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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

单孔胸腔镜肺手术的扶镜体会与思考
胡晓星，李辉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 胸外科（北京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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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胸腔镜肺手术已成为治疗肺部疾病

腔镜肺手术术者的必要基础。熟悉胸部解剖、手术

最重要以及最广泛应用的手术方式，其手术种类涵

流程、术者习惯及细节、尽可能减小对手术进程影

盖了包括肺叶、复合肺叶、肺段乃至全肺、肺叶袖

响、保持视野清晰稳定、视角正确、焦距精准、并减

状切除术等几乎所有术式。，在而随着手术技术和

少扶镜手本人肢体劳累等方面，是单孔胸腔镜手术

器械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及微创理念的不断深化，

扶镜手需要注意的。现谨就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心

减少手术操作孔成为一种趋势，进而单孔胸腔镜肺

得并综合其他中心的报导分几方面进行初步的探

手术也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2004 年 Rocco 报导

讨与分享。

了世界首例成功应用单孔胸腔镜技术行肺楔形切

1 镜头支点及固定

[1]

除术，在此之后全球陆续开始了单孔胸腔镜肺手术
的实践。另一座里程碑式的纪录是 Gonzalez [ 2 ] 于

传统胸腔镜肺手术中，镜头经独立选取的肋间

2011 年首先报道了单孔胸腔镜下右肺上叶切除术，

作为观察孔进出胸腔 [6]，镜头固定的支点完全独立

并在此后陆续的报道中成功证明了单孔胸腔镜解

于手术切口，支点较为固定，无需特殊固定镜头，

剖性肺切除手术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此后单孔胸

扶镜手仅需专心操控镜头的角度及清晰、关注手术

腔镜肺叶切除、肺段切除乃至袖状切除术在全世界

本身的视野。而在单孔胸腔镜肺手术中，由于只有

多个中心逐步开展扩大。在中国，已有多个中心逐
渐大规模开展单孔胸腔镜肺手术，我院也于 2015
年起在 Gonzalez 教授的指导协助下开展了单孔胸
腔镜肺叶切除术。纵观全世界，有关单孔胸腔镜手
术技术的文章越来越多，但专门针对单孔胸腔镜肺
手术扶镜技术及相关技巧的文章仍然较少。
较之于传统经典的胸腔镜肺手术，即通常所指
的三孔或单操作孔胸腔镜肺手术，单孔胸腔镜过程
中扶镜手与术者的默契配合对手术能否顺畅流利
的进行至关重要，因此扶镜手的作用在单孔胸腔镜
肺手术中更为重要 [3-4] 。这不仅因为扶镜手类似于
术者的眼睛为术者暴露展现清晰可视角度正确的
手术野，更要熟稔术者所行手术的流程及每一个细
节甚至术者在操作习惯或处理解剖结构的个人习
惯[3]；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经同一孔道扶镜过程中减
小对术者操作的各种影响。另一方面，在成为术者
之前，熟练地扶镜是术者的成长之路中的必经阶段
[5]

。因此，成为合格的扶镜手是成为合格的单孔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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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操作孔，镜头需要与若干个手术器械置于同
一操作孔道内，如无相应对策及默契配合，术中操
作的互相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尤其是没有相对固定
的镜头支点，在扶镜手肢体劳累或扶镜手经验不足
时，存在镜头固定程度欠佳，不能稳定镜头于相对
固定的位置，频繁与手术器械互相碰撞，势必严重
影响术者操作，甚至出现在大量出血等特殊紧急情
况时无法立即给予术者及时充分清晰地暴露手术
野的帮助，对手术安全和流畅性造成影响。扶镜手
的肢体疲劳亦影响扶镜质量，由于需要肢体更多的
用力固定镜头，扶镜手的肢体疲劳较传统胸腔镜手
术更加严重，故经常移动手臂缓解肢体疲劳，带来
的相关不必要的繁冗动作会削弱镜头的稳定性并
造成视野的不断移动，手术野清晰度的下降甚至缺
失也是对手术进度流畅性造成影响的一个方面。
因此，目前绝大多数开展本术式的国内外中心针对
此种情况的意见基本达成共识[3, 7-11]，即将镜杆置于
切口腋中线一侧的最外侧位置，某些特殊区域处理
需要将镜杆置于切口腋前线一侧的最外侧位置，其
目的均是尽可能避开手术器械所在的切口区域，为
术者的操作保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而对于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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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位置的固定，一些中心陆续报导过各自的相关

10-11]

解决方法。瑞金医院的经验 是以七号缝线于镜头

于同侧。但二者位于同侧，扶镜手难以避免会占据

固定点附近缝合出一个小线套以此固定镜头，并将

部分空间影响术者肢体的活动度，且最常用 Karl-

镜头置于切口保护套之外，报导中提示固定效果良

Stolz 10 mm 内径传统胸腔镜镜杆长度较短，对于扶

好，不影响手术操作。将腹腔镜 10 mm 一次性

镜手及术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故部分中心报

Trocar 置于切口保护套与切口最外侧之间，并加用

道扶镜手多站立于患者头侧并使用脚凳站立 [3, 7-8] ，

或不加用瑞金医院上述报道的缝线套方法固定，镜

尽可能远离术者，减少对术者操作中肢体活动的干

头经次途径置入，亦被报导，并被若干中心所实

扰，为术者肢体提供相对更多的活动空间，也有利

践，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也

于扶镜手臂展的活动及缓解疲劳，综合提高手术流

详细报道了该中心在单孔胸腔镜肺手术开展中逐

畅度。近年来 5 mm 超长超细胸腔镜镜头的逐渐应

步寻求不断改进的固定胸腔镜镜头支点的方法及

用更好的解决扶镜手站位对术者的影响 [7]，而扶镜

发展变化历程，已初步形成了应用 5 mm 超细超长

手作为助手尽可能帮助术者操作并更加不能影响

胸腔镜并在切口保护套与切口间置入 5 mm 一次性

术者操作，这个基本原则必须严格遵守并付诸实

腹腔镜 Trocar 作为支点的方式，并取得比较好的效

施。对于位于同侧的术者及扶镜手，两者位于头侧

果。广东省人民医院自创了一种方法，即镜头仍常

尾侧的站位，多个中心都表明，二者位置并不绝对

规进入同一切口保护套内，但以无菌弹力皮筋固定

固定 [11]，在处理胸腔中上部结构组织时，扶镜手位

牵拉，另一端固定于手术台上，既能相对固定镜

于尾侧并借助脚凳远离术者扶镜，而处理胸腔下部

头，亦能够保证镜头在一定范围内的灵活机动。我

组织结构如下肺韧带时，扶镜手站立于头侧并远离

院亦曾实践类似方法，另外曾尝试利用无菌咽拭子

术者。站位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所有的选择均基

塑料套管或 5 ml 注射器减去头端并涂抹无菌石蜡

于使手术的流畅性和安全性不受影响、术者操作舒

油润滑，自制为类似于腹腔镜一次性 Trocar 的通

服简洁、扶镜手操作时镜头清晰干净视野清楚的原

道，以 7 号线固定于切口外，可达成固定镜头的效

则，故需要部分的灵活机动。

[3]

[7]

果。以上所述的方法可谓不胜枚举，实际应用中各
有利弊，但目的相同，殊途同归。考虑到目前国内

，目前单孔胸腔镜肺手术中扶镜手多与术者位

3 单手或双手扶镜

多数中心仍以 Karl-Stolz 的 10 mm 内径传统胸腔镜

在传统胸腔镜肺手术中，扶镜手多在术中担任

镜头应用为主 ，部分中心开始应用 5 mm 超长超

专一的扶镜工作，职责全部投入扶镜相关事务，双

细镜头及 Olimpas 可自动变焦单手调节视角的镜

手操作胸腔镜，一手保持胸腔镜镜杆的大体稳定性

头，对于镜头位置支点的固定相对方便，但寻求更

及角度的正确端正，另一只手操作光源线根据手术

佳优化的镜头固定方式仍旧是所有开展单孔胸腔

进程及所需观察的解剖结构灵活调整 30° 镜镜头的

镜肺手术的中心的一个需要持续改进的问题。

视野。术中需另外一名医师作为助手协助术者牵

[11]

拉相关结构暴露手术野。在单孔胸腔镜肺手术中，

2 扶镜手的站位

扶镜手亦可担任相同职责，因扶镜难度及重要性更

对于扶镜手的的站位，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

甚于传统胸腔镜肺手术，需要集中精力双手扶镜，

个基本原则就是扶镜手必须尽可能的远离术者，为

充分保证镜头的稳定性及清晰度，并紧跟手术进程

术者在手术操作中灵活活动肢体提供足够的空间，

第一时间调整至最优的视野。随着单孔胸腔镜肺

不妨碍术者操作的流畅性。在传统胸腔镜手术中，

手术的逐步熟练及术者扶镜手长时间配合默契度

扶镜手占位并无特殊要求，在不影响术者操作的大

的增加，以及 5 mm 超长超细镜头及 Olimpas 可自

前提下，多位于术者对侧，同侧亦可。但在单孔胸

动变焦单手调节视角镜头的开始使用，扶镜手可单

腔镜肺手术中，由于只有唯一的手术操作孔，且手

手扶镜[3, 8]，同时兼具一助的作用，帮助术者暴露手

术视角与传统开胸手术一致，不同于传统经典胸腔

术野，减少台上人员数量对术者活动空间的影响，

镜肺手术的视角，需要准确调整镜头角度与术者惯

与术者长期配合的熟练扶镜手完全可承担部分一

用视野保持尽可能一致，故站立于对侧，有时受制

助的工作。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目前临床仍广泛

于扶镜手身高臂展长度及身体活动度，无法同步于

使用传统 Karlstorz 10 mm 胸腔镜，此种镜头存在单

术者的视野，故此种站位必定影响手术操作。因

手扶镜时光源线可能松动无法妥善稳固需使用双

此，根据我院经验以及部分国内外中心的报导

手保持光源线稳定、需调整合适角度进而使时间延

[3-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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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以至不能第一时间跟上术者操作等劣势，视角亦

应具有相当数量的参加开胸肺手术的经验。基于

会出现偏差，从而在不同方面影响手术进程。因

相关的平面几何学原理 [12-13]，单孔胸腔镜肺手术的

此，我们认为，在开展单孔胸腔镜肺手术的初始阶

视角更接近于开胸手术的视角[11]，故熟悉开胸肺手

段，扶镜手应双手扶镜，专注于扶镜工作保障手术

术的相关手术流程、手术操作中涉及到的相关解剖

视野的清晰准确，可有专门的助手协助术者暴露相

结构（如需要处理的肺静脉、肺动脉及支气管、相

关结构；而随着单孔胸腔镜肺手术的大量开展，术

应组别的肺门及纵膈淋巴结等）、出现术中紧急情

者操作的进一步纯属并与扶镜手默契度的不断增

况时的应急处理等，是成为一名单孔胸腔镜肺手术

加，必要时可使用 5 mm 超长超细镜头及 Olimpas

扶镜手的技术基础，没有大量开胸肺手术的基础，

可自动变焦单手调节视角镜头，在此基础上，扶镜

直接参与单孔胸腔镜肺手术的扶镜手将难以适应

手可单手扶镜，同时担负协助术者暴露相关解剖结

该手术的正常手术流程，手术的流畅性安全性也就

构的助手的部分职责。

成为一纸空谈。其二，传统胸腔镜肺手术的技术纯

4 手术视角

熟也是单孔胸腔镜肺手术的必备基础。同样在大
量实践传统胸腔镜肺手术的基础之上，具备了足够

无论传统胸腔镜肺手术或单孔胸腔镜肺手术，

的扶镜经验和对胸腔镜肺手术流程和解剖结构的

作为一名合格的扶镜手是，应当充分利用 30° 镜头

深入理解[5-6]，单孔胸腔镜肺手术是传统胸腔镜手术

的观察角度优势在相应的操作过程中调整至最适

的升华和进步，但其基础仍扎根于传统胸腔镜手

宜的角度。根据我院及其他中心 的临床经验及部

术，经典的操作原则和基本一致的解剖结构，使得

分报导，可有四种常用的角度。（1）由头侧至尾侧

单孔胸腔镜肺手术的大原则与前者一致，没有传统

观察：通常用于游离上部肺门结构时的观察，如上

胸腔镜手术的扎实基础，单孔胸腔镜肺手术和扶镜

叶切除时游离尖前支、左肺手术时游离第 5、6 组淋

手的优质配合也便是空中楼阁。不断学习新技术

巴结等。（2）由尾侧至头侧观察：当胸腔存在粘连

但更加扎实巩固经典的手术方式和更大量的实践，

或在胸壁出血需要止血时，可应用此种角度。（3）

是单孔胸腔镜肺手术术者和扶镜手都不能跳过的

由前至后观察：此种角度应用最多，通常在处理前

必经之路。

[3]

纵隔结构及从前方游离肺动脉时使用，同样，在清
扫第 2、4 组淋巴结（上纵隔淋巴结）时应用此观察

总结

角度最为适宜。（4）由后之前观察：通常术中处理

胸腔镜手术技巧和器械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掌

后纵隔结构、游离后纵隔胸膜及从后方游离肺动脉

握基本的解剖知识和基础的手术操作技术仍是手

时使用，清扫第 7、8、9 组淋巴结时也使用该观察

术最核心的灵魂，对于术者和扶镜手都是最基础也

角度。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角度应用并非是一成

是必须掌握的。虽然诸如单人单孔气动臂胸腔镜

不变的，譬如在手术中将肺血管或支气管游离后，

肺切除技术[14]的报导及可旋转柔软多角度胸腔镜等

需要以内镜切割闭合器的钉砧通过血管或支气管

[15]

时，需要准确调整角度以充分看清钉砧所在位置及

操作更加便捷或逐渐替代扶镜手的职责，但就目前

通过血管或支气管时行进顺利并避开正常组织及

阶段，扶镜手仍在绝大多数胸腔镜手术尤其单孔胸

不牵拉撕扯血管避免副损伤及血管破损出血影响

腔镜手术中占据重要而无可替代的地位，也是胸外

手术进程。在恰当的操作过程调整到最适合的视

科医师晋阶成为能够独立完成胸腔镜肺手术术者

觉角度，是扶镜手在单孔胸腔镜肺手术的必要技

的职业生涯中的必由阶段，没有扶镜手阶段的逐步

能，需要不断反复实践并根据手术进程的实际情况

积累及不断反思，就无法坚实的打牢成为术者的基

机动灵活调整并准确匹配术者的操作。

础。“术者之行，始于扶镜”[5]，作为扶镜手只有在反

4 开胸及传统经典胸腔镜手术扶镜的技术
基础

复的手术实践中多多总结反思，力争更好的术者扶

单孔胸腔镜手术是开胸手术和传统胸腔镜手

新型胸腔镜及新技术的产生，可能对于扶镜手的

镜手配合，方可帮助术者安全流畅的完成每一台单
孔胸腔镜肺手术并以此为阶梯逐步向术者的行列
不断迈进。

术的技术进步和进一步升华，单孔胸腔镜手术的顺
利进行离不开深厚扎实的开胸手术和经典胸腔镜
手术的操作基础和大量的扶镜经验。首先扶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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