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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术治疗胸中下段食管癌的效果及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
析 124例胸中下段食管癌患者临床资料，依据治疗术式的不同将其分为 2组，将接受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 术治疗的 ６2例患
者作为观察组，将接受全腔镜 MｃKｅｏwｎ术治疗的 ６2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观察 2 组临床指标、免疫功能及并发症。 结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术中出血量及淋巴结清扫数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术后观察组 ＣＤ3 ＋、ＣＤ4 ＋高于对照组，ＣＤ8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吻合口瘘、喉
返神经损伤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胃排空障碍、肺部感染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采用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术治疗胸中下段食管癌安全、有效，能够缩短手术耗时，减少并发症，且对
患者免疫功能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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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iｎｖｅｓtiｇａtｅ tｈｅ ｅｆｆｅｃt ｏｆ tｏt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iｃ Ｉｖｏr－Lｅwiｓ iｎ tｈｅ trｅａtｍｅｎt ｏｆ ｍi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wｅr tｈｏ－
rａｃiｃ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rｃiｎｏｍａ ａｎｄ itｓ ｅｆｆｅｃt ｏｎ i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tiｏｎ ．Methods Ｔｈｅ ｃｌiｎiｃａｌ ｄａtａ ｏｆ 124 ｐａtiｅｎtｓ witｈ ｍi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wｅr
tｈｏrａｃiｃ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r trｅａtｅｄ wｅrｅ rｅtrｏｓｐｅｃti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t wａｓ ｄiｖiｄｅｄ iｎtｏ 2 ｇrｏｕｐｓ ａｃｃｏrｄiｎｇ tｏ tｈｅ trｅａtｍｅｎt ，Ｃｌiｎiｃａｌ
ｄａtａ ｏｆ ６2 ｐａtiｅｎtｓ trｅａtｅｄ witｈ tｏt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iｃ Ｉｖｏr－Lｅwiｓ wａｓ tｈｅ ｏｂｓｅrｖａtiｏｎ ｇrｏｕｐ，Ｃｌiｎiｃａｌ ｄａtａ ｏｆ ６2 ｐａtiｅｎtｓ trｅａtｅｄ witｈ tｏt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iｃ MｃKｅｏwｎ wｅrｅ ｕｓｅｄ ａｓ tｈｅ ｃｏｎtrｏｌ ｇrｏｕｐ．Ｔｈｅ ｃｌiｎiｃａｌ iｎｄｅxｅｓ，i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ti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iｃａtiｏｎｓ wｅrｅ ｏｂｓｅrｖｅｄ．Re－
sults Ｏｐｅrａtiｏｎ tiｍｅ iｎ tｈｅ ｏｂｓｅrｖａtiｏｎ ｇrｏｕｐ wａｓ ｓｈｏrt tｈａｎ tｈａt ｏｆ tｈｅ ｃｏｎtrｏｌ ｇrｏｕｐ （P ＜0．05）．Ｔｈｅ iｎtrａｏｐｅrａtiｖｅ ｂｌｅｅｄiｎｇ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r ｏｆ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 ｄiｓｓｅｃtiｏｎ ｏｆ tｈｅ 2 ｇrｏｕｐｓ ｈａｄ ｎｏ ｓtａtiｓtiｃａｌ ｄiｆｆｅrｅｎｃｅ （P＞0．05）．Ｐｏｓtｏｐｅrａtiｖｅ ＣＤ3 ＋，ＣＤ4 ＋iｎ tｈｅ
ｏｂｓｅrｖａtiｏｎ ｇrｏｕｐ wｅrｅ ｈiｇｈｅr tｈａｎ tｈｏｓｅ ｏｆ tｈｅ ｃｏｎtrｏｌ ｇrｏｕｐ ，ｐｏｓtｏｐｅrａtiｖｅ ＣＤ8 ＋iｎ tｈｅ ｏｂｓｅrｖａtiｏｎ ｇrｏｕｐ wｅrｅ ｌｏwｅr tｈａｎ tｈｏｓｅ
ｏｆ tｈｅ ｃｏｎtrｏｌ ｇrｏｕｐ （P＜0．05）．Ｔｈｅ iｎｃi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ａｓtｏｍｏtiｃ ｆiｓtｕｌａ ａｎｄ rｅｃｕrrｅｎt ｌａr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rｖｅ iｎｊｕrｙ iｎ tｈｅ ｏｂｓｅrｖａtiｏｎ ｇrｏｕｐ
ｏｆ tｈｅ 2 ｇrｏｕｐｓ ｈａｄ ｎｏ ｓtａtiｓtiｃａｌ ｄiｆｆｅrｅｎｃｅ （P ＞0．05）．Conclusion Ｔｏt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iｃ Ｉｖｏr－Lｅwiｓ iｓ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tiｖｅ iｎ ｐａ－
tiｅｎtｓ witｈ ｍi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wｅr tｈｏrａｃiｃ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r ，it ｃａｎ ｓｈｏrtｅｎ tｈｅ ｏｐｅrａtiｏｎ tiｍｅ，rｅｄｕｃｅ ｃｏｍｐｌiｃａtiｏｎｓ，ａｎｄ tｈｅ ｅｆｆｅｃt ｏｎ
i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tiｏｎ iｓ ｓｍａｌｌ．
  【Key words】 Mi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wｅr tｈｏrａｃiｃ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rｃiｎｏｍａ ；Ｉｖｏr－Lｅwiｓ；MｃKｅｏwｎ；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tiｏｎ；Ｃｏｍｐｌiｃａtiｏｎｓ

（The Practical Journal of Cancer，2021，3６：1509 ～1511）

  食管癌作为常见消化道恶性肿瘤，多位于胸中下
段。 既往开腹、开胸手术为治疗食管癌常用术式，手术
损伤大，临床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1］ 。 近年来微创手
术在食管癌治疗中逐渐开展，其中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
术、MｃKｅｏwｎ 术作为常用术式，但两者吻合部位不
同［2－3］ 。 鉴于此，本研究将探讨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 术治

疗胸中下段食管癌的效果及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并与 MｃKｅｏwｎ 术应用效果对比，为食管癌治疗术式的
选取提供依据。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8年 5月至 2020年 5 月我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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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4例胸中下段食管癌患者临床资料，依据治疗术
式的不同将其分为2组，将接受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术治
疗的 ６2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将接受全腔镜 MｃKｅｏwｎ
术治疗的 ６2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本研究获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 观察组：女性 25 例，男性 37 例；年龄 32
～7６ 岁，平均年龄（59．71 ±4．35）岁；ＴNM 分期：Ⅰ
期、Ⅱ期、Ⅲ期分别为 19 例、31例、12例；病灶部位：胸
中段、胸下段分别为 35 例、27 例。 对照组：女性 28
例，男性 34 例；年龄 32 ～78 岁，平均年龄（59．６7 ±
4．31）岁；ＴNM分期：Ⅰ期、Ⅱ期、Ⅲ期分别为 20 例、30
例、12 例；病灶部位：胸中段、胸下段分别为 37 例、25
例。 2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入选标准
  纳入：①临床资料较为完整；②经胃镜、病理学检
查确诊；③术前无淋巴结远处转移；④可耐受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术、MｃKｅｏwｎ 术治疗。 排除： ①术前接受过
其他肿瘤相关治疗；②凝血功能障碍；③胸腹腔粘连。
1．3 方法
  2组均采用双腔气管插管静息复合全身麻醉。 观
察组采用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 术治疗，患者取仰卧位，取
切口（10 ｍｍ）于脐下 1指，完成人工气腹建立，将腹腔
镜置入，对胃小弯、胃大弯进行游离，清扫胃左动脉旁
淋巴结，游离膈肌脚，将食管裂孔扩大，清扫贲门旁淋
巴结，游离全胃，食管于贲门处离断，胃体牵出，制备管
状胃，将空肠营养管置入，向腹腔纳入管状胃，未见活
动性出血后缝合切口；调整患者体位为左侧卧位，将胸
腔镜经右侧腋中线第 7 肋间置入，沿食管游离至食管
裂孔，清扫喉返神经、全胸及膈肌等上淋巴结，将荷包
钳在病灶上缘置入缝合荷包，收紧缝线打结，食管切
断，取出肿瘤，切开顶部取切口，置入吻合器，完成食管
胃顶端吻合，胃管经鼻放入并固定，对空肠管顶端进行
固定，将空肠管迁出后，胃管重新置入，将管状胃切口
闭合切除，对吻合口、管胃残端进行缝合，留置胸腔引
流管，缝合切口。 对照组采用全腔镜 MｃKｅｏwｎ 术治
疗，患者取左侧卧位，于胸腔镜下完成食管游离，清扫

胸部淋巴结，与观察组操作相同，随后调整患者体位为
平卧位，于腹腔镜下游离胃，清扫腹部淋巴结，制作管
状胃，游离颈段食管，荷包钳置入缝合，食管切断，取出
肿瘤，经颈部切口拉出管状胃，食管胃顶端吻合，十二
指肠管、胃管留置后，管状胃切口闭合切除，未见明显
出血，缝合切口。
1．4 评价指标
  （1）临床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
扫数目。 （2）免疫功能：术前、术后 3 ｄ 时采集 2 组静
脉血，采用流式细胞仪（美国 ＢＤ 公司提供）及配套试
剂检测 ＣＤ3 ＋、ＣＤ4 ＋、ＣＤ8 ＋。 （3）并发症：胃排空障
碍、吻合口瘘、肺部感染、喉返神经损伤。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22．0 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以百分
数和例数表示，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珋x±s”表示，用
t检验；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指标
  观察组手术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组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对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2组临床指标对比（珋x±s）

组别 手术时间／ｍi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淋巴结清扫

数目／枚
对照组（n ＝６2） 228  ．42 ±38．04 155 牋．31 ±28．79 31  ．15 ±5．21
观察组（n ＝６2） 194  ．2６ ±32．72 149 牋．６3 ±30．15 29  ．37 ±６．05

t 5 ａ．3６1 1 耨．073 1 X．755
P 0 ａ．000 0 耨．28６ 0 X．082

2．2 免疫功能
  术前 2组 ＣＤ3 ＋、ＣＤ4 ＋、ＣＤ8 ＋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术后观察组 ＣＤ3 ＋、ＣＤ4 ＋高于对
照组，ＣＤ8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2组免疫功能对比（珋x±s，％）
时间 ＣＤ3 ＋ t P ＣＤ4 ＋ t P ＣＤ8 ＋ t P

术前

 对照组（n ＝６2） 54 Q．28 ±4．09 0 烫．041 0 ＝．9６8 39  ．94 ±4．51 0 悙．1６1 0  ．872 25 儋．30 ±3．58 0 T．04６ 0 排．9６3
 观察组（n ＝６2） 54 Q．31 ±4．12 40  ．07 ±4．4６ 25 儋．27 ±3．６2
术后

 对照组（n ＝６2） 42 ?．74 ±3．8６ ａ 8 烫．837 0 ＝．000 30  ．41 ±4．15 ａ 8 悙．084 0  ．000 33 乔．79 ±5．04 ａ 7 T．293 0 排．000
 观察组（n ＝６2） 49 ?．15 ±4．21 ａ 3６  ．25 ±3．89 ａ 27 乔．35 ±4．79 ａ

  注：ａ为与同组术前相比，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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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并发症
  观察组吻合口瘘、喉返神经损伤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组胃排空障碍、肺
部感染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 3。

表 3 2组并发症对比（例，％）
组别 胃排空障碍 吻合口瘘 肺部感染 喉返神经损伤

对照组（n ＝６2） 5（8 ǐ．0６） 9（14 棗．52） 10（1６ n．13） 11（17 E．74）
观察组（n ＝６2） 4（６ ǐ．45） 2（3 儍．23） 8（12 Ｚ．90） 3（4  ．84）

χ2 屯0 儍．000 4 [．888 0  ．2６0 5 貂．153
P 1 儍．000 0 [．027 0  ．６10 0 貂．023

3 讨论

  手术切除为治疗食管癌重要方法，手术复杂、难度
较大，涉及切除食管及消化道重建、淋巴结清扫等，既
往开放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4］ 。 近年来医疗技术水
平日益提升，食管癌的外科手术治疗已向个体化及微
创化方向发展，胸腔镜下胸段食管及胃游离、制作管状
胃等在食管癌手术中不断应用。
  目前微创食管癌根治术主要包括全腔镜 MｃKｅ－
ｏwｎ术、Ｉｖｏr－Lｅwiｓ术，两者手术操作基本相同，仅仅区
别于 MｃKｅｏwｎ术于颈部吻合，取右胸及腹部三切口，
而 Ｉｖｏr－Lｅwiｓ术于右胸吻合，取右胸及腹部两切口，故
对 MｃKｅｏwｎ 术、Ｉｖｏr－Lｅwiｓ 术临床应用效果及安全性
进行探究，有助于为食管癌患者手术方法的制定提供
参考［5－7］ 。 食管癌患者术后极易出现免疫抑制现象，其
中 Ｔ淋巴细胞亚群比例的变化有助于评估患者免疫
功能，在手术创伤免疫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8－9］ 。 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手术时间短于对照组，术后 ＣＤ3
＋、ＣＤ4 ＋高于对照组，ＣＤ8 ＋低于对照组，吻合口瘘、
喉返神经损伤发生率低于对照组；2 组术中出血量、淋
巴结清扫数目及胃排空障碍、肺部感染发生率相近。
提示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术、MｃKｅｏwｎ 术治疗效果相当，
但与 MｃKｅｏwｎ 术相比，Ｉｖｏr－Lｅwiｓ 术能够缩短手术耗
时，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减轻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
响。 分析原因可能为 Ｉｖｏr－Lｅwiｓ 术中无需切开颈部，
且无需取腹部辅助切口，有利于缩短手术时间，同时术
中对腹腔无影响，最大程度将食管病灶切除，对纵膈及
双侧淋巴结进行清扫，能够加快患者术后恢复［10］ 。
Ｉｖｏr－Lｅwiｓ术采用两切口完成手术，在右胸吻合，能够
减少颈部操作，减轻对颈部的损伤，避免过多的对喉返
神经造成牵拉及损伤，降低喉返神经损伤发生
率［11－12］ 。 但本次研究中纳入病例数量少且术后观察

时间短，统计数据可能出现一定的偏移，仍需今后深入
研究论证，以对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 术、MｃKｅｏwｎ 术的
远、近期疗效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全腔镜 Ｉｖｏr－Lｅwiｓ 术用于胸中下段食
管癌治疗可取得良好的效果，手术耗时短且并发症少，
对患者免疫功能影响小，临床应用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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