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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微创切除进展尧困难与挑战
周平红鄢袁蔡明琰
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袁上海

咱摘

要暂

圆园园园猿圆冤

自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渊耘杂阅冤引进国内之后袁内镜切除领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遥 耘杂阅 作为治疗早期胃肠道肿瘤的首选

治疗得到了认可遥 本文对内镜切除领域的新进展进行了总结袁包括 耘杂阅尧隧道内镜技术尧内镜全层切除技术及其对应的缝合技

术袁并总结和展望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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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责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院粤凿增葬灶糟藻泽 葬灶凿 糟澡葬造造藻灶早藻泽

在澡燥怎 孕蚤灶早澡燥灶早鄢袁悦葬蚤 酝蚤灶早赠葬灶

渊耘灶凿燥泽糟燥责赠 悦藻灶贼藻则袁在澡燥灶早泽澡葬灶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袁云怎凿葬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杂澡葬灶早澡葬蚤 圆园园园猿圆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砸藻糟藻灶贼 赠藻葬则泽 澡葬增藻 憎蚤贼灶藻泽泽藻凿 贼澡藻 遭燥燥皂蚤灶早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 蚤灶 贼澡藻 枣蚤藻造凿 燥枣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袁藻泽责藻糟蚤葬造造赠 葬枣贼藻则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凿蚤泽泽藻糟贼蚤燥灶 渊耘杂阅冤 遭藻蚤灶早 蚤灶贼则燥凿怎糟藻凿 蚤灶贼燥 悦澡蚤灶葬援 耘杂阅 澡葬泽 遭藻藻灶 葬糟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凿 贼燥 遭藻 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鄄造蚤灶藻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燥枣 藻葬则造赠
早葬泽贼则燥蚤灶贼藻泽贼蚤灶葬造 糟葬灶糟藻则援 栽澡藻 灶藻憎 葬凿增葬灶糟藻泽 葬灶凿 糟澡葬造造藻灶早藻泽 蚤灶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 枣蚤藻造凿 泽怎糟澡 葬泽 耘杂阅袁贼怎灶灶藻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赠袁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枣怎造造鄄贼澡蚤糟噪灶藻泽泽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泽怎贼怎则蚤灶早贼藻糟澡灶蚤择怎藻 葬则藻 则藻增蚤藻憎藻凿 蚤灶 贼澡蚤泽 葬则贼蚤糟造藻援

咱Key words暂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曰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凿蚤泽泽藻糟贼蚤燥灶渊耘杂阅冤曰贼怎灶灶藻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赠渊贼澡蚤则凿 泽责葬糟藻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赠冤曰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枣怎造造鄄贼澡蚤糟噪灶藻泽泽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 渊耘云栽砸冤

消化内镜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一些疾病要要
要尤

其是消化道早期肿瘤袁带来了治疗方案上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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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远袁猿远渊员园冤院员员远员鄄员员远缘暂

的变革遥 上世纪 怨园 年代末袁在日本出现的内镜黏膜

下剥离术 渊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凿蚤泽泽藻糟贼蚤燥灶袁耘杂阅冤袁
用于治疗无淋巴转移风险或低转移风险的早期胃

癌袁以及其后出现的各种微创切除新技术袁使消化
内镜从传统辅助检查的地位袁跻身成为微创治疗的

主角遥 耘杂阅 技术在亚洲国家的推广与开展袁促使这

一技术不断完善袁 诊治流程也日趋合理和规范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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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 耘杂阅 技术为基础的一系列新兴技术的涌现更

注射的内镜切除新手段咱源原远暂遥 该方法受内镜超声检查

除领域的近年新进展作一述评袁并展望未来将面临

发袁可以避免内镜电切时伤及深层组织渊肌层冤遥 在

使这一技术焕发出新的魅力遥 本文将对内镜微创切
的困难与挑战遥
员

耘杂阅 治疗早期胃肠道肿瘤
早期胃肠道肿瘤是 耘杂阅 技术目前运用得最广

泛的指征遥 对于早期胃癌 耘杂阅 治疗的适应证目前较
为统一袁 采用 圆园员园 年日本胃癌协会制定的扩大适

应证袁即院淤不论病灶大小袁无合并溃疡存在的分化

型黏膜内癌曰于肿瘤直径臆猿园 皂皂袁合并溃疡存在的
分化型黏膜内癌曰盂肿瘤直径臆猿园 皂皂袁无合并溃疡
存在的分化型黏膜下癌渊浸润深度约缘园园 灶皂冤曰榆肿

瘤直径臆圆园 皂皂袁 无合并溃疡存在的未分化型黏膜
内癌咱员暂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由于日本使用的病理标准与

其他国家的不一致袁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适应证中部
分概念对临床指导中存在模棱两可的地方遥 日本国
内将胃癌分为院分化癌和未分化癌遥 而我国及欧美

绝大部分国家使用的都是 宰匀韵 的病理诊断标准袁

其中胃癌分为乳头状腺癌尧管状腺癌渊包括高分化尧
中分化尧低分化管状腺癌冤尧印戒细胞癌及其他少见
类型遥 因此袁对适应证中野未分化癌冶的理解袁也产生

了分歧袁日本标准中的野未分化癌冶与 宰匀韵 标准中

的对等概念到底是单指野低分化管状腺癌冶还是包

括野印戒细胞癌冶 钥 临床实践中对于低分化管状腺
咱圆暂

癌和印戒细胞癌也往往会建议患者行外科手术治

疗遥 这部分 耘杂阅 扩大适应证患者的长期预后仍在等
待大样本尧 多中心研究的数据支持内镜下治疗疗

效遥 因此袁在国内开展 耘杂阅 治疗时袁不仅需要一个强

大的内镜治疗团队袁更需要和病理团队的密切合作
与交流袁以及病理标准的均一性袁病理团队给出的
病理诊断直接影响最终治疗方案的选择和结果遥
内镜微创切除也为早期结直肠癌提供了一种
可选微创治疗方案袁但它的长期疗效是否等同于外
科手术疗效却鲜有报道遥 根据最近一项回顾性研

时黏膜层和黏膜下层野漂浮冶在水中这一现象的启

一项对大小在 员园耀猿园 皂皂 的结肠病变队列研究中袁
哉耘酝砸 和传统 耘酝砸 组分别有 员苑 例病例袁 初步结果

显示从短期疗效来看袁哉耘酝砸 和传统 耘酝砸 并不存在

显著差别袁 但是 哉耘酝砸 对于 圆园 皂皂 以上病变的 砸园
切除率明显差于传统 耘酝砸渊园豫 增泽援 源源援源豫冤咱苑暂遥 该技术
目前仍需要更多研究来检验其治疗安全性及疗效遥
圆

隧道内镜技术 渊也称第三间隙内镜袁贼澡蚤则凿 泽责葬糟藻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赠冤

要经口内镜
隧道内镜技术最经典的代表即要要

肌切开术 渊责藻则燥则葬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皂赠燥贼燥皂赠袁孕韵耘酝冤 咱愿原怨暂袁

为治疗贲门失弛缓症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可选治疗

手段遥 其安全性及短期疗效已经大量的报道证实袁
叶孕韵耘酝 白皮书曳的发表整理了目前关于 孕韵耘酝 的一

些比较被多数人认同的观点 咱员园原员员暂袁比如 孕韵耘酝 适应
证和禁忌证院在最初的研究中袁孕韵耘酝 仅运用于经典

型贲门失迟缓症渊即食管测压玉型和域型冤患者的
治疗袁而后陆续有小宗病例报道关注 孕韵耘酝 治疗其
他动力性疾病袁如弥漫性食管痉挛尧食管下段括约

肌高压尧芋型贲门失弛缓症尧胡桃夹食管等遥 孕韵耘酝
对这些疾病引起的进食困难有较好的缓解作用袁但

对疼痛的缓解不明显遥 在 孕韵耘酝 手术技术方面袁不
同的操作者有不同的偏好袁比如肌切开的位置选择
右前壁的 圆 点方向或是后壁 缘耀远 点方向袁全层肌切
开或是仅环状肌切开遥 本中心回顾性研究了 员园猿 例

全层肌切开病例和 员猿员 例环状肌切开病例袁发现全

层肌切开的手术时间显著小于环状肌切开的手术
时间袁而疗效尧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术后胃食管返

流的发生率在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咱员圆暂遥 对于手术
操作细节袁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异袁如同时建立

黏膜下隧道和肌切开咱员猿暂尧水下建立黏膜下隧道预防气
体相关并发症咱员源暂遥 本中心对 猿园园 例 孕韵耘酝 术后常规

究袁 研究者比较了 员远愿 例接受内镜治疗和 苑园 例手

检查胸部 悦栽 的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袁 术后常

愈切除率均为 怨员援员豫袁 后者的完整切除率和治愈性

者有选择性地检查胸部 悦栽遥纵隔气肿尧皮下气肿尧局

术治疗早期结直肠癌的疗效袁前者完整切除率和治

规行胸部 悦栽 的意义不大袁 建议对术后有症状的患

切除率为 员园园豫袁 在中位随访时间长达 猿 年的随访

灶性肺不张等阳性发现无需临床处理遥 并且袁研究

在显著差异袁分别为 圆 凿 和 员园 凿遥 因此袁研究者建议内

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咱员缘暂遥 孕韵耘酝 的适应证在不断地更

中袁两组的复发率无显著差异袁但中位住院时间则存

发现 孕韵耘酝 术中使用二氧化氮灌注可以降低气体

镜治疗应成为早期结直肠癌的首选治疗方案咱猿暂遥

新袁 在治疗儿童贲门失迟缓症方面也有较好的疗

皂怎糟燥泽葬造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袁哉耘酝砸冤是一种可以不进行黏膜下

例儿童贲门失迟缓症患者的疗效袁发现 孕韵耘酝 和球

水下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渊怎灶凿藻则憎葬贼藻则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效遥 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 孕韵耘酝 或球囊扩张对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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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扩张的短期疗效相当袁中长期疗效 孕韵耘酝 优于球

有效性咱圆园原圆圆暂遥 杂栽耘砸 技术是通过在病变部位的口侧端

孕韵耘酝 手术的长期疗效及远期并发症的发生率

隧道袁并逐步剥离达到肿瘤部位远端 圆耀猿 糟皂袁充分

囊扩张咱员远暂遥

缘 糟皂 处切开黏膜袁在黏膜下层进行剥离建立黏膜下

仍在观察中袁根据 陨灶燥怎藻 的最新随访资料袁在随访超

暴露肿瘤后袁直视下将肿瘤完整切除袁然后经由隧

过 猿 年的患者中袁孕韵耘酝 术后症状的缓解率仍高达

道取出肿瘤袁最后关闭隧道入口黏膜遥 该技术的优

怨源援苑豫遥 有症状的胃食管返流病例占 员远豫袁需要服用

势在于极大程度保留了肿瘤表面的黏膜袁形成天然

质子泵抑制剂的患者占 缘豫咱员苑暂遥 尽管目前患者的预

的屏障袁避免了消化道漏的发生遥

后结果令人振奋袁 但 孕韵耘酝 仍有一些待阐明的问

经口内镜黏膜下幽门肌切开术 渊责藻则燥则葬造 藻灶凿燥鄄

题袁 如更长期的疗效及并发症的随访结果袁 影响

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责赠造燥则燥皂赠燥贼燥皂赠袁孕耘杂孕袁又称 郧鄄孕韵鄄

造造藻则 手术的前瞻性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还有待进一

员冤袁其基本技术要点与 孕韵耘酝 及 杂栽耘砸 相似院在胃大

孕韵耘酝 疗效的危险因素袁孕韵耘酝 与球囊扩张及 匀藻造鄄

耘酝冤是另一个具有运用前景的隧道内镜技术 渊图

步研究遥

弯侧离幽门口 缘 糟皂 处建立隧道 咱圆猿暂渊另有报道选择

贼怎灶灶藻造蚤灶早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袁杂栽耘砸冤用于治疗消化

肌的环状肌切开袁完成肌切开后退出隧道袁关闭黏

的遥 本中心首先在国际上报道运用 杂栽耘砸 方法切除

议袁主要运用于糖尿病胃轻瘫患者袁在部分患者中行

同部位的 杂栽耘砸 进行了总结

患者的选择仍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袁目前它的适

内 镜 经 黏 膜 下 隧 道 肿 瘤 切 除 术 渊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圆 糟皂 处咱圆源暂冤袁黏膜下分离至幽门处袁行保留外侧纵行

道固有肌层肿瘤袁 是受 孕韵耘酝 技术的启发而开展

膜入口遥近两年已经有零星临床病例报道见诸国际会
郧鄄孕韵耘酝 手术后袁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袁但目前对于

来源于固有肌层的上消化道肿瘤获得成功袁并对不

遥 随后有不同的研

咱员愿原员怨暂

究小组也纷纷报道他们的结果袁证实了其安全性和

应证正在探寻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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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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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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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术前检查幽门狭窄袁胃镜通过阻力大曰月尧悦院于幽门上方 缘 糟皂 处建立黏膜入口渊玉型海博刀袁耘砸匀耘袁德国冤曰阅尧耘院建立黏膜下隧道并全层

切开肌肉曰云院术后幽门口扩张明显袁胃镜通过无阻力曰郧尧匀院使用新型内镜缝合设备缝合黏膜入口渊韵增藻则泽贼蚤贼糟澡栽酝袁 粤责燥造造燥 耘灶凿燥泽怎则早藻则赠袁美国冤遥

图员

云蚤早怎则藻 员

猿

郧鄄孕韵耘酝 手术治疗近端胃切除术后幽门狭窄

栽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燥枣 郧鄄孕韵耘酝 枣燥则 责赠造燥则蚤糟 泽贼藻灶燥泽蚤泽 葬枣贼藻则 责则燥曾蚤皂葬造 早葬泽贼则藻糟贼燥皂赠

黏膜下肿瘤渊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贼怎皂燥则泽袁杂酝栽泽冤与内镜

全 层 切 除 术 渊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枣怎造造鄄贼澡蚤糟噪灶藻泽泽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袁
耘云栽砸冤

随着对胃肠道黏膜下肿瘤治疗的成熟袁技术上

积累了较多经验遥 除了利用建立黏膜下隧道的方

法袁 早在 圆园员员 年本中心便报道了在无腹腔镜辅助
下的内镜全层切除治疗 圆远 例胃 杂酝栽泽咱圆远暂遥 切除的肿

瘤平均大小为 圆援愿 糟皂渊员援圆耀源援缘 糟皂冤遥 平均手术时间

为 员园缘 皂蚤灶渊远园耀员源缘 皂蚤灶冤遥无 员 例出现并发症或转外

不免变得更加激进袁出现了 耘云栽砸遥 实际上与日本相

科手术治疗遥 对于困难部位的 杂酝栽泽袁比如胃食管结

是良性 杂酝栽泽

中心对 员源猿 例起源于固有肌层的 耘郧允 杂酝栽泽 行 耘杂阅

比袁 国内开展 耘杂阅 之初近一半的 耘杂阅 手术切除的

袁因此国内的内镜医师对治疗 杂酝栽泽

咱圆缘暂

合部渊耘郧允冤袁耘杂阅 也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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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遥 其完整切除率为 怨源援源豫渊员猿缘 辕 员源猿冤袁术中穿孔

咱苑暂 蕴蚤增藻则葬灶贼 酝袁再蚤责 月袁运憎葬噪 晕袁藻贼 葬造援 哉灶凿藻则憎葬贼藻则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夹成功缝合遥 远 例穿孔患者中袁源 例出现气腹袁圆 例出

糟怎则葬贼蚤增藻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 贼澡葬灶 糟燥灶增藻灶贼蚤燥灶葬造 耘酝砸 贼藻糟澡灶蚤择怎藻院

率为 源援圆豫渊远 辕 员源猿冤袁 术中穿孔均在内镜下使用金属
现气胸袁均予非手术方式成功处理遥 在长达 圆 年的

随访过程中袁未发现复发和残留病例 咱圆苑暂遥 开展 耘杂阅

或 耘云栽砸 治疗 杂酝栽泽袁 依赖于可靠的内镜缝合技术袁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仍是基于金属夹的缝合技术遥 对

于单纯金属夹无法关闭的大创面袁可以尝试金属夹

辅以尼龙绳的荷包缝合法咱圆愿暂遥 当然袁一些新型器械

的出现袁 也为内镜下缝合技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袁

比如 韵栽杂悦 系统渊韵增藻则鄄栽澡藻鄄杂糟燥责藻 悦造蚤责袁韵增藻泽糟燥 公司袁
德国冤 咱圆怨原猿圆暂和 韵增藻则泽贼蚤贼糟澡 系统渊粤责燥造造燥 耘灶凿燥泽怎则早藻则赠 公
司袁美国冤咱猿猿原猿源暂渊图 员郧耀匀冤遥

内镜切除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离不开一个趋

要为患者提供更快速尧更简便尧更安全尧更微创
势要要

的治疗方法遥 然而袁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面临的挑战
和亟需解决的问题院淤如何进一步提高消化道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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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圆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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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员冤院员原员缘

咱员员暂 杂贼葬增则燥责燥怎造燥泽 杂晕袁阅藻泽蚤造藻贼泽 阅允袁云怎糟澡泽 运匀袁藻贼 葬造援 孕藻则鄄燥则葬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皂赠燥贼燥皂赠 憎澡蚤贼藻 责葬责藻则 泽怎皂皂葬则赠 咱允暂援 杂怎则早 耘灶鄄
凿燥泽糟袁圆园员源袁圆愿渊苑冤院圆园园缘原圆园员怨

早期发现率曰于进一步规范各种内镜切除技术渊包

咱员圆暂 蕴蚤 匝蕴袁悦澡藻灶 宰云袁在澡燥怎 孕匀袁藻贼 葬造援 孕藻则燥则葬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皂赠鄄

南曰盂内镜操作医生的各项内镜切除技术专业化培

贼蚤增藻 泽贼怎凿赠 燥枣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枣怎造造鄄贼澡蚤糟噪灶藻泽泽 葬灶凿 糟蚤则糟怎造葬则 皂怎泽鄄

至是腔外袁内镜配套器械应该如何开发都是亟待解

咱员猿暂 蕴蚤怎 月砸袁杂燥灶早 允栽袁韵皂葬则 允酝援 灾蚤凿藻燥 燥枣 贼澡藻 皂燥灶贼澡咱允暂援 粤皂 允

括 耘杂阅尧耘云栽砸尧 隧道内镜等冤 的应用指征和治疗指
训规范等 咱圆缘暂曰榆随着内镜由腔内走向第三间隙袁甚

决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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