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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机器人手术·

79 例完全无管化机器人纵隔肿物切除术回顾
性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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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研究达芬奇机器人纵隔肿物切除手术完全无管化（totally no tube，TNT）的可行性及其

对加速康复外科的重要意义。 方法

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在沈阳军区总医院行 TNT 机器人纵

隔肿物切除手术的患者 79 例，作为 TNT 组；纳入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在沈阳军区总医院行机器人纵
隔肿物切除手术的患者 35 例，同期行胸腔镜纵隔肿物切除手术的患者 54 例，分别作为非 TNT 组和电视辅助胸
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VATS）组。回顾性分析三组患者的肌肉松弛-气管插管/喉罩时间、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重症监护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住院费用及术后并发症等相关指标。 结果

168 例患者手术皆成功完成，无中转开胸、围手术期无严重并发症

（共 9 例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及死亡患者，所有患者顺利出院。TNT 组与非 TNT 组对比，肌肉松弛-气管插管
/喉罩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次日 VAS 疼痛评分、重症监护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方面 TNT 组均明显少
于非 TNT 组（P<0.01），两组住院总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 TNT 组与 VATS 组对比，肌肉松弛-气管
插管时间、手术时间、重症监护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术中出血量、术后次日 VAS 疼痛评分、术后
连续 3 d 胸引液量、术后带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方面非 TNT 组优于 VATS 组（P<0.05），但非 TNT 组住院费用明
显较高（P=0.000）。 结论 达芬奇机器人用于治疗纵隔肿物与胸腔镜手术相比安全性相当，在机器人手术基础上
行完全无管化也是安全可靠的，具有更好的舒适度、疼痛更轻、重症监护及住院时间更短等优势，患者能更快恢
复。
【关键词】 达芬奇机器人；电视胸腔镜；完全无管化；纵隔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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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totally no tube (TNT) in da Vinci’s robot mediastinal mass

surger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fast track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79 patients receiving robotic mediastinal TNT

surgery in the Shenyang Military Region Gene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7 were enrolled as a TNT
group; 35 patients receiving robotic mediastinal surgery in Shenyang Military Region Gene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7 and 54 patients receiving thoracoscopic mediastinal surger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enrolled as a
non-TNT group and a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 group.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muscle relaxation and tracheal intubation/laryngeal masking tim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ostoperative intensive care tim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postoperativ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hospital costs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other related indicators. Results

Surgeries wer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168 patients

with no transfer to open the chest, serious complication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9 patients) or death during the
DOI：10.7507/1007-4848.20180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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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perative period. All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Compared with the non-TNT group, T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NT group in terms of muscle relaxation-tracheal intubation/laryngeal masking tim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VAS pain score, intensive care tim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mpared with the VATS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ime of muscle socket and tracheal intubation, operation time and intensive care time between
non-TNT group and VATS group (P>0.05). The non-TNT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VATS group (P<0.05) in terms of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VAS pain scores on the following day after operation, chest priming volume on the third
consecutive day, postoperative catheterization time,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P<0.05). The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in the T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00). Conclusion

The da Vinci robot is safe parity and feasible

comparing thoracoscopic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mediastinal mass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safe and reliable to
have a completely uncontrolled body on the basis of robotic surgery. With better comfort, less pain, intensive care and
shorter hospital stay, patients can recover faster.
【Key words】 da Vinci Robot;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e; totally no tube; mediastinal tumor

随微创手术技术发展，胸腔镜已经在纵隔肿物

为 TNT 组。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达芬奇机

切除手术中得到广泛应用，多数无外侵肿物可通过

器人纵隔肿物切除手术患者 35 例，作为非 TNT

胸腔镜手术完成切除。但对于界限不清，形状不规

组。同期胸腔镜纵隔肿物切除术患者 54 例，作为

则的纵隔肿物，胸腔镜具有一定局限性，且胸腔镜

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在上纵隔或较狭小空间内移动操作困难 。而达芬

surgery，VATS）组。每组资料特点见表 1。

[1]

奇机器人以其更清晰的 3D 视野，更灵活的操作臂

入组标准：患者术前检查无严重合并症，如严

则可在更狭小的纵隔内做精细操作，可以完成部分

重冠心病、心律失常等；术前 CT 检查肿物形状规

复杂纵隔肿物切除术。当我科达芬奇机器人纵隔

则、边界清晰，术前 CT 示肿物最大直径≤10 cm，且

肿物切除术技术成熟后，我们考虑充分利用达芬奇

分析三组肿物大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肿物未侵及

机器人手术对手术空间要求不高，手术时间短，操

重要血管、神经等，无远处转移；合并重症肌无力

作精细副损伤小的优势，而逐渐尝试在达芬奇机器

的胸腺增生或胸腺瘤患者；胸腔无严重粘连；机

人行纵隔肿物切除术中实现完全无管化管理

器人手术取物时延长切口或辅助操作口、胸腔镜手

（TNT）并取得一定经验，总结如下。

术切口或辅助操作口长度≤5 cm。
排除标准：术前合并严重冠心病、心率失常等

1 资料与方法

疾病；术前检查肿物侵及周围血管、心包、肺等组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织结构或有远处转移；肿物巨大，手术操作困难，

搜集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完全无

或胸腔严重粘连；术中见肿物侵及周围组织，合并

管化达芬奇机器人纵隔肿物切除术患者 79 例，作

心包、肺等组织部分切除；肿物多处或多发；机器

表 1 3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例）

TNT 组（79 例）

非 TNT 组（35 例）

VATS 组（54 例）

Z 值/χ2 值

P值

男

46

17

29

0.949

0.622

女

33

18

25

年龄（岁）

48（17～78）

54（18～82）

52.5（14～78）

5.888

0.053

肿物最大直径（cm）

3.5（1.0～9.1）

4.5（1.6～10.0）

3.7（1.4～10.0）

4.219

0.121

前纵隔

61

26

45

中纵隔

6

3

1

后纵隔

12

6

8

5

3

3

临床资料
性别

肿物位置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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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胸腔镜纵隔肿物活检或淋巴结活检术；机器

管。体位同前两组。本组 3 例有约 1.5 cm 辅助操

人手术取物时延长切口或辅助操作口、胸腔镜手术

作口，1 例单孔 3 cm 完成手术，其余皆为进镜口加

切口或辅助操作口长度>5 cm。

单操作口完成手术。切口的选择：通常于患侧腋

3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肿物最大直径、肿物位

中线第 6 或第 7 肋间切口 1.5 cm 作为进镜口，腋中

置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线或腋后线第 3 或第 4 肋间切口 3～5 cm 作为操作

1.2 手术方法
TNT 组：全身麻醉，放置 i-gel 喉罩，术中麻醉
师需控制潮气量、呼吸频率（约 8～10 ml/kg，
10～14 次/分），尽量避免双肺通气时影响手术，监
测血氧及控制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end-tidal CO2，
ETCO 2 ）35～45 mm Hg。如术中患者氧和不佳、
ETCO2 偏高需及时调整潮气量及呼吸频率，必要时
术者可暂停手术，充分通气后再恢复手术。因手术
时间较短，术前不留置尿管。患者健侧卧位，肿物
位于前纵隔者，体位略后倾，肿物位于后纵隔者，
略前倾（此体位时喉罩更需固定牢固，避免脱落或
移位）。上肢屈曲，抱枕。切口的选择根据肿物位
置决定，进镜口与两操作口布局形成开口朝向手术
操作部位的三角形，保证足够的操作空间，避免机
械臂之间的互相干扰。纵隔手术一般不需辅助切
口，但需根据术中情况决定，本组共 4 例有辅助切
口，其中最长辅助切口为剑突下 4 cm，余 3 例皆为
1 cm。确定进镜口位置后切皮打孔，嘱麻醉医师暂
停通气后置入 trocar，进镜观察胸腔有无粘连，建
立 6～8 mm Hg（1 mm Hg=0.133 kPa）人工气胸使术
侧肺组织塌陷，充分暴露术野，然后可双肺通气，
在腔镜辅助下置入操作臂 trocar。完全连接安装达
芬奇机器人系统后，将肿物完整切除。如为胸腺增
生或胸腺瘤伴有重症肌无力患者，则行全胸腺切
除、前纵隔脂肪清除术。如为巨大囊性肿物致空间
小、操作不便，可先将囊内液体吸出，再将囊皮切
净，避免复发。充分利用器械臂口完成纱条等辅助
物的递送及切除物的取出。较大实性肿物切除后
如不易经器械臂口取出，可适当延长切口。本组共
19 例延长切口取物，最长切口 3 cm。术后于进镜
口孔置入多侧孔引流管至胸膜顶，外端伸入盛水器
皿液面以下，嘱麻醉师充分膨肺，待排净胸腔内残
气后拔除引流管，关胸。
非 TNT 组:全身麻醉，双腔气管插管，术前留
置尿管。体位、手术切口选择、手术过程同 TNT
组，本组共 12 例有辅助切口，其中最长辅助切口 2
cm。15 例取物时扩大切口，最长者 3 cm。术后于
进镜口置入多侧口胸腔引流管 1 枚，送至胸膜顶，
连接胸引瓶或负压吸引球，充分胀肺后关胸。
VATS 组：全身麻醉，气管插管，术前留置尿

口。手术操作基本同前两组，术后于进镜口留置胸
腔引流管。
3 组患者回病房后常规给予镇痛、吸氧、监护
等。拔管条件：24 h 胸腔引流液量不大于 100 ml，
颜色清亮，复查胸部 X 线片胸腔无积液积气。

1.3 观察指标
收集 3 组开始给肌肉松弛药（维库溴铵/罗库溴
铵）-气管插管或置入喉罩完成时间（min），手术时
间（切皮-缝皮，机器人手术包括操作臂连接时间）
（ min） ， 术 中 出 血 量 （ ml） ， 术 后 重 症 监 护 时 间
（d），术后住院时间（d），术后有无饮水呛咳、声音
嘶哑、喉痛，尿路症状（包括尿潴留、尿路感染
等），术后次日 VAS 疼痛评分，住院费用，术后并
发症，随访复发等。非 TNT 组及 VATS 组同时收
集术后当日、次日、第 3 d 胸引液量（ml），术后带
管时间（d）。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应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经 K-S
及 ANOVA 检验，绝大多数组数据不服从正态分
布、方差齐的特点，且经变量转换也难使其转变成
上述要求，为方便统计，计量资料统一行秩和检
验，用中位数及范围描述，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3 组 168 例患者手术皆成功完成，术中无中转
开胸，术后无躁动，气管插管或喉罩顺利拔除后安
返病房。围手术期无严重并发症及死亡患者，所有
患者顺利出院。三组患者术后病理类型见表 2，术
后并发症及处置见表 3。
非 TNT 组与 VATS 组对比，肌肉松弛-气管插
管时间、手术时间、重症监护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术中出血量、术后次日 VAS 疼痛评
分、术后连续 3 d 胸引液量、术后带管时间及住院
费用非 TNT 组明显优于 VATS 组（P<0.05）。术后
住院时间也存在统计学差异（P=0.046），但差异性
不明显；见表 4。
TNT 组与非 TNT 组对比，肌肉松弛-气管插管
/喉罩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次日 VAS
疼痛评分、重症监护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方面 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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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最低剂量为 1 片/日。TNT 组 1 例术后 3 个

表 2 三组患者术后病理类型（例）
病理类型

TNT 组
（79 例）

非 TNT 组
（35 例）

VATS 组
（54 例）

月复查胸 CT 提示术区 0.5 cm 肿物，考虑胸腺瘤复
发，现定期复查。其余随访患者（包括上述并发症
及补充放化疗患者）恢复良好。

囊肿
支气管源性囊肿

17

2

12

间皮囊肿

12

0

2

胸腺囊肿

8

3

7

心包囊肿

1

0

0

上皮囊肿

1

3

0

纵膈囊肿样病变

0

0

1

神经纤维瘤

7

4

1

胸腔镜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但胸腔镜为二维成

神经鞘瘤

2

2

4

像，立体感不强，其操作过程中的杠杆作用不可避

神经内分泌癌/肿瘤

1

2

0

免的导致术后的疼痛。同时也面临纵隔解剖结构

20

10

17

的挑战[1]，对于胸腺上极、头臂静脉处肿物、纵隔对

胸腺癌

1

0

0

侧部分肿物及对侧脂肪组织等，难以彻底切净 [ 2 ] ，

畸胎瘤

3

2

3

并存在无名静脉意外损伤出血及中转开胸的风险

间叶源性肿瘤

1

0

1

囊性间皮瘤

1

1

4

神经源性肿瘤

胸腺增生和胸腺瘤

3 讨论
纵隔肿物病理类型繁多，多符合手术切除适应
证。因纵隔肿物常毗邻重要血管、神经等组织结
构，并且空间狭小，手术操作较困难、风险较高，目
前无标准的手术方式。随着快速康复外科（fast
track surgery，FTS）理念的提出、手术技术的进步、
手术器械的不断改良、电子设备的推陈出新，电视

。

[3]

达 芬 奇 机 器 人 手 术 系 统 （ da Vinci surgical
system，DVSS）作为新一代微创手术系统，弥补了

小圆细胞性肿瘤

2

0

0

异位甲状旁腺腺瘤

1

0

0

甲状腺肿

0

1

0

异位胰腺

0

1

0

操作损伤。机械臂关节灵活，活动范围大，明显优

纵隔肉芽肿

1

0

0

于双关节器械，甚至可对障碍后方目标组织进行操

化学感受器瘤

0

1

0

作。DVSS 搭配合理能量系统，可有效减少术野出

假瘤样病变

0

0

1

血。因此术者可在更小空间完成精细操作，特别适

少许角化物样组织

0

0

1

合在纵隔瘤切除手术中应用[1, 4-7]。本研究从非 TNT

鳞状细胞癌

0

1

0

组与 VATS 组的对比结果中证实了以上 DVSS 的优

转移癌（卵巢来源）

0

1

0

势。

囊性淋巴瘤

0

1

0

上述胸腔镜技术的不足。其提供放大 10～15 倍高
分辨率的 3D 视野，可以更清晰的观察纵隔内结构
细节，同时可完全过滤掉人手的生理震颤，避免误

因胸科手术的特殊性，纵隔手术常规需留置胸
腔引流管、术前需气管插管及留置尿管。留置胸腔

组优于非 TNT 组（P<0.01）。住院总费用差异无统

引流管可起到术后引流胸腔积液、积气的作用，但

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其又是引起术后疼痛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TNT 组

术后补充治疗：2 例胸腺瘤、1 例胸腺癌术后

术后 VAS 疼痛评分明显低于非 TNT 组，这与

补充放疗（总放射量 55～60 Gy）；1 例胸腺瘤患者

Miyazaki 等[8]和 Refai[9]等国外学者研究相一致。但

术后补充化疗（吉西他滨+奈达铂方案），1 例胸腺

不留置胸腔引流管需要手术创面较小或保证创面

瘤患者进一步行病理检查诊断为纵隔淋巴瘤，行

无明显渗出，同时需排净胸腔残余液体、气体，使

ABVD 方案化疗。

肺完全复张后关胸[10]，达芬奇机器人精细的操作实

随访：3 组患者术后随访 3～51 个月，随访成

现了上述需求，可保证术后无胸腔引流管的安全

功率 89.9%（共 17 例失防）。11 例肌无力患者随访

性。本研究 TNT 组术后仅出现 1 例胸腔积液及 1

成功 8 例，除 VATS 组 1 患者术后 4 个月因脑出血

例乳糜胸（胸导管变异），术后并发症率为 3.8%，为

去世外，其他患者肌无力症状皆明显改善，3 例停

三组中最低。对于 TNT 组与非 TNT 组术中出血量

口服溴比斯的明，4 例溴比斯的明口服剂量较术前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笔者认为两组病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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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及处置（例）
术后并发症

TNT 组

非 TNT 组

VATS 组

处置

术侧胸腔积液

1

0

0

胸腔穿刺抽液

乳糜胸

1

1

0

TNT 组行胸导管结扎术；非 TNT 组行胸腔穿刺抽液

低钙血症

1

0

0

补钙治疗

肺炎、肺不张

0

1

0

抗炎治疗

切口感染

0

0

1

抗炎、换药

肌无力危象

0

0

1

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

术侧无汗

0

0

1

无处置

不明原因肌肉震颤、口腔及气管分泌物增多 0

1

0

强的松、门冬氨酸钾镁片及补钙、保护胃黏膜等对症治疗

合计

3（8.6%）

3（5.6%）

9（5.4%）

3（3.8%）

表 4 非 TNT 组与 VATS 组术中及术后资料比较
临床资料

非 TNT 组

VATS 组

Z 值/χ2 值

P值

肌肉松弛-插管时间（min）

5（3～15）

5（3～11）

–1.650

0.099

手术时间（min）

80（20～200）

70（35～290）

–0.186

0.853

术中出血量（ml）

20（5～120）

50（10～500）

–3.095

0.002

重症监护时间（d）

2（1～4）

2（1～4）

–1.419

0.156

术后次日 VAS 疼痛评分

2（0～7）

3（0～7）

–3.378

0.001

术后当日胸腔引流量（ml）

100（0～310）

230（50～480）

–5.525

0.000

术后次日胸腔引流量（ml）

90（0～380）

150（0～350）

–3.262

0.001

术后第 3 d 胸腔引流量（ml）

50（0～270）

105（0～340）

–2.890

0.004

带管时间（d）

3（1～8）

4（1～11）

–2.541

0.011

术后住院时间（d）

6（3～13）

7（2～20）

–1.993

0.046

住院费用（元）

56 976.3（37 964.9～78 919.5）

46 334.9（27 111.3～61 092.5）

–4.536

0.000

饮水呛咳

1

0

声音嘶哑

0

1

喉痛

1

0

尿路症状

0

0

插管相关并发症（例）

选择在时间上存在交叉，术者根据术中创面大小、

不能实现单肺通气，为保证良好的手术视野，我们

出血多少及术后有无继续渗液、渗血选择是否留置

往往同时加用 6～8 mm Hg 人工气胸，使肺处于半

胸腔引流管，往往导致出血量少的患者进入 TNT

萎缩状态 [10] ，麻醉师无需特意小潮气量高频通气，

组，进而导致统计数据上的偏倚。

如术中术侧肺组织萎陷不良影响手术视野，在保证

与气管插管不同，i-gel 喉罩不进入声门及以下

氧和佳的情况下可适当降低潮气量，必要时可联合

气管，操作简单，低刺激及低应力反应，较少出现

使用支气管封堵器，应用保护性通气模式。这样既

气道及咽部并发症，本研究 TNT 组术后仅出现 1

保证了手术的安全，又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降低

例轻度咽喉痛，未出现声音嘶哑及饮水呛咳。并且

咽喉及气道的并发症。

有研究表明置入 i-gel 喉罩较气管插管较少产生皮

根据我们的数据，机器人联合 TNT 具有明显

质醇、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内咖肽等物质，

的优势，适用于预计手术时间较短（不超过 3 h），

降低全身炎症及氧化反应

术前 CT 显示肿物界限清晰、未侵及周围组织、胸

[11]

，对血流动力学影响也

更小 。但 i-gel 喉罩气道密封性较气管插管差且
[12]

腔无粘连，术中创面较小，出血、渗出较少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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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TNT 组与非 TNT 组术中及术后资料比较

临床资料

TNT 组

非 TNT 组

Z 值/χ2 值

P值

肌肉松弛-插管/喉罩时间（min）

4（2～7）

5（3～15）

–2.620

0.009

手术时间（min）

40（15～165）

80（20～200）

–5.135

0.000

术中出血量（ml）

10（1～50）

20（5～120）

–3.312

0.001

重症监护时间（d）

1（0～2）

2（1～4）

–7.312

0.000

术后次日 VAS 疼痛评分

1（0～5）

2（0～7）

–3.911

0.000

术后住院时间（d）

3（1～14）

6（3～13）

–4.781

0.000

住院费用（元）

53 832.3（25 921.8～72 225.4）

56 976.3（37 964.9～78 919.5）

–0.832

0.405

饮水呛咳

0

1

声音嘶哑

0

0

喉痛

1

1

尿路症状

0

0

插管相关并发症（例）

甚至部分合并心脑血管等疾病而其他手术方式无
法实施的患者。但 TNT 手术我们开展的时间仍较
短，例数较少，在早期探索中病例的选择与非 TNT
手术相比难免要求更为严格，对于术前估计手术困
难、手术时间长、术中出现出血等并发症可能性大
的患者，考虑手术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均采用
非 TNT 手术。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证明机器人纵隔手术比电
视胸腔镜手术有优势的基础上，对比了完全无管化
（TNT 组）机器人与普通机器人（非 TNT 组）纵隔
肿物切除手术方式，以此突显 TNT 更高层次的优
势，结果表明 TNT 手术患者疼痛减轻更明显，肌肉
松弛-置入喉罩时间、重症监护时间、术后住院时间
更短，患者舒适度更高，恢复更快。但无法避免的
是 TNT 组的入组更严格（术前人为选择性，比如肿
物更容易切除）给本实验带来一定的偏差，且本研
究为回顾性研究，围术期患者的真实感受无法确切
得知，尤其在气管插管及尿管引起的不适方面，需
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来确认并验证 TNT 技术的
可行性。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考虑尝试清醒局部麻
醉下机器人肿物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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