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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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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食管全系膜切除在食管胃结合部

腺癌（AEG）根治术中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 采用回顾性

队列研究方法，分析 2016年 6月至 2019年 1月期间，于河南

省肿瘤医院（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普通外科经膈肌裂

孔或左侧胸腹联合入路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术前诊断食

管受累≥1 cm的95例AEG腺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依据手

术方式分为全系膜切除组（33例）和传统手术组（62例）。比

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及近期疗效，包括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术后30 d内病死率、上切

缘长度以及淋巴结获取情况方面的差异。结果 两组患者

基线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全系膜切除

组中右侧胸膜破损达 10 例（30.3%），高于传统手术组 4 例

（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751，P=0.002）。全系膜切

除组获拣淋巴结总数目为（47.5±14.5）枚，其中阳性淋巴结中

位数为 5.0枚，均多于传统手术组［分别为（42.2±17.1）枚和

3.0枚］，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全系膜切除组

的纵隔淋巴结获取数达到（5.6±1.6）枚，传统手术组仅为

（2.2±1.3）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1.865，P<0.001），但

两组纵隔淋巴结阳性数目相当（P>0.05）。两组患者在食管

上切缘、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方面亦

接近（均P>0.05）。结论 食管全系膜切除应用于食管受累

AEG患者的治疗，可提高下纵隔淋巴结获取数目，且不增加

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具备一定的手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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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胃窦癌相比，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AEG）具有原发灶更大、病理分期更

晚、预后更差的特点［1］。目前对于AEG，特别是 SiewertⅡ型

AEG，手术入路、淋巴结清扫范围及消化道重建方式均存在

较大争议。河南省肿瘤医院普通外科提出的AEG“三层四分

法”的CT分型，在指导手术入路选择上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

果［2］。然而，在 AEG 下纵隔淋巴结清扫中，常会遇到诸如

No.110、111、112淋巴结无法准确分清、淋巴结清扫界限模糊

及清扫不彻底等问题，在参考结直肠癌全系膜切除理念及查

阅相关文献后，河南省肿瘤医院普通外科提出了“AEG食管

全系膜切除”理念，并应用于AEG下纵隔淋巴结清扫中，取

得满意的近期临床疗效，现将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

准：（1）AEG；（2）R0切除；（3）术前诊断食管受累≥1 cm；（4）经

膈肌裂孔或左侧胸腹联合入路手术。回顾性收集 2016年

6月至2019年1月期间于河南省肿瘤肿瘤医院（郑州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普通外科行手术切除的286例AEG患者的临床

病例资料，将符合入组条件的 95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

性81例，女性14例，年龄（61±9）岁。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

分为全系膜切除组（33例）和传统手术组（62例）。两组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本研究的开展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审批号：

2018ct097），术前均由患者或被授权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所有患者手术均由同一外科医师组完成。

2.手术方法：（1）全系膜切除组：腹段食管解剖示意图见

图1。经腹或左侧胸腹联合入路完成腹腔胃的游离和相关淋

巴结清扫后，左侧胸腹联合入路使用超声刀切开左侧膈肌至

膈肌裂孔；而膈肌裂孔入路则是切开两侧膈肌脚，将膈肌向两

侧牵拉，显露胸下段食管及其系膜。紧贴膈肌游离食管系膜

与左侧膈肌间疏松结缔组织，保证左侧膈肌裂孔内仅有红色

骨骼肌。沿着食管及其系膜走行方向继续向上游离，分离食

管系膜与左肺下叶间的生理粘连至肿瘤上界5 cm处，完成食

管系膜左侧界游离。将食管向上提起，超声刀紧贴胸主动脉

表面游离，显露腹主动脉前壁至肿瘤上界5 cm处，完成食管

系膜后侧界游离。压肠板将心包向右上方向轻拉，超声刀紧

贴心包后壁游离食管系膜与心包后壁生理粘连，完整显露心

包后壁至肿瘤上界5 cm处，注意避免损伤心包膜，完成食管系

膜前界游离。将食管及系膜向左侧牵拉，超声刀紧贴膈肌食

管裂孔右侧壁游离，保证右侧膈肌裂孔内仅有红色骨骼肌，将

膈肌裂孔右侧界向右侧牵拉，沿着食管系膜走行方向继续向

上游离，超声刀走行与心下囊右侧壁与右侧胸膜之间，显露右

侧胸膜至肿瘤上界 5 cm处，完成食管系膜右侧界游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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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系膜切除组与传统手术组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患者

基线资料的比较

临床资料

年龄（岁，x± s）

性别［例（%）］

男

女

手术入路［例（%）］

经膈肌裂孔

左侧胸腹联合

手术方式［例（%）］

全胃切除

近端胃切除

肿瘤长径（cm，x± s）

新辅助治疗［例（%）］

是

否

Siewert分型［例（%）］

Ⅱ型

Ⅲ型

肿瘤T分期［例（%）］

T1和T2

T3和T4

食管受累长度［cm，M（范围）］

全系膜切除

组（33例）

62.8±8.0

28（84.8）
5（15.2）

10（30.3）
23（69.7）

29（87.9）
4（12.1）
5.0±1.5

10（30.3）
23（69.7）

20（60.6）
13（39.4）

7（21.2）
26（78.8）
1.0（0~5.0）

传统手术

组（62例）

60.5±9.6

53（85.5）
9（14.5）

16（25.8）
46（74.2）

55（88.7）
7（11.3）
4.9±2.0

18（29.0）
44（71.0）

39（62.9）
23（37.1）

14（22.6）
48（77.4）
1.2（0~4.5）

统计值

t=-1.216
χ2=0.007

χ2=0.219

χ2=0.015

t=-0.167
χ2=0.017

χ2=0.048

χ2=0.023

Z=-0.181

P值

0.227
0.934

0.640

0.904

0.868
0.897

0.826

0.878

0.857

图1 腹段食管解剖示意图（张俊立绘制；蓝色区域为传统腹段食管

手术切除范围，红色区域为食管全系膜切除手术范围）

图 2 食管胃结合部肿瘤食管全系膜切除手术标本 2A.近端胃及

食管系膜标本；2B.将食管系膜剥离食管肌层；2C.食管上切长度；

2D.术后分拣淋巴结

A2 B2

C2 D2

食管预切断处切开食管系膜，裸化食管，荷包钳钳夹食管上

端，离断食管，取下标本，见图 2；（2）传统手术组：胸下段食

管处理步骤同传统手术，对纵隔淋巴结采取逐个区域清扫

方式进行。

3.观察指标：比较全系膜切除组与传统手术组的手术根

治性（包括上切缘长度和淋巴结获取情况）、手术安全性（术

中、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包括手

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等）。

4.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M（范围）表示；计数资

料用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和等级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Z检验；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经膈肌裂

孔或左侧胸腹联合食管胃结合部癌D2+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根

治术。两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上切缘及淋巴结获取情况：两组患者食管上切缘长度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82，P=0.631）。两组清扫取总淋

巴结数目和阳性淋巴结总数相近，全系膜切除组的纵隔淋巴

结清扫数目多于传统手术组，但两组阳性纵隔淋巴结获取数

相近，见表2。
3.并发症发生情况：全系膜切除组术中右侧胸膜破损

10 例（30.3%），高于传统手术组 4例（6.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2）。对于术中遇到右侧胸膜破损的患者，进入

右侧胸腔时，对患者进行右侧胸膜腔缝合关闭，并放置右侧

胸管，均顺利完成手术。全系膜切除组与传统手术组术后并

发症发生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01）。见表 2。两组

患者均无术后30 d内死亡病例。

三、讨论

AEG作为位于胸腔与腹腔交界处一种特殊类型肿瘤，受

到了普通外科与胸外科医师的共同关注。两个科室在治疗

AEG方面各有所长，普通外科医师的优势在于腹腔淋巴结的

清扫，胸外科医师长处在于纵隔淋巴结清扫。近年来，普通

外科医师与胸外科医师在AEG淋巴结清扫方面获得很好的

优势互补，进行了大量研究及临床实践合作。国内外文献报

道，在SiewertⅠ、Ⅱ、Ⅲ型AEG患者中，纵隔淋巴结转移率分

别为46.2%~65.0%、12.0%~29.5%和6.0%~9.2%，且下纵隔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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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结清扫能使 Siewert Ⅱ型 AEG 患者获得明显的生存获

益［3⁃8］。此外，亦有文献报道AEG食管环周切缘阳性及食管

上切缘不足是影响患者复发及生存的高危因素［9⁃10］。

自1982年Heald等［11］提出了全直肠系膜切除的理念，并

应用于直肠癌根治术中，使得直肠癌患者生存得到了明显提

升。胃的膜解剖及胃全系膜切除理念也逐渐为广大普通外

科医师所接受［12⁃13］。然而，对于AEG患者特别是食管受累患

者来说，能否行食管全系膜切除？笔者认为，从理论基础上，

食管全系膜切除治疗 AEG 是可行的。早在 1998 年，

Matsubara等［14］就已经提出在颈胸交界处食管系膜的概念，

定义食管系膜为由包绕食管周围的血管、神经、脂肪、淋巴管

道及筋膜组织组成的结构。2014年，Tachimori［15］又进一步

阐释了胸段食管系膜（由支气管动脉、食管固有动脉及周围

食管神经丛组成，其前界为心包，后界为胸内筋膜，两侧是纵

隔胸膜）和腹段食管系膜（由膈下动脉、胃左动脉及迷走神经

分支组成，周围毗邻筋膜及膈肌）的结构，并首次提将食管全

系膜切除手术的理念应用于食管癌根治术中。

基于上述食管系膜的研究与概念，河南省肿瘤医院普通

外科对AEG手术入路、纵隔淋巴结转移及清扫及消化道重

建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和研究，发现术前诊断食管受累

AEG患者，在既往清扫下纵隔淋巴结过程中，常遇到清扫界

限模糊，清扫不彻底，进而导致下纵隔淋巴结数目获取较少

的状况。经膈肌裂孔进行下纵隔淋巴结中上述情况尤为明

显，且在后期吻合过程中，常常存在吻合口加针困难或勉强

加针的情况，可能导致吻合口漏的发生。而笔者团队将食管

全系膜切除理念应用于食管受累AEG患者手术中，依据术

前CT分型，判断食管受累长度，进而采取经膈肌裂孔入路或

左侧胸腹联合入路进行胸下段食管+全胃切除或胸下段食

管+近端胃切除术。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全系膜切除

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方面，均与传统手术组

相当。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术后住院时间情况相

当，说明食管全系膜切除术在手术安全性方面不劣于传统手

术组，不会增加患者心理及生理负担。值得注意的是，全系

膜切除组右侧胸膜破裂发生率高于传统手术组，这可能与术

者处于学习曲线的早期有关，相信随着食管全系膜切除手术

经验的积累，能逐渐降低术中并发症的风险。

在手术肿瘤根治性方面，两组患者食管上切缘长度相

近，但全系膜切除组后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显著高于传统手

术组，遗憾的是本院病理科无法做系膜环周切缘的检测，只

能依据前期相关临床研究数据推断，全系膜切除组在手术肿

瘤根治性方面可能优于传统手术组，这有待后期随访两组患

者生存情况及大样本临床数据来进一步验证。

经过前期食管全系膜切除临床实践，食管全系膜切除术

在清扫下纵隔淋巴结过程中具备以下优势：（1）明确了食管

系膜的定义和清扫界限，让操作有章可循；（2）操作于相关膜

间隙内，使创面更具层次感，易于掌握，有望减少术中出血

量；（3）符合肿瘤切除的整块切除理念，使肿瘤的根治性更加

彻底。在前期操作过程中常存在右侧胸膜破裂问题，考虑可

能的原因是尚处于前期学习曲线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左侧

胸腹联合入路、患者取右侧斜45°~60°侧卧位时，操作过程中

应牢记胸下段食管由正中偏右侧向左侧斜跨过降主动脉至

膈肌裂孔这一解剖情况，顺着食管及其系膜走行方向进行游

离，注意食管系膜逐渐变薄，可以减少对右侧胸膜的损伤。

随着对相关膜间隙和层次理解的加深及操作的熟练，右侧胸

膜破裂情况也在逐渐减少。

综上所述，食管全系膜切除在食管受累AEG患者临床

应用中可显著提高后纵隔淋巴结获取数目，且不增加患者术

后并发症的风险，具备一定的手术安全性。但该术式的远期

效果更待相关随访数据和更大样本量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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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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