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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辅助腹腔镜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的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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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探讨手辅助腹腔镜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 2016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 12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手术时间、手术切口长度、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肠道恢复功能时间以

及住院时间。结果：12 例患者均成功完成手辅助腹腔镜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
无中转开腹，
无围手术期死亡。手术时间（167
± 18）min，
手术切口长度（6.57 ± 1.1）cm，
术中出血量（225.56 ± 31.5）mL，淋巴结清扫数目（16.5 ± 3.2）枚，术后肠道恢复功能时间

（3.5 ± 1.5）d，住院时间（8.6 ± 1.2）d。均未出现吻合口漏、出血、切口感染等术后并发症，恢复良好。结论：手辅助腹腔镜胃癌
根治性全胃切除术安全可行，
预后较好，淋巴结清扫范围和数目均能够达到根治性胃癌手术的标准，
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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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我国，其发
病率和病死率均位居第 2 位［1］。外科手术是治疗胃
癌的主要手段［2］。日本 Kitano 等［3］在 1994 年首次采
用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胃癌。腹腔镜胃癌手术以
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等优势在临床上得到较为
广泛的应用，其适应证也不断扩大，已从早期胃癌
扩展至进展期胃癌。然而，由于胃周血供丰富、解
剖层次多、淋巴清扫复杂以及腹腔镜操作视野较窄
和缺乏手感等特点，导致其技术难度高，学习曲线
长。手辅助腹腔镜手术（hand⁃assisted laproscopics
surgery，HALS）作为腹腔镜手术的一个重要类型，是
指术者经特定的手辅助装置将一只手伸入腹腔，
同
时保持气腹，
配合腹腔镜器械完成手术。HALS 结合
了开腹手术的传统优点，
恢复了手的触觉功能，
降低
手术难度，
减少中转开腹，
兼有腹腔镜手术的微创优
势。本文回顾性分析实施手辅助腹腔镜胃癌根治性
全胃切除术的12例患者资料，
现报道如下。
1

1.1

对象和方法

对象
收集 2016 年 5 月—2017 年 5 月本院成功完成的
12 例手辅助腹腔镜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患者的
临床资料，其中，男 8 例、女 4 例。年龄 33~70 岁，平
均年龄为 52 岁。肿瘤部位：胃体大弯侧 3 例、胃体
小弯侧 6 例、贲门 3 例。组织学分型：低分化型 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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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化型 4 例、高分化型 1 例。根据 2010 年第 7 版
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胃癌 TNM 分期标准：ⅠA 期
4 例、ⅢA 期 5 例、ⅢB 期 3 例。
1.2 方法
术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手术分为 3 个部分，准
备及探查、淋巴结清扫以及消化道重建，具体措施
为：①准备及探查：患者取“大”字位，于剑突与脐部
之间作一长 6~8 cm 纵向切口，并将蓝蝶手助器放置
其中。脐孔下方置入 10 mm Trocar（套管针）建立气
腹并作为观察孔，气腹压力维持在 12~15 mmHg，手
术操作者于患者右侧，左手经手助器放入腹腔中，
助手站于左侧，扶镜手站于两腿之间。检查并确定
肿瘤位置、尺寸以及浸润程度，并对手术的可行性
进行评估并确定手术方案。然后在右侧平脐锁骨
中线处置入 12 mm Trocar 作为主操作孔，左侧对称
于主操作孔及肋弓下缘与腋前线交点处分别置入
5 mm Trocar 作为辅助操作孔。②淋巴结清扫：沿横
结肠上缘将大网膜和胃结肠韧带游离，并将结肠系
膜前叶分离。使用超声刀沿横结肠将胃结肠韧带
与脾侧大网膜分离，同时将胰腺尾部被膜和胃网膜
左血管分离并切断。将胃短血管横断并清扫淋巴
结。将胃以及网膜组织托起，并使用食指在胃裸区
对后腹膜进行钝性分离，并于胰腺上缘以及脾动脉
上方清扫淋巴结。将胃冠状静脉与胃左动脉分离，
清扫淋巴结并切断血管。向上分离直至贲门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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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紧邻肝左叶脏面部分与肝胃韧带进行分离，同
时清扫淋巴结。将食管下端游离并清扫附近的淋
巴结。分离胰腺头部以及体部被膜至胰腺上缘，并
沿胰腺上缘进行淋巴结清扫。清扫十二指肠动脉
和幽门处的淋巴结并离断胃网膜右血管。将幽门
上和肝动脉分离，离断胃部右血管并且清扫淋巴
结。③消化道重建：采用 Roux⁃en⁃Y 食管空肠吻合
术（esophagogastrectomy with Roux⁃en⁃Y）。行全胃
切除后，距屈氏韧带约 20 cm 处切断空肠，上提远端
空肠与食管采用圆形吻合器行端侧吻合，近断端空
肠与距食管空肠吻合口 45~60 cm 的远断端空肠行
侧侧吻合，
关闭系膜裂隙。
观察手术时间、手术切口长度、术中出血量、淋
巴结清扫数目、术后肠道恢复功能时间、住院时间
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手术视野暴露困难、术中出血处理困难、手术时间

2

术程序为：首先做上腹部探查切口，与开腹手术一

结 果

12 例患者均成功完成手辅助腹腔镜胃癌根治
性全胃切除术，手术时间 140~190 min，平均（167 ±
18）min；手术切口长 6~8 cm，平均（6.57 ± 1.10）cm；
术中出血量 100~390 mL，平均（225.56 ± 31.5）mL；
手术清扫淋巴结 12~34 枚，平均（16.5 ± 3.2）枚；术后
肠道恢复功能时间 3~7 d，平均（3.5 ± 1.5）d；住院时
间为 7~11 d，平均（8.6 ± 1.2）d。所有患者术后均未
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手术预后情况较为理想。
3

讨 论

本组 12 例患者均顺利实施手辅助腹腔镜胃癌
根治术，无中转开腹，术后病理未发现切缘肿瘤残
留，并且未发生切口感染、出血、吻合口漏和吻合口
狭窄等术后近期并发症。手术中清扫的淋巴结数
目均值为（16.5 ± 3.2）枚。由此可见，手辅助腹腔镜
胃癌根治术安全性高，符合根治性手术操作规范，
与已报道的研究结果相似［4-5］。本研究的 12 例胃癌
患者的手术切口长度均值为（6.57 ± 1.1）cm，术后胃
肠功能恢复平均时间为（3.5 ± 1.5）d，术后住院平均
时间为（8.6 ± 1.2）d，显著优于传统开腹手术，具有
微创优势。
Hu 等［6］研究结果提示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治
疗进展期胃癌可由患者数目较多的大型医院的经
验丰富的外科医师谨慎实施，但仍需关注临床研究
进展，直到证实其长期疗效。可能的原因是腹腔镜

长、学习曲线较长和淋巴结清扫复杂；以及腹腔粘
连、肿瘤体积大侵犯临近器官和淋巴结肿大融合增
加了操作难度［7］。相比于腹腔镜胃癌根治术，HALS

手术恢复了手的触觉，加强手眼协调性，便于了解
肿瘤病灶的程度及转移状况，能够提高探查的效
率。同时，辅助手的参与便于牵拉和暴露解剖部
位，分解粘连，确定大血管位置及控制意外出血，减
少术中出血量，降低中转开腹率。尤其对于腹腔干
及其分支周围的淋巴结清扫，HALS 胃癌根治术可
借助手的灵活性，利用手背撑起胃和网膜组织，手

指进行钝性分离牵拉，再结合超声刀的使用，清扫

胰腺上缘的 No.7、8a、9 和 11p 淋巴结，较腹腔镜手术

更为简便、安全，也利于提高淋巴结检出数和缩短
手术时间。此外，本研究中 HALS 胃癌根治术的手
致，直视下分离大网膜和横结肠系膜前叶，然后进
行腹腔镜手术，可简化手术过程，缩短手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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