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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实施 D3 根治术的临床疗效

王扬州1,蒋清华1,张秀芹2

[摘要]目的:分析腹腔镜下实施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术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取 2009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右半结肠癌入院手

术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 对照组予以传统开腹手术,观察组予以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术。 对

比 2 组患者一般手术情况、术后生活质量评分、术后 1 年及 3 年无瘤生存率和总生存率、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观察组

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恢复肠道排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术后生理功能、心理情绪和社

会功能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 3 年的无瘤生存率、1 年和 3 年总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腹腔镜下实施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术相比

于传统开腹手术,具有创伤小、临床疗效佳、术后复发率低和安全性高的特点,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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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D3 radical surgery under laparoscopy
in the treatment of right colon cancer

WANG Yang鄄zhou1,JIANG Qing鄄hua1,ZHANG Xiu鄄q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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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Jiangsu 200015;2. Department of General Pediatrics,The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Hospital

of Nanjing,Nanjing Jiangsu 210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D3 radical surgery under laparoscopy in the treatment of right colon
cancer. Methods:Ninety patients with right colon cancer in our department from March 2009 to March 2013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D3 radical surgery under laparoscopy,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pen surgery. The general surgery condition, score of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postoperative 1,3鄄year disease鄄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s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operative time,blood loss,recovery time of hospital stay intestinal exhaust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scores of the postoperative physiological function,psychological function,emotional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3鄄year disease鄄free survival
rate,and 1,3鄄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stoperative wound infection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Conclusions: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pen surgery,the D3 radical surgery under laparoscopy in the treatment of right colon cancer is
fewer trauma,good effect,less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rate and high security,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colon neoplasms;laparoscopy;D3 radical surgery

摇 摇 结肠癌是消化系统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多见于

直肠与乙状结肠交界处,发病集中于 40 ~ 50 岁人

群,且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 结肠癌分为腺癌、未分

化癌、黏液腺癌等几类,患者病变区域多呈息肉状、
溃疡状[1]。 结肠癌除可沿肠壁环形进展外,还可沿

肠管上下蔓延,部分严重患者还将出现淋巴管、血流

转移情况,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安全[2]。 结肠癌治疗

方法以手术为主,其常用术式有右半结肠 D3 根除

术或左半结肠 D3 根除术(需根据患者病变位置而

定 ),为探究腹腔镜下实施右半结肠癌D3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根治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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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选取我科 2009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右

半结肠癌入院手术患者共 90 例与传统术式进行比

较,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右半结肠癌入院手术患者共 9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 观察组男 23 例,女 22 例;年龄 37 ~ 81 岁;肿
瘤位于盲肠 9 例,升结肠 27 例,肝曲 6 例,横结肠 3
例;腺癌 42 例,黏液癌 3 例;Dukes 分期 A 期 4 例,B
期 19 例,C 期 22 例。 对照组男 24 例,女 21 例;年
龄 35 ~ 80 岁;肿瘤位于盲肠 8 例,升结肠 25 例,肝
曲 7 例,横结肠 5 例;腺癌 41 例,黏液癌 4 例;Dukes
分期 A 期 5 例,B 期 16 例,C 期 24 例。 无远处转移

病例。 2 组患者性别、年龄、Dukes 分期和肿瘤位置

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D3 根治术方法摇 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 D3 根

治术操作方法如下:患者取仰卧位,行气管插管、全
麻操作,抬高脚部 15毅,分开患者双脚。 于患者脐左

下缘及右锁骨中线平脐置入套管针。 医师立于患者

左侧,助手立于右侧,根据腹腔镜视野将患者大网膜

及横结肠推向头侧,小肠向右侧推移,暴露肠系膜底

部,沿肠系膜底部剪开,暴露肠系膜上静脉。 上右侧

结扎肠系膜静脉,切断右回结肠动静脉,进入 Toldit
区域,选用超声刀钝性分离胰头表面结缔组织,并清

除该区域淋巴结,向阑尾方向游离回肠系膜末端。
于胃结肠韧带中段向右将胃网膜血管分离,直至十

二指肠球部。 离断肝结肠韧带,沿腹壁黄白交界线

剪开侧腹膜,联通 Toldit 区域。 扩张右侧套管直径,
通过此通路将病变肠段拉出,并于体外切除病变区

域及足够远端肠道,近端肠道切除至肠末 10 cm 处,
切除右半结肠。 吻合横结肠及回肠末端,放回腹中,
冲洗手术创面,常规引流,缝合套管孔。
1. 3摇 观察指标摇 对比 2 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以及恢复肠道排气时间等一般手术情况;对比 2
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分(生理功能、心理情绪和

社会功能评分);对比 2 组患者的 1 年、3 年无瘤生

存率与总生存率;分析 2 组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切口

感染、尿路感染及肠梗阻率。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字2 检验和四格表确

切概率法。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一般手术情况比较摇 观察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恢复肠道排气时间和住院时

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患者一般手术情况比较(x 依 s)

分组 n
手术

时间 / min
术中

出血量 / ml
摇 恢复肠道

摇 排气时间 / d
住院

时间 / d
清扫淋巴结

总数 / 枚

观察组 45 134. 75 依 30. 47摇 96. 54 依 27. 32摇 2. 25 依 0. 89 10. 49 依 2. 36 14. 03 依 2. 30

对照组 45 165. 86 依 34. 09摇 122. 63 依 28. 04摇 4. 18 依 0. 97 15. 74 依 2. 93 14. 52 依 2. 41

t — 4. 56 4. 47 9. 83 9. 36 0. 99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2. 2摇 2 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摇 观察组患

者术后生理功能、心理情绪和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生理功能 心理情绪 社会功能

观察组 45 18. 57 依 2. 89 2. 41 依 0. 56 2. 26 依 0. 38

对照组 45 24. 36 依 3. 57 4. 82 依 2. 09 3. 84 依 0. 42

t — 8. 46 7. 47 18. 71

P — <0. 01 < 0. 01 < 0. 01

2. 3摇 2 组患者的 1 年、3 年无瘤生存率与总生存率

比较摇 所有患者均随访至 2014 年 7 月,中位随访时

间为 38 个月(11 ~ 64 个月),其中 26 例患者死亡。
观察组 3 年的无瘤生存率、1 年和 3 年总生存率均

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3)。 26 例

死亡患者中,因癌死亡 21 例,其中局部复发 9 例,远
处转移 12 例;非因癌死亡 5 例,其中 2 例死于肺部

感染,1 例死于交通意外,1 例死于心力衰竭,1 例死

于脑卒中。

摇 表 3摇 2 组患者的 1 年、3 年无瘤生存率与总生存率比较

[n;百分率(% )]

分组 n
无瘤生存率

摇 1 年摇 摇 摇 摇 3 年摇
总生存率

摇 1 年摇 摇 摇 摇 3 年摇

观察组 45 37(82. 22) 32(71. 11) 41(91. 11) 38(84. 44)

对照组 45 29(64. 44) 20(44. 44) 34(75. 56) 26(57. 78)

合计 90 66(73. 33) 52(57. 78) 75(83. 33) 64(71. 11)

字2 — 3. 64 6. 56 3. 92 7. 79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2. 4摇 2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摇 观察组患者切口

感染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见表 4)。

3摇 讨论

摇 摇 影响结肠癌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为远端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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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2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对比[n;百分率(% )]

分组 n 切口感染 肺部感染 肠梗阻 尿路感染 吻合口瘘

观察组 45 2(4. 44) 1(2. 22) 0(0. 00) 1(2. 22) 0(0. 00)

对照组 45 5(11. 11) 3(6. 67) 1(2. 22) 2(4. 44) 2(4. 44)

合计 90 7(7. 78) 4(4. 44) 1(1. 11) 3(3. 33) 2(2. 22)

字2 — 0. 62 0. 26 — 0. 00 0. 51

P — >0. 05 > 0. 05 1. 000* >0. 05 > 0. 05

摇 摇 *示四格表确切概率

转移程度及肿瘤浸润深度,且远端淋巴结转移程度

对患者预后影响最为重大。 结肠癌根除术关键在于

淋巴结清除,患者淋巴结清除数越高,其生存率越

高。 即使患者结肠癌分期错误,如术中清除的淋巴

结数量达一定高度,患者生存率也将显著提高[3]。
结肠癌患者淋巴结清除数低于 7 个,患者 3 年内生

存率为 50%左右,当淋巴结清除数多于 7 个时,患
者 3 年内生存率达 70%左右[4]。 因此,美国癌症研

究所及其他癌症研究机构达成一致建议认为:结肠

癌根治术淋巴结清除数需保证在 12 枚以上。 对结

肠癌患者而言,清除阳性淋巴结除可改善患者预后

外,如患者阴性淋巴结检出数增多,患者预后也可显

著改善,分析可能与机体对癌细胞的免疫应答有关,
癌细胞可促进机体淋巴结内巨噬细胞增殖,患者 T、
B 细胞表达水平增高并参与抗癌工作[5]。

结肠癌具体淋巴结跳跃式转移特征,当患者出

现第 1 站淋巴结转移时,其第 3 站淋巴结也可能存

在转移情况。 传统的结肠癌根治术无法暴露患者肠

系膜上静脉外科干,也未对患者肠系膜根部动静脉

进行结扎、截断操作,其 N3 淋巴结也未清扫,这导

致术中残留的主淋巴结及 Toldt 区域的筋膜可能因

癌细胞浸润而导致患者复发肿瘤[6]。 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术是结肠癌新型术式之一,其将淋巴结清除

范围扩大至第 3 站内,即需对患者肠系膜上血管附

近淋巴结进行清扫,且该手术还需将整个肠系膜切

除,这极大保证了淋巴结清除率,可有效避免因遗漏

而存在的复发及远端转移情况,改善患者 3 年内生

存率[7]。 本研究中,观察组 3 年的无瘤生存率、1 年

和 3 年总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 (P < 0. 05 ~ P <
0. 01),分析可能与术中高淋巴结清除数有关。 对

比传统的开腹术式,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

术更符合“肿瘤非接触冶原则,实际手术操作中,腹
腔镜下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术需优先处理患者肠系

膜及血管,再行病变区肠管游离及切断操作,这可有

效降低因手术操作带来的癌细胞脉管转移率[8]。

同时,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术操作时,需将

患者升结肠固定于右侧腹壁,这给术中的结肠系膜

牵拉、分离操作提供了稳定的支撑,手术视野稳定,
利于手术操作[9]。 此外,由于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术优先截断胃结肠干或结肠支,患者术中出

血量显著下降。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恢复肠道排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显著短

于对照组(P < 0. 01),这佐证了上述结果。 腹腔镜

下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术还具有微创特征,患者术

中损伤较小,相关并发症较少,术后恢复快[10]。 本

研究中观察组术后切口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

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综上所述,腹腔镜下实施右半结肠癌 D3 根治

术具有创伤小、临床疗效佳、术后复发率低和安全性

高的特点,显著优于传统开腹手术,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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