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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CT模拟影像描述胃周动脉变异
对腹腔镜全胃切除术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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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腹腔镜胃癌根治手术中遇到胃周血管解剖变异时，常会影响术者判断而延长

手术时间，甚至造成误伤引起手术并发症，而无法保证手术的安全和质量。本研究术前利用 3D模

拟软件重建多排CT（3D⁃CT）描述胃周血管腹腔干和脾动脉的变异情况，分析其描述的不同血管变

异情况对腹腔镜全胃切除加D2淋巴清扫术（LTG+D2LD）的指导作用。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

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胃癌为进展期，术前均行消化内镜、64排增强CT扫描等检查，病理组织

学诊断为胃腺癌；（2）重建了3D⁃CT模拟影像以指导手术；（3）均为同一组手术团队施行LTG+D2LD
手术；（4）临床资料齐全，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河南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 2014年至 2018年间

98 例胃癌患者入组。腹腔干的变异按 Adachi 的 6 个分类归纳为常见型（AdachiⅠ型）和罕见型

（AdachiⅡ~Ⅵ型）；脾动脉根据Natsume分类被分为“平坦型”和“弯曲型”。根据 3D CT模拟影像，

描述患者的腹腔干和脾动脉变异情况，比较不同动脉变异类型组间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

及术后检出淋巴结数的差异。结果 本组患者腹腔干常见型 84例（86%），罕见型 14例，其中Ⅱ型

6例（6%），Ⅲ型 2例（2%），Ⅳ型 2例（2%），Ⅴ型 3例（3%），Ⅵ型 1例（1%）；未发现其他类型。腹腔

干常见型与罕见型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术中淋巴结检出数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腹腔干常见型患者比较，罕见型患者的 LTG+D2LD手术时间长［（321.1±29.0）min比

（295.1±46.5）min，t=2.081，P=0.040］，术中出血量多（中位数：66.0 ml比32.0 ml，Z=⁃4.974，P=0.00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脾动脉平坦型患者41例（42%），弯曲型患者57例（58%），两组患者在一般临

床特征及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以及淋巴结检出数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3D CT模拟影像描述胃周血管变异的方法对腹腔镜胃癌根治手术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腹

腔干变异时，LTG+D2LD手术时间会延长并可能增加出血量；而脾动脉是否变异对LTG+D2LD手术无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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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natomic variations in the perigastric vessels during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often affect the operator's judgment and prolong the operation time, and even cause
accidental injury and surgical complications, and hence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the operation cannot
be ensured. In this study, multiple slice CT was reconstructed by 3⁃dimensional CT simulation software
(3D⁃CT), and 3D⁃CT images were used to describe the variation of celiac trunk and splenic artery before
surgery.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different variation of vessels was analyzed for laparoscopic total
gastrectomy + D2 lymph node dissection (LTG + D2L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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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周复杂的血管解剖增加了腹腔镜全胃切除

并 D2 淋巴结清扫术（laparoscopic total gastrectomy
with D2 LN dissection，LTG+D2LD）的风险和难度［1⁃2］。

早期对胃周血管变异的研究主要依靠尸检。1928年，

Adachi［3］基于252例尸检标本，把腹腔干的变异分为

6个类型并沿用至今，即类型Ⅰ：胃左动脉、肝总动

脉和脾动脉，均发自腹腔干；类型Ⅱ：胃左动脉发自

腹腔干，而脾动脉与肝总动脉共干；类型Ⅲ：胃左动

脉发自腹腔干，同时肝总动脉和脾动脉发自肠系膜

上动脉；类型Ⅳ：肝总动脉、脾动脉、肠系膜上动脉

和胃左动脉共干；类型Ⅴ：胃左动脉和脾动脉发自

一个共干，同时肝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发自另

一共干；类型Ⅵ：同类型Ⅴ，但肝总动脉走行于门

静脉后方。近年来，对胃周血管变异情况的研究

主要利用 3D 模拟软件重建多排 CT 扫描来完成

（3D⁃CT模拟影像）。3D⁃CT模拟影像可以单独或融

合显示胃周血管及胃周主要脏器如肝脏、胰腺、脾

脏等，可以多角度、多方位观察血管走形及其与胃

周脏器的关系，能够为手术医生呈现出直观、准确

的解剖位置关系，可以在术前模拟手术过程，也能

在术中通过另设显示器实时指导手术。有研究显

示，3D⁃CT模拟影像描述胃周血管的变异情况具备

极高的敏感性和几乎100%的准确性［4］。

许多研究利用3D⁃CT模拟影像对脾动脉进行分

型，分型方法较多，个别较为复杂［5］。而Natsume等［6］

根据脾动脉和胰腺的关系将脾动脉分为“平坦”和

“弯曲”两种类型。平坦型是指整个脾动脉的走行

在胰腺上缘可见，弯曲型是指脾动脉在邻近其起源

处即走行入胰腺内并逐渐走行到胰腺上缘。通常

弯曲型脾动脉周围的淋巴清扫更困难，风险也较高。

conducted. Case inclusion criteria: (1) Gastric cancer was at an advanced stage. All the patients were
preoperatively examined by digestive endoscopy and 64 ⁃ row enhanced CT scan, and were
histo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with gastric adenocarcinoma. (2) 3D ⁃ CT simulation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to guide the operation. (3) LTG+D2LD surgery was performed by the same surgical team.
(4) Clinical data were complete, and all the patients had signed the informed consent. From 2014 to
2018, 98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t the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Department of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were enrolled. According to the Adachi classification, celiac trunk variation was
divided into common type (Adachi type I) and rare type (Adachi type II⁃VI). According to the Natsume
classification, splenic artery was classified into "flat type" and "curved type". Based on 3D ⁃ CT
simulation images, variation of celiac trunk and splenic artery was described, and the differences in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the number of postoperative retrieved lymph nod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arterial variation. Results For celiac trunk, common
type was found in 84 cases (86%) and rare type was found in 14 cases, including 6 cases (6%) of type
II, 2 cases (2%) of type III, 2 cases (2%) of type IV, 3 cases (3%) of type V, 1 case (1%) of type VI. No
other types were found.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umber of retrieved lymph nodes between patients of the common type group and rare type group
(all P>0.05). Compared with common type patients, those of rare type had longer operative time
[(321.1±29.0) minutes vs. (295.1±46.5) minutes, t=2.081, P=0.040] and mor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median: 66.0 ml vs. 32.0 ml, Z=-4.974, P=0.001). For splenic artery, 41 patients (42%) were flat type and
57 patients (58%) were curved typ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perative time and number of retrieved
lymph nodes (all P>0.05). Conclusions The method of describing the variation in the perigastric
vessels by 3D⁃CT simulation has certain clinical value in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The duration
of LTG+D2LD is prolonged and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s increased with the variation of celiac
trunk, while the variation of splenic artery has no effect on LTG+D2LD.

【Key words】 Stomach neoplasms； Laparoscopic ⁃ assisted total gastrectomy； Variation of
perigastric artery； 3D⁃CT simulatio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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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利用3D⁃CT模

拟影像对胃癌根治术的积极影响，而关于不同胃周

血管变异对LTG+D2LD的影响报道不多。胃周血管

较多，而静脉的变异和走行常伴随于动脉，且手术

时淋巴的清扫通常沿动脉进行，因此动脉的变异对

手术的影响较大。在胃周动脉中腹腔干与脾动脉

变异最为常见，故其周围的淋巴清扫为重点和难点。

本研究利用3D⁃CT模拟影像着重分析腹腔干及

脾动脉的变异，并分析不同变异对LTG+D2LD的影

响，希望能够为手术的安全、精准和顺畅提供帮助。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

（1）为进展期胃癌，术前均行消化内镜、64排增强CT
扫描等检查，病理组织学诊断为胃腺癌；（2）重建

3D⁃CT模拟影像以指导手术；（3）均为同一组手术团

队施行LTG+D2LD手术；（4）临床资料齐全，患者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术前接受过新辅

助治疗或转化治疗；（2）术前临床分期（根据国际抗

癌联盟第 8 版胃癌 TNM 分期［7］进行）超过 T4N1M0；

（3）肿瘤位于或侵犯胃近端大弯侧；（4）术前有腹部

手术史。

根据上述标准，收集2014年1月到2018年5月

间河南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98例均接受LTG+D2LD
的近端胃癌患者。男 57例，女 41例，年龄（65.69±
10.73）岁；肿瘤TNM分期：Ⅰ~Ⅱ期52例，Ⅲ期46例。

本研究通过河南省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2020）伦理第（05）号］。

二、3D CT模拟影像获取方法

64 排增强 CT 扫描（0.5 mm 层厚，日本东芝公

司），共140 ml碘海醇按4 ml/s的速率静脉注射进行

增强扫描。影像获取在注射后30 s的动脉期和注射

后 70 s的门脉期。将 CT数据输入 3D影像重建软

件（Synapse VINCENT；FujiFilm Medical），逐个重建

胃周动脉、静脉、胰腺、脾脏的3D影像。为了清楚观

察血管走行和分支结构，常需要调整不同的角度，

3D-CT模拟影像可以多维度 360°旋转观察。多数

情况下所有被重建的目标均用动脉期数据，利用动

脉期数据亦能较好地显示静脉血管，最后融合这些

重建的目标［8］。

三、保留脾脏的LTG+D2LD术

术中专设一显示屏动态显示手术区域血管脏

器的3D CT模拟影像以指导手术。选用静脉复合麻

醉，5个戳卡孔。手术采用中间入路的游离和清扫

方法［9］。所有病例切除大网膜并行标准的D2淋巴结

清扫，区域淋巴结的分站参照第15版日本胃癌分类

规约［10］。消化道的重建采用“Roux⁃en⁃Y”方法，与

Nagai等［11］描述的在腹腔内行空肠食管的“Overlap”
侧侧吻合。

四、观察指标

本研究主要评估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淋巴

结检出数对手术过程和术中淋巴结清扫质量的影

响。逐一对比 98例腹腔干及脾动脉的 3D-CT模拟

影像和术中所见的实际影像，描述腹腔干和脾动

脉的变异类型及不同类型的发生率。由于在

Adachi分型中除Ⅰ型外的其他类型都相对罕见，为

了有利于统计分析，本研究把腹腔干变异分为常见

型（Ⅰ型）和罕见型（AdachiⅡ~Ⅵ型）两种，以比较腹

腔干两种变异类型和脾动脉的两种变异类型患者

LTG+D2LD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淋巴结检出

数之差异，从而评估不同血管变异对手术的影响。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服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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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从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用 M（QR）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用例（%）表示，两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一般情况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腹腔镜手术。术前3D CT
模拟影像与术中腔镜观察到的实际影像 100% 符

合。61例（62%）腹腔干主干和 78例（80%）脾动脉

走行可以在前方正面明视，而向前旋转90°，从头端

向下可以观察到所有病例的腹腔干及脾动脉走行，

其个别分支的观察也可以结合术中腹腔镜所见，调

整更合适角度并与术中所见印证。

二、腹腔干变异情况

本组患者观察到了Adachi描述的所有腹腔干

变异类型，其中84例（86%）为类型Ⅰ，即常见型；而

罕见型 14例（16%），包括类型Ⅱ、Ⅲ、Ⅳ、Ⅴ和Ⅵ型

分别为 6例（6%）、2例（2%）、2例（2%）、3例（3%）和

1例（1%），未发现其他类型的变异。腹腔干各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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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情况见图 1 至图 6。腹腔干变异常见型和罕见

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和临床分期的分

布以及淋巴结检出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腹腔干变异罕见型组患者的手术时间

较腹腔干变异常见型组长，术中出血量亦较多，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三、脾动脉变异情况

脾动脉变异平坦型 41例（42%），弯曲型 57例

（58%）；典型图片见图 1B、1D、1F和 1H。两组患者

在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和临床分期的分布以及在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淋巴结检出数方面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从手术时间和

术中出血量的均值上看，弯曲型组手术时间较长，

出血量亦较多，见表2。

注：CT：腹腔干，CHA：肝总动脉，SpA：脾动脉，LGA：胃左动脉，SMA：

肠系膜上动脉，AHA：副肝左动脉，PV：门静脉，SpV：脾静脉

图 1 本组胃癌患者典型腹腔干和脾动脉变异类型图，左侧图均为

腹腔镜手术影像图，右侧图为对应的 3D⁃CT模拟影像图 1A.腹腔

干 AdachiⅠ型；1B.脾动脉平坦型；1C.腹腔干 AdachiⅡ型；1D.脾动

脉平坦型；1E.腹腔干 Adachi Ⅲ型；1 F.脾动脉弯曲型；1G.腹腔干

Adachi Ⅳ型；1H.脾动脉弯曲型；1I.腹腔干 Adachi Ⅴ型；1J.脾动脉

弯曲型；1K.腹腔干 AdachiⅥ型；1L.脾动脉平坦型

C1 D1

A1 B1

K1 L1

I1 J1

G1 H1

E1 F1

表1 腹腔干常见型与罕见型患者一般临床特征

及手术指标比较

临床资料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x± s）

体质指数（kg/m2，x± s）

肿瘤TNM分期［例（%）］

Ⅰ~Ⅱ期

Ⅲ期

手术时间（min，x± s）
术中出血量［ml，M（QR）］
检出淋巴结数（枚，x± s）

腹腔干常见

型（84例）

49（58.3）
35（41.6）
64.4±11.8
22.9±3.2

43（51.2）
41（48.8）

295.1±46.5
32.0（31.0）
45.4±16.3

腹腔干罕见

型（14例）

8（57.1）
6（42.9）
70.6±6.3
23.6±4.3

9（9/14）
5（5/14）

321.1±29.0
66.0（67.5）
42.3±26.0

统计值

χ2=0.007

t=1.26
t=1.160

χ2=0.826

t=2.081
Z=-4.974
t=0.246

P值

0.933

0.153
0.186
0.363

0.040
0.001
0.204

表2 脾动脉弯曲型与平坦型患者一般临床特征

及手术指标比较

临床资料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x± s）

体质指数（kg/m2，x± s）

肿瘤TNM分期［例（%）］

Ⅰ~Ⅱ期

Ⅲ期

手术时间（min，x± s）
术中出血量［ml，M（QR）］
检出淋巴结数（枚，x± s）

脾动脉弯曲

型（57例）

31（54.4）
26（45.6）
61.7±13.5
22.0±3.3

30（52.6）
27（47.4）

303.3±44.1
34.0（39.5）
45.5±17.9

脾动脉平坦

型（41例）

26（63.4）
15（36.6）
68.1±9.7

23.47±4.10

22（53.7）
19（46.3）

291.3±48.6
40.0（41.0）
44.3±16.5

统计值

χ2=0.799

t=1.773
t=0.120

χ2=0.010

t=0.516
Z=-1.538
t=0.132

P值

10.412

0.106
0.653
0.920

0.847
0.124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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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对于进展期近端胃癌，越来越多的文献认为，

LTG+D2LD相对于开腹手术痛苦较小，恢复较快，且

两者近、远期疗效无明显差异［12⁃14］。LTG+D2LD手术

的难点主要在于胃周血管较多和周围脏器毗邻关

系复杂，且胃周血管的变异也较多，淋巴清扫难度

大，尤其是腹腔干周围的第 7、8、9组淋巴结清扫和

脾动脉周围第 11、10组淋巴结的清扫难度最大，也

是术中容易出现意外的地方［15⁃16］。当术中遇到这些

区域的罕见变异时，常会影响到术者判断而延长手

术时间，甚至造成误伤引起手术并发症，无法保证

手术的安全和质量。因此，在术前充分了解胃周血

管的解剖变异十分重要。

目前，有许多研究报道了3D⁃CT重建胃周血管

对指导腹腔镜胃癌根治手术的有效性和必要性［17⁃18］。

Miyamoto 等［17］报道，3D⁃CT 模拟影像能够清晰显

示肝总动脉和胃左静脉变异，并分析了肝总动脉

和胃左静脉的变异类型，指出术前进行 3D⁃CT 模

拟能有效减少术中出血量。Yamashita 等［18］利用

3D⁃CT描述了右肝动脉的变异并分析了这些变异对

胃切除术的影响。Zheng等［19］分析了脾动脉变异对

LTG+D2LD中第 10、11组淋巴结清扫的影响，强调

3D⁃CT模拟影像对腹腔镜胃癌手术是一个必要、有用

的工具。

本研究利用3D⁃CT模拟影像着重显示腹腔干及

脾动脉的走形，同时将胃周围脏器包括肝脏、胰腺

和脾脏融入后，也显示出了其相对应的解剖位置及

与周围脏器的关系，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再适时地分

解这些融合图像。根据3D⁃CT模拟影像分析出的动

脉变异情况，能让术者在术前对手术的重点、难点

做出判断，可以提前制定应对方案，术中根据3D⁃CT
模拟影像与腔镜下实际影像的对比，也能够更好地

理解实际的血管走形、变异和解剖关系。即使在肥

胖病例、血管难以暴露的情况下，也能够根据两种

影像的结合做到预判和精准游离解剖，从而避免损

伤，保证手术的流畅和提高手术质量。

本研究中，腹腔干变异常见型和罕见型两组患

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上比较，腹腔干变异罕见

型组手术时间更长（P<0.05）、失血量更多（P<0.01）、

手术更加困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一般临床

特征及淋巴结检出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这反映出腹腔干两种变异间手术质量无

差异。但目前腔镜下的淋巴清扫其入路多是沿血

管走形的清扫［20］。遇见罕见的变异类型，清扫过程

中不仅要通过精细的解剖辨认血管，警惕血管的损

伤，还要在不熟悉的解剖路径中完成淋巴清扫，这

不仅对术者及其团队的腔镜技术要求很高，也会影

响到术者的心理。本研究腹腔干罕见型占 16%，从

比例上看并不罕见，且其包括类型较多，变异多样，

因此要保证手术的质量，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也会

造成更多的出血。

脾动脉弯曲型在胃周淋巴清扫上也相较平坦

型困难，容易造成脾动脉损伤。在腹腔镜下脾动脉

的视角区域比肝总动脉区域更有限，弯曲型的脾动

脉会穿入胰腺，或者走入脾静脉下方，个别情况脾

动脉会有几个较大的弯曲，影响脾上极血管和胃后

动脉的观察，给第 11p、11d的淋巴清扫带来困难，

一旦有血管损伤会造成较多的出血，甚至需要切除

脾脏。但本研究脾动脉变异间各项指标的比较差

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分析原因可能是：（1）研究的

样本量相对较少，结果可能有偏倚；（2）术者利用

3D⁃CT模拟影像在术前对变异已有所了解，结合术

中3D⁃CT模拟影像适时指导，减少了紧张和压力，能

够适时预判，加快了清扫速度并减少了误伤；（3）脾

动脉弯曲型变异相对较多，本研究的主刀医生及其

团队有丰富经验，能更好地处理这些变异情况。

综上，笔者认为，还需要更大规模和多中心的

研究数据以及更多临床指标的纳入分析，才能够更

好地反映出胃周血管变异对LTG⁃D2LD的影响。当

然，借助3D⁃CT模拟影像的广泛应用，这些数据的收

集和积累也会变得比较容易。总之，3D⁃CT模拟影

像对于分析胃周血管解剖变异而言，是一个非常有

用且必要的工具，了解不同血管变异对胃癌患者

LTG+D2LD术的影响，有利于保证手术安全、提高手

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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