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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腹腔镜操作模式在远端胃癌根治术中的应用
谢小明，何冬雷，许荣华，孟津，王永琦，陈勇，李红海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胃肠肿瘤外科，海南 海口 57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模块化腹腔镜操作模式在远端胃癌根治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

月至2016年12月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胃肠肿瘤外科行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根治术的101例患者的临床

资料，总结腹腔镜在远端胃癌根治术的模块化手术操作模式，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价。结果 本组101例患者中共

97例成功按照六大模块化步骤完成了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根治术，4例因过于肥胖、暴露困难而中转开腹。其余

患者平均手术时间为(297.54±65.57) min、出血量为(185.00±23.00) mL、术中清扫淋巴结为(22±15)枚，术后胃肠道功

能恢复时间为(3.90±1.52) d、术后住院时间为(8.30±3.12) d 。结论 六大模块化手术操作模式有利于手术者规范化

完成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的手术操作及淋巴结清扫，简化了手术步骤，提高了手术效率及手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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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根治术相对于传统的剖

腹远端胃癌根治术具有明显的微创优势 [1-2]，如创伤

小、出血少、患者术后恢复快、手术时间及费用与传统

开腹手术相当等。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胃肠肿

瘤外科自2013年实施这项术式以来，通过不断临床实

践和学习调整，逐步积累了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D2

根治术[3]及淋巴结廓清[4]的经验，基于对腔镜下解剖结

构的观察和操作步骤的思考，形成了一套连贯、合理

的解剖入路和简便易行、高效的手术程序，即六大模

块化手术操作模式。这是在对胃周解剖间隙、解剖位

置和血管变异等一系列问题充分认识和反复思考的

基础上，对手术步骤的合理总结和腹腔镜操作技术充

分结合的体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胃肠肿瘤外科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经胃镜病理

检查确诊为远端胃癌的患者共 101 例。其中男性 57

例，女性44例；平均年龄(50.12±16.27)岁；病理类型为

高分化腺癌 20 例，中分化腺癌 33 例，低分化腺癌 48

例；根据 2010 年国际抗癌联盟(UICC) TNM 分期标

准：Ⅰ期36例，Ⅱ期25例，Ⅲ期40例。

1.2 患者体位及术者站立位置 患者平卧，两腿分

开，术者站于患者左侧，助手站右侧，扶镜者站两腿之间。

1.3 Trocar位置 采用弧形五孔法，脐窝下缘留

置 12 mm套管作为观察孔(A孔)；左腋前线肋缘下留

置 12 mm 套管作为主操作孔(B 孔)；左锁骨中线平脐

上2 cm留置5 mm套管作为辅操作孔(C孔)；右锁骨中

线平脐上2 cm和右腋前线肋缘下分别留置5 mm套管

作为助手操作孔(D孔、E孔)，见图1。

1.4 手术模式 将手术过程分为胃体大弯模块、

胃窦幽门下模块、胰体上缘模块、胰头上缘模块、胃小

弯后壁模块、肝胃之间模块六大模块。

1.4.1 胃体大弯模块 对应的手术模式为：助

手左手持肠钳从 E 孔进入，钳住胃大弯，将大网膜

呈卷帘样向上掀起，翻至左肝下，右手持短口系膜

钳从 D 孔进入，抓取横结肠中点上缘的胃结肠韧带

并向下牵拉，主刀左手持胃钳从 C 孔进入，向下牵

拉横结肠，右手持超声刀 B 孔进入，从横结肠中部

开始分离，进入小网膜囊，沿横结肠上缘分离大网

膜至结肠脾曲，离断胃网膜左血管，离断脾胃韧带

及胃短血管，清扫第 4 组淋巴结，裸露大弯侧。模块

内关键解剖结构：左上方为左侧膈肌、肝左叶、胃体

大弯侧, 左下方为胰腺体尾部，右下方为结肠脾曲,

右上方为脾门，见图 2。

图1 Trocar的位置

注：A，观察孔；B，主刀主操作孔；C，主刀辅操作孔；D，助手操作孔；E，

助手辅操作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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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胃窦幽门下模块 对应的手术模式为：将
已经切开的大网膜向头侧及左肝下方转移，助手左手持
肠钳从E点进入，钳抓起胃窦大弯侧胃壁上提，右手持
分离钳从D点进入帮助主刀做精细动作。主刀左手持
胃钳从C点进入，向下对抗牵拉右半横结肠，右手持超
声刀从B点进入，沿横结肠上缘切除右侧大网膜。延结
肠中静脉向胰腺下缘方向分离，暴露肠系膜下静脉，清
扫第14组淋巴结，在胰腺十二指肠前筋膜深面，显露胃
网膜右动静脉脉根部并夹闭离断，裸化十二指肠球下内
侧壁，清扫第6组淋巴结。模块内关键解剖结构：上方
为胰颈、胃体后壁和向上掀起的横结肠系膜前叶，下方
为右半结肠上缘。右侧膈顶及右半肝，右上为展开的胃
结肠韧带及胃窦后壁，下方为右半结肠上缘，见图3。

1.4.3 胰体上缘模块 对应的手术模式为：将大
网膜转移至左肝下方及胃底表面，助手左手持肠钳从
E点进入，抓住胃胰皱襞将胃大弯向腹侧及头侧翻转，
保持一定张力，右手持短口系膜钳从D点进入托起胃
窦，向上翻卷。主刀左手持胃钳从C点进入，将隆起的
胰腺向下压，右手持超声刀从B点进入，沿胰腺上缘打
开胃胰皱襞，以胃左动脉为起点，解剖显露腹腔动脉干，
游离显露胃左动静脉、脾动脉及部分肝总动脉，离断胃
左动静脉。清扫NO11p-NO7，NO9-NO8a组淋巴结。
模块内关键解剖结构：上方为被抬起的胃体后壁，下方
为胰体，中间为腹腔动脉及其主要分支，见图4。

1.4.4 胰头上缘模块 对应的手术模式为：助手
左手持肠钳从E点进入，向头侧托起胃体部，右手持端
口系膜钳从D点进入，托起胃窦部，使十二指肠球部
伸直并向外展，主刀左手持吸引器或胃钳从C点进入

下压胰腺，右手持超声刀从B点进入，沿胰头颈部的胰
前间隙向头侧分离，游离胃十二指肠动脉，打开肝胰
劈，进入胰后间隙，继续沿肝总动脉血管前间隙向右
侧及头侧分离，完全显露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胃十二指
肠动脉、胃右动脉及肝固有动脉)，夹闭并离断胃右动
脉，解剖肝固有动脉表面的肝十二指肠韧带，清扫部
分第 5、8a及 12a组淋巴结。模块内关键解剖结构：右
上方为胃窦后壁，左上方为胃体小弯侧后壁，下方为
胰腺，中间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见图5。

1.4.5 胃小弯后壁模块 对应的手术模式为：助手
左手持胃钳从E点进入，抓取胃体后壁向头侧翻转，右手
持短口系膜钳从D点进入，托起胃窦部，主刀左手持系膜
钳从C点进入，向下牵拉展开显露小网膜与小弯侧的附
着处，右手持超声刀从B点进入，沿小弯分层分离小网
膜，裸化胃小弯后壁。模块内关键解剖结构：左上方分为
胃小弯及胃体后壁，右下方为小网膜囊，见图6。

1.4.6 肝胃之间模块 对应的手术模式为：将大
网膜及胃恢复原位，助手左手持肠钳从E点进入，将肝

图2 胃大弯模块

图3 胃窦幽门下模块

图4 胰体上缘模块

图5 胰头上缘模块

图6 胃小弯后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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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叶挑起，右手持系膜钳从D点进入抓取小网膜囊，
主刀左手持胃钳从C点进入抓取胃并下拉，右手持超
声刀从C点进入沿小网膜与胃小弯前壁附着处切除小
网膜，裸化胃小弯前壁，靠近肝下缘切除小网膜，清扫
第1、3组淋巴结，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前叶，裸化十二
指肠球部上缘，清扫 5组淋巴结。模块内关键解剖结
构：左上方为肝脏右叶脏面，右下方为胃体前壁，纵深
为胃小弯和贲门右侧，中央为肝胃韧带，见图7。

2 结 果
本组 101 例患者中共 97 例成功按照六大模块化

步骤完成了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根治术，4例因过
于肥胖、暴露困难而中转开腹，术后无继发出血、吻合
口瘘、肠梗阻、切口及腹腔感染等并发症，近期疗效
好，患者均顺利出院。

3 讨 论
3.1 模块化腹腔镜远端胃癌D2根治术的手术要

点 模块化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D2根治术的手术
模式包括了手术体位、术者的站立位置、Trocar位置、
以及胃周组织和淋巴结清扫的顺序。按上述模块有
序的进行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D2根治术[5]，术者需
要明白每个模块内的具体的任务有哪些，目标是什
么，以及模块内有哪些操作难点。钱锋等[6]将腹腔镜
胃癌手术分为5个视野区操作，李国新等[7]将腹腔镜胃
癌手术操作分为6个场景，王大广等[8]将腹腔镜远端胃
癌手术分为7个解剖学视野，汤黎明等[9]将腹腔镜远端
胃癌手术分为 4个程序，这些都是对术者对手术操作
步骤及技巧的长期研究以及总结。我们结合自己的
临床实践经验，将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D2根治术
的手术过程实行模块化操作，即沿胃体大弯模块、经
胃窦幽门下模块、胰体上缘模块、胰头上缘模块、胃小
弯后壁模块，最后到肝胃之间模块，淋巴结清扫顺序
为 NO4d-4sb、NO14v-NO6、NO11p-NO7-NO9-NO8a、
NO5-NO12a、NO3-NO1的顺序进行。手术操作过程
中，应注意以下要点：(1)在胃体大弯模块中，因部分患
者脾下极被大网膜黏连覆盖，此处为手术操作的难点
之一，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细节：①脾下极的暴
露需要格外仔细，需由浅入深、逐层分离，超声刀钳夹
网膜组织不宜过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脾脏损伤，同
时助手牵拉暴露时避免力量过大，以免造成网膜与脾
下极黏连处撕裂出血。②以胰尾为重要标志，解剖出
脾动脉及胃网膜左动静脉等纵深结构，然后向脾门方

向解剖，在离断胃短血管的时候，要注意入脾血管分支，
切勿夹闭入脾血管分支，以免造成脾脏缺血。(2)在胃窦
幽门下模块中，应按胰后间隙和胰前间隙两个层面进行
解剖，在胰后间隙中解剖显露Henle干，沿胃网膜右静脉
继续向胰前间隙解剖出胃十二指肠静脉及幽门下血管，
显露完整后，再离断血管，切忌在未解剖完整的情况下离
断血管。(3)在胰体上缘模块中，由于胃左静脉变异较大，
甚至部分变异的胃左静脉汇入门脾角或直接进入脾静
脉，故而存在在解剖分离胰腺上缘的过程中不小心烧断
胃左静脉的情况，因此在解剖分离时需认真找对层次进
行分离，避免误伤。(4)在胰头上缘模块中，术者沿肝总动
脉向右解剖，应在完全显露肝固有动脉后，再离断胃右动
脉，以免误夹引起不必要损伤。

3.2 模块化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D2根治术的优
势 腹腔镜操作手术的视野空间有限，而且缺乏整体视
觉，同时术者丧失了手的精确触觉，这些不足以对术者的
解剖学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腹腔镜辅助下远
端胃癌D2根治术中将手术过程按照模块化进行操作，将
手术需要完成的操作归属到不同的模块内，不仅深化了
术者对腹腔镜下的腹部局部解剖结构的认识，也避免了
过于频繁的视野转换及对远端胃的反复翻动，减少了对
远端胃肿瘤的刺激，加快了手术进程，缩短了手术及麻醉
时间，为患者术后复苏争取了时间，加之患者术后进行快
速康复及综合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远端胃癌患者
术后生活质量。同时，由于手术过程的相对固定，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手术人员与扶镜手之间的配合，简化了手术
流程，缩短了术者的腹腔镜操作时间，缩短了年轻医生的
学习曲线。我们希望，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地简化和完
善次模块化操作模式，同时制定一个针对该腹腔镜辅助
下远端胃癌D2根治术手术操作的评价体系，并将此操作
体系及评价体系应用于临床操作、疗效评估及医学教学，
不仅可以产生非常可观的社会效益，更能为广大患者带
来临床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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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肝胃之间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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