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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TaTME 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单孔腹腔镜

专委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肛肠病分会常委、中国 NOSES 联盟山东

分会副理事长、山东省医学会外科分会营养支持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师协

会结直肠外科医师分会常委、山东省抗癌协会大肠癌分会常委等职。在国

际上率先完成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NOSES 术，完成的腹腔镜胃癌

NOSES、直肠癌 pure-NOTES taTME 手术例数在国内外名列前茅。

【摘要】　胃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已成为治疗胃癌的重要手段。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经历了从腹腔镜辅助胃癌根治术到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的发展过程，进一步降低了

手术创伤，加快了术后恢复，目前腹腔镜胃癌手术已能达到与开腹手术相同的 D2 淋巴结清扫水平，

消化道的重建亦能在腹腔镜下完成（即全腹腔镜胃癌手术）。进一步推动胃癌手术的微创化是当前的

关注焦点，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作为一种新兴的微创手术方式，具有创伤小、操作性

好及可行性强等优势，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胃、结直肠肿瘤等患者中。本手术为 NOSES 在根治性全

胃切除术中的临床应用。

【关键词】　腹腔镜；　结直肠肿瘤；　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　全胃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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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tric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s in the world.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has become the main method of gastric cancer surgery.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 has undergon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laparoscopic-assisted radical gastrectomy 
to complete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which further reduces the surgical trauma and speeds up the 
recovery. At present,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 has reached the same level of D2 lymph node 
dissection as open surge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gestive tract can also be completed under laparoscopy. 
Further promoting minimally invasive gastric cancer surgery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attention. As a new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method, 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 (NOSES) has the advantages 
of minimally invasive, good operability and feasibility, and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patients with gastric 
and colorectal tumors. This operation i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NOSES in radical total gastr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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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研究结果显示，与开腹全胃切除术相比

较，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切口

美观等优势，且在安全性和近、远期疗效方面并不

劣于开腹手术，因此得到了广泛开展［1］。腹部无

辅助切口经阴道取标本的腹腔镜全胃切除术（GC-
NOSES Ⅷ式）是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NOSES）技术在

腹腔镜全胃切除术中的应用，在全腔镜下完成全胃

切除、淋巴结清扫及消化道重建，经自然腔道取出

标本，避免腹壁切口，减轻手术创伤，且操作视野

更加广阔，重建时更容易判断肠管远近端方向，可

有效避免在辅助小切口下暴露不足、吻合后肠管扭

转、吻合口张力过大等问题，在手术的安全性方面

优势明显，得到业内广泛认可。《胃癌经自然腔道

取标本手术专家共识（2019 版）》于 2019 年 8 月 
正式发布，对胃癌 NOSES 的理论体系以及临床实

践多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为该技术的规范开展

提供了参考依据和行业准则［2］。GC-NOSES 手术

需要熟练的腹腔镜操作技术及默契的团队配合，尤

其是侵犯齿状线的食管胃结合部癌更具挑战性，能

够常规开展此手术的医院较少。现将本中心行腹部

无辅助切口经阴道取标本的腹腔镜全胃切除术经验

以及其中一例病例报道如下。

一、患者资料

患者女性，66 岁，因“进食梗噎感 2 月”入院，

查体：BMI 19.8 kg/m2，腹肌软，上腹部压痛，无反

跳痛，肠鸣音正常。胃镜示距门齿 37 cm 至 40 cm 
见溃疡病变，管腔狭窄，超细胃镜勉强通过，40 cm 
达贲门，见一火山口样溃疡病变，表面溃烂，覆盖

污苔，取活检（图 1），病理结果示腺癌。CT 示食

管胃结合部、胃体癌（图 2），未见肺部、腹腔等

远处转移。上消化道造影示食管受累约 3 cm（图 3）。
完善术前检查后，提交 MDT 小组讨论，考虑

患者无远处转移，建议行手术治疗。鉴于肿瘤下缘

达胃体中下部，近端胃手术难以满足切除范围，需

行全胃切除术；手术难点在于肿瘤侵犯食管下段，

经腹膈肌食管裂孔路径行腹腔镜下食管空肠吻合难

度大。

术中行腹部无辅助切口经阴道取标本的全腹腔

镜全胃切除术，手术器械为常规腹腔镜器械，手术

时间 310 min。术中胃镜联合腹腔镜精确定位肿瘤

上缘，保证上切缘安全。患者于术后第 2 天进流质

饮食，逐渐过渡到正常饮食，术后第 5 天拔除引流

管。术后腹部疼痛轻微（VAS 评分 3 分），无阴

道异常流血及分泌物，无腹胀等不适，无吻合口漏、

出血、梗阻、感染等并发症发生，术后第 10天出院。

术后病理分期：pT3N2M0 IIIA。

二、手术操作方法

患者取分腿仰卧位，Trocar 的布置采用五孔法，

术者站于患者左侧，助手站于右侧，扶镜手站于两

腿之间。

全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具体操作步骤：

腹腔镜探查及淋巴结清扫操作：（1）腹腔镜探

查，排除腹腔种植转移及其他病变；（2）剥离横结

肠系膜前叶，分离胃结肠韧带；（3）清扫第 6 组淋

巴结：将胃窦部向上提起，显露胃结肠静脉干，离

断根部胃网膜右静脉；继续沿胰头表面分离，打开

胃胰韧带，显露胃十二指肠动脉，裸化胃网膜右动

脉，根部离断，清扫第 6 组淋巴结；（4）清扫第 4、
10 组淋巴结：进入网膜囊，显露胰尾，定位脾血

管，松解结肠脾曲，分离大网膜与脾下极的粘连，

保护胰尾，显露胃网膜左动、静脉，在其发出供应

【Key words】　Laparoscopies；　Colorectal neoplasms；　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 
(NOSES)；　Total gastrectomy

图 1　胃镜所见　图 2　CT　图 3　上消化道造影

ChaoXing



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 2020 年 2 月 第 9 卷 第 1 期  Chin J Colorec Dis ( Electronic Edition ) , February 2020, Vol.9, No.1·98·

脾下极的分支后离断，清扫第 4sb 组淋巴结，并进

一步清扫脾门区淋巴结。将胃及大网膜向左侧牵拉，

继续向上方分离，切断胃短血管，清扫 4sa 组淋巴

结；（5）清扫第 8a、12a、5 组淋巴结：暴露肝总

动脉，将胰腺向左下牵拉，沿肝总动脉前方及上缘

分离，清扫第 8a 组淋巴结。沿胃十二指肠动脉及

肝总动脉充分显露胃右动脉及肝固有动脉，继续向

上分离肝固有动脉前方及外侧，清扫第 12a 组淋巴

结。于胃右动、静脉根部夹闭后离断，清扫第 5 组

淋巴结；（6）在幽门远端 2 cm 处用 45 mm 切割缝

合器离断十二指肠，于肝总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

及胰腺上缘夹角处打开门静脉前方筋膜，显露门静

脉，将肝总动脉向前腹壁挑起。沿门静脉前方分离，

清扫门静脉与肝固有动脉间淋巴结。沿门静脉内缘

向上分离至肝门部，将肝总动脉向右下牵拉，清扫

肝固有动脉内侧及门静脉内侧淋巴脂肪组织；（7）
清扫第 11p、7、9 组淋巴结：将大网膜置于肝脏下

方，助手抓持胃胰皱襞，将胃翻向上方。紧贴胰腺

上缘分离，暴露脾动脉近端，清扫第 11p 组淋巴结。

由左向右清扫，显露腹腔动脉干，分离胃左动、静

脉，在根部夹闭后离断，清扫第 7、9 组淋巴结； 
（8）沿脾动脉向远端分离，切断胃后血管，清扫第

11d 组淋巴结；（9）清扫胃小弯淋巴结：紧贴胃壁

小弯侧，采用超声刀分层切开，清扫胃小弯淋巴结； 
（10）游离食管下段，沿胸主动脉前壁清扫 110组、

112 组淋巴结。紧贴胃壁小弯侧，采用超声刀分层

切开，切断迷走神经前干和后干，清扫第 1 组及第

2 组淋巴结；（11）术中胃镜定位肿瘤上缘，距离肿

瘤上缘 3 cm 用 45 mm 切割缝合器切断食管，将标 
本置入标本袋中，暂置于左下腹，待经阴道取标本。

消化道重建：食管近断端左右两侧分别缝合

一针倒刺线，用超声刀自食管断端中央切开，距

Treitz 韧带约 20 cm 处离断空肠，远端空肠与食管

行 Overlap 法吻合。2 针倒刺线连续缝合加固，关

闭共同开口。食管 - 空肠吻合后，距离食管空肠吻

合口 40 cm 空肠对系膜侧开孔，近端空肠与远端空

肠使用 45 mm 直线切割闭合器行侧侧吻合，4-0 可

吸收线间断缝合关闭共同开口。

经阴道取标本操作：（1）改患者体位为头低足

高右倾 30° 的膀胱截石位，调整腹腔镜显示器于患

者足侧（如图 4 所示）；观察孔调整为左侧腋前线

肋缘下戳卡孔，方向调整为向足侧操作，术者站于

患者右侧，术者操作孔更换为脐下戳卡孔和右侧锁

骨中线平脐戳卡孔（如图 5 所示）；（2）显露并消

毒会阴部，用碘伏纱布反复消毒阴道；分别于阴道

后穹窿切开前、切开后、标本取出后、缝合完毕后

用蒸馏水、稀碘伏溶液（1 000 mg/L）、生理盐水

彻底冲洗盆腔；（3）经阴道置入压肠板，将阴道后

穹窿顶起，横行切开约 5 cm；（4）自阴道或腹部

戳孔置入切口保护套，表面用碘伏纱布擦拭润滑，

用卵圆钳抓取标本，经切口保护套将标本拉出，

注意保持气腹压力，后将切口保护套平稳拖出； 
（5）用 3-0 倒刺线 2 根，连续加固缝合阴道后穹

窿切口，确保缝合严密。

图 4　 取 标 本 时 手 术 者 站 位 及 显 示 器 位 置 

图 5　取标本时 Trocar 孔布局

具体手术操作可见手术视频。图 6 为经阴道取

标本，图 7～8 为术后标本照片，图 9～10 为术后腹

部外观照片。

三、讨论

胃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

GLOBCAN 的统计数据，2018 年全球胃癌新发病

例约 103.3 万例，死亡病例约 78.3 万例，中国胃癌

发病例数和死亡例数分别占全球胃癌发病和死亡的

42.6% 和 45.0%，在全球 183 个国家中发病率位于

第 5 位、死亡率位于第 6 位［3］。我国胃癌患者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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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和Ⅳ期胃癌分别占 19.5% 和 9.7%，Ⅱ ～ Ⅲ期

胃癌占比高达 70.8%。根据肿瘤直径大小分类，肿

瘤直径小于 5 cm 的胃癌患者约占一半［4］，因此

适合行 NOSES 手术的胃癌患者约 30%。但限于目

前国内外胃癌 NOSES 的开展情况，实际接受胃癌

NOSES 的患者数量非常少。

D2 根治术是胃癌根治手术的金标准，随着外

科切除重建技术的不断提高、腹腔镜设备的进步，

目前腹腔镜胃癌手术已能达到与开腹手术相同的

D2 淋巴结清扫水平，消化道重建亦能在腔镜下完

成（即全腹腔镜胃癌手术）。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

术消化道重建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虽然其操

作难度大，但具有创伤更小、视野更好、操作空间

相对更大等优点，并且能够在腹腔镜下近距离观察

吻合口，判断吻合质量、吻合口大小及有无出血等

情况［5］。随着结直肠 NOSES 手术的逐渐成熟，

胃癌 NOSES 可行性及安全性的初步探索也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肯定。

全腹腔镜下全胃切除术难点有以下几方面： 
（1）肿瘤位置高，淋巴结清扫、消化道重建困难大，

选择合适的手术路径尤其重要，《食管胃结合部腺

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8 版）》指出可选

择的手术路径包括经左胸单切口、上腹右胸两切口、

上腹左胸两切口、颈胸腹三切口、左胸腹联合切口

以及经腹食管裂孔径路，专家组建议食管受累＜ 
3 cm 者首选经腹膈肌食管裂孔路径，≥ 3 cm 者经

上腹右胸路径［6］。我们的经验是经腹食管裂孔径

路，在悬吊肝脏的基础上，悬吊食管裂孔，保证充

分显露极为重要；（2）由于食管空肠吻合口位置高，

吻合的质量决定手术的成败，仔细分离、裁剪小肠

系膜，在不损伤肠管血供的前提下，保证无张力吻

合；（3）肿瘤位置高，术中胃镜可帮助准确定位肿

瘤近端边界，保证上切缘的安全，吻合完成后检查

食管空肠吻合的质量。

在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术的安全性有了充

分的保障后，经自然腔道取标本与之相结合，没有

增加手术难度，消除了腹壁取标本切口，微创优

势进一步扩大。图 11 与图 9、图 10 展示的腹腔镜

辅助手术与 NOSES 手术腹部照片，明显可以看出

NOSES 手术在腹部外观方面的优势。NOSES 手术

主要强调经自然腔道完成标本取出，胃癌 NOSES
属于切除拖出式，没有改变常规经腹入路的手术操

作，其实质是切口的移位，将腹壁切口移位至较为

隐蔽且缺乏痛觉的阴道或直肠。与腹壁切口相比，

阴道切口、直肠切口具有位置隐蔽、无可见疤痕、

疼痛轻等多种优势，且减少了腹壁切口相关并发症

风险、降低了患者心理负面影响，更符合损伤效益

比原则［7］。与D2远端胃切除术、近端胃切除术相比，

图 6　经阴道取标本照片　图 7　术后标本照片　图 8　术后标本剖开照片

图 9　手术结束时腹部照片　图 10　术后 10 天腹部照片　图 11　腹腔镜辅助手术患者腹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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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全胃切除术因不裁剪网膜，标本横径更大，因

而取标本的难度相对更高，术前需精确评估，保证

取标本过程的顺利进行。目前仍有不少医生心理上

对经阴道取标本、经肛门取标本存在“偏见”，但

是笔者认为只要掌握好适应证和术中操作技巧，经

阴道取标本、经肛门取标本 NOSES 术有其存在的

意义和价值。胃癌 NOSES 切除、重建操作位于上

腹部，取标本过程需将标本转运至下腹部，标本转

运过程中保证无瘤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将切除

标本置入无菌标本袋中转运是非常有必要的。经自

然腔道取标本辅助工具的合理选择可以有效的保护

好切口，降低自然腔道切开后的并发症发生风险，

提高经自然腔道取标本的成功率。但目前尚无具有

明显优势的工具可供选择，笔者团队使用的是自制

软质的塑料通道。

阴道后穹窿在腹腔镜下容易暴露与识别，在解

剖上无大的血管和神经通过，此处切开对性生活不

会造成明显影响［8］，经阴道更容易取出较大标本，

且缝合后并发症发生率低，其安全性、损伤效益比

更高。刘金超等［9］报道了 38 例经自然腔道取标本

的完全腹腔镜胃肿瘤切除术的病例，并未发生直肠

或阴道后穹窿切开后并发症，初步证实了该术式的

安全性，其指出只要做好术前准备、熟练掌握手术

技巧，NOSES 与无菌、无瘤原则并无相悖之处。

经阴道取标本主要限制在阴道后穹窿切开长度，而

经肛门取标本主要限制在肛门。我们在取标本操作

时，在保证无菌无瘤无瘤原则下，预先在无菌保护

套内部涂抹碘伏溶液起润滑作用，用卵圆钳抓取距

离肿瘤较远一侧的胃壁正常组织，循序渐进将胃标

本沿纵轴向体外牵拉，这样可将切除胃组织牵拉成

近似管状，并减少肿瘤破裂风险，利于标本的取出；

当标本最大径通过自然腔道最狭窄的部分后，剩余

部分及大网膜等组织则可顺利取出。经肛门取标本

在无菌要求、取标本过程、缝合切口等方面比经阴

道取标本操作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经肛门取标本

时，更容易发生直肠撕裂，应避免暴力牵拉。关闭

直肠前壁切口时应用 2条 3-0倒刺线连续加固缝合，

尽可能降低肠漏的风险，而阴道后穹窿切口连续全

层缝合一次即可。

结直肠肿瘤 NOSES 目前已成熟开展，其优势

明显，NOSES 手术腹壁无辅助切口，最大程度保

留腹壁功能，患者术后疼痛轻、恢复快，对腹部外

观的满意度高，同时降低切口感染、切口裂开、切

口疝等近远期并发症发生率［10］。胃癌 NOSES 可

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对于食管胃结合部腺癌行经自

然腔道取标本的全胃切除术，需严格掌握适应证，

术前准确评估肿瘤位置、大小、浸润深度等，保证

无菌无瘤操作及患者安全。NOSES 手术正处于不

断完善过程中，目前开展的 D2 全胃 NOSES 病例

数量仍较少，随访时间短，尚无大宗病例报道，还

需要更多的同道开展相关临床研究，观察其远期 
疗效。

王松 , 于刚 , 赵旭 , 等 .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阴道取标本的全腹腔镜全胃切除术（GC-NOSES Ⅷ 式）（附视频）[J/CD]. 
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 , 2020, 9(1): 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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