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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腹腔镜下右肾癌根治术中肾静脉处理方法比较

张家俊,刘贝贝,陈志军,汪摇 盛,王成勇,方习武,李庆文,刘建民

[摘要]目的:探讨后腹腔镜下右肾癌根治术中不同肾静脉处理方法对手术的影响。 方法:后腹腔镜下右肾癌根治术 35 例中,
肾唇附近离断肾动脉(A 组)16 例,下腔静脉右侧壁旁离断肾动脉(B 组)19 例,比较 2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放置引流管

时间、术后卧床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的差异。 结果:A 组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放置引流管时间方面均优于 B 组(P <
0. 01)。 术后卧床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 2 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后腹腔镜下右肾癌根治术中,肾唇附近离

断右肾动脉,相比下腔静脉右侧壁旁离断右肾动脉手术操作便利,节省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创伤,提高手术安全性,此种方法

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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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renal vein management in retroperitoneoscope
radical resection of right renal carcinoma

ZHANG Jia鄄jun,LIU Bei鄄bei,CHEN Zhi鄄jun, WANG Sheng, WANG Cheng鄄yong,FANG Xi鄄wu,LI Qing鄄wen,LIU Jian鄄min
(Department of 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enal vein management methods on right renal carcinoma radical operation
under retroperitoneoscope. Methods: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data of 35 patients with right renal cancer who underwent
retroperitoneal laparoscopic radical resection of right renal carcinoma:the renal artery was severed near the lip of the kidney(group A)
and the renal artery was severed near the right lateral wall of the inferior vena cava (group B). Results:The operative time of group A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B in terms of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drainage tube placement time,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 < 0. 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ostoperative bed time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 0. 05). Conclusions:In the radical surgery of right renal carcinoma under retroperitoneal laparoscope,the separation
of the right renal artery near the lip of the kidney is more convenient than that near the right wall of the inferior vena cava,which saves
the operation time,reduces the surgical trauma and improves the surgical safety. This method is worthy of reference.
[Key words] renal neoplasms; retroperitoneal laparoscopy; radical nephrectomy; right renal vein; inferior vena cava

摇 摇 肾脏肿瘤是泌尿外科占第二位的肿瘤 ,其中绝

大部分是恶性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根治切除术。 目

前,随着腹腔镜技术的迅猛发展,腹腔镜肾癌根治术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多数泌尿外科医生习惯经腹膜

后腔入路[1],该途径虽然显露肾蒂较容易,但操作

空间狭小,对于右侧病变,术中处理右肾静脉较左侧

要复杂,一旦处理不当,极易造成右肾静脉和 /或下

腔静脉的损伤,严重者可引起大出血,甚至危及生

命。 我科对右肾肿瘤病人行后腹腔镜下肿瘤根治术

时,在处理右肾静脉将常用方法作了改进,现作

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4 - 2018 年收治的右肾肿

瘤病人 35 例,男 23 例,女 12 例,年龄 39 ~ 76 岁。
术前经超声 、CT(平扫 +增强)诊断为右肾肿瘤 ,肿
瘤直径 2. 5 ~ 8. 2 cm。 临床分期为 T1 ~ 2N0M0,术前

检查排除右肾静脉及下腔静脉瘤栓,左侧肾脏 ECT
检查提示功能正常。 肾唇附近离断右肾动脉 16 例

(A 组) ,下腔静脉右侧壁旁离断右肾动脉 19 例 (B
组) 。
1. 2摇 手术方法摇 2 种手术方法为随机选择,且由同

一组手术人员操作完成。 采用全麻,取左侧卧位,升
高腰桥,常规“三孔法冶建立后腹膜腔 ,二氧化碳气

体压力为 12 mmHg,超声刀清除部分腹膜外脂肪

后,沿腰肌旁纵行切开肾周筋膜后层,上至膈顶,下
至肾下极,注意保护腹膜完整性。 于肾周筋膜后层

与肾脂肪囊间疏松间隙无血管区将右肾顿、锐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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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至肾门处,根据动脉搏动显露肾动脉及血管鞘 ,
打开血管鞘后将右肾动脉游离。 A 组:尽量向肾门

方向游离右肾动脉至肾唇附近,于此处将右肾动脉

主干用 3 个 Hem鄄lok 夹闭并离断,近心断端留 2 个

或 3 个 Hem鄄lok,远心端 1 个(见图 1)。 B 组:向下

腔静脉右侧壁旁游离右肾动脉,于此处将右肾动脉

主干同法用 3 个 Hem鄄lok 夹闭并离断(见图 2)。 然

后 2 组操作均继续游离出右肾静脉用 Hem鄄lok 夹闭

并离断,继续在脂肪囊外游离肾脏腹侧、上下极(对
于肿瘤位于肾脏中、上极者同时切除右肾上腺),最
后于髂血管分叉处离断右输尿管,创面止血,腹膜后

置橡皮引流管,取出患肾,术毕。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35 例手术均在后腹腔镜下顺利完成,无中转开

放手术。 术中曾 1 例右肾静脉超宽病人,其宽度约

是规格为 2. 5 cm 伊1. 0 cm 的 Hem鄄lok 夹的 2 倍(见
图 3),术中在充分显露右肾静脉汇入下腔静脉两个

角后,在腹腔镜下先用丝线结扎使其缩窄后用 Hem鄄
lok 完全夹闭(见图 4)。
摇 摇 2 组各出现 3 例主操作孔侧小切口延迟愈合,
考虑为曲卡引起的皮肤、皮下组织挫伤所致,通过加

强换药而恢复,术后 4 周复查血常规、血生化常规皆

无明显异常。 A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拔

管时间均少于 B 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各项观察指标比较(x 依 s)

分组 n
手术

时间 / min
术中

出血量 / mL
术后卧床

时间 / d
术后拔管

时间 / d
术后住院

时间 / d

A 组 16 76. 6 依 22. 5 72. 8 依 9. 2 2. 6 依 0. 5 2. 2 依 0. 6 7. 2 依 0. 7

B 组 19 116. 3 依 34. 6 138. 1 依 8. 4 2. 2 依 0. 7 5. 6 依 0. 8 7. 6 依 0. 9

t — 3. 94 21. 94 1. 91 13. 99 1.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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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摇 讨论

摇 摇 根治性肾切除是治疗肾肿瘤的有效方法[2 - 3]。
随着微创技术的快速发展,腹腔镜肾癌根治术越来

越被病人所接受,绝大部分肾肿瘤都可以在腹腔镜

下完成[4],并成为了治疗 T1 期肾肿瘤的标准术

式[5]。
腹腔镜肾肿瘤根治术根据手术入路可分为经腹

腔入路和经后腹腔入路,两种手术方式各有优缺

点[6]。 经腹腔入路操作空间大,对于肿瘤较大者处

理相对容易些[7],但术中需要反复牵拉肠管,既延

长了手术时间又干扰了腹腔,还必须在肾静脉后上

方处理肾动脉,加大了操作难度[8];经后腹腔入路

操作空间相对狭小 ,对于肥胖、肿瘤较大或瘤体外

凸于肾门处的病人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但对腹腔干

扰小,处理肾动脉相对容易[9 - 10]。
在经后腹腔入路行肾脏肿瘤根治术时,由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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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静脉较左肾静脉短,平均长度仅为 2. 75 cm[11]。
有时因为病人肥胖、瘤体较大或瘤体位于肾门部,右
肾静脉越发显得短,与左肾手术相比处理起来有时

要复杂得多,甚至稍有不慎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所以在处理右肾静脉时掌握一定的技巧显得尤为

重要。
在行后腹腔镜下右肾肿瘤根治切除时,一种常

用的方法是:沿着下腔静脉右侧壁游离至右肾动脉

从其后面穿出,于此处将右肾动脉主干向远心端游

离 2 ~ 3 cm 后用 Hem鄄lok 夹闭并离断。 此时右肾动

脉远心端残段与其前下方之右肾静脉间尚未游离,
需继续向远心端游离才能显露出右肾静脉,而且过

长的右肾动脉远心端残段成为处理右肾静脉的一个

障碍,往往会遮挡视野使术者处理右肾静脉特别是

在游离其上缘时感觉比较困难。 我们的体会是:右
肾动脉远心端残段往往把其前下方之右肾静脉遮

挡,形成“一叶障目冶,对于肾门附近脂肪多或瘤体

从肾门处凸出者更是明显,使右肾静脉显露变得十

分困难,常常会造成右肾静脉和下腔静脉之间解剖

不清,在用 Hem鄄lok 夹闭右肾静脉时时可能会误伤

下腔静脉侧壁或显露困难时用力牵拉会导致右肾静

脉汇入下腔静脉处上下角撕裂引起大出血,甚至把

下腔静脉误认为右肾静脉进行结扎离断导致非常严

重的后果[12]。
本课题组在术中进行了如下改进:根据右肾动

脉搏动位置,尽量向肾唇附近游离出 2 ~ 3 cm 右肾

动脉主干并离断。 此时,在二氧化碳气体压力作用

下,右肾动脉远心端残段随着右肾被进一步推向腹

内侧,而且其长度又短,所以不易遮挡术野。 原来位

于其前下方的右肾静脉显露变得容易得多,可以直

视下游离出右肾静脉注入下腔静脉处之部分下腔静

脉侧壁,清楚地显露出右肾静脉汇入下腔静脉的上

下两个角,这样在用 Hem鄄lok 夹闭右肾静脉时完全

可以避免夹闭不全或误伤下腔静脉。 如果右肾静脉

与下腔静脉间解剖不清发生夹闭不全,不但可以导

致右肾静脉壁穿透,还可以撕裂右肾静脉和下腔静

脉夹角,引起大出血,处理起来特别棘手。 如果不能

做到直视下操作,对少数特殊病例,如右肾静脉过于

宽大用常规方法右肾静脉根本无法夹闭,如果盲目

夹闭,后果不堪设想。
综上所述,通过改良处理肾蒂血管的方法,使得

腹腔镜右肾肿瘤根治术操作变得便利,节省了手术

时间,减少了手术创伤,降低了手术风险,提高了手

术安全性,此种方法值得借鉴。 由于受限于样本量,
该改良方法的优劣需更多的临床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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