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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中经自然孔取出切除标本 源苑 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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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腹部无切口的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的可行性与疗效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源苑 例腹部无切口的腹腔镜直肠

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袁对手术的可行性尧安全性尧根治性等进行评价遥 结果院源苑 例手术均获成功袁无中转术式袁无严重术中尧
术后并发症袁无手术相关死亡遥 手术平均时间 员源园渊怨园耀圆员园冤 皂蚤灶袁平均失血 员员园渊缘园耀猿缘园冤 皂造遥 术后平均留置导尿时间 员园渊苑耀员缘冤

凿袁平均住院日 员源渊员园耀圆员冤 凿袁所有患者 猿 个月后排便控便功能均良好遥 平均清扫淋巴结 员源渊愿耀圆源冤枚袁圆愿 例低位直肠癌平均远切

缘 员援愿渊员耀源冤 糟皂袁无切缘阳性病例遥 结论院经自然腔道取出标本的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安全可行袁同时具有腹部创口最小化袁降
低直肠低位横断难度等优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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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具有切口小袁 生理心理创伤小袁免
疫尧肠功能影响轻袁术后恢复快等优点遥 本文回顾性
分析了本科 圆园园苑 年 远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间 源苑 例腹
腔镜辅助根治性直肠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袁术中
应用腹部无切口技术遥 包括经肛门直肠外翻拖出尧
经阴道后壁切开取标本的方法遥 以求在常规腹腔镜
直肠癌手术熟练开展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完善技术袁体
现微创优势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腹部无切口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 源苑 例袁其中男
员苑 例袁女 猿园 例遥 平均年龄 缘苑渊猿圆耀愿员冤岁遥 肿瘤距肛
缘距离 源耀远 糟皂 圆愿 例袁苑耀员园 糟皂 员怨 例遥肿瘤术后病理
分期院园 期 源 例袁玉期 员怨 例袁域期 怨 例袁芋期 员员 例袁
郁期 源 例遥 黏液腺癌 员园 例袁腺癌玉耀芋级 猿缘 例袁低
分化腺癌 圆 例遥 经肛门外翻拖出术 圆苑 例袁经阴道拖
出术 圆园 例遥
员援圆 方 法
员援圆援员 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
患者全麻袁取膀胱截石位遥 采用 缘 孔法袁脐孔上
建立观察孔袁右下腹尧左下腹分别建立 圆 个操作孔袁
其中右侧髂前上棘水平为主操作孔袁 直径 圆 糟皂袁肿
瘤位置低时该主操作孔适当偏内侧袁以利于低位的
游离操作遥 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术对于淋巴清扫和
环周切缘的要求与开腹手术是一致的遥 距离肠系膜
下动脉腹主动脉发出处 员 糟皂 上血管夹切断袁向内侧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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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出肠系膜下静脉切断遥 于 栽燥造凿贼 融合筋膜和腹
膜后筋膜之间游离乙状结肠系膜后间隙袁 注意辨认
和保护输尿管尧生殖血管尧髂血管遥游离至骶前袁解剖
平面应位于盆筋膜脏层和壁层之间袁 注意辨认和保
护两侧的腹下神经干袁向下切断骶骨直肠韧带遥分离
直肠前壁时袁先在 阅藻灶燥灶增蚤造造蚤藻则泽 筋膜前分离袁在精囊
腺下缘水平切断该筋膜袁 然后在 阅藻灶燥灶增蚤造造蚤藻则泽 筋膜
与直肠固有筋膜之间分离遥 侧方的分离需切断盆丛
发向直肠系膜的分支袁 辨认和保护位于盆侧壁向远
端走行发向泌尿生殖系统的分支遥 游离直肠系膜至
肛尾韧带及肛提肌肠壁附着处遥
员援圆援圆 免腹部切口的标本切取及肠吻合
免腹部切口的标本切取通过 圆 种方法完成院淤
完成直肠游离至肛提肌水平后袁 应用超声刀于瘤体
上缘近端 员园 糟皂 切断乙状结肠系膜袁 以腔镜下直线
切割闭合器切闭肠管遥 通过肛门口置入 圆愿 或 圆怨 号
圆形吻合器渊可采用使用过再消毒的吻合器冤袁通过
肿瘤段肠腔至远断端出袁 吻合器砥钉座由腹部穿刺
孔置入腹腔袁 旋紧吻合器后回抽使肠管完全外翻脱
出遥 也可采用卵圆钳自肛门伸入夹持远断端将肠管
外翻拖出遥碘伏擦洗外翻的肠管黏膜袁直视下距离肿
瘤远端 跃 圆 糟皂 上切割闭合器切断闭合肠管袁断端自
然回缩于盆腔内袁检查标本切缘距离曰于 女性患者袁
可采用经阴道后壁切开取出标本遥 完成直肠低位游
离后袁以直线切割闭合器于肛提肌水平上切闭肠管遥
阴道消毒后可见稍向内膨起的阴道后壁袁 因阴道后
壁已与直肠分离袁 扪之有空虚感遥 横行切开阴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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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袁长约缘 糟皂袁伸入卵圆钳至盆腔夹持直肠近断端拖
出袁此步骤动作需轻柔袁避免因过分牵拉损伤近端乙
状结肠边缘血管弓遥 会阴部直视下分离切断乙状结
肠系膜袁上荷包钳切断乙状结肠袁移除标本袁断端置
入吻合器砥钉座袁回纳盆腔遥 可吸收线连续缝合关
闭阴道后壁遥 如果直肠前壁癌侵犯子宫袁同时行子宫
切除袁则由阴道断端拖出肠管完成上述操作袁本组有
员 例联合子宫切除患者遥 吻合均采用在腔镜监视下袁
拖出术式的吻合器砥钉座由 圆 糟皂 的穿刺孔置入近
断端并荷包缝合袁 经肛门置入吻合器与乙状结肠断
端吻合袁注意避免肠管扭曲及周围组织夹入吻合口遥
圆 结

果

腹部无切口的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 源苑 例均获
成功袁无中转术式遥 员 例外翻拖出术式的女性患者术
后 员猿 凿 出现直肠阴道漏袁 给予回肠造瘘后出院袁二

图员

猿 讨

拖出技术术后 圆 个月腹部

论

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以其生理心理的微创优
势尧清晰放大的手术视野尧盆底低位良好视野下精细
操作的技术优势袁得到越来越多的外科医生的认可遥
本组采用的腹部无切口的手术方式袁是在熟练开展
常规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的基础上袁通过外翻拖出
或经阴道后壁切开的途径袁完成切取标本尧协助吻合
的操作袁避免了腹部另开小切口袁同时具有其他一些
技术优势遥 经脐单孔技术也做到了腹部创口的最美
观化袁但大大增加了操作的困难程度袁手术时间延
长遥
腹部无切口的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大致有 猿 种
术式院淤经肛门外翻拖出术又称拖出技术曰于阴道后
壁切开袁拖出肿瘤及近端肠管袁切除标本袁放置吻合
器钉座曰盂开放直肠远断端袁经肠腔拖出标本切除袁
腔镜下关闭远断端咱员暂遥 本组 源苑 例选用前 圆 种方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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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行阴道瘘修补袁还纳回肠造口遥无严重围手术期并
发症如术后出血尧吻合口漏尧输尿管损伤等发生袁无
住院期间或术后 猿园 凿 内死亡病例遥 平均手术时间为
员源园渊怨园耀圆员园冤 皂蚤灶袁术中平均失血 员员园渊缘园耀猿缘园冤 皂造遥
术后第 员 天拔除胃管尧 放置肛管的患者肠功能恢复
后拔除肛管尧进食遥 术后平均保留导尿管时间 员园渊苑耀
员缘冤 凿袁术后平均住院日 员源渊员园耀圆员冤 凿遥 圆愿 例低位直
肠术后排便院第 员 个月 员圆渊愿耀圆园冤次 辕 凿尧第 圆 个月 愿
渊远耀员园冤次 辕 凿尧第 猿 个月 远渊源耀愿冤次 辕 凿遥 术后 猿 个月全
部病例肛门功能均基本恢复正常遥 病理结果院 本组
源苑 例标本袁包括腺癌 源猿 例及腺瘤局灶癌变 源 例曰平
均瘤体直径 猿援苑 渊员援园耀苑援缘冤 糟皂袁 平均清扫淋巴结 员源
渊愿耀圆源冤枚曰直肠低位癌 圆愿 例袁平均远切缘距肿瘤下
缘距离 员援愿渊员耀源冤 糟皂袁切缘均为阴性遥 随访时间 远耀源愿
个月袁平均随访 圆苑 个月袁无吻合口复发及盆腔复发
病例袁圆 例出现肝转移遥 腹部美容效果佳渊图 员耀圆冤遥

图 圆 经阴道术后 圆 个月腹部

均顺利完成手术袁无中转开腹遥仅 员 例患者术后 员猿 凿
出现直肠阴道漏袁 考虑其原因为吻合口漏向阴道内
破溃所致袁回肠造瘘加二期手术后痊愈遥 无手术相关
死亡袁手术安全易行遥 郑民华等咱圆原猿暂在腹腔镜低位直
肠癌根治术中应用脱出技术袁 肯定了该术式具有
降低直肠低位横断的难度尧 有利于确定安全切缘
等优点袁同时认为其安全实用袁值得推广遥
术后恢复的各项指标袁 本术式与常规腹腔镜直
肠癌根治术相同遥遵循快速康复外科的理念袁一般在
术后第 员 天拔除胃管或不放置胃管袁 肠功能恢复后
进流质遥 留置尿管时间按常规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
方法执行遥即便是超低位的直肠横断袁肛门功能在术
后 猿 个月也能基本恢复正常遥 手术中需要注意的是
当系膜游离至提肛肌附着处时袁 要避免提肛肌的损
伤遥术后大便次数增多与重建后肠管短尧丧失直肠肛
管之间的角度有很大关系袁 并不仅是肛门括约肌功
能受影响而致遥 因此只要术中注意保护肛提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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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袁随着重建肠管功能的代偿袁排便功能可以在 圆
个月后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遥
本术式与常规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的不同主要
体现在标本的切取方法袁两者淋巴清扫的要求和具
体实施是一致的遥 本组平均每例清扫淋巴结数目 员源
渊愿耀圆源冤枚袁肠系膜下动脉要求清扫到根部袁直肠系
膜要求保证脏层筋膜的完整性袁在瘤体大的情况下
特别要强调环周切缘的无瘤遥 拖出式可以对外翻的
直肠黏膜进行彻底的灭瘤和灭菌操作袁本组常规采
用碘伏袁以保证关闭端不会夹存脱落的肿瘤细胞袁否
则这也是吻合口复发的可能原因之一遥 在直视下以
切割闭合器切闭可以明确保证肿瘤远端切缘的充分
性袁特别是对于瘤体小的低位直肠肿瘤袁镜下触觉难
以确定肿瘤下缘袁外翻横断操作显得更为明确和可
靠遥 云怎噪怎灶葬早葬 等咱源暂报道 员园 例拖出技术的低位直肠癌
患者袁 平均清扫淋巴结 员源援猿 枚袁 平均远切缘距离
员缘援怨 皂皂遥 孕则藻贼藻 等咱缘暂报道 员园 例拖出技术的低位直肠
癌患者袁平均随访 员愿 个月无局部复发遥 均说明了拖
出技术能保障肿瘤的根治性切除遥
外翻切除可以做到腹部无切口袁特别对于低位
横断困难尧瘤体小腔镜下难以确认下切缘的情况更
为适用遥 但完成外翻操作在肿块较大尧肠系膜肥厚
的患者会有一定困难袁选择病例时应予以考虑遥 外
翻拖出需要通过两处狭窄袁一为肿瘤处狭窄的肠腔曰
二为肿块通过肛管遥 当肿瘤侵犯肠管 员 辕 圆 以上或有
肠梗阻时尧肿块直径跃 源 糟皂 时袁不宜选择外翻术式咱远暂遥
术前最好行 酝砸 等检查明确肿瘤侵犯的深度尧大小袁
但最终的决定仍有赖于术中结合肠管粗细尧系膜是
否肥厚尧 肿瘤大小等综合判断外翻能否顺利实施遥
阴道后壁切开的方法袁不受肿瘤大小的限制袁但应注
意阴道切口的无瘤操作袁特别是对于 栽源 期的患者更
应强调遥 乙状结肠短尧肿瘤位置高的患者袁经阴道拖
出后要切除肿瘤近端足够长度的肠管会有一定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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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袁 选择病例时要考虑到肠管能否经阴道拖出足够
的长度遥 当然游离左半结肠甚至脾曲能够增加拖出
肠管的长度袁但同时增加了手术操作遥
腹部无切口的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袁 通过外翻
切除或经阴道途径完成标本切取袁 与经脐单孔手术
相比操作难度低袁无需特殊器械袁手术时间无明显延
长遥 在进一步减少腹壁创伤袁 美容效果最大化的同
时袁降低了低位直肠癌远端镜下切闭的难度袁会阴
部直视下切闭能保证充分的安全切缘遥 特别是对于
没有恶性病理依据的低位直肠肿瘤袁通过外翻技术
达到超低位保肛袁具有实用价值遥 总之袁腹部无切口
的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是安全的袁技术可行袁易于
常规应用和推广遥 鉴于外翻拖出有一定的适应证袁
在腹腔镜直肠癌手术中应选择合适的患者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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