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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wert域型和芋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腹腔镜

辅助近端胃切除和全胃切除疗效比较

贾建光,李摇 靖,李摇 雷,姚廷敬,张晨嵩,钱摇 军

[摘要]目的:观察腹腔镜辅助近端胃切除(LAPG)和腹腔镜辅助全胃切除(LATG)在 Siewert 域、芋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

(AEG)治疗效果。 方法:分析腹腔镜手术的 62 例域、芋型 AEG 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经 LAPG 32 例(LAPG 组),经 LATG 30
例(LATG 组),比较 2 组手术操作时间、清扫淋巴结的数目、操作过程中的出血量、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住院日及术后围手

术期及出院后的并发症情况;随访了解生存及生活质量、血清癌胚抗原(CEA)情况。 结果:2 组术中出血量、肿瘤大小、TNM
分期、近期并发症和术后 12 个月血清 CEA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LAPG 组平均清扫的淋巴结数目为(19. 7 依
4. 6)枚,较 LATG 组(22. 9 依 6. 7)枚少(P < 0. 01),手术时间长于 LAPG 组(P < 0. 01),术后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40. 0% )多于

LAPG 组(3. 0% )(P < 0. 01)。 结论:LAPG 和 LATG 治疗 Siewert域和芋型 AEG 安全性相当,LATG 淋巴结清扫数目更多,远期

并发症少。 对于进展期的 AGE 建议行 LA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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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efficacy between LAPG and LATG
in the treatment of Siewert 域 and 芋 AEG

JIA Jian鄄guang,LI Jing,LI Lei,YAO Ting鄄jing,ZHANG Chen鄄song,QIAN Jun
(Department of On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laparoscopic鄄assisted total gastrectomy( LATG) and laparoscopic鄄
assisted proximal gastrectomy(LAPG) in the treatment of Siewert 域 and 芋 esophagogastric adenocarcinoma(AEG).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62 patients with type 域 and type 芋 AEG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irty鄄two cases treated with LAPG and 30
cases treated with LATG were divided into the LAPG group and LATG group,respectively. The operation time,number of lymph nodes
dissected, blood loss during operation, recovery time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peri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The survival,quality of life and CEA situation in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TNM staging,recent complications and level of serum CEA
after 12 months of oper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s in LATG
group[(22. 9 依 6. 7)] was more than that in LAPG group[(19. 7 依 4. 6)] (P < 0. 01), the operation time in LATG group was
significant longer than that in LAPG group(P < 0. 01),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reflux esophagitis in LAPG group(40. 0% ) was more
than that in LAPG group(3% )(P < 0. 05). Conclusions:The LAPG and LATG in treating Siewert type II and III AEG are safety. The
lymph node dissection of LATG is more,and the long鄄term complications of LATG is fewer. The progressive phase AGE should be
treated with LATG.
[Key words] stomach neoplasms;gastrectomy;laparoscopy

摇 摇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由于其特殊的解剖位置,淋巴引流途径比较复

杂,学术界分歧较大,目前缺乏比较认可的定义、诊
断、治疗和分型,且病人就诊时多为进展期,预后较

差。 随着科技的进步,近年来,腔镜技术突飞猛进,
腹腔镜技术在胃癌的应用得到推广,早期胃癌的腹

腔镜手术已获得共识,临床多中心的研究结果表明,
腹腔镜下进展期胃癌根治术的安全性和远期疗效与

开放手术相当,但是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近端切

缘长于开腹手术,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完

善,术中经验的积累和团队的紧密合作,腹腔镜技术

在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的应用受到大多数外科医师的

青睐[1 - 2]。 本 研 究 就 腹 腔 镜 辅 助 近 端 胃 切 除

(LAPG)和腹腔镜辅助全胃切除(LATG)治疗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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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疗效作一探讨。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

我院收治的 Siewert域、芋型 AEG 病人 62 例,男 40
例,女 22 例,年龄 51 ~ 78 岁。 LAPG 组 32 例,
LATG 组 30 例。 2 组病人的 Siewert 分型、年龄、性
别、肿瘤分化程度及 TNM 分期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肿瘤的术后分期

和细胞的分化程度参照 2017 版国际胃癌联盟的分

期系统;淋巴结的清扫范围参照 2014 版日本胃癌学

会和第 11 版食管癌学会发布的指南[3 - 5]。 病人术

前签署委托书及家属术前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术

后肿瘤的分期按照 2017 版国际胃癌联盟的分期系

统分期。

表 1摇 临床病理资料比较

一般资料 LAPG(n = 32) LATG(n = 30)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20
12

20
10

0. 12 > 0. 05

年龄 / 岁 64. 8 依 8. 6 65. 4 依 6. 8 0. 30吟 > 0. 05

肿瘤位置

摇 Siewert 域
摇 Siewert 芋

18
14

16
14

0. 05 > 0. 05

分化程度

摇 高 4 3

摇 中 22 19 0. 58 > 0. 05

摇 低 / 差 6 8

浸润深度

摇 T1 3 2

摇 T2
摇 T3

10
18

8
17

1. 39 > 0. 05

摇 T4 1 3

淋巴结转移

摇 有

摇 无

8
24

10
20

0. 52 > 0. 05

TNM 分期

摇 玉 6 4

摇 域 18 14 1. 64 > 0. 05

摇 芋 8 12

摇 摇 吟示 t 值

1. 2摇 入组及排除标准摇 入组标准:(1)术前经胃镜

病理检查确诊为 AEG,上消化道造影检查明确为

Siewert域和芋型;(2)胸腹部 CT 检查术前无肺、肝
等脏器转移,未侵犯临近脏器等;(3)术前心肺功能

检查及肝肾功能等能耐受根治性手术;(4)术前肿

瘤五项正常。 排除标准:(1)腔镜探查见肿瘤已经

播散或多个种植;(2)中转开腹;(3)合并有其它恶

性肿瘤;(4)已行新辅助化疗和放化疗。
1. 3摇 治疗方法摇 病人全麻成功后,仰卧位。 采用传

统的 5 孔法,气腹成功后,探查肝脏、盆底、肠系膜、
腹膜及腹腔脏器有无肿瘤种植及转移,判断肿瘤所

在位置,确定可以手术者,肿瘤突破浆膜者,注射生

物胶给予保护。 行 D2 淋巴结清扫。 LAPG 组清扫

第 1、2、3、4sa、4sb、7、8a、9、10、11、12a 组淋巴结;
LATG 组清扫第 1、2、3、4、5、6、7、8a、9、10、11、12a 组

淋巴结。 腹腔镜完成淋巴结清扫后,取上腹部正中

切口,长约 5 ~ 8 cm 辅助行消化道重建,必要时行近

端切缘送术中冰冻,确保切缘阴性。 LAPG 组行食

管 -残胃端侧吻合(食管与胃后壁吻合,吻合后 6 ~
8 针加强), LATG 组行食管空肠 Roux鄄en鄄Y 吻合术

(食管余空肠端侧,吻合后 6鄄8 针加强)。 术后按照

最新版 NCCN 指南进行治疗。
1. 4摇 观察指标摇 比较 2 组平均手术操作时间、操作

过程中的出血量、术后病人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清扫

淋巴结数目、术后病人平均住院时间;测量每组病人

近端切缘的距离及远端切缘的距离;观察并记录所

有病人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近期并发症观察指

标见表 3;术后远期并发症主要包括吻合口狭窄、反
流性食管炎等。
1. 5摇 随访摇 术后需要治疗的病人采用术后治疗期

间的主诉及问诊情况,术后未予治疗和治疗结束的

病人采用门诊复查和电话随访的方式进行,随访内

容主要包括病人的饮食情况、体质量变化及食管反

流发生情况等,按照 NCCN 指南进行肿瘤指标、胸腹

部 CT 及腹部彩超等进行复查。 随访时间截至 2018
年 5 月。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近期疗效比较摇 2 组均顺利完成手术。 2 组平

均近端切缘距离、术中操作的出血量及术后胃肠功

能恢复时间、平均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12 个月

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而平均手术操作时间、清扫的淋巴结清扫数

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术后复查肿瘤 5
项,结果显示,2 组术后 1 年的血清 CEA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2. 2 摇 术后近期及远期并发症情况 摇 LATG组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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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术中情况及术后近期疗效比较(x 依 s)

术中情况 LAPG(n =32) LATG(n =30) t忆 P

平均手术时间 / h 3. 26 依 0. 26 2. 88 依 0. 58 3. 29 < 0. 01

平均出血量 / mL 108 依 46. 8 摇 98 依 46. 6 0. 96 > 0. 05

平均清扫淋巴结数目 /枚 24. 46 依 2. 64 18. 68 依 3. 86 1. 968 < 0. 01

胃肠功能恢复时间 / d 2. 56 依 0. 56 2. 82 依 0. 86 1. 40 > 0. 05

术后平均住院时间 / d 12. 24 依 1. 86 12. 68 依 2. 89 0. 71 > 0. 05

术后 12 个月血 CEA / (滋g / L)摇 4. 0 依 1. 56 摇 3. 9 依 2. 26 0. 20 > 0. 05

并发症 6 例(吻合口瘘 3 例,吻合口出血 2 例,心肺

功能不全 2 例,肠梗阻 1 例),LAPG 组近期并发症 8
例(吻合口瘘 2 例,吻合口出血 2 例,淋巴瘘 1 例,肠
梗阻 1 例),2 组近期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字2 = 0. 22,P > 0. 05)。 LATG 组远期并发症 3 例

(吻合口狭窄 2 例,反流性食管炎 1 例),低于 LAPG
组 16 例(吻合口狭窄 3 例,反流性食管炎 13 例)
(字2 =11. 66,P < 0. 01),其中 LAPG 组术后的反流

性食管炎的发生率 41. 0% (13 / 32)远高于 LATG 组

3. 3% (1 / 30)(字2 = 12. 32,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AGE 是指肿瘤中心位于食管胃结合部上下各

5 cm范围内的腺癌,在临床上将 AGE 分为玉、域、芋
型。 由于食管下段癌和胃上部癌在发病机制、肿瘤

生物学行为、流行病学和预后等多方面都存在明显

的差异,AGE 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被大多数专家和

学者所认识。 手术是唯一的根治手段,但手术路径

的选择及胃切除范围的选择目前仍有争议。 一项随

机对照的研究提示:Siewert域、芋型的 AEG,经腹行

胃癌根治术(全胃切除 + D2 淋巴结清扫),切开部

分食管裂孔行部分远端食管切除和下纵隔淋巴结的

清扫,手术效果可靠,且可减少手术创伤和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因此不推荐行开胸手术[6]。
近 10 年来,随着手术机械的不断改革创新和手

术技术的成熟,团队的紧密合作,腹腔镜技术在外科

治疗中取得突飞猛进,由于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具有

微创方面的优势,同时腔镜具有视野放大作用,可以

对下段食管的裸化和淋巴结的清扫更加清晰和方

便,而且可以游离更长的食管,从而使食管切除的距

离更长。 因此 LATG 和 LAPG 是 Siewert域、芋型

AEG 最为常见和常用的手术方式[7 - 9]。 目前,关于

Siewert域、芋型 AEG 是行全胃切除术还是行近端胃

切除术的选择,分歧较大。 有学者[10 - 11]建议根据肿

瘤的远端距离齿状线的长度来决定胃的切除范围,

认为肿瘤的远端距离齿状线臆3 cm 时,由于胃大弯

侧和幽门上、下区域淋巴结的转移率较低,约为

2. 2% ,可以行近端胃切除;当肿瘤远端距离齿状线

> 5 cm 时,由于该区域的淋巴结的转移率较高,约
为 8. 0% ,胃切除的范围应根据是否行胸腔淋巴结

的清扫术和食管切除术应切除的距离而定。 我国学

者[12 - 14]经过回顾性研究发现全胃切除或近端胃切

除对近端胃癌的预后,大多数情况下不切除全胃也

能达到根治的目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合适的病人

中,近端胃切除完全可以达到肿瘤根治的目的,能够

清扫足够的淋巴结,不影响病人的根治效果。 主要

是因为 LATG 淋巴结清扫的范围大于 LAPG(增加

了第 4 d、5、6 组淋巴结清扫),所以 LATG 淋巴结清

扫的数目多于 LAPG;同时,LATG 行 Roux鄄en鄄Y 吻

合,相对于食管下端和残胃的吻合复杂,故 LATG 手

术时间长于 LAPG。
MASUZAWA 等[5] 研究发现,近端胃切除术后

远期并发症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生率较高,为 32% ~
100% ,因为手术切除和破坏了贲门的正常解剖结

构,导致胃酸反流,引起炎症。 本文统计分析有

41. 0%的病人术后有烧心、吐酸水及返酸等反流引

起的不适症状,我们在做残胃和食管端侧吻合时,行
胃后壁和食管吻合,吻合后残胃稍加折叠,这可能减

少反流的发生率,由于手术例数较少和随访时间较

短,远期效果还需要更多的手术例数和长时间的随

访。 全胃切除的病人全部行 Roux鄄en鄄Y 吻合,由于

吻合的攀较长和幽门的作用消失,导致反流性食管

炎的发病率较少。 2 组病人的吻合口狭窄发病的病

因至今不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胃癌病人根治

术后的 CEA 水平是独立预后因素[15]。 本研究中病

人术后 1 年复查平均血清 CEA,2 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由此可知 LAPG 和 LATG 在肿瘤细胞复发等

方面的疗效相当,由于手术例数较少,而且是单中心

的数据,随访的时间均未超过 5 年,所以远期的效果

仍需进一步观察和随访。
综上所述,LATG 和 LAPG 在 Siewert域、芋型

AEG 的治疗过程中是安全和可靠的,结合到我国和

本地区实际情况,由于本地区以农村的病人较多,平
时很少体检,进展期 AEG 占大多数,考虑到术后病

人的生活质量,综合国内外的文献,建议选择 LATG
术式减少远期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病人的生存质

量。 由于到目前为止尚缺乏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支持

和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需要今后积极参加多

中心的临床实验,找到切实可靠的数据来指导临床。
(下转第 1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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