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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膜积液在婴幼儿中比较常见，是儿童泌尿外
科中常见的先天性疾病之一!(#。在患儿出生 & 年以
后，鞘突自行闭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对于患

透光试验阳性，无触痛。

有鞘膜积液的患儿通常在 & 岁后采取外科手术治
疗。传统方法是在腹股沟上做小斜行切口进行鞘突

巾单。先经脐缘下方取小切口约 + JJ，经此切口插
入气腹针，缓慢充气，形成 3[& 人工气腹，气腹压力

高位结扎术，此种手术方法无法探查对侧鞘突的关
闭情况，且术后易并发阴囊水肿及血肿!&#。腹腔镜手

至 (, JJ7E 后，经脐部切口置入 +-+ JJ 套管针，经
此套管针置入腹腔镜。在腹腔镜直视下经左下腹部

术则弥补了传统手术的某些不足，现对我院经腹腔
镜治疗鞘膜积液的患儿手术过程、鞘突闭合情况、
复发进行简要分析，为临床手术治疗小儿鞘膜积液

及左侧脐旁腹直肌外缘插入 +-+ JJ 套管。
对于非交通性精索鞘膜积液，结扎鞘突内口后
需再次消毒阴囊，取阴囊中部横切口，打开翻转鞘

的方案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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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集天津市儿童医院 &.(+ 年 (
月X&.(* 年 * 月经腹腔镜治疗鞘膜积液的男性患儿
".& 例，
年龄 &Z(" 岁。精索鞘膜积液 &(+ 例，其中双
侧 *+ 例 ，右 侧 /* 例 ，左 侧 *, 例 ；睾 丸 鞘 膜 积 液

膜，充分引流积液，并可切除部分增厚的鞘膜。对于
非交通性睾丸鞘膜积液应首先探查并缝扎鞘突内
口后，于阴囊中部打开睾丸固有鞘膜，充分引流积

/)例，其中双侧 &. 例，
右侧 "N 例，左侧 &/ 例。患儿
均以腹股沟或阴囊肿物就诊，临床查肿物呈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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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患儿术前 *Z/ 4 禁食，术前 ". J96
排空膀胱，取仰卧位，麻醉满意后常规消毒，铺无菌

液。对于交通性精索鞘膜积液和睾丸鞘膜积液，腹
腔镜下可见鞘突内口未闭，挤压阴囊使积液反流入
腹腔，沿鞘突内口进行完整缝扎，注意保护输精管，
并查无活动性出血。
术前诊断单侧鞘膜积液需术中探查对侧，若存
在隐匿性鞘状突未闭，则以同样方法缝扎对侧鞘突
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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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腹腔镜治疗小儿鞘膜积液疗效观察

采用 $%$$ !&"' 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 检验，
! )*+*, 为差异有统计

为左侧鞘膜积液时，术中对侧鞘突未闭的检出率较
右侧高，与以往文献中左侧鞘膜积液或斜疝合并对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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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鞘突未闭的概率较右侧高的情况相符:#;.<；睾丸鞘
膜积液对侧隐匿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由于

#*( 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无 ! 例中转开腹，无腹
腔脏器及肠管损伤，
手术时间单侧平均-!,!(+./012，

数据较少造成。这些隐匿性鞘突未闭，临床上均无
症状，传统开放手术方法无法探查，而腹腔镜手术

双侧平均-!&!("34012，术后患儿完全清醒后均可正
常饮食，
无疼痛或轻微疼痛。(!, 例精索鞘膜积液中

则可清晰显示双侧鞘突的闭合情况，术中进行结扎
未闭合的鞘突，减少了再次手术的可能性，降低治

.5 例（(!+&6，
.57(!,）术中发现合并对侧隐匿性鞘
突未闭，其中临床术前诊断为左侧精索鞘膜积液

疗费用。术前诊断为左侧鞘膜积液行腹腔镜手术
时，更应注重探查对侧鞘状突闭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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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对侧隐匿鞘突未闭 #* 例（.3+&6，#*73.），临

#*( 例患儿中，仅有 ! 例精索鞘膜积液术后 !

床术前诊断为右侧精索鞘膜积液的，发现对侧隐匿

月复发，二次手术发现鞘突内口结扎确切，但鞘膜

鞘突未闭 !5 例（!&+86，
!5783）。85 例睾丸鞘膜积液
中，
& 例（!*+#6，
&785）术中发现合并对侧隐匿性鞘

翻转不完全，行经鞘膜翻转并切除部分鞘膜后，治
愈无复发。根据临床经验笔者认为，腹腔镜治疗患

突未闭，其中临床术前诊断为左侧睾丸鞘膜积液合
并对侧隐匿鞘突未闭 , 例（!5+&6，,7(8）、右侧 . 例

儿鞘膜积液时，对于交通性鞘膜积液，将液体排进
腹腔后，单纯结扎鞘突内口即可达到痊愈；对于非

（!*+#6，.7#&）；另有 ( 例 8 岁以上睾丸鞘膜积液患
儿可见鞘突已闭合。对全部患儿出院后进行门诊或
电话随诊 #"3 个月，仅 ! 例非交通性精索鞘膜积液
患儿术后 ! 月复发。
精索鞘膜积液与睾丸鞘膜积液的隐匿性鞘突
未闭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精索

交通性精索鞘膜积液及睾丸鞘膜积液，在探查和结
扎鞘状突后应采取鞘状突翻转，必要时切除部分鞘
膜的方式，这与传统儿童鞘膜积液手术治疗方式一

鞘膜积液临床术前诊断为左侧鞘膜积液合并对侧
隐匿鞘突未闭检出率和右侧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睾丸鞘膜积液临床术前诊断为左侧鞘
膜积液合并对侧隐匿鞘突未闭发生率和右侧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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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鞘膜积液由于鞘突闭合不完全，在包绕睾
丸的鞘膜之间或残余精索鞘突管内形成积液，积液
可与腹腔相通，也可不通。若精索处残留的鞘状突
管或者至睾丸鞘膜内有积液且与腹腔相通，则为交
通性精索鞘膜积液；若精索处残留的鞘状突管在积
液的近端关闭或者鞘突管内径较小，则为非交通性
精索鞘膜积液；若积液存在于包绕睾丸附近，则为
睾丸鞘膜积液。
小儿鞘膜积液常常合并对侧鞘突未闭，
本组研究
中，精索鞘膜积液患儿的隐匿性鞘突未闭检出率较
高，
这可能是发育过程中鞘突未完全闭合引起；睾丸
鞘膜积液患儿的隐匿性鞘突未闭检出率较低，
且有 (
例睾丸鞘膜积液患儿鞘突已闭合，其积液产生的原
因，
可能与睾丸鞘膜分泌和吸收的平衡被破坏，导致
积液产生过多而吸收减少。
本组 #*( 例病例中，共 ,3 例术中发现对侧隐
匿性鞘状突未闭，约占 !8+,#。其中，临床术前诊断

致。大龄男童的睾丸鞘膜积液有鞘突内口闭合可
能，可采取先经脐部进入腹腔镜镜头，探查鞘突内
口是否闭合，同时打开睾丸鞘膜并充分引流。
以上手术术式既满足了传统手术高位结扎及
鞘膜翻转的要求，又弥补了传统手术不可探查对侧
隐匿性鞘状突未闭等不足，避免了二次手术 :,<。但
是，腹腔镜治疗费用较传统手术略高，并增加了对
患儿腹腔的干扰，因此我们应根据患者的适应征及
经济状况选择手术术式:3<。笔者认为，
在具有较好的
腹腔镜技术基础上，可以基本避免腹腔镜对于腹腔
内干扰及腹腔并发症的发生，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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