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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悦栽 示院右肾肾小球滤过率渊郧云砸冤缘缘援源 皂蕴 辕 皂蚤灶袁左

肾患者 员 例袁 行后腹腔镜左侧活体供肾切取术袁现

肾 郧云砸 源源援苑 皂蕴 辕 皂蚤灶袁故选择左肾为供肾遥 中下腹

员

续袁行走于腹主动脉左侧袁于肠系膜上动脉稍下方

报告如下遥

病例资料

增强 悦栽 示院 下腔静脉于 蕴源 水平由左髂总静脉延

平面横跨腹主动脉袁 于腹主动脉右侧继续上行注

供者袁男袁远圆 岁袁因野自愿为其女供肾冶入院遥 查
体无特殊遥 实验室检查院尿常规无明显异常遥 双肾

入右心房遥 右肾静脉跨过腹主动脉前方回流下腔
静脉渊图 员冤遥

月

粤

悦

粤院下腔静脉走行于腹主动脉左侧曰月院下腔静脉于肠系膜上动脉下方横跨腹主动脉曰悦院解剖示意图袁淤院腹主动脉曰于院下腔静脉曰盂院左肾静

脉曰榆院左肾上腺静脉曰虞院左睾丸静脉曰愚院左肾曰舆院左肾上腺曰余院左肾动脉遥

图员

供者腹部增强 悦栽 检查

手术方式院全身麻醉后袁常规留置导尿管遥 患者

腔静脉行于左侧腰大肌前面尧腹主动脉左侧袁并于

取右侧卧位袁抬高腰桥袁取左腋中线髂嵴上 圆 糟皂 做

肠系膜上动脉稍下方水平呈野泽冶形移行至腹主动脉

膜推向腹侧遥 自制气囊 愿园园 皂蕴 扩张腹膜后腔遥 分别

脉至下腔静脉处袁可见左侧睾丸静脉和肾上腺中央

小切口袁逐层分离至腹膜后间隙袁术者以手指将腹
在腋前线肋缘下尧腋后线肋缘下及平脐平面作小切
口袁置入穿刺套管及操作器械袁髂嵴上小切口内置
入穿刺套管及观察镜遥 充入二氧化碳形成人工气

腹袁维持压力 员缘 皂皂 匀圆韵遥 打开 郧藻则燥贼葬 筋膜袁以背
侧尧上极尧外侧尧腹侧顺序游离左肾袁显露肾门袁见下

咱基金项目暂

吴阶平医学基金资助渊猿圆园远苑缘园员猿员员远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凿燥糟贼燥则躁曾遭岳灶躁皂怎援藻凿怎援糟灶

鄢

右侧渊图 圆冤遥 游离肾动脉至腹主动脉遥 继续分离肾静

静脉均回流入左肾静脉与下腔静脉交汇处附近遥 分
别以 匀藻皂鄄燥鄄蕴燥噪 夹闭并切断上述静脉遥 游离肾脏下

极袁并游离输尿管大约 员园 糟皂遥 以腋前线两穿刺套管

连线为切口袁逐层切开至腹内斜肌遥 再次置入腔镜

设备袁匀藻皂鄄燥鄄蕴燥噪 双重结扎下段输尿管后远端切断袁

匀藻皂鄄燥鄄蕴燥噪 双重结扎并离断左肾动脉及左肾静脉遥
迅速切开已做好的切口袁取出肾脏袁交由修肾组低
温灌注保存遥 本例热缺血时间约 员 皂蚤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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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尿尧腰背部疼痛等遥 若无下腔静脉明显压迫袁可无
任何症状袁仅在尸检或手术时偶然发现袁例如本例遥

静脉造影曾是下腔静脉异常诊断的金标准 咱员暂袁

为有创检查遥随着 悦栽 和 酝砸陨 技术的不断进步袁有创

检查逐渐被取代遥 几乎所有病例均在影像学检查袁
尤其是在 悦栽 或 酝砸陨 检查中偶然发现遥 增强 悦栽 检

查后发现腹主动脉左侧与之相伴行的静脉血管影袁
向上汇入左肾静脉袁腹主动脉右侧无正常的下腔静
淤院下腔静脉曰于院左肾静脉曰盂院左肾动脉曰榆院腹主动脉遥

图 圆 术中照

圆

讨

脉即可诊断为左下腔静脉畸形袁该病例的下腔静脉
畸形即属此类遥 当患者存在相关症状袁影像学表现
为下腔静脉畸形时袁还应评估血流动力学尧静脉压
力差等指标袁 进一步明确是否需要治疗及制定治疗

论

方案遥 应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选择相应的治疗措施袁

正常下腔静脉是由左尧 右髂总静脉在 蕴源尧缘 椎

包括随访观察尧 抗凝尧 血管内支架成形术或外科手

上行袁经肝脏的腔静脉沟袁穿过膈的腔静脉孔进入

左侧下腔静脉畸形增加了供肾切取术的难度袁

体右前方汇合而成袁沿腹主动脉右侧和脊柱右前方
胸腔遥 再穿纤维心包注入右心房遥 其属支分为壁支

和脏支袁壁支包括 员 对膈下静脉和 源 对腰静脉遥 脏
支包括肝静脉尧右肾上腺静脉尧双侧肾静脉尧右侧性
腺静脉遥 本例下腔静脉于肠系膜上动脉稍下方平面
由腹主动脉左侧横跨腹主动脉至其右侧继续上行袁
右肾静脉跨过腹主动脉前方回流入下腔静脉袁而左
侧性腺静脉和肾上腺中央静脉分别汇入左肾静脉
根部的下腔静脉遥

下腔静脉胚胎发育发生于第 远耀愿 孕周袁在此期

间易发生解剖变异袁发生率约 源援园豫 遥 畸形种类目
咱员暂

术尧下腔静脉滤器植入尧导管接触溶栓尧抽栓等咱员缘暂遥

术前应常规行 悦栽 血管造影袁 明确肾门附近血管的
走行尧分支情况遥 正常左肾静脉较右侧长袁平均长度

远援员愿 糟皂咱员远暂遥 左侧下腔静脉畸形患者由于左肾距离下

腔静脉更近袁 导致左肾静脉长度较正常人明显缩短袁
因此应尽可能切取足够长度的肾静脉以备移植时血
管吻合遥 在左肾静脉注入下腔静脉根部约 员 糟皂 处夹
闭并离断左肾静脉遥 肾静脉一般口径大尧管壁薄袁在
根部游离左肾静脉时需要仔细袁 避免损伤下腔静
脉遥 此处注意事项类似于分离正常下腔静脉患者的
右肾静脉遥 通常左肾静脉汇入下腔静脉前还接受左

前尚无统一标准袁据国内外报道袁包括下腔静脉缺

侧肾上腺中央静脉和左性腺静脉的回流袁但在左下

如尧左下腔静脉尧双下腔静脉尧下腔静脉肝段缺如伴

腔静脉畸形的患者中袁这些血管常直接回流到下腔

奇静脉回流尧下腔静脉肾后段缺如尧环主动脉左肾

静脉袁然而汇入的部位变异较大袁因此在手术解剖

静脉及主动脉后左肾静脉 遥 最常见类型为双下腔
咱圆暂

静脉及左下腔静脉畸形 遥 畸形的发生与胚胎期的后
咱猿暂

主静脉尧下主静脉和上主静脉有关咱源暂遥 左下腔静脉畸

时需要特别注意袁避免误伤或漏扎袁造成出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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