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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eless 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隔肿瘤切除手
术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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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tubeless 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的安全性、可行性及优越性。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前纵隔肿瘤 32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17 例行 tubeless
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男 8 例、女 9 例，年龄（31.8±8.4）岁；15 例行传统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隔
肿瘤切除手术，男 8 例、女 7 例，年龄（31.1±9.2）岁。对比手术时间、术中最低血氧饱和度（SaO2）、术后清醒时
间、术后疼痛视觉模糊评分、术后肺完全复张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等。结果

Tubeless 组术后清醒时间

［（18.5±1.8）min vs.（28.9±4.2）min，P=0.000］、术后疼痛视觉模糊评分［（1.6±0.6）vs.（3.5±7.4），P=0.000］、术后住院
时间［（2.5±7.2）d vs. （4.3±1.1）d，P=0.000］、住院费用［（3.2±1.1）万元 vs.（4.9±1.1）万元，P=0.000］均优于对照组。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51.7±6.5）min vs.（55.1±8.5）min］、术中最低 SaO2（98.5%±0.9% vs. 98.1±0.8)%］、术后肺复张时
间［（33.9±12.2)d vs.（38.4±15.2)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tubeless 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隔肿瘤切除

手术安全可行，并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关键词】 自主呼吸麻醉；加速康复外科；胸腔镜；纵隔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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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safety,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s of tubeless trans-subxiphoid thoracoscopic

surgery in anterior mediastinal tumor res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2 patients suffering anterior mediastinal tumor

enrolled, including 17 patients (8 males and 9 females) with average age of 31.8±8.4 years who have been performed
tubeless trans-subxipohoid tharcoscopic surgery and 15 patients (8 males and 7 females) with average age of 31.1±9.2 years
who have been performed traditional trans-subxipohoid tharcoscopic surgery. The differences of surgical duration, the
lowest intraoperative 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 (SaO2), postoperative awaking time, postoperative pain visual analogue
score (VAS),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recruitment time, duration of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hospitalization cost
were analyzed. Results Postoperative awaking time (18.5±1.8 min vs. 28.9±4.2 min, P=0.000), postoperative pain visual
analogue score (VAS) (1.6±0.6 vs. 3.5±7.4, P=0.000), duration of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2.5±7.2 d vs. 4.3±1.1 d,
P=0.000) and hospitalization cost (3.2±1.1 10 kRMB vs. 4.9±1.1 10kRMB, P=0.000) in the tubeless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m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n surgical duration (51.7±6.5 min vs.
55.1±8.5 min), the lowest intraoperative 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 (SaO2) (98.5%±0.9% vs. 98.1%±0.8%,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recruitment time (33.9±12.2 d vs. 38.4±15.2 d)(P>0.05). Conclucion

Tubeless trans-subxiphoid

thoracoscopic surgery is safe, feasible and advanced in anterior mediastinal tumor re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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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原发性前纵隔肿瘤如无禁忌均应行

射戊乙奎醚 0.6 mg，开放静脉通道，持续监测心

手术治疗 ，自 1992 年 Lewis 等首次将胸腔镜技术

电、血氧饱和度、血压、呼吸频率。Tubeless 组采用

应用于纵隔肿瘤切除手术 ，因具有手术视野清

喉罩通气静脉麻醉：麻醉诱导采用舒芬太尼 0.5

晰、避免损伤肋间神经等优势 ，经剑突下已成为

μg/kg、依托咪酯 0.3 mg/kg，置入喉罩，氧流量设置

目前胸腔镜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的主要入路。由

为 2～ 3 L/min， 麻 醉 维 持 采 用 瑞 芬 太 尼 5～ 10

于经剑突下胸腔镜手术过程无需单肺通气提供手

μg/（kg·h）、丙泊酚 2～4mg/（kg·h）持续静脉泵入，

术视野，纵隔内积液可在胸膜腔负压作用下进入胸

术中根据需要追加舒芬太尼 5 μg/次、顺式阿曲库铵

膜腔被迅速吸收 ，随着手术器械的更新、手术技

2 mg/次。对照组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麻醉诱

术的进步及手术经验等积累手术时间在逐渐缩短

导采用舒芬太尼 0.5 μg/kg、依托咪酯 0.3 mg/kg、顺

[1]

[2]

[3]

[4]

，tubeless 技术适宜在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隔手术

苯磺酸阿曲库铵 0.15 mg/kg，置入单腔气管插管，

中开展。Tubeless 技术是指在自主呼吸麻醉下进行

通气参数设置为 7 ml/kg、呼气末正压（PEEP）5 cm

手术，且不留置导尿管及胸腔引流管 。2016 年

H 2 O、呼吸频率 12 次/分，麻醉维持采用瑞芬太尼

Cui 等 首次对 tubeless 胸腔镜纵隔肿瘤切除手术进

5～10 μg/（kg∙h）、丙泊酚 2～4 mg/（kg·h）静脉泵入

行报道，并证实其安全可行，但未对其手术方式进

及七氟烷 1～2% 吸入，术中根据需要追加舒芬太尼

行阐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于 2016 年 6 月

5 μg/次、顺式阿曲库铵 5 mg/次。术后患者能根据

至 2018 年 6 月对 17 例患者施行 tubeless 经剑突下

指令完成伸舌、抓握等简单动作并确切回答姓名等

胸腔镜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并与传统经剑突下胸

简单问题即判断为完全清醒。

腔镜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比较，对结果进行回顾性

1.3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手术方式相同，均采用经剑突下胸腔
镜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患者取仰卧位，麻醉满意
后，对照组进行导尿，双腿尽量分开呈“人”字形。
术者立于患者双腿之间，扶镜助手立于患者右侧。
取剑突下切口为观察孔，置入 10 mm trocar，注入
压力为 8～12 cm Hg 的 CO2 建立人工气胸；取双侧
肋弓下缘切口为操作孔，置入 5mm trocar。进胸探
查，打开双侧纵隔胸膜，显露双侧膈神经，切除胸
骨后至双侧膈神经，甲状腺下级至双侧膈肌范围内

[5]

[6]

[7]

分析，以探讨其安全性、可行性及优越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与分组
纳入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兰州大学第一
医院胸外科前纵隔肿瘤患者 32 例，纳入标准：（1）
术前经影像学检查诊断为前纵隔肿瘤；（2）肿瘤直
径<5 cm；（3）肿瘤与周围血管、器官无大范围粘
连；（4）无明显纵隔淋巴结肿大；（5）无妊娠；
（6）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分Ⅰ～Ⅱ；（7）体
重指数（BMI）<25 kg/m2。根据治疗方式将患者分
为 tubeless 组与对照组，其中 tubeless 组施行喉罩
麻醉，不留置尿管及胸腔引流管；对照组施行气管
插管麻醉，留置尿管及胸腔引流管。Tubeless 组：
男 8 例、女 9 例，年龄（31.8±8.4）岁，胸腺增生 2
例，单纯胸腺瘤 3 例，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 1
例，支气管囊肿例 3，畸胎瘤 8 例。对照组：男 8
例、女 7 例，年龄（31.1±9.2）岁，胸腺增生 2 例，单
纯胸腺瘤 2 例，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 2 例，支气
管囊肿 2 例，畸胎瘤 7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1）。患者或委托人术
前了解手术方式及风险，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胸腺瘤伴重症肌无力患者术前口服溴吡斯的明控
制症状至稳定。Tubeless 组术前禁食 4 h，禁水 2
h；对照组术前进食 8 h，禁水 6 h。
1.2 麻醉方法
两组患者均取仰卧位，麻醉前 30 min 肌肉注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例（%）/
临床资料

Tubeless 组

对照组

性别

］
P值
0.500

男

8（47.1）

8（53.3）

女

9（52.9）

7（46.7）

年龄（岁）

31.8±8.4

31.1±9.2

0.796

BMI（kg/m2）

20.6±1.9

21.0±2.1

0.653

FVC%pre

96.8±3.6

97.6±2.6

0.488

FEV1%pre

98.3±3.4

99.7±2.4

0.190

肿瘤直径（cm）

3.4±0.8

3.7±0.9

0.391

肿瘤类型

0.954

胸腺增生

2（11.8）

2（13.3）

单纯胸腺瘤

3（17.6）

2（13.3）

胸腺瘤伴重症肌无力

1（5.9）

2（13.3）

支气管囊肿

3（17.6）

2（13.3）

畸胎瘤

8（47.1）

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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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纵隔病变及脂防组织。对照组放置纵隔引流管，

首次将胸腔镜技术应用于纵隔肿瘤切除手术 [2]，因

嘱麻醉师吸痰、鼓肺，确定肺复张良好，严密止血，

具有创伤较小、并发症较少、术后恢复较快等优

清点器械、敷料无误后关胸。Tubeless 组术后禁食

势，胸腔镜手术逐渐成为前纵隔肿瘤切除的主要手

水 4 h，对照组术后禁食水 8 h。术后每日复查胸部

术方式[10]，最常见的手术入路是经右侧或双侧肋间

X 线片，直至观察到双肺完全复张。

[11]

1.4 观察指标

气提供手术视野，单肺通气可增加患侧肺部感染的

观察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最低血氧饱和度

。然而，由于经肋间胸腔镜手术往往需要单肺通

几率，甚至引起急性肺损伤（ALI）、急性呼吸窘迫

（SaO 2 ）、术后清醒时间、术后疼痛视觉模糊评分

综合征（ARDS）及膈肌功能障碍等严重并发症 [12] ；

（VAS）、术后肺完全复张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住

术中肋间切开及经肋间器械操作，对肋间神经产生

院费用等。

的卡压与破坏，可造成术后肋间不适 [ 1 ] 。2014 年

1.5 统计学分析

Suda 等 [13]首次报道经剑突下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

采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这种手术方式可更好地显露膈神经，切除范围可达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¹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胸骨上窝，减少对呼吸与循环功能的影响，避免对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n（%）检验，组间比较采用卡

肋间神经的损伤，麻醉后无需变换体位[3, 11]，目前已

方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成为胸腔镜纵隔肿瘤切除的主要手术方式。由于

2 结果

经剑突下胸腔镜手术过程无需单肺通气提供手术

两组患者围术期均无死亡及严重并发症，顺利
出院。Tubeless 组术中无转为气管插管全麻，术后
1 例因胸腔积液行胸腔闭式引流。Tubeless 组术后

视野，纵隔内积液可在胸膜腔负压作用下进入胸膜
腔被迅速吸收 [4] ，随着手术器械的更新、手术技术
的进步及手术经验等积累手术时间在逐渐缩短
[5]

（图 1），tubeless 技术适宜在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

清 醒 时 间 ［ （ 18.5±1.8） min vs.（ 28.9±4.2） min，

隔手术中开展。2016 年 Cui 等 [7]首次对 tubeless 胸

P=0.000］、术后疼痛视觉模糊评分（1.6±0.6 vs.

腔镜纵隔肿瘤切除手术进行报道，并证实其安全可

3.5±7.4，P=0.000）、术后住院时间（2.5±7.2 d vs.
4.3±1.1 d，P=0.000）、住院费用［（3.2±1.1）万元 vs.
（4.9±1.1）万元，P=0.000］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
手术时间［（51.7±6.5）min vs.（55.1±8.5）min］、术中
最低 SaO2（98.5%±0.9% vs. 98.1%±0.8%）、术后肺复
张时间［（33.9±12.2）d vs.（38.4±15.2）d］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表 2）。胸腺增生及胸腺瘤患者
出院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1 年门诊随访胸部
CT，支气管囊肿及畸胎瘤患者出院后 1 个月门诊随
访胸部 X 线片，无患者出现声嘶、肺不张、肋间神
经痛等手术并发症，无患者出现肿瘤复发及转移，
随访患者 31 例，随访率 96.88%。

行，但未对其手术方式进行阐述。Tubeless 技术在
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中的应用进
一步减少了患者的创伤与疼痛，加快了患者的康复
速度，使得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在加速康复外科理
念（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的指导
下又迈进了一步。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指导我们优化麻醉与手术
过程，加快患者的康复速度 [14]。Tubeless 技术可有
效减轻患者的创伤与疼痛，促进术后活动，缩短住
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与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相契
合。Tubeless 技术包含自主呼吸麻醉、不留置导尿
管及胸腔引流管，其中自主呼吸麻醉因不使用气管

3 讨论
前纵隔肿瘤大部分为良性肿瘤或低度恶性肿
瘤 ，由于前纵隔肿瘤有影响心肺功能及潜在恶变

表 2 两组患者围术期观察指标比较（

）

临床资料

Tubeless 组

对照组

P值

手术时间（min）

51.7±6.2

55.1±8.5

0.203

术中最低 SaO2（%）

98.5±0.9

98.1±0.8

0.200

术后清醒时间（min）

18.5±1.8

28.9±4.2

0.000

1.6±0.6

3.5±7.4

0.000

33.9±12.2

38.4±15.2

0.365

[8]

的可能 [ 9 ] ，除恶性淋巴源性肿瘤适用于放化疗外，
若无手术禁忌，绝大多数原发性前纵隔肿瘤均主张
行手术治疗 [1]。在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领域，国内
外曾为减轻患者的创伤与疼痛进行过诸多探索。
传统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采用前正中切口胸骨劈

术后疼痛 VAS
术后肺复张时间（h）

开的方式，该方式破坏了胸骨的稳定性，增加了胸

术后住院时间（d）

2.5±7.2

4.3±1.1

0.000

骨、纵隔及肺部感染的概率[3]。自 1992 年 Lewis 等

住院费用（万元）

3.2±1.1

4.9±1.1

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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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膈肿瘤切除手术时间变化

插管，可避免对声带与气管黏膜的损伤，减少咽喉

（INR>1.5）、持续咳嗽咳痰、胃食管反流、神经系统

痛、喉头水肿、声带损伤、喉返神经麻痹等咽喉部

疾病、广泛胸膜粘连、低氧血症（PaO2<60 mm Hg）

并发症等的发生 ；减少麻醉药用量，可减轻麻醉

及高碳酸血症（PCO 2 >50 mm Hg）的患者，均不能

反应，利于患者尽早进食 ；同时为不耐受气管插

施行自主呼吸麻醉[22]；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

管的患者提供了手术机会。不留置导尿管可避免

分Ⅰ～Ⅱ级，体重指数（BMI）<25 kg/m2，心肺功能

尿道损伤、慢性感染、膀胱结石等多种并发症等多

正常的患者，在手术创面小，术中出血量少，术后

种尿路并发症的发生 ，不留置胸腔及纵隔引流管

无明显渗血的情况下，方可不留置胸腔及纵隔引流

可减少患者不适 ，摆脱了导尿管与胸腔引流管的

管 [4, 23] 。其次，一旦出现手术时间过长或血流动力

束缚，有利于患者术后活动与功能锻炼，从而加快

学不稳定的情况，必须留置导尿管，以避免膀胱过

康复速度 。在本次研究中，tubeless 组在术后清醒

度充盈并监测肾脏功能[24]。同时，术中打开双侧纵

时间、术后疼痛视觉模糊评分、术后住院时间、住

隔胸膜后可能出现明显的低氧血症，须在术前严格

院费用及术前术后禁食水时间方面明显优于对照

评估患者肺功能，并在术中维持恰当的呼气末正压

组，正是 tubeless 技术优势的体现。目前 tubeless

（PEEP）及注入 CO2 建立人工气胸的压力。在本次

技术已在肺大疱切除、胸交感神经链条切段、肺组

研究中，tubeless 组有 1 例患者在术后复查中发现

织活检、亚肺叶切除、肺叶切除、纵隔肿瘤切除等

胸腔积液需要行胸腔闭式引流，可能与术中使用超

手术中得到应用

声刀造成大量脂肪组织液化且关胸前抽液不彻底

[15]

[16]

[17]

[4]

[7]

[7, 18-21]

，证实了其安全性、可行性，

并体现出了一定的优越性。将 tubeless 技术应用于
临床实践，其技术优势会转化为社会效益优势，住

有关。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证实 tubeless 技术应用于

院费用的减少可减轻患者经济及国家财政的负

经剑突下胸腔镜前纵隔肿瘤切除手术具有安全性、

担；术后不适的减轻有利于缓解患者心理压力，可

可行性以及显著的优越性，符合加速康复外科理

提升患者的满意度；住院时间的缩短可提高科室

念，同时要求术前对患者进行系统的评估与筛选，

床位周转率，提升科室效益，同时增加现有医疗资

术中进行更为严谨的麻醉监测与手术操作，术后进

源的利用率。

行规律的复查与随访。本次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目前，Tubeless 技术应用于经剑突下胸腔镜前

（1）患者例数较少，有待更大样本的研究进行验

纵隔肿瘤切除手术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现有

证；（2）入组患者中畸胎瘤患者比例较高，与其他

技术条件下，应用这项技术有着较严苛的条件，对

中心研究结果存在明显差异[1, 5, 25]，有待开展有关本

存在肥胖（BMI>30 kg/m2）、凝血功能障碍

地区不同类型前纵隔肿瘤发病率的研究；（3）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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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反应带来的风险，tubeless 组患者术后禁食水
时间仍然较长，随着麻醉技术的提升与经验的积
累，tubeless 组患者术后禁食水时间将逐渐缩短；
（4）由于考虑器械相互干扰可能增加手术难度并延
长手术时间，本次研究未采用创伤更小的单孔胸腔
镜技术，随着手术器械的更新及手术技术的学习，
未来我们将开展 tubeless 经剑突下单孔胸腔镜前纵
隔肿瘤切除手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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