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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位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肛缘吻合术12例
陈少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肛肠科，广东 深圳 518001)

【摘要】 目的 探讨超低位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肛缘吻合术的方法。方法 本组12例，其中男8例，女4

例。年龄47~72岁，平均56.3岁；其中高分化腺癌 3例、中分化腺癌6例，腺瘤恶变3例；CEA水平升高8例，正常

水平4例。术前腔内B超提示癌肿均未超过浅肌层，未形成环肠腔生长。Dukes分期均为B期。采用全直肠系膜

切除肛缘吻合术。结果 所有12例患者均未出现吻合口瘘和肛门狭窄，6例患者因术后肛门排便疼痛于1个月

后在骶麻下摘除吻合器钉。术后均有便意和排便感觉。全部病例随访3~6个月，排便次数≤3次10例，4~5次2

例。结论 超低位直肠癌Dukes分期不超过B期的病例实行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肛缘吻合术是一种有效的保

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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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xperience of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of the anal margin anastomosis for treating 12 ca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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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of the anal margin anastomosis

for ultra-low rectal cancer. Methods Twelve patients of ultra-low rectal cancer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8 males

and 4 females,47~72 years old, 56.3 in average), including 3 cases of tubular carcinoma, 6 cases of medium differenti-

ated adenocarcinoma, and 3 cases of adenoma transforming. The levels of CEA were increased in 8 patients and nor-

mal in 4 patients. Preoperative ultrasound showed cancer had not spread out of the superficial myometrial and did not

form a ring intestine growth. All the patients were of Dukes stages B and were performed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of

the anal margin anastomosis.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showed no anastomotic fistula and anal stenosis. Six patients

drop the stapler nail under the caudal anesthesia after one month because of anastomosis pain in defecation. All the pa-

tients had feel of defecation after operation.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3~6 months, 10 of which defecated no

more than 3 times, and 2 no more than 5 times. Conclusion Total mesorectal resection of the anal margin anastomo-

sis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patients with ultra-low rectal cancer under Dukes stag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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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直肠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超低位直肠

癌(一般指距离齿线 4 cm 以内的肿瘤)并不少见，以

往大多行经腹会阴联合切除术(Miles 术），我科从

2007年 7月至 2012年 4月对 12例Dukes B期的超低

位直肠癌行全直肠系膜切除肛缘吻合术，效果满

意，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2 例，其中男 8 例，女 4

例，年龄47~72岁，平均56.3岁；其中高分化腺癌3例、

中分化腺癌 6例，腺瘤恶变 3例；CEA水平升高 8例，

正常水平 4例。术前腔内B超提示癌肿均未超过浅

肌层，未形成环肠腔生长。Dukes分期均为B期。

1.2 手术方法 按照 TME 原则游离直肠至肛

提肌水平，尽可能在肿瘤下离断直肠，确定拟切除的

乙状结肠残端血运良好，与肛缘吻合时无张力，必要

时游离侧腹膜或者脾结肠韧带。离断直肠后，会阴及

肛门充分消毒，将剩余直肠黏膜拉出，在黏膜和肛门

外括约肌之间分离至肛管和肛门周围皮肤的移行部，

切除直肠黏膜，于肛缘皮肤断端行荷包缝合，插入强

生吻合器，收紧荷包线，结扎于中心杆上，将吻合器抵

针座连同肛缘皮肤推送入肛门内，与乙状结肠行端端

吻合。放置盆腔引流管完成手术。

2 结 果

所有 12 例患者均未出现吻合口瘘和个肛门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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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6例患者因术后肛门排便疼痛于 1个月后在骶麻

下摘除吻合器钉。术后均有便意和排便感觉，均常规

行FL方案化疗(5-FU+亚叶酸钙）。术后 3个月复查

CEA水平均正常。全部病例随访3~6个月，排便次数

≤3次10例，4~5次2例。

3 讨 论

随着吻合器的应用以及放化疗技术的提高，目前

对低位直肠癌的保肛手术越来越成为可能，但对于肿

瘤已侵犯邻近器官、肿瘤恶性程度高的未分化癌，侵

及肛提肌及外括约肌，或术中冰冻病检下切缘阳性

的，应当果断行腹会阴切除术。毕竟对患者来说生命

质量高过一切。但对于Dukes B期，癌肿仅局限在黏

膜下层或浅肌层的病例，行Miles术是否必要仍值得

探讨，患者术后不但要常年承受造瘘口带来的生活不

便，也会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1-2]。

超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的前提是不增加手术后

的复发率和保证基本正常的排便功能。我们根据直

肠癌淋巴转移的特点和肛门的生理特征设计了超低

位直肠癌切除肛缘吻合术。低位直肠癌的淋巴转移

途径一般是上方和侧方转移，这一观点已经为广大医

生所接受，只有上方和侧方转移发生阻塞时才有可能

发生下方转移，因此TME原则规定直肠切缘距肿瘤

下方 1~2 cm已经足够，这就为超低位直肠癌行保肛

手术奠定了理论基础[3]。虽然手术中腹腔操作解剖

直肠至肛提肌水平并不困难，但要在非直视下切断肠

管尤其是使用切割器切断肠管并非易事，一方面有可

能损伤骶前静脉等组织，另一方面也不能保证切缘距

肿瘤的安全距离，因此我们从肛门切除剩余的黏膜和

部分肛管皮肤，可以有效降低术后局部复发的概率。

手术中TME原则仍然是该手术成功的基础，因此对

于血管的处理，肠管的游离等仍要遵循TME原则。

该术式的关键是直肠与肛缘的吻合。超低位直肠

癌保肛术后复发并不少见，可能与切除的范围不足有

直接的关系。理论上并没有肛缘的概念，我们把肛管

以下肛门与臀部皮肤的移行部分称为肛缘(2~3 cm)。

该组病例肛门组操作的时候要将齿线以下的肛管皮

肤切除。另外以前的保留肛门括约肌吻合术是将肠

管脱出后与肛周皮肤直视下缝合，但根据我们的经验

该种吻合方式患者术后排便功能并不理想，可能和吻

合后肠黏膜过度外突有一定的关系。肛缘吻合术是

在剔除部分肛管皮肤后使肛缘的皮肤重新塑性成为

肛管，使吻合口仍处于肛管内，简单的说就是重新制

造了一个肛管出来。理论上，正常的排便控便功能生

理反射过程取决于直肠环或耻骨直肠肌内的神经感

受器，而对排便、排气的鉴别和急锐便意感则主要来自

齿状线以下的肛管皮肤感受器。只要保留肛门括约

肌、肛管皮肤、齿状线上缘0.5~2 cm的直肠及其黏膜即

可保存正常的大便功能。但该组患者术后仍能保持一

定的便意，可能与肛缘皮肤的感觉有关，但该功能的存

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该术式有一定的适应证，我们

体会最好是Dukes分期为A或B期，癌肿未环腔生长，

这样就可以保留肛门括约肌，保证术后的排便功能。

因此术前对疾病的判断至关重要，腔内B超、CT以及

病理结果等均有助于判断分期。

该组病例中有6例患者术后出现排便疼痛，这与

应用吻合期后吻合钉的残留有关，我们在术后1个月

吻合口基本愈合后拔除吻合钉，排便疼痛均可以获得

缓解。虽然也造成了患者一定的痛苦，但和造瘘给患

者带来的痛苦比较仍为患者所接受。

综上所述，对超低位直肠癌，Dukes分期不超过B

期的病例实行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肛缘吻合术是

一种有效的保肛方法，但仍需要大量的临床病例加以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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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填塞止血法在高血压鼻出血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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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瑞纳凝胶止血气囊填塞止血治疗高血压鼻出血的止血效果、创伤程度和临床可操作

性。方法 68例高血压鼻出血住院病例依据鼻腔填塞止血方法不同，分为瑞纳凝胶气囊填塞组(n=40)和凡士林

纱填塞组(n=28)，评价两组患者的止血效果、鼻腔黏膜创伤程度。结果 瑞纳凝胶气囊组和凡士林纱组在填塞后

48 h内鼻腔止血效果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拔除填塞时鼻内镜检查结果方面，瑞纳凝胶气囊组

较凡士林纱组鼻腔黏膜创伤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气囊填塞止血法止血效果确切，创伤小，临

床操作简单，适用于高血压病鼻出血患者的局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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