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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控制外科在肝破裂救治中应用
袁刚

辛力

（大渡口区人民医院普外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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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84）

目的：分析损伤控制外科（Damage control surgery，
DCS）在肝破裂救治中应用效果，探讨其临床价值。

方法 ：总结 2013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应用 DCS 救治的 34 例肝破裂患者，记录其手术情况、恢复情况、术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抢救成功率，总结 DCS 在肝破裂救治中的应用体会。结果 ：34 例患者一期手术时间 45~72
min，平均（64.08±15.32）min ；16 例患者接受二期手术，二期手术时间 75~113 min，平均（104.84±10.26）
min ；患者平均出血量、输血量分别为（1824.18±202.95）mL、（585.26±99.47）mL。患者体温恢复时间为
（7.19±1.23）h，住院时间为（23.58±4.60）d，乳酸清除时间为（11.39±3.28）h，PT 与 APTT 恢复时间为
（13.95±2.23）h ；与治疗前比较，患者治疗后 ISS 评分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患者并发症
发生率为 12.90%，抢救成功率为 91.18%。结论 ：DCS 有利于肝破裂患者恢复、将并发症发生风险及抢救成功
率保持在较好水平，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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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机制障碍纠正、代谢性酸中毒纠正及复温治疗 ；3）二
期手术 ：二期手术为确定性手术，待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
且体温、凝血功能在一期手术恢复正常后，再采取肝破裂
修补术、肝叶切除术等手段治疗以及其他部位修复 [6]。

作为腹部最大的实质器官，肝脏极易因钝性损伤出现
破裂，肝破裂患者常伴有其他合并脏器损伤，病情较重、
病死率可达 13% 左右 [1]。随着我国建筑业、交通业的迅猛
发展，近年来肝破裂发生率升高，即使实施早期手术，仍
难以有效缓解其他脏器损伤、降低出血过多所致失血性休
克风险，治疗效果不够理想 [2]。损伤控制外科（Damage
control surgery，DCS）强调分阶段处理，在创伤早期简化
处理各类原发损伤、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从而降低严重
酸中毒、凝血功能异常、低体温“致死三联征”发生风险，
保证患者安全度过急性反应期，以提高救治成功率 [3]。本
研究就 DCS 在肝破裂救治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

记录患者手术情况、恢复情况、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及抢救成功率，抢救成功率以生存率计。
对本临床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 SPSS18.0 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以（n/%）表示，并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
表示，满足方差齐性则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若方差不齐，
则采用校正 t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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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结果

34 例患者一期手术时间 45~72 min，平均（64.08±15.32）
我院 2013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 34 例肝破裂患者采用
min，其中 13 例患者接受肝周纱布填塞，21 例患者接受
DCS 救治，入选患者有明确的肝脏外伤史 ；美国创伤外科
TAE 止血治疗 ；16 例患者接受二期肝脏手术，二期手术时
协会（AAST）肝外伤分级≥Ⅲ级 [4]。34 例患者中，男 21 例，
间 75~113 min，平均（104.84±10.26）min，其中 7 例接受
女 13 例，年龄 25~59 岁，平均（32.59±6.38）岁，致伤原因 ： 肝叶切除术，9 例接受肝破裂修补术。患者平均出血量、输
交通事故伤 22 例，压砸伤 6 例，坠落伤 4 例，锐器伤 1 例，
血量分别为（1824.18±202.95）mL、（585.26±99.47）mL。
爆炸伤 1 例 ；ATSS 分级 ：Ⅲ级 17 例，Ⅳ级 10 例，Ⅴ级 7 例 ；
患 者 体 温 恢 复 时 间 为（7.19±1.23）h， 住 院 时 间 为
合并胆囊损伤 4 例、脾损伤 13 例、胰腺损伤 6 例、膈肌损
（23.58±4.60）d，乳酸清除时间为（11.39±3.28）h，PT 与
伤 2 例。
APTT 恢复时间为（13.95±2.23）h，其治疗前 ISS 评分为
（34.91±5.78）分，
治疗后为（46.95±4.20）分，
与治疗前比较，
1.2 治疗方案
DCS 治疗步骤包括 ：1）一期手术 ：行简单、快速手术，
患者治疗后 ISS 评分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迅速控制出血、清除污染物，保证手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患者术后感染、胆瘘、再出血、肝内及膈下脓肿各 1 例，
采取肝周纱布填塞、经导管选择性肝动脉栓塞（TAE）止血
并发症发生率为 12.90%。
等手段，术毕暂时关闭腹腔 [5] ；2）术后复苏 ：一期手术术
34 例患者死亡 3 例，死因均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后立即实施规范化血容量恢复、血流动力学维持、呼吸支持、
抢救成功率为 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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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质地脆弱、血管丰富，一旦因严重外伤破裂出血
即可导致患者生理功能出现严重损伤，病死率高 [7]。既往
临床在肝破裂的救治中多采取急诊手术手段，以一期确定
性手术修复肝实质和胆道，但复杂的高风险手术、长时间
麻醉往往导致患者内环境紊乱进一步加剧，术后多器官功
能障碍综合征（MODS）等严重并发症发生风险较高，无法
有效保证患者生存质量 [8]。近年来，多数学者均认为，肝
破裂患者死亡原因并非手术处理不全面，而是创伤及手术后
继发的“致死三联征”[9]，因此，控制患者出血量、改善其
凝血功能、防止热量过度散失可以有效改善患者预后结局。
DCS 是一种以简单、快捷操作，减轻医源性操作对患
者二次打击的理念，旨在通过降低致死三联征发生风险、
避免 MODS，达到控制病情恶化、争取复苏时机、为确定
性手术奠定基础的目的 [10]。本研究在遵循 DCS 基本程序的
前提下，患者抢救成功率达到 91.18%，显现出该方案良好
的救治效果。通过初始简化手术，患者出血量可得到有效
控制，同时彻底的清创操作为肝脏的保护及胆汁渗漏的减
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重症监护过程中规范复苏治疗能够
使患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提高其对二期确定性手术的耐
受性 [11-12] ；二期确定性手术可于一期手术术后 24~48 h 后窗
口期内实施，此时患者代谢紊乱状态往往已得到一定纠正，
此时实施治疗能够取得手术时间及损伤控制间平衡，在救
治最佳时机内尽可能避免对患者造成二次损伤，保证治疗
效果与安全性。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肝破裂患者均需接受 DCS
治疗，对于 AAST 分级Ⅰ ~ Ⅱ级患者而言，单纯修补、消
灭死腔即可取得满意的止血效果 [13]，因此，需明确 DCS 指
征，保证患者接受最为合理的治疗 ：1）AAST 分级≥Ⅲ级，
短时间内出血迅速且合并失血性休克，经大量输血后血压
水平仍无明显改善 ；2）肝脏多发伤或破裂伤，肝包膜下存
在进展性广泛血肿 ；3）一期拟行确定性手术但术中出现难
以控制的大出血 ；4）合并代谢性酸中毒、低体温或凝血功
能紊乱 ；5）急诊可见严重多发伤，无法耐受复杂手术。多
数学者认为，若患者符合上述 2 项即以上指征，即可实施
DCS 治疗 [14-16]。
在明确 DCS 指征的前提下，应注重术中关键环节的把
握 ：1）阻断肝门 [17] ；2）结扎或修复肝血管和胆管可见损伤 ；
3）清除坏死组织 ；4）缝合肝脏撕裂伤并填塞裂缝 ；5）留
置引流管并保证引流管通畅性。此外，由于目前临床肝破
裂治疗无统一术式，结合术中探查条件，灵活选择肝脏缝
合修补术、肝脏部分切除术、肝周纱布填塞术等成熟方案，
并注重大血管损伤的处理、术后并发症的预防，方能救治
成功率、促进患者术后恢复 [18]。
综上所述，DCS 在保证肝破裂患者救治成功率方面具
有积极意义，且该方案能够有效控制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
促进患者术后早期恢复，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救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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