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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腹腔镜技术和器械的不断发展，全腹腔

镜下胃癌根治术在临床广泛开展，主要包括全腹腔镜下近端

胃重建术、远端胃癌根治术和全胃切除术等，消化道重建是

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的关键环节，也是手术的难点所在。

全腹腔镜下手术较小切口辅助手术创伤更小，手术视野更加

开阔。目前，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已得

到初步证实。在保证肿瘤根治性前提下，以最少的创伤与最

安全的吻合给患者带来最大获益是全腹腔镜手术发展方向。

全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消化道重建方式主要为Billroth⁃Ⅰ
式三角吻合、Billroth⁃Ⅱ式吻合和胃空肠 Roux⁃en⁃Y 吻合。

Billroth⁃Ⅰ式三角吻合的应用须严格把握适应证，而胃空肠

Roux⁃en⁃Y吻合近年来有增多趋势，Billroth⁃Ⅱ式+Braun吻合

与非离断（Uncut）Roux⁃en⁃Y吻合较Roux⁃en⁃Y吻合更简单易

行，在全腹腔镜下操作时更易于掌握。全腹腔镜下近端胃重

建术包括食管残胃吻合、食管管状胃吻合和间置空肠吻合

等。全腹腔镜全胃切除术消化道重建可分为腔内直线切割

闭合器吻合与圆形吻合器吻合两种方式，当前对各类应用直

线切割闭合器进行重建的关注多于圆形吻合器。为更好的

服务于临床，本文就各术式的腔内吻合技术和消化道重建进

展进行综述，为临床医生提供选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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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aparoscopic skills
and instruments，totally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 has become widely used in the clinic，mainly including
totally laparoscopic proximal gastric reconstruction，distal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 and total gastrectomy. Digestive
tract reconstruction is the key procedure of totally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 Totally laparoscopic surgery has
less trauma and better visualization than reconstruction in a
small incision. At present，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totally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 have been
preliminarily confirmed. However，higher level of evidence is
need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long ⁃ term oncologic efficacy.
In the future，it is possible for patients to best benefit from
totally laparoscopic surgery with minimal trauma， safe
anastomosi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radical resection of gastric
cancer. The digestive tract reconstruction includes Delta
anastomosis （Billroth I） ，Billroth II anastomosis，and
gastrojejunal Roux ⁃ en ⁃ Y anastomosis in totally laparoscopic
distal gastrectomy（TLDG）. Billroth I with delta anastomosis
has strict indications in TLDG. Gastrojejunal Roux ⁃ en ⁃ Y
anastomosis is now more popular. Billroth II with Braun
anastomosis and uncut Roux ⁃ en ⁃ Y anastomosis is technically
easier to carry out in TLDG than Roux ⁃ en ⁃ Y. Totally
laparoscopic proximal gastric reconstruction includes
esophagogastric stump anastomosis，esophagogastric tubular
anastomosis and interposition jejunostomy. The digestive tract
reconstruction includes anastomosis using linear stapler and
circular stapler in totally laparoscopic total gastrectomy
（TLTG）.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clinic，we review the
progress of different endoscopic anastomotic techniques and
digestive tract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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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消化系统常见恶性肿瘤，发病率和病死率居恶性

肿瘤第 2位，既往治疗手段以外科手术切除为主［1］。随着医

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因其微创优势、手

术相关并发症不断降低、手术指征不断扩大，在世界范围内

得到广泛推广。自日本学者Kitano等［2］于 1994年首次报道

将腹腔镜应用于早期胃癌根治术后，腹腔镜胃癌手术发展至

今已有 20 余年历史。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胃癌治疗指南（2018.
V1版）指出，对于进展期胃癌，小样本研究及大样本回顾性

研究报道腹腔镜手术与开放手术相比，近期疗效有优势，远

期疗效相当［3］。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淋巴结清扫在腹腔镜下

进行，而消化道重建经上腹部小切口。近年来，随着三角吻

合（Delta吻合）、非离断（Uncut）Roux⁃en⁃Y等腹腔镜技术的不

断发展及OrVil等器械的逐步革新，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

的临床应用日益广泛［4］。最为经典的是Delta吻合，其利用

腹腔镜下直线切割闭合器实施胃及十二指肠后壁的端对端

功能性Billroth⁃Ⅰ式吻合。为了改善食管空肠功能性端端吻

合的缺陷，“Overlap”（重叠式）的食管空肠侧侧吻合方式对

原有的方式进行了改良，避免了空肠壁的过度挪动，减少了

吻合口的张力。尽管如此，术后患者失去了消化道原有的完

整性，可造成反流性食管炎、倾倒综合征等术后并发症，对患

者预后造成一定影响。因此，选择合理的消化道重建方式尤

为重要。现将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腔内吻合技术和消化

道重建进展综述如下。

一、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

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较传统开放手术切除和

小切口辅助重建创伤更小，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更快，尤

其适用于肥胖患者。常见的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

后消化道重建方式包括Billroth⁃Ⅰ式吻合、Billroth⁃Ⅱ式吻

合、Roux⁃en⁃Y吻合、Uncut Roux⁃en⁃Y吻合和三角吻合等。

1. Billroth⁃Ⅰ式吻合：Billroth⁃Ⅰ式吻合可保留消化道正

常生理结构，1881年，Billroth首次将该腔内吻合技术应用于

远端胃大部切除［5］。目前仍有较多胃癌治疗中心将其作为

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的首选消化道重建方式，但同时

Billroth⁃Ⅰ式吻合适应证较严格，主要适用于距离幽门＞2 cm
的胃下部早期癌［5］。Delta吻合是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吻合方

式，通过直线切割吻合器将残胃与十二指肠后壁端端吻合，

因吻合口呈现为三角形，故称为三角吻合，也称Delta吻合。

黄昌明和林密［6］研究显示，该技术具有更佳的手术视野，大

大降低了全腹腔镜下Billroth⁃Ⅰ式吻合的难度，目前已被越

来越多的医院接受并开展。Kanaya等［7］对100例行该吻合方

式的患者平均随访 54.9个月，发现采用该吻合方式后，吻合

口内腔较大，患者能够较早、较大量地进食，而且不增加倾倒

综合征的发生，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短、长期效果。然而，

Delta吻合仍存在某些局限性，术中要求十二指肠残端保留

部分不能过短，同时对手术操作要求较高。因此，在选择时

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和术者操作经验综合考虑［8］。由于

Delta吻合在处理幽门较大肿瘤时，十二指肠残端难以保留

足够切缘，术后吻合口张力较高。因此，有学者提出了

Overlap改良吻合法，在胃大弯侧和十二指肠闭合端各切开

一小孔侧侧吻合，有效降低了术后吻合口张力［9］。

2. Billroth⁃Ⅱ式吻合：为解决Billroth⁃Ⅰ式吻合术后吻合

口张力较大的问题，1885年，Billroth首次将Billroth⁃Ⅱ式吻

合应用于进展期远端胃癌的治疗。Ke等［10］对 135例胃癌患

者采用全腹腔镜下Billroth⁃Ⅱ式吻合，术后 3年总生存率达

81.9%。全腹腔镜下Billroth⁃Ⅱ式吻合多将结肠前胃后壁或

胃大弯侧与空肠侧侧吻合，改变了消化道正常生理结构，因

此一旦出现并发症，往往较严重，其中输入袢梗阻、内疝所引

起的十二指肠残端漏必须二次手术；无法避免碱性反流性胃

炎、吻合口炎的发生，残胃癌的发生率较高［11］。为减轻胆汁、

胰液对吻合口的刺激，马有伟等［12］将 Billroth⁃Ⅱ式吻合与

Braun吻合相结合，通过输入袢和输出袢短路吻合，有效降

低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基于生活质量的考虑，日本胃外科

医生目前较少选择Billroth⁃Ⅱ式吻合；但该术式在中国、韩国

应用仍较多，特别是腹腔镜下操作，较其他吻合方式更安全

快捷［13］。

3. Roux⁃en⁃Y吻合：Roux⁃en⁃Y吻合是在胃大部切除后，

将十二指肠残端封闭，在距 Treitz韧带以远 10～15 cm处离

断空肠，距残胃⁃空肠吻合口30 cm处，分别于近端空肠及远

端空肠对侧系膜缘开口置入线性吻合器的两臂，击发完成

空肠⁃空肠侧侧吻合，检查吻合口无活动性出血后再用线性

吻合器或手工缝合关闭共同开口。Nakauchi 等［14］首次将

Roux⁃en⁃Y吻合应用于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该术式

操作复杂、吻合口多，术后吻合口漏发生概率大，但Roux⁃en⁃Y
吻合术后反流性胃炎发生率较Billroth⁃Ⅰ式吻合和Billroth⁃Ⅱ
式吻合明显降低。Okabe 等［15］对 82 例远端胃癌患者行

Roux⁃en⁃Y吻合，随访 21个月，2例患者出现胃空肠吻合口

漏，2例患者出现十二指肠残端漏，2例患者出现Roux淤滞综

合征，无反流性胃炎发生。全腹腔镜下的Billroth⁃Ⅱ式吻合操

作方便，多采用结肠前胃后壁或胃大弯侧与空肠行侧侧吻合，

对于早期的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4.Uncut Roux⁃en⁃Y吻合：Uyama等［16］首次提出将Billroth⁃Ⅱ
式吻合、Braun吻合、输入袢阻断结合在一起，命名为Uncut
Roux⁃en⁃Y 吻合，见图 1。随着腹腔镜技术不断完善，腹腔

镜下Uncut Roux⁃en⁃Y吻合临床应用日益广泛，但Roux⁃en⁃Y
吻合易发生以“恶心、呕吐、腹胀”为突出表现的Roux淤滞综

合征。由于该术式未离断空肠及系膜，不关闭系膜裂孔，小

肠电节律连续性未中断，术后Roux淤滞综合征发生率得以

降低，此外，由于该吻合方式操作步骤简化，手术难度降低，

手术时间得以缩短，术中出血量也明显减少。Ludwig等［17］对

45例远端胃癌患者采用Roux⁃en⁃Y吻合，对28例远端胃癌患

者采用Uncut Roux⁃en⁃Y吻合，结果表明：后者手术时间明显

短于前者，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前者。全腹腔镜下 Uncut
Roux⁃en⁃Y吻合与传统的Roux⁃en⁃Y吻合相比，因不切断空肠

及系膜，且不需要关闭系膜裂孔，其手术时间明显缩短，术中

出血明显减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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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腹腔镜下近端胃重建术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因较传统开腹胃癌根治术具有微创

优势，术后疼痛轻、恢复快和住院时间短，越来越多的外科医

师采用腹腔镜辅助手术。随着手术经验积累及器械的快速

发展，完全腹腔镜消化道重建技术的可行性与安全性不断提

升，使得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的应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与重视。目前，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手术不仅包括全腹腔

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还包括全腹腔镜下近端胃重建术。全

腹腔镜下近端胃重建术包括食管残胃吻合、食管管状胃吻合

和间置空肠吻合等。

1. 食管残胃吻合：食管残胃吻合适用于贲门部 2 cm以

内的早期癌，胃切除范围在1/3以下或手术耐受力较差的高

龄并存在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19］。由于食管残胃吻合术后

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较高，外科医生不断探索通过保留迷走

神经、缩小胃切除范围或建立His角等方法降低术后反流发

生率。Kendall和Castro⁃Alves［20］提出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进

行食管残胃侧侧吻合，同时配合类似Toupet的部分胃底折叠

术，获得预期效果。Yang等［21］利用鼻导管将抵钉座牵引至

食管合适位置，然后使用圆形吻合器端侧吻合食管和残胃前

壁，避免了通过荷包缝合固定抵钉座的繁琐操作，降低了手

术难度，缩短了手术时间，安全性和可行性好。

2. 食管管状胃吻合：食管管状胃吻合残胃为管状，胃液反

流时距离延长，同时术中切除了部分可分泌胃酸的胃组织，胃

酸分泌量相应减少，因此，术后反流性食管炎发生概率降低。

Kim等［22］在全腹腔镜下近端胃重建术中采用食管管状胃吻

合，随访两年，证实食管管状胃吻合术后恶心、呕吐、反酸等并

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食管残胃直接吻合。此外，虽然食管管

状胃吻合残胃减小，吻合口张力降低，但由于手术切口较多，

残胃血液供应易受损，术后手术切口出血概率升高［23］。

3. 间置空肠吻合：近年来，随着全腹腔镜下近端胃重建

术不断改进，越来越多的外科医生倾向于选择间置空肠吻

合。由于该吻合技术吻合口张力较小，同时保留了食物正常

消化的消化道生理结构，降低了术后反流、倾倒综合征等并

发症发生概率。常用的间置空肠吻合方法包括单通道和双

通道两种。单通道间置空肠吻合手术难度相对较大，术中需

使用较多吻合器，术后胃排空易受阻，随访时胃镜检查难度

也较大。Zheng等［24］报道显示，双通道间置空肠吻合吻合口

下方通道开放，胃排空顺利，不会因食物滞留胃窦部引起胃

酸分泌增加，术后很少发生反流，同时，双通道间置空肠吻合

保留了十二指肠功能，术后维生素B12等的吸收不会受到影

响。

三、全腹腔镜下全胃切除术

全腹腔镜下全胃切除术手术成功的关键在于食管与空

肠的吻合，常见腔内吻合方式包括圆形吻合器吻合和直线切

割闭合器吻合等。

1. 圆形吻合器吻合：早期，全腹腔镜下全胃切除术消化道

重建以圆形吻合器吻合为主，食管荷包缝合和抵钉座置入是

该腔内吻合技术的两个关键环节［25］。为获得满意手术效果，

广大医务工作者致力于器械的革新和手术方法的改进。

Jeong和Park［26］提出OrVil经口置入抵钉座法，解决了吻合口

平面较低的问题，但该术式操作繁琐，术中易损伤食管黏膜。

Aratani等［27］提出反穿刺置入抵钉座法，用直线切割闭合器取代

荷包缝合，手术难度降低，但食管离断部位低于OrVil法。通过

分析上述两种手术方法的利弊，对开放式荷包缝合器加以改

进，腹腔镜下荷包缝合器有效弥补了上述两种术式的不足。

2. 直线切割闭合器吻合：Uyama等［28］最早提出直线切割

闭合器吻合，后该吻合技术用于食管空肠功能性端端吻合，

由于直线切割闭合器是通过 trocar进出腹腔，术中不需荷包

缝合和抵钉座置入，吻合器置入不受食管直径限制，术后吻

合口狭窄概率降低。随着直线切割闭合器吻合技术的不断

完善，目前临床常用的吻合方式有Overlap法、π形吻合等。

食管空肠功能性端端吻合将空肠置于食管左侧，吻合操作空

间更加开阔，便于在腹腔镜下观察吻合口是否出血，但由于

该术式食管离断位置距贲门较近，Ⅱ型胃食管结合部肿瘤应

用受限。Overlap法为顺蠕动食管空肠侧侧吻合，系膜张力

相对较低，吻合口平面可相应升高，吻合效果更好，但由于术

中共同开口缝合难度较大，限制了该术式在临床的广泛开

展。改良Overlap法可降低吻合操作的难度、缩短吻合时间，

减少线性吻合的重叠并增加吻合口面积，见图 2。π形吻合

不需切断食管和空肠，而将此步骤与共同开口缝合合为一

体，更便于术中牵拉食管，但由于术中无法取食管切缘病理，

该术式仅适用于食管切缘病理确定阴性的胃癌患者。

四、小结

随着腹腔镜手术在临床的广泛开展，微创理念已深入人

心，与小切口辅助重建相比，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手术视

野更加开阔，术中操作均在原位进行，不必要的牵拉、挤压可

有效避免，更符合无瘤操作原则［29⁃30］。以往部分学者认为，

全腹腔镜下手术操作复杂、技术难度大、手术费用高，近年

来，随着3D腹腔镜技术的不断推广，有效缩短外科医生腹腔

镜手术学习曲线，且不会增加手术费用［31］。对全腹腔镜下远

端胃癌根治术，Billroth⁃Ⅰ式吻合更符合消化道正常生理结

图1 Uncut Roux⁃en⁃Y吻合示意图（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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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但术后吻合口张力较高，应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主要适

用于距离幽门＞2 cm的胃下部早期癌；Billroth⁃Ⅱ式吻合可

解决吻合口张力高的问题，但该术式术后反流性胃炎发生概

率大；Roux⁃en⁃Y吻合能够避免术后反流，尤其适用于肿瘤较

大或位置较高的远端胃癌，但易发生Roux淤滞综合征；对于

肿瘤较大或位置偏高的远端胃癌，可采用 Billroth⁃Ⅱ式或

Roux⁃en⁃Y吻合［32］；Uncut Roux⁃en⁃Y吻合通过保留小肠电节

律连续性，可有效降低Roux淤滞综合征发生率。对全腹腔

镜下近端胃重建术，间置空肠吻合效果优于食管残胃直接

吻合和食管管状胃吻合。对全腹腔镜下全胃切除术，直线

切割闭合器吻合正逐渐取代圆形吻合器吻合。总之，全腹

腔镜下胃癌根治术符合当前微创理念，腔内吻合技术的使

用应在遵循消化道重建原则和结合患者具体病情的基础上

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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