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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指南·

妇科单孔腹腔镜手术技术的专家意见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单孔腹腔镜手术技术协助组
外科学发展至今，进入了微创外科的时代，其
是以最小的创伤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妇科腹腔

普遍应用，在能检索到的中文文献中，大多数使用

镜手术发展至今技术日臻完善，但也面临着如何追

际单孔腹腔镜手术研究与评估协会（LESSCAR），

求更加体现微创理念、带给患者更多人文关怀的问
题。单孔腹腔镜手术技术（laparoendoscopic single
site surgery，LESS）是基于近年来兴起的自然孔道
内 镜 手 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NOTES）的 基 本 理 念 ，即 减 少 或 隐 藏 手
术 瘢 痕 、减 轻 术 后 疼 痛 、促 进 术 后 康 复 而 开 展

此名称；
（2）符合国际通用的表述习惯，2008 年，国

确 定 了“LESS”的 称 谓 ，并 已 得 到 国 际 内 镜 协 会
（NOSCAR）的批准；
（3）得到国内外科专家的认可，
2010 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腹腔镜与内镜外
科学组进行了论证，
确定并推荐使用此名称。
二、定义
原则上只要是满足单孔道多通路的手术，均可

称 为 LESS。 LESS 包 含 了 单 一 入 路 通 道

起 来的。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技术（transumbilical
laparoendoscopic single site surgery，TU-LESS），将手
术切口隐藏于脐孔或脐周，利用人类先天残留的自

（single-entry portal），腹 腔 、盆 腔 、胸 腔（abdomen,

然瘢痕，使手术几乎不留瘢痕，具有突出的美容优
势，也是对传统腹腔镜技术的发展和有益补充 [1]。

（laparoscopic, endoscopic or robotic surgery）手术方

综合国内外发展的状况，LESS 在妇科领域具有广

pelvis, thorax）手术部位，腹腔镜、内窥镜、机器人
式，经脐或脐外（umbilical or extra-umbilical）的手

术，不经内腔或经内腔（extraluminal or transluminal

阔的应用前景，有必要在现阶段作客观的认识。
一、命名
对于该类手术的称谓，由于可以应用于多学科

surgery）的手术等内容 [2]。
“ 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技

的原因、历史原因及国别原因，目前国内外对于“单
孔腹腔镜手术”的命名尚不统一[2]。

的美容优势，在妇科领域，多数 LESS 采用经脐入

为了便于研究和回顾，
列出如下：
腹腔镜内镜单
切口手术（laparoendoscopic single site surgery，
LESS）、
胚胎期自然腔道内镜手术(embryonic natural orifice
transumbilical endoscopic surgery，E-NOTES)、单 切
口腹腔镜手术（single incision laparoscopic surgery，
SILS）、单 孔 入 路 手 术（single port access surgery，
SPA）、单通道手术（single access surgery，SAS）、单
通道脐部手术（one port umbilical surgery，OPUS）、
经 脐 内 镜 手 术（transumbilical endoscopic surgery，
TUES）、
自然孔道经脐手术（natural orifice transumbilical
surgery，NOTUS）等。
我们建议将该技术称为“单孔腹腔镜手术”，英
文 表 述 为“laparoendoscopic single site surgery”，英
文缩写为“LESS”，理由如下：
（1）此名称在国内已

述 为“transumbilical laparoendoscopic singl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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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将手术切口隐藏于脐孔或脐周，利用人类先天
残留的自然瘢痕，使手术几乎不留瘢痕，具有突出

路，故中文可称为“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英文表
surgery”，
英文缩写为
“TU-LESS”
。

建议今后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有关“单孔腹腔

镜手术”的论文时，
应统一称谓，
以便交流和检索。
三、LESS 的适应证

与传统腹腔镜手术的适应证相同，只是受到目

前技术的限制，LESS 的适应证应该更加严格，包

括：
（1）卵巢囊肿剔除术；
（2）输卵管切除术；
（3）附

件切除术；
（4）子宫肌瘤剔除术；
（5）子宫全切除术；
（6）盆腔粘连分解术；
（7）人工阴道成形术（腹膜
法）。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善，也可以逐步
开展盆底手术如阴道骶骨固定术等，以及恶性肿瘤
的手术，包括：
（1）盆腔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
术；
（2）早期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
（3）子宫颈癌根
治性手术等[3-4]。另外，单孔腹腔镜经脐入路也为妇
科手术同时行阑尾或胆囊切除提供了方便。

但是，由于 LESS 目前还处于临床探索阶段，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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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5]。
因此，我们建议手术适应证应遵循以下原则：
（1）现
阶段良性疾病应是 LESS 的主要适应证；
（2）有条件

的单位和有相应资质的医师，可以有选择地对妇科
恶性肿瘤的 LESS 治疗进行积极、稳妥、慎重的探索
性临床研究；
（3）所选择的病例应是临床分期早的

子宫或子宫颈恶性肿瘤：
（4）应积极探索机器人辅

助的 LESS；
（5）在克服镜下缝合等难题的前提下，
审慎开展 LESS 下的盆底修复手术。
四、LESS 的禁忌证

与传统腹腔镜手术的禁忌证相同，但禁忌证是
相对的；包括粘连严重，如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
有多次腹部手术史或术中发现手术部分粘连严重
者，与传统腹腔镜类似，在这样的病例中，操作空间
小和操作困难可能会妨碍 LESS 的实施，也会增加
中转开腹的可能，或需要多孔才能完成[5]。

在单孔腹腔镜子宫全切除术中，子宫体积大小

可能成为 1 个限制因素，随着子宫体积增大，中转
为开腹手术或传统腹腔镜手术的概率增大[6]。
依据目前的技术条件，以下情况应列为 LESS

的禁忌证：
（1）晚期恶性肿瘤；
（2）全身情况不能耐
受麻醉；
（3）巨大盆腔肿物；
（4）凝血功能障碍；
（5）
腹腔严重感染；
（6）脐部发育异常。
手术医师需注意的是，无论采用何种手术方
式，手术的目标和原则是不变的。手术是否能够在
单孔腹腔镜下完成，既取决于医师的能力和技巧，
也需要有合适的器械和光源设备。手术医师需要
充分评估患者的病情、自身的能力和技巧，以及是
否有得力的器械，以便选择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五、LESS 技术及设备
1. 入路切口的选择：LESS 应该在已有的、成熟
规范的腹腔镜手术术式的基础上进行。从 LESS 的
定义来说，原则上只要是满足单孔道多通路的手
术，均可称为 LESS，但在妇科手术领域，几乎全部
采用经脐入路方式；从脐部解剖而言，经脐入路方
式最适合妇科手术。
2. 入路平台：依照外科手术原理，LESS 经脐切
口的入路平台，大致可以归纳为 3 类：
（1）使用传统
腹腔镜经脐入路平台：依然使用传统腹腔镜的经脐
的穿刺套管（trocar）通道，在腹腔镜中增加沿着主
轴的侧槽通道，可以通过专用的手术操作器械，如
分离钳、剪刀、单极电凝切器、输卵管套环器等，用
来完成相对简单的手术，此平台已广泛应用于输卵
管绝育手术。
（2）皮肤单一切口配合多个筋膜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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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平台方法的基本原理是，皮肤为单一切口，而

通过此切口分别穿过筋膜插入多个 5～10 mm 的

trocar 进入腹腔，其优点是可以使用传统的 trocar，
不需要增加设备，缺点是各筋膜切口之间的“桥梁”
被削减，可能导致筋膜减弱，也可能导致术中漏气，

气腹形成不良。
（3）LESS 的专用入路平台：医疗商
用设备厂商开发了多种 LESS 的专用入路平台，并

获得了临床使用许可证，在临床上得以广泛应用；
基本是通过单一平台有多个通道进入腹腔。
在发表有关 LESS 的论文时，作者应详细说明
切口方式，并提供腹部切口照片，照片应包括上自

剑突水平下至耻骨联合上缘范围内的腹部图像。
3. 光学系统：传统腹腔镜的光源设备和摄像系

统均可用于 LESS，目前常用的是 10 mm 0°前视镜

和 30°前斜视镜镜头。前者视野较窄，不能进行多
角度的观察，只能前视，应用于 LESS 增加了手术视

野的限制，可用于简单的单孔腹腔镜探查及手术。
后者可通过调节按钮或体外转动光缆而获得多角
度的视野，更适合应用于单孔腹腔镜的各类手术。

使用 5 mm 30°超长镜头，可通过镜头的旋转调整视
野角度，避免器械遮挡视野；一定程度可减少镜头
和手术器械之间的相互干扰，增加了手术操作稳定

性。另外，目前已经有多种可弯曲或可变角度及
45°导光束接口镜头以及 3D 影像系统在临床使用。
4. 手术操作器械：为解决器械之间、器械与镜

头之间的平行进出以及操作“三角”丧失等问题，现
LESS 的主流器械被设计成弯曲直行再弯曲、直行
再弧形等形状以及关节连动杆多自由度器械以利
于手术操作。我们建议：
（1）利用入路平台多通道
的特点，当术中遇到操作困难时，要及时转换到不
同的通道进入器械，以便操作。
（2）弯器械和直器械

配合使用，提高手术效率。
（3）较大通道可以进入较
粗大的手术器械，使牵拉和夹持更有力，尤其是切
除子宫时更为重要。
（4）可使用智能能量器械，电
凝、电切相结合的器械，可减少手术器械的进出，增
加操作稳定性，更便捷。
（5）需要配备合适的举宫
器，
能够获得良好的子宫操纵，
便于暴露手术部位。
5. LESS 的缝合及打结：单孔腹腔镜下腔内缝
合使用传统的器械缝合和打结难度较大，且耗时，
但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1）使用
免打结的倒刺缝线；
（2）使用预先滑结抽紧方法；
（3）使用关节连动杆器械和直器械配合进行缝合、
打结；
（4）使用腔内带腕关节自动归位的持针器；
（5）使用自动缝合器；
（6）子宫全切除术后的阴道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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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可经阴道进行缝合[7]。

六、LESS 的难点及手术技能培训

难点：
（1）手术器械及光学系统的相互干扰是
主要问题，由于所有器械均由单个切口进入腹腔，

Chin J Obstet Gynecol，October 2016, Vol. 51, No. 10

美松（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杨清（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
京医院）、王光伟（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石刚（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陈捷（福建省人民医院）、王沂峰（南方医科大学珠江
医院）、冯力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郝敏（山西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王建（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王世军（首都医科

使得在体外操作的手柄相互干扰，操纵杆在腹壁套

大学宣武医院）、邓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木彪（广

管中拥挤牵绊，难以在腹腔内展开，所谓的“筷子效

东省人民医院）、姚书忠（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马彩铃（新疆医

应”。
（2）由于同轴操纵，违背了传统的三角分布原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赵仁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术者对深度和距离的判断，

从而使得操作的精准度下降。
（3）由于 LESS 是直线

视野（inline vision），画面立体感差，镜头在腹腔内

本专家意见整理专家：孙大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张
俊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刘海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院）

外易与手术器械相互干扰，画面稳定性差。

与传统腹腔镜相比，LESS 对于操作者的技术

和熟练程度要求较高，难度较大，要求术者不但要

有良好的传统腹腔镜手术基础和镜下空间感，并需
要能够熟练地掌握单孔腹腔镜特有的曲状器械的
使用（或与传统器械的混合使用）。在选择患者时
更应该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充分术前沟
通，取得患者的充分配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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