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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腹腔镜下改良单层面法与传统三层面法

肾上腺肿物切除术的临床比较

李摇 建,李庆文,刘建民,王成勇,陈志军,薛摇 胜,汪摇 盛,方习武,刘贝贝

[摘要]目的:比较后腹腔镜改良单层面分离法与传统三层面分离法肾上腺肿物切除术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择肾上腺肿物病

人 43 例,随机分成 2 组,观察组 22 例,行经后腹腔镜改良单层面肾上腺肿物切除术,从背侧腰大肌表面的疏松无血管平面一

直向上向内游离直至找到肾上腺中央静脉,处理中央静脉后,快速切除肾上腺;对照组 21 例,行经后腹腔镜传统三平面法肾上

腺肿物切除术。 对比 2 组病人总手术时间、找到肾上腺中央静脉时间、术中出血量、拔除引流管时间、住院时间。 结果:43 例

行经后腹腔肾上腺肿物切除术均获成功,无中转开放手术。 观察组总手术时间、找到肾上腺中央静脉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

后住院时间均小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2 组去除引流管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2 组均无严重并发症

发生。 结论:2 种手术方法均具有安全性、有效性。 后腹腔镜改良单层面肾上腺肿瘤切除术能够早期快速寻找并处理肾上腺

中央静脉,解剖层次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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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omparison between retroperitoneal laparoscopic modified single鄄layer
adrenalectomy and traditional three鄄layer adrenalectomy in adrenal mass resection

LI Jian,LI Qing鄄wen,LIU Jian鄄min,WANG Cheng鄄yong,CHEN Zhi鄄jun,XUE Sheng,
WANG Sheng,FANG Xi鄄wu,LIU Bei鄄bei

(Department of 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s between retroperitoneal laparoscopic modified single鄄layer adrenalectomy and
traditional three鄄layer adrenalectomy in adrenal mass resection. Methods: Forty鄄three patients with adrenal mas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22 cases) and control group(21 cas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etroperitoneal
laparoscopic modified single鄄layer adrenalectomy. The adrenal central vein was found from the loose and no blood vessel plane of the
dorsal psoas major,and the adrenal gland was quickly removed after the central vein was treate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etroperitoneal laparoscopic conventional three鄄layer adrenalectomy. The total operation time,time of finding central adrenal vein,amount
of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time of removing drainage tub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
retroperitoneal adrenalectomy in 43 cases with adrenal mass were successful,and no open surgery was performed. The total operation
time,time of finding central adrenal vein,amount of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 difference of the time of removing drainage tub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no serious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s:Both surgical methods are safe
and effective. The retroperitoneal laparoscopic modified single鄄layer adrenalectomy can quickly find and treat the adrenal central vein in
the early stage,and the anatomical layer is clear.
[Key words] adrenalectomy;retroperitoneal laparoscopy;adrenal central vein;single鄄layer

摇 摇 随着腹腔镜器械的发展及手术技巧的提高,腔
镜手术已经成为肾上腺肿瘤外科治疗的“金标准冶。
因肾上腺的解剖位置较深,与重要脏器关系密切,肾
上腺切除术的关键是处理肾上腺中央静脉,因此早

期发现并处理肾上腺最重要的血管中央静脉尤其重

要。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后腹

腔入路三平面法肾上腺切除术,此法虽好,但存在一

些需要改良之处。 我们基于肾上腺周围的解剖特点

对传统三平面后腹腔镜肾上腺切除术进行改良,应
用经后腹腔镜改良单平面肾上腺肿物切除术,临床

效果满意。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肾上腺肿物病人 43 例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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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影像学检查彩超及 CT 示肾上腺肿瘤,直
径臆4 cm 嗜铬细胞瘤。 排除标准:上腹部手术史,
肾上腺皮质癌,周围器官组织浸润;严重脏器功能衰

竭;其他情况不能耐受手术者。 将 43 例病人随机分

为 2 组,观察组 22 例,对照组 21 例。 2 组病人在性

别构成、病变部位、年龄、肿瘤大小、体质量指数

(BM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完

善术前准备,所有病人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n 右侧 男 女 年龄 /岁
肿瘤

大小 / cm

BMI /

(kg / m2)

观察组 22 11 10 12 50 依 9 2. 5 依 0. 9 22. 3 依 3. 2

对照组 21 10 10 11 48 依 13 2. 4 依 1. 2 23. 8 依 2. 6

t — 0. 02* 0. 02* 0. 59 0. 31 1. 69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示 字2 值

1. 2摇 手术方法摇 观察组行经后腹腔镜改良单层面

肾上腺肿物切除术,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平稳后,病人

取健侧卧位,抬高腰桥,取腋后线 12 肋缘下切口约

2. 5 cm,用血管钳钝性分离至打开腰背筋膜,置入自

制气囊,充气 500 mL,保持 5 min 取出,在手指指引

下分别于腋中线、髂骨上方两横指及腋前线与 12 肋

骨延长线交点置入 10 mm Trocar 及 5 mm Trocar。
设置 CO2 气体压力 14 mmHg。 超声刀自上而下卷

帘状清理腹膜外脂肪至髂窝。 锐性结合钝性纵行打

开肾周筋膜,上至膈下,下至髂窝。 沿背侧腰大肌表

面与肾周脂肪囊间的疏松无血管平面一直向上向内

游离直至找到肾上腺中央静脉,右侧沿下腔静脉表

面,左侧沿肾动脉上方腹主动脉前方寻找,下至肾动

脉水平,上至膈下。 先游离在肾上腺底部超声刀离

断肾上腺中、下动脉,暴露肾上腺中央静脉,予以夹

闭离断,紧贴肾上腺快速游离切除肿瘤组织。 向上

游离显示肾上腺上动脉予以离断。 取出标本后,检
查创面彻底止血。 留置腹膜后引流管一根,手术结

束。 对照组经后腹腔镜传统三平面法肾上腺肿物切

除术。 麻醉、体位、建立操作通道、清理脂肪及打开

肾脏筋膜与观察组相同,钝性结合锐性分离肾上腺

三个层面[1]。
1. 3摇 评价指标摇 统计 2 组总手术时间、找到肾上腺

中央静脉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去除引流管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43 例行经后腹腔肾上腺肿物切除术均获成功,

无中转开放手术。 观察组总手术时间、找到肾上腺

中央静脉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住院时间均小于

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2 组去除引流管时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2 组均无严重并

发症发生。

表 2摇 2 组病人手术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n
总手术

时间 / min
找到中央

静脉时间 / min
术中

出血量 / mL
引流管

时间 / d
住院

时间 / d

观察组 22 54. 1 依 9. 5 30 依 5. 2 40. 7 依 6. 2 2. 8 依 1. 2 3. 5 依 1. 0

对照组 21 60. 1 依 8. 3 50 依 5. 2 60. 5 依 7. 2 3. 2 依 1. 1 4. 1 依 0. 8

t — 2. 22 12. 61 9. 68 1. 14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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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摇 讨论

摇 摇 腔镜手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肾上腺肿瘤的治疗。
术中出血为其主要的并发症之一,可能造成腔镜治

疗失败,因此妥善地处理肾上腺重要血管———中央

静脉是手术的关键。 后腹腔镜三平面肾上腺肿瘤切

除术最具有中国特色[1 - 2],其最后一层面处理肾上

腺中央静脉,这种方法可能存在的不足:最后一步处

理中央静脉,中央静脉撕裂可能性增加,甚至腔静脉

及肾静脉的损伤[3],并且对有分泌性肿瘤触碰挤压

瘤体将导致激素入血,有发生术中危象的可能。 如

嗜铬细胞瘤可能造成血压的异常波动,增加并发症。
虽然腔镜肾上腺切除术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泌

尿外科手术,但是,其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在

1. 7% ~30. 7% [4 - 5]。 泌尿外科工作者一直在完善

肾上腺肿瘤切除术手术方式,包括手术入路及体位,
如经后腹腔镜单平面双平面、三平面等手术方法,及
侧卧位,斜仰卧位、俯卧位等手术体位[6 - 9]。

肾上腺肿瘤切除术避免大血管的损伤,肾上腺

中央静脉的处理决定着手术并发症及手术时间,快
速寻找及及时处理肾上腺中央静脉能够明显减少手

术并发症,降低术中出血风险,首先控制肿瘤血供可

明显减少出血及并发症的发生[10 - 11]。 肾上腺肿瘤

切除术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是主要挑战之一,特别是

在腺瘤功能正常的情况下,VORSELAARS 等[12] 认

为肾上腺中央静脉结扎术之前任何手术操作都应该

慎重,避免嗜铬细胞瘤及皮质腺瘤中激素及肾上腺

癌中肿瘤细胞释放入血而扩散。 快速有效地处理肾

上腺中央静脉,需要充分利用肾上腺的解剖结构。
肾上腺动脉主要包括 3 支,肾上腺上动脉来自膈下

动脉、肾上腺中动脉是腹主动脉的分支,及下动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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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肾动脉。 右侧中央静脉由肾上腺腹侧中部汇入下

腔静脉,左侧中央静脉由肾上腺下内方汇入左肾静

脉;肾上腺血管主要位于底部,其余层面均为相对无

血管区。
基于肾上腺的解剖,我们采用经后腹腔镜改良

单平面肾上腺肿瘤切除术,充分利用肾上腺解剖无

血管平面。 后腹腔镜单平面肾上腺切除术利用肾上

腺周围间隙,在相对无血管层面内进行分离,解剖标

志明显,层次清晰,早期准确地显露并离断肾上腺中

央静脉,操作直接,减小了医源性中央静脉撕裂出血

的概率,并且避免脂肪堆内找肾上腺。 依据本方法

按照解剖结构寻找肾上腺,找到中央静脉,即是找到

肾上腺。
腹腔镜肾上腺切除术手术的成功取决于识别肾

上腺静脉和完成肿瘤切除。 中央静脉定位及处理方

法,需要术者有一定的经验和技术积累。 双侧寻找

稍有不同,左侧肾上腺我们沿着左肾动脉上方、腹主

动脉前方区域钝性分离可寻找到。 右侧肾上腺沿腔

静脉表面向上向内寻找。 术前 CT 三维血管重建图

像,可明确肾上腺中央静脉走形和毗邻关系。 明确

肾上腺肿瘤与肾脏及血管的关系[13]。 研究发现利

用吲哚菁绿色 ICG 荧光成像,很容易清楚地识别肿

瘤边界及血管结构,能够明缩短手术时间,并提高肾

上腺切除术的安全性[14 - 15]。
经后腹腔改良单平面肾上腺肿物切除术术中技

巧:(1)保留肾上腺腹侧及上极组织起悬吊作用,肾
上腺血供主要来源于基底部,优先处理底部血管,可
以明减少出血,保持视野清晰;(2)肾上腺动脉不需

完全游离,可以直接使用能量平台如超声刀的慢档

或双极电凝处理,这样操作一般不会出血。 使用钛

夹或者 Hemo鄄lock 之后会妨碍进一步的操作。 (3)
钳持肾上腺周围脂肪组织提起肾上腺,避免钳夹肾

上腺或者肿瘤组织,预防破裂出血。 (4)右侧肾上

极区域有时候有腰静脉,如果妨碍操作予以离断。
(5)左侧注意勿损伤乳糜池,避免发生淋巴漏。 保

留肾上腺手术残端可以 Hemo鄄lock 夹闭止血,效果

可靠。
总之,对于有经验的泌尿外科医师来说,后腹腔

镜下改良单层面法与传统三层面法肾上腺肿物切除

术 2 种手术方式均安全、有效。 单平面法能够较早

控制肾上腺中央静脉,解剖层次清晰,目标明确,尤
其是在一些需要优先处理肾上腺中央静脉的情况

下,具有独特的优势。 根据病人个体的情况,选择适

当的手术方式,使病人受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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