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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孔全胸腔镜肺段切除及淋巴结清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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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单孔法全胸腔镜肺段切除及淋巴结清扫术的可行性及临床价值遥 方法院采用单孔胸腔镜肺段切除及淋巴

结清扫术治疗玉粤 期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袁肿瘤直径渊员援猿员 依 园援源缘冤糟皂袁所有手术操作均在胸腔镜下完成遥 结果院全部患者手术过

程顺利袁无中转开胸遥 平均手术时间渊员怨苑援缘园 依 源缘援员圆冤皂蚤灶袁术中出血渊员远园援园园 依 愿圆援缘园冤皂造曰清扫淋巴结渊员员援源园 依 猿援圆苑冤枚曰胸腔引流

管拔出时间渊猿援园 依 员援圆冤凿曰全部患者术后恢复顺利袁无围手术期死亡遥 结论院单孔胸腔镜肺段切除及淋巴结清扫术在技术上是安
全尧可行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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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肺癌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明显上
升趋势袁肺癌导致的死亡已经超过其他恶性肿瘤位居
第 员 位咱员暂遥 随着低剂量螺旋 悦栽 被常规用于肺癌的筛
查和体检袁 影像学上表现为外周型尧 最大径约圆 糟皂
的 肺 小 结 节 和 肺 磨 玻 璃 影渊早则燥怎灶凿 早造葬泽泽 燥责葬糟蚤贼赠袁
郧郧韵冤的早期肺癌越来越多遥 虽然胸腔镜下肺叶切
除垣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是这部分早期肺癌患者的主
流术式袁但能够保留更多肺功能的解剖性肺段切除
术也在逐步成为研究热点遥 圆园员源 年 员耀怨 月袁本院开
展单孔胸腔镜肺段切除及淋巴结清扫术 员圆 例袁围
手术期效果满意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员圆 例患者术前经过胸部增强 悦栽 提示肺小结
节和 郧郧韵袁且无明显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肿大袁无明
显胸膜增厚遥 术前均行腹部超声尧头颅 悦栽尧骨骼核
素扫描等检查袁排除手术禁忌证遥 术前检查提示均
无严重基础疾病袁术前未接受化疗尧放疗等辅助治
疗遥 员圆 例患者中男 缘 例袁女 苑 例曰年龄 源圆耀苑源 岁袁平
均年龄渊缘员援远 依 员圆援愿冤岁曰病灶位于左侧舌段 缘 例袁左
侧背段 圆 例袁右侧后段 员 例袁右侧背段 源 例曰悦栽 评估
肿瘤最大径 园援愿耀员援怨 糟皂袁平均渊员援猿员 依 园援源缘冤糟皂遥
员援圆援 手术方法
采用双腔气管插管静脉复合全身麻醉袁取健侧
卧位袁术中健侧单肺通气袁术侧肺萎陷袁在腋前线第
源 或第 缘 肋间取一长 源耀缘 糟皂 切口袁 置入 猿园毅胸腔
镜袁观察胸腔内有无广泛致密粘连袁确定病变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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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围器官毗邻关系及肺门解剖情况遥 手术过程不
用肋骨牵开器撑开肋间袁术者在显示器指引下袁器械
经此单孔进出袁完成胸腔内手术操作遥 一般采用解剖
性肺段切除术袁处理步骤需根据肺裂发育情况及肺段
位置决定遥细小血管则使用结扎尧钛夹或超声刀处理袁
肺段动脉尧静脉及支气管的处理一般使用直线切割缝
合器袁 若因角度问题导致直线切割缝合器无法置入
时袁则使用角度更加灵活的可旋转切割缝合器遥 离断
段间肺组织时袁先临时夹闭靶支气管袁嘱麻醉师术
侧通气复张肺组织以判别界限袁对于侧支通气显著
无法鉴别者袁适当解剖肺静脉袁通过静脉属支走向
协助定位遥 手术要保证足够的切缘袁手术切缘距病
灶大于 圆 糟皂或大于病灶最大径遥 切除肺组织送快速
病理遥 本组 员圆 例标本术中病理均提示腺癌遥 然后行
晕员尧晕圆 淋巴结采样袁快速病理提示阴性后行系统淋巴
结清扫遥 术毕经原切口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遥
圆

结

果

员圆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袁无中转开胸遥 术后
病理检查结果均为腺癌袁 且病理分期均为玉粤 期遥
术中出血量 员园园耀猿园园 皂造袁平均渊员远园援园园 依 愿圆援缘园冤皂造曰
手术时间 员远园耀圆缘园 皂蚤灶袁平均渊员怨苑援缘园 依 源缘援员圆冤皂蚤灶遥
胸腔引流管拔除时间 圆耀远 凿袁平均渊猿援园 依 员援圆冤凿袁淋巴
结清扫数 员园耀员远 枚袁平均渊员员援源园 依 猿援圆苑冤枚遥 患者术后
恢复顺利袁仅 员 例持续漏气跃缘 凿袁无围手术期死亡遥
猿

讨

论

圆园员园 年 晕悦悦晕 临床实践指南把肺功能差的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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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泽刚等院单孔全胸腔镜肺段切除及淋巴结清扫术

癌患者或有其他合并症而不宜行肺叶切除者尧玉粤

一遥 本组证实袁全部患者均完成了系统淋巴结的清

期肺癌等作为肺段切除的适应证遥随着胸腔镜技术

扫袁经验是院腔镜放于切口上方袁采用头高脚低前倾

的不断发展袁胸腔镜下肺段切除也在国内外医疗机
构逐步开展袁并被证明是安全可行的遥 再葬灶早 等咱圆暂发

位有利于充分暴露隆凸下和气管旁区域遥分离食管
和右中间干支气管有助于右侧隆凸下淋巴结清扫遥

和活动能力有提高遥 在澡葬灶早 等咱猿暂认为对于肿瘤最大

三角形切开袁挑起奇静脉弓袁沿气管和主动脉浅面

现袁胸腔镜肺段切除术的并发症发生率尧肿瘤复发
率尧生存率与胸腔镜肺叶切除术相当袁术后肺功能

径约员 糟皂 的周围型肺癌袁胸腔镜肺段切除术与胸腔
镜肺叶切除术相比袁手术操作安全尧长期效果相当袁

右侧气管旁淋巴结清扫袁 充分打开奇静脉下方胸
膜袁奇静脉上缘尧腔静脉外侧缘和迷走神经内侧作
完整清扫 砸圆尧砸源 淋巴结遥
单孔肺段切除术的基本前提是保证手术并发

肿瘤的大小是影响术后无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遥
栽泽怎贼葬灶蚤 等 咱源暂 报道玉粤 期肺腺癌的患者可以行肺段

症发生率和术后生存率无明显影响袁所以病例选择
非常重要袁本文认为肺癌患者的手术适应证是肿瘤直

目前大部分外科医生行全胸腔镜肺段切除手
术入路采用三切口咱缘暂遥 鲍熠等咱远暂首次在国内报道了
单孔全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袁 即仅在 员 个 源耀缘 糟皂
的切口下不依靠任何撑开器完成肺叶切除术遥随着
对该术式的掌握及对国内外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
经验总结袁本院尝试开展单孔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
用于玉粤 期肺腺癌的治疗袁目前已完成 员圆 例袁效果
良好遥
本组选择在腋前线第 源 或 缘 肋间袁该部位主要
为肋间肌袁肌肉层次少袁弹性高袁且肋间隙宽袁操作
方便袁术后疼痛轻袁对感觉和运动影响较小遥由于只
有 员 个切口袁所有操作机械及胸腔镜均经此切口进
出袁增加了器械间的相互干扰袁本院的经验是扶镜
者与主刀者均位于患者前方袁腔镜大部分时间位于切
口后侧袁必要时根据术中情况进行调整袁尤其是在应
用切割缝合器处理肺段血管及支气管时遥 另外袁肺暴
露是否充分对于手术成败相当重要袁有时可根据术中
情况来摇动手术床从而获得最佳的手术视野遥
单孔肺段切除术需要术者精确掌握段支气管
和动脉间的关系以及可能的解剖异常袁 一旦管状
结构处理完毕袁 最困难的步骤是确定和处理段间
平面咱苑暂遥 由于肺段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显袁一般通过
暂时阻断相应的段支气管后由麻醉师进行术侧通
气袁膨胀与萎陷肺组织交界处为肺段边界遥 对于部
分肺气肿患者袁由于肺泡之间存在交通袁上述方法
难以确定肺段边界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可以通过进一
步解剖相应的肺段静脉属支来协助确定肺段之间
的分界咱愿暂遥
胸腔镜下是否能达到系统淋巴结清扫一直是
争论的焦点袁 而对于单孔胸腔镜手术也是难点之

转移遥 对于病灶较大或者切缘不能保证者袁快速冰冻
切片提示淋巴结阳性者袁则不宜采用此方法遥
综上所述袁对于玉粤 期肺腺癌患者袁单孔胸腔
镜肺段切除加系统淋巴结清扫可进一步提高微创
技术的优势袁且是完全可行的袁但由于病例数较少袁
其远期效果尚待进一步研究遥

切除袁其生存率与行肺叶切除的患者无差异遥

径约圆 糟皂袁病灶距离切缘跃圆 糟皂袁且无肺门纵隔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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