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0 年第 2 卷第 4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ijnr.oajrc.org 

 - 397 - 

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刘  燕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云南昆明 

【摘要】近年来，腹腔镜技术普及程度逐渐加大，受到了广泛医疗工作者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地区和

医院开始引进腹腔镜技术手术，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与传统的手术方式相比较，腹

腔镜手术具有创面小、术后恢复快、美观的优点，因此也受到了一些患者的认可。但是，由于目前腹腔镜

手术的推广还不全面，有些医生的专业技术达不到腹腔镜的操作要求，或者是患者一味的追求美观盲目选

择腹腔镜手术，导致腹腔镜技术的推广理念出现偏差，不利于其技术的广泛普及。基于此，本文将在对腹

腔镜技术简析的基础上，探讨当前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普及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推广措施，以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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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opularity of laparoscopic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it has 
been recognized by a wide range of medical workers. More and more regions and hospitals have begun to introduce 
laparoscopic surgery, the most typical of which is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urolog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urgical methods, laparoscopic surgery has the advantages of small wound surface, fast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nd 
beautiful appearance, so it has also been recognized by some patients. However, because the promotion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is not comprehensive at present, some doctors’professional skills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aparoscopic operations, or patients blindly choose aesthetically and blindly choose laparoscopic 
surgery, which leads to deviations in the promotion of laparoscopic technology. Not conducive to the widespread 
popularity of its technology. Based on this,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analysis of laparoscopic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problems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urological laparoscopic technology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motion measur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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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腹腔镜技术简析 
腹腔镜技术是近几年流行的新型手术治疗方

式，主要采用微创手术的方式，因切口创面小、治

疗效率高等优势，被广泛应用到临床手术治疗中，

也是临床手术治疗的必然发展趋势。具体来说，治

疗方式就是使用具有摄像头的微型器械，将其放入

腹腔内，对腹腔内各种脏器的情况通过摄像头传输

到屏幕上，进而使医生在观看图像后进行手术操作。

与传统的手术相比较，腹腔镜手术具有创口小的特

点，在完成手术治疗的前提下，还满足了患者的美

学要求。其次，使用腹腔镜技术进行手术治疗，能

够直达病灶部位，进行切除或治疗，进而降低了对

病灶周围组织的损伤，防止在术后出现组织的粘连
[1]。再次，采用腹腔镜技术能够减轻手术切口疼痛，

有助于患者的术后恢复。而且，采用腹腔镜手术，

手术的切口较小，能够避免因空气中的细菌、尘埃

等造成腹腔脏器的污染，降低了术后出现感染的几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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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普及中存在的问题 
2.1 手术费用昂贵 
虽然使用腹腔镜技术进行手术治疗具有较好的

效果，但是其治疗手段也是具有双面性的。首先，

在泌尿外科进行腹腔镜手术，需要充足的腹腔镜设

备作为主要支撑，但是由于腹腔镜设备的费用都较

高，且在手术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大量的一次性耗材，

如一次性穿刺器、吻合器等，进而导致了手术费用

昂贵的现象[2]。其次，由于手术操作的过程比较复

杂，需要手术医生能够准确的操作设备，进而需要

在前期进行专业的培训和练习，增加了腹腔镜技术

的总体支出成本。 
2.2 技术要求高 
由于腹腔镜技术是近几年流行的新型治疗技

术，还没有做到广泛的普及，所以多数的医生没有

接触过腹腔镜，缺少专业的技术操作能力，进而无

法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其次，手术过程中的有效

配合也是保障治疗效果的重要要求。但是，在目前

的手术治疗过程中，由于医护之间的协调性不强，

或者是对一些操作把控不严格，都会造成手术出现

偏差，进而对手术的效果造成影响。例如，在手术

过程中需要对腹腔镜的充气量、充气速度、灌注压

力、温度等进行严格的掌握，以确保操作的准确性，

一旦出现操作的偏差，如充气速度过快、过慢、灌

注压力不足、温度过低过高等，都会对手术造成影

响，导致气腹建立失败，进而对手术的顺利进行造

成影响[3]。 
2.3 具有一定危险性 
由于腹腔镜手术的特殊性，在术前无法做到对

全面的预估和控制，进而无法确定手术需要的时间。

其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腹腔镜手术无法进行治

疗，需要转变为开腹手术，进而导致手术的风险性

增加，对医生技术操作、应变能力等都有着较高的

考验。 
3. 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的推广措施 
3.1 改进思想观念 
虽然腹腔镜技术已经在医疗卫生行业获得了较

好的发展，逐渐的被广泛应用于各项手术中，但是

仍有一些地区或者是医院的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空

白，主要是由于医护人员以及患者对该项技术的认

识不足所造成的，所以需要注重对医护人员思想观

念的强化，提高群众对腹腔镜技术的认可，以提高

腹腔镜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4]。首先，需要针对

于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开展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的

学习和培训，使其能够正确认识腹腔镜技术，明确

腹腔镜技术的各项优势，学习全新的技术理论，并

建立专业的腹腔镜手术教学体系，组织相关的医护

人员进行不断的提升，进而为腹腔镜技术的推广和

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对于患者的思想观念改

观，可以通过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等方式，使患者

能够正确的认识腹腔镜技术的优势，并通过加强与

患者的交流沟通，获得患者的信任，提高对该项技

术的认可[5]。 
3.2 强化人员素质 
首先，可以在院内建立规范的腹腔镜技术教学

体系，对泌尿科医护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和教学，

具体包括了腹腔镜技术的理论知识、技术操作等。

通过进行系统的学习和提升，能够在提高医护人员

理论基础的同时，促进其实际操作能力的不断完善
[6]。其次，可以参加一些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的专

题会议，学习其他先进地区和医院的优秀操作技术，

并加强对本院医护人员的技术操作练习，进而能够

促进医护人员理论和技术的共同提升。再次，可以

在人才招聘环节，加强对高素质高专业人才的引进，

并实行针对性的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培训，进而有

助于构建一支专业的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团队，熟

练的进行相关的泌尿外科手术，推动本院的腹腔镜

技术发展[7]。最后，要注重对技术和理论的创新，

不断的学习更加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引进专业化的

腹腔镜设备，学习更加系统全面的腹腔镜技术，进

而有助于实现腹腔镜技术的有效推广。 
3.3 构建推广平台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也为

腹腔镜技术的推广带来了便利。首先，可以使用当

前先进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将

泌尿外科相关的腹腔镜技术在此平台上进行展示，

方便各地区之间医护人员的交流和沟通，同时也有

助于加深群众对该项技术的了解[8]。其次，可以利

用移动信息设备，制定微博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等，

将疾病的相关信息和治疗措施等展示到该平台，进

而能够使患者对疾病内容有基础的判断[9]。同时，

可以制定平台远程问诊的方式，方便一些特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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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行动不便的患者进行远程的初步问诊，从而进

一步的提高诊疗效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腹腔镜技术具有手术创口小、术后

恢复快、疤痕小、对周围组织损伤轻的特点，逐渐

受到了广泛医疗工作者的认可。但是，由于该项技

术具有手术费用昂贵、技术要求高、具有一定危险

性的特点，导致腹腔镜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受到一定

的阻碍。因此，针对于当前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的

发展现状，需要制定切实有效的推广措施，具体可

以通过改建思想观念、加强人员素质提升、构建推

广平台等措施，促进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的有效推

广，实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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