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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腔镜下经腹膈入路全胃切除治疗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
食管胃交界部腺癌的围手术期疗效分析
张
[ 摘要] 目的

炎ꎬ庞

玮ꎬ刘

刚ꎬ张朝军

探讨全腹腔镜下经腹切开膈肌扩大食管裂孔入路的根治性全胃切除治疗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食

管胃交界部腺癌的围手术期疗效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

心普通外科开展的全腹腔镜下经腹膈肌入路行 Ｄ２ 淋巴结清扫和消化道重建的 １０ 例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食管胃交界
部腺癌患者的围手术期资料ꎮ １０ 例均行全胃切除ꎬ并行食管￣空肠消化道重建ꎬ其中 ８ 例使用圆型吻合器吻
合ꎬ２ 例使用直线吻合器吻合ꎮ 结果

１０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ꎬ平均手术时间 ２５０(２３０ ~ ２９０) ｍｉｎꎬ消化道重

建时间 ５２(４０ ~ ７０) ｍｉｎꎬ术中出血量 １６０(８０ ~ ３５０) ｍＬꎬ无中转开腹ꎮ 术后切缘全部为阴性ꎬ平均肿瘤直径 ５ ４
(３ ５ ~ ７ １) ｃｍꎬ侵及食管长度 ２ ０(１ ５ ~ ４ ２) ｃｍꎬ平均淋巴结清扫个数 ３２ ５( ２６ ~ ４０) 个ꎮ 术后 １ 例患者出现
吻合口瘘及肺部感染ꎬ经治疗后痊愈出院ꎮ 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 ６ 个月ꎬ无明显食管反流、进食困难等并发症
发生ꎮ 结论

对 ＳｉｅｗｅｒｔⅡ型食管胃交界部腺癌行全腹腔镜下经腹膈肌入路淋巴结清扫和食管￣空肠消化道重

建可行并可以达到根治性手术的切除要求ꎬ但手术方式较新ꎬ远期疗效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证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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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胃交界部腺癌(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
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ꎬＡＥＧＪ)的发生率在过去的几十年迅
速增加ꎬ尤其是在亚洲和一些西方国家[１￣２] ꎮ 发病率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肥胖率、吸烟率和胃食管反流病的
增加[３￣４] ꎮ 目前ꎬ手术仍是 ＡＥＧＪ 的首选治疗方案ꎬ但
既往针对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 ＡＥＧＪ 的手术多需采用胸腹联
合入路ꎬ创伤大ꎮ近年来日本学者率先报道了全腔镜
下左侧经胸腔食管空肠吻合的新术式 [５] ꎮ 解放军
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普通外科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开始尝
试该手术入路行全胃切除ꎬ并对部分操作进行改进ꎬ报
道如下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４—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开展的 １０
例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 ＡＥＧＪ 患者病例资料ꎬ均行全腹腔镜
下全胃切除 ＋Ｄ２ 淋巴结清扫ꎬ其中ꎬ男性 ７ 例ꎬ女性
３ 例ꎻ平均年龄 ６６(５６ ~ ７４) 岁ꎻ体重指数 ２３ ４(１８ ８ ~
２８ ５) ꎮ 术前评估诊断方法主要包括胃镜、超声内
镜和腹部 ＣＴ 检查ꎮ 所有患者术前病理学检查和胃
镜检查证实为 ＳｉｅｗｅｒｔⅡ型 ＡＥＧＪꎮ 对胃癌肿瘤分期
是根据国际抗癌联盟 ＴＮＭ 分期系统第八版分类和
淋巴结的分站、分类是根据日本胃癌协会的定义编
号ꎮ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 ２ 手术方法 全麻后ꎬ患者取仰卧位ꎬ两腿分开ꎬ
呈“ 人” 字形ꎮ 手术台尾端向下倾斜 １０° ~ ２０°ꎬ呈头
高脚低位ꎮ
１ ２ １ Ｔｒｏｃａｒ 位置及术者站位 Ｔｒｏｃａｒ 采用常规五
孔法ꎬ其中两侧操作孔应根据患者身长和肿瘤侵及
食管位置有时须将 Ｔｒｏｃａｒ 整体向头侧移动 １ ~ ２ ｃｍ
以便操作ꎮ
１ ２ ２ 全胃切除 ＋ 淋巴结清扫 进腹后常规探查
肿瘤位置ꎬ确定病变部位、有无淋巴结及腹腔转移等
情况ꎮ 断离胃周血管及清扫胃周淋巴结同腔镜下根
治性全胃切除术ꎮ 此术式不同点在于扩大食管裂
孔ꎬ以左侧膈肌角为起点向左打开膈肌约 ４ ~ ５ ｃｍ
( 图 １) ꎬ解剖食管裂孔的肌纤维ꎬ对远端食管的前部
和左侧进行解剖ꎬ观察到气管分叉的水平ꎮ 左侧壁
胸膜在心包附近切开ꎬ左侧胸腔开放至纵隔间隙ꎬ左
胸与纵隔相通ꎬ形成较大的手术野ꎮ 解剖的后层为
胸主动脉的表面ꎬ确认并分离出正常食管动脉的根部ꎬ
胸导管常规保存ꎮ 以这种方式解剖并清扫下胸部食管
旁(ＮＯ １１０)、膈上( ＮＯ １１１) 和中纵膈后( ＮＯ １１２)
淋巴结ꎮ 确认距肿瘤近端( 尽可能选择术中胃镜定
位)３ ~ ５ ｃｍ 处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离断食管ꎬ切缘
送冰冻病理学检查ꎬ若为阳性可继续切除近端食管
送检ꎬ如遇左膈下动脉须尽量避开或应用可吸收夹
夹闭ꎬ切开时勿损伤左下肺叶及心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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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扩大术野—切开左侧膈肌

１ ２ ３ 消化道重建 食道￣空肠吻合方式的选择应
根据肿瘤位置、下牵食道长度、空肠上提系膜张力等
酌情选择ꎮ 本组 ８ 例选择圆型吻合器进行吻合ꎬ置
入圆形吻合器抵钉座方式为反穿刺法和手工荷包缝
合两种方式( 图 ２ꎬ图 ３) ꎬ吻合器身经上腹部取标本
小切口置入ꎮ 另外 ２ 例使用直线吻合器ꎬ上提空肠ꎬ
将空肠置于食管右侧ꎬ用自牵拉法将胃底体和食管
一起向左上牵引ꎬ肿瘤上缘 ３ｃｍ 食管右侧开孔ꎬ行
食管空肠侧侧吻合术( 图 ４) ꎬ再利用线性吻合器切
除共同开口ꎬ同时关闭食管及空肠残端ꎮ 应连续缝
合关闭膈肌开口ꎬ重建食管裂孔ꎬ宽窄适度ꎬ以防止
食管裂孔疝ꎮ 术后吻合口两侧留置腹腔引流管ꎬ一侧
引流管侧孔应高于吻合口ꎬ均未放置胸腔闭式引流ꎮ

图２

钉座置入—反穿刺法

图３

图４

２

荷包缝合

食管空肠侧侧吻合

结果
１０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ꎬ所有患者在打开膈
肌情况下ꎬ血氧饱和度未下降ꎬ手术由同一组外科医
生实施ꎬ消化道重建采取食管￣空肠吻合ꎬ其中 ８ 例
使用圆型吻合器吻合ꎬ２ 例使用直线吻合器吻合ꎮ
肿瘤平均直径 ５ ４( ３ ５ ~ ７ １) ｃｍꎻ侵及食管长度为
２ ０(１ ５ ~ ４ ２) ｃｍꎮ 平均手术时间 ２５０ ( ２３０ ~ ２９０)
ｍｉｎꎬ消化道重建时间 ５２( ４０ ~ ７０) ｍｉｎꎬ术中出血量
１６０(８０ ~ ３５０) ｍＬꎬ无中转开腹ꎬ术后切缘全部为阴
性ꎬ见表 １ꎮ 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见表 ２ꎮ 患者术后
第 ３ 天进水ꎬ术后 ３ ~ ５ ｄ 行上消化道造影检查ꎬ明确
造影剂无外溢后进流食ꎮ １ 例术后第 ７ 天 出 现 发
热ꎬ造影证实吻合口瘘ꎬ放置胸腔闭式引流及冲洗管
( 图 ５ｃ) ꎬ经间断冲洗引流ꎬ体温恢复正常ꎬ２ 周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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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碘水造影( 图 ５ｄ) ꎬ吻合口通过良好ꎬ未见造影剂
外溢ꎬ恢复饮食ꎮ 分析原因可能为肿瘤侵犯食道 ４
ｃｍ 以上( 图 ５ａ) ꎬ食道切除位置较高ꎬ食管空肠吻合
有张力ꎬ局部血运差ꎻ术中放置的引流管术后移位ꎬ
局部引流不畅( 图 ５ｂ) ꎮ

３

 １５９

讨论
Ｓｉｅｗｅｒｔ 将 ＡＥＧＪ 分为 ３ 型[６￣７] ꎬⅠ型肿瘤中心位于

胃食管交界处以上 １ ~ ５ ｃｍ 并向下生长累及结合
部ꎬⅡ型肿瘤中心位于胃食管交界处以上 １ ｃｍ 到以
下 ２ ｃｍ 的区间内ꎬⅢ型则是肿瘤中心位于胃食管交
界处以下 ２ ~ ５ ｃｍ 并向上生长累及结合部ꎮ 既往对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 ＡＥＧＪ 通常采取胸腹联合手术入路ꎬ优
势在于可以同时对腹部和纵隔淋巴结清扫ꎬ但创伤
大、手术风险高ꎮ 而单纯经腹腔入路很难清扫纵隔
的淋巴结并进行全腔镜下吻合 [８￣９] ꎮ 因此ꎬ近年来日
本学者开始尝试通过切开左侧膈肌进行淋巴结清扫
和消化道重建的手术方式ꎬ该方式可以给术者提供
充足的操作空间ꎬ有效解决食管上切缘高度、下纵隔
淋巴结清 扫 和 全 腹 腔 镜 下 消 化 道 重 建 的 难 题ꎬ 为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 ＡＥＧＪ 的手术方式提供了新思路ꎮ 然而
该手术的实施需要主刀医师具有胸腔食管癌和腹部
胃癌手术的双重经验ꎬ在多由普通外科医生主刀 ＡＥＧＪ
手术的我国ꎬ其应用还需一定的学习曲线ꎮ 本团队

ａ:ＣＴ 提示肿瘤侵犯食管约 ４ ｃｍ 以上ꎻｂ:术后 ５ ｄ 造影引流管移位ꎻ
ｃ:放置胸腔闭式引流ꎻｄ:术后 ２ 周吻合口瘘愈合

图５

表１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患者术后上消化道造影检查

１０ 例患者手术、消化道重建时间、
术中出血量、排气及住院时间

手术时间
( ｍｉｎ)

消化道重建
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
( ｍＬ)

排气时间
( ｄ)

住院时间
( ｄ)

２６０

５５

１５０

３

１４

２７５

６０

２５５

４５

２９０

２５５
２３５
２５０

１

Ｔ３Ｎ２Ｍ０

３３

Ｔ３Ｎ２Ｍ０

３１

６

Ｔ２Ｎ１Ｍ０

５
７
８
９

１０

Ｔ３Ｎ２Ｍ０
Ｔ３Ｎ２Ｍ０

Ｔ３Ｎ３ａＭ０

Ｔ４ａＮ３ａＭ０
Ｔ３Ｎ２Ｍ０

１００

１１

４

１０

３

２００

淋巴结 贲门 小弯
清扫
周围 侧淋
数目 淋巴结 巴结

病理学
分级

Ｔ４ａＮ３ａＭ０

４５

１０

４

１３

４

１４

３

９

１０ 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

序
号

４

１５０

２８

３

８０

５３

２２０

Ｔ３Ｎ３ａＭ０

４８

５５

表２

３

１２０

１６
１２

５

８０

４０

３
２

３５０

５０

２３０

２

１００

７０

２４０

２８０

２/ ８

１/ ４

１/ ３

１/ ６

１ / １２

２/ ９

０/ ６

２/ ５

０/ ４

１/ ７

２８

３ / １２

３４

８ / １４

２６

２/ ９

３５

１ / １０

３２

２ / １４

４０

５ / １６

３５
３１

Ｎｏ.７ 下纵隔和
其他
淋巴 食管裂空
部位
结 周围淋巴结 淋巴结

４ / １０
２ / １１

２/ ６
３/ ６
１/ ５
０/ ３
１/ ６
２/ ６
３/ ６
１/ ５

０/ ２
０/ ２
１/ ２
０/ ３
１/ ３
０/ ２
２/ ３
０/ ３

２/ ３
２/ ６

０/ ５
１/ ６

１/ ５

０ / １３

０/ ３

０/ ８

０/ ４

１/ ７

２/ ４

４ / １３

１/ ４

２/ ８

０/ ５

１ / １０

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开始尝试该手术入路ꎬ对 １０ 例患者
围手术期资料进行总结ꎬ探讨其安全性和可行性ꎬ为
国内同行开展相关手术提供一定经验ꎮ
手术方式的选择要考虑以下 ４ 个方面:达到阴
性的切缘ꎻ足够的淋巴结清扫范围和数目ꎻ减少围手
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ꎻ使患者达到最佳的生
活质量ꎮ
目前对 ＡＥＧＪ 手术切缘尚无明确标准ꎬ对于经
腹 ＡＥＧＪ 根治术如何保证食管切缘的阴性是最大的
难点ꎮ 通常的观点认为要保证近端 ５ ｃｍ 以上切缘
的阴性 [１０] ꎮ Ｂａｒｂｏｕｒ 等 [１１] 研究认为对于大于 Ｔ２ 期

的肿瘤至少应该包括肿瘤原位 ５ ｃｍ 内组织和至少
３ ８ ｃｍ 的阴性边缘ꎮ 但 Ｐｏｌｋｏｗｓｋｉ 等 [１２] 研究认为对
于 ＡＥＧＪ 肿瘤近端 ２ ｃｍ 的阴性切缘就足够ꎮ 同样

对于淋巴结切除范围也有一定争论ꎬＨｏｓｏｄａ 等 [１３] 认
为对于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 ＡＥＧＪ 至少应切除第 １、２、３ 和 ７
组ꎻＫｕｒｏｋａｗａ 等[１０] 报道≥２ ｃｍ 食管浸润的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
型 ＡＥＧＪ 与下纵隔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ꎬ≥３ ｃｍ 就
应该进行纵隔淋巴结清扫ꎻ作者发现通过打开左膈
可以暴露出一个足够的空间进行分离和清扫ꎬ因此
每个患者都可以达到至少 ５ ｃｍ 的近侧的阴性边缘ꎬ
对包括下胸部食管旁( Ｎｏ １１０) 、膈上( Ｎｏ １１１) 和中
纵膈后( Ｎｏ １１２) 淋巴结进行了常规清扫ꎮ
对于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 ＡＥＧＪ 患者是否需要切除全
胃也是目前讨论的热点ꎮ Ｐａｐ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ｕ 和 Ｆｏｒｔｎｅｒ [１４]
比较了全胃切除与近端胃大部切除术后患者的 ５ 年
生存率发现全胃切除术患者显著高于近端胃大部切
除术者ꎬ并且切缘及局部复发率低于近端胃大部切
除术者ꎮ 虽然近端胃切除可以保存部分胃功能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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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食物的流动顺序ꎬ淋巴结清扫也可以满足根治
性要求ꎮ 然而管状胃吻合受限于胰头十二指肠的固
定ꎬ可切除或吻合范围有限ꎮ 肿瘤较大或病理分化
较差黏膜下浸润情况时ꎬ近端胃切除也存在切除范
围不够的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近端胃切除术由于手术
破坏了患者原本的食管胃抗反流屏障的解剖结构ꎬ
切断了患者的迷走神经等原因术后多出现反流性食
管炎ꎬ使得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严重下降ꎮ 因此ꎬ本研
究主张对 ＳｉｅｗｅｒｔⅡ型 ＡＥＧＪ 进行全胃切除ꎮ 本研究
１０ 例手术均采用全胃切除 ＋ 食管空肠吻合ꎬ采用此
种方式应确保有足够长度的空肠上提进行吻合ꎬ避
免吻合口张力过大ꎮ 如果探查发现肿瘤侵犯食道位
置较高ꎬ且空肠系膜过短ꎬ尝试上牵时系膜张力过
高ꎬ存在吻合后食管空肠吻合张力过高风险ꎬ可考虑
行近端胃切除后制作管状胃进行吻合ꎮ
胃空肠吻合目前主要有采用圆形吻合器和直线
切割闭合器两类ꎬ采用腹腔镜手缝食管空肠吻合术
也有报道 [１５] ꎮ 使用圆形吻合器的优点是外科医生

已经熟悉此装置ꎬ并知道如何最好地在临床实际中
进行调整ꎮ 全腔镜下使用圆形闭合器端侧吻合主要
难点在于吻合器抵钉座的置入ꎬ无论是反穿刺法、荷
包缝合法或者经口置入法均需要较长的学习曲线ꎮ
而另外一些医生喜欢使用直线切割闭合器ꎬ因为他
们更容易在有限的空间进行操作ꎬ比圆形吻合器更
容易插入空肠和食道ꎬ吻合时有更好的观察视角ꎬ并
通过一个 １２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 即可完成 [１６￣１８] ꎮ 因此ꎬ作者
认为肿瘤位置较高ꎬ更适合圆形吻合器端侧吻合ꎬ而
在一些肿瘤侵犯食管位置不高ꎬ游离远端空肠襻足
够长时可以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行侧吻合ꎬ较圆形
吻合器操作简单ꎬ且吻合口不受食管直径限制ꎬ降低
术后吻合口狭窄发生ꎮ
吻合口瘘仍是 ＡＥＧＪ 手术最严重的并发 症 之
一ꎬ处理不好容易造成纵隔和肺部感染ꎬ严重影响预
后ꎮ 本研究 １ 例术后吻合口瘘ꎬ分析原因:肿瘤较大

且侵犯食道较高ꎬ保证切缘阴性的情况下行食道空
肠吻合存在张力ꎬ进而影响吻合口血供ꎮ 此后再行
食道空肠吻合后因打开膈肌有足够手术操作空间均
减张缝合吻合口ꎻ另一可能原因ꎬ术中吻合口两侧未
能正确放置引流管ꎬ局部积液感染引起吻合口瘘ꎮ
术中术野区域的冲洗ꎬ放置可靠位置的引流管尤其
重要ꎮ 至于胸腔闭式引流ꎬ所有病例均未术中放置ꎮ
作者认为连续缝合膈肌ꎬ并充分鼓肺以后ꎬ即使胸腔
有少量气体亦能自行吸收ꎬ但如果对手术操作不熟
悉ꎬ膈肌缝合勉强不可靠ꎬ建议术中放置胸腔闭式引
流ꎮ 对于吻合口位置过高、吻合后张力较大、高龄、
伴有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高危患者ꎬ建议术中行空
肠营养管置入术ꎬ可以早期肠内营养亦可避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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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口瘘后营养问题ꎮ
总之ꎬ作者认为该术式与传统左胸腹联合切口
( Ｉｖｏｒ Ｌｅｗｉｓ) 对比有以下主要优势:①不用变换手术
体位ꎻ②手术操作相对简单ꎬ只需要在腹腔镜下切开
膈肌即可进入胸腔ꎬ使操作空间手术视野扩大ꎬ有利
于腹腔及胸腔淋巴清扫及吻合重建ꎻ③手术路径是
先腹后胸ꎬ在胸腔内操作时间大大缩短ꎬ很大程度上
减少对心肺的影响ꎻ④该术式为完全腹腔镜手术ꎬ具
有微创的优势ꎻ⑤可切除的食管位置较高ꎬ食管残端
切缘阳性率低ꎬ食管周围淋巴结清扫彻底ꎮ 该术式
与传统经腹食管裂孔入路比较ꎬ则具有视野良好、操
作空间较大、吻合操作简单、手术时间短等优势ꎮ 根
据我们的初步经验表明ꎬ全腔镜下经腹膈肌入路治
疗 ＳｉｅｗｅｒｔⅡ型 ＡＥＧＪ 技术上是可行的ꎮ 然而ꎬ它仍

然是一个复杂的ꎬ需要一定学习曲线的腹腔镜手术ꎬ
建议目前此手术由经验丰富的腹腔镜外科医生进
行ꎮ 而对其远期疗效的评估需要更多的前瞻性临床
试验来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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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Ｅｐｉ￣
ｄｅｍｉｏｌꎬ２０１２ꎬ３６(３) :３０６￣３１６.

[４] Ｃｏｏｋ ＭＢꎬ Ｃｏｒｌｅｙ ＤＡꎬ Ｍｕｒｒａｙ ＬＪꎬ ｅｔ 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ａ
ｐｏｏ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ａｎｄ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Ａｄｅｎｏ￣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 ＢＥＡＣＯＮ) [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４ꎬ９
(７) :ｅ１０３５０８.

[５] Ｔａｋｉｇｕｃｈｉ Ｓꎬ Ｍｉｙａｚａｋｉ Ｙꎬ Ｓｈｉｎｎｏ Ｎ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ａｎ ｏｐｅｎ ｌｅｆｔ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ｉｅｗｅｒｔ ｔｙｐｅ Ⅱ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Ｓｕｒｇ Ｔｏ￣
ｄａｙꎬ２０１６ꎬ４６(１) :１２９￣１３４.

[６] Ｓｉｅｗｅｒｔ ＪＲꎬ Ｓｔｅｉｎ ＨＪ.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Ｂｒ Ｊ Ｓｕｒｇꎬ １９９８ꎬ ８５
(１１) :１４５７￣１４５９.

[７] Ｆｅｉｔｈ Ｍꎬ Ｓｔｅｉｎ ＨＪꎬ Ｓｉｅｗｅｒｔ ＪＲ.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６０２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ｃ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Ｓｕｒｇ Ｏｎｃｏｌ Ｃｌｉｎ Ｎ Ａｍꎬ

２００６ꎬ１５(４) :７５１￣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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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９

[８] Ｍａｒｉｅｔｔｅ Ｃꎬ Ｐｉｅｓｓｅｎ Ｇꎬ Ｂｒｉｅｚ Ｎꎬ ｅｔ ａｌ.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３) :２９６￣３０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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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Ｋｕｒｏｋａｗａ Ｙꎬ Ｈｉｋｉ Ｎꎬ 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ａｌ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５７
(３) :５５１￣５５５.

[１１] Ｂａｒｂｏｕｒ ＡＰꎬＲｉｚｋ ＮＰꎬＧｏｎｅｎ Ｍꎬｅｔ ａｌ. Ｌｙｍｐｈａｄｅｎ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ＧＥＪ):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Ｊ] .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Ｏｎ￣
ｃｏｌꎬ２００７ꎬ１４(２) :３０６￣３１６.

[１２] Ｐｏｌｋｏｗｓｋｉ ＷＰꎬ ｖａｎ Ｌａｎｓｃｈｏｔ ＪＪ.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６１

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２３( １５) :

２７２３￣２７３０.

[１４] Ｐａｐ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ｕ ＤＮꎬＦｏｒｔｎｅｒ Ｊ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

ｔｒｉｃ ｃａｒｄｉａ.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Ｊ] .Ａｎｎ Ｓｕｒｇꎬ１９８０ꎬ

１９２(１) :５８￣６４.

[１５] Ｆａｃｙ ＯꎬＡｒｒｕ ＬꎬＡｚａｇｒａ ＪＳ.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ｐ￣

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 Ｊ ] . Ｊ Ｖｉｓ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４９
(３) :ｅ１７９￣ｅ１８４.

[１６] Ｉｎａｂａ ＫꎬＳａｔｏｈ Ｓꎬ Ｉｓｈｉｄａ Ｙ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ｎｏｖｅｌ
ｉｎ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ｊｅｊｕｎｏｓｔｏｍｙ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Ｊ]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Ｓｕｒｇꎬ２０１０ꎬ２１１(６) :ｅ２５￣ｅ２９.

[１７] Ｂｒａｃａｌｅ ＵꎬＭａｒｚａｎｏ ＥꎬＮａｓｔｒｏ Ｐꎬｅｔ ａｌ. Ｓｉｄｅ￣ｔｏ￣ｓｉｄｅ ｅｓｏｐｈ￣
ａｇｏｊｅｊｕｎｏｓｔｏｍ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
ｍｙ ｆｏｒ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Ｊ] .Ｓｕｒｇ Ｅｎ￣
ｄｏｓｃꎬ２０１０ꎬ２４(１０) :２４７５￣２４７９.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ｈｉａ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Ｓｉｅｗｅｒｔ ｔｙｐｅ Ⅱ ａｎｄ Ⅲ ａｄ￣

[１８] Ｏｋａｂｅ ＨꎬＯｂａｍａ ＫꎬＴａｎａｋａ Ｅꎬｅｔ ａｌ.Ｉｎ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ｅｓｏｐｈ￣

２０１３ꎻ１００:１０５０￣１０５４) [ Ｊ] .Ｂｒ Ｊ Ｓｕｒｇꎬ２０１４ꎬ１０１(６) :７３５.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ꎬ２００９ꎬ２３

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ｏｆ ｔｈｅ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Ｂｒ Ｊ Ｓｕｒｇ

[１３] Ｈｏｓｏｄａ Ｋꎬ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ＫꎬＭｏｒｉｙａ Ｈꎬ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ｗｅｒｔ ｔｙｐｅ Ⅱ ａｎｄ Ⅲ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

ａｇｏｊｅｊｕｎａｌ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９) :２１６７￣２１７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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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Ｃｈｏ Ｉꎬ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 ＳꎬＣｏｘ Ｌ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ｌ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ｕｒｉｎｅ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Ｊ] .Ｎａ￣

ｔｕｒｅꎬ２０１２ꎬ４８８(７４１３) :６２１￣６２６.
[１３] Ｂｏｌｇｅｒ ＡＭꎬ Ｌｏｈｓｅ Ｍꎬ Ｕｓａｄｅｌ Ｂ. Ｔｒｉｍｍｏｍａｔｉｃ: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ｒｉｍｍｅｒ ｆｏｒ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Ｊ].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

３０(１５) :２１１４￣２１２０.
[１４] Ｌａｎｇｍｅａｄ ＢꎬＳａｌｚｂｅｒｇ ＳＬ.Ｆａｓｔ ｇａｐｐｅｄ￣ｒｅａ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Ｂｏｗｔｉｅ ２[ Ｊ] .Ｎａ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２０１２ꎬ９(４) :３５７￣３５９.
[１５] Ｔｒｕｏｎｇ ＤＴꎬＦｒａｎｚｏｓａ ＥＡꎬＴｉｃｋｌｅ ＴＬꎬｅｔ 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ｌＡｎ２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Ｊ] . Ｎａｔ Ｍｅｔｈ￣

ｏｄｓꎬ２０１５ꎬ１２(１０) :９０２￣９０３.
[１６] Ｐａｒｋｓ ＤＨꎬＴｙｓｏｎ ＧＷꎬＨｕｇｅｎｈｏｌｔｚ Ｐꎬｅｔ ａｌ.ＳＴＡＭＰ: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 Ｊ ] .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３０(２１) :３１２３￣３１２４.
[１７] Ｓｅｎｄｅｒ ＲꎬＦｕｃｈｓ ＳꎬＭｉｌｏ Ｒ. Ａｒｅ 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ｖａｓｔｌｙ ｏｕｔｎｕｍ￣
ｂｅｒｅｄ?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ｔｏ ｈｏｓｔ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ｈｕ￣

ｍａｎｓ[ Ｊ]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６ꎬ１６４(３) :３３７￣３４０.
[１８] Ｋｕｎｄｕ ＰꎬＢｌａｃｈｅｒ ＥꎬＥｌｉｎａｖ Ｅꎬｅｔ ａｌ.Ｏｕｒ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ｎｅｒ ｓｅｌｆ[Ｊ].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７ꎬ１７１(７):１４８１￣１４９３.
[１９] Ｌｙｎｃｈ ＳＶꎬ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Ｏ.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５( ２４) :

２３６９￣２３７９.
[２０] Ｇａｇｌｉａｎｉ ＮꎬＨｕ ＢꎬＨｕｂｅｒ Ｓ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ｉｎｆｌａｍ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Ｊ]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４ꎬ１５７(４) :７７６￣７８３.
[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Ｃꎬ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ＫꎬＳｃｈｎｏｌｌ￣Ｓｕｓｓｍａｎ Ｆꎬｅｔ 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ｗｈｏｌ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Ｊ].Ｇｅｎｏｍｅ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１６: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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