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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腔镜与 陨增燥则 蕴藻憎蚤泽 手术治疗食管癌的围手术期比较
钟 胜袁刘 瀚袁吴清泉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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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胸腹腔镜渊栽蕴耘冤与 陨增燥则 蕴藻憎蚤泽渊陨蕴耘冤手术治疗食管癌在围手术期的安全性及可行性遥 方法院符合入组条件

的食管癌患者随机分为 栽蕴耘 组和常规 陨蕴耘 组遥 比较两组总的淋巴结清扫数目尧淋巴结转移率尧手术时长尧出血量尧术后胸腔引流

量尧术后住院天数尧术后并发症遥 结果院圆园员员 年 缘 月至 圆园员源 年 缘 月袁共招募 员缘园 例患者袁其中 栽蕴耘 组 苑缘 例袁陨蕴耘 组 苑缘 例袁栽蕴耘 和
陨蕴耘 手术组在手术时长尧术中出血量尧术后胸腔引流量尧术后住院天数等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术后并发症尧淋巴

结清扫数目和转移率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虽然手术时间较长袁但并发症及淋巴结清扫相似袁且 栽蕴耘 减少了

出血量尧胸腔引流量及住院天数袁这些结果显示 栽蕴耘 是安全可行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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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手术切除是最主要的方法遥 淋巴结的清
扫影响食管癌术后进一步治疗决策制定以及预后
评估遥 目前袁食管癌虽然手术方式众多袁但至今没有
一个统一的术式遥 近年来袁腔镜技术由于其损伤小尧
恢复快的优点被越来越多的胸外科医生接受袁并且
被广泛应用于胸外科的手术遥 本文前瞻性研究胸腹
腔 镜 联 合 治 疗 食 管 癌 渊贼澡燥则葬糟燥泽糟燥责蚤糟鄄造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蚤糟
藻泽燥责澡葬早藻糟贼燥皂赠袁栽蕴耘冤与 陨增燥则 蕴藻憎蚤泽渊陨蕴耘冤手术治疗食
管癌的安全性及可行性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员员 年 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缘 月袁员缘园 例符合条件的
食管癌患者袁其中 栽蕴耘 组 苑缘 例袁陨蕴耘 组 苑缘 例袁并报
医院伦理委员会获得批准遥 入组条件如下院淤病理
确诊的玉尧域尧芋期食管癌曰于病变部位位于食管
中下段曰盂年龄 员愿耀苑园 岁曰榆心肺功能正常袁无影
响手术的严重内科疾病袁出血性疾病等病史曰虞影
像学检查无远处转移曰愚耘悦韵郧 评分 园耀员 分曰舆既
往无胸腹部手术史遥 剔除标准院妊娠哺乳期妇女遥
患者入院后袁 用信封法随机分为 栽蕴耘 组和 陨蕴耘 手
术组遥 入组后每位患者由本人或直系亲属签署知
情同意书遥
员援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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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圆援员 栽蕴耘 组
采用左侧卧位或左侧半俯卧位人工气胸进行
胸腔镜下的食管游离和纵隔区淋巴结的清扫袁随后
采用平卧位在腹腔镜下进行胃的游离和腹部淋巴
结的清扫袁胃游离后剑突下小切口完成管状胃的制
作袁再将管状胃从食管床拉至颈部袁与颈段食管行
器械吻合遥
员援圆援圆 陨蕴耘 组
先仰卧位袁行上腹部正中切口袁进行胃的游离
和腹部淋巴结的清扫袁制作管状胃备用袁检查有无
活动性出血袁清点纱布器械无误后置入腹腔引流管
员 根袁关闭腹腔后改左侧卧位袁进行食管游离和纵隔
区淋巴结的清扫袁经食管裂孔将胃提至胸顶袁在胸
部完成管状胃的制作袁在胸顶部行食管胃的器械吻
合遥
员援圆援猿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总的淋巴结清扫数目尧上下纵隔及腹区
分别清扫的淋巴结数目尧区域淋巴结转移率尧手术时
间尧术中出血量尧术后胸腔引流量尧术后住院天数尧术
后并发症等袁记录切除病灶及清扫淋巴结病理结果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遥计量资料
做 贼 检验遥 计数资料经卡方检验及确切概率法检验袁
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见表 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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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清扫总的淋巴结（枚）
13.20 ± 3.98
13.40 ± 3.80
0.342
0.753

上纵隔淋巴结转移率(%)
下纵隔淋巴结转移率(%)
腹区淋巴结转移率(%)

ILE 组
(n=75)
04.5
16.9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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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蕴耘 组与 陨蕴耘 组在总的淋巴结清扫数目尧 上纵

0.740

区淋巴结渊猿愿缘 枚冤转移率分别为 源援源豫尧员苑援源豫尧员愿援源豫曰

0.511

0.870

0.414

0.623

没有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栽蕴耘 组共清扫淋巴
结员 园怨圆 枚袁其中上纵隔渊圆圆缘 枚冤尧下纵隔渊源愿圆 枚冤尧腹
陨蕴耘 组共清扫淋巴结 员 园源愿 枚袁 其中上纵隔渊圆园圆
枚冤尧下纵隔渊缘园圆 枚冤尧腹区淋巴结渊猿源源 枚冤转移率
分别为 源援缘豫尧员远援怨豫尧员愿援园豫遥 两组淋巴结转移率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圆援圆

术中及围手术期情况

栽蕴耘 组和 陨蕴耘 组平均手术时间分别为渊圆远园援源源
依 源怨援愿怨冤皂蚤灶尧渊圆园愿援源缘 依 源圆援猿远冤皂蚤灶袁栽蕴耘 组手术时间

长于 陨蕴耘 组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栽蕴耘 组和 陨蕴耘 组平均术中出
血量分别为渊员苑缘援园园 依 苑源援圆员冤皂造尧渊圆圆园援苑猿 依 苑源援怨愿冤皂造袁
栽蕴耘 组手术出血量少于 陨蕴耘 组渊孕 约 园援园园圆冤遥 栽蕴耘 组
和 陨蕴耘 组术后第 员 天胸腔引流量分别为 渊圆愿圆援猿圆 依
愿园援缘圆冤皂造尧渊猿圆园援源远 依 员园园援猿远冤皂造袁栽蕴耘 组少于 陨蕴耘 组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陨蕴耘 组和 栽蕴耘 组术后住院天数分别为
渊员猿援愿愿 依 怨援园怨冤凿尧渊员园援圆远 依 圆援猿苑冤凿袁栽蕴耘 组术后住院
天数小于 陨蕴耘 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栽蕴耘 组术后住 陨悦哉 天
数小于 陨蕴耘 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源冤遥

两组术式淋巴结清扫情况

清扫上纵隔淋巴结（枚）
4.20 ± 1.58
4.20 ± 1.85
0.000
0.999

χ2 值

P值

0.000
0.042
0.021

0.996
0.837
0.884

圆援猿 并发症
栽蕴耘 和 陨蕴耘 组总并发症发生率相似袁 分别为
猿苑援猿豫尧圆源援园豫渊孕 越 园援园苑苑冤袁两组吻合口瘘尧乳糜胸尧
声音嘶哑尧肺部并发症尧吻合口狭窄尧心律失常等发
生率相似袁陨蕴耘 组切口感染高于 栽蕴耘 组渊孕 越 园援园圆愿冤遥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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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淋巴结清扫数目尧下纵隔及腹区淋巴结清扫数目

两组区域淋巴结转移情况
TLE 组
(n=75)
04.4
17.4
18.4

学

P值
0.728

圆援员 淋巴结清扫及转移率

表3

学

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

项目
TLE 组（n=75）ILE 组（n=75） χ2 值
年龄（岁）
t=0.349
中位
58
60
范围
37～70
40～69
性别
0.110
男
43
45
女
32
30
PS 评分
0.433
0分
40
44
1分
35
31
肿瘤部位
0.027
中段
42
41
下段
33
34
病理类型
鳞癌
75
75
TNM 分期
0.667
12
15
Ⅰ
36
34
Ⅱ
27
26
Ⅲ
肿瘤长度（cm）
0.242
39
42
≥5
03
03
≤5

TLE 组(n=75)
ILE 组(n=75)
t值
P值

大

讨 论

食管癌的手术方式众多袁国外主要以 耘灶遭造燥糟 及
陨增燥则 蕴藻憎蚤泽 手术为主 咱员原圆暂袁我国主要是左胸后外侧径
路居多咱猿暂遥 近年来袁随着腔镜技术的开展袁由于其损

清扫下纵隔淋巴结（枚）
5.10 ± 1.19
5.38 ± 1.06
1.522
0.130

清扫腹区淋巴结（枚）
5.72 ± 1.25
5.83 ± 1.71
0.450
0.654

伤小尧 恢复快的优点被越来越多的胸外科医生接
受袁并且被广泛应用于胸外科的手术咱源原缘暂遥 胸腔镜辅
助食管癌切除作为一种微创手术方式已在国内外
开展袁其远期生存率尧淋巴结清扫情况与常规开胸没
有明显差别袁但有创伤小尧恢复快的优点 咱远暂遥 晕早怎赠藻灶
等咱苑暂报道 源远 例胸腹腔镜联合食管癌切除袁手术时间
渊猿缘园 依 苑缘冤皂蚤灶袁 中转开腹率 圆援圆豫袁 出血量 渊圆苑怨 依
员愿源冤皂造袁术后平均住院 愿 凿袁猿 年生存率 缘苑豫袁认为胸
腹腔镜联合尧颈部吻合的食管癌切除方式技术上是
可行的袁并且是安全的遥 陨增燥则 造藻憎蚤泽 食管癌切除术由
陨增燥则 造藻憎蚤泽 于 员怨源远 年首次报道咱愿暂遥 该术式有暴露好尧
切除率高尧根治程度高的优越性袁目前国内已有多
位专家报道使用该手术方式治疗食管癌咱怨原员园暂遥 本组
资料中袁栽蕴耘 组较 陨蕴耘 手术时间长袁 有明显差异袁这
是术式的差异影响袁 同时 栽蕴耘 手术开展时间较短袁
受手术熟练程度的影响袁造成手术时间的差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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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糟燥责蚤糟 藻泽燥责澡葬早藻糟贼燥皂赠 葬灶凿 燥责藻灶 陨增燥则鄄蕴藻憎蚤泽 藻泽燥责澡葬早藻糟贼燥鄄

全腔镜下能否彻底清扫纵隔淋巴结是目前尚
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袁腔镜能提供很好的视野袁充分暴
露右胸腔顶部至膈肌整个胸腔食管周围组织结构遥加
上良好的深部照明和术野的放大袁能更清晰地暴露纵
隔淋巴结遥 加上精细的操作器械袁使淋巴结清扫较常
规开胸手术更易操作和更安全遥 本研究中袁栽蕴耘 组与
陨蕴耘 组在总的淋巴结清扫数目和转移率尧上纵隔淋巴
结清扫数目及转移率尧下纵隔腹区淋巴结清扫数目和
转移率没有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且 栽蕴耘 组在术后吻

合口瘘尧乳糜胸尧声音嘶哑尧肺部并发症尧吻合口狭窄
等的发生率与 陨蕴耘 组相似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可见 栽蕴耘 组与

陨蕴耘 两种术式治疗食管癌一样有效且安全性相似遥
砸燥蚤早鄄郧葬则藻蚤葬 等咱员员暂 在 缘园 例微创食管癌切除的报
道中对比微创与开胸手术治疗食管癌的效果袁微创
手术更安全袁术后恢复好遥 杂葬葬凿 等 咱员圆暂 认为袁联合胸
腹腔镜较常规开胸手术能减少患者痛苦袁 患者能
更早活动袁伤口外观美观袁对肺功能影响小遥 联合
胸腹腔镜食管癌切除术后患者咳嗽排痰较好袁肺
部并发症较开放手术少 咱员猿暂遥 宁玉林等 咱员源暂 在胸腔镜
下食管癌手术对术后早期肺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中证实袁 胸腔镜下行食管癌手术对呼吸功能影响
较小遥 本研究中 栽蕴耘 组的术中出血量尧术后胸腔引
流量及术后住院时间少于 陨蕴耘 组袁有统计学差异袁
说明了 栽蕴耘 手术安全性可靠袁创伤小袁恢复块遥 这
与大多数作者研究结果一致遥
总之袁全腔镜下行食管癌根治术因微创尧出血少尧
不影响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及住院时间短等优点袁其
越来越为大家认可尧接受并掌握袁本组病例数较少袁随
访时间较短袁其远期生存率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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