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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辅助双通道重建术治疗食管胃交界部腺癌
查

鹏ꎬ刘军强ꎬ宋伟安ꎬ岳彩迎ꎬ赵嘉华ꎬ范博士ꎬ王振华ꎬ陈思禹ꎬ龚太乾

[ 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辅助限制性双通道重建术治疗食管胃交界部腺癌的安全性和可行性ꎮ 方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胸外科共收治符合入排标准的 ８９ 例患者ꎬ并按临

床信息进行倾向匹配分析后纳入 ７８ 例ꎬ其中左侧开胸手术 ５２ 例( 对照组) ꎬ腹腔镜辅助限制性双通道空肠重
建术 ２６ 例( 观察组) ꎮ 回顾性分析患者的基线资料、手术资料及术后并发症资料ꎮ 结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

(２２９ ３２±５１ ３７) ｍｉｎꎬ术中出血量(４３１ １１± ３３２ ８７) ｍＬꎬ清扫淋巴结数量( ２６ ７２± ９ ５１) 个ꎮ ２ 组患者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ꎬ观察组的清扫淋巴结数量多于对照组ꎬ差异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 Ｐ ＝ ０ ００２) ꎮ 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０３) ꎬ严重并发症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ꎬ但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结论

与左侧开胸手术比较ꎬ腹腔镜辅助限制性双

通道空肠重建术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ꎬ改善淋巴结清扫ꎬ预期能改善食管胃交界部腺癌患者预后ꎮ
[ 关键词] 食管胃交界部腺癌ꎻ腹腔镜ꎻ开胸ꎻ双通道重建术ꎻ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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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食管胃交界部腺癌(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ｅｓｏｐ￣

例接受腹腔镜辅助限制性双通道空肠重建术的患者

长时间里ꎬＡＥＧＪ 分类、手术入路、切除范围及消化

除 ２ 组患者基线资料的统计学差异ꎬ对 ２ 组患者临

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ꎬＡＥＧＪ) 解剖位置的特殊性ꎬ在较
道重建方法均存在较大争议

[１]

ꎮ 胸外科采用左侧

开胸入路、食管部分切除术、近端胃大部切除术、食
管胃左胸吻合术ꎬ存在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
胃食管反流重、生活质量差的缺点ꎻ普通外科采用经
腹入路、全胃切除术、空肠重建术ꎬ存在吻合口并发

作为观察组ꎮ 因为 ２ 组患者样本量差别较大ꎬ为消
床基线资料进行倾向匹配分析( １:２) ꎬ最终匹配出

２６ 例观察组患者和 ５２ 例对照组患者ꎮ 在进行倾向
匹配分析前后ꎬ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的临床基线资
料情况如表 １ 所示ꎮ

以上资料通过 ＨＩＳ 收集ꎬ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以前手术

症多、生活质量差的缺点 [２] ꎮ

患者ꎬ出院后通过电话随访ꎻ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以后手术

分切除术、近端胃大部切除术、食管胃左胸吻合术ꎬ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对 ＡＥＧＪ 患者ꎬ我们过去采用左侧开胸食管部

患者ꎬ出院后通过零氪数据库进行随访ꎻ随访资料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起ꎬ开始实施腹腔镜辅助近端胃大部切

１ ２

果ꎮ 本研究对接受不同手术方式的患者进行回顾性

侧切口进胸ꎬ游离食管ꎬ清扫纵隔淋巴结ꎻ切开膈肌ꎬ

除术、限制性双通道空肠重建术ꎬ取得了不错的效

手术方法

左侧开胸食管部分切除术、近端胃

大部切除术、食管胃左胸吻合术:左侧第 ７ 肋间后外

分析ꎬ评估腹腔镜辅助近端胃大部切除术、限制性双

游离胃ꎬ清扫腹腔淋巴结ꎬ将胃上提至左胸腔ꎬ以直线

通道空肠重建术的安全性和可行性ꎮ

型切割缝合器行近端胃大部切除ꎬ制作管状胃ꎬ于肿

１

１ １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瘤上方 ５ ~ ８ ｃｍ 处切断食管ꎬ行食管胃端侧机械吻合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解放

腹腔镜辅助食管部分切除术、近端胃大部切除

术、限制性双通道空肠重建术:患者仰卧位ꎬ经腹部

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胸外科共手术治疗符合入排

５ 个切口置入戳卡ꎬ腹腔镜下游离胃及下段食管ꎬ并

患者年龄 ４６ ~ ７８ 岁ꎮ 纳入标准:年龄 １８ ~ ７９ 岁ꎬ男

１０ ｃｍꎬ距肿瘤上方 ５ ｃｍ 处切断食管ꎬ置入圆形吻合

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ꎬＡＳＡ) 分级Ⅰ￣Ⅱ级ꎻ于解放军总医院

切除术ꎬ制作管状胃ꎻＴｒｅｉｔｚ 韧带远端 １５ ｃｍ 处切断

标准的 ＡＥＧＪ 患者 ８９ 例ꎬ 男性 ７１ 例ꎬ 女性 １８ 例ꎮ
女不限ꎬ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ｎ￣
第六医学中心胸外科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的 Ｓｉｅｗ￣

ｅｒｔⅡ型 ＡＥＧＪ 患者ꎮ 排除标准:①ＡＳＡ 分级≥Ⅲ级ꎻ
②手术方式为右胸 ＋腹部切口( Ｉｖｏｒ￣Ｌｅｗｉｓ) 或颈胸腹
切口( Ｍｃｋｅｏｗｎ) ꎻ③既往行胃大部切除手术ꎮ

６０ 例接受左侧开胸手术的患者作为对照组ꎬ２９
表１

指标
年龄( 岁)

女( 例)
身高( ｍ)

体重( ｋｇ)

ＡＳＡ 分级

Ⅰ( 例)
Ⅱ( 例)

ＴＮＭ 分期
Ⅰ( 例)

空肠ꎬ将远端空肠封闭ꎬ远端空肠距断端 １０ ｃｍ 处ꎬ
远端空肠与食管行食管空肠端侧机械吻合ꎬ食管空
肠吻合口远端 １０ ｃｍ 处远端空肠与胃小弯行端侧吻
合ꎻ胃空肠吻合口远端 ３０ ｃｍ 处ꎬ近端空肠与远端空
肠行端侧吻合 [２] ꎮ 图 １ꎮ

匹配前
对照组( ｎ ＝ ６０)

匹配后

观察组( ｎ ＝ ２９)

４５ ~ ７９(６１.８７±５.７２)

４６ ~ ７６(６３.６２±８.５９)

５１

２４

１.５８ ~ １.８０(１.６９±０.６７)

１.５３ ~ １.８１(１.６７±０.７８)

９

５

４６.０ ~ ９４.０(６６.８２±１０.３７)

５０.０ ~ ８２.０(６４.９８±９.６２)

２７

１２

３３

１７

８

３

１７

１０

Ⅱ( 例)

１６

Ⅳ( 例)

１９

Ⅲ( 例)

器底座ꎬ于体外以直线型切割缝合器行近端胃大部

倾向匹配前后 ２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性别
男( 例)

清扫腹腔及下纵隔淋巴结ꎻ将剑突下切口延长至 ５ ~

Ｐ值
０.４７９
０.８６４

０.２３２
０.４９１

０.３７２

对照组( ｎ ＝ ５２)

观察组( ｎ ＝ ２６)

４５ ~ ７９(６２.５９±１０.２３)

４６ ~ ７６(６３.１８±８.６２)

４４

２２

１.５８ ~ １.８０(１.６９±０.６２)

１.５３ ~ １.８１(１.６７±０.８２)

８

４

４６.０ ~ ９４.０(６５.３２±９.３２)

５０.０ ~ ８２.０(６４.９７±９.６１)

２３

１１

２９

１５

５

２

１５

１０

６

１４

１０

１８

５
９

Ｐ值
０.６９２
０.７８２

０.３７７
０.６３２

０.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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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９

 １５５

需要行胸腔穿刺 / 胸腔闭式引流术ꎬ１ 例患者因肺部
感染、呼吸衰竭转入 ＩＣＵꎬ１ 例患者死于术后吻合口
瘘、肺部感染及呼吸衰竭ꎻ观察组发生严重并发症患

者仅有 ５ 例(１９ ２３％) ꎬ无 ４ 级和 ５ 级并发症ꎮ 观察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５０ ００％ ｖｓ ７５ ０％ꎬc２ ＝ ９ ８２ꎬ

Ｐ ＝ ０ ００３) 显著低于对照组ꎻ观察组患者严重并发症
(１９ ２３％ ｖｓ ２６ ９２％ꎬc２ ＝ ０ ９５８ꎬＰ ＝ ０ ３７２) 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ꎬ但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ꎮ 术后并发
症情况详见表 ３ꎮ

表３

并发症
１级
分级

图１

１ ３

①手术情况:包括手术入路、切除

巴结数量等ꎻ②术后并发症:根据 Ｃｌａｖｉｅｎ￣Ｄｉｎｄｏ 手

术并发症分级系统ꎬ对术后 ３０ ｄ 并发症进行分级ꎬ
其中 ３ ~ ５ 级定义为严重并发症ꎮ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５ ０ 进行病例的

倾向匹配分析ꎬ其他统计学分析均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２ 组连续
变量比较采用 ｔ 检验或者非参检验ꎬ２ 组分类变量比
较采用卡方检验ꎬ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１

术后 术后严重
并发症 并发症

４级

５级

０(０)

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５(１９.２３)

对照组 ５(９.６２) ２１(４０.３８) １１(２１.１５) １(１.９２) １(１.９２) ３９(７５.００) １４(２６.９２)

腹腔镜辅助限制性双通道空肠重建术

范围、吻合方式、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清扫淋

２

３级

观察组 ２(７.６９) ６(２３.０８) ５(１９.２３)

观察指标

１ ４

２级

术后并发症[ ｎ( ％) ]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 ∗ 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近年来ꎬＡＥＧＪ 的发病率明显升高ꎬ而且预后较

差ꎬ根治性手术切除仍然是可切除 ＡＥＧＪ 的主要治
疗方法 [３￣６] ꎮ 由 于 解 剖 位 置 特 殊 性ꎬ ＡＥＧＪ 特 别 是
ＳｉｅｗｅｒｔⅡ型 ＡＥＧＪ 的手术入路、切除范围及消化道
重建方法均存在较大的争议ꎮ

国内胸外科常采用左侧开胸入路ꎬ行食管部分
切除术、近端胃大部切除术、食管胃左胸吻合术ꎬ其
优势在于食管切除范围及纵隔淋巴结清扫ꎬ但存在
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胃食管反流重、生活质
量差的缺点ꎻ普通外科采用经腹入路、全胃切除术、

结果

７８ 例患者均成功地接受手术治

空肠重建术ꎬ其优势在于腹腔淋巴结清扫彻底、避免

通道空肠重建术 ２６ 例ꎮ 手术时间 １３０ ~ ５００ ｍｉｎꎬ术

质量差的缺点 [２] ꎮ 对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 ＡＥＧＪꎬ循证医学

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彻底清扫腹腔淋巴结ꎬ有利于降低手术并发症ꎬ改善
患者的长期预后 [１ꎬ７￣９] ꎮ ②虽然推荐全胃切除术 ＋ Ｄ２

手术结果

疗ꎬ其中左侧开胸手术 ５２ 例ꎬ腹腔镜辅助限制性双

开胸手术相关并发症ꎬ但存在吻合口并发症多、生活

中出血量 ５０ ~ １ ２００ ｍＬꎬ清扫淋巴结数 ７ ~ ４３ 个ꎮ ２ 组

证据证实:①经腹入路手术能够减少开胸手术创伤、

( Ｐ>０ ０５) ꎻ观察组清扫淋巴结数量多于对照组ꎬ差
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０２) ꎮ 表 ２ꎮ
表２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淋巴结清扫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观察组
对照组

２２９.３２±５１.３７
２５０.６２±６１.３７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清扫淋巴结数量( 个)
４３１.１１±３３２.８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 ∗ Ｐ<０.０５

２ ２

术后并发症

３５８.７１±２１７.３９

２６.７２±９.５１

∗

１７.８２±６.０１

对照组发生术后并发症 ３９ 例

(７５ ０％) ꎬ观察组为 １３ 例(５０ ００％) ꎬ２ 组 １￣２ 级并
发症患者均占发生并发症患者总数的 ５０％ 以上ꎬ多

淋巴结清扫作为标准手术方式ꎬ但其术后存在倾倒
综合征及营养不良等严重问题 [１０] ꎮ 大部分可通过
胃大部切除术及区域淋巴结清扫而治愈ꎬ而且可以
避免全胃切除术的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改
善长期预后 [１１] ꎮ ③近端胃切除术后消化道重建方
式包括食管￣残胃吻合、双通道吻合、间置空肠吻合
等 [１２] ꎮ 传统的食管胃吻合简单方便ꎬ但术后存在胃
食管反流等并发症ꎻ而双通道重建术有助于改善上
述问题 [２ꎬ１１￣１８] ꎮ

我们综合国内外研究结果ꎬ改进为腹腔镜辅助

为术后输血ꎬ主要是因为 ＡＥＧＪ 患者术前常常伴有

近端胃大部分切除、限制性双通道空肠重建术:经剑

１４ 例(２６ ９２％) ꎬ主要是因为拔管后出现胸腔积液ꎬ

显缩短ꎬ吻合效果满意ꎻ腹腔镜下通过食管裂孔ꎬ下

贫血ꎬ术后需要输血ꎻ对照组发生严重并发症患者为

突下 ５ ~ １０ ｃｍ 小切口ꎬ手术时间比全腹腔镜手术明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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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食管游离及切除范围更广ꎬ避免食管残端阳性ꎬ还
能清扫下段食管旁淋巴结ꎬ保证手术的根治性ꎻ平衡
双通道内的压力ꎬ减少因残胃或空肠张力增加引起
的反流ꎻ通过调整残胃与输出襻空肠角度ꎬ限制食糜
直接进入空肠ꎬ优先进入残胃及十二指肠ꎬ接近正常
生理状态ꎬ保留了残胃及十二指肠排空、营养吸收等
重要功能ꎬ手术效果优于单纯的双通道重建术 [２] ꎮ

本研究中ꎬ观察组的手术方式虽然更复杂ꎬ但 ２

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无显著性差异ꎬ说明随
着微创手术的进步ꎬ手术的安全性得以保障ꎬ有利于
提高手术的可行性ꎮ 观察组清扫淋巴结数量显著多
于对照组ꎬ能够改善淋巴结清扫ꎬ有利于提高手术的
有效性ꎬ预期可以改善患者的预后ꎮ

本研 究 中 ２ 组 患 者 的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较 高

(７５ ０％ ｖｓ ５０ ００％) ꎬ其中大部分为输血等 ２ 级并
发症ꎬ主要是因为 ＡＥＧＪ 患者常因肿瘤破溃及食欲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９
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 ꎬ ２０１５ꎬ ９４
(５０) :ｅ２２７７.

[７] Ｗｅｉ ＭＴꎬＺｈａｎｇ ＹＣꎬＤｅｎｇ ＸＢꎬ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ｖｓ ｔｒａｎ￣

ｓｈｉａｔ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２９) :

１０１８３￣１０１９２.

[８] Ｚｈａｎｇ Ｗꎬ Ｃｈｅｎ Ｘꎬ Ｌｉｕ Ｋ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ｕｒｇｉ￣
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ｅｗｅｒｔ￣Ⅱ / Ⅲ ｅｓｏｐｈａ￣
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 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ｒｅｔ￣

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２８
(４) :４１３￣４２２.

[９] Ｈｏｓｏｄａ Ｋꎬ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ＫꎬＫａｔａｄａ Ｎꎬｅｔ 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ｕｌ￣

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 .Ｇｅ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ꎬ２０１５ꎬ６３( １０) :

５４９￣５５６.

[１０] 邵岩ꎬ尹璐. Ｐ 型空肠袢食管空肠 Ｒｏｕｘ￣ｅｎ￣Ｙ 吻合术和
改良空肠间置代胃术在胃癌全胃切除术后的疗效评价
[ Ｊ] .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ꎬ２０１５ꎬ２２(６) :７０５￣７０７.

减退导致贫血ꎮ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 Ｐ ＝ ０ ０３) ꎻ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也低于对照

[１１] Ｘｉａｏ ＪＷꎬＬｉｕ ＺＬꎬＹｅ ＰＣꎬｅｔ 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ｎ￣

义ꎮ 说明限制性双通道空肠重建术可以降低术后并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Ｓｉｅｗｅｒｔ ｔｙｐｅｓ Ⅱ ａｎｄ

组ꎬ而且无围手术期死亡ꎬ但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
发症发生率ꎬ有利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ꎮ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ꎬ本研究是一项回
顾性研究ꎬ样本量小ꎬ仅评估手术的安全性和可行
性ꎬ需要进行进一步前瞻性的研究ꎻ未进行手术前后
的生活质量评分和生存分析研究ꎬ需要在今后的研
究中进一步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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