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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双倒刺线改良褥式内翻缝合相比传统Overlap在全腹腔镜食管空肠Overlap
吻合中的优势及安全性。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为 18~80岁；（2）
术前病理证实为胃腺癌；（3）施行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术；（4）采用Overlap法行食管空肠吻合；

（5）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为Ⅰ~Ⅲ级；（6）随访资料完整。排除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

肿瘤者、急症手术者、非R0切除者以及存在远处转移者。收集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期间，中

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外科收治的 89例接受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术胃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根据食管空肠吻合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组：32例采用双倒刺线改良褥式内翻缝合关闭食管空肠

吻合的共同开口（改良吻合组），57例采用传统Overlap吻合法（共同开口改用倒刺线关闭，传统吻合组）。

比较两组手术情况（切口长度、中转开腹情况、食管空肠吻合时间）以及术后恢复情况（术后进食流

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以及吻合口漏、吻合口狭窄、吻合口出血等吻合口并发症）。结果 两组基线

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全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无中

转开腹。手术正中切口长度、术后第 1天进食比例以及吻合口漏、吻合口狭窄、吻合口出血等吻合口

并发症发生率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传统吻合组比较，改良吻合组食管空肠吻

合时间［26（19~62）min比36（20~50）min，Z=−2.546，P=0.011］和术后住院时间［7（6~12）d比 9（7~42）d，
Z=−4.202，P<0.001］均较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肿瘤 TNM分期为Ⅲ期和 Siewert Ⅱ型

及新辅助化疗等亚组分析中，两组的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但改良吻合组的术

后住院时间均少于传统吻合组，其中 SiewertⅡ型患者改良吻合组的食管空肠吻合时间也少于传统

吻合组［26（19~62）min比 38（21~50）min，Z=−2.105，P=0.0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全腹腔镜食管空肠Overlap吻合采用双倒刺线改良褥式内翻缝合关闭食管空肠共同开口安全

可行，且具有操作时间更短、术后恢复更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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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dvantages and safety of a modified mattress

inversion suturing using double barbed sutur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verlap method in
totally laparoscopic esophagojejunostomy overlap anastomosi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1) patients were aged 18 ‐ 80 years
old; (2) adenocarcinoma was preoperatively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analysis; (3) patients had
undergone a complete laparoscopic radical total gastrectomy; (4) patients had undergone
esophagojejunostomy using the overlap method; (5) patients received a grade of I-III on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physical status classification system; (6) patients' complete
follow-up data had been collected.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other malignant tumors, multi-origin
tumors, emergency surgery, non-R0 radical resection or distant metastasis were excluded. The
clinical data of 89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otal laparoscopic radical total
gastrectomy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in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were collected. These patient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esophagojejunostomy method used. Of 89 patients, 32 received modified
mattress inversion suturing with double barbed sutures to close the common opening of
esophagojejunostomy (the modified anastomosis group), while 57 received traditional overlap
anastomosis in which the common opening was closed by barbed suture (the traditional
anastomosis group). The operation conditions (incision length, conversion to laparotomy, duration
of esophagojejunostomy)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ime to commencement of a liquid diet,
duration of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astomotic leakage, anastomotic stenosis, and anastomotic
bleed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baselin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for any parameter (all P>0.05). All patients received complete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without conversion to laparotom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ngth of the median incision, the proportion of food intake on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or in the incidence of anastomotic complications such as anastomotic leakage, anastomotic
stenosis, and anastomotic bleed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anastomosis group, patients in the modified anastomosis group had shorter anastomosis time
[26 (19-62) minutes vs. 36 (20-50) minutes, Z=−2.546, P=0.011]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7 (6-12) days vs. 9 (7-42) days, Z=−4.202, P<0.001].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In a subgroup analysis of tumor TNM stage III, Siewert type II an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nastomotic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modified group and the traditional group. However, th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duration in the modified anastomosis group was less than in the traditional
anastomosis group. The duration of anastomosis in Siewert type II patients was also shorter in the
modified anastomosis group than in the traditional anastomosis group [26 (19-62) minutes vs. 38
(21-50) minutes, Z= − 2.105, P=0.03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Conclusion Complete laparoscopic esophagojejunostomy using modified mattress inversion
suturing with double barbed sutures is a safe and feasible anastomosis method to close the common
opening of esophagojejunostomy, with shorter operation time, faster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nd
shorter hospital stay tha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Key words】 Stomach neoplasms; Barbed sutures; Mattress inversion suture;
Laparoscopy; Esophagojejunostomy; Over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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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90年代Kitano等［1］首次报道腹腔镜

辅助远端胃切除术以来，得益于腹腔镜器械的不断

进步和技术的多途径推广，腹腔镜胃癌手术技术日

趋成熟。相对于疗效和安全性已有循证学证据的

腹腔镜远端胃癌手术而言［2］，腹腔镜全胃切除术难

度大，技术要求高，尚未得到广泛开展。针对腹腔

镜全胃切除术难点之一的食管空肠吻合，2010年
Inaba等［3］报道了Overlap吻合技术。该吻合方式吻

合口张力均匀，避免远端空肠扭曲，恢复了消化道

正常的蠕动方向，近年来以突出的线性吻合优势和

相对较高的安全性获得了极大关注［4-5］；同时也衍

生出了多种改良Overlap法，其中一种基于倒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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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良 Overlap法（即modified overlap method using
knotless barbed sutures，MOBS法）［6-7］ 应用 45 mm
Endo-GIA完成食管空肠侧侧吻合后，用倒刺线行

连续缝合关闭共同开口，但MOBS法未能解决食管

空肠吻合口黏膜外翻造成的困难以及食管残角相

对 缺 血 的 问 题 ，存 在 吻 合 口 并 发 症 的 隐 患 。

2017年，梁寒［8］报道了一种新型垂直褥式肠道缝合

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肠道吻合时的黏膜外翻，并有利

于吻合口愈合。基于此，我们在MOBS法的基础上，

结合新型垂直褥式肠道缝合技术，进行全腹腔镜双

倒刺线改良褥式内翻缝合食管空肠吻合口。本研究

通过回顾性比较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期间，

应用该技术的 32例患者与 57例采用对照连续缝合

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该改良方法的优势及安

全性。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 2019年
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

肠外科收治的 89例接受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

术的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食管空肠吻合方式

的不同进行分组：32例采用双倒刺线改良褥式内翻

缝合关闭食管空肠吻合的共同开口（改良吻合组），

57例采用传统Overlap吻合法（共同开口改用倒刺

线关闭，传统吻合组）。所有患者术前均常规行胃镜

及胸腹部CT检查明确肿瘤性质、部位及侵犯情况。

两组基线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入组患者均接受了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

D2淋巴结清扫，肿瘤均达R0切除。所有病例均由同

一组手术团队进行操作，手术团队有 100例以上全

胃切除食管空肠吻合和 200例以上全腹腔镜远端

胃癌根治术的经验。所有患者术前均被告知手术

风险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中山大

学附属中山第六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

2021ZSLYEC-469）。

二、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年龄为 18~80岁；（2）术前病理

证实为胃腺癌；（3）施行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

术；（4）采用Overlap法行食管空肠吻合；（5）美国麻

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分级为Ⅰ~Ⅲ级；（6）随访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1）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

源性肿瘤；（2）急症手术；（3）非R0切除；（4）存在远

处转移。

三、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取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手术体位

取仰卧分腿人字位。主刀医师站于患者左侧，第一

助手站于患者右侧，扶镜手站于两腿中间。采用常

规5孔法放置Trocar。
1.根治性全胃切除：荷包线悬吊左肝外叶后行

全胃切除和D2淋巴结清扫，充分游离食管下段特别

是食管下段后壁，在安全切缘用切割闭合器切断下

段食管，经上腹部正中切口取出标本并常规取近切

缘送冰冻病理学检查，确认切缘为阴性后行食管空

肠吻合。

2.双倒刺线改良褥式内翻缝合食管空肠吻合

法操作步骤：（1）顺食管长轴向下牵拉食管，使用可

转弯的 45 mm Endo-GIA（蓝钉）左右横行切断食

管，见图 1。大体标本由上腹部正中小切口取出。

（2）距屈氏韧带约 20 cm处使用 45 mm的Endo-GIA
切断空肠，适当游离系膜，注意保护肠管的血供和

避免吻合的张力过大。空肠断端用间断浆肌层缝

合包埋，并于空肠远断端约 5 cm处行小肠吻合处

预开口。（3）在距食管断端约 5 mm处于两侧用 2条
3-0倒刺线分别缝合全层并将线绕在钉合线上，见

图 2。（4）助手左右手分别钳夹左右侧倒刺线，并向

下向两侧牵拉食管，用超声刀在食管断端的中间开

孔，见图 3，开口大小为刚好放进切割闭合器抵钉

表1 改良吻合组与传统吻合组胃癌患者临床基线资料的比较

组别

改良吻合组

传统吻合组

统计值

P值

例数

32
57

年龄［岁，
M（范围）］

59（24~78）
61（33~78）
Z=−1.044
0.296

男性
［例（%）］
23（71.9）
40（70.2）
χ2=0.029
0.866

体质指数
（kg/m2，x±s）
22.1±3.0
21.7±3.3
t=−0.530
0.597

年龄校正Charlson
合并症指数
［M（范围）］

7（6~9）
7（2~9）
Z=−2.161
0.031

肿瘤直径
［cm，M（范围）］

3.0（1.5~12.0）
3.0（0.6~10.0）
Z=−0.780
0.435

肿瘤部位［例（%）］
SiewertⅡ型

14（43.8）
24（42.1）

χ2=0.023
0.880

Siewert Ⅲ型
或胃体

18（56.2）
33（57.9）

术前肿瘤TNM分期［例（%）］
Ⅰ

2（6.3）
5（8.8）

χ2=3.881
0.151

Ⅱ
4（12.5）
17（29.8）

Ⅲ
26（81.3）
35（61.4）

新辅助化疗
［例（%）］
17（53.1）
20（35.1）
χ2=2.745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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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即可，将胃管自开孔处引出作为指引（麻醉医生

协助插胃管）。（5）将 Endo-GIA的钉匣经空肠预开

孔置入肠腔，并将远端空肠残端上提至下段食管后

方，注意避免上提肠管扭转。（6）主刀用左手钳夹提

起食管前壁全层，钉座下压胃管保护食管后壁将

Endo-GIA送入食管，对齐食管开口与空肠开口，退

出胃管后闭合并激发直线切割闭合器，直视下检查

吻合口有无出血和假道形成，见图 4。（7）用右侧的

倒刺线在共同开口右侧旁约 5 mm处先全层缝合食

管空肠钉合处 1针，然后遵循“深进、浅出、浅进、

深出”的改良褥式内翻缝合“八字步骤”［8］，自右向

左行全层连续缝合，见图 5。深进、深出 6 mm，浅
进、浅出 2 mm，针距约 5 mm（可根据食管侧和空肠

侧的长度适当调整针距）。完成上述“八字步骤”

后，收紧倒刺线，然后再重复上述“八字步骤”完成

全部缝合，关闭共同开口，最后 1针缝合共同开口

左侧旁约 5 mm处食管空肠钉合处浆肌层，并用

hemolock固定缝线。（8）用左侧的倒刺线自左向右

行共同开口的浆肌层连续缝合加固，并包埋食管断

端的两侧角，因食管壁无浆膜且外层为纵行肌，食

管壁缝合方向应斜行以免肌层撕裂，见图 6。（9）在

距离食管空肠吻合口 45~60 cm 处使用 45 mm
Endo-GIA行空肠空肠侧侧吻合，也可经标本取出

切口进行手工吻合。（10）冲洗腹腔，检查术野有无

出血。在食管裂孔处、食管空肠吻合口后方放置双

腔引流管1条。见手术视频。

3.传统 Overlap食管空肠吻合法操作步骤：在

食管断端左侧用超声刀进行开孔，将 Endo-GIA的

钉匣置入空肠并将其上提至下段食管后方。经胃

管引导将 Endo-GIA送入食管，对齐食管开口与空

肠开口并激发直线切割闭合器，形成 V型吻合钉

线，直视下检查吻合口有无出血和假道形成。再用

倒刺线连续缝合关闭共同开口和加固浆肌层。其

余操作同改良吻合组。

四、术后管理

患者术后如无发热、吻合口出血、引流异常等情

况，则术后第1天开始少量流质饮食，继而逐渐增加

进食量并过渡至半流饮食；术后第4～6天进行消化

道造影检查了解吻合口情况，无不适者可出院。术

后定期复查及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决定下一步治疗。

五、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切口长度、中转开腹

情况、食管空肠吻合时间；（2）术后恢复情况：术后

进食流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以及吻合口漏、吻合

口狭窄、吻合口出血等吻合口并发症。

评价标准：并发症诊断及分级标准参见文

图1 左右横行切断食管 1A.术中操作图；1B.手术示意图（王华摄绘制） 图2 在距食管断端约5 mm处于两侧用2条3-0倒刺线分别缝合全

层并将线绕在钉合线上 2A.术中操作图；2B.手术示意图（王华摄绘制） 图3 用超声刀在食管断端的中间开孔 3A.术中操作图；3B.手
术示意图（王华摄绘制） 图4 胃管引导下使用Endo-GIA进行食管空肠吻合 4A.术中操作图；4B.手术示意图（王华摄绘制） 图5 使用

倒刺线改良褥式缝合关闭食管空肠吻合共同开口 5A.术中操作图；5B.手术示意图（王华摄绘制） 图6 使用倒刺线行食管肌层及空肠浆

肌层连续缝合加固吻合口并包埋食管侧角 6A.术中操作图；6B.手术示意图（王华摄绘制）

A4 B4A3 B3

A6 B6A5 B5

A2 B2A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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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9］。根据美国癌症分期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 8版临床分期

进行术前肿瘤分期（新辅助化疗组为治疗前分期）。

六、随访方法

全部患者术后通过门诊复查、住院治疗及电话

回访等多种形式进行随访，每 3个月随访 1次。随

访内容主要是术后进食情况。随访截止时间为

2021年12月。

七、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进行比较；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范围）表

示，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进行比较；计数

资料采用例（%）表示，采用 Pearson χ2检验、连续校

正 χ2检验或 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进行两组间比

较。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两组术中及术后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全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

无中转开腹。改良吻合组有1例患者因术中冰冻切缘

阳性追加近切缘后无法经食管裂孔吻合，自食管裂

孔放射状切开左侧膈肌及增加左侧胸腔Trocar孔，顺

利完成双倒刺线改良褥式内翻缝合食管空肠吻合。

两组手术正中切口长度、术后第 1天进食比例

以及吻合口漏、吻合口狭窄、吻合口出血等吻合口

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8例
吻合口漏患者经保守治疗后均自行愈合，1例吻合

口出血患者行急诊胃镜检查未见活动性出血后、未

再出血。与传统吻合组比较，改良吻合组食管空肠

吻合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均较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P<0.05）。见表2。
二、亚组分析

在肿瘤分期为Ⅲ期和 Siewert Ⅱ型及新辅助化

疗等亚组分析中，两组的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改良吻合组的术后

住院时间均少于传统吻合组，SiewertⅡ型亚组患者

改良吻合组的食管空肠吻合时间少于传统吻合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讨 论

虽然近年胃癌腹腔镜手术技术日渐发展，但腹

表2 改良吻合组与传统吻合组及其亚组胃癌患者围手术期观察指标的比较

组别

改良吻合组

传统吻合组

统计值

P值

Ⅲ期肿瘤

改良吻合组

传统吻合组

统计值

P值

Siewert Ⅱ型肿瘤

改良吻合组

传统吻合组

统计值

P值

接受新辅助化疗

改良吻合组

传统吻合组

统计值

P值

例数

32
57

26
35

14
24

17
20

切口长度
［cm，M（范围）］

5.5（4.0~7.0）
6.0（4.0~7.0）
Z=−0.292
0.771

6.0（4.0~7.0）
6.0（4.0~7.0）
Z=−0.060
0.952

5.5（4.0~7.0）
5.0（4.0~7.0）
Z=−0.689
0.491

5.0（4.0~7.0）
6.0（4.0~7.0）
Z=−1.156
0.248

食管空肠吻合
时间［min，
M（范围）］

26（19~62）
36（20~50）
Z=−2.546
0.011

25（20~62）
34（20~50）
Z=−1.351
0.177

26（19~62）
38（21~50）
Z=−2.105
0.035

25（20~62）
34.5（20~50）
Z=−0.886
0.376

术后住院
时间［d，
M（范围）］

7（6~12）
9（7~42）
Z=−4.202
<0.001

7（6~12）
9（7~42）
Z=−4.366
<0.001

7.5（6~12）
9（7~29）
Z=−1.973
0.049

7（6~12）
9（7~42）
Z=−3.713
<0.001

术后第1天
进食

［例（%）］
30（93.8）
49（86.0）
χ2=0.587
0.444

25（96.2）
28（80.0）
χ2=2.146
0.143

13（13/14）
21（87.5）
χ2<0.001
1.000

17（17/17）
16（80.0）
χ2=2.020
0.155

吻合口漏
［例（%）］
1（3.1）
7（12.3）
χ2=1.130
0.288

1（3.8）
6（17.1）
χ2=1.452
0.228

0
3（12.5）
χ2=0.570
0.450

0
3（15.0）
χ2=1.127
0.288

吻合口
狭窄

［例（%）］
0

2（3.5）
-

0.534a

0
2（5.7）
-

0.503 a

0
1（4.2）
-

1.000a

0
1（5.0）
-

1.000a

吻合口
出血

［例（%）］
1（3.1）
0
-

0.360a

1（3.8）
0
-

0.426 a

0
0
-

-

0
0
-

-

注：a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表示无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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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镜消化道重建并发症发生率仍高于开放直视下

的消化道重建，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术后的食管

空肠吻合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0］。食管下段的显

露是胃癌全胃切除术后食管空肠吻合的难点之一，

而腹腔镜对食管下段的良好暴露是实施腹腔镜消

化道重建的关键优势［5］。梁寒［8］提出的新型垂直褥

式肠道单层缝合技术能有效解决肠道吻合时的黏

膜对合不良，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该技术关闭食

管空肠共同开口，同时通过双倒刺线对食管下段进

行牵拉显露、共同开口的双重缝合加固及食管残角

的包埋加固，以期提高食管空肠吻合的安全性。针

对离断食管后的回缩问题，有学者在食管离断处近

侧施以金属夹防止食管断端回缩或将离断食管与

膈肌脚用缝合来固定［11］。而双倒刺线改良褥式内

翻缝合方法缝合食管断端侧角后由助手负责牵拉

食管，无需额外缝合固定，操作更为简单。对于食

管断端过高，经食管裂孔暴露困难的患者，可以行

左侧膈肌切开甚至腹腔镜联合左侧胸腔单孔方

法［12］进行显露和吻合。本研究中有 1例无法经食

管裂孔吻合的患者，采用自食管裂孔放射状切开左

侧膈肌及增加左侧胸腔Trocar孔的方式，顺利完成

双倒刺线改良褥式内翻缝合食管空肠吻合。

对于食管空肠吻合技术而言，吻合口漏、吻合

口狭窄及吻合口出血的发生率是其安全性评价的

重要指标。文献报道，全胃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发生

率为 1.0%~11.5%［13-15］；吻合口狭窄发生率约 3.2%，

且常常继发于吻合口漏［15］。本研究中传统吻合组

发生吻合口漏的 7例患者中，有 6例为Ⅲ期患者、

3例为 Siewert Ⅱ型、3例为新辅助化疗患者。血运、

组织对合和张力均为影响消化道吻合口愈合的重

要因素［16］。

全胃切除术后胸下段食管的血供来源于胸主

动脉和肋间后动脉发出的食管动脉［17-18］。食管动

脉分为上升支和下降支在食管壁外膜浅面走行并

沿途发出细支穿入食管壁。因此，左右横断食管、

食管断端中间开孔行空肠食管后壁的无旋转吻合

可以保证食管空肠钉合切开线与食管长轴平行，更

好地保护食管血供。

相对于张力均匀的闭合器钉合的食管空肠吻

合处，共同开口处更容易出现并发症。黏膜对合不

良是手工关闭共同开口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发

生吻合口漏的危险因素。在术中，我们常常需要助

手协助将外翻的黏膜塞入腔内，增加了操作的难

度。“深进、浅出，浅进、深出”的改良褥式内翻缝合

方法可以使浆膜-浆膜对合、黏膜-黏膜对合并自动

内翻，而倒刺线的应用让主刀可以单人完成缝合。

另外，我们观察到食管残端两侧角的血运不如正常

的食管壁，这也是发生漏的危险区域，所以在浆肌

层缝合加固时，我们常规将两侧角进行包埋处理。

至于包埋的两侧角能否有抗食管反流的作用，需要

进一步研究证明。

食管空肠吻合口术后出血少见，其发生率为

0~2%［19-21］。本研究的改良吻合组有 1例患者出现

术后呕血及排暗红血便，考虑吻合口出血，内镜检

查未见活动性出血，保守治疗后自愈。回看录像后

考虑，可能因为共同开口空肠侧过大、缝合边距过

宽导致出血。所以，除了在关闭共同开口前常规检

查有无吻合口出血、彻底止血外，吻合前也应注意

将食管开孔和空肠开孔对齐，以避免空肠侧开口过

大；缝合过程中注意调整针距减少术后出血风险，

必要时行术中胃镜检查或术后留置胃管观察吻合

口出血的情况。

有研究显示，新辅助化疗是食管空肠吻合口漏

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发生率为 4.2%~9.8%［22-23］。在

本研究的新辅助化疗亚组分析中，改良吻合组吻合

口漏发生率虽低于传统吻合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与肿瘤分期、新辅助化疗相比，食管切缘的高低

可能对吻合的影响更为重要。相对于 Siewert Ⅲ型

或胃体肿瘤患者，Siewert Ⅱ型患者的食管下段须游

离更长、食管切缘更高，加上食管回缩、膈肌脚的阻

挡及纵隔狭小空间的限制，其食管空肠吻合难度更

大、风险更高。

食管空肠吻合时间也是衡量该技术优势的指

标之一，本研究中，改良吻合组的食管空肠吻合时间

短于传统吻合组（P=0.011），这可能与双倒刺线改良

褥式内翻缝合能更好显露食管下段，降低操作难度

有关。

对于无特殊情况的患者，一般术后第 1天即可

进少量流质饮食，而一旦出现吻合口并发症，则进食

时间可显著延长，这也势必会延长住院时间。理论

上，简便易行的操作更不容易出差错，而术后尽早进

食也有助于吻合口生长和术后恢复。尽管两组患者

术后第1天进食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改良

吻合组的术后住院时间短于传统吻合组（P<0.001），
提示其术后恢复更快。

综上所述，全腹腔镜食管空肠吻合采用双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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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改良褥式内翻缝合关闭共同开口是一种安全可

行且术后恢复更快、术后住院时间更短的吻合方

法，可在腹腔镜技术较成熟、缝合技术熟练的团队

中尝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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