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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切术的疗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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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摘要】  目的　 探讨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在小儿包皮环切术中的应用疗效。 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

院第七医学中心八一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2019 年 3 月至 9 月收治的 106 例包茎患儿，根据随机数字表

法将其分为研究组（51 例）和对照组（55 例）。研究组患儿在阴茎根部阻滞麻醉前、术毕包扎阴茎前于

阴茎根部、阴茎体部及包皮口处涂抹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对照组 55 例患儿采用传统包皮环切术

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手术时间、疼痛评分、术后包皮水肿发生率、切口感染发生率及其他并发症发生率

的差异。采用 t 检验和 χ2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研究组及对照组所有患儿均在局麻下顺利完成

手术。研究组与对照组平均手术时间［（33.4±4.5）与（35.1±5.6） min］及术后 24 h 疼痛评分［（1.2±0.4）
与（1.1±0.3）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无切口感染病例。研究组与对照组术中疼

痛评分［（2.2±1.4）与（3.8±1.4）分］、术后 1 h 疼痛评分［（1.2±0.5）与（1.7±0.6）分］、术后 4 d 疼痛评分

［（2.1±0.6）与（4.1±2.0）分］、术后 2 周包皮水肿发生率［3.9%（2/51）与 18.2%（10/55）］以及其他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0.0%（0/51）与 5.5%（3/55）］比较，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
论　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可有效预防和缓解儿童包皮环切术术中、术后所致的疼痛，减少术后包皮水

肿的发生率，减轻患儿痛苦，值得临床参考应用。

【关键词】利多卡因；包茎；包皮环切术；疼痛；包皮水肿；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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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ompound chamomile and lidocaine 
hydrochloride gel in children with circumcision.  Methods　106 phimosis patients admitted in Department 
of Urology, Bayi Children's Hospital, Seventh Medical Center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from March to 
Sept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n=51) and control group 
(n=55) randomly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Before the dorsal penile nerve blocking and the penis 
wrapped, compound chamomile and lidocaine hydrochloride gel was used at the base of the penis,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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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茎指包皮口狭窄或包皮与阴茎头黏连，使

包皮不能上翻露出阴茎头，是儿童泌尿外科最常

见的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2～6岁儿童包

茎患病率高达28.8%［1］。包茎可影响终身，常

见的包茎并发症包括包皮龟头炎、排尿困难、尿

潴留、尿路感染、尿不尽感、遗尿、阴茎异常勃

起、嵌顿包茎、包皮撕裂伤、包皮黏连、干燥性

闭塞性龟头炎［2］。龟头长期被过紧或过长的包皮

紧箍于内，易造成包皮垢大量聚集，甚至可形成

包皮垢结石［3］。包皮环切术是治疗包茎的传统疗

法，在美国，约有80%的男孩行包皮环切术［4］。虽

然随着包皮环切缝合器等新型技术的广泛应用，该

手术操作越来越简便，但仍存在麻醉时疼痛明显，

处理不当容易造成出血、内板淋巴水肿、切口感

染、皮下结节等并发症的形成，给患者带来很大

的痛苦，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活质量［5］。复方

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含有表面麻醉、消炎和杀菌成

分，有利于缓解疼痛，减轻炎症反应，防止切口

感染，使患者获得相对舒适的治疗体验。本研究

探讨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在儿童包皮环切术中

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年3月至9月，在解放军总医

院第七医学中心八一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包

of the penis and the prepuce orifice in study group.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ircumcision. Operation time, pain scor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foreskin edema, incidence of incision 
infection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Chi-square test and t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All the operations wer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two groups with 
the local anesthesia.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peration time [(33.4±4.5) vs (35.1±5.6) min] 
and VAS score of postoperative 24 h [(1.2±0.4) vs (1.1±0.3)]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case of incision infection in the two groups. Intraoperative pain score in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2.2±1.4) vs (3.8±1.4)], 1 h postoperative pain score [(1.2±0.5) vs (1.7±0.6)], 
4 d postoperative pain score [(2.1±0.6) and (4.1±2.0)], the rate of foreskin edema at 2 weeks after 
operation [3.9%(2/51) vs 18.2%(10/55)] and the rate of other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0.0%(0/51) 
vs 5.5%(3/55)] were compared, and those in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s　Compound chamomile and lidocaine hydrochloride gel 
takes advantages of reducing perioperative, postoperative pain and incidence of post operation edema in 
children with circumcision.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Lidocaine; Phimosis; Circumcision; Pain; Foreskin edema; Children

茎患儿中，纳入106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年龄7～14岁；②术前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及凝血功能相关检查正常；③无手术禁忌证。排

除标准：①合并隐匿性或埋藏型阴茎；②合并包

皮龟头炎；③合并尿道下裂；④合并泌尿系统或生

殖器感染；⑤合并全身严重性疾病。根据住院号，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研究组（51例）和对

照组（55例）。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

过，经患儿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手术及研究知情

同意书。

1.2　手术方法　

1.2.1　研究组　患者取平卧位，常规备皮后，消

毒、铺巾，取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进口药品

注册证：H20150426，德国史达德大药厂）2 g于

阴茎根部、阴茎体部及包皮口处皮肤进行轻柔均

匀涂抹10 min，然后用1%利多卡因注射液行阴茎

根部神经阻滞麻醉。分离包皮龟头黏连，碘伏棉

球清洗包皮垢，如包茎严重者，剪开背侧包皮，

用止血钳提起包皮，暴露出龟头，于阴茎背侧距

冠状沟5 mm、腹侧7 mm处环形切开包皮，去除

多余的包皮组织，电凝止血。5-0可吸收线间断

缝合包皮内外板，温生理盐水清洗切口，于阴茎

体表、阴茎头、尿道口及环形切口处局部涂抹适

量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用凡士林纱布包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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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自粘弹力绷带加压包扎固定。

1.2.2　对照组　除未使用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

外，手术方法与研究组相同。

1.3　术后处理　术后保持切口干燥。两组患儿均

于术后4 d拆除敷料，并用3%温生理盐水泡洗阴茎

（2次/d，每次10 min），忌食用辛辣及刺激性食

物。研究组患儿拆除敷料当天泡洗阴茎晾干后，

于阴茎体表涂抹适量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4次。

1.4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儿的手术时间，术

中、术后1 h、术后24 h和术后4 d的疼痛评分，

包皮水肿发生率，切口感染发生率及其他术后并

发症（切口出血、切口感觉异常、尿潴留等）的

发生率。手术时间为从局部麻醉到手术完成的时

间；疼痛评分采用国际通用的视觉模拟评分法

（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VAS）［6］。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χ2检验、连续校正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

验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两组患者年龄等一般临床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手术情况及预后　两组患儿均在局麻下顺

利完成手术。研究组与对照组的平均手术时间

及术后24 h疼痛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均无切口感染病例。研究组术

后无手术相关并发症；对照组术后2例出现尿潴

留，予以留置导尿后好转；1例拆除敷料后出现包

皮切口处瘙痒，返院复诊予以对症处理后好转。

　　研究组的术中疼痛评分、术后1 h疼痛评分、

术后4 d疼痛评分、术后2周包皮水肿发生率以及其

他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随着生殖器的发育，大部分包茎能够转变为

包皮过长，但如包茎严重，龟头长期被过紧或过长

的包皮紧箍于内，易造成包皮垢大量聚集在冠状沟

引起包皮龟头炎、尿道外口狭窄等并发症［2］。相

关研究显示，包茎行包皮环切术有助于减少致病

菌在龟头的定植，防止包皮龟头炎和泌尿系统感

染的反复发作 ［7-8］。阴茎根部神经阻滞是行该手

术的传统麻醉方法。虽然此法麻醉疗效较好，但

进针麻醉时局部胀痛感强烈；且其对手术者的临

床经验和操作技巧要求较高，术中牵拉分离时经

常因为疼痛加重，儿童不易配合，部分患儿甚至

需要全麻再行手术治疗；此外，术后疼痛、包皮

水肿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9-10］。

　　如何缓解包皮环切术围术期疼痛、提高患儿

对手术的配合度、降低术后并发症是目前包皮环

切手术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大多数泌尿外科医

生倾向于通过转移患儿注意力的方法，从主观上

降低患儿对疼痛的感受。比如音乐疗法（music 

therapy，MT）是指操作的过程中，在患儿床旁

播放节奏舒缓的轻音乐［11］。但该方法可控性不

强，效果欠佳，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有

学者提出骶尾部硬膜外麻醉联合全身麻醉方法可

有效缓解患者术中与术后疼痛，但该方法增加

术后尿潴留的风险［12-13］。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

胶为含盐酸利多卡因、洋甘菊花酊、麝香草酚、

苯扎氯铵组成的复方水凝胶制剂，具有表面麻

醉、消炎镇痛、促进愈合、消毒杀菌、舒缓等作

用 ［14-15］。本品所含的盐酸利多卡因为酰胺类局

麻药，起效迅速，临床广泛用于表面麻醉、浸润

麻醉和神经阻滞，而洋甘菊花酊与非甾体类抗

炎镇痛药物相类似，都可通过抑制环氧化酶 -2

（cyclooxygenase-2，COX-2）发挥抗炎镇痛作

用［14］。利多卡因凝胶已广泛应用于口腔、皮肤

科以及其他外科操作的局部表面麻醉，在控制分

表 1　两组患儿基本情况比较（x±s）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白细胞计数

（×109/L）

阴茎长度

（cm）

研究组 51 9.1±1.3 6.3±1.2 5.1±1.9

对照组 55 8.9±2.1 5.9±2.2 5.7±1.6

t 值 0.054 0.118 0.219

P 值 0.063 0.071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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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镇痛穿刺点中也有比较明确的效果［16-19］，而添

加甘菊等成分的复方利多卡因凝胶，在儿童包皮

环切术中未有相关报道。小儿包皮血管和神经末

梢分布丰富，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可在短时间

内穿透皮肤起到麻醉和镇痛作用，避免在行阴茎

根部阻滞麻醉与分离包皮龟头黏连时带来疼痛，

增加手术时舒适度。

　　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在阴茎根部阻滞及手

术结束包扎前给予了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进行

处理，结果显示，研究组术中、术后1 h的疼痛评

分均低于对照组。术后4 d拆除敷料时会再次刺激

患儿包皮切口及龟头，研究组患儿在拆除敷料当

天应用4次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于患区，疼痛评

分同样低于对照组，明显降低了拆除敷料时引起

患儿的不适及疼痛。由此可见，复方甘菊利多卡

因凝胶具有良好的组织穿透性、起效快，可在短

时间内起到麻醉和镇痛作用，缓解皮下局部麻醉

及包皮环切术所致疼痛。同时也可以缓解术区换

药时给患儿带来的疼痛不适。研究结果显示，研

究组术后4 d水肿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提示复方甘

菊利多卡因凝胶除镇痛外，还存在一定消炎、杀

菌作用，有益于切口的护理和愈合［20-21］。对照组

有2例术后出现尿潴留予以导尿留置后好转，可能

原因为患儿术后阴茎局部及尿道口疼痛，因惧怕

疼痛而不敢排尿；1例拆除敷料后出现阴茎局部瘙

痒，予以对症处理后好转。研究组未出现与手术

相关及术后疼痛所致的并发症，提示复方甘菊利

卡因凝胶具有减轻术后水肿、疼痛作用。此外因

其具有消炎、杀菌等疗效，可减少感染机会，术

后无需静脉或口服抗菌药物。

　　综上所述，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可有效预

防与缓解儿童包皮环切术术中、术后所致的疼

痛，减少术后包皮水肿及并发症发生率，减轻患

儿痛苦，增加舒适感，适宜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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