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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乙状结肠联合直肠代阴道成形术中肠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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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研究如何在腔镜下选取合适部位及长度的乙状结肠联合直肠进行阴道成形术袁探讨其方法尧可行性及效果遥

方法院选取 员员 例先天性子宫阴道缺如患者进行腹腔镜下乙状结肠联合直肠代肠道成形术治疗袁并观察手术疗效遥 结果院员员 例患

者使用该方法均获成功袁无中转开腹袁随访 源耀源愿 个月袁阴道深度及宽度能满足性生活需要遥 结论院以患者人工洞穴的深度为基
础再截取 猿耀源 糟皂 的距离作为腔镜下截取肠管的长度是可行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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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成形手术方式有十多种袁理想的人工阴道
是在解剖和功能上接近正常的阴道遥 国内外很多学
者认为乙状结肠代阴道成形术是一种安全尧有效且
易于接受的手术方法袁符合当今的微创观念 咱员原猿暂袁其
形成的人工阴道具有适当的宽度和深度袁 而且柔
软尧润滑尧有弹性和伸展性遥 手术途径有开腹和腔镜
两种袁随着腹腔镜技术及腔镜下器械的发展袁以及
患者对美容要求的提高袁腹腔镜下乙状结肠联合直
肠代阴道成形术成为主流遥 如何在腹腔镜下选取合
适的肠管袁文献中无明确的说明袁一般均是取 员缘耀员愿
糟皂 的乙状结肠袁笔者在长期的手术过程中摸索出了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袁目前已在 员员 例患者中实施袁
均获成功袁现简述如下遥
员 资料与方法
员援员 资料
选取 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圆 月在本院就诊
的 员员 例患者作为临床研究资料袁 均为先天性子宫
阴道缺如渊皂葬赠藻则鄄则燥噪蚤贼葬灶泽噪赠鄄噪俟泽贼藻则鄄澡葬怎泽藻则袁酝砸运匀冤综
合征袁术前影像学检查排除其他器官异常袁年龄 圆员耀
圆愿 岁袁平均渊圆猿援远 依 圆援圆冤岁遥 合并始基子宫 怨 例袁无子宫
圆 例遥外生殖器及乳房均发育良好袁会阴部位有 员耀猿 糟皂
不等的隐窝袁染色体核型均为 源远载载遥
员援圆 方法
穿刺点选择院为使标记的肠钳尽量和乙状结肠
及直肠平行袁在脐部右下侧约 猿 糟皂 处取穿刺点袁以
利于测量肠管的长度渊图 员冤遥
手术操作主要分两步进行袁 先腹腔镜探查院脐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缘冤园员鄄员园缘鄄园猿

部穿刺成功形成气腹后袁进行穿刺点操作袁初步探
查乙状结肠尧直肠尧输卵管尧卵巢及有无发育不全的
子宫遥 然后进行会阴部操作院在前庭隐窝处渊尿道膀
胱和直肠之间冤 注入 员颐圆园园 园园园 的肾上腺素盐水约
缘园 皂造袁野哉冶字形剪开该处的黏膜层袁以两手食指钝
性分离尿道尧膀胱和直肠之间疏松组织袁分离过程
中术者一手中指放入肛门袁金属导尿管放置在膀胱
作为指引袁 以免损伤直肠和膀胱袁 当分离至 阅燥早造葬泽
窝腹膜时不打开腹膜袁以消毒的钢尺测量分离后形
成的洞穴深度袁并记录袁纱布填塞人工洞穴袁压迫止
血袁暂停阴部的操作遥 以钢尺在腔镜下的肠钳上从
钳的尖端向钳柄量取与人工洞穴等长的距离袁再向
上量取 猿耀源 糟皂袁用无菌胶带渊宽约 圆 糟皂冤在该部位
作标记遥 按常规的操作过程游离乙状结肠及直肠周
围的系膜和疏松结缔组织袁暴露乙状结肠及直肠的
血管弓及其分支血管袁即左结肠动静脉尧乙状结肠动
静脉和直肠上动静脉袁试行夹闭前两支动脉袁观察所
截取的乙状结肠及直肠血运袁如血运良好袁则以野加力
夹冶夹闭左结肠动静脉尧乙状结肠动静脉袁切断后继续
充分游离乙状结肠及直肠系膜袁则在拟切断的直肠端
渊距盆底腹膜处约源 糟皂冤丝线缝合浆膜层标记袁向近
心端以标记的肠钳量取袁在平胶带的位置以丝线缝
合该部肠管的浆膜层作为标记渊该部位将是人工阴
道的顶端冤遥 肠钳尖端放在上端丝线标记处袁再向近
心端量取袁 在平胶带处助手以另一肠钳夹持该部
位袁分别将该部位及上端丝线标记的肠管处试行向
阅燥早造葬泽 窝处腹膜牵拉袁以无张力为最佳袁圆 次牵拉均
无张力说明所取肠管部位及长度合适袁若牵拉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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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袁则需继续分离肠管的系膜袁直至无张力遥 标记

部位见图 圆遥 然后用腔镜下的直线切割闭合器切断

闭合作为人工阴道的肠管袁在腔镜直视下打开 阅燥鄄
早造葬泽 窝腹膜袁并经此洞穴下拉剩余乙状结肠的近心

端达前庭部位隐窝袁剪开闭合的肠管袁消毒后放置
吻合器的野钉座冶袁荷包缝合并固定后回纳入腹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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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肛门及直肠袁 以管状吻合器经肛门进行肠管
的端端吻合遥 以卵圆钳经人工洞穴夹取游离肠管
的直肠端袁顺势下拉至前庭部位袁为确保人工阴道
的外口日后不挛缩袁 本研究采取切断两侧部分肛
提肌然后再将肠管壁和前庭黏膜间断缝合袁 再造
人工阴道口遥
左结肠动脉

肠系膜下动脉

直肠上动脉
乙状结肠动脉

图员

圆 结

栽则燥糟葬则 穿刺位点及大小

果

员员 例患者均获成功袁无中转开腹遥 手术时间平均
渊圆员圆依员愿冤皂蚤灶袁术后血红蛋白下降平均渊员怨依员冤早 辕 蕴袁平
均住院日渊员怨援远依员援缘冤凿袁肛门排气时间约 源 凿袁手术并
发症院员 例术后第 苑 天人工阴道感染袁员 例术后第 员圆
天腹腔引流管有脓液引出袁圆 例分泌物细菌培养均
为大肠埃希菌感染袁经抗生素治疗后均痊愈遥 成形
阴道 的 深度 及 宽 度 平 均 分 别 为渊员园援愿 依员援圆冤糟皂 和
渊猿援缘依园援猿冤糟皂袁 随访时间 源耀源愿 个月袁怨 例在术后 猿耀远
个月有性生活袁均表示满意遥
猿 讨

论

先天性无阴道发病率为 员 辕 缘 园园园耀员 辕 源 园园园咱源暂袁最
常见于 酝砸运匀 综合征袁主要由双侧副中肾管未发育
或其尾端发育停滞而未向下延伸所致袁几乎均合并
无子宫或仅有始基子宫袁双侧输卵管及卵巢一般正
常袁因此第二性征正常发育袁至青春期以后由于原
发性闭经或无法进行正常的性生活而就诊遥 这些患
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袁 常需施行阴道成形术遥
目前阴道成形术手术方式有十多种袁 主要可分为 猿
大类院淤经会阴阴道成形术曰于经腹会阴联合阴道
成形术曰盂腹腔镜下阴道成形术咱缘暂遥 理想的再造阴道
应具有适当的深度和宽度袁另外还应柔软尧湿润尧有
弹性及收缩性袁肠管代阴道能满足上述要求袁所取
的肠管有回肠尧乙状结肠尧乙状结肠联合直肠袁手术
方式有开腹联合会阴肠道代阴道成形术和腹腔镜
下腹会阴联合肠道代阴道成形术遥

图圆

左半结肠血供图袁两黄色线段为丝线标记部位袁之间
为所要截取的肠管

乙状结肠代阴道是目前应用最多的肠管材料袁
但乙状结肠代阴道操作需要开腹袁多遗留较大的手
术疤痕袁此类患者除了有生理缺陷外袁一般都伴有
严重的心理负担袁 希望在解决性生活的同时体表
要无明显的瘢痕遥 腔镜下乙状结肠联合直肠代阴
道成形术技术难度较高袁但因腹部无明显瘢痕袁受
到患者的青睐遥 众所周知袁腔镜有放大作用袁加上
每个患者的盆腔深度不同袁 因此所截取肠管的长
度也应有不同遥 如何在腔镜下截取合适部位及长
度肠管是手术的关键遥 既往手术往往先在腔镜下
截取肠管袁然后再造穴袁本研究是反其道而行袁先
造穴袁然后再截取肠管遥 其目的是为了解人工穴道
的深度袁在此基础上增加 猿耀源 糟皂 的长度作为所选
肠管的长度袁不至于所取肠管过短或过长袁过短易
致手术失败袁 过长易致患者短期内大便次数明显
增多及日后人工阴道脱垂遥 为了确保截取后剩余
乙状结肠近心端能经人工洞穴拉出放置吻合器的
野钉座冶袁截取的作为人工阴道的肠管以直肠为主袁
辅以部分的乙状结肠袁 目的是为了使患者腹部无
明显瘢痕遥
本研究向 阅燥早造葬泽 窝腹膜处 圆 次试行牵拉剩余
乙状结肠的近尧远端袁牵拉近端目的是为了保证能
将剩余乙状结肠的近心端自人工洞穴牵至会阴处
切口袁留待放置吻合器的野钉座冶遥 牵拉远端目的是
为了确保有足够长度的肠管作为人工阴道遥 使用该
方法术中及术后观察指标和文献报道无明显差别遥
术中出血量均未超过 猿园园 皂造袁 腔镜下如找准乙状结
肠及直肠间隙袁则几乎无明显出血袁出血主要在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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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穴过程中袁注入稀释的肾上腺素后出血量较未注入

肾上腺素明显减少袁尽管血红蛋白平均下降了渊员怨 依
员冤早 辕 蕴袁其中有 猿 例下降达 猿缘 早 辕 蕴 以上袁事实上该 猿
例术中出血量并不多袁分析可能系化验误差袁因为
这 猿 例术后并未输血袁 再次复查血常规显示血红

蛋白较术前无明显下降遥 文献报道人工阴道达 苑
糟皂 以上才能有满意的性生活 咱远暂 遥 本组 员员 例患者
平均阴道深度达渊员园援愿 依 员援圆冤糟皂袁随访过程中有 怨
例在术后 猿耀远 个月有性生活袁均较满意袁因腹部

无明显瘢痕袁 患者性生活过程中心理障碍明显较

小袁 而且消除了与手术切口相关的并发症袁 如疼
痛尧感染和切口疝等 咱苑暂 遥 因摒弃了腹部辅助的小切
口袁对肠管的干扰更小袁因此通气时间渊平均约 源
凿冤较文献报道渊平均 缘 凿冤短 咱愿暂 遥 手术时间长主要
与两步手术由一组医师完成有关遥 腔镜下乙状结
肠联合直肠代阴道成形术术后并发症是限制其广
泛应用的主要因素袁 本研究发现感染细菌均为大
肠埃希菌袁 因此术中应避免不必要的肠管损伤袁
另外截取肠段血供也是术后感染的重要因素袁本
研究术中注意观察截取肠段颜色袁 严防截取肠段
发生血供不良遥 手术操作熟练也是避免术后并发
症发生的重要基础袁 因此此类手术应当由熟悉腹
腔脏器解剖及具有丰富手术经验的医师进行遥 住
院时间较长主要与每天给患者冲洗人工阴道直至
分泌物明显减少有关袁 且在院期间可教会患者自
己能熟练上模具遥
综上所述袁此种选取乙状结肠联合直肠代阴道
的方法简便尧易行尧可靠袁不需特殊器械袁值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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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出版物中阿拉伯数字的书写规则
员援
圆援
猿援
源援
缘援

为使多位数字便于阅读袁可将数字分成组袁从小数点起袁向左或向右每 猿 位分成 员 组袁
组间留空隙渊约为一个汉字的 员 辕 源冤袁不得用逗号尧圆点或其他方式遥
纯小数必须写出小数点前用以定位的野园冶遥
阿拉伯数字不得与除万尧 亿及法定计量单位词头外的汉字数字连用遥 如 源缘猿 园园园 园园园
可写成 源缘 猿园园 万或 源援缘猿 亿或 源 亿 缘 猿园园 万袁但不能写成 源 亿 缘 千 猿 百万曰三千元写成
猿 园园园 元或 园援猿 万元袁但不能写成 猿 千元遥
一个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袁包括小数与百分数袁不能拆开转行遥
表示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范围袁使用波浪号野耀冶遥 如 员园豫耀圆园豫袁渊圆耀远冤伊员园猿 或
圆伊员园猿耀远伊员园猿袁猿园耀源园 噪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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