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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腹腔镜技术在胃癌根治术中的运用已有 ２０ 余

年，越来越多的医疗中心开展了该技术。 然而，由于胃癌根
治术的淋巴结清扫范围广泛，需在胃周多层次、多间隙中进

行分离解剖操作，且腹腔镜手术具有一定学习曲线。 因此，
手术团队配合良好尤为重要，能使术者更快渡过学习曲线，
增强手术信心，提高手术质量。 完成一台高质量的腹腔镜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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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根治术，除了需要经验丰富、操作熟练的主刀医师外，能与
主刀默契配合、协助术野暴露和分离的功能型助手，以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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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提供优质画面的扶镜手也不可或缺。 手术团队熟识胃周
血管的解剖及变异，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并采用程序化的
手术步骤和配合，可在完成根治手术同时，让更多患者获得
更微创的手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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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历经 ２０ 余年的发展，由于其

微创优势及手术技术的进步，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医
疗中心得到开展和探索 ［１－３］ 。 然而，由于胃的解剖
层面多，血供丰富，胃癌根治术中淋巴结清扫范围广
泛，加之腹腔镜手术器械操作的特点，因此，手术难
度较大，技术要求高。 如何安全、有效地施行腹腔镜
胃癌根治术是外科医师关注的焦点。 规范的腹腔镜
胃癌手术需要术者遵循胃癌根治术的要求，熟识胃
周血管的正常解剖及变异，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并
通过程序化的手术步骤与团队配合，在保证根治性
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腹腔镜的微创优势。 笔者结
合自身团队超过 ５ ０００ 例腹腔镜胃癌手术的经验和
相关文献资料，总结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中团队配合
的策略与技巧。
１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中团队配合的重要性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要成为治疗胃癌的常规方法

之一，必须遵循开腹胃癌根治术的要求，施行规范的
胃周淋巴结清扫 ［４］ 。 然而，由于腹腔镜胃癌根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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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失去了手的触觉和开放器械的暴露，手术操作局

松结缔组织，有利于横结肠系膜前叶的分离，沿着中

限于气腹形成的相对狭小的腹腔内空间，对胃体游

结肠静脉表面向胰腺下缘方向可显露胃网膜右动、

离和淋巴结清扫较传统手术更为困难。 因此，在腹

静脉，彻底清扫幽门下淋巴结 ［１１］ 。 在胰腺上缘区域

腔镜胃癌根治术中，经验丰富、操作熟练的主刀医师

淋巴结清扫过程中，笔者团队则采用脾动脉干近端

和能与主刀医师默契配合、协助术野暴露，甚至分离

入路：即清扫胰腺上缘区域淋巴结时，首先从胃胰皱

操作的功能型助手，以及能够提供优质画面的扶镜

襞左侧进入胰腺上缘的胰后间隙，显露脾动脉干，清

手是完成高质量手术的必需条件。 良好的团队配合
能使术者更好、更快地渡过学习曲线，增强手术信
心，并且提高手术质量。

扫第 １１ｐ 组淋巴结，而后由左向右依次清扫第 ７、９、

８ａ 组等淋巴结。 脾动脉干起始位置相对恒定，解剖
变异少，且通常与胰腺上缘距离最近，剥离胰腺包膜
后很容易显露该段血管，以此为解剖标志向右可进

２

根据胃周解剖特点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是高效

完成淋巴结清扫的前提
胃壁各层的淋巴管网按一定的流动方向相互吻

一步显露腹腔动脉、 胃左动脉 及 肝 总 动 脉 ［１２］ 。 此
外，笔者团队资料及文献报道均显示：第 １１ｐ 组淋巴
结转移率在胰腺上缘区淋巴结组别中最低，清扫难

合沟通，大体与胃周血管伴行，故胃癌淋巴结清扫的

度较小 ［１３－１４］ 。 脾门区域淋巴结清扫在腹腔镜胃癌

过程也是胃周血管的暴露与裸化过程。 手术团队熟

根治术淋巴结清扫中最为困难，笔者团队采用左侧

识胃周血管解剖知识，对安全有效地施行腹腔镜胃

入路：即从胰尾部上缘分离胰腺被膜进入胰腺上缘

癌根治术具有重要意义。

的胰后间隙显露脾下叶血管，裸化并结扎胃网膜左

胃的血供主要来自腹腔动脉系统，其主要围绕
在胰腺周围。 因此，胰腺是胃周淋巴结清扫、裸化血
管的解剖中心。 由右向左，在胰头表面及其下缘处

血管根部，清扫第 ４ｓｂ 组淋巴结，后沿脾动脉干中部
向脾门方向清扫第 １１ｄ 组和第 １０ 组淋巴结。 胰尾
处的胰腺被膜相对疏松，分离后很容易进入胰后间

有胃网膜右动、静脉及其分支；胰体部的胰腺上缘有

隙，同时，胃网膜左血管离断后能使大网膜游离更充

腹腔动脉及其三大分支：脾动脉干、胃左动脉和肝总

分，为下一步淋巴结清扫创造有利条件 ［１５－１６］ 。

动脉，肝总动脉又分出胃十二指肠动脉、肝固有动脉
和胃右动脉；而在胰尾附近有胃网膜左血管、脾叶血

３

采用程序化的手术步骤和团队配合模式

管和胃短血管。 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中，外科医师

选择合理的手术步骤，采用程序化的手术操作，

不仅需详细了解和认识这些血管的正常解剖位置及

可简化手术过程，使复杂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手术常

走行外，还应认识其变异情况。 若对血管解剖变异

规化，提高手术效率，且易于推广和教学。

认识不足，常导致变异血管损伤出血，影响手术顺利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中淋巴结清扫大体遵循自下

进行。 笔者团队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的临床实践

而上、由右及左、先胃大弯后胃小弯的原则顺序进

中，对胃周血管解剖变异情况进行总结，如胃网膜右

行 ［１７］ 。 该顺序具体如下，（１） 远端胃大部切除术：第

静脉的不同汇入方式、肝总动脉缺如的血管分型、冠
状静脉的走行变异以及脾叶血管分型等，为腹腔镜
胃癌根治术的运用提供了较好的解剖学基础，也是
手术安全、有效施行的重要保证

［５－１０］

。

此外，根据胃周血管解剖特点，选择合适的手术

６ 组➝第 １１ｐ、７、９ 组➝第 ３、１ 组➝第 ８ａ、５、１２ａ 组➝

第 ４ｓｂ 组。 （２） 全胃切除术：第 ６ 组➝第 １１ｐ、７、９ 组
➝第 ８ａ、５、１２ａ 组➝第 １ 组➝第 ４ｓｂ 组➝第 １０、１１ｄ

组➝第 ２ 组。 该淋巴结清扫顺序优点为避免了手术
体位频繁变动，减少了对病变胃壁组织的钳夹和翻

入路是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成功施行的开始，也是手

动，手术视野暴露好；还可使需分离的组织由下而上

术顺利进行的前提。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的手术入

连成一片，最大限度遵循了整块切除原则。 因此，腹

路，须与患者体位、术者站位、淋巴结清扫顺序和解

腔镜胃癌根治术中团队配合过程也根据该清扫流程

剖特点等相适应。 如在幽门下区域淋巴结清扫时，

进行，在不同区域淋巴结清扫过程中采用不同的配合

笔者团队采用中结肠静脉入路：即在幽门下区分离

模式。

横结肠系膜前叶时，首先显露中结肠静脉。 由于右

３．１

幽门下区域淋巴结清扫

侧横结肠上缘的横结肠系膜前后叶之间的融合间隙

幽门下区域淋巴结清扫前，助手应将分离的大

即位于中结肠静脉的表面，此静脉位置较浅表，且静

网膜置于胃前壁左上腹腔。 主刀医师左手可持无创

脉的紫蓝色易与周围脂肪组织鉴别。 此间隙内含疏

抓钳下压横结肠系膜后叶，有时为了获得更好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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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效果，可将无创抓钳含着小纱布下压组织，同时也

后壁，采用钝、锐性交替分离的方法由胃小弯中部向

可避免器械对组织的损伤。 助手左手持无创肠钳，

贲门右侧方向裸化胃小弯。 胃小弯侧入胃的血管较

抓持胃窦大弯侧网膜组织，并向前向患者左季肋区

多，超声刀在分离过程中，应完全夹闭该处血管，采

牵引，显露整个幽门下区域，右手则持无创抓钳上提

用慢档将血管完全凝闭离断，避免术中出血。

已经分离的横结肠系膜前叶，与主刀医师的下压形

３．４

成对抗牵引，保证局部解剖的适当张力。 此时，扶镜

胰腺上缘右侧区域淋巴结清扫

胰腺上缘右侧区域淋巴结包括第 ８ａ、５、１２ａ 组

手应以胰头为水平参照，助手上提的胃网膜右血管

淋巴结。 此区域中助手左手稍张开肠钳，向上、向患

为竖直参照，根据手术进程变化远近距离提供清晰

者右侧挑起胃窦后壁，显露胰腺上缘右侧、肝固有动

手术视野。 主刀医师右手使用超声刀，沿中结肠静

脉前方空间，右手则持胃钳协助主刀医师将局部待

脉表面往胰腺下缘方向分离横结肠系膜前后叶，可

切除组织上提，与主刀医师左手下压的胰体形成局

于胰腺下方显露肠系膜上静脉根部及胃结肠干的汇

部对抗张力。 此区域扶镜手的水平参照仍为胰体

入点，超声刀继续向右沿着胃结肠静脉表面分离幽

部，助手上提的胃右血管为垂直参照。 主刀医师采

门下淋巴结脂肪组织，并往胰头方向裸化胃网膜右

用超声刀 沿 肝 总 动 脉 表 面 自 左 向 右， 分 离 清 扫 第

动、静脉，结扎离断该动、静脉即可清扫幽门下区域
淋巴结。
３．２

胰腺上缘左侧区域淋巴结清扫

胰腺上缘左侧区域淋巴结包括第 １１ｐ、７、９ 组和

８ａ 组淋巴结，显露肝固有动脉和胃右血管根部，裸
化离断胃右血管，清扫第 ５ 组和第 １２ａ 组淋巴结，并
于肝十二指肠韧带前叶的右侧打开一个“ 窗口” ，为
下一步从胃前方离断肝胃韧带提供准确切入点。

部分第 ８ａ 组淋巴结。 此区域淋巴结清扫前，助手应

３．５

将清扫后的幽门下脂肪淋巴结组织和大网膜置于胃

脾门区血管走行复杂，位置深在，手术操作空间

前壁与肝下缘之间，利用左肝固定网膜组织，可减少

狭小，且常被较多网膜脂肪组织覆盖，是目前腹腔镜

网膜垂落。 而助手左 手 应 抓 持 胃 胰 皱 襞 中 上 １ ／ ３

脾门区淋巴结清扫

胃癌根治术中操作最为困难的区域。 笔者团队在临

处，并向前、向上牵拉，将胃壁和网膜组织等挡于肠

床实践中，结合脾门区解剖以及腹腔镜器械操作的

钳后方，显露胰腺上缘左侧区域。 主刀医师此时左

特点，总结出“ 黄氏三步法” ，通过循序渐进的分步

手将无创抓钳含着小纱布，下压胰体部，与助手上提

操作，使手术操作程序化：第一步为脾下极区域淋巴

的胃胰皱襞形成一定张力。 扶镜手则以胰体为水平

结清扫，超声刀沿胰尾处显露脾下叶血管，在根部裸

参照，助手牵拉上提的胃胰皱襞为竖直参照提供手
术画面。 主刀医师将超声刀紧贴胰腺表面细致剥离
胰腺被膜至胰腺上缘水平，打开胃胰皱襞进入胰后
间隙，首先显露脾动脉起始处。 助手右手上提已分
离的脂肪淋巴结组织，主刀医师采用超声刀非功能
面紧贴脾动脉沿其表面解剖间隙向左至胃后血管根
部，结扎切断胃后血管，并沿左侧膈肌脚方向清扫脂

化并离断胃网膜左血管，而后再离断 １ ～ ２ 支胃短血
管；第二步为脾动脉干区域淋巴结清扫，沿脾动脉干
中部向脾门方向清扫第 １１ｄ 组淋巴结，并裸化脾中
叶血管及 ２ ～ ３ 支胃短血管；第三步为脾上极区域淋
巴结清扫，沿脾上极附近裸化脾上叶血管，并离断最
后 １ 支胃短血管，完成脾门淋巴结清扫 ［１８］ 。 手术过
程中助手配合主刀医师，通过特定的牵拉暴露，显露

肪淋巴结组织；而后向右裸化至腹腔干，于根部裸化

手术区域：第一步，助手应将已经游离的网膜组织置

胃左动脉和肝总动脉起始段，在肝总动脉水平结扎

于患者右季肋区及胃前壁，左手抓钳向上提起胃脾

切断冠状静脉，根部结扎切断胃左动脉，裸化腹腔干

韧带，显露脾下极区域空间；第二步，助手左手牵拉

及膈肌脚，完成该区域淋巴结清扫。

胃底大弯侧后壁，向右上方翻转，使网膜和胃壁组织

３．３

胃小弯侧淋巴结清扫

挡于抓钳后方，显露整个脾动脉远端至脾门处的区

在远端胃癌根治术中，需要裸化胃小弯，清扫第

域；第三步，助手应将大网膜及已经分离的脾门处脂

１、３ 组淋巴结脂肪组织。 笔者团队通常从胃小弯后
壁向前壁方向裸化。 此时，助手左手仍抓持胃胰皱

襞中上 １ ／ ３ 处，但其方向应向前、并稍往患者右侧牵

肪淋巴结组织置于患者腹腔右下方，显露左季肋区
空间，而后左手抓钳钳夹胃底大弯侧，向右下方牵
引，显露脾上极区域。 此区域扶镜手应以脾门作为

拉。 主刀医师左手抓持胃小弯后壁，并向下、向患者

水平参照，助手上提的胃短血管为垂直参照，但由于

左侧牵拉，使胃后壁形成一定张力。 扶镜手应将胃

手术操作空间极为狭小，解剖较为复杂，因此通常采

小弯上段置于水平位置。 主刀医师采用超声刀沿胃

用近景视觉，以便术者认清解剖结构，安全有效地施

·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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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淋巴结清扫。 “ 黄氏三步法” 降低了手术难度，使
腹腔镜下常规对进展期胃中上部癌进行保脾脾门淋
巴结清扫成为可能 ［１９－２０］ 。

３．６

贲门区域淋巴结清扫

贲门区域淋巴结包括第 １ 组和第 ２ 组淋巴结，

两者清扫顺序上略有不同。 第 １ 组淋巴结清扫，通
常在胰腺上缘右侧区域淋巴结清扫后，助手利用左
手肠钳挑起左肝外叶，为分离肝胃韧带提供手术空
间，术者左手向右下方牵拉胃前壁，利用超声刀从胃
十二指肠韧带右侧的“ 窗口” 开始向左分离肝胃韧
带，直至贲门右侧，裸化右侧食管和离断右侧迷走神
经，清扫第 １ 组淋巴结。

而第 ２ 组淋巴结则在完成脾上极区域淋巴结清

扫后，助手牵拉方式不变，主刀则沿左侧膈肌分离胃
膈韧带，至贲门左侧，裸化左侧食管和分离左侧迷走
神经，完成第 ２ 组淋巴结清扫。
４

结语
总之，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中淋巴结清扫难度较

大，其规范化手术的施行任重而道远。 这需要术者
团队具有较好的胃周血管解剖基础，选择合适的手
术入路，采用程序化的手术步骤和配合，更好地发挥
腹腔镜的微创优势，使患者受益。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 １］
［２］

［ ３］

［４］

［ ５］

［６］

［ ７］

考

文

献

Ｋｉｔａｎｏ Ｓ， Ｉｓｏ Ｙ， Ｍｏｒｉｙａｍａ Ｍ， ｅｔ 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Ｂｉｌｌｒｏｔｈ
Ⅰ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Ｊ］ ． Ｓｕｒｇ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 Ｅｎｄｏｓｃ，１９９４，４（２） ：１４６⁃１４８．
Ｈｕ Ｙ， Ｈｕａｎｇ Ｃ， Ｓｕｎ Ｙ， ｅｔ ａｌ．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ｐａ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ｐｅｎ Ｄ２ Ｄｉｓ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６，
３４（１２） ：１３５０⁃１３５７．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 ＪＣＯ．２０１５．６３．７２１５．
Ｐａｒｋ ＹＫ， Ｙｏｏｎ ＨＭ， Ｋｉｍ ＹＷ， ｅｔ 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ｐｅｎ Ｄ２ Ｄｉｓ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Ｐｈａｓｅ Ⅱ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 ＣＯＡＣＴ
１００１） ［ Ｊ］ ．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８， ２６７ （ ４ ） ： ６３８⁃６４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ＳＬ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１６８．
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腹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中国研
究型医院学会机器人与腹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中国腹腔镜
胃肠外科研究组．中国腹腔镜胃癌根治手术质量控制专家共识
（２０１７ 版） ［ Ｊ］ ． 中 华 消 化 外 科 杂 志， ２０１７， １６ （ ６ ） ： ５３９⁃５４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７５２．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１．
Ｃａｏ ＬＬ， Ｈｕａｎｇ ＣＭ， Ｌｕ Ｊ，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Ｇａｓｔｒｏｅｐｉｐｌｏｉｃ Ｖｅｉｎ ｏｎ Ｎｏ．６ Ｌｙｍｐｈａｄｅｎｅｃｔｏｍ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Ｊ］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５，９４（ ３３） ：
ｅ１３８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ｍ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８３．
Ｈｕａｎｇ ＣＭ， Ｃｈｅｎ ＲＦ， Ｃｈｅｎ ＱＹ，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
６⁃Ｔｙｐ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 ，
２０１５，９４（３２） ：ｅ１２８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Ｍ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８０．
Ｈｕａｎｇ ＣＭ， Ｗａｎｇ ＪＢ， Ｗ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Ｌｅｆｔ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ｖｅ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ｒ⁃
ｓａｌ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ｌｅｎｉｃ ａｒｔｅｒｙ： ａ ｒａｒｅ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ｄｕｒ⁃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Ｓｕｒｇ，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Ｖｏｌ．１８，Ｎｏ．３

ｉｎｇ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 Ｓｕｒｇ Ｒａｄｉｏｌ Ａｎａｔ，２０１４，３６（ ２） ：１７３⁃１８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７６⁃０１３⁃１１５４⁃９．
［ ８］ Ｗａｎｇ Ｙ， Ｈｕａｎｇ ＣＭ， Ｚｈｅｎｇ ＣＨ， ｅｔ 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Ｖｅ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
ｍｙ［ Ｊ］ ． Ａｎａ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１３，３（２） ：１０００１２７． ＤＯＩ：１０．４１７２ ／ ２１６１⁃
０９４０．１０００１２７．
［９］ Ｈｕａｎｇ ＣＭ， Ｃｈｅｎ ＱＹ， Ｌｉｎ ＪＸ， ｅｔ 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ｐｌｅｅｎ⁃ｐｒｅｓｅｒ⁃
ｖｉｎｇ ｓｐｌｅｎｉｃ ｈｉｌａｒ ｌｙｍｐｈａｄｅｎｅｃｔｏｍ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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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８３２．
［１４］ 梁寒．从进展期胃癌淋巴结转移规律规范胃周淋巴结清扫［ Ｊ］ ．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４ （ ２） ：８６⁃８９．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０２７４．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３．
［１５］ Ｈｕａｎｇ ＣＭ， Ｃｈｅｎ ＱＹ， Ｌｉｎ ＪＸ， ｅｔ 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ｐｌｅｅｎ⁃ｐｒｅｓ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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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１４，２６（２）：２０８⁃２１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７８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９６０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５．
［１９］ Ｋｉｍ ＭＧ， Ｋａｗａｄａ Ｈ， Ｋｉｍ ＢＳ， ｅｔ ａｌ． Ａ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ｉｓ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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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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