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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ap胃⁃十二指肠吻合在完全腹腔镜
远端胃癌根治术消化道重建中的
初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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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比较完全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TLDG）中三角吻合与Overlap吻合两种

BillrothⅠ式吻合方式的短期临床疗效，探讨Overlap胃⁃十二指肠吻合在 TLDG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术前经胃镜和胃三维重建，定位肿瘤位于

胃窦部，病理活检提示为腺癌；（2）胸腹盆增强CT提示无肝、肺等远处转移；（3）术前经胃重建CT或

超声内镜提示肿瘤临床分期为Ⅰ~Ⅲ期；（4）术中经纳米碳定位或胃镜再次确认肿瘤位于胃窦部；

（5）行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采取三角吻合或Overlap吻合进行消化道重建。排除标准：（1）
胃部手术史；（2）合并全身疾病不耐受腹腔镜手术。根据以上标准，收集北京协和医院2016年1月至

2018年11月期间行TLDG的43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23例采用三角吻合（三角吻合组），20例采用

Overlap吻合（Overlap组），分析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及围手术期相关指标。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以 x ± 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连续校正的 χ2 检验。结

果 三角吻合组与Overlap组患者基线资料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三角吻合组与

Overlap组手术时间［（185.9±22.8）min比（184.0±25.8）min，t=0.260，P=0.796］、术中出血量［（50.9±
36.0）ml比（47.0±30.8）ml，t=0.375，P=0.709］、术中消化道闭合及吻合使用钉仓数量［（5.1±0.3）枚比

（5.2±0.6）枚，t=-0.465，P=0.651］、术后恢复排气时间［（3.3±0.9）d比（3.6±0.9）d，t=-1.067，P=0.292］
以及术后住院时间［（8.8±3.1）d比（10.4±3.8）d，t=-1.494，P=0.143］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三角吻合组与Overlap组术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吻合口漏发生率分别为 4.3%（1/23）和 0
（χ2 =0.000，P=1.000），吻合口出血发生率分别为4.3%（1/23）和5.0%（1/20）（χ2 =0.000，P=1.000），腹腔

内出血发生率分别为4.3%（1/23）和0（χ2 =0.000，P=1.000），胃排空障碍发生率分别为4.3%（1/23）和

30.0%（6/20）（χ2 =3.454，P=0.063）。均经保守治疗或对症处理后恢复。结论 Overlap胃⁃十二指肠

吻合在完全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消化道重建术中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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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short⁃term clinical
outcomes between Billroth⁃I reconstruction using an overlap method and delta⁃shaped anastomosis in
totally laparoscopic distal gastrectomy (TLDG). Method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performed. The
following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pplied: (1) Preoperative gastroscopy and CT confirmed that the tumor is
located in the antrum of the stomach, and the biopsy suggested adenocarcinoma; (2) Chest, abdomen and
pelvis enhanced CT showed no evidence of distant metastasis; (3) Preoperative gastric reconstruction CT or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suggested that the clinical stage of the tumor is stage I ⁃ III. (4) During the
operation, the tumor position was confirmed to be located in the antrum of the stomach by nano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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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ion or gastroscope; (5) Complete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for distal gastrectomy, and the
gastrointestinal reconstruction was performed by delta ⁃ shaped anastomosis or overlap anastomosis. And
the following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applied: (1) History of gastric surgery; (2) Patients who cannot tolerate
laparoscopic surgery because of comorbidities. Finally, data on 43 consecutiv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LDG with Billroth⁃I reconstruction between January 2016 and November 2018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ose who underwent Billroth⁃I
reconstruction using an overlap method (n=20) or using delta ⁃ shaped anastomosis (n=23). Th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rioperativ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Measurement data that conformed to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were expressed as the mean ± 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compared using Student ′ s t⁃test;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counting data
group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χ2 test or the continuously corrected χ2 test. Results Th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imilar between the delta⁃shaped group and the overlap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regarding operation time [(185.9 ± 22.8) minutes vs.
(184.0 ± 25.8) minutes, t=0.260, P=0.796], blood loss [(50.9 ± 36.0) ml vs. (47.0 ± 30.8) ml, t=0.375, P=
0.709], number of stapler reloads used for anastomosis (5.1±0.3 vs. 5.2±0.6, t=-0.465, P=0.651), time to
flatus [(3.3±0.9) days vs. (3.6±0.9) days, t=-1.067, P=0.292)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8.8±3.1)
days vs. (10.4±3.8) days,t=-1.494, P=0.143]. As for the delta⁃shaped group and the overlap group,
the anastomotic leakage rate was 4.3% (1/23) and 0 (χ2=0.000, P=1.000), respectively. The incidence of
anastomotic bleeding was 4.3% (1/23) and 5.0% (1/20) (χ2=0.000, P=1.000), while the incidence of
intra ⁃ abdominal hemorrhage was 4.3% (1 / 23) and 0 (χ2=0.000, P=1.000). The incidence of gastric
emptying disorders was 4.3% (1/23) and 30.0% (6/20), respectively (χ2=3.454, P=0.063). All complications
were cured afte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r symptomatic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overlap method for
Billroth⁃I reconstruction is safe and feasible.

【Key words】 Stomach neoplasms; Radical distal gastrectomy; Total laparoscopy; Billroth I
anastom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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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totally
laparoscopic distal gastrectomy，TLDG）Billroth Ⅰ 式

delta⁃shaped吻合（三角吻合）由Kanaya等［1］于 2002
年报道。此后，由于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

可以任选腹部切口以取出标本，具有更明显的微创

优势，逐渐受到越来越多胃肠外科医师的关注；但

三角吻合是胃的后壁与十二指肠的后壁或侧壁吻

合，需游离较多的十二指肠肠壁，且在操作时需要

将十二指肠和胃扭曲一定的角度才能完成满意的

吻合，增加了操作的难度［2⁃5］。近年来，有学者提出

了一种新的吻合术式即Overlap吻合法，将胃大弯和

十二指肠前壁行侧侧吻合［6］。由于该吻合口位于十

二指肠的前壁，故对十二指肠残端的游离要求不

高，且吻合方向与胃和十二指肠的方向平行，因此

降低了胃和十二指肠接近的难度，节省了胃壁的长

度，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更符合生理的BillrothⅠ吻合

的适应证。本研究回顾性总结北京协和医院近3年
由同一组医师在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中

采取三角吻合和 Overlap 吻合的临床资料，比较两

种 BillrothⅠ式吻合法的围手术期临床疗效，探讨

Overlap 胃⁃十二指肠吻合在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

根治术中应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

（1）术前经胃镜和胃三维重建，定位肿瘤位于胃窦

部，病理活检提示为腺癌；（2）胸腹盆增强CT提示无

肝、肺等远处转移；（3）术前经胃重建CT或超声内镜

提示肿瘤临床分期为Ⅰ~Ⅲ期；（4）术中经纳米碳定

位或胃镜再次确认肿瘤位于胃窦部；（5）行完全腹

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采取三角吻合或Overlap吻
合进行消化道重建。排除标准：（1）胃部手术史；

（2）合并全身疾病不耐受腹腔镜手术。

根据上述入组和排除标准，北京协和医院基本

外科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收治的43例患者

纳入研究，其中三角吻合的 23 例完成于 2018 年

前（三角吻合组），男 16例，女 7例；Overlap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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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例完成于2018年后（Overlap吻合组），男16例，女

4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质指数、美国麻醉

医师评分（ASA评分）、术前血红蛋白、白蛋白、前白

蛋白、合并疾病、是否行术前新辅助治疗及术后病

理分期方面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二、手术方法

患者取分腿仰卧位。脐下小切口置入 10 mm

Trocar作为观察孔，探查腹盆腔脏器确无远处转移

后，分别于左、右腋前线肋缘下置入12 mm Trocar作
为主操作孔，左、右锁骨中线于平脐置入 5 mm
Trocar作为辅助孔。主刀位于患者左侧，助手位于

右侧，扶镜手位于两腿之间。根据术前分期及术中

肿瘤定位行远端胃癌根治术，完成淋巴结清扫和远

端胃切除之后进行胃肠吻合，扩大左侧肋缘下主操

作孔，保护切口后取出标本。

三角吻合方法［1，5］：切断十二指肠时，将十二指

肠近端沿顺时针方向旋转 90°后离断，分别于残胃

大弯侧后壁及十二指肠后壁断端顶角开孔约1 cm，

应用腹腔内直线切割闭合器分别伸入这两个孔行

残胃十二指肠吻合，观察吻合口无出血后，于共同

开口中点缝一牵引线，提起牵引线，直线切割吻合

器关闭共同开口，完成消化道重建。

Overlap吻合［6］：在残胃的大弯侧距切缘约6 cm
处开孔，另一侧在十二指肠前壁闭合端开孔，用腹

腔内直线切割闭合器行胃大弯和十二指肠前壁的

吻合，共同开口缝合牵引线，更换钉仓后关闭共同

开口。见图1。
三、观察指标

记录并比较三角吻合与Overlap吻合两组患者

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闭合及吻合使用钉仓

数量以及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及恢复情况。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统计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以 x ±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

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或连续校正的 χ2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

三角吻合组和Overlap吻合组的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量和术中吻合使用钉仓数量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图1 全腹腔镜下Billroth I式Overlap吻合消化道重建示意图（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孙蒙清医生绘制）1A.残胃的大弯侧距切缘约6 cm及十

二指肠前壁闭合端开孔；1B.直线切割闭合器行胃大弯和十二指肠前壁的吻合；1C.检查吻合口；1D.缝合共同开口；1E.关闭共同开口；1F.吻合

完毕

D1C1A1 B1 F1E1

表1 全腹腔镜下三角吻合组与Overlap吻合组胃癌患者

术前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临床资料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x± s）

体质指数（kg/m2，x± s）

ASA评分 a［例（%）］

Ⅰ
Ⅱ
Ⅲ

术前血液学检测

血红蛋白

白蛋白

前白蛋白

合并疾病［例（%）］

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

肺部疾病

腹部手术史［例（%）］

新辅助治疗［例（%）］

是

否

病理分期［例（%）］

病理完全缓解

Ⅰ
Ⅱ
Ⅲ

三角吻合组

（23例）

16（69.6）
7（30.4）
56.3±9.5
23.6±2.9

10（43.5）
12（52.2）

1（4.3）

131.0±20.9
42.2±3.8

252.8±61.3
11（47.8）
7（30.4）
1（4.3）
3（13.0）
2（8.7）

5（21.7）
18（78.3）

1（4.3）
12（52.2）
9（39.1）
1（4.3）

Overlap吻合

组（20例）

16（80.0）
4（20.0）

59.1±10.7
23.9±2.4

3（15.0）
17（85.0）

0

130.8±18.9
40.9±3.0

231.8±43.2
15（75.0）
11（55.0）
3（15.0）
1（5.0）
2（10.0）

7（35.0）
13（65.0）

2（10.0）
10（50.0）
3（15.0）
5（25.0）

t/χ2值

0.612

-0.909
-0.278
5.449

0.026
1.239
1.246
3.300
2.652
0.453
0.144
0.000
0.935

6.002

P值

0.434

0.369
0.782
0.066

0.980
0.222
0.220
0.069
0.103
0.501
0.704
1.000
0.334

0.112

注：a美国麻醉医师评分

（g/L，x± s）

1066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年 11月第 22卷第 11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November 2019，Vol.22，No.11

二、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比较

三角吻合组和Overlap吻合组的术后恢复排气

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吻合相关并发症发生率

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

表2。两组共计有7例患者术后出现胃排空障碍，但

在拔除空肠营养管前都进行了上消化道造影，证实

无吻合口狭窄，恢复进食后无恶心和呕吐等症状。

两组术后1个月内无死亡病例。

三角吻合组术后并发症共计9例，1例胃排空障

碍，术后第4天予以肠内营养支持治疗，第7天出现

呕吐，CT提示胃潴留，放置空肠营养管继续予以肠

内营养；术后1个月造影显示胃动力恢复。1例术后

发热并引流液淀粉酶及胆红素升高，考虑吻合口

漏，经放置空肠营养管保守治疗好转。1例术后第

2天出现鲜血便和暗血便5次，血红蛋白低至115 g/L，
胃镜发现吻合口糜烂，吻合口小弯侧见血管断端，

冲洗后见出血，提示吻合口出血，内镜下氩气刀灼

烧后未见再出血，术后 7 d出院。1例术后引流浑

浊，查引流液乳糜试验阴性，胆红素及淀粉酶正常，

带引流管出院后术后第 9天引流液呈血性，血红蛋

白最低至 52 g/L，行介入造影提示为胃十二指肠动

脉出血，于介入下栓塞止血成功。1例切口感染，经

门诊换药后好转。还有肺部感染 4例，经抗感染保

守治疗后恢复出院。

Overlap吻合组术后并发症共计12例，6例胃排

空障碍，主要表现为术后 7 d 胃管引流多，无法拔

除，行上消化道造影提示胃排空障碍；其中5例经放

置空肠营养管保守治疗好转，术后 21~60 d 胃液

引流减少后再次行上消化道造影提示胃排空恢复，

胃肠吻合口通畅，顺利恢复进食；还有1例提示胃潴

留少，经肠外营养支持至术后 12 d，逐步恢复流食。

1例术后胃液引流呈血性，血红蛋白低至 72 g/L，术
后第 2天行胃镜提示吻合口溃疡出血，经禁食、抑

酸、抑酶、止血及营养支持治疗后好转。4例肺部感

染，经抗感染治疗后好转。1例术后房颤，经药物复

律后好转。两组共 7例胃排空障碍患者，在拔除空

肠营养管前都行上消化道造影证实无吻合口狭窄，

恢复进食后无恶心、呕吐；见表 2。两组术后 1个月

内无死亡病例。

讨 论

Kitano等［7］1994年首次报道将腹腔镜应用于胃

癌外科。随着腹腔镜器械、技术的进步以及胃癌相

关临床研究的进展，腹腔镜下胃癌手术日趋成熟，

并得到了广泛的开展［8］。相比于腹腔镜辅助胃癌根

治术，完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能够在同样肿瘤根治

性切除的基础上，安全地完成消化道重建。由于对

切口的长度及位置依赖小，操作视野佳，手术并发

症少，特别是对于肋弓较窄及肥胖患者优势更趋明

显，完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逐渐受到越来越多胃肠

外科医师的青睐［9⁃13］。

Kanaya 等［1］2002 年 提 出 的 完 全 腹 腔 镜 下

BillrothⅠ式三角吻合完成消化道重建，由于其相对

简单，逐步被大家接受并开展。2014年，黄昌明团

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良的三角吻合技术，在闭合

共同开口时，将十二指肠盲角切除，仅留下一个胃

切缘和共同开口切缘的交角，吻合后外观呈倒T形，

理论上降低了吻合口漏发生的可能性［14］。即便如

此，由于三角吻合对十二指肠游离要求较高，吻合

时对胃及十二指肠的旋转角度较大，当肿瘤距幽门

较远、或直径较大时，行三角吻合容易出现吻合口

张力高，以至有时需改行非BillrothⅠ式吻合。且到

目前为止，仍无高质量的研究证明其可行性和安全

性［15⁃16］。2015年，Jang和 Lee［6］提出改良的腹腔镜

下BillrothⅠ式吻合消化道重建方式，即Overlap法，

该方法在吻合时通过胃大弯和十二指肠前壁重叠

吻合，吻合方向与胃和十二指肠的方向平行。该吻

合方式与三角吻合相比，降低了游离十二指肠的要

表2 全腹腔镜下三角吻合组与Overlap吻合组胃癌患者

术中和术后情况比较

临床资料

术中

手术时间（min，x± s）
出血量（ml，x± s）
钉仓数（枚，x± s）

术后

排气时间（d，x± s）
住院时间（d，x± s）
并发症［例（%）］

胃排空障碍

吻合口漏

吻合口出血

腹腔内出血

肺部感染

切口感染

心血管相关

三角吻合组

（23例）

185.9±22.8
50.9±36.0
5.1±0.3

3.3±0.9
8.8±3.1
9（39.1）
1（4.3）
1（4.3）
1（4.3）
1（4.3）
4（17.4）
1（4.3）

0

Overlap吻合

组（20例）

184.0±25.8
47.0±30.8
5.2±0.6

3.6±0.9
10.4±3.8
12（60.0）
6（30.0）

0
1（5.0）

0
3（15.0）
1（5.0）
1（5.0）

t/χ2值

0.260
0.375

-0.456

-1.067
-1.494
0.018
3.45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5

P值

0.796
0.709
0.651

0.292
0.143
0.313
0.06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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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降低了损坏周围结构和十二指肠残端缺血的可

能性；重叠的吻合部位可保持均匀的张力，节省了因

扭转胃或十二指肠所需的长度，能达到无张力状态。

这样，为符合患者生理目的，能最大可能地完成

BillrothⅠ式吻合。Byun等［17］使用类似方法后也认

为，对比三角吻合其具有更好的技术和功能优势。

Jang和Lee［6］报道的42例Overlap吻合，手术时

间为（228.3±42.5）min，吻合时间为（12.18±2.3）min，
对比既往三角吻合的研究，吻合时间相似或更短，

故认为 Overlap 吻合操作更易行。近期 Watanabe
等［18］报道一组 247 例完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行

Overlap吻合的病例，平均手术时间 203 min。但这

两项关于Overlap吻合的研究都没有与本中心的三

角吻合病例进行比较。本研究经过Overlap吻合组

与三角吻合组比较，两组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t=0.260，P=0.796）。而房学东团队研究显示，与

传统BillrothⅠ式吻合相比，Overlap吻合手术时间更

短［19］。三角吻合目前开展已较为成熟，而Overlap
吻合的开展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结合以上研究的

结果，提示Overlap吻合操作或许更简单易行。

Kanaya等［1］报道的 100例三角吻合研究中，唯

一吻合相关并发症即为 1 例吻合口漏。Noshiro
等［20］报道的71例三角吻合患者中，有6例发生吻合

口漏，需要通过加固缝合吻合口来降低吻合口漏的

发生。Jang 和 Lee［6］报道的 Overlap 吻合无吻合口

漏发生，尽管两组间在并发症的总体发生率上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但三角吻合组有1例发生吻合口漏。

本研究中，Overlap吻合组中也无吻合口漏发生，但

三角吻合组术后出现 1例吻合口漏，经放置空肠营

养管保守治疗好转。有研究报道，完全腹腔镜胃癌

根治术腹腔内吻合能直视检查吻合口，可降低吻合

口出血的风险［21］。本研究两组患者各有1例吻合口

出血，三角吻合组尚有 1例腹腔出血，因此在吻合

时，要细致检查术野、吻合口的血运和闭合效果。

本研究中，虽然胃排空障碍发生率两组患者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Overlap吻合组有6例发生

胃排空障碍，而三角吻合组仅有 1例。关于胃排空

障碍的定义国际上尚无统一标准，Bar⁃Natan等［22］定

义为保留胃管超过术后 10 d，无法恢复常规饮食；

Kim等［23］定义为术后胃胀、恶心、呕吐并经X线平

片证实，同时指出，胃排空障碍与术前合并症、尤其

是糖尿病、吻合口直径及术后吻合口水肿或狭窄相

关。Jang 和 Lee［6］最初报道的 42例Overlap 胃十二

指肠吻合术后并发症无胃排空障碍发生者，但仍有

5例患者术后存在胃瘀滞症状，经禁食及饮食控制

后好转。本研究两组病例共7例患者出现胃排空障

碍，均经影像学证实，术前无合并糖尿病，术后经保

守治疗后均好转，恢复饮食前均经上消化道造影除

外吻合口狭窄，术后复查胃镜提示吻合口通畅。提

示Overlap吻合可能会增加胃排空障碍的发生率，但

需在此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通过与完全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三

角吻合短期临床疗效的对比，初步证实Overlap胃⁃
十二指肠吻合安全、可行；且Overlap吻合可能操作

更方便，更大限度地增加BillrothⅠ吻合的可能性，

可以推广。但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入组病

例数较少，且没有远期生存的对比，今后应通过前

瞻性临床对比研究，进一步探讨该方法的可行性和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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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P<0.05或P<0.01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

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 t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

两比较的 q检验等）和统计量的具体值（如 t=3.45，χ2=4.68，F=6.79 等）。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

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 95%可信区间。

·读者·作者·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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