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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诊断腹水病因3例
郑永志, 王 东, 陈丹磊, 吴仁培, 杨 丽, 于恩达, 郑成竹, 李兆申

■背景资料

经胃腹腔探查
及活检术属于
NOTES的范畴,
该项新型微创技
术具有手术创伤
小、恢复快、腹
壁无疤痕、无疼
痛等诸多优点, 被
誉为有可能继开
腹手术和腹腔镜
之后的第3代手术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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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cations occurred.
CONCLUSION: Transgastric endoscopic peritoneoscopy is a safe and feasible method for causal
diagnosis of ascites.
Key Words: Endoscope; Transgastric endoscopic
surgery; Ascites; Peritone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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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初步探讨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在
腹水病因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
长海医院消化科和普外科共同开展的3例腹水
待查患者, 在完善各项常规检查后仍无法明确
腹水性质, 遂进行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
结果: 3例患者腹水性质明确, 分别为腹腔转
移性腺癌、交界性黏液瘤及结核性腹膜炎, 术
中及术后无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
结论: 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可以明确腹
水性质, 是安全可行的. 但作为一种新技术, 其
安全性需进一步的大规模研究评估.
关键词: 内镜; 经胃内镜手术; 腹水; 腹腔探查活检

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gastric
endoscopic peritoneoscopy and biopsy to the
causal diagnosis of ascites.
METHODS: Three patients with ascites of unknown origin after routine examinations underwent transgastric endoscopic peritoneoscopy
and biopsy for causal diagnosis of ascites.

■同行评议者

张小晋, 主任医
师, 北京积水潭医
院消化内科

RESULTS: A definite diagnosis was achieved in
all the three patients. They were diagnosed with
metastatic peritoneal adenocarcinoma, mucinous
borderline tumor and tuberculous peritonitis,
respectively. No intraoperative or post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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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属于经自然腔道内镜
手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 NOTES)的范畴, NOTES是指经口腔、胃、
结(直)肠、阴道、膀胱, 食管等自然腔道进入
腹腔、纵隔、胸腔等进行各种内镜下操作, 包
括腹腔探查、腹膜活检、肝脏活检、胃肠及肠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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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阑尾切除、胆囊切除、输卵管结扎、子

第1例患者在腹腔镜辅助下进行手术, 经脐

宫部分切除、肾切除、脾脏切除、胰腺尾部切

置入5 mm套管针(trocar), 建立气腹, 插入腹腔

除、纵隔探查、肋骨及淋巴结活检、胸导管结

镜. 随GIF-260灭菌胃镜置入灭菌外套管, 吸净

[1]

扎、胸腺切除、心包膜开窗、脊柱手术等 . 腹

胃内容物, 先用2 000 mL生理盐水冲洗食管及胃

水是临床上的常见征象, 其病因多样. 在我国失

腔, 再用1 000 mL抗生素(甲磺酸帕珠沙星及甲

代偿期慢性肝病是其最常见病因, 其他还包括

硝唑)冲洗, 留置10 min后吸出, 最后用聚维酮碘

[2]

腹腔肿瘤心功能不全结核性腹膜炎等 . 由于不

喷洒消毒后内镜吸净. 更换灭菌内镜和外套管,

同病因腹水的治疗及预后不尽相同故临床上鉴

进入胃腔后选择胃体下部前壁, 针刀切开胃壁,

别至关重要. 临床上有许多腹水患者, 在完善内

置入黄斑马导丝, 更换成型气囊扩张胃壁至1.2

科各项常规检查包括多次腹水穿刺检查后仍无

cm左右, 内镜进入腹腔, 此过程在腹腔镜监视下

法明确病因. 这些腹水患者, 要想进一步明确病

完成. 胃镜沿腹壁向盆腔方向插入, 依次从盆腔

因, 往往需要进行腹腔探查活检. 在腹腔镜应用

开始进行腹腔探查, 在腹腔内壁可见淡黄色结

临床之前, 多进行开腹手术的方法; 在腹腔镜广

节样隆起, 大网膜上亦见隆起结节, 在腹腔镜监

泛应用临床后, 目前多选择腹腔镜的手术方法,

视下, 以活检钳取出活检组织8块, 经胃壁切口

其创伤明显减轻, 尤其是对非肿瘤引起的不明

经由胃腔、食管、口腔取出送病理标本. 以止

原因腹水诊断更有意义. 近年来, 作为一种新型

血夹闭合胃壁切口后退镜. 置入胃管胃肠减压.

微创技术, NOTES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

为防止出现意外, 术后患者被送入ICU病房, 予

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术是较早开展的一种手术方

脱机、监护及对症处理, 病情平稳, 12 h后转出

法.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进行此项新型微创技术

ICU, 回到消化科病房. 给予心电监护、舒普深

研究的单位, 长海医院消化科与普外科合作成立

和奥硝唑抗感染、质子泵抑制剂抑酸及营养支

NOTES研究组, 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 并借鉴国

持处理. 术后最高体温37.6 ℃, 仍诉有腹痛, 部

内外经验, 在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 开展了临

位及性质同术前, 腹壁腹腔镜穿刺点疼痛, 上腹

床研究, 已经对3例腹水查因患者进行经胃内镜

部胃壁切口区域未诉疼痛. 术后第3 d拔除胃管,

腹腔探查活检术, 现报道如下.

逐渐正常恢复饮食, 下地活动.
第2和3例患者亦在腹腔镜手术室进行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09-03/2009-1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科住院的腹水待查

术, 随GIF-260灭菌胃镜置入灭菌外套管, 吸净
胃内容物, 先用2 000 mL生理盐水冲洗食管及胃
腔, 用聚维酮碘喷洒消毒后内镜吸净. 更换灭菌

患者3例, 在完善内科各项常规检查包括多次腹

内镜和外套管, 进入胃腔后, 在上腹部置入经皮

水穿刺检查后仍无法明确病因, 通过医院伦理

内镜胃造瘘术(percutaneous endoscopic gastros-

委员会批准后, 对3例患者进行经胃内镜腹腔探

tomy, PEG)针, 随即经腹壁PEG针道置入黄斑马

查活检术. 患者1为58岁的男性, 在腹腔镜视频

导丝, 经胃镜活检通道牵引出导丝, 随后置入扩

辅助下进行腹腔探查活检术, 手术持续时间89

张气囊, 逐步扩张胃壁切口至1.5 cm左右, 内镜

min, 术后诊断为腹腔转移性腺癌; 患者2为48岁

进入腹腔, 内镜沿腹壁向盆腔方向插入, 依次从

的女性, 实施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 手术时

盆腔开始进行腹腔探查, 在病变部位取活检, 经

间109 min, 术后明确诊断为(腹腔)交界性黏液

胃壁切口经由胃腔、食管、口腔取出送病理标

瘤; 患者3为68岁男性, 进行经胃内镜腹腔探查

本. 以止血夹闭合胃壁切口后退镜. 置入胃管胃

活检术, 手术进行93 min, 术后诊断为结核性腹

肠减压. 为防止出现意外, 术后患者被送入ICU

膜炎.

病房, 予脱机、监护及对症处理, 病情平稳, 12 h

1.2 方法 术前与患者及其家属充分沟通, 对整个

后转出ICU, 回到消化科病房. 给予心电监护、

手术的必要性、可行性、安全性和并发症情况

舒普深和奥硝唑抗感染、质子泵抑制剂抑酸及

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并详尽解答患者疑问, 患

营养支持处理. 术后未诉明显腹痛, 术后第3 d拔

者及其家属表示理解并在各项协议书上签字同

除胃管, 逐渐正常恢复饮食, 下地活动.

意. 患者术前12 h禁食、水. 手术在腹腔镜手术
室进行, 患者取仰卧位, 常规气管插管麻醉后,

2 结果

腹部皮肤按腹腔镜常规消毒.

行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手术(其手术过程见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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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作为国内较早开
展进行此项新型
微创技术研究的
单位, 长海医院消
化科与普外科合
作成立NOTES研
究组, 在动物实验
的基础上, 借鉴国
内外经验, 在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后, 开展了临床研
究, 已经对3例腹
水查因患者进行
经胃内镜腹腔探
查活检术.

2818
■应用要点

随着手术操作者
熟练度的提高及
新型操作平台的
建立, NOTES的
操作可以在更广
泛的领域内进行,
开展各种复杂手
术, 如肾脏切除、
胆囊切除术、阑
尾切除术、肠吻
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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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手术过程. A: 针刀切开胃壁; B: 气囊扩张胃壁切口; C: 胃镜进入腹腔(腹腔镜监视图像); D:
活检钳取病变活检; E: 钛夹夹闭胃壁切口.

图1)后, 3例患者腹水病因均明确. 第1例患者术

图 2 经胃内
镜腹腔探查活
检术后1 wk复
查.

中送检物病理诊断提示: 有数个大小不等的腺
样结构, 细胞为立方形或低柱状, 结合免疫组织
化学标志结果和临床, 倾向转移性腺癌. 免疫组
织化学诊断: (大网膜)转移性腺癌, 增殖细胞活
性为低度. 于NOTES腹膜活检术后1 wk复查胃
镜提示: 糜烂性胃炎(图2). 术中及术后随访6 mo
无手术相关并发症. 明确诊断后, 患者回当地医
院进一步治疗.
第2例患者术中送检物病理诊断提示: (1)送
检腹腔黏稠积液见大量均匀淡染物, 其中找到

项新型微创技术具有手术创伤小、恢复快、腹

少量柱状上皮, 异型不明显; (2)膈肌活检示: 结

壁无疤痕、无疼痛等诸多优点, 被誉为有可能

合形态学, 提示(腹膜)间皮细胞增生伴黏液池形

继开腹手术和腹腔镜之后的第3代手术方式[3].

成, 结合病史, 倾向于黏液性上皮种植假黏液瘤.

2000年Johns Hopkins医院的Kalloo等[4]在消

妇产科专家会诊后综合考虑倾向于交界性黏液

化病周上报道了经胃内镜下肝脏活检和腹腔探

瘤. NOTES术后复查胃镜提示: 浅表性胃炎. 术

查术, 这一最终成果于2004年发表. 2003年Rao

中及术后随访6 mo无手术相关并发症. 后患者

等[5]首次尝试在人体上行经胃阑尾切除术, 但是

转妇产科予手术治疗, 术后予常规化学治疗.

该病例没有公开发表.

第3例患者术中送检物病理诊断提示: (大网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NOTES研究的单位, 上

膜)上皮样细胞肉芽肿性炎, (肝圆韧带)凝固性

海长海医院消化科建立了内镜技术研究室, 专

坏死组织等, 综合考虑为结核性腹膜炎. NOTES

人开展NOTES研究, 已经在动物(雌猪)实验中

术后复查胃镜提示: 糜烂性胃炎, 术中及术后随

成功实施了腹膜及肝脏活检术、部分肝脏切除

访6 mo无手术相关并发症. 患者转结核病专科

术、胆囊切除术、输卵管切除术、脾脏切除术

医院继续治疗.

等[6,7]. 并由消化内科与普外科合作进行NOTES
的临床研究. 经过精心准备, 于2008-12-05进

3 讨论

行国内首例腹腔镜辅助的经胃内镜腹膜后

经胃腹腔探查及活检术属于NOTES的范畴, 该

肿大淋巴结活检术, 术后证实为淋巴瘤 [8] . 并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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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9-03-19进行国内第1例严格意义上的

培养均为阴性, 同时考虑到抗生素的作用机制

NOTES-经胃内镜肝脏囊肿开窗引流术, 亦取得

以及术后常规静脉使用抗生素, 临床上也没有

成功[9].

发生感染并发症.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 包括本研

在动物实验及前期临床应用的基础上, 我

究中的第2、3例患者, 术前均使用生理盐水和

们开始将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应用于临床,

聚维酮碘消毒处理, 细菌培养为阴性, 术后仍常

初步应用表明该项新技术是可行的, 当然, 作为

规应用静脉抗生素, 临床也未发生感染并发症.

一项新技术, 其安全性需要进一步的评估, 就目

当然, 这可能与胃腔的高酸环境也有关系. 关于

前已经开展的3例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 我

NOTES的感染预防, 有学者进行较为系统的综

们有如下的一些体会: (1)关于胃壁切口的选择:

述[12], 目前的感染并发症集中在动物研究中, 临

经胃内镜手术尚处于研究的初期, 关于最佳的

床应用多为个案, 同时作为一项新技术, 更加谨

手术切口尚无统一的意见. 美国胃肠内镜协会

慎, 所以尚没有临床关于感染的报道及系统研

与美国胃肠内镜外科协会制定的N O T E S的白

究. 也许感染不是主要的NOTES开展的障碍, 然

皮书中提到: 多数研究者采用改良经皮内镜胃

而, 作为一项新型微创手术, 患者的安全是首要

切技术, 经胃前壁造口进入腹膜腔, 并用球囊将

的, 必须最大限度地避免感染并发症的发生. (3)

其扩张至18 m m或在胃壁打一隧道, 形成一活

关于操作技术平台的问题: 最简单的经胃操作

[5]

瓣, 可简化随后闭合程序 . 我们在已经进行的3

(如腹腔探查、标本回收)无需平台, 但对NOTES

例手术中, 都是选择胃前壁切口, 这与胃前壁不

长远发展而言, 一个多功能操作平台非常关键.

像后壁有相对复杂的临近器官组织有关, 同时

许多组织处理的重要操作即使使用双腔道内

从前壁可以更有利于内镜进入腹腔. 当然, 如果

镜, 也很困难. 例如, 强有力地抓握组织, 形成牵

要进行腹膜后的器官的探查活检, 胃后壁应该

拉与反牵拉力, 以便结构暴露与分离, 目前尚不

更易于手术操作的进行. 考虑到将来可能会出

可能. 内镜的可曲性, 有利于通过胃腔, 却不利

现开腹、腹腔镜及NOTES并存的局面, 为患者

于向组织用力, 因为同时牵拉与推开极其困难,

提供更多的选择性, 目前对于腹腔镜胆囊切除

经腔道操作将要求内镜固定与加硬. 这些操作

术已经可以说是“金标准”, 也许以后NOTES

需要一个团队合作操纵各种配件. 带多个锚点

的发展要有自身的独特适应证, 例如对胰腺等

的装置也很重要. 机器人运动在该领域前景乐

腹膜后器官进行手术探查活检、胰腺坏死组织

观, 但是很多拓展性工作仍有待进行. 声控技术

清除

[10]

甚至切除等, 探索胃后壁的安全可行的

也许最终能在帮助操作者控制各种装置方面发

切口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有学者已经在探讨超

挥重要作用, 但初级阶段仍应立足于手控工具

声内镜引导在内镜安全进入腹腔中的作用, 利

开发, 并最终将其改良为机器控制[5]. 我们在研

用超声的引导从而减少对周围组织的损伤, 避

究中也深有体会, 由于该项新技术尚处于研究

[11]

. (2)关于感染的预防:

阶段, 相关器械的开发尚处于实验室, 目前进行

经胃入路可能增加腹腔内污染及感染风险. 早

各种操作, 就只能使用传统的内镜器械, 如用以

期试验中, 偶有并发腹腔脓肿. 而胃壁穿刺前消

切开或闭合胃壁通路的器械包括胆道导丝、针

毒胃腔及使用无菌外套管, 如果胃壁造口可靠

状刀、牵拉型乳头括约肌切开刀和金属夹. 很

闭合, 似能降低腹腔内感染几率. 从肠道开腹手

明显, 目前的内镜和器械尚不足以实施复杂的

术经验得知, 如能术前给予预防性抗生素, 且

手术. 同时, 目前胃镜等软式内镜在操作过程中

术中避免肠道内容物大量外泄, 则患者可耐受

无法提供所需的力矩, 给操作带来困难. 另外现

腹膜细菌污染. 因此, 工作组认为尽管这一问

有内镜尚不能提供良好的三维视觉. 有学者尝

题需要更多研究, 但并非开展NOTES的主要障

试使用磁力来助推NOTES操作的进行[13]. 尽管

免出血等并发症的出现

[5]

碍 . 在我们进行的临床研究中, 开始采用的无

在2009年美国消化疾病周期间, 又有许多学者

菌措施包括: 先用2 000 mL生理盐水冲洗食管及

报道了新型器械及操作平台的研究进展, 但是

胃腔, 再用1 000 mL抗生素(甲磺酸帕珠沙星及

与理想的方便实用还有差距. (4)关于胃壁切口

甲硝唑)冲洗, 留置10 min后吸出, 最后用聚维酮

的闭合及缝合: 许多研究者认为缝合能力将是

碘喷洒消毒后内镜吸净. 经过对生理盐水、抗

一项必要技能, 缝合技巧将为操作者处理各种

生素及聚维酮碘分别消毒处理后取胃液进行细

问题提供最大便利. 然而, 工作组承认腹腔镜胆

菌培养发现, 在抗生素及聚维酮碘处理后细菌

囊切除术的引入先于腹腔镜缝合技术的普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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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胆囊切除术、阑尾切除术、肠吻合等.

不要求缝合能力的手术. 工作组某些成员坚持

经胃内镜腹腔探查活检术明确腹水性质, 是

认为胃壁闭合技术虽已准备用于临床, 缝合技

可行的, 当然, 作为一种新型微创技术, 还有许多

术仍然是用于补救机械闭合装置(即使极少发生

问题亟待解决, 尤其是操作平台的建立等, 同时其

操作失败). 早期内镜缝合极其繁琐, 目前这一领

安全性需进一步研究评估. 对于这一新兴技术, 我

域研究非常活跃. 工作组认为生物胶喷黏合及

们要正确看待, 必须谨慎进行临床研究[19,20]. 技术

激光焊接等组织连接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的创新固然重要, 患者的安全却是决定性的因

随着更多复杂手术开展吻合装置也将成为必须.

素. 然而, 正如腹腔镜的发展应用一样, NOTES

但缝合装置似乎非常繁琐, 需要代以防水防气

技术早期阶段可能存在各种技术上和观念上的

的机械吻合装置. 目前能够通过纤维内镜工作

障碍, 因此推广NOTES的应用, 需要多学科专家

通道的改良“订书机”装置似乎是合理的发展

的通力合作. NOTES技术能否广泛应用于临床,

[5]

目标 . 使用止血夹等只能称之为简单的闭合切

体现其优势, 与传统的剖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

口, 缝合则是采用符合经典的外科手术要求的

一起成为患者可以选择的手术方式, 尚需接受

方法使切口有效的闭合. 有效的切口闭合对于

严格的临床实践检验.

手术的成功实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感
染出血渗漏等有重要意义. 我们进行的临床操
作也深有同感, 对于切口的闭合主要采用内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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