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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管胃结合部

腺癌（AEG）发病率不断上升，

其外科治疗还存在诸多争议。

目前临床常用 Siewert 分型

（利于手术入路的选择）和

TNM 分期（利于预后判断和

临床决策）。经胸入路可能更

适合于 SiewertⅠ型患者及食

管侵犯较长的患者，而经腹食

管裂孔入路适合于 SiewertⅢ
型患者。AEG的淋巴结引流

特点为同时向纵隔及腹部淋巴通路进行引流，淋巴结转移规

律决定了最优淋巴结清扫范围。消化道重建需以安全为前

提，兼顾考虑术后并发症和生活质量；对于行全胃切除的AEG
患者，Roux⁃en⁃Y吻合较为常用；对于行近端胃切除的AEG患

者，食管残胃（管状胃）吻合较为常见，但发生术后反流性食管

炎比例较高。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微创技术在AEG外科治疗

中具有一定优势，但仍需更多高循证级别证据。

【关键词】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 外科手术，微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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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ce of 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AEG） has been increasing. The
surgical strategy for AEG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e Siewert
definition of AEG facilitates decision of surgical approach，
while TNM stage for AEG contributes to prognosis evaluation
and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Generally， transthoracic
procedure is suitable for Siewert I and transhiatal is
suitable for Siewert III. The lymph node drainage of AEG is
characterized by simultaneous drainage to the mediastinal and

abdominal lymphatic pathways. The optimal lymphadenectomy
depend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digestive tract requires safety as a
precondi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AEG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gastrectomy, Roux⁃en⁃Y anastomosis is more common. For those
undergoing proximal gastrectomy, esophageal residual stomach
（tubular stomach） anastomosis is more common， but the
proportion of postoperative reflux esophagitis is higher. Some
documents have revealed advantages of minimally invasive
laparoscopic operation for AEG，but higher level evidences i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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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管 胃 结 合 部 腺 癌（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AEG）是指肿瘤中心位于食

管胃交界线上下 5 cm 范围内的腺癌［1］。近年来，

AEG的发病率呈不断上升态势，故日益受到重视，

并有将其归为一种特殊类型肿瘤的倾向［2⁃4］。本文

结合文献和临床经验，分享AEG的外科治疗方式，

以期能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一、AEG的分型与分期

AEG常见分型有两种，即Siewert分型［5］和Nishi
分型［6］。前者由德国学者Siewert于1987年提出，分

为3个亚型：Ⅰ型指肿瘤中心位于齿状线上1~5 cm；

Ⅱ型指肿瘤中心位于齿状线上1 cm至下2 cm；Ⅲ型

指肿瘤中心位于齿状线下 2~5 cm［5］。由于AEG淋

巴结转移模式与肿瘤位置密切相关，因此 Siewert
分型对于AEG手术入路的选择具有较好的指导意

义，该分型临床应用较为广泛。Nishi分型又称日本

分型，是日本学者Nishi于1973年提出，根据肿瘤中

心与食管胃交界线的关系分为5型：E、EG、E=G、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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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G型［6］。该分型不区分腺癌或鳞癌等病理类型，

且范围仅限于食管胃交界线上下2 cm以内区域，除

日本外，目前在国际上应用较少。

第 8 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TNM 分期关于 AEG 的

处理可以概括为“2 cm原则”：肿瘤中心位于食管胃

交界线下 2 cm以外或肿瘤中心位于食管胃交界线

下 2 cm 以内而未侵犯食管胃交界线者，按照胃癌

TNM分期处理；肿瘤中心位于食管胃交界线下2 cm
以内且侵犯食管胃交界线者，按食管癌TNM分期处

理［7］。食管癌与胃癌的发病位置、发生机制、组织特

点、疾病预后及治疗策略显著差异，新版TNM分期

更加精确地反映了AEG的真实预后，更有利于临床

医生作出合理的临床治疗决策。

二、最优手术入路的选择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手术包括 3种常见手术入

路：（1）右侧经胸入路；（2）左侧经胸入路；（3）经腹

食管裂孔入路［8］。手术入路选择应考虑 Siewert 分
型、肿瘤位置大小、患者基础状况等因素。

右侧经胸入路能够进行充分的上纵隔和中纵

隔淋巴结清扫，能够获得足够的肿瘤近端切缘，其

清扫范围可涵盖 No. 105、No. 106recL /R、No. 107、
No.108、No.109L/R、No.110、No.111、No.112 等淋巴

结，适用于 Siewert I 型 AEG 患者或食管侵犯较长

的患者（食管侵犯>3 cm）。然而，该入路术中需变

换患者体位，手术创伤大、应激显著，同时应警惕

喉返神经损伤、术后肺炎等并发症的发生。荷兰

的Dutch研究结果显示，右侧经胸入路组术后肺炎

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经腹食管裂孔组（57%比 27%，

P<0.001）；在呼吸机通气时间、ICU 停留时间及总

住院天数等方面，经腹食管裂孔组也都较右侧

经胸入路组明显缩短；长期随访表明，经腹组和经

胸组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34% 和 36%，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而亚组分析显示，对于 Siewert Ⅰ型

AEG 患者，相比于经腹入路手术，选择经胸入路

手术的患者 5 年总生存率具有更高趋势（51% 比

37%，P=0.33）［9］。

左侧经胸入路与前者类似，能够获得足够的近

端切缘，便于纵隔淋巴结清扫，且术中无需变换患

者体位。然而，其纵隔淋巴结清扫可达到的范围包

括No.107、No.108、No.109L、No.110、No.111、No.112
等，上纵隔及部分中纵隔淋巴结清扫无法完成，此

外，左侧经胸入路手术应激亦较显著，肺炎等术后

并发症同样需要警惕。日本学者 Sasako 主导的

JCOG9502研究结果显示，左侧经胸手术组术后肺

炎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经腹食管裂孔手术组（13%比

4%，P=0.048），左侧经胸组和经腹食管裂孔组 5年

总生存率分别为 37.9% 和 52.3%，10年的随访结果

与前述结果相近，经胸和经腹组总生存率分别为

37%和 51%（P=0.060）；亚组分析也表明，对于食管

侵犯不超过3 cm的SiewertⅡ型和SiewertⅢ型患者，

经腹食管裂孔入路5年总生存率均高于左侧经胸入

路［10］。

经腹食管裂孔入路，相比于前两种经胸入路，

仅能够行远端食管切除和下纵隔淋巴结清扫

（No.110、No.111、No.112等）。因其无法进行彻底的

淋巴结清扫、无法保证足够的近端切缘，故不适用

于SiewertⅠ型患者以及食管侵犯>3 cm的患者。然

而，经腹食管裂孔入路的优势在于术中无需变换体

位，手术创伤小、应激反应轻，术后恢复快，并发症

发生率低。Wei等［11］在一项Meta分析中指出，AEG
患者经腹食管裂孔入路相比于经胸入路住院天数

更短，肺部并发症发生率及术后 30 d 内病死率更

低。值得一提的是，经腹食管裂孔入路，腹腔镜手

术视野优于开腹手术视野。

综上，当前已有的证据并不能明确经胸入路与

经腹入路孰优孰劣。但根据已有研究和笔者体会，

经胸入路似乎更适合于 SiewertⅠ型患者及食管侵

犯较长的患者，而经腹食管裂孔入路似乎更适合于

SiewertⅢ型患者。

三、最优淋巴结清扫范围

AEG的淋巴结引流特点为同时向纵隔及腹部

淋巴通路进行引流。由于其复杂的引流特点，目前

对于AEG的淋巴结清扫范围，业界尚无一致意见。

然而不难理解，肿瘤的确切位置和大小决定了淋巴

结转移的模式和程度，因此，对于确定AEG淋巴结

清扫范围至关重要。

目前，尚无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探索AEG纵隔

淋巴结转移的发生率情况。Feith等［12］的研究显示，

三种不同 Siewert分型肿瘤纵隔淋巴结转移发生率

显著不同，在SiewertⅠ型肿瘤患者中，贲门左（50%）

和贲门右（53%）以及下后纵隔（50%）等区域是淋巴

结转移的主要部位，上纵隔淋巴结转移的发生率为

15%；SiewertⅡ型肿瘤患者，淋巴结转移主要发生在

贲门左（67%）、贲门右（63%）、胃小弯（66%）以及胃

左动脉、脾动脉和腹腔干（25%）区域，下纵隔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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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发生率约为11%，而上纵隔淋巴结转移发生率在

1%左右；对于SiewertⅢ型肿瘤患者，淋巴转移路径

明显地从肿瘤部位向贲门左（49%）、贲门右（52%）、

胃小弯（85%）、腹腔干（39%）和胃大弯（33%）等区域

引流，而下纵隔和上纵隔淋巴结转移发生率分别不

足5%和1%。

Kurokawa等［13］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病理

分期为pT2~4的SiewertⅡ型AEG患者，上纵隔和中纵

隔总的淋巴结转移率和复发率分别为3.8% 和7.0%，

而有上中纵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5年总生存率仅为

16.7%；该研究同时还显示，对于食管侵犯>3 cm的

SiewertⅡ型AEG患者，上纵隔及中纵隔淋巴结转移

和复发的概率明显增加。

以上研究给予我们在制定AEG纵隔淋巴结清

扫策略时以启示：对于 SiewertⅠ型患者或食管侵

犯明显（>3 cm）的患者，进行完整的上纵隔和中纵

隔淋巴结清扫是必要的；对于无食管侵犯的

SiewertⅢ型患者，行纵隔淋巴结清扫意义似乎并不

大；对于 SiewertⅡ型患者，纵隔淋巴结清扫范围尚

存争议，期待高质量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予以

明确。

为了更好地评判AEG腹腔淋巴结清扫的获益

程度，制定 AEG 腹腔淋巴结清扫合理策略，Goto
等［14］基于SiewertⅡ型和SiewertⅢ型AEG病例，提出

了淋巴结清扫获益指数（index of estimated benefit
from lymph node dissection，IEBLD）概念。该研究指

出，SiewertⅡ型和Ⅲ型患者在食管胃结合部附近站

点的 IEBLD均较高，而在远端胃附近站点Ⅲ型患者

IEBLD值高于Ⅱ型患者。由此可见，全胃切除术及胃

周淋巴结清扫应作为SiewertⅢ型AEG的标准治疗，

而对于 Siewert Ⅱ型AEG腹腔淋巴结的清扫，保留

远端胃或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

对于脾门淋巴结清扫以及是否保脾的问题，

JCOG0110随机对照研究已经给出明确的循证医学

证据：对于无胃大弯侵犯的近端胃癌患者，脾切除

术并不提高患者生存率，相反还增加相应的并发症

发生率［15］。然而，对于有胃大弯侵犯的近端胃癌患

者，其脾门淋巴结转移发生率高达 15.9%。笔者团

队研究结果表明，进展期胃癌脾门淋巴结处理应坚

持选择性、个体化的脾门淋巴结清扫策略，对于

No.4sb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应高度怀疑脾门淋巴结

转移的可能，因此，No.4sb淋巴结也可以视为No.10
淋巴结的前哨和预警淋巴结［16］。

四、最优的重建方式

消化道重建是AEG手术的难点，根据不同的术

式有多种重建方式。合理的消化道重建一方面要

控制并发症的发生率，另一方面要兼顾患者术后的

营养状态和生活质量。

对于行全胃切除的AEG患者，Roux⁃en⁃Y吻合

是较为常见、简便和高效的消化道重建方式。也有

报道，Roux⁃en⁃Y吻合加做空肠储袋可以提高患者

的远期生活质量［17］。AEG患者全胃切除术后，其他

类型的吻合方式并不常见。

对于行近端胃切除的AEG患者，食管残胃（管

状胃）吻合是较为常见的吻合方式，但近端胃切除

术后反流性食管炎的比例可高达 1/3左右，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8⁃19］。为克服反流问题、改善患

者营养状况，临床对间置空肠、双通道、胃底折叠术

和构建储袋等消化道重建方式在临床上均有探索，

但上述方法不是常用的重建方式。

日本一项基于145家中心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全胃切除术后95%（138/145）的中心选择Roux⁃en⁃Y
吻合进行消化道重建，18%（26/145）的中心选择

Roux⁃en⁃Y吻合加做储袋。而近端胃切除术后，48%
（69/145）的中心选择食管残胃吻合，28%（41/145）
的中心选择间置空肠，选择双通道和储袋重建的中

心仅占13%和7%［20］。

腹腔镜下消化道重建包括小切口辅助和完全

腹腔镜消化道重建。对于SiewertⅠ型AEG，通常由

胸外科医师行管状胃吻合。对于SiewertⅡ型AEG，

由于肿瘤根治性的要求，吻合平面一般较高，应用

圆形吻合器更有优势，利用小切口辅助的圆形吻合

器进行消化道重建仍是当前主流。Ⅲ型AEG的切缘

以及吻合平面相对较低，除了常规的小切口辅助圆

形吻合器行端侧吻合外，功能性端端吻合（functional
end⁃to⁃end，FETE）、侧侧吻合（Overlap、π式）等也屡

见报道。

五、微创手术

腹腔镜的临床应用与日俱增。日本 JCOG0912
研究以及韩国KLASS⁃01研究均证实了腹腔镜远端

胃癌根治术应用于早期胃癌（Ⅰa/Ⅰb）患者是安全

的，且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并发症发生率较

低［21⁃22］。CLASS⁃01研究结果表明，经验丰富的外科

医生可以安全地进行腹腔镜辅助进展期胃癌D2淋

巴结清扫［23］。Zhou等［24］对 48项同时纳入微创和开

放食管癌切除的研究进行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开

109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年 2月第 22卷第 2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February 2019，Vol.22，No.2

放食管癌手术组的院内病死率、肺部并发症发生

率、肺栓塞以及心律失常等的发生率均高于微创

组，显示了微创治疗在食管癌领域的优势。基于以上

研究，不难看出微创手术在胸腹腔肿瘤治疗中的一

定优势。当前，以腹腔镜、胸腔镜以及机器人为载

体的微创外科技术正推动上消化道肿瘤的治疗进

入新的阶段。

笔者团队在胃癌及AEG的微创治疗方面也开

展了相关探索研究。在本中心，3D腹腔镜和机器人

胃癌根治手术在全部胃癌根治手术中的占比达

65%左右。本中心近来研究显示，机器人和腹腔镜

用于胃上部癌的治疗，在肿瘤学上可达到根治性手

术的要求，在手术应激程度、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

间、早期经口进食时间、早期下地活动以及患者术

后营养状况等方面存在优势［25］。在 2017年美国胃

肠道与内镜外科医师协会年会（Society American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ic Surgeons，SAGES）上，笔

者团队对这一研究结果进行口头交流。

微创设备的更新与普及促进了完全腹腔镜手

术的快速发展。对于SiewertⅠ型AEG，纵隔和腹腔

淋巴结清扫可分别通过胸腔镜和腹腔镜完成。对

于Siewert Ⅱ型AEG，多主张经食管裂孔进行下纵隔

淋巴结清扫，而此时腹腔镜手术视野优于开腹手术

视野，且消化道的重建过程可以通过腹腔镜辅助或

完全腹腔镜完成。对于Siewert Ⅲ型AEG，由于吻合

平面较低，尽管圆形和线性切割闭合器均可完成消

化道的重建，全腹腔镜消化道重建时线性切割闭合

器更常采用。随着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医疗

设备的不断革新，腹腔镜AEG手术将与日俱增。

参 考 文 献

［1］ Brierley JD，Gospodarowicz MK，Wittekind C. TNM Classification
of Malignant Tumours［M］. 8th ed. Hoboken （NJ）：Wiley ⁃
Blackwell，2017.

［2］ Liu K，Yang K，Zhang W，et al. Changes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al adenocarcinoma and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among surgical patients during 1988⁃2012：a single⁃institution，
high⁃volume experience in China［J］. Ann Surg，2016，263（1）：

88⁃95. DOI：10.1097/SLA.0000000000001148.
［3］ Devesa SS，Blot WJ，Fraumeni JF.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incidence of esophageal and gastric carcinoma in the United
States［J］. Cancer，1998，83（10）：2049⁃2053.

［4］ Kusano C，Gotoda T，Khor CJ，et al. Changing trends in the
proportion of adenocarcinoma of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in a
large tertiary referral center in Japan［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08，23（11）：1662⁃1665. DOI：10.1111/j.1440⁃1746.
2008.05572.x.

［5］ Siewert JR，Stein HJ. Classification of adenocarcinoma of the
oesophagogastric junction［J］. Br J Surg，1998，85（11）：1457 ⁃
1459. DOI：10.1046/j.1365⁃2168.1998.00940.x.

［6］ Japanese Gastric Cancer Association. Japanese gastric cancer
treatment guidelines 2014（ver. 4）［J］. Gastric Cancer，2017，
20（1）：1⁃19. DOI：10.1007/s10120⁃016⁃0622⁃4.

［7］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Chapter17.Stoamch//AJCC
Cancer Staging Manual［M］. 8th ed. New York：Springer，2016：
203⁃220.

［8］ 国际食管疾病学会中国分会（CSDE）食管胃结合部疾病跨界

联盟，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腹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上消化道外科医师专业委员会，

等 .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8年版）

［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8，21（9）：961⁃975. DOI：10.3760/
cma.j.issn.1671⁃0274.2018.09.001.

［9］ Hulscher JB，van Sandick JW，de Boer AG，et al. Extended
transthoracic resection compared with limited transhiatal
resection for adeno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J］. N Engl J Med，
2002，347（21）：1662⁃1669. DOI：10.1056/NEJMoa022343.

［10］ Sasako M，Sano T，Yamamoto S，et al. Left thoracoabdominal
approach versus abdominal ⁃ transhiatal approach for gastric
cancer of the cardia or subcardia：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J］. Lancet Oncol，2006，7（8）：644⁃651. DOI：10.1016/S1470⁃
2045（06）70766⁃5.

［11］ Wei MT， Zhang YC， Deng XB， et al. Transthoracic vs
transhiatal surgery for cancer of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a
meta⁃analysis［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4，20（29）：10183⁃
10192. DOI：10.3748/wjg.v20.i29.10183.

［12］ Feith M， Stein HJ， Siewert JR. Adenocarcinoma of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surgical therapy based on 1602
consecutive resected patients［J］. Surg Oncol Clin N Am，2006，
15（4）：751⁃764. DOI：10.1016/j.soc.2006.07.015.

［13］ Kurokawa Y，Hiki N，Yoshikawa T，et al. Mediasti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recurrence in adenocarcinoma of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J］. Surgery，2015，157（3）：551 ⁃555.
DOI：10.1016/j.surg.2014.08.099.

［14］ Goto H，Tokunaga M，Miki Y，et al. The optimal extent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for adenocarcinoma of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differs between Siewert type II and Siewert type III
patients［J］. Gastric Cancer，2015，18（2）：375 ⁃ 381. DOI：10.
1007/s10120⁃014⁃0364⁃0.

［15］ Sano T，Sasako M，Mizusawa J，et 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o evaluate splenectomy in total gastrectomy for proximal
gastric carcinoma［J］. Ann Surg，2017，265（2）：277⁃283. DOI：
10.1097/SLA.0000000000001814.

［16］ 陈凛，边识博 . 应该选择性、个体化地进行脾门淋巴结清扫

［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6，19（2）：172⁃173. DOI：10.3760/
cma.j.issn.1671⁃0274.2016.02.011.

［17］ Fein M，Fuchs KH，Thalheimer A，et al. Long⁃term benefits of

110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年 2月第 22卷第 2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February 2019，Vol.22，No.2

Roux ⁃ en ⁃ Y pouch reconstruction after total gastrectomy：a
randomized trial［J］. Ann Surg，2008，247（5）：759⁃765. DOI：
10.1097/SLA.0b013e318167748c.

［18］ Nakamura M，Nakamori M，Ojima T，et al. Reconstruction after
proximal gastrectomy for early gastric cancer in the upper third of
the stomach：an analysis of our 13⁃year experience［J］. Surgery，
2014，156（1）：57⁃63. DOI：10.1016/j.surg.2014.02.015.

［19］ Ichikawa D，Komatsu S，Okamoto K， et al. Evaluation of
symptoms related to reflux esophagitis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ogastrostomy after proximal gastrectomy［J］. Langenbecks
Arch Surg，2013，398（5）：697⁃701. DOI：10.1007/s00423⁃012⁃
0921⁃0.

［20］ Kumagai K，Shimizu K，Yokoyama N，et al. Questionnaire
survey regard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concerning reconstruction after gastrectomy in Japan［J］. Surg
Today，2012，42（5）：411⁃418. DOI：10.1007/s00595⁃012⁃0159⁃z.

［21］ Katai H，Mizusawa J，Katayama H，et al. Short ⁃ term surgical
outcomes from a phase III study of laparoscopy ⁃ assisted versus
open distal gastrectomy with nodal dissection for clinical stage
IA / IB gastric cancer：Japan Clinical Oncology Group Study
JCOG0912［J］. Gastric Cancer，2017，20（4）：699 ⁃ 708. DOI：
10.1007/s10120⁃016⁃0646⁃9.

［22］ Kim W，Kim HH，Han SU，et al. Decreased morbidity of
laparoscopic distal gastrectomy compared with open distal
gastrectomy for stage I gastric cancer：short⁃term outcomes from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KLASS ⁃ 01）［J］. Ann
Surg，2016，263（1）：28⁃35. DOI：10.1097/SLA.00000000000
01346.

［23］ Hu Y，Huang C，Sun Y，et al.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f
laparoscopic versus open D2 distal gastrectomy for advanced
gastric cancer：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 Clin Oncol，
2016，34（12）：1350⁃1357. DOI：10.1200/JCO.2015.63.7215.

［24］ Zhou C，Zhang L，Wang H，et al. Superiority of minimally
invasive oesophagectomy in reducing in ⁃ hospital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oesophageal cancer：a meta⁃analysis［J］.
PLoS One，2015，10（7）：e0132889. DOI：10.1371/journal.pone.
0132889.

［25］ Zhang K，Huang X，Gao Y，et al. Robot ⁃ assisted versus
laparoscopy⁃assisted proximal gastrectomy for early gastric cancer
in the upper location： comparison of oncological outcomes，
surgical stress，and nutritional status［J］. Cancer Control，2018，
25（1）：1073274818765999. DOI：10.1177/1073274818765999.

（收稿日期：2018⁃11⁃01）
（本文编辑：王静）

·胃肠新视野·

胸腔镜联合腹腔镜食管胃结合部癌切除加D2腹腔
淋巴结清扫术

郭伟 李昆昆 王颖建 刘学海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胸外科，重庆 400042
通信作者：郭伟，Email：gyguowei@hotmail.com，电话：023⁃68757982

本视频分享一例胸腔镜联合腹腔镜食管胃结合部癌切

除+D2腹腔淋巴结清扫术。

病例介绍：男性，52岁，体质指数19.0 kg/m2。因“剑突下

隐痛2周”入院；体格检查：剑突下轻压痛，未扪及包块，肛指检

查正常；辅助检查：胃镜提示贲门口新生物，活检提示腺

癌；胸腹部CT提示贲门胃底占位，贲门周围淋巴结肿大，最大

径 3.5 cm；术前诊断为食管胃结合部癌（cTNM T3N1M0Ⅲ期，

SiewertⅡ型），拟行胸腹腔镜联合 Ivor⁃Lewis+D2淋巴结清扫术

手术要点：腹腔部分：（1）腹部采用常规的 5孔法（剑突

下、双侧腹直肌外缘、双侧锁骨中线外侧与肋弓下缘交汇点）；

（2）悬吊肝脏后沿结肠切除大网膜，切断胃脾韧带，并向食管裂

孔游离；（3）打开胰腺包膜，向脾动脉方向游离，裸化脾动脉、胃

左动脉、肝总动脉，完整切除第7、8a、11p组淋巴结；（4）在胃小

弯侧沿肝总动脉完整切除第8a、8p组淋巴结，向腹腔干方向游

离，清扫第9组淋巴结，结扎离断胃左动脉；（5）沿食管裂孔方向

游离，清扫第1、2组淋巴结，在肿瘤上缘，离断下段食管；（6）沿
脾动静脉向脾门方向游离，清扫第11d、10组淋巴结；（7）空肠

造口后完成腹部操作；（8）延长剑突下切口至4 cm；将胃及大

网膜拖出，判断肿瘤位置，并制作管胃备用。胸腔部分：（1）胸
部采用常规 4孔法（腋中线第 4、6 肋间，腋后线 6、8肋间）；

（2）打开纵隔胸膜后游离中下段食管，并完整切除第110、111、
112组淋巴结；（3）将管胃拖入胸腔后行管胃⁃食管Overlap吻合。

手术亮点：（1）腹部D2淋巴结清扫，有利于淋巴结分期及

预后探索；（2）胸内管胃⁃食管Overlap吻合，方便操作，且形成

假胃底，有利于抗反流作用；（3）倒刺线连续缝合吻合口前壁，

缩短了手术时间，降低了缝合难度。

（收稿日期：2018⁃10⁃23）
（本文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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