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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腹腔镜与 3D 腹腔镜在
肾癌切除术中的临床应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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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洛阳,471000)

目的:探讨常规腹腔镜与 3D 腹腔镜保留肾单位肾癌切除术的相关手术指标、炎性应激反应及对术后并发症的

影响。 方法: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100 例行保留肾单位肾癌切除术的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n =

50) 与观察组( n = 50) ,分别采用常规腹腔镜与 3D 腹腔镜手术。 对比分析两组手术时间、术中热缺血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胃肠蠕动恢复时间、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住院时间、手术前后炎性应激反应水平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观察组手术时
间、术中热缺血时间及术中出血量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 05) ;两组患者术后胃肠蠕动恢复时间、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住院
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观察组术后炎性应激指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 05) 。 结论:与

常规腹腔镜手术相比,3D 腹腔镜保留肾单位肾癌切除术可有效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医源性创伤,降低炎性应激反应水平,
安全性值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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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wo kinds of laparoscopic nephron sparing surgery for renal carcinoma ZHANG Han,
WEI Peng-tao,LV Wen-wei,et al. Department of Urinary Surgery,Luoyang Central Hospital,Luoyang 471000,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onventional and 3D laparoscopic nephron sparing surgery for renal carci-

noma on surgical related clinical indicators,inflammatory stress respons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Methods:One hundred pa-

tients undergoing nephron sparing surgery for renal carcinoma were chosen from Mar. 2015 to Mar. 2017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0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laparoscopic scheme and 50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3D laparoscopic scheme. Operating time,intraoperative warm ischemia time,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peristal-

sis recovery time,postoperative drainage time,hospitalization time,perioperativ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Operating time,intraoperative warm ischemia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 P<0. 05) .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peristalsis recovery time,postoperative drainage time,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

plications between 2 groups ( P>0. 05) .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 after operation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 P<0. 05) . Conclusions: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laparoscopic scheme,3D laparoscopic nephron spar-

ing surgery for renal carcinoma can efficiently shorten the operation time,reduce the iatrogenic trauma and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stress reaction,and its safety is worthy of recognition.
【 Key words】

Kidney neoplasms;Laparoscopy;Nephron sparing surgery for renal carcinoma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及影像学技术的发展

大限度保留肾脏功能、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方面令

高;面对这一形势,外科术式亦逐渐由肾脏根治切除

较常规腹腔镜技术能否在疗效、安全性方面取得优

进步,肾癌尤其直径 4 cm 以内的肿瘤检出率显著提
向部分切除转变

[1]

。 同时腹腔镜技术成熟、术者操

作熟练度提高,使得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替代开放手

术成为早期局限性肾癌临床治疗的首选方案,在最
1作者简介:张
的研究。

人满意 [2-3] 。 近年,3D 腹腔镜技术逐渐得到应用,但
势仍无明确定论 [4] 。 本文选择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100 例保留肾单位肾癌切除术的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常规腹腔镜与 3D 腹腔镜

寒(1976—) 男,河南省洛阳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系肿瘤腹腔镜手术治疗方面

127

第 23 卷第 2 期
2018 年 2 月

理活检确诊肾癌;(2)18 ~ 75 岁;(3) 单发病灶;(4) 手术切

手术治疗,以探讨两种腹腔镜手术方案对行保留肾

缘冰冻病理活检确认阴性;(5) 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单位肾癌切除术相关临床指标、炎性应激反应及术

准,且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 有腹腔

后并发症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1. 1

手术史;(2) 淋巴结转移;(3) 侵犯肾上腺;(4) 合并下腔静脉

资料与方法

癌栓;(5) 合并其他系统恶性肿瘤;(6) 重要脏器功能障碍;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

临床资料

(7) 血液系统疾病;(8) 临床资料不全。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的行保留肾单位肾癌切除术的 100 例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见表 1。

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50 例。 纳入标准:(1) 经手术病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x■
±s)
男

50

对照组
χ /t值
P值
2

手术方法

女

27

50

观察组

1. 2

性别( n)

例数
( n)

组别

Vol. 23,No. 2
Feb. 2018

腹 腔 镜 外 科 杂 志
JOURNAL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25

23

1. 27

25

BMI
( kg / m2 )

年龄
( 岁)

位置( n)

54. 14±9. 72

29. 54±2. 77

0. 78

0. 93

54. 67±9. 80

0. 69

左侧

右侧

28

22

31

29. 39±2. 73

0. 91

采用全身静脉复合麻醉,患者取健侧卧位,

0. 84

腰部垫高。 腋后线肋缘下做长 2 cm 切口,钝性分离至腹膜

后,置入气囊扩张器,注入 500 ml 气体,建立腹膜后操作区,

肿瘤直径
( cm)

19

1. 10

3. 12±0. 82
2. 99±0. 78
0. 83

0. 76

0. 87

激素、皮质醇及 β-内啡肽,检测仪器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观察时间点为术前与术后第 1 天;(3) 记录术后短暂血
肌酐升高与发热例数,计算百分比。

分别于腋前线肋缘下、髂棘上穿刺 12 mm、10 mm Trocar,建

1. 4

肪钝性分离及清除,腰肌前方与腰肌平行位置纵切肾周筋膜

用 χ2 检验,以百分比( % ) 表示;检验水准为 α = 0. 05。

立气腹,压力维持在 15 mmHg。 腹腔镜直视下完成腹膜外脂
并达腰肌前间隙。 在分离肾上极、上段输尿管的基础上,有
效暴露肿物,观察周围粘连及毗邻情况后,继续游离出肾背
侧及腹侧,显露肾蒂血管及肾动脉,暂时阻断肾动脉并记时。
用弯剪剥除肿瘤组织及外围约 0. 5 cm 正常肾脏组织,缝合
肾脏切口并在缝线两端夹闭固定,松开肾动脉,确定创面无

活动性出血后完成手术。 对照组采用高清 2D 腹腔镜系统;
观察组采用高清光学双通道 3D 腹腔镜系统。

1. 3

观察指标

(1) 记录手术时间、术中热缺血时间、术中

出血量、术后胃肠蠕动恢复时间、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及住
院时间,计算平均值;(2) 炎性应激指标包括促肾上腺皮质
表2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的比较( x■
±s)
例数
( n)

组别

50

对照组

50

观察组
t值
P值
表3

84. 14±11. 06

16. 96±3. 03

115. 72±19. 48
3. 91

24. 64±5. 31

192. 45±23. 60

3. 75

2. 82

0. 00

术前

t值

15. 27±2. 94
15. 12±2. 89
0. 77
0. 84

P值

术后第 1 天

60. 92±9. 47 ∗
43. 05±7. 16 ∗
3. 78
0. 00

P<0. 05 vs. 术前

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热缺血时间及术中出血

量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 05) ;两组患者术后胃肠
蠕动恢复时间、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及住院时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见表 2;观察组术后炎
性应激指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 05) ,见表

3。 观察组术后发生短暂血肌酐升高 1 例(2% ) ,对
照组发热 2 例(4% )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术后胃肠蠕动恢复时间 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
( d)
( d)

术前

10. 95±3. 78
11. 03±3. 83
0. 61
0. 99

住院时间
( d)

2. 57±0. 76

3. 65±0. 78

6. 98±0. 85

1. 29

0. 83

0. 96

2. 42±0. 73
0. 67

3. 57±0. 71

术后第 1 天

25. 71±7. 45 ∗
18. 69±5. 62 ∗
4. 24
0. 00

6. 34±0. 80

0. 88

皮质醇

论

治疗的首选方案之一

结

0. 00

术前

β-内啡肽

140. 24±27. 39
138. 78±27. 01
0. 70
0. 90

0. 82

术后第 1 天

182. 93±36. 35 ∗
159. 46±30. 23 ∗
3. 59
0. 00

即已完成全球第一例腹腔镜保留肾单位手术,随着

保留肾单位肾癌切除术是早期局限性肾癌临床
128

2

177. 36±20. 57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观察组

讨

术中出血量
( ml)

采用 SPSS 20.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其

中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 均数±标准差) 表示;计数资料采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炎性应激指标水平的比较[ ( x■
±s) ,ng / L]

对照组

3

术中热缺血时间
( min)

0. 00

组别

∗

手术时间
( min)

统计学处理

[5]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肾脏低温保护、肾实质止血及肾脏缝合技术的不断
发展,保留肾单位手术在临床取得普及应用 [6]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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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临床报道显示 [7-8] ,T1 期肾癌患者行保留肾单位

管、周围组织,还有助于准确判断微小血管的位置与

术接近,但能更有效地保护肾脏功能,降低手术并发

在清晰视野中亦可提高止血准确度与止血速率 [14] 。

肾癌切除术后,随访无进展生存率与根治性肾切除
症发生率与远期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从而提高
总体生存质量。 研究证实

[9]

,早期肾癌行保留肾单

位切除术能否有效保留肾脏功能与术中热缺血时间
关系密切;以往临床研究认为,术中肾脏热缺血时间

应<30 min,如时间过长可对肾脏功能造成不可逆的
损伤;但最新研究显示肾脏热缺血时间应进一步缩

短,以 20 min 内最佳,这对术者的操作水平提出更
大挑战

[10]

。 国外有关肾小动脉阻断手术报道提示,

术 中 需 充 分 暴 露 肾 脏 血 管, 操 作 难 度 进 一 步 提
高

[11]

。

3D 腹腔镜是新型微创腔镜技术,首先被应用于

走行,降低了术中误伤的发生率;而即使发生出血,
而两组患者术后胃肠蠕动恢复时间、术后拔除引流
管时间及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两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 笔者认为这可能与 2D、3D 腹腔镜手术均具
有良好的微创效应,3D 腹腔镜尽管可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医源性创伤,但在小样本下并未达到统计学差
异,因此有待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证实。
保留肾单位肾肿瘤切除术的关键技术之一是肾
血管的控制;本研究中使用腹腔镜无损伤肠钳钳夹
肾蒂控制血管,其弧形与肾内侧相符,不容易损伤肾
蒂,同时有助于肾脏固定,并可根据手术需要随时灵

胆囊切除术,但早期存在头套式显示成像效果差,不

活开放或关闭血管,使肾脏得到有效保护;因术中整

利于术中操作等问题;随着手术器械的不断改进与

束控制肾蒂,因此手术时需充分暴露肾蒂,但无需完

发展,3D 腹腔镜技术已实现立体视野成像,可更有
效地观察组织、器官结构,空间定位更准确,有助于
对血管、神经进行精细分离。

全分离肾动静脉;本研究中 1 例患者曾行体外冲击
波碎石术,肾脏粘连明显,分离困难,肾蒂暴露不充
分,钳夹肾蒂后未夹住肾动脉,导致切除肿瘤时出血

国外学者报道,3D 腹腔镜手术用于保留肾单位

较多,撤除肾蒂钳后出血减少,但手术创面不清晰导

手术可有效减少手术时间,避免术中误操作的发生;

致手术困难;因此术中我们先分离暴露肾蒂、安置好

而本研究中,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热缺血时间及术

肾蒂钳后在随时控制出血的情况下再分离肾脏、肿

中出血量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 05) ;同时观察组
术后炎性应激指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0.

05) ,与以往报道基本一致

[12]

。 操作经验相对缺乏

的临床医师更容易掌握 3D 腹腔镜技术,术者操作
过程中可看到清晰、逼真的三维立体图像,能更快速

瘤,进而安全切除肿瘤并清理血肿。 本研究中进行
锐性切除,手术切面干净,更容易判断手术切除范
围,5 min 内即可完成肿瘤切除,增加了创面处理时
间,减少了肾脏热缺血时间,继而降低了对肾功能的
损坏。

完成操作。 保留肾单位手术需明确分离肾脏各层面

综上所述,3D 腹腔镜用于保留肾单位肾癌切除

及血管,同时在有效控制热缺血时间的条件下切除

术可有效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医源性创伤,降低

肿瘤组织;而常规腹腔镜所形成的 2D 图像术者需

炎性应激反应水平,安全性值得认可,价值优于常规

具备丰富的空间想象力、熟练的腹腔镜操作经验,且

腹腔镜手术。 但鉴于纳入样本量不足、随访时间短

术后更易出现医源性损伤,增加了围手术期并发症

及单一中心等因素制约,结论仍待更大规模随机对

发生风险

[13]

。 而 3D 腹腔镜下可更清晰地观察血

照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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