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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后改良三角吻合与腹腔镜
辅助下毕Ⅰ式吻合的临床效果对比

唐 剑1,杨怡玲2,贺菊乔1△

(1.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长沙 410007;2.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株洲 412012)

摘要 目的:对比全腹腔镜下三角吻合与腹腔镜辅助下毕Ⅰ式吻合应用于远端胃癌根治术的效果。方法:选取2013年1月至

2017年6月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34例拟行远端胃癌根治术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和B组,A组

58例采用全腹腔镜下改良三角吻合术,B组76例采用腹腔镜辅助下毕Ⅰ式吻合术。比较两组围手术期相关指标。结果:A组

患者的手术时间、消化道重建时间明显长于B组,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量和术后住院时间均短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A组术后1d、术后3d的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明显低于B组(P<0.05)。两组手术出血量、术后吻合口

相关并发症和感染性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远端胃癌根治术中采用全腹腔镜下三角

吻合术进行消化道重建,较腹腔镜辅助毕Ⅰ式吻合术的手术时间长,但手术创伤小,有利于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关键词 腹腔镜;三角吻合;毕Ⅰ式吻合重建;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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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癌是我国高发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临床

上主要采用手术切除方法治疗。近年来,随着微创

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下行胃癌根治术在临床中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肿瘤切除、淋巴结清扫和消化

道重建是胃癌根治术的三大关键技术,其中消化道

重建对减少术后并发症和维持较好的生命质量至关

重要[1]。腹腔镜下行消化道重建的技术难度较大,
故临床上采用腹腔镜联合小切口进行消化道重建,
既保留了腹腔镜微创手术的优势,又具有开腹手术

的直观视野[2]。本研究旨在对比分析全腹腔镜下远

端胃癌根治术行改良三角吻合与腹腔镜辅助下毕Ⅰ
式吻合的安全性和可行性,为远端胃癌根治术后消

化道重建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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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7年6月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34例远端胃

癌患者,术前均经胃镜及病理活检证实为腺癌,肿瘤

位于远端胃,距幽门环1.5cm以上,且肿瘤上下径

线不超过胃腔直径的1/3,无明显远处转移征象,符
合远端胃切除指征;均未行新辅助放化疗。排除合

并消化道大出血、消化道穿孔等须行急诊手术的患

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A组和B组,两组

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Ibm)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
表1。本研究所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取

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腹腔镜下远端胃癌

根治术,手术由同一组医师完成。A组行完全腹腔

镜下改良三角吻合术,B组行腹腔镜辅助下毕Ⅰ式

吻合术。

  患者采用气管插管全麻,取头高足低位,5孔法

操作。常规探查腹腔,明确肿瘤大小及部位、周围淋

巴结情况、有无局部浸润和远处脏器转移。肿瘤切

除及淋巴结清扫按照《胃癌处理规约》[2]中的相关标

准完成,行消化道重建:(1)A组:腹腔镜下充分游离

十二指肠,用直线切割缝合器在预定位置由后壁向

前壁切断十二指肠及从大弯侧向小弯侧切断胃。移

除标本,将标本装入取物袋中放置盆腔。于十二指

肠后壁及胃大弯侧分别戳孔,置入直线切割缝合器,
行十二指肠—残胃后壁侧侧吻合术。助手牵拉残

胃、十二指肠共同开口,再次置入直线切割缝合器,
闭合共同开口,完成改良三角吻合。扩大脐下切口

约3cm,取出标本后,温氏孔留置腹腔引流管一根。
(2)B组:游离十二指肠及胃后,取上腹部正中切口,
长约5cm,置入切口保护套。离断十二指肠及胃,
移除标本。十二指肠残端预埋26mm管型吻合器

蘑菇头,残胃内置入管型吻合器底座,完成残胃—十

二指肠毕Ⅰ式吻合,温氏孔留置腹腔引流管一根。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n
性别,n

男 女

年龄/岁,
x±s

Ibm/(kg/m2),
x±s

TNM分期,n
Ⅰ期 Ⅱ期 Ⅲ期

三角吻合组 58 35 23 54.3±6.2 23.4±4.9 8 16 34
毕Ⅰ式组 76 48 28 53.6±5.9 23.6±4.3 10 19 47
t/χ2 0.110 0.666 0.251 0.151
P 0.740 0.507 0.802 0.927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消化道重

建时间、手术出血量、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量(氟比洛

芬酯、50mg/支)及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于术后1d、
3d,采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估患者术后疼

痛程度,VAS评分范围为0~10分,分值越高表示

疼痛越剧烈。记录两组术后30d内的并发症发生

情况,包括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吻合口漏、吻合口出

血、吻合口狭窄等)及感染性并发症(肺部感染、切口

感染、尿路感染、腹腔感染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的比较 A组患

者的手术时间、消化道重建时间明显长于B组,而术

后住院时间短于B组,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量少于B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手术出

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的比较(x±s)

组别 n 手术时间/min 消化道重建
时间/min

手术出
血量/mL

术后镇痛药物
使用量/支

术后住院
时间/d

A组 58 187.32±42.71 23.5±3.5 60.8±2.6 2.2±0.6 6.8±1.3
B组 76 162.61±45.95 15.9±2.6 80.4±3.2 4.3±0.8 8.9±1.8
t 5.430 2.870 1.164 16.717 7.512
P <0.001 0.004 0.246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VAS评分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

较 A组术后1d和术后3d的VAS评分明显低于

B组(P<0.05),两组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及感染性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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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VAS评分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n
VAS评分/分,x±s

术后1d 术后3d

吻合口相
关并发症,
n(%)

感染性并
发症,n(%)

A组 58 3.2±1.1 1.1±0.3 3(5.17) 5(8.62)
B组 76 5.8±1.5 2.6±0.8 5(6.58) 9(11.84)
t/χ2 11.112 13.561 0.001 0.365
P <0.001 <0.001 0.978 0.546

3 讨 论

  消化道重建是胃癌根治术顺利进行的关键环

节,对于提高手术成功率、减少术后并发症的临床意

义较大。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的三角吻合技术

(又称Delta-shaped吻合)由日本学者 Kanaya等[3]

于2002年首次报道,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消化道重

建方法。2012年,黄昌明等[4]在国内首次开展了该

项技术并进行了改进,提出改良三角吻合术,在关闭

胃十二指肠共同开口前无需行腔镜下缝合对位,简
化了手术流程。同时,改良三角吻合将十二指肠闭

合线一并切除,减少了吻合口的薄弱点,理论上可以

降低吻合口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5]。本研究结果显

示,A组手术时间、消化道重建时间较B组明显延长

(P<0.05),而手术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与B
组相当,说明改良三角吻合术对术者的手术操作要

求更高,手术时间较长,但并未增加手术出血量及术

后并发症。有研究表明,三角吻合术的手术时间明

显短于传统吻合方式,临床医师在严格把握手术适

应证及熟练掌握手术操作要点下实施胃十二指肠三

角吻合术能有效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后并发症[6]。
三角吻合术无需较大的辅助切口行体外吻合,同时

仅需3~5cm的辅助切口取出标本,对腹腔的干扰

也较小,故患者术后疼痛感较轻,恢复较快。本研究

结果也表明,A组术后VAS评分显著低于B组,且
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量较少、住院时间较短(P<
0.05)。传统的端侧吻合时钉合线与吻合口血供方

向垂直,而改良三角吻合术钉合线与吻合口血供方

向成锐角甚至平行,吻合口缺血的发生率更低,且改

良三角吻合术行侧侧吻合,吻合口一般较大,吻合口

狭窄的发生率也较低。此外,传统的毕Ⅰ式吻合可

能对肿瘤造成挤压,尤其是对于切口较小、肥胖的患

者,而改良三角吻合术在体内即将远端胃离断,并将

标本置入取物袋中保护,更加符合肿瘤根治术的无

瘤原则[7]。
  目前,临床上基于毕Ⅰ式吻合的腹腔镜下远端

胃癌根治术后重建术氏有多种,Delta吻合是毕Ⅰ式

吻合腔镜下操作的典型术氏,腔镜下操作具有简便

易行的优势,逐渐成为腹腔镜下远端胃切除术后的

标准重建术氏。但腹腔镜下毕Ⅰ式吻合存在以下缺

点[8-9]:①吻合过程中需扭转残胃、十二指肠残端,因
此残端需要有一定的长度,因此对肿瘤体积大或肿

瘤位于幽门部的患者不适用;②Delta吻合后中间的

三角吻合区面积较大,容易形成缺血区域,有发生吻

合口漏的风险;③由于吻合口较大,运用器械关闭大

弯侧共同开口时,吻合的安全性不确切,必要时应缝

合加固。
  综上所述,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行改良

三角吻合安全、可行,具有创伤小、利于患者术后康

复的优势,是胃癌患者较为理想的消化道重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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