变化的影响，
本研究增加对
TP、
TG指标的检测，
以了解出现淋巴漏的可能。初步分
析不存在异常引流情况。胸导管的主要功能是引流从
肠道吸收的脂肪，
乳糜液中甘油三酯高于血浆中的含
量，
本研究通过比较两组的术后第 1 天引流液 TG 含量
初步判断二者发生乳糜瘘情况的差异［17］。甲状腺术区
淋巴管离断后封闭不完全会导致术后淋巴漏［18］，
淋巴液
的成分与血浆相似，
但是其蛋白质为血浆中的1/4，
本研
究通过比较两组术后第1天引流液TP含量初步判断发
生淋巴漏的差异。A、B 两组的术后第 1 天引流液中
TG、
TP含量均无明显差异性，
可以推断二者发生乳糜瘘
或淋巴漏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实际观察过程中所研究病
例亦未明确发生乳糜瘘或淋巴漏。术后第 1天血清TP
含量低于正常人群血清TP参考值，
但也远高于1/4血清
TP 参考值的水平，
不支持淋巴液的大量漏出。然而结
果发现引流液中甘油三酯含量高于血清中的正常含量，
考虑是由于术中超声刀切割脂肪组织引起脂肪细胞破
裂溶解导致术后第1天引流液TG含量明显升高。因此
可以认为乳糜瘘或淋巴漏并不是导致两组引流液总量
差异的主要原因。实际上，
对于少量淋巴漏难以与组织
液渗出相鉴别，
因为二者成分基本相同，
因此对于淋巴
液的特异性理化特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19］。
创伤作为一种致炎因素，
当机体的局部炎症反应不
足以将其清除时，
活化的炎症细胞和炎症介质可播散到
全身，
引起全身性反应。组织损伤作为应激原刺激可使
机体产生快速反应，
使血浆中某些蛋白质浓度迅速的升
高，
这些蛋白质被称为急性期蛋白，
其浓度的变化可反
应机体的创伤反应程度。这些蛋白主要包括白细胞介
素-6（IL-6）、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
α1-酸性糖蛋白
（AAG）、铜蓝蛋白（CER）含量、触珠蛋白（HPT）。HS-

CRP是由肝脏产生的一种非特异性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发生炎症反应时，
在 3 h 内即飙升至较高水平，
且 CRP
［20］
的含量随着炎症的加重而持续上升 。而 IL-6 是多种
细胞所分泌的具有参与炎症发生和创伤愈合功能的细
胞因子，
是促进炎症发生发展的重要炎症介质之一，
手
术创伤可直接或间接地引起IL-6合成及释放增加，
促使
炎症局部和血循环中的 IL-6 浓度明显上升，
其升高程
［21］
度与手术刺激和组织损伤程度密切相关 。急性时相
反应水平的高低，
对于评定手术创伤大小具有显著的临
床意义。一直以来，
腔镜甲状腺手术由于要建立皮下通
道及手术空间，
其创面较开放手术范围广，
被认为给病
人带来更大的创伤，
为部分医生所诟病。
本研究通过比较术后第1天血清中IL-6、
HS-CRP、
［22］
AAG、
CER、
HPT 的含量判断手术创伤的程度 。术前
与术后进行比较，
发现 AAG、
CER、
HPT 静脉血含量在
术后第 1 天与术前的比较中变化不明显，
可得知 AAG、
CER、
HPT不是短期内反映甲状腺手术引起全身创伤反
应程度的有效指标［23］，
这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相符合［20］；
而 IL-6、
HS-CRP 静脉血含量在术后第 1 天与术前的比
较中差异显著，
因此认为 IL-6、
HS-CRP 可以反映甲状
腺手术引起全身创伤反应的程度。与一项荟萃分析结
果比较，
结果基本一致［22］。
两组术后第 1 天静脉血 IL-6、
HS-CRP 含量无显著
差异，
由于两组间术前 IL-6、
HS-CRP 静脉血含量均无
显著差异（P>0.05），
可以排除术前可能存在差异带来的
干扰，
因此在一定程度认为两种手术方式带来的全身创
伤反应没有显著差异。此外，
术后第 1 天血清中 IL-6、
HS-CRP含量A组均小于B组，
初步推断，
不能认为腔镜
手术比开放手术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创伤。这可能与腔
镜手术更少的皮肤切割、
减少了术中对周围组织的牵拉
挫伤、
清晰的视野减少了不必要的组织分离等因素有
关。同时也说明了全身创伤反应并不是导致术后引流
液增多的原因，
引流量大并不一定就是创伤更大。颈阔
肌深面的皮下空间分离及胸前皮下隧道的建立可能增
加引流量，
但不增加机体的创伤反应。而在开放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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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为扩大手术空间，
拉钩对术区周围的组织造成挤压

Thyroidectomies: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from the Sultan

损伤引起机体创伤反应。腔镜手术由于术中可以清晰

Qaboos University Hospital, Muscat, Oman［J］. Sultan Qaboos

观察甲状腺周围血管，
有利于精确分离止血，
减少术中
出血量，
也减少因止血而造成不必要的组织烧灼以及因
术野不清晰带来的过多钳夹分离动作。这些可能是减

Univ Med J, 2016, 16(4): e464-8.
［11］俞 捷, 卢秀波, 刘 洋. 良性甲状腺结节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分析
［J］. 河南医学研究, 2014, 23(1): 71-3.
［12］Anuwong A, Sasanakietkul T, Jitpratoom P, et al. Transoral

少创伤的重要原因。此外，
炎症指标变化除了受伤口的

endoscopic

影响外，
还与年龄、
性别有一定关系 ，
本研究中两组性

indications, techniques and results［J］. Surgical Endoscopy, 2017.

［24］

别无差异，
但年龄有差异，
因此，
对于腔镜手术微创性的
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thyroidectomy

vestibular

approach

(TOETVA):

doi: 10.1007/s00464-017-5705-8.［Epub ahead of print］
［13］赖添武, 莫志和, 刘东波, 等. 经胸乳入路腔镜下甲状腺切除术临床研
究［J］. 中国医药导报, 2012, 9(2): 41-2.

因此，
在甲状腺近全切除术中，
腔镜方式及开放方
式相比较，
二者在全身创伤反应程度、
乳糜瘘或淋巴漏

［14］赵淑艳, 尹 哲, 程若川. 初次甲状腺术后引流量变化的临床研究及意
义［J］.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5, 22(7): 799-802.

的发生风险上没有显著差异，
腔镜手术不会造成更大创

［15］Piraino F, Selimović Š. A current view of functional biomaterials

伤，
也不增加上述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另一方面，
开

for wound care, molecular and cellular therapies［J］. Biomed Res

放手术的优势在于术后引流量少、
住院时间短，
而腔镜

Int, 2015: 403801.

［25］

手术的优势是颈部无瘢痕的美容特点。综合衡量，
腔镜
手术具有开放手术无法比拟的颈部无瘢痕优势，
带来的
是长久的获益，
减轻患者心理负担，
对于有美容要求的

［16］Bajwa MS, Tudur-Smith C, Shaw RJ, et al. Fibrin sealants in soft
tissue surgery of the head and neck: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Clin Otolaryngol, 2017
Jan 28. doi: 10.1111/coa.12837.［Epub ahead of print］

患者是合适的选择。此外，
随着技术发展，
腔镜手术还

［17］Polistena A, Vannucci J, Monacelli M, et al. Thoracic duct lesions

可以利用内镜帮助术中识别重要结构，
减少不必要的分

in thyroid surgery: An update o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离或损伤，
而生物材料的发展则可加速创面的愈合，
相
信日后腔镜甲状腺手术将可作为甲状腺切除的常规选
择手术方式之一。

prevention based on a cohort study［J］. Int J Surg, 2016, 28(Suppl
1): S33-7.
［18］Di Monta G, Caracò C, Crispo A, et al. Collagen sealant patch to
reduce lymphatic drainage after lymph node dissection［J］. World J
Surg Oncol, 2012, 10(1):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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