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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早期卵巢癌临床疗效比较
吴菲远，李晶晶，王巧伶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早期卵巢癌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5

年1月期间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妇产科收治的86例早期卵巢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法的不同将42例腹腔镜
手术患者纳入观察组，44例开腹手术者纳入对照组，分别于术前(T0)、术后即刻(T1)、术后24 h (T2)测定患者血清超
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比较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及随访期间复发情况。结果 术后T1、T2时刻观察组血
清hs-CRP水平分别为(29.6±8.4) mg/L、(32.8±10.1) mg/L，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5.4±10.3) mg/L、(39.7±12.6) mg/L，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为(252.4±26.9) min，明显长于对照组的(201.5±32.7) min，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为(116.2±31.2) mL，明显少于对照组的(215.9±43.8) mL，淋巴结清
扫个数为(35.2±11.4)个，多于对照组的(22.4±9.2)个，术后排气时间为(36.4±11.5) h，短于对照组的(49.2±13.7) h，以上
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7.1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2.7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18个月，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复发率分别为9.52%和6.82%，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卵巢癌可获得与开腹手术相同的临床效果，并且具有应激反应轻、出血量
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势。

【关键词】 卵巢癌；腹腔镜手术；复发；疗效
【中图分类号】 R73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8）10—1457—03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acies of laparoscopy and laparo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ovarian cancer.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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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of laparoscopy and laparo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ovarian cancer.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6 cases of early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who admitted to Depart-

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Zhanjiang Central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5, were re-

view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urgical methods, 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42 case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and the control group (44 cases of abdominal surgery). The levels of serum 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hs-CRP) were measured before operation (T0), immediately after operation (T1), and 24 h

after operation (T2). The perioperative indicators and recurrence during follow-u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erum hs-CR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1 and T2 were (29.6±8.4) mg/L and (32.8±10.1) mg/L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rresponding (35.4±10.3) mg/L and (39.7±12.6) mg/L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peration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252.4±26.9) min,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201.5±32.7) min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blood loss, number of resected lymph nodes, postoperative exhaust

time were respectively (116.2 ± 31.2) mL, (35.2 ± 11.4), (36.4 ± 11.5) h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versus corresponding

(215.9±43.8) mL, (22.4±9.2), (49.2±13.7) h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14%,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2.73%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18

months of follow-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9.52%) and the control group (6.82%), P>0.05.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surgery can get the same clinical ef-

fect as open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stage ovarian cancer, which also has the advantages of less bleeding, light

stress response and lower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Ovarian cancer; Laparoscopic surgery; Recurrence; Curative effect

·临床经验·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8.10.040

通讯作者：吴菲远。E-mail：524000w@126.com



[4] 郭曦, 黄连军, 韩晓峰, 等. 血管缝合器在经皮主动脉腔内修复术中

的临床应用[J]. 中国医药, 2011, 6(11): 1293-1295.

[5] Roeleveld PP. What is new in pediatric ECMO? 2016, a year in re-

view [J]. Eur J Heart Fail, 2017, 19 Suppl 2: 92.

[6] 吴桂深, 宁晔, 袁园. 体外膜肺氧合快速建立血管通路方法的探讨

[J]. 实用医学杂志, 2010, 26(3): 440-442.

[7] 郭震, 李欣, 徐凌峰, 等. 体外膜肺氧合血管插管相关并发症及预防

[J]. 中华外科杂志, 2013, 51(9): 804-807.

[8] Belohlávek J, Rohn V, Tosovsky J, et al. A review of a newly estab-

lished ECMO program in a university affiliated cardiac center [J]. J

Cardiovasc Surg (Torino), 2011, 52(3): 445-451.

[9] 罗建方, 黄文晖, 刘媛, 等. 血管缝合器在经皮行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应用中的早期经验[J].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2010, 18(3): 7-11.

[10] 张宏鹏, 郭伟, 刘小平, 等. 完全穿刺技术在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

中的应用[J]. 中华外科杂志, 2010, 48(24): 1855-1858.

(收稿日期：2017-09-15)

··1457



海南医学2018年5月第29卷第10期 Hainan Med J, May 2018, Vol. 29, No. 10

卵巢癌属于女性生殖系统常见恶性肿瘤之一，由
于其位置在盆腔深部，早期缺乏典型症状，70%~80%的
患者在发现时已属于晚期[1]。腹腔镜技术因具有微创
的优势及技术的日益成熟，其在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
中获得了广泛的临床应用。但是卵巢癌手术具有手术
范围大、术中存在肿瘤破裂及癌细胞脱落转移的风险
[2]，使其在本病的治疗中受到一定的限制[3]。本研究对
比了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早期卵巢癌的疗效，以期
为早期卵巢癌的治疗方法的选择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妇产科 2012年 1月至 2015年 1月收治的 86例早期卵
巢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符合 FIGO分期标
准中早期卵巢癌的诊断标准 [4]。排除合并有其他严
重的内科疾病、凝血功能障碍无法耐受手术者和合
并其他恶性肿瘤患者。86例患者年龄 38~67岁，肿瘤
直径 3~11 cm。其中合并高血压 12 例，糖尿病 6 例。
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将 42例腹腔镜手术治疗者纳入
观察组，44例开腹手术治疗者纳入对照组，两组患者
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体质量指数、肿瘤直径、肿瘤
分化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χ2值

P值

例数

42

44

年龄

(岁，x-±s)
51.0±10.3

50.3±9.7

0.963

>0.05

体质量指数

(kg/m2，x-±s)
24.0±2.2

23.5±2.3

0.241

>0.05

肿瘤直径

(cm，x-±s)
6.6±2.1

7.0±2.5

1.025

>0.05

合并症(例)

8

10

0.574

>0.05

肿瘤分化(例)

高

17

15

中

23

26

低

2

3

0.463

>0.05

1.2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进行腹腔镜手术治
疗，患者取截石位，常规建立CO2气腹(压力维持在12~

14 mmHg，1 mmHg=0.133 kPa)，腹腔镜下对腹腔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生理盐水冲洗腹腔后对冲洗液进行脱
落细胞学检查。检查包块情况，将肿块切除取出后进
行快速病理检查，如病理提示恶性则行全面分期手
术，即双侧附件切除术+子宫全切术+盆腔及腹主动脉
旁淋巴结清扫术+大网膜及阑尾切除术+腹部多处活检
术，术毕留置盆腔引流管。对照组患者行开腹手术治
疗，患者取平卧位，做腹部正中切口，手术切除范围同观
察组，术毕留置盆腔引流管。术后常规应用抗生素抗
炎，同时予补液、营养支持等对症处理，导尿管在术后
3~5 d拔除，引流管根据引流量在术后5~6 d拔除。

1.3 观察指标
1.3.1 围手术期临床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围手

术期指标，如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
目、术后排气时间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主要包括切口
感染、肺部感染、尿潴留及肠梗阻等)；分别于术前
(T0)、术后即刻(T1)、术后 24 h (T2)抽取静脉血 3 mL，
4 000 r/min离心10 min，分离保存血清待测，采用免疫
比浊法测定血清hs-CRP水平。

1.3.2 复发情况 对患者进行为期 18个月的随
访，观察复发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均

数比较采用 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不同时刻的血清 hs-CRP 水平比
较 T0 时，两组患者的血清 hs-CRP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T1、T2时，两组患者的血清
hs-CRP水平均较T0升高，且观察组血清 hs-CRP水平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2.2 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临床指标比较 观察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
淋巴结清扫个数多于对照组，术后排气时间短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发
生肺部感染 2例，尿潴留 1例；对照组发生切口感染 4

例，尿潴留 2例，肺部感染 2例，肠梗阻 2例，观察组并
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不同时刻血清hs-CRP水平比较(x-±s，mg/L)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2

44

T0

12.9±3.7

13.6±4.5

0.786

<0.05

T1

29.6±8.4a

35.4±10.3a

2.854

<0.05

T2

32.8±10.1a

39.7±12.6a

2.794

<0.05

注：与本组T0时比较，aP<0.05。

表3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临床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χ2值

P值

例数

42

44

手术时(min)

252.4±26.9

201.5±32.7

4.265

<0.05

出血量(mL)

116.2±31.2

215.9±43.8

10.412

<0.05

淋巴结清扫(个)

35.2±11.4

22.4±9.2

7.638

<0.05

术后排气时间(h)

36.4±11.5

49.2±13.7

3.551

<0.05

术后并发症[例(%)]

3 (7.14)

10 (22.73)

3.74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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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随访期间复发情况比较 截止至

术后 18 个月，观察组有 4 例复发(9.52%)，对照组有 3

例复发(6.82%)，两组患者术后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0.537，P>0.05)。

3 讨 论

卵巢癌是妇科常见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患者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诊断时多属于晚期，因此

死亡率居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首位[5]。卵巢癌早

期多无症状或者症状不具有特异性，如月经不调、下

腹部包快及疼痛不适、消瘦等。此外，虽然目前针对

卵巢癌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但是其发病机制尚未

阐明，因而难以有效阻断卵巢癌的进行性发展[6]。对

早期卵巢癌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是提高本病疗效、改

善患者生存质量及延长患者生存期的关键。手术与

化疗是卵巢癌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其中开腹手术一直

以来被认为是治疗早期卵巢癌的标准术式。近年来，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在妇科恶性肿瘤治

疗中的广泛应用，国内外已经有报道指出腹腔镜治疗

早期卵巢癌可以发挥微创的优势，又可以使患者得到

有效的治疗。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腹腔镜手术治疗时

肿瘤破裂有引起肿瘤细胞扩散的风险，且可能容易发

生穿刺孔的种植转移，因而早期卵巢癌应用腹腔镜治

疗是否可以获得更大的受益目前在临床上存在不同

看法[7-8]。

腹腔镜手术应用于早期卵巢癌的治疗同样遵循

了开腹手术根治的原则，本研究对腹腔镜与开腹手术

治疗早期卵巢癌的疗效进行了观察。观察组手术时

间长于对照组，其可能原因是由于腹腔镜手术操作需

要更高的手术技巧，且其操作空间相对较小，患者的

体位要求特殊。不过随着腹腔镜手术操作经验的增

加及术者的不断学习进步，腹腔镜手术时间有望不断

缩短。此外，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淋

巴结清扫个数多于对照组，术后排气时间短于对照

组，且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原因，首先腹腔镜手术

的术野放大可以较清晰地辨认解剖层次，同时进行切

割与止血，因而止血彻底快速，术中出血量少；其次，腹

腔镜术中超声刀等器械的应用也进一步方便了淋巴结

的清扫，尤其是可以更贴近血管表面对淋巴结进行清扫

及有效清扫深部的淋巴结；再次，腹腔镜手术的操作过

程在相对闭合的腔内进行，避免对腹腔脏器过多触摸、

牵拉等手术刺激，减少了对腔内脏器的干扰；并且杜绝

了术野与外界的直接相通，对术后胃肠功能的恢复及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有利[9-10]。

应激反应主要是由于手术、麻醉等因素对机体造成

损伤，引起神经分泌代谢出现一系列变化，在手术过程

中比较常见，其程度与手术创伤大小关系密切[11-12]。当

机体受到手术等刺激产生应激反应时，促炎性细胞因子

与抗炎细胞因子的平衡发生紊乱，产生不同程度的炎

症反应。CRP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临床上应

用最广泛的炎症反应标志物，目前应用更敏感的方法

对其进行测定，即 hs-CRP，其浓度变化可以反映机体

炎症反应的程度 [13]。本研究术后 T1、T2 时刻血清

hs-CRP水平均较T0升高，且观察组血清 hs-CRP水平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

明腹腔镜手术的应激反应较轻。本研究还对患者进

行了为期18个月的随访，发现观察组患者复发率与对

照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证

明了腹腔镜手术可以达到开腹手术相同的疗效。

综上所述，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卵巢癌可获得与

开腹手术相同的临床效果，并且具有应激反应轻、出

血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势，临床上可以以

腹腔镜手术作为早期卵巢癌手术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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