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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空间测量与传统 CT 规划在肾肿瘤微创手术中的对比
胡正飞 1，吕世栋 1，黄建锋 1，张 林 1，黄婵桃 2，
黎依文 2，
黄文华 3，
叶建平 4，
魏 强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 泌尿外科，2 影像中心，广东 广州 510515；3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
室，广东 广州 510515；4 深圳市一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深圳 518044
摘要：
目的 探讨3D空间测量在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的临床应用优势。方法 收集2016年2月~2017年10月我院影像中心37
例肾脏肿瘤的增强 CT 薄层数据，利用自主开发的“Uromedix-3D”系统进行 3D 重建，测量和分析肾脏及肿瘤的解剖参数，并
指导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A 组）。同期 38 例患者仅在传统 CT 图像指导下完成手术（B 组）。统计分析两组病例的一般资料
及手术资料，
并进行比较。结果 A 组 3D 重建用时（29.3±9.7）min，
3D 空间测量肾脏缺损的长、
宽、
深分别为（3.2±1.1）cm、
（2.6±
0.9）cm、
（1.7±0.7）cm，
肿瘤与集合系统距离为（3.8±2.2）mm；
R.E.N.A.L评分（7±1.5）分；
存在3例副肾动脉及2例肾动脉过早分
支。AB两组手术均行后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
肾动脉阻断时间分别为（26.7±6.4）min 、
（31.9±7.0）min，
肿瘤切除时间分别为
（8.4±2.6）min 、
（10.4±2.8）min，肾脏缺损缝合时间分别为（18.3±3.9）min 、
（21.5±3.4）min，术后 24 h 腹膜后引流量分别为
（88.6±40.2）mL 、
（134.3±58.3）mL，
术后48 h腹膜后引流量分别为（127.9±54.5）mL 、
（198.1±86.3）mL，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病人一般资料、
手术时间、
出血量及术后住院天数等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Uromedix-3D”
系统能够高
效、
准确地完成肾脏及肿瘤的3D重建，
而肾脏结构的3D空间测量比传统CT的平面测量更具优势，
能够指导腹腔镜下精准化的
血管处理、
肿瘤切除和缺损修补等手术操作，
并显著减少热缺血时间。
关键词：
肾肿瘤；
3D重建；
空间测量；
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
术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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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spatial measurement of anatomical parameters in a 3D model in surgical
planning for laparoscopic partial nephrectomy (LPN).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6 to October, 2017, 37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T1 renal mass underwent LPN based on 3D reconstruction after enhanced CT scanning using the Uromedix-3D system
(group A), and another 38 patients received LPN with conventional CT planning (group B). The anatomical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in the reconstructed 3D model and the demographic data, surgical outcome and postoperative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group A, the average time for 3D model reconstruction was (29.3 ± 9.7) min; the length,
width and depth of the renal defect in 3D model were 3.2±1.1 cm, 2.6±0.9 cm and 1.7±0.7 cm, respectively; The distance of the
tumor from the collecting system was 3.8 ± 2.2 mm; The mean R.E.N.A.L score of the patients was 7 ± 1.5, and 3 patients had
accessory renal artery and 2 had early branching of the renal artery. LPNs were completed via the retroperitoneal approach in
all the 75 patients without conversion to open or total nephrectomy. Group A and group B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arm ischemic time (26.7±6.4 vs 31.9±7.0 min), tumor-excision time (8.4±2.6 vs 10.4±2.8 min), renal defect suture time (18.3±3.9
vs 21.5 ± 3.4 min), 24- h volume of retroperitoneal drainage (88.6 ± 40.2 vs 134.3 ± 58.3 mL) and 48- h volume of retroperitoneal
drainage (127.9 ± 54.5 vs 198.1 ± 86.3 mL), but not in the demographic data,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r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Conclusions 3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nal masses can be completed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using this system.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CT-based measurement, 3D spatial measurement of the anatomical structures
helps to increase the precis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LPN and reduce the warm ischemia time.
Keywords: renal mass;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spatial measurement; laparoscopic partial nephrectomy;
preoperative planning

肾部分切除术（PN）既能保留部分肾功能，
又能达
到根治性肾切除的手术效果，
从而成为 T1 期肾肿瘤的
标准术式［1］，
而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LPN）由于损伤
小、恢复快的特点，目前已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
2012 年，
Buffi 等［2］提出 LPN 的手术目标为手术切缘阴
性 、低 于 20 min 的 热 缺 血 损 伤 且 无 严 重 并 发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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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N
（Clavien-Dindo［3］分类中 3 或 4 级并发症）。其中，
［4］
手术切缘阳性率已经很低，
仅为 0.7%~4% ，
严重并发
症的发生率也降至 3%左右［5］，
而 LPN 术中的热缺血时
间却难以达到目标。Thompson 等［6］随访 362 例肾门血
管阻断的患者后发现，
即使平均阻断 21 min，
患者依然
有可能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
而且，
每增加1 min的热缺
血损伤，
肾功能损害的危险度相应增加6%。尽管术中
低温处理［7-8］、
提前开放肾动脉［9］等技术已经相继报道，
但受技术限制其在国内尚未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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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CT 图像无法直观地展现肿瘤毗邻及血管分
布，
难以实现精准化的手术规划。而 CT血管重建技术
（CTA）仅能立体显示肾动脉分布与走行，
用于指导肾动
脉段血管阻断的LPN手术以减轻肾脏热缺血损伤［10-12］，
但无法重建出肾肿瘤、
肾盂等结构，
因而缺乏相对应的
手术规划价值。随着数字医学的发展，
3D 重建技术开
［13］
始应用于肾肿瘤的 LPN 手术中，
Gill 等 通过 3D 重建
识别肿瘤供血分支的位置和走行，
通过术前精准规划及
术中超声定位，
实现
“零缺血”
的LPN手术。Komai等［14］
不仅用 3D 模型定位肿瘤血供，
而且预判术中切除肿瘤
时血管与集合系统的损伤位置，
为精准手术提供立体影
像学的支撑。相比传统平面CT而言，
3D模型不仅立体
直观地展现肾肿瘤各个结构，
而更重要的是 3D 空间测
量能够量化肾脏缺损的大小、
肿瘤与其他结构的位置关
系，
实现精准化的术前规划，
然而目前国内尚缺乏肾肿
瘤的3D解剖参数及临床应用报道。本研究利用自主开
发的“Uromedix-3D”系统（软著字：2017SR200785）进

行肾肿瘤 3D 重建，
将 3D 空间测量技术应用在 LPN 各
阶段的手术操作中，
并通过对比研究探讨 3D 空间测量
在降低术中热缺血损伤及术后并发症方面的优势。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6 年 2 月~2017 年 10 月我院 75 例 T1 期肾
肿瘤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
（1）影像学提示T1
期肾癌且对侧肾脏结构无异常；
（2）生化检查提示术前
肾功能正常；
（3）无既往肾脏相关手术史。排除标准：
（1）影像学提示肾脏良性肿瘤；
（2）非T1期肾癌；
（3）合并
肾结石及囊肿；
（4）既往患肾手术史及患侧肾上腺、
输尿
管等腹膜后其他手术；
（5）术前提示肾功能不全；
（6）合
并慢性肾脏疾病。其中 37 例在我院行肾脏增强 CT 检
查，
并完成 3D 重建指导下的 LPN 手术（A 组）；
同期，
38
例患者携带外院CT至我院接受LPN手术（B组）。两组
病例一般资料（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术前资料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ean±SD)
Item
Age (Mean±SD, year)
Male/Female (n)
2

BMI (kg/m )
Tumor diameter (cm)

Group A（n=37）

Group B（n=38）

P

49.0±13.2

51.0±13.5

0.857

22/15

24/14

0.742

25.4±4.2

24.6±3.6

0.380

3.8±2.2

3.6±1.6

0.712

16/21

19/19

0.558

11/14/12

10/16/12

0.920

18/17

17/21

0.567

97.2±26.3

100.4±28.5

0.634

Tumor location (n)
Left/right
Upper/middle/lower
Exophytic/endophytic (n)
2

Preoperative eGFR (Mean±SD, mL/min·1.73 m )

1.2 3D建模与空间测量
利用256层双源螺旋CT获取肾脏增强扫描的四期
DICOM 数据。其中增强扫描时，
静脉注射非离子型对
比剂 80 mL，
生理盐水 40 mL，
速率 3.5 mL/s。动脉期监
测腹主动脉 CT 值而自动触发扫描，触发阈值为 150
HU。静脉期和排泄期延迟扫描时间分别为75 s和300 s。

A

扫 描 参 数 为 管 电 压 100 000V，管 电 流 自 动 ，螺 距
0.601 mm。扫描后图像拆薄为0.9 mm，
并即刻采集数据
并导入
“Uromedix-3D”
系统（图1A），
利用自动阈值分割
等重建技术能快速重建出动脉、
静脉、
肾脏、
肾盂、
肿瘤
等三维模型，
并在系统中测量肾肿瘤解剖学参数，
包括
肾脏缺损长、
宽、
深及肿瘤与集合系统的距离（图1B）。

B

图1 Uromedix-3D系统及3D空间测量
Fig.1 Uromedix-3D system and 3D spatial measurement. A: 3D reconstruction of renal tumor in
Uromedix-3D system; B: 3D spatial measurement of the renal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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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3D模型的手术规划
两组患者均由同一术者采用后腹腔入路行LPN手
术，
按照动脉处理、
肿瘤切除及肾脏缺损修补的手术顺
序进行手术规划：
（1）根据肾动脉分支走形、
肿瘤血供来
规划肾动脉最佳阻断位置（图2A、
B）；
（2）根据肿瘤与肾

http://www.j-smu.com

门距离，
规划肿瘤切缘宽度（图2C）；
（3）深层缝合时，
根
据缺损断面的血管或肾盂损伤结构确定重点缝合部位
（图 2D），
并根据肾脏缺损的长宽深规划缝合针数及缝
线长度；
（4）针对特殊位置的缺损缝合，
设计单侧锁边等
个体化缝合方式（图2E、
F）。

A

B

C

D

E

F

图2 术前规划与术中导航
Fig.2 Preoperative planning and intraoperative navigation. A: Clamping position for accessory renal arterial branches (yellow triangle);
B: Angle between the two renal arterial branches; C: Planning tumor margin width; D: Location of the stump artery; E, F: Planning suture
position and surgical navigation.

1.4 结果统计与分析
测量并统计 A 组 3D 模型解剖参数，
收集并记录两
组患者术中及术后临床资料，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
对结果进行分析。两组数据中计量资料用两独立样本t
检验，
计数资料用χ2检验。P<0.05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CT图像与3D重建
37例肾肿瘤CT图像数据（DICOM格式）包括平扫
期、
动脉期、
静脉期及排泄期，
每期图像为 400~600 张，
层厚 0.9 mm，
分辨率 768×768，
原始图像清晰（图 3A）。
“Uromedix-3D”
系统操作简便，
肾脏重建过程耗时短，
肾肿瘤各重建结构完整、
清晰、
立体感强。血管分支平
滑连贯，
肾动脉可达 5 级分支（图 3B），
肾静脉可达 3 级
属支（图 3C）。肿瘤及肾脏表面光整无凹凸，
系统集合
清晰完整（图 3D）。A 组 37 例肾肿瘤 3D 重建相关参数
（表2）。
2.2 手术结果
75 例肾肿瘤均成功采用后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
术，
手术无中转开放，
肿瘤切缘均为阴性。术中结果显
示 A 组肾动脉阻断时间比 B 组短，
其中，
A 组肿瘤切除

时间（肾动脉开始阻断至肿瘤完整切除的时间）、
肾脏缺
损缝合时间（肿瘤完整切除后至肾动脉开放的时间）均
少于 B 组；
术后结果显示 A 组术后 24、
48 h 腹膜后引流
量均明显低于 B 组，
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在手术
并发症方面，
A组未出现明显并发症，
B组1例因术中损
伤肾静脉而输血，
1例术后7 d因出血行选择性动脉栓塞
术。而两组手术时间、
出血量、
术后住院天数等临床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3）。
3 讨论
3.1 肾脏3D重建精度和效率
虽然肾脏 3D 技术广泛应用在临床中［15-18］，
但肾脏
3D 重建精度差和效率低的问题［10-21］未引起重视。高精
度 CT 图像是 3D 重建的前提，本研究得到的亚毫米
（0.9 mm）、
高分辨（768×768）超薄层 CT 图像精度高于
文献报道的图像精度［18, 22-23］，
同时此次肾脏3D重建精度
可达 5 级动脉分支、
3 级静脉属支。其次，
由于 Mimics
等软件难以重建复杂的软组织结构，
重建时过度依赖人
工繁琐的重复操作，
重建效率较低。而Uromedix-3D系
统通过优化软组织图像分割算法，
更加自动化地重建肾
脏各目标结构，
此次肾脏重建平均用时 29.3 min，
重建
［14, 19］
效率明显高于Mimics及Synapse Vincent 系统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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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3 高精度CT图像及3D模型

Fig.3 High precision CT image and 3D models. A: CT image (768 × 768 pixels); B: Fifth branch of
renal artery; C: Third branch of renal vein; D: Clear and intact collecting system.

表2 肾肿瘤3D重建结果
Tab.2 3D reconstruction result of the renal tumor (Mean±SD)
Item

Group A

Time of 3D reconstruction (min)

29.3±9.7

Distance between tumor and collecting system (mm)

3.8±2.2

Renal defect (cm)
Length

3.2±1.1

Width

2.6±0.9

Depth

1.7±0.7

R.E.N.A.L score

7±1.5

Renal artery variation (n)
Accessory renal artery

3

Early branching of renal artery

2

表3 两组围手术期结果对比
Tab.3 Perioperative data in the two groups (Mean±SD)
Item
Operation time (min)

Group A (n=37)

Group B (n=38)

P

116.8±37.9

131.6±52.8

0.219

Warm ischemia time (min)

26.7±6.4

31.9±7.0

0.024

Tumor-resection time (min)

8.4±2.6

10.4±2.8

0.031

Defect-suture time (min)

18.3±3.9

21.5±3.4

0.028

Blood loss (mL)

42.5±38.4

41.2±37.9

0.895

Postoperative drainage of 24 h (mL)

86.6±40.2

134.3±58.3

0.001

Postoperative drainage of 48 h (mL)

127.9±54.5

198.1±86.3

0.001

Postoperative GFR (mL/min·1.73 m2)

78.6±24.2

78.0±24.0

0.930

Reduction in eGFR (mL/min·1.73 m2)

18.6±15.7

22.4±17.9

0.170

7.0±2.0

8.0±3.3

0.241

Vascular injury (n)

0

1

Postoperative bleeding (n)

0

1

Urinary leakage (n)

0

0

Postoperative sta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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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有研究报道肾静脉难以重建，
常需手工逐层
“画”
出轮
廓，
图像的提取过程存在较大主观性，
造成不同人员重
建结果不一致［14］，
而本研究采用自动化重建技术能够有
效避免人为误差。所以，
在3D技术的临床应用中，
重建
精度决定手术规划的可靠性，
重建效率影响技术的推广
应用，
提高重建精度与效率是 3D 技术在泌尿外科进一
步推广应用的必要条件。
3.2 3D空间测量的技术优势
3D手术规划不仅能更加直观的展现各结构毗邻特
点，
而且能通过3D空间测量精准量化肾肿瘤解剖特征，
从立体形态和量化参数两方面满足精准化的术前规划
要求。王振龙等［24］在肾肿瘤模型上通过3D空间测量精
准锁定完全内生性肿瘤的位置，
解决了内生性肾肿瘤的
切除难题，
但在其他规划方面缺少深入应用，
因而笔者
将 3D 空间测量拓展应用在 LPN 肾脏缺损修补方面。
在A组37例肾肿瘤重建模型中，
图1B示
“切除”
肿瘤后，
3D空间测量肾脏缺损的长宽深平均为3.2、
2.6、
1.7 cm，
目前鲜有报道 LPN 手术肾缺损的 3D 解剖参数。在 3D
组手术规划中，
笔者认为肾脏 3D 解剖参数有利于准确
评估缝合难度，
一方面，
肾脏缺损深度常用于评估 LPN
术中单层或双层缝合，
而 3D 模型缺损面的形状大小有
利于判断最佳缝合方向。另一方面，
肾脏缺损的长与宽
能够估算术中缝合针数及缝线长度，
从而降低缝合难
度、
缩短缝合时间。既往研究显示肾动脉的解剖变异比
较常见［25-26］，
而此次37例重建模型中也发现了5例血管
变异，
其中2例肾动脉过早分支、
3例合并副肾动脉。在
合并血管变异的 LPN 手术中，
3D 空间测量能够准确定
位异位血管，
有利于肾蒂血管精准游离，
避免术中损伤
异位血管。
3.3 3D规划提高手术质量
曾有研究指出 3D 技术在复杂肾肿瘤（R.E.N.A.L
≥8）的术前规划中比传统CT 更具优势，
能够有效缩短
手术时间并降低术后尿瘘发生率［27］，
而本研究通过分析
多层次的手术结果来进一步讨论 3D 技术在 LPN 手术
规划中的优势。此次术中结果显示，
3D 手术规划不仅
能缩短总手术时间，
而且平均缩短了 5.2 min 的肾热缺
血时间。由于LPN热缺血过程主要包括肿瘤切除及缺
损修补两个阶段，
因而笔者进一步将热缺血时间细分为
肿瘤切除时间和肾缺损修补时间，
从而发现 3D 组的这
两部分时间分别减少了 2 min 和 3.2 min。研究表明小
肾癌的肿瘤切缘宽度与术后复发不相关［28-29］，
小于4 cm
［30］
的肾肿瘤可行简单的肿瘤剜除术 ，
3D 模型从位置形
态和空间距离两方面帮助术者定位肿瘤，
规划最小切缘
宽度，
减少术中决策时间，
从而提高肿瘤切除速度；
在肾
缺损修补阶段，
3D 模型从缺损位置、
形态、
大小和毗邻
等方面系统地评估缺损修补难度，
术前制定最佳缝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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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减少术中无效操作，
从而加快缺损修补进程；
不仅如
此，
术后结果显示 3D 组术后 24 h 及 48 h 腹膜后引流量
均明显少于CT组，
这得益于术前3D模型能预判肾脏缺
损的重要修补区域，
帮助术者准确缝扎残端血管和修补
集合系统，
降低肾脏创面的渗血渗液，
从而显著提高手
术质量；
在手术并发症方面，
CT对照组有1例术中损伤
肾静脉，
有1例术后活动性出血，
而3D组未出现严重并
发症。本研究两组手术均未出现尿瘘并发症，
因而无法
评估3D技术在降低尿瘘方面的作用，
这与Wang等［27］的
对比研究存在差异。有研究认为内生型肿瘤LPN术后尿
瘘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31］，
所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3D
技术在内生型肾肿瘤中降低术后并发症等方面的价值。
综上所述，专科化的“Uromedix-3D”系统能够高
效、
准确地完成肾脏3D重建，
3D空间测量比传统CT规
划更准确直观，
是精准LPN手术规划的有效工具，
能够
降低肾脏热缺血损伤以及潜在手术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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