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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腹腔镜荷包钳法胃上中部癌根治

手术的应用经验，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可行性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 7月至 2018年 12月期间，于新乡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接受腹腔镜荷包钳法胃上中

部癌根治手术的3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完成胃系膜的切除

及淋巴结清扫后，在腹腔镜下采用荷包钳法制作食管荷包，

放置抵钉座，以管型吻合器完成食管空肠（食管胃）吻合。观

察手术结果，统计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手术失血量、淋巴结

清扫数目、食管切缘距肿瘤上缘距离、术后首次排气时间、术

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术后病理结果。结果 35例患者均顺

利完成腹腔镜荷包钳法胃上中部癌根治术，无中转开腹病

例。全胃切除术26例，近端胃切除术9例；腹部切口长度为

（4.0±1.1）cm。手术时间（290.0±74.6）min，术中失血量为

（111.4±43.2）ml，清扫淋巴结（32.2±10.4）枚，食管切缘距肿

物上缘距离为（2.6±0.5）cm。所有病例食管切缘均为阴性。

术后首次排气时间为（2.9±0.9）d。全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17.1%（6/35），其中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5.7%（2/35）。

腹部切口均一期愈合，无切口感染；术后发生肺部感染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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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封闭切口的手套制备步骤 1A.手套A，7.5号手套剪去食指和无名指末端，套入开腹手术用荷包钳（型号：LS591R17）2柄，

于 2柄中部丝线结扎封闭指套；1B.手套B，吻合器杆套7.5号手套中指，丝线结扎固定，从拇指穿出另一根线备牵拉固定吻合器胃（空

肠）套头用；1C.指套环C，取手套B中剪去的中指指套中节环形部分，以丝线一端系于该指套环，备固定吻合器胃（空肠）套头用

A1 C1B1

吻合口漏 2例，均经非手术治疗治愈；无吻合口狭窄发生；近

端胃切除病例中9例均有反酸表现，2例出现进食后上腹胀、

纳差表现，均经药物治疗后缓解。余患者均顺利康复。结

论 腹腔镜荷包钳法胃上中部癌根治手术安全可行。

【关键词】 胃肿瘤； 腹腔镜检查； 消化道重建； 荷

包钳

DOI: 10.3760/cma.j.cn.441530⁃20190925⁃00360

腹腔镜辅助胃上中部癌根治术涉及解剖位置深在的腹

段食管的处理，需要较长的辅助切口（多为8~10 cm［1］），降低

了腹腔镜手术的微创意义。而且，由于小切口下手术视野显

露不佳，食管的切断与吻合也较为困难，在显露欠佳的情况

下完成消化道重建，增加了吻合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完全腹

腔镜胃癌根治手术将标本切除、消化道重建也放于腹腔镜下

完成，将手术切口减至3~4 cm，充分体现腹腔镜手术的微创

性［2］。目前常用的几种完全腹腔镜胃中上部癌根治手术的

重建方式各有优缺点，对于理想的重建方式，尚未形成一致

的意见［3］。笔者采用荷包钳法实施腹腔镜胃中上部癌根治

术35例，切口大小类似于完全腹腔镜手术，取得了良好的近

期效果。现报告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

分析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于新乡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胃肠外科接受腹腔镜荷包钳法胃上中部癌根

治手术的 35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4例，女性11例，

年龄 41~76（62.5±9.3）岁，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为（23.0±2.6）（18.3~27.9）kg/m2，肿瘤位置：食管胃结合部腺

癌 31 例（其中 Siewert Ⅱ型 19 例，Siewert Ⅲ型 16 例），胃体

癌 3 例，食管胃结合部和胃窦同时性多原发癌 1例。所有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病例术前均行上消化道造影评估肿瘤

侵犯食管长度，侵犯食管最长者 2.5 cm。本研究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实施（审批号：2019189），患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

2.器械准备：手术开始前预先制备套入吻合器械的手

套，准备步骤见图1。
3.手术步骤：全身麻醉，仰卧人字位，头高 15°。观察孔

位于脐下3 cm，主操作孔位于左肋缘下2 cm腋前线，辅助操

作孔分别位于双侧锁骨中线脐水平，右侧肋缘下腋前线。完

整切除胃系膜，清扫至第2站淋巴结。

食管下端的准备：（1）腹腔镜下廓清食管周围；（2）巡回

护士牵拉胃管及营养管至中上段食管腔内；（3）在肿物上缘

处以纱条悬吊食管下端，收紧作牵引用。

腹腔镜下食管下端荷包钳制作荷包：自脐与剑突连线中

点向上取约4 cm正中切口。安放切口保护器。在切口保护

器上套手套A封闭切口并将荷包钳经切口放入腹腔。重建

气腹，在腹腔镜监视下，以荷包钳距食管纱条结扎处2 cm夹

闭食管。将荷包针线引入腹腔，从右向左分别穿过两根荷包

钳，经主操作孔引出体外。以电凝钩切开食管前壁约3/4，松
去荷包钳。见图2A至2D。

腹腔镜下食管断端放置固定抵钉座：在腹腔镜监视下，

术者将抵钉座经食管前壁切口送入食管腔内。收紧打结荷

包线固定抵钉座（体外荷包线打结，推结器收紧打结）。距

离食管荷包结扎线0.5 cm切断食管后壁，完成荷包缝合。见

图2E至2G。停气腹、去除手套A。

经腹壁切口牵出胃，切除全胃或近端胃大部。

全胃切除消化道重建：采用腹腔镜下食管空肠Roux⁃en⁃Y
吻合，经腹壁切口完成空肠空肠端侧吻合。将手套B的吻合

器穿入空肠远断端管腔，距远断端6~7 cm侧壁穿出连接杆，

以指套环C固定。将管型吻合器前端放入腹腔，手套B套上

切口保护器。重建气腹，在腹腔镜监视下，连接抵钉座和吻

合器杆，完成食管与空肠端侧吻合。剪除指套环C，撤出吻

合器，检查吻合口完整性。以直线切割吻合器缝闭空肠远断

端，完成吻合。

近端胃切除消化道重建：采用腹腔镜下食管远端胃端侧

吻合。经幽门窦处切开胃前壁约3 cm，将手套B的吻合器经

胃窦切口进入胃腔，吻合器连接杆自大弯侧后壁穿出，以指

套环C套上远端胃套头之吻合器上。将吻合器前端连同远

端胃放入腹腔，手套B套上切口保护器。重建气腹，在腹腔

镜监视下，连接抵钉座和吻合器杆。完成食管与远端胃端侧

吻合。剪除指套环C。撤出吻合器，检查吻合口完整性，停

气腹，去除手套B。缝闭胃窦切口，完成吻合。

4.观察指标与随访：观察手术结果，记录吻合时间（包括

腹腔镜下食管下端荷包钳制作荷包、切开食管前壁、放置固

定抵钉座、切断食管以及连接吻合器完成食管⁃空肠或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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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胃吻合），观察分析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淋

巴结清扫数目和食管切缘距肿瘤上缘距离情况；观察术后恢

复情况，包括术后首次排气时间、术后吻合相关并发症及其

他近远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每3个月随访1次，随访方

式包括住院化疗期间复查、门诊复查和电话随访。随访时间

截至2019年11月。

二、结果

1. 手术情况：本组 35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荷包钳

法胃上中部癌根治手术，无中转开腹病例。其中采用全胃切

除26例，近端胃切除9例。腹部切口长度为（4.0±1.1）cm。手

术时间为（290.0±74.6）min，其中完成食管⁃空肠或食管⁃远端胃

的吻合时间为（36.6±9.6）min，术中失血量为（111.4±43.2）ml，
清扫淋巴结（32.2±10.4）枚，食管切缘距肿物上缘距离为

（2.6±0.5）cm。

术后病理检查结果显示，所有病例食管切缘均为阴性。

低分化腺癌14例，中⁃低分化腺癌7例，中分化腺癌6例，高分

化腺癌2例，黏液腺癌1例。低分化腺癌伴部分印戒细胞癌

1例，中分化腺癌伴黏液腺癌 3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伴癌

变 1例。术后病理TNM分期ⅠA期 3例，ⅠB期 6例，ⅡA期

6例，ⅡB期1例，ⅢA期8例，ⅢB期6例，ⅢC期5例，其中早

期胃癌3例，进展期胃癌32例。

2. 术后恢复情况：术后首次排气时间为（2.9±0.9）d，术后

住院时间为（12.4±8.3）d。全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7.1%（6/35），

其中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 5.7%（2/35）。所有患者腹

部切口均一期愈合，无切口感染；术后发生肺部感染4例，合

并肺不张 3例；食管⁃空肠吻合口漏 2例，漏入左侧胸腔及左

侧膈下各 1例，呈现高热、心率增快，血氧饱和度降低，经左

侧胸腔、左膈下双套管冲洗吸引并经鼻肠营养管营养支持

治疗，分别于术后41 d和术后36 d痊愈。全组未发生吻合口

狭窄，无吻合口及腹腔内大出血病例。9例近端胃切除病例

均有不同程度的反酸、烧心，服用抑酸剂后缓解；2例出现进

食后上腹胀、纳差表现，服用促进胃动力药物后减轻；余患者

均顺利康复。

3. 术后随访情况：术后平均随访21.4（11~40）个月。1例
发生肝转移，于术后 17个月死亡；2例发生腹膜转移并癌性

肠梗阻，其中 1例术后 22个月死亡；1例术后 21个月出现腹

膜转移并腹水。其他病例尚未见复发或转移。

三、讨论

目前完全腹腔镜胃上中部癌根治术中，采用的食管空肠

（残胃）吻合方法有手工缝荷包、反穿刺器法、OrVilTM法（经口

腔置入抵钉座）及Endo⁃GIA法等，但各种腹腔下吻合均存在

一定局限［1，4⁃5］。

笔者认为，理想的完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消化道重建方

式应以腹腔镜下重建安全、有效、易行且较为经济为准则。

应符合以下要求：（1）腔镜下操作难度不大；（2）过程不复杂；

（3）吻合不复杂，不增加吻合口漏及吻合口狭窄的风险；（4）
对于获得较高的食管切缘没有限制；（5）较低的费用。如果

管状吻合器械能取得进步，吻合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腹腔镜

下圆形吻合方式仍然具有相当有益的价值。2008年，Usui
等［6］报道了荷包钳法应用于腹腔镜下食管空肠吻合，将开放

手术的技术应用于腹腔镜下吻合，取得良好的效果。荷包钳

法符合了圆形吻合的要求，可以取得更高的食管切缘，不需

要使用OrVilTM或Endo⁃GIA及多个钉仓，不增加手术费用，可

满足上述要求。

对于腹腔镜胃中上部癌根治术，笔者采用荷包钳法，在

腹段食管廓清后，取腹部3~4 cm切口，将荷包钳两柄通过手

套和切口保护器组合形成的封闭结构，进入腹腔，利用开腹

手术的方法，在腹腔镜下监视下，体外操控荷包钳制作荷包，

穿荷包针完成荷包缝合，切开食管前壁，放入抵钉座，再在腔

镜下进行食管空肠（残胃）吻合的方法。这种方法采用了开

腹手术的技术在腹腔镜直视下实施，与腹腔镜辅助手术相

比，具有良好显露，视野开阔，安全可靠。

完全腹腔镜胃癌切除的平均手术时间报道为 203~
377 min［7⁃9］。本研究手术时间为（290.0±74.6）min，其中食管

空肠/远端胃吻合的完成时间仅为（36.6±9.6）min。总手术时

间较长的原因主要与准备的步骤较多有关：譬如需预先制

D2

F2E2 G2

A2 C2B2

图2 荷包钳法腹腔镜胃中上部癌根治术步骤 2A.荷包钳夹闭食管；2B.穿入荷包针；2C.荷包钳左侧拔出荷包针；2D.电凝钩切开食管前壁；

2E.将抵钉座送入食管内；2F.体外打结固定抵钉座；2G.完成食管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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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两个手套，需两次更换封闭切口手套，增加了停气腹及重

建气腹过程，以及经小切口进行体外标本切除、肠肠吻合等

有关，与OrVilTM法或Endo⁃GIA法相比，步骤较多。随着技术

的逐步成熟，术中配合的默契，操作更加连贯，手术时间有可

缩短的余地。本研究中术中出血量、术后首次排气时间和术

后住院时间也体现了腹腔镜胃癌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的

优点。

消化道重建主要关注的并发症为吻合相关的并发症，本

研究的术后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5.7%（2/35），与报道

5.1%的发生率相一致［7］。无吻合口出血、狭窄发生，体现了

腹腔镜下圆形吻合良好的安全性。近端胃切除后食管远端

残胃吻合术后胃食管反流是常见的术后并发症，多需要服用

抑酸剂治疗，发生原因主要与贲门及食管下端切除后食管胃

结合部的抗反流机制缺失有关。本组 9例近端胃切除病例

均有不同程度的胃食管反流表现，抑酸药物可以控制。

完全腹腔镜手术中由于缺乏手的触觉，不易准确判定肿

瘤上缘侵及食管的位置。本研究中除依据术前影像和术中

胃镜外，还采用纱条悬吊食管的方法。在估计肿瘤上缘的口

侧稍远处，以纱条束紧牵拉食管下端，然后在纱条口侧2 cm
处，以荷包钳夹闭并切断食管。术后检查标本，发现增厚质

韧的肿瘤上缘均被推压在束紧食管的纱条肛侧，食管切缘距

肿物上缘距离为（2.6±0.5）cm，所有病例食管切缘均为阴性。

由此，笔者认为，纱条束紧食管牵引的方法有助于术中判断

肿瘤上缘的位置，弥补完全腹腔镜手术不易判断食管受侵上

缘的缺点，为术中食管离断位置提供参考，保障肿瘤学安全

的食管切缘。

胃癌切除术后食管空肠吻合多采用端侧吻合方式，腹腔

镜下收紧吻合器过程中，失去手的掌控，如何确保不夹入空

肠系膜侧肠壁，避免钉合不当造成的输出袢狭窄是一个需要

注意的问题。本研究中采用指套环固定吻合器胃（空肠）套

头，并用丝线体外牵引，保证了食管断端与空肠对系膜侧肠

壁的良好对合。在难易度方面，我们借用了荷包钳夹闭穿线

制备食管荷包的方法，避免了腹腔镜下手工缝合荷包的困

难；对于抵钉座放置的困难，在系紧的食管下端纱条的牵引

下，腹腔镜下食管前壁切口得到良好的显露，降低了抵钉座

放置的难度；对体腔内较硬而滑的荷包线打结的困难，采用

体外打结，推结器推入收紧的方法，使体内荷包打结变得容

易。通过这些措施，荷包钳法较好地解决了圆形吻合的几处

难点，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腹腔镜荷包钳法胃上中部癌根治术是一种安

全、可行、经济的方法，符合生理要求，可以成为腹腔镜胃癌

手术方法的选择之一。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1］ 胡建昆，杨昆 . 完全腹腔镜胃癌手术的现状［J］. 中国普外基础

与临床杂志，2015，22（4）：391⁃394. DOI：10.7507/1007⁃9424.
20150106.

［2］ 刘胜，臧卫东，应敏刚，等 . 完全腹腔镜胃癌全胃切除术的临床

应用［J］. 腹腔镜外科杂志，2015，20（6）：429⁃432.DOI：10.
13499/j.cnki.fqjwkzz.2015.06.429.

［3］ Nakamura K，Suda K，Suzuki A，et al. Intracorporeal isosceles
right triangle ⁃ shaped anastomosis in totally laparoscopic distal
gastrectomy［J］. Surg Laparosc Endosc Percutan Tech，2018，
28（3）：193⁃201. DOI：10.1097/SLE.0000000000000535.

［4］ So KO，Park JM. Totally laparoscopic total gastrectomy using
intracorporeally hand ⁃ sewn esophagojejunostomy［J］. J Gastric
Cancer，2011，11（4）：206⁃211. DOI：10.5230/jgc.2011.11.4.206.

［5］ 臧潞，马君俊，郑民华 . 腹腔镜胃癌手术热点问题的再思考

［J］.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7，20（8）：841⁃846. DOI：10.3760/
cma.j.issn.1671⁃0274.2017.08.001.

［6］ Usui S，Nagai K，Hiranuma S，et al. Laparoscopy ⁃ assisted
esophagoenteral anastomosis using endoscopic purse ⁃ string
suture instrument“Endo ⁃ PSI（II）”and circular stapler ［J］.
Gastric Cancer，2008，11（4）：233⁃237. DOI：10.1007/s10120⁃
008⁃0481⁃8.

［7］ Chen K，Pan Y，Zhai ST，et al. Totally laparoscopic versus open
total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a case⁃matched study about
short⁃term outcomes［J］. Medicine（Baltimore），2017，96（38）：

e8061. DOI：10.1097/MD.0000000000008061.
［8］ Kim HS， Kim BS， Lee S，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esophagojejunostomies using endoscopic linear staplers in totally
laparoscopic total gastrectomy：report of 139 cases in a large ⁃
volume center［J］. Surg Laparosc Endosc Percutan Tech，2013，
23（6）：e209⁃e216. DOI：10.1097/SLE.0b013e31828e3b79.

［9］ Hiroshi O， Kazutaka O， Shigeru T， et al. Advantage of
completely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with linear stapled
resconstruction：a long term follow⁃up study［J］. Ann Surg，2014，
259（1）：109⁃116. DOI：10.1097/SLA.obo13e31828dfa5d.

（收稿日期：2019⁃09⁃25）
（本文编辑：朱雯洁）

本文引用格式

吴新军，薛明辉，陈炳合，等 .腹腔镜荷包钳法胃上中部癌根治术近

期疗效分析［J］.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20，23（11）：1100⁃1103. DOI：
10.3760/cma.j.cn.441530⁃20190925⁃00360.

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