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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复杂手术荟萃·

术前三维重建辅助并存血管变异的
腹腔镜肝癌切除术
吴柯，李靖，尤楠，谷慧英，王梁，王峥，朱毅楠，李洪艳，郑璐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肝胆外科（重庆 400037）

【摘要】 目的

探讨存在血管变异的肝癌患者行腹腔镜肝切除术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0 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 1 例术前诊断为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基于术前
CT 数据进行三维重建并进行肝脏体积计算，从而制定手术规划并进行手术。结果 三维重建结果提示肿瘤位于
右肝中心区域且涵盖Ⅴ、Ⅵ、Ⅶ、Ⅷ段，门静脉存在Ⅱ型变异，门静脉右前支有走向左内叶的分支，右肝静脉分为
腹侧支及背侧支，存在粗大的肝右后下静脉。术前规划：右后叶切除、右前叶切除均不能完整切除肿瘤；若按照
标准右半肝切除，剩余肝脏体积占标准肝体积的 27%；若保留门静脉右前支主干行右肝部分切除术，剩余肝脏体
积占标准肝体积的 41%。根据精准肝切除理念，行腹腔镜下保留门静脉右前支主干的右肝部分切除术，手术过程
顺利。术后肝功能恢复良好。术后出现右侧胸腔积液，经胸腔穿刺抽液后缓解，患者顺利出院。结论 本病例研
究结果提示，对于存在血管变异的肝癌病例，在三维重建技术指导下行腹腔镜下肝部分切除术可增加手术安全
性。
【关键词】 腹腔镜肝切除；三维重建；精准肝切除；血管变异

Preoperativ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assisted laparoscopic liver cancer
resection with vascular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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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laparoscopic liver resection with vascular varia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one patient with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who was admitt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rmy Military University in October 2017,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three-dimensional (3D) reconstruction was completed basing on the preoperative CT data,
then the liver volume was calculated and the preoperative planning was made, finally the subsequent surgery was
performed.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3D reconstruction suggested that the tumor was situated in the central of the right
liver, including the segment Ⅴ, Ⅵ, Ⅶ, and Ⅷ. There was a type Ⅱ portal vein variation, the right anterior branch of the
portal vein divided a branch into the left medial lobe. The right hepatic vein was divided into the ventral and dorsal
branches. There was a thick right posterior inferior vein in this case. The preoperative planning was that the right
posterior lobectomy and right anterior lobectomy could not completely remove the tumor.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right hemihepatectomy, the remaining liver volume accounted for 27% of the standard liver volume. If preserving the
right anterior branch of the portal vein for the right hemihepatectomy, the remaining liver volume accounted for 41% of
the standard liver volume.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precise hepatectomy, the laparoscopic partial right hepatectomy
with preservation of the main branch of the right anterior portal vein was performed smoothly. The live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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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ed well after the surgery. The right pleural effusion appeared after the surgery, then was relieved by the
thoracentesis. Conclusion For primary liver cancer patient with vascular variation, laparoscopic liver resection is feasible
and safe basing on guide of 3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Keywords】 laparoscopic liver resection;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precise hepatectomy; vascular
variation

近年来腹腔镜肝切除这一技术逐步得到推广

1.3 影像学检查
我院 CT 检查结果提示：肝右叶后下段占位

应用，已经成为左肝外叶、肝脏浅表病变切除的标
[1]

准术式 。随着腹腔镜、影像学、三维重建等技术的

（图 1a），考虑肝癌可能性大。磁共振成像（MRI）

发展，部分中心已经开展腹腔镜下左、右半肝切除

结果提示：肝脏形态大小未见异常，肝右前上、下

等难度较大的术式。然而对于存在如血管变异等

段可见团块状长 T1 长 T2 信号影，大小约 6.3

复杂情况的腹腔镜肝切除目前国内外只有少数肝

cm×7.5 cm，增强扫描动脉期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及

脏中心有文献

[2-3]

报道。根据近年来提出的精准肝

延迟期强化消退，周围见包膜影，肝胆期未见明显

切除理念，腹腔镜下复杂肝脏肿瘤切除不仅要求彻

造影剂摄取（图 1b）。

底切除病灶，而且需确保剩余肝脏结构完整和功能

1.4 三维重建

[4]

性体积最大化 。在进行腹腔镜下肝脏肿瘤切除

应用三维重建软件对 CT 数据进行重建，三维

前，需结合患者肝功能、肝脏储备功能、三维重建

重建结果提示肿瘤位于右肝中心区域，涵盖Ⅴ、

等进行综合评估，严格遵循循证医学原则，结合传

Ⅵ、Ⅶ、Ⅷ段（图 1c）；肝动脉无明显变异，但门静

统外科经验，进行个体化手术方案设计。本研究通

脉及肝静脉均存在变异情况，门静脉为Ⅱ型变异

过回顾性分析 1 例肝癌手术病例，深入学习、理解

[5]

肝内的血管变异情况，并探讨三维重建技术及个体

在粗大的肝右后下静脉（图 1e）；右肝静脉分为腹

化分析在腹腔镜肝切除中的重要性。

侧支及背侧支（图 1f）。使用软件进行全肝体积、

，门静脉右前支有供应左内叶的分支（图 1d）；存

肿瘤体积计算，测得全肝体积 1 273.3 mL，肿瘤体

1 临床资料

积 154.0 mL。患者体表面积为 1.73 m2，计算标准

1.1 病史简介

肝体积为 1 224.1 mL。

患者，男，64 岁。因“发现肝占位性病变 2 个
月”于 2017 年 10 月入住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1.5 术前评估及手术规划
患者老年男性，身高 168 cm，体质量 64 kg，

院。既往 1 年前于外院诊断为前列腺增生症。否

ECOG 评分 0 分，营养风险评分为 0 分，肝功能

认肝炎病史，否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史。家

Child-Pugh 评分 5 分，肝功能分级为 A 级，ICGR15

族中无恶性肿瘤史。体格检查：全身皮肤、巩膜无

为 2.6%，心肺功能未见明显异常，肾功能、凝血功

黄染，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腹部未触及确切包

能无明显异常，MRCP 检查未见明显胆管变异。可

块。

考虑的治疗方案包括肝移植、肝肿瘤切除、介入治

1.2 实验室检查

疗等。结合治疗效果及患方经济条件、治疗需求等
9

血常规：血红蛋白 167 g/L，血小板 205×10 /L，
9

各方面因素，决定行腹腔镜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

白细胞计数 7.04×10 /L，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74.0%；

在三维重建模型上进行虚拟切除并进行剩余肝体

血生化：总胆红素 18.5 μmol/L，直接胆红素（DB）

积计算，若行标准右后叶切除或右前叶切除均不能

3.7 μmol/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69.7 U/L，门

完整切除肿瘤；若按照标准右半肝切除，剩余肝脏

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47.0 U/L，白蛋白 47.9

体积占标准肝体积的 27%，术后发生肝功能衰竭风

g/L，肌酐 72.0 μmol/L，钠 140.2 mmol/L，钾 3.95

险较大。若保留门静脉右前支主干行右肝部分切

mmol/L；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时间 11.5 s，国际标

除术，则剩余肝脏体积占标准肝体积的 41%，达到

准化比值 0.98；乙肝标志物五项：HBsAg（–）、

安全性肝切除的要求，即合并肝硬化、ICGR15 正常

HBsAb（–）、HBeAg（–）、HBeAb（+）和

的患者剩余肝体积占标准肝体积需≥40% 。另外

HBcAb（+），甲胎蛋白 6.75 μg/L，CA19-9 2.93

可考虑的方案为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二次

U/mL。吲哚菁绿 15 min 滞留率（ICGR15）试验为

肝切除术（ALPPS），但 ALPPS 需行两次手术，目前

2.6%。

仍有较高的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同时面临残肝

[6]

时间
图1

500
400
300
200
100
0

时间

80
60
40
20
0
术 术
后 前
第
术
后 1天
第
术
后 3天
第
术
后 5天
第
7天

DB（μmol/L）

1000
800
600
400
200
0

术 术
后 前
第
术
后 1天
第
术
后 3天
第
术
后 5天
第
7天

AST（U/L）

•3•

术 术
后 前
第
术
后 1天
第
术
后 3天
第
术
后 5天
第
7天

ALT（U/L）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8 年 10 月第 25 卷第 x 期

时间

示患者术前影像检查、三维重建、手术中典型图及术后结果

a：术前腹部 CT 结果肝占位（箭头）；b：术前腹部 MRI 结果见肝右前上、下段可见团块状信号影（箭头）；c：三维重建见肿瘤涵盖
Ⅴ、Ⅵ、Ⅶ、Ⅷ段（白箭）；d：三维重建见门静脉右前支左内叶分支（上面箭头）和门静脉Ⅱ型变异（下面箭头）；e：三维重建见肝右后
下静脉（白箭）；f：三维重建见右肝静脉背侧支（上面箭头）和右肝静脉腹侧支（下面箭头）；g：术中见肝右后叶肝蒂（白箭）；h：术
中见肝右后下静脉（白箭）；i：术中见肝右前叶肝蒂（白箭）；j：术中见肝右前叶肝蒂第一分支（白箭）；k：术中见肝右前叶肝蒂第二
分支（白箭）；l：术中见肝右前叶肝蒂第三分支（白箭）；m：术中见右肝静脉（白箭）；n：切除标本；o：术后病理结果
（HE ×10）；p：术后复查 CT 见门静脉右前支（黑箭）；q：术后复查 CT 见门静脉右前支左内叶分支（黑箭）；r：术后 ALT；s：术后
AST；t：术后 DB

再生不足等风险

[7-8]

。综合评估后决定行腹腔镜下

保留门静脉右前支主干的右肝部分切除术。

患者取仰卧、分腿位，常规消毒、铺巾。戳卡布
局：脐部右侧约 2 cm 处做一切口，置入 12 mm 戳
卡，作为观察孔；剑突下做一切口，置入 12 mm 戳

2 手术步骤

卡，作为左侧主操作孔；脐部与剑突中点处做一切

患者在全麻下行腹腔镜下肝部分切除术、胆囊

口，置入 5 mm 戳卡，作为副操作孔；右侧锁骨中

切除术。麻醉采取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气腹为

线处肋缘下约 5 cm 处做一切口，置入 12 mm 戳

CO 2 ，气腹压力 12～14 mm Hg （1 mm Hg=0.133

卡，作为右侧主操作孔，右侧腋中线肋缘下做一切

kPa），术中行中心静脉压（CVP）控制，保证 CVP<5

口，置入 5 mm 戳卡，作为副操作孔。其中持镜手

[9]

cm H 2 O（1 cm H 2 O=0.098 kPa） 。手术步骤如下：

站于两腿中间，主刀站于患者右侧，助手站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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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探查见：腹腔内无腹水，肝脏呈轻度肝硬化

部 CT（图 1p、图 1q）提示：肝脏肿瘤术后改变，术

表现，肝脏表面未见明显包块。胆囊大小正常，未

区少量积液。术后复查肝功能恢复良好（图 1r—图

触及结石，胆囊三角解剖清楚，胆总管外径约 6

1t）。

mm。腹腔未见肿大淋巴结。胃、十二指肠、胰腺、

4 讨论

脾、肠道等探查未见异常。术中 B 超探查见右肝内
显包块。常规于第一肝门处置入肝门阻断带，顺行

4.1 肝脏血管变异的认识与理解
手术切除仍是目前治疗肝恶性肿瘤最有效的

切除胆囊。离断肝圆韧带、镰状韧带，离断部分右

手段 。在肝脏肿瘤手术中，往往需要处理肝内的

侧冠状韧带、右侧三角韧带、肝肾韧带，术中 B 超

各类管道，若肝脏血管存在变异，则无疑增加了手

定位肝中静脉，并于肝脏表面标记预切线。沿预切

术难度。对肝脏血管变异的认识与理解对复杂性

线切开肝包膜，使用超声刀由浅入深、由足侧向头

肝脏肿瘤手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肝脏的血管

侧逐步离断肝实质，所遇管道结构以钛夹、塑料结

系统主要包括肝动脉、门静脉及肝静脉。

扎夹夹闭后离断。断肝过程中若遇出血，则予以阻

4.1.1 肝动脉变异

断第一肝门，每次阻断 10 min，松开复流 5 min。

[12]

分离至第一肝门时，分离出肝右后叶肝蒂（图 1g），

型标准有 Michels 分型及 Hitta 分型，其中 Hitta 分

以直线切割闭合器离断。游离出肝右后下静脉（图

型标准将肝动脉分为 6 型 。Ⅰ型：正常解剖结构

1h），以直线切割闭合器离断。再分离出数支肝短

型；Ⅱ型：替代或副肝左动脉起源于胃左动脉；

静脉，分别予以夹闭后离断。继续离断肝实质，于

Ⅲ型：替代或副肝右动脉起源于肠系膜上动脉；

肝内寻及肝右前叶肝蒂（图 1i），沿右前叶肝蒂右

Ⅳ型：双替代型，即变异肝左动脉起源于胃左动

侧离断数支分支（图 1j—图 1l）。向上继续分离至

脉+变异肝右动脉起源于肠系膜上动脉；Ⅴ型：肝

第二肝门处时分离出右肝静脉（图 1m），以直线切

总动脉起源于肠系膜上动脉；Ⅵ型：肝总动脉起

割闭合器离断。继续分离剩余肝周韧带，直至完整

源于腹主动脉。

切除标本。延长剑突下腹部切口，标本装袋后于该

4.1.2 门静脉变异

有一实质性包块，大小约 8 cm×6 cm，余肝未见明

[11]

肝动脉存在很大变异，据文献

报道其变异率为 20%～50%。目前使用较多的分
[13]

门静脉变异也较为常见，可分

[14]

切口取出。肝脏断面予以电凝止血、缝扎止血。低

为 5 型 ：正常型：门静脉主干在肝门处分为左支

渗水冲洗腹腔。检查无出血、胆漏，各结扎夹牢靠

和右支。Ⅰ型变异：门静脉主干在肝门处呈三叉

无脱落，残肝无明显淤血、缺血表现，于右膈下置

状直接分为左支、右前支和右后支。Ⅱ型变异：门

入硅胶引流管 1 根，自右侧锁骨中线处肋缘下切口

静脉主干先发出右后支，向上行分为右前支和左

处引出并固定，停止气腹，逐层关腹。台下剖开标

支。Ⅲ型变异：门静脉右支水平分出前支和后

本（图 1n），病灶大小约 7 cm×5 cm×4 cm，剖面呈

支。Ⅳ型变异：门静脉左支水平段缺如。特殊变

鱼肉样，边界清楚，内部可见出血坏死，未见确切

异：门静脉左支来自于右前支。

卫星灶。胆囊大小正常，大小约 7 cm×4 cm×3 cm。

4.1.3 肝静脉变异

术中出血约 500 mL，术中未输血，术后安全返回病

为 3 型：Ⅰ型：肝左静脉和肝中静脉共干汇入下

房。

腔静脉，肝右静脉单独汇入下腔静脉；Ⅱ型：三支

肝静脉汇入下腔静脉的方式分

肝静脉分别汇入下腔静脉；Ⅲ型：肝左静脉单独

3 术后管理

汇入下腔静脉，肝右静脉与肝中静脉共干汇入下腔

术后按照加速康复外科理念进行术后管理，术
[10]

静脉

[15]

。其中肝左静脉根据文献

[16]

报道可分为 3

后 2 h 拔除胃管，给予镇痛、抑酸、抗炎治疗 ，同

型：Ⅰ型：左外叶上下部肝静脉支在脐裂处汇合

时给予二代头孢预防感染、磷脂酰胆碱及异甘草酸

为肝左静脉主干，主干沿途接收静脉支；Ⅱ型：左

镁二联保肝、补充电解质及能量等对症支持治疗。

外叶上下部肝静脉支在接近第二肝门处汇合为肝

术后第 1 天恢复流质饮食，术后第 2 天下床活动，

左静脉；Ⅲ型：呈单一主干，汇集细小的多支左外

术后第 3 天拔除腹腔引流管。术后病理检查结

叶上、下部肝静脉。肝中静脉根据文献 报道分为

果：肝脏包块高分化肝细胞性肝癌，切缘无癌细

3 型：Ⅰ型：左内叶下部与右前叶下部的大小相等

胞，周围肝组织汇管区慢性炎；胆囊慢性炎（图

的两支肝静脉汇合成干，沿途接收多支细小静脉；

1o）。患者术后第 6 天出现气促表现，复查胸片提

Ⅱ型：呈单一主干，全程接收邻近肝组织的回流静

示右侧胸腔积液，行胸腔穿刺抽液术。术后复查腹

脉；Ⅲ型：形态上与Ⅰ型类似，但静脉支深入到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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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叶。肝右静脉根据报道分为 3 型 ：Ⅰ型：有粗

区域坏死，因此术后发生肝功能衰竭的风险较大。

大的肝右静脉引流肝右叶的大部分，伴有小的肝右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为行次右半肝切除，即离断门

后静脉引流肝右叶的后下小部分静脉；Ⅱ型：有

静脉右后支而保留门静脉右前支主干及左侧分支，

中等大小的肝右静脉及肝右后静脉引流肝右后叶

通过这一方法计算剩余肝脏体积为 41%，达到了安

下部；Ⅲ型：肝右静脉只引流右后叶小部分肝静

全性肝切除的标准。该手术关键点在于：① 第一

脉，同时有较粗大的肝中静脉及粗大的肝右后静脉

肝门处理：先离断门静脉右后支，离断部分肝实质

引流大部分肝右后叶静脉。

后于肝内寻及门静脉右前支主干，保留该主干及左

总之，掌握肝脏的血管解剖变异对手术决策以

侧分支，离断右侧分支；② 第三肝门处理：离断

及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手术疗效有重要的

粗大肝右后下静脉及数支肝短静脉，暴露出腔静脉

[19]

。以门静脉及肝静脉变异为例：如门静脉

旁间隙；③ 第二肝门处理：在肝内游离出右肝静

Ⅳ型变异行右半肝切除术前未发现变异，按常规右

脉，予以离断；④ 另外，断肝平面的选择也非常重

半肝切除时术后就可能出现肝功能衰竭；如Ⅳ段

要，因为这一例患者存在门静脉解剖变异，所以无

肝静脉汇入左肝静脉时行联合中肝静脉切除的右

法鞘内解剖出门静脉右支或鞘外分离出右肝蒂，因

半肝切除是安全的；如有粗大的肝右后下静脉，门

此断肝时无缺血线引导。因为需保留门静脉右前

静脉无变异，则行Ⅶ、Ⅷ段切除或行Ⅴ、Ⅶ、Ⅷ段切

支且需在肝内寻及门静脉右前支主干，因此该例患

除是可行的。

者我们在肝脏表面标记预切线时偏 Cantile 线右侧

4.2 三维重建技术的应用
传统的肝切除手术中，外科医生术前根据影像
学结果在自己的脑中形成三维印象，术中根据经验
[20]
决定切肝体积，这样往往会出现偏差 。随着科技
的发展及医学的进步，目前经验医学已逐渐被循证
医学、精准医学所代替。在肝脏外科领域，精准肝
切除理念已逐步得到认可，并且已在众多肝胆外科
[21]
中心应用于临床 。精准肝切除是近年来形成的一
种新的外科理念和技术体系，旨在彻底清除病灶的
同时确保剩余的肝脏结构完整和功能性体积最大
化，并最大限度控制手术出血和全身创伤侵袭，最
[22-23]
终实现患者最大获益
。在精准肝切除这一技术
体系中，三维重建技术或三维可视化技术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三维重建技术将 CT、MRI 等二维数
据进行数据分析并进行重建，这一技术逐渐改变了
肝脏肿瘤的传统二维诊治模式。在重建的三维模
型上，可清晰显示肝脏、病灶及血管系统的空间结
构及相互间的毗邻关系，还可进行虚拟切除，并且
可对病灶、肝段、剩余肝脏进行精确的定量容积分
析。通过三维重建模型，术前可判断病灶位置、病
灶周围血管走行、血管有无变异，结合体积计算，
可协助手术决策及手术方案的制定。
4.3 经验体会
本研究中通过术前对 CT 影像进行三维重建可
明确肝脏门静脉、肝静脉均存在变异，特别是门静
脉的变异，该例患者门静脉变异属于Ⅱ型变异，且
门静脉右前支有走向左内叶的分支，该例患者若按
照常规右半肝切除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剩余肝体积
不够，二是会损伤供应左内叶的血供，引起该灌注

约 1 cm 进行标记。在离断肝实质的过程中根据肝

作用

内管道或术中 B 超协助调整断肝平面以及寻找门
静脉右前支主干。该例患者在断肝过程中我们采
取的阻断方式为第一肝门阻断，即 Pringle 手法，策
略是按需阻断，即断肝时无出血或少量出血时则不
行阻断，若出血量较多时则予以阻断，每次阻断时
间为 10 min，松开复流 5 min。关于肝门阻断后缺
血再灌注对肝功能的影响的研究无统一定论，但多
数研究者

[24-25]

认为间歇性阻断对术后肝功能恢复影

响较小。该例患者术后肝功能恢复良好也证实了
这一点。

4.4 小结
本病例研究结果提示，针对存在血管变异的肝
癌病例，术前应用三维重建技术有助于明确肝内血
管变异情况，了解病灶与其周围毗邻关系，此类患
者在三维重建技术指导下行腹腔镜下肝部分切除
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安全性。肝内管道的高变
异率、肿瘤的位置及大小的不确定性使肝脏手术千
变万化，个体化的诊疗决策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个
体化精准的术前评估，制定合理的手术方案，使患
者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三维重建技术是个体化
诊疗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手段，精确的三维结构重建
及肝脏体积计算为患者的安全提供了保障。随着
生物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影像导航、3D 打印技
术、术中可视化成像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将在临床
中应用，应用这些技术将更精准地作出诊疗，从而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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