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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外科时代外科急腹症诊治策略演变
孙益红
【摘要】 随着微创外科理念和技术的发展、影像诊断技术

病［1］。长期以来，其一直是外科临床上极具风险和

的进步以及循证医学的兴起，在微创、循证和损伤控制外

充满挑战的领域。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迅猛

科理念引导下，急腹症的诊治策略已发生深刻变化。术前

发展，特别是微创外科理念和技术的进步，以腹腔

诊断精细化、诊治方法规范化、治疗模式多元化以及外科
手术微创化成为外科急腹症诊治策略演变的大趋势。临
床应重视新型诊疗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在循证决策原则指
导下，逐步完善外科急腹症的诊治规范，践行围手术期整
体治疗和损伤控制理念，不断优化外科急腹症的诊疗决策
和方法，以获得最佳诊治效果。
【关键词】 微创外科；急性腹痛；急腹症

镜技术为代表的微创外科新技术在急腹症诊治领
域的应用日渐广泛，在开拓诊疗技术、改进诊疗流
程、提高诊治效果及引领学科发展的同时，也逐步
改变着传统外科对急腹症的诊治策略［2］。
1 微创外科时代外科急腹症诊治策略变化趋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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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推陈出新，术前诊断精细化

20 世

纪 90 年代前，由于可供选择的辅助诊断手段较少，
Management evolution of acute abdomen in the era of

诊断决策路线相对较简单，对于临床表现不典型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的病例，密切的临床观察和适时的剖腹探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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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the improvement of advanced imaging diagnostic

明确诊断的主要方法，而能否及时确诊一方面取
决于外科医师的经验和临床思维判断能力，另一
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剖腹探查。因此，急

technologies and the progres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腹症诊治普遍存在“四高”问题，即诊断延误率高、

management of acute abdomen have been revolutionized

高。20 世纪 90 年代初，CT 等影像诊断技术的推广

and intensively and the diagnosis has become more efficient

特别适用于腹部闭合性损伤、腹腔内出血、肠系膜

multiple choices. In the age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断和鉴别诊断。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诊断经验的

the concept of damage control surgery，the evaluation and

剖腹探查率高、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以及病死率

hugely. Acute abdomen has been evaluated more reasonably

应用显著提高了多种急腹症的术前诊断准确率，

and accurate followed by timely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with

血管病变以及腹膜后病变等疑难和复杂病例的诊

laparoscopy might be a good alternative to an open approach

both in term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the acute
abdomen，but the practi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vailable

积累以及多排螺旋 CT、薄层扫描及 CT 血管成像技
术的开发应用，CT 的诊断效率和准确性显著提

scientific evidence，and be taken into the consideration of

高。CT 结合基本的临床评估及传统的辅助检查对

best outcomes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abdomen.

色超声、CT 为代表的影像诊断技术广泛应用于急

pain；acute abdomen

帮助外科医师在急腹症发病的较早阶段明确病因［4］。

comprehensive treatments and damage control to achieve the

急腹症的确诊率达 61.6%～96.0%［3］。目前，以彩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acute abdominal

腹症的病因诊断和病情评估，其最大优势在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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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技术的进步是推动急腹症诊断走向精

外科急腹症是以急性腹痛和腹部压痛为主要

细化的另一重要因素。2002 年，
《克氏外科学》第

临床表现，通常须行急诊手术治疗的急性腹部疾

16 版首次论及急腹症腹腔镜探查；随着循证研究
的进展，2 年后该书第 17 版即将腹腔镜探查推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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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诊断急腹症的基本方法之一［5］。为推动其规
范应用，2006 年欧洲内镜外科学会（EAES）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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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个 基 于 循 证 研 究 的《急 腹 症 腹 腔 镜 检 查 指

等［11］。
（3）腹腔镜技术：包括腹腔镜辅助下的各类

［6］
南》
；在此基础上，2011 年又发布了《急腹症腹腔

腹部外科急诊手术、全腹腔镜手术和双镜联合手

镜手术的欧洲共识》，充分肯定了腹腔镜技术在多

术，随着高清腹腔镜和 3D 腹腔镜的推广应用，急诊

种外科急腹症诊治领域的价值。2012 年，美国胃

腹腔镜手术涉及的范围日趋广泛，已经从简单的

肠 和 内 镜 外 科 医 师 协 会（SAGES）发 布 了 第 3 版

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扩展至急诊腹腔镜下胆囊切除

《SAGES 手册》，详细阐述了急性腹痛和腹部外伤

与胆管探查、消化道穿孔修补、腹腔脓肿引流、肠

行急诊腹腔镜探查的适应证和技术原则，标志着

切除以及嵌顿疝和粘连性肠梗阻手术等［12］。 过去

腹腔镜探查作为急腹症诊断的标准技术之一已走

20 多年，笔者单位先后开展了上述各类治疗技术，

向成熟 。

常规用于各种外科急腹症的治疗，取得了十分满

［7］

1.2

循证指导决策、诊治方法规范化

20 世纪 90

年代前，循证医学的概念尚未引入，急腹症诊治原

意的效果，在改变治疗理念的同时，也彻底打破了
传统急腹症外科治疗均采用开腹方式的局面。

则和流程的制定主要依据临床经验，规范性普遍

1993 年，
“ 损伤控制手术”概念的提出催生了

较差。1992 年，循证医学问世，循证外科应运而

“损伤控制性外科”理念。这一理念的确立和推

生，有关急腹症诊治的临床对照研究广泛开展，涉

广，不断推动越来越多的外科医师对急腹症的传

及诊断方法评价、新型治疗技术（如腹腔镜手术、

统治疗进行反思，进而助推了多种急腹症治疗策

内镜手术和介入外科手术）的疗效和安全性评估

略的转变，在严重急腹症及其并发症处理方面尤

以及不同诊疗技术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等 。同时，

为明显，最具代表性的疾病为急性肠系膜血管病

基于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和 Meta 分析的高级

变 、严 重 闭 合 性 腹 部 损 伤 和 急 性 重 症 胰 腺 炎

别循证医学证据越来越多地用于指导外科临床实

等［13］。以后者为例，回顾 20 多年来急性重症胰腺

践，有关急腹症诊断或治疗的共识、指南和规范不

炎的治疗原则、手术指征和手术方法的演变，不难

断推陈出新，引导急腹症的诊疗决策逐步走向规

发现损伤控制原则贯穿始终。在这一原则指导

范化 。在提高诊治决策科学性的同时，显著降低

下，胰腺炎的外科干预日趋谨慎，液体治疗日趋合

了急腹症的误诊率、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理，支持和替代治疗日益重视，临床疗效也逐步改

极大地改善了多种急腹症的诊治效果。

善［14］。目前，急性重症胰腺炎的外科治疗已经发

［8］

［3］

1.3

理念引导技术，外科治疗微创化

外科治疗

生根本性改变，
“越少越好”的理念逐步强化，即少

微创化是当代外科发展的趋势之一。近年来，在

一点抗生素、少一点液体、少一些手术，可切实降

此理念引导下，各种微创治疗技术逐渐被开发和

低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若须引流，亦应尽量采

推广，不断突破传统外科的局限，引导急腹症的外

用微创技术，如经皮穿刺或采用内镜引流［15］。笔

科治疗模式走向微创化和多元化。越来越多的证

者认为，近年来急性重症胰腺炎治疗策略的颠覆

据表明，与传统外科手术相比，微创外科治疗技术

性变化堪称外科急腹症领域损伤控制和微创外科

不仅同样有效，且可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理念临床实践的成功典范。

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费用，若适应证把握得
当，其优势毋庸置疑。临床上可根据不同情况慎
重选择，单独或联合序贯采用各种微创治疗技术，
以获得最佳疗效。

2 理念与技术并重，提高外科急腹症诊治规范性
随着新型诊断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在丰
富急腹症诊断手段、提高诊断效率的同时，也对急

目前，针对急腹症的微创外科治疗技术主要

腹症外科临床提出了新课题。为纠正目前临床上

有以下 3 类。
（1）内镜外科治疗技术：主要包括基于

普遍存在的重视辅助检查，轻视临床思维的不良

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和乳头括约

倾向，推动外科急腹症诊治规范化，外科医师首先

肌切开术（EST）的鼻胆管引流术（ENBD）和胆道内

应树立正确的理念，重视临床思维的培养，并做好

支架引流术（ERBD）、肠镜下结肠梗阻内支架减压

临床基本技能培训。研究表明，单纯依据病史和

导管引流术等［9-10］。
（2）介入治疗技术：主要包括基

体 格 检 查 ，确 定 急 腹 症 诊 断 的 准 确 率 亦 可 达

于超声或 X 线引导下的经皮经肝穿刺胆管引流术

43%～59%［3］。优秀的急诊外科医师理应熟知各种

（PTCD）、胆囊引流术（PTGD）和腹腔脓肿引流术

常见急腹症的临床表现，并应洞悉这些复杂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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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现象背后所隐含的解剖、生理和病理学机制。

培养，还须掌握外科新理念和微创外科技能，在循

遵循外科急腹症诊断的基本原则，依据翔实的病

证决策原则指导下，逐步完善外科急腹症的诊治

史、临床体征和简单的辅助检查，通过慎密的临床

规范，不断优化外科急腹症的诊疗决策和方法。

思维过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常见典型外科
急腹症的病因和病情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诊断。切
不可过分依赖辅助检查而忽视临床基本信息和科
学诊断思维的重要性。
急腹症病因众多，临床背景十分复杂，目前尚
缺少对急腹症诊断的高效标准化路径，有效实施
规范化诊疗仍存在困难。Gans 等 检索了急性腹
［3］

痛相关的文献，对非创伤性成年急腹症病人临床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尝试制定了急性腹痛的诊断
流程和路径，为急腹症的规范化诊断提供参考。
为了提高外科急腹症的诊断效率，降低误诊率，达
到早诊、早治、早愈的目的，应在循证决策原则指
导下，逐步完善外科急腹症的诊治规范，制定和推
广外科急腹症的规范化诊疗流程。
外科急腹症新型诊疗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对外
科医师的基本技能培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
如，目前腹腔镜技术在急腹症诊疗中应用受限制
的主要原因并非其适应证和禁忌证，而是外科医
师对腹腔镜技术的掌握、团队建设以及急诊实施
条件。Vincenzo 等［8］认为，急腹症的腹腔镜诊疗绝
对和相对禁忌证应等同于择期腹腔镜手术，其应
用虽然不适合于所有的急性腹痛，但如果具备相
应团队，病人无禁忌证且知情同意，应结合基本的
临床评估，积极考虑和实施腹腔镜诊疗。外科医
师丰富的腹腔镜手术经验是开展急腹症腹腔镜诊
疗的前提，故该研究建议急诊外科医师应转变急
腹症的诊治理念，系统地接受的腹腔镜手术训练，
病人及医师均可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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