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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之我见
1

朱

峰,秦仁义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
近 10 年,随着 3D 腹腔镜器械及术者操作技术
水平的进步,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laparoscop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LPD) 得到了迅速发展,在
国际乃至国内少数大型胰腺外科中心已成为常规术
式 [1] 。 许多回顾性研究及与传统开腹胰十二指肠
切除术( open pancreaticoduodenectomy,OPD) 的对比
性研究均表明,LPD 不仅安全、可行,而且具有术中
出血少、术后住院时间短、术后康复快等优势,同时
术后并发 症 发 生 率、 死 亡 率 及 肿 瘤 根 治 性 效 果 与
OPD 相近 [2-7] ;更有多篇系统性回顾及 meta 分析得
出了相似结论 [8-11] 。 在我国,虽然开展 LPD 的医院
较多,也有许多 LPD 手术量大于 100 例 / 年的中心,
但多中心甚至单中心大样本高质量的研究较少,多
数医院仍处于开展 LPD 的早期学习曲线期。 2014
年 7 月 至 2018 年 5 月 笔 者 团 队 已 完 成 400 余 例
LPD [12] 。 本文拟结合笔者经验与文献,探讨 LPD 术
中技巧及经验交流。
1 体位与戳孔位置
患者多取仰卧分腿位。 常规“ 五孔法” 可满足
手术操作需要。 戳孔位置、套管大小合理布局非常
重要,首先于脐下做小切口,穿刺气腹针建立人工气
腹。 穿刺 12 mm Trocar,置入 3D 腹腔镜探查,排除
腹膜及脏器表面转移后,在腹腔镜直视下分别于两
侧肋缘下 2 cm 及平脐腹直肌外缘做 4 个穿刺孔,5
枚 Trocar 呈“ V” 形分布。 观察孔右侧依次为 12 mm
( 平脐腹直肌外缘) 、5 mm Trocar,均由术者操作,其
中 12 mm Trocar 为主操作孔,可置入超声刀、切割闭
合器、血管夹钳等器械。 左侧依次为 12 mm、5 mm
Trocar,利于助手吸引器及剪刀的使用。 与许多中心
提倡的第一助手同时也是术者的理念不同,笔者所
在团队术中始终由术者主导手术,通过不停的调整
体位来配合显露术野,减少了手术人员的位置变动。
2 LPD 入路
LPD 的手术入路主要有以下几种 [13] :(1) 经典
的 Kocher 入路:对于大多数壶腹部周围肿瘤而言,
LPD 可通过 Kocher 切口完成。 术者立于患者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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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取平卧上半身抬高位,切开胃结肠韧带,患者左
倾 30°以上,离断肝结肠韧带,分离右半横结肠与胰
头十二指肠前方,并离断由 Henle 干或结肠中血管
发出的右副结肠血管。 随后可显露下腔静脉、左肾
静脉、腹 主 动 脉、 腹 腔 干、 肠 系 膜 上 动 脉 (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SMA) ,必要时清扫下腔静脉、左肾
静脉与腹主动脉夹角的淋巴结。 (2) 经 Treitz 韧带
入路:又名反 Kocher 切口入路,即患者平卧向右倾
斜 45 度,暴露并打开 Treitz 韧带。 游离胰头十二指
肠后方,显露十二指肠外侧缘、下腔静脉及左肾静
脉。 距 Treitz 韧带远端 10 ~ 15 cm 处切断空肠,将
其推向胰头十二指肠右后方。 此入路暴露的术野空
间较狭小,仅在胰头或十二指肠肿瘤过大、因炎症或
多次手术导致经典 Kocher 切口不能采用时才考虑
使用。 (3) 经十二指肠水平部与 Kocher 联合入路:
患者向左倾斜,助手向上提起结肠右半部,进而于横
结肠系膜根部清晰显露十二指肠水平部。 沿其下缘
切开后腹膜,游离十二指肠后方,向左显露 SMV 右
侧、前方,向右游离至十二指肠外侧缘,向上沿下腔
静脉、腹主动脉游离,到达左肾静脉上缘。 此入路方
式尤其适于胰头部、十二指肠较大的肿瘤,但不适于
肿瘤严重侵犯右半横结肠系膜根部的患者。 笔者所
在中心采用的是基于经十二指肠水平部与 Kocher
联合入路基础上提出的全后腹膜动脉优先路径,强
调几乎所有的重要操作均在后腹膜路径完成,且胰
头部供血动脉的根部均可于后腹膜路径优先离断,
包括胰十二指肠下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及脾动脉
到胰头部的分支。 此入路的优点在于首先明确了肿
瘤的可切除性;同时经后腹膜路径优先离断胰头部
所有的供血动脉根部,减少了出血量,防止了术中大
出血,保障了安全;在提高胰头癌 R0 切除率的同时
可防止血管误切、减少血管切除长度。 然而入路并
非一成不变,笔者中心结合 NCCN 指南及术中根据
病灶位置提出,不同胰头癌分型选择不同的入路方
式 [14-15]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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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胰腺肿瘤分型 Ⅰ型:SMV / PV、SMA 均未受肿瘤压迫或侵犯的胰头部肿瘤;Ⅱ型:SMV / PV 受肿瘤压迫或侵犯的胰头
部肿瘤;Ⅲ型:SMA 受肿瘤压迫或包绕的胰头部肿瘤;Ⅳ型:SMV / PV 受肿瘤压迫或侵犯及 SMA 受压迫或包绕的胰头部肿瘤;
Ⅴ型:SMV / PV、SA、SV 受压迫或侵犯、SMA 受压迫或包绕的胰头颈体部交界处肿瘤;Ⅵ型:血管未受肿瘤压迫或侵犯胰颈体尾
部肿瘤;Ⅶ型:SA、SV 或和 CA、HA 均受压迫或侵犯的胰体尾部肿瘤;Ⅷ型:NCCN 指南中规定不能行根治性切除的胰腺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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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重建
LPD 吻合重建技术的关键是遵循密封性、血供
良好及无张力原则。 消化道重建采用 Child 式。 对
于胰肠吻合而言,胰腺导管对空肠黏膜吻合术( pancreatic duct to mucosa,PDM) 是目前国际最认可的胰
消化道重建方式 [16-17] 。 然而 LPD 下行 PDM 是个巨
大的技 术 挑 战, 尤 其 直 径 < 3 mm 的 细 小 胰 管, 行
PDM 不仅技术难度高,吻合时间长,而且术后胰瘘
风险依然高。 笔者团队在保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不
断对 LPD 胰腺吻合技术进行创新,从最早的小切口
取标本辅助胰肠吻合到传统胰肠吻合、胰胃捆绑式
吻合,再到我们现在使用的植入式胰管空肠吻合,不
仅极大地简化了缝合技术,而且提高了胰肠吻合质
量 [18] 。 具体操作如下:距门静脉左缘离断胰颈时保
留胰管约 0. 5 cm,适当游离胰腺残端,断面充分止
血,胰管内置入带有侧孔的硅胶导管作为胰管支撑
管,不引出体外。 植入式胰管空肠吻合在胰腺残端
与空肠袢间共行 4 层缝合,第 1 层:缝合胰腺全层及
空肠后壁浆肌层,先于胰腺上缘距胰腺残端 0. 5 ~
1. 0 cm 处用 4-0 Prolene 线将胰腺全层与空肠浆肌
层行水平褥式缝合,暂不打结;同法于胰腺下缘行褥
式缝合,缝线于空肠浆肌层内相互交锁,两针分别打
结( 缝合针数由胰管直径决定,一般为 2 ~ 4 针) ;于
胰管对应的空肠处全层切开空肠,切口与胰管直径
相当,将胰管支撑管远端插入空肠切口,开始第 2 层
缝合。 第 2 层:缝合胰腺后壁全层及空肠切口后壁,
第 2 层缝合大致同第 1 层,缝线贯穿空肠壁后壁全
层,一般缝合 2 ~ 4 针。 第 3 层:缝合胰腺残端前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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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空肠切口前壁,方法同第 2 层,但缝线于胰腺残端
仅贯穿半层。 第 4 层:缝合胰腺残端前壁及空肠前
壁浆肌层,方法同第 1 层,但不贯穿胰腺全层。 最
后,将空肠前壁浆膜层与胰腺前壁被膜加缝间断缝
合,以封闭吻合口上下缘的缝隙,并强化吻合口前
壁。 其技术关键包括:(1) 确保胰液通过胰液引流
管进入空肠。 胰液引流管与胰管大小匹配,使其紧
贴胰管内壁,胰液引流管紧紧塞入胰管后,即可见胰
液通过引流管侧孔进入引流管;(2) 确保缝合胰腺
组织时避开胰管支撑管;(3) 胰管与空肠的靠拢主
要依赖胰腺断端与空肠浆肌层的连续或间断缝合,
为避免缝合时胰腺组织切割,应用 3-0 Prolene 线尽
可能多缝胰腺组织。 胆肠吻合则根据胆管直径选
择,如胆管直径>8 mm,则使用可吸收线连续缝合前
壁、后壁;如胆管直径为 5 ~ 8 mm,则后壁采用连续
缝合,前壁采用间断缝合;如果胆管直径≤5 mm,则
前后壁均采用单纯间断缝合。
4 围手术期处理
对于术前有黄疸的患者,总胆红素>100 μmol / L或
一般情况较差需要营养支持、术前并发胆道感染的
患者,与内镜鼻胆管或塑料支架引流减黄相比,笔者
建议术前短期经皮肝穿刺胆管引流。 因内镜操作后
不论行鼻胆管或塑料支架,均对肝十二指肠韧带产
生激惹,增加了局部组织的炎症反应,给手术带来困
难。 使用经皮肝穿刺胆管引流不仅可有效减黄,减
少术中创面渗血,而且可提高手术安全性。 对于术
前胃肠减压,笔者主张,术前不存在消化道梗阻的病
例,可不常规行术前胃肠减压;或于术中拔除鼻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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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与快速康复理念相符,同时可降低患者肺部感染
并发症发生率。
5 中国 LPD 现状
目前中国多家大型胰腺外科中心均在积极开展
LPD,LPD 的顺利、安全开展有赖于术者对经验技术
的熟练掌握、患者适当的选择及合理的入路方式等
因素。 不可否认,LPD 存在手术时间较长、胰腺暴
露困难、消化道重建复杂等难点,然而一旦顺利度过
学习曲线,LPD 则可明显提高临床疗效,具有术中
出血少、术后住院时间短等优点 [19] 。 与国外腔镜胰
腺手术相比,我国 LPD 起步虽晚,但人口基数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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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数量多,病源充足且较集中,我国医生手术技巧上
升快,较早地越过学习曲线平台,掌握手术技巧。 然
而目前我国缺乏总结及多中心高质量的 RCT 研究。
因此笔者所在单位牵头开展了一项关于 LPD 的多
中心 RCT( NCT03138213) ,同时国内多家胰腺中心
作为协作单位一同进行实验研究。
随着胰腺外科医师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手术
器械的不断更新及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LPD 的发
展会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合理化,从而使更多的患
者受益最大化,最终显著延长患者的远期生存时间,
有效改善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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