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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一些方法预防 RLN损伤：(1)麻醉满意，以全 

麻为主，患者肌肉松弛，甲状腺暴露满意；(2)正确 

处理切口大小和手术显露之间的关系，对于较大的 

瘤体术中应离断舌骨下肌群；(3)手术操作规范、精 

细、耐心，术野清晰，层次清楚，避免术中出血时盲目 

钳夹和暴力牵拉甲状腺组织；(4)残面止血时避免 

钳夹或缝扎过深，最好不要低于气管平面，只要止血 

确切，残面不必常规对拢缝合；(5)临近神经操作 

时，分离方向尽量与神经行径一致，避免电切或电凝 

时的热力灼伤；(6)放置有效引流，预防渗液、积血 

压迫 RLN导致的神经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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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胸人路治疗胸中段食管癌 65例分析 

吴志勇，王 峰。李 睿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经右颈、胸、上腹正中三切 口治疗胸中段食管癌的优缺点。方法：对 65例经右颈、胸、腹三切 口手术治疗的 

胸中段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65例均手术切除，其中根治性切除59例，姑息性切除 6例。术后无手 

术死亡病例；吻合口瘘 4例，经积极治疗康复出院；吻合口狭窄 3例，术后 2个月分次行食管扩张后临床症状好转。结论：胸中 

段食管癌采用右胸三切口方式能达到彻底诊治效果，可提高远期疗效。 

[关键词】食管肿瘤／~b科手术；手术人路；右胸；淋巴结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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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六大恶性肿瘤之一 ，其 

手术经50年的普及和发展已日趋完善。但其局部 

浸润和淋巴结转移是预后较差的主要因素 。目 

前，胸中段食管癌仍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入路有经 

左胸或右胸。右胸入路能够在直视下游离中上段食 

管，完整暴露全纵隔，并经腹正中切口取得腹部结构 

的良好暴露，无需切开膈肌，适合中段食管切除。 

2002年 10月至 2009年8月，我院采用右胸入路治 

疗胸中段食管癌65例，效果满意，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55例，女 1O例；年龄41～ 

73岁。肿块长径 2～8 cm。术后病理证实鳞状细胞 

癌 59例，腺癌4例，腺鳞癌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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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全麻后取右侧后外侧切口，经第5肋间 

进胸游离食管，清扫胸野淋巴结；另取上腹正中切 

口，游离全胃保留胃血管弓，清扫腹野淋巴结，扩大 

食管裂孑L至4横指，将胃经食管裂孔上提人胸腔，避 

免胃扭转；左颈作胸锁乳突肌前斜切口，胃经食管床 

从颈部引出行食管癌切除加食管颈部吻合术，并常 

规清扫上纵隔及摘除右侧气管三角旁淋巴结 

2 结果 

65例均手术切除，其中根治性切除59例，姑息 

性切除6例。平均清扫胸野淋巴结 (10．5±6．2) 

枚，腹野淋巴结(5．4±3．9)枚。术后全组无手术死 

亡；但有吻合口瘘4例，经积极治疗康复出院；吻合口 

狭窄3例，术后 2个月，分次行食管扩张后症状好转。 

3 讨论 

食管癌外科手术的根治原则要求将癌变的食管 

连同周围的纵隔胸膜、脂肪结缔组织和淋巴结整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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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除I临床分期外，食管切除的长度及淋巴结清扫 

的范围也是影响食管外科疗效的重要因素。因此， 

选择合理的食管癌径路和方法与食管癌的切除率、 

生存率及并发症有直接关系。右胸入路相对左侧术 

式复杂，但可取得上纵隔和上腹部的完整暴露，保证 

足够长度的食管切除，并较彻底地进行“三野清 

扫”。严福来等 报道右胸人路切除率为 98％，本 

组达 100％。 

3．1 术中及围术期情况 经右颈、胸、腹三切口行 

胸中段食管癌切除，常需要更换体位，步骤较复杂。 

由于食管中段的位置偏右，对于主动脉弓平面及气 

管隆突平面的中段食管癌，特别是侵及奇静脉者，左 

侧开胸显露差，从右侧开胸显露最为满意，从该切口 

进行上纵隔、气管隆突及食管旁的淋巴结清扫也最 

为方便，必要时游离或部分切除奇静脉及结扎胸导 

管，操作也十分方便。 

由于右肺容积较左肺大，随呼吸出现的节律性 

肺膨胀可促进胃排空而减少胃潴留；同时经右胸途 

径术式可避免心脏和主动脉弓对胃的不均匀压迫而 

影响胃排空；而且经右胸手术对膈肌的解剖结构破 

坏相对较小，从而减少术后返流性食管炎的发 

生 。经食管裂孔而不切开膈肌，避免膈肌运动受 

损和由于切开膈肌导致患者肺通气功能及咳嗽、排 

痰能力的下降。 

3．2 术后并发症 右胸入路多数并发症的发生率 

较左胸人路高，尤其是吻合口瘘。Fujita等 报道， 

扩大或全纵隔淋巴结清扫后，吻合口瘘发生率为 

10％ ～20％。原因：(1)上纵隔清扫、颈部吻合对食 

管血供影响较大；(2)重建胃管血供，受胸骨或原食 

管床的局部解剖结构影响较大；(3)食管、胃吻合张 

力较大，更影响血供。而局部压迫及吻合口张力、手 

术迷走神经切断也可能造成术后胃排空障碍增多。 

另外，由于手术范围较大，术后出血致二次手术的发 

生率升高，尤其在提拉胃管通过胸腔时无法直视下 

完成，可能增加意外出血的风险。但右胸入路无膈 

肌切口，患者术后咳嗽、排痰容易，对肺功能影响小， 

肺部并发症少，术后恢复快。 

3．3 手术后根治性切除及生存获益 对于食管癌 

外科治疗的疗效，根治性切除是其独立预后因素。 

切缘阳性是提示预后不良的独立因素 。 。切端癌 

残留是食管癌早期复发的主要原因，也是吻合口愈 

合不良导致吻合口瘘的重要因素，因此手术切除应 

该保证足够的切缘，尽量完整切除肿瘤。项鹤彬 

等 研究表明，食管癌具有多点起源和癌周浸润的 

特点，手术必须切除足够的长度，上切缘要求距肿瘤 

5 OITI以上，切除范围应包括食管周围的纵隔脂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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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以及食管胃周围的相应淋巴结，而右颈、胸、上腹 

正中三切口能满足上述要求。 

食管癌有颈、胸、腹三野淋巴结转移的特点，尤 

其中晚期胸中段癌，其颈胸腹转移率相当高。淋巴 

管是食管癌常见的转移途径，淋巴结转移与否是食 

管癌患者最重要的预后因素之一。肿瘤一旦侵犯到 

食管黏膜下层，区域淋巴结转移度显著增加，肿瘤侵 

犯越深，颈胸腹部淋巴结转移度越高。 

由于左胸人路受主动脉弓及其分支等解剖结构 

的阻挡，无法满意清扫气管旁及喉返神经旁淋巴结。 

相反，右胸人路加上腹正中切口可取得纵隔野及腹 

野区域淋巴结的暴露、清扫，尤其是双侧喉返神经旁 

及气管旁淋巴结。有研究 表明，该区域正是胸段 

食管癌淋巴结转移的重要区域。右胸路径对纵膈淋 

巴结清扫彻底，能够有效降低淋巴结复发率。胸中 

段食管癌不仪向下转移到贲门旁胃左血管等胃周淋 

巴结，而且向上至上纵隔气管旁颈深锁骨上淋巴结 

转移。故胸中段食管癌至少应视作包括颈部纵隔及 

上腹部在内的区域性疾病 。̈ 。有报道⋯ 显示，接 

受三野清扫中，1／3存在颈部淋巴结转移。对于胸 

中段食管癌，特别是主动脉弓附近的食管癌，更应考 

虑到手术切除的安全性、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围手 

术期并发症、术后生存质量及远期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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