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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SiewertⅡ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AEG）的特殊解剖位置，针对于AEG
的手术入路选择及消化道重建方式，一直是胸、腹部外科争

论的焦点。以往的观点认为完全经腹腔入路不能完成胸腔

淋巴结清扫，因此，相较于经腹手术与经胸手术，外科医生们

更推崇胸腹联合入路对SiewertⅡ型AEG完成根治［1］。然而，

随着腹腔镜手术技术的进步，完全经腹腔镜或胸腹腔镜联合

治疗SiewertⅡ型AEG的手术入路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开展并

得到迅速的推广［2⁃4］。其中，完全腹腔镜下经胸腔的手术入

路可为充分的下纵隔淋巴结清扫及全腔镜下的消化道重建

提供开阔的空间。

一、完全腹腔镜下经胸腔的下纵隔淋巴结清扫

按常规操作步骤完成No.1、No.2、No.3、No.4sa、No.4sb、
No.7、No.8a、No.9及No.11p淋巴结清扫，注意保留胃网膜右

动脉及胃右动脉第一支分支。在左侧膈肌裂孔处斜行向上

（大约30°角）切开膈肌，注意保护膈肌血管及神经，通常此处

切口长度为3~5 cm，操作器械经此切口进入胸腔，在左侧膈

肌脚处缝合两根牵拉线以利于后续操作。以膈肌脚为下界、

以两侧肺韧带为界，沿食管左侧于胸主动脉前方由下向上剪

开胸膜直达下肺静脉，横越食管，沿食管右侧向下剪开右侧

胸膜；以心包及胸主动脉前壁为前、后界清扫No.110、No.111
及No.112淋巴结。清除食管旁淋巴结后，距离肿瘤上缘3~5
cm左右离断食管。

二、管型胃制作及消化道重建

应用亚甲蓝染色剂在胃表面预设切割闭合线，距离肿瘤

远端大约5 cm处离断胃，预留管型胃的宽度为2.5 cm左右，

沿标记线应用 60 mm直线切割闭合器将胃离断。将离断的

胃置入标本袋中，取出标本并确认食管端切缘是否足够。

沿食管闭合线左侧横行全层切开，开口约 0.5 cm，在管型

胃的前壁、距离管型胃上界约4.5 cm的位置开口，分别置入

45 mm直线闭合器的两臂，完成食管与胃前壁的固定。沿食

管、管型胃共同闭合线的中心剪开约 1.5 cm，形成食物流出

道。将共同开口以3⁃0可吸收线进行手工缝合关闭。将胃壁

与两侧膈肌脚固定，减少食管、管型胃结合处的张力并预防

膈肌裂孔疝的发生。

综上，腹腔镜技术的进步为SiewertⅡ型AEG的治疗打开

了新的局面，然而完全经腹入路进行下纵隔淋巴结清扫及消

化道重建的安全性及长期疗效尚需多中心合作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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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腔镜下SiewertⅡ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AEG）消化道重建技术上存在难

点，目前，常用的方法包括经腹及后纵隔食管空肠Roux⁃en⁃Y
吻合、经胸腹腔镜联合入路的食管空肠吻合、以及完全经胸

腔镜下的食管空肠吻合或者胸腔镜下的管型胃与食管的吻

合，无论哪种方法都存在利弊。本文就全腹腔镜下SiewertⅡ
型AEG消化道重建技巧进行分享。

一、全腹腔镜下经腹及后纵隔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

术

后纵隔淋巴结充分廓清以后，距离肿瘤上缘3 cm处，用

直线切割吻合器切断食管，可以看到食管断端完全回缩入后

纵隔及胸腔内。此时，调整体位呈头高位30°，并向右侧倾斜

30°。将远端空肠Y臂提入食管裂孔，如果发现空间狭窄，可

以在左侧膈肌脚上1.5 cm处切断部分膈肌（一般切开长度在

3~4 cm为宜），甚至需要进入到左侧胸腔，看到左下肺。目的

是确保吻合的时候有较理想的操作空间，避免空肠Y臂及其

小肠系膜无法置入到后纵隔，给下一步吻合带来困难。在食

管断端的右侧缘用 3⁃0胃肠缝合线间断缝合两针长度约为

6 cm的预置牵引线，然后在胃管的引导下于食管断端左侧缘

用超声刀切开直径0.5 cm小孔，并在该孔的顶端全层缝合一

针牵引线，完成食管侧的准备工作。然后，距离空肠Y臂头

端4.5 cm处系膜对侧开同样直径的小孔，并全层缝合预置牵

引线。将直线切割吻合器的粗头置入小肠内，细头（抵钉座

侧）置入食管开孔内，同时将预置的牵引线顺着吻合器反方

向适度牵引，完成激发；退出吻合器后，认真观察吻合口内部

的食管黏膜及空肠黏膜是否完整及有无出血，吻合口外侧面

是否完整以及有无穿孔等意外的发生；见图1。食管与空肠

共同开口一般采用倒刺线（或者普通3⁃0胃肠缝线）连续全层

缝合关闭，建议双层加固缝合为宜，此外食管残端与共同开

口有重叠情况，该处是潜在的缺血区，避免缝合过紧或过密，

倒刺线收的过紧反而造成局部血运障碍，以轻柔适度的黏膜

内翻及浆膜面对合完全为宜。

此刻，最常见的并发症为：吻合器进入到食管夹层中，食

管或者空肠头侧穿孔，将胃管钉入到吻合口内、牵引线撕破

食管或者空肠，以及空肠侧共同开口过大等，预防及处理方

法如下。（1）食管侧和空肠侧牵引线的预置非常重要，有利于

食管空肠吻合时食管和空肠的整齐对合；在置入吻合器时，

要在胃管的引导下边退胃管、边置入吻合器头，完全置入吻

合器后，再缓慢拔除胃管，整个过程中需要主刀医生与巡回

护士的密切配合。进入食管夹道一般是因为食管开孔过小，

或者食管黏膜回缩造成食管黏膜层与黏膜下层分离，在激发

吻合器时往往没有发现进入到食管夹层内。因此，食管开孔

处全层缝合一针牵引线，防止黏膜分离回缩非常重要。（2）另
外，避免牵引食管及空肠用力过度，造成吻合器头戳穿食管

或者小肠造成穿孔，一旦发现穿孔最好在直视下进行间断缝

合修补。（3）在激发吻合器时，如果没有将胃管完全拔除，很

容易将胃管钉到吻合口内，此时，如在拔除胃管时遇到阻力，

则胃管被订到吻合口处可能性较大。将镜头伸入到食管内

检查，会发现胃管的末端，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吻合口上端剪

开，连同胃管一起剪除，然后在直视下间断缝合缺损的吻合

口，确保吻合口完整通畅，然后更换新的胃管，将胃管头端置

于吻合口处，注入亚甲兰注射液进行检测，了解有无渗漏现

象。（4）此外，一般在激发吻合器后，很容易发生小肠侧开孔

过大，原因是在激发吻合器时，空肠与食管共同开口处没有

对合平齐、造成空肠插入吻合器内过多，激发吻合器后空肠

侧肠管切割过多造成空肠开口过大。此时，要进行共同开口

的成形术，建议用倒刺线缝合关闭共同开口时，空肠侧针距

要大于食管侧的针距，逐渐缝合成型共同开口，必要时可以

先在共同开口的两端和中间各缝合 1针对合好后再关闭共

同开口，避免空肠输出袢因缝合过密造成狭窄。整个吻合过

程完成后，一定要在直视下检查吻合口周围，尤其是吻合口

最顶端是否有问题，必要时进行补针，间断加固缝合数针即

可。为了防止吻合口扭转，建议进行食管裂孔的重建，一般

将空肠输出袢在左右膈肌脚处各缝合固定一针即可。见图2。
此处，不要图省事，也不要图快，一定要善始善终地完成最后

的吻合和吻合口的固定。最后，一般需要放置两根引流管，

分别置于吻合口左侧和右侧后纵隔内，见图3。
二、完全胸腹腔镜下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或管型胃

与食管吻合术

首先，在腹腔镜下完成空肠袢的游离，距离曲氏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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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m处横断空肠，裁剪空肠输出袢系膜，保护好空肠的边

缘血管弓的完整性，一般需要切断 1~2根系膜血管，以减少

空肠系膜张力，后距空肠离断处 40 cm处的系膜对侧行空

肠输出袢与输入袢间Braun吻合。将空肠输出袢断端预置

两根缝线缝合固定于近端食管断端处。然后，改变患者体

位，重新铺单。在胸腔镜下充分游离下段食管，用直线切割

吻合器切除下段食管，将连接与食管的空肠输出袢提入胸

腔内，注意观察不要扭转小肠系膜，在空肠系膜对侧打孔，

同时近端食管断端打孔，用 45 mm直线切割吻合器完成食

管空肠的Overlap吻合，并将空肠输出袢缝合固定于食管裂

孔处。

对于SiewertⅡ型AEG原发癌灶直径<4 cm者，可以进行

近端胃切除，并沿远端残胃小弯侧用直线吻合器完成管状胃

的制作，管状胃直径一般以3~4 cm为宜，注意保证大弯侧血

管弓的完整性，管状胃一般要求切除部分胃底，并进行间断

包埋加固，最终管状胃直径在 3 cm左右。管状胃头侧预置

两根缝线固定于食管断端，同样需要改变患者体位，并重新

铺单。在胸腔镜下充分游离下段食管并切除，同法，将管状

胃提入胸腔，并注意不要扭转管状胃，管状胃及食管侧打孔，

利用 45 mm直线吻合器完成管状胃与食管的Overlap吻合。

吻合完成后，将管状胃固定于食管裂孔处。见图4。
如经腹及后纵隔淋巴结清扫是可行的，但是经腹及

后纵隔食管空肠吻合，由于食管裂孔的阻挡，即便是切开

一侧的膈肌脚，前方搏动的心包也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

障，造成操作空间狭窄，视野局限，尤其在腹段食管过短

时，食管切断后很容易弹性回缩入后纵隔内，食管断端荷

包缝合及圆形吻合器的抵钉座的置入均存在一定的困

难，而使用直线吻合器进行食管空肠吻合时，激发吻合器

后，由于很难看到食管空肠吻合口的头侧最顶端，从而给

吻合带来潜在隐患。此外，自食管裂孔进入到后纵隔后，

需沿着膜的间隙小心解剖游离，确保食管系膜的完好无

损，以及食管的颜色及血运情况也特别需要关注，后纵隔

的解剖游离不易过深，否则很容易损伤主动脉前方筋膜

从而突破膜的屏障。见图 5。因此，充分游离下段食管，

既要保证足够长的食管又要保证食管的良好血运，从而

有利于吻合。笔者认为，在完成吻合器击发后，在直视下

仔细检查吻合口周围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胸有

成竹，万无一失。

图1 全腹腔镜下经腹及后纵隔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 1a.进入左侧胸腔；1b.留置食管残端牵引线进行食管空肠吻合；1c.激发吻合器完

成吻合 图2 固定吻合口及重建食管裂孔 2a.左侧膈肌脚缝合固定完成；2b.右侧膈肌脚与空肠输出袢缝合固定完成 图3 将引流

管经食管裂孔左后方置入后纵隔吻合口的旁边 图4 将管状胃向头侧方向牵引，测量管状胃长度，确保管状胃无任何张力 图5 后

纵隔膜的解剖间隙特点 5a.保证食管系膜及主动脉前筋膜面的完整性；5b.进入到食管的右侧方间隙，需要注意尽可能不要损伤纵隔胸膜

（收稿日期：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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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保留功能的手术越来越受

到重视。由于早期病变局限于胃上部，为了防止反流性食管

炎，大多外科医生会选择全胃切除术，这对于患者远期生活质

量影响极大。尝试保留胃功能的近端胃切除术，尽管采取了

非常多的手术技术与消化道重建技巧，但都不能达到满意的

效果。尤其是在当今微创外科时代，希望采用微创的方式治

疗早期胃癌，在根治的同时，达到既能保留功能、又能减少吻

合口相关并发症的目的。

近端胃切除术后双通道重建最早被日本专家采用［1］。

近年来，随着腹腔镜手术的普及，越来越多日本和韩国专家

报道了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手术，并做了改良，使得该术

式更加简单易行，较好地控制了并发症的发生率，相关的临

床研究也在开展中［2⁃5］。双通道重建术既有效地保留了胃的

部分功能，又同时保留了十二指肠这一通道，并有效地降低

了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生率。作为功能保留手术方式，比较适

合早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手术。

该手术采用常规全身麻醉的方式，淋巴结清扫常规行近

端胃癌D1+清扫，即清扫第 1、2、3、4、7、8、9、11p组淋巴结。

消化道重建可在开放、辅助切口或全腹腔镜下完成，即完成

食管空肠吻合、胃空肠侧侧吻合和空肠空肠吻合。

消化道重建首先切断胃：沿胃大弯距幽门8~10 cm处横

断胃，垂直于胃大弯长轴方向。保留胃远端。双通道重建首

先行食管⁃近端空肠吻合，在距此吻合口 8~10 cm处空肠开

口，于残胃前壁靠近大弯侧开口，45 mm直线切割缝合器置

入两臂，行空肠⁃胃前壁侧侧吻合，共同开口倒刺线连续全层

缝合。在胃前壁的切割线应与残胃切断切割线成15°角，以

避免两切割线间胃组织缺血。由此吻合完成。将胃小弯与

肝胃韧带根部缝合固定，以防止胃摆动下垂。关闭系膜裂

孔。

经验总结如下：术前肿瘤定位应明确，以保证切缘安全。

食管空肠吻合口与胃空肠吻合口距离应当为8~10 cm，这样

既可防止反流，又有利于食物进入残胃。空肠胃吻合应当吻

合于前壁，且与断胃切缘保持角度，以免影响血运。共同开

口以缝合为好，以免狭窄。残胃应当与肝下肝胃韧带固定，

以免胃摆动，影响食物流入。系膜裂孔应当关闭以防止内疝

形成。

总之，采用近端胃根治性切除、保留远端胃、做残胃与空

肠双通道吻合治疗早期胃上部癌的清扫和切除范围合理，残

胃有一定储袋作用 ，能较好地预防反流性食管炎和倾倒综

合征；保留了十二指肠径路 ，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手术

重建术式结构简单，操作难度小，是胃上部癌根治术较理想

的消化道重建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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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术治疗食管胃结合部癌，在腹

腔镜下完成消化道重建，具有更小的切口、更佳的观察和操

作视野，尤其是对于肥胖患者。但由于食管空肠吻合手术操

作难度大，操作平面较高、空间狭窄，食管断端常回缩至膈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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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以上，目前仍然是技术难点。目前，完全腹腔镜下食管

空肠吻合方式主要有应用管型吻合器端侧吻合和直线切割

闭合器侧侧吻合两大类。

腹腔镜下食管的荷包缝合和抵钉座的置入是管型吻合

器端侧吻合方式的手术难点，主要有反穿刺法、经口置入抵

钉座装置法（OrvilTM）等。其中，反穿刺法由日本学者Omori
等［1］于2009年首次提出，该方法将尖端拴有丝线的抵钉座经

腹壁小切口置入腹腔，充分游离食管后，在腹腔镜视野下于

预离断平面纵行切开食管前壁，经此切口“自下而上”向头侧

置入抵钉座，采用腔内直线切割闭合器紧贴丝线横断食管。

在切口上方 1 cm 处缝针反向穿出，引出抵钉座并抽紧，然后

于腔镜下完成后续吻合器对接和食管空肠吻合。此方法的

技术关键在于抵钉座的引出及食管断端的闭合，其优点在于

避免了腹腔镜下荷包缝合，但缺点是必须借助腹部小切口完

成抵钉座的置入，需反复重建气腹，延长手术时间。

Jeong和Park［2］于2009年首次报道了经口置入抵钉座装

置法（OrvilTM）。该方法用直线切割闭合器在预离断平面离

断食管，由麻醉医师采将润滑的OrvilTM导管经口置入，当其

到达食管断端后用超声刀在食管断端开一小孔，经此孔拉

出 Orvil头端，直至抵钉座达食管断端，经空肠远断端置入管

型吻合器中心杆，重建气腹后将钉座头与中心杆对合，完成

食管空肠端侧吻合，最后用直线切割吻合器闭合食管断端。

这种方法可以进行高位置的吻合，保证足够的食管切缘，且

无需腹腔镜下荷包缝合，更为省时。缺点是费用昂贵，在抵

钉座置入过程中可造成气管分叉水平食管黏膜的损伤，操作

不当牵拉过猛可导致抵钉座脱落，卡在咽喉部或食管内难以

取出，经口置入也存在细菌污染腹腔的风险［2⁃3］。

全腹腔镜管型吻合器法食管⁃空肠吻合的不足无法通过

技术改良克服，如吻合器杆身需经小切口进入腹腔造成漏

气、视野遮挡、吻合口直径受食管和空肠直径限制、吻合后难

以加强缝合吻合口等。

直线切割闭合器侧侧吻合在充分游离腹段食管及膈肌

角的基础上，横断食管后，在食管及空肠对系膜缘各开一小

口，经两个开口置入直线切割闭合器的两臂完成食管空肠侧

侧吻合，用直线切割闭合器闭合或手工连续或间断缝合关闭

共同开口［4⁃5］。目前主要有功能性端端吻合（functional end⁃to⁃
end，FETE）和食管空肠顺蠕动侧侧吻合（Overlap 法）两种方

法。FETE于1968 年由Steichen［6］在开腹手术中提出，并提出

了“解剖上的侧侧吻合在功能上可认为是端端吻合”的概念。

1999年，日本Uyama等［7］首次报道腹腔镜功能性食管空肠侧

侧吻合术；该方法避免管型吻合器抵钉座置入和荷包缝合的

困难，操作简单，且不受食管管径的影响，吻合口直径大，术

后发生吻合口狭窄概率低。但由于是线性吻合，术中需游离

较长的食管，对肿瘤位置较高的患者吻合十分困难。吻合

后空肠输出端存在拐角，不符合正常生理结构。术后远端空

肠存在不同程度牵拉和折叠，导致吻合口张力不均，增加了

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发生风险，同时需要多次切割闭合，并不

经济。

食管空肠顺蠕动侧侧吻合（Overlap 法）由 Inaba等［4］于

2010年首次报道。与FETE相比，Overlap 法在食管空肠吻合

时不再将空肠折叠，而是顺蠕动将空肠与食管行侧侧吻合，

吻合后食管与空肠的生理蠕动方向一致，在有限空间内能在

较高位置切断食管；共同开口关闭时将食管空肠重叠缝合，

所需操作空间较FETE小，吻合口更大，且系膜张力较低［8］。

该方法改善了FETE空肠端存在拐角的问题，不足之处在于

对吻合线较高的患者，侧侧吻合口后共同开口可能回缩至食

管膈肌裂孔平面以上，此时完成腹腔镜下共同开口的缝合或

闭合是很困难的。此外，需要游离较多的食管，并且腔镜下

手工缝合关闭共同开口对术者技术要求高。然而，多数研究

结果均显示，Overlap侧侧吻合术后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发生

率较低，近期疗效满意［4，7，9⁃18］。国内研究报道，Overlap术后

患者疼痛和吞咽困难症状较轻［14］。Kawamura等［12］回顾性比

较Overlap法和OrvilTM法食管空肠吻合近期疗效，结果发现，

Overlap 组患者术后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

OrvilT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7％比 8.2％，P=0.005）。然

而，亦有研究报道，与OrvilTM组比较，Overlap 组患者发生吻

合口漏和吻合口狭窄的比例相对偏高（7.0％比3.3％）［18］。

因此，目前对于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术（Overlap
法）的近期手术安全性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观察评

价，尤其在对于日益增多的肥胖胃癌患者中开展该术式的近

期手术安全性及术后恢复疗效的评价研究。

笔者对全腹腔镜Overlap术的心得体会如下：（1）术者

需熟练掌握腔镜下的缝合技术。（2）充分游离食管下段

至少 5 cm，以减小食管胃吻合口张力。（3）移除标本后再进

行吻合，把空肠置入食管左侧，利于在狭小空间进行操作。

（4）采用直线切割闭合器 45 mm 白钉进行食管空肠吻合。

（5）吻合口漏是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术后主要并发症，

采用Overlap法行食管空肠吻合术时，食管残端与共同开口

关闭线的夹角是术后吻合口漏好发处；采用双头倒刺线

连续缝合并加固能够降低吻合口漏发生风险。（6）在胃管

引导下将直线切割闭合器非钉仓面插入食管管腔而非食管

黏膜下假腔；击发时注意避免吻合器夹住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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