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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结肠系膜入路TaTME治疗直肠癌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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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经结肠系膜入路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治疗直肠癌的疗效及安全性，为临床治

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富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的90例直肠癌患者的

诊疗资料，按照手术不同入路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5例，所有患者均接受TaTME治疗，观察组经结肠系

膜入路，对照组采用传统腹腔镜直肠全系膜游离方式。比较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情况、并发症发生率及2年局部

复发、转移和死亡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量、肿瘤标本至远端切缘长度、环周切缘阳

性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经腹游离时间、手术时间分别为(109.73±13.41) min、

(164.04±15.03) min，明显短于对照组的(130.19±17.83) min、(180.15±17.32) min，肿瘤标本至近端切缘长度和系膜完

整率分别为(12.01±0.45) cm、68.69%，明显长于/高于对照组的(10.13±0.46) cm、44.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的尿管留置时间、初次肛门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分别为(5.24±1.16) d、(53.50±4.53) h、

(11.32±2.15) 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6.01±1.30) d、(59.82±6.09) h、(13.60±2.03)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及2年的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死亡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

结肠系膜入路TaTME治疗直肠癌可明显减少经腹游离时间、手术时间，保证肿瘤标本至近端切缘长度和系膜完整

性，且可促进术后恢复，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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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via mesocolon approach for rectal cancer.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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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aTME) via me-

socolon approach for rectal cancer,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90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in the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of Fup-

ing County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urgical approach-

es way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aTM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mesocolon approach, while those in the con-

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laparoscopic total mesorectal dissection. The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onditions,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local recurrence, metastasis and death in 2 yea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the length of tumor specimen to

the distal margin, and the positive situation of circumferential margin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abdominal free time and operation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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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发

病原因和日常饮食习惯、环境、遗传等相关，我国目前

的发病中位年龄在45岁左右，但近年来在青年人群中

也有发病升高的趋势[1-2]。早期接受手术切除病灶是

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经肛全

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是一种新型的自然腔道内镜

手术，但TaTME术中选择何种入路方式仍是临床医师

探讨的问题[3-4]。本研究旨在观察经结肠系膜入路在

TaTME术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月至 2018

年 1月陕西省富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诊的 90例直

肠癌患者的诊疗情况。纳入标准：①通过直肠镜检

组织病理学、盆腔磁共振检查、盆腔 CT 检查等确诊

为直肠癌，肿瘤分期T1~3N0M0
[5]；②肿瘤下缘距离肛缘

≤7 cm；③机体状况良好，可耐受手术；④临床资料完

整，配合完成随访。排除标准：①经检查显示肿瘤侵犯

肛提肌或者肛门括约肌；②已出现远处转移；③已出现

肿瘤所致的肠穿孔、肠梗阻等并发症；④肿瘤远端肠管

手术扩张能力缺乏；⑤既往接受过腹部手术；⑥合并其

余恶性肿瘤；⑦合并其余重大疾患。按照手术不同入

路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5例，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见表1。本研究已获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x±s，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

45

45

男/女(例)

29/16

31/14

0.200

0.655

年龄(岁)

58.71±9.20

59.62±8.47

0.488

0.627

最大肿瘤直径(cm)

3.20±0.61

3.09±0.85

0.705

0.482

肿瘤下缘距离肛缘(cm)

3.53±0.65

3.58±0.60

0.379

0.705

Ⅰ

7 (15.56)

9 (20.00)

Ⅱ

35 (77.78)

32 (71.11)

Ⅲ

3 (6.67)

4 (8.89)

0.527

0.768

T分期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患者采用传统腹腔镜直肠

全系膜游离方式。具体方法：①患者选择全身麻醉，

取截石位，常规消毒铺巾，建立气腹和操作平台；②探

查腹腔，助手将乙状结肠提起，在乙状结肠系膜根部

右侧黄白交界线的部位，将腹膜切开，进入直肠后间

隙；③对肠系膜下血管进行游离，保留左结肠动脉，对

第 253组淋巴结和脂肪组织进行清扫；④将肠系膜下

静脉和直肠的上动脉切断，并游离Toldt间隙，将乙状

结肠外侧的黏连处分离，切开乙状结肠外侧的腹膜位

置；⑤根据全直肠系膜切除的手术原则，将直肠游离

至腹膜反折后，沿着乙状结肠血管弓内侧 1 cm 的部

位，裁剪系膜直到距离肿瘤近端10 cm左右的位置，裸

化肠管，使用自锁式尼龙扎带对肠管进行阻断，完成

经腹游离。

1.2.2 观察组 该组患者采用经结肠系膜入

路。具体方法：①患者选择全身麻醉，取截石位，常规

消毒铺巾，建立气腹和操作平台；②探查腹腔，将乙状

结肠和左侧腹壁之间的黏连分离，提起乙状结肠，将

肿瘤近端肠管10 cm的位置进行标记，作为近切缘，使

用超声刀切断此系膜、边缘血管弓部位，裸化肠管，使

用自锁式尼龙扎带将肠管阻断；③助手左手将自锁式

尼龙扎带提起，右手将近端乙状结肠提起，令乙状结

肠边缘的血管弓部位暴露，于距离边缘内侧1 cm的位

置，使用电刀将标记系膜切缘切开；④系膜切开后，从

远到近，依次对乙状结肠动静脉进行游离，再切断，游

离降结肠系膜，保证结扎部位的血管可轻易下拉至骶

骨岬远侧 15 cm的位置；⑤通过乙状结肠系膜根部内

侧的黄白交界线部位，将腹膜切开，进入TaTME手术

间隙，对肠系膜下血管直到根部的部位进行游离，并

仔细清扫第 253组淋巴结；⑥对裸化肠系膜的下动脉

和左结肠动脉进行远端游离，保留左结肠动脉，将直

肠上动脉切断后，再游离肠系膜下静脉，于左结肠静

脉交汇处进行切断；⑦于直肠后方的位置进行游离，

13.41) min, (164.04±15.03) min,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130.19±17.83) min, (180.15±17.32) min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ngth from the tumor to the proximal cutting edge and the mesentery integrity rate were (12.01±

0.45) cm, 68.69% ,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higher than (10.13 ± 0.46) cm, 44.44%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indwelling time of urinary catheter, the time of first anal exhaust,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5.24±1.16) d, (53.50±4.53) h, (11.32±2.15) d,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6.01±1.30) d, (59.82±

6.09) h, (13.60±2.03) d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2-year local

recurrence rate, distant metastasis rate, and mortality rate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TaTME via mesocolon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of rectal cancer is significan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bdominal free time and operation time, and ensure the length from the tumor to the

proximal cutting edge and the mesentery integrity rate, and promot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which is worthy of popu-

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Rectal cancer; 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Mesocolon approach; Efficacy;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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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到达第 3骶椎或尾椎的部位，前方直至精囊腺或

者阴道后穹窿的部位，两侧直至盆丛神经下方部位，

完成经腹游离。两组患者经肛游离和吻合方式均相

同，完成手术后均于腹腔镜下冲洗盆腔，常规放置引

流管。术中手术切除原则均严格按照《中国结直肠癌

诊疗规范(2017年版)》[5]中相关标准。

1.3 观察指标 ①术中情况：比较两组患者的经

腹游离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量

以及肿瘤标本至远端和近端的切缘长度、系膜完整

率、环周切缘阳性率(<1 mm)情况；②术后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尿管留置时间、初次肛门排气时间及住院

时间；③并发症：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④预后：比较两组患者2年内局部复发、远处转移及死

亡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均顺利

完成手术，均无中转开腹患者。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

量、淋巴结清扫数量、肿瘤标本至远端切缘长度、环周

切缘阳性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患者的经腹游离时间、手术时间明显短于对照

组，肿瘤标本至近端切缘长度、系膜完整率明显长于/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5

45

经腹游离

时间(min)

109.73±13.41

130.19±17.83

6.152

0.001

手术时间

(min)

164.04±15.03

180.15±17.32

4.713

0.001

术中出血量

(mL)

82.61±15.89

84.04±13.92

0.454

0.651

淋巴结清扫

数量(枚)

14.32±2.61

14.30±2.77

0.035

0.972

肿瘤标本至远端

切缘长度(cm)

1.33±0.19

1.29±0.24

0.877

0.383

肿瘤标本至近

端切缘长度

12.01±0.45

10.13±0.46

19.598

0.001

系膜完整率

[例(%)]

31 (68.69)

20 (44.44)

5.475

0.019

环周切缘

阳性率[例(%)]

1 (2.22)

1 (2.22)

-

-

2.2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

尿管留置时间、初次肛门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短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

吻合口瘘、乳糜漏、感染、肠梗阻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χ2=1.111，P=0.292>0.05)，见表 4。所有患者上

述并发症均给予对症处理后予以好转出院，无围术期

死亡患者。

2.4 两组患者的预后情况比较 术后 2 年随访

结果显示，随访期间无非肿瘤相关性死亡患者，两组

患者的局部复发、远处转移、死亡率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5。

3 讨论

我国结直肠癌近 30年来的患病率每年上升程度

为3%~4%，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发病率分别占所有恶

性肿瘤的第 3位和第 5位，且发病有逐渐年轻化的趋

势，早期的直肠癌患者通常无明显的临床症状，随着

疾病的进展，患者可逐渐出现排便习惯改变、大便性

状改变、腹部不适等症状，对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均

有着重要影响[6-7]。

TME 手术理念是在 1982 年所提出，该方式可降

低骶前间隙中残留于直肠系膜中散在肿瘤组织的机

率，并减少远期局部复发率，随后逐渐成为直肠癌患

者治疗的“金标准”术式[8-9]。随着近年来微创手术的

不断发展，经肛门路径的微创手术也在逐渐兴起，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则是 TaTME 术式 [10]。该术式是在

TME手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手术经由肛门入路进入

盆底，可克服腹式手术过程中的视线障碍问题，减少盆

底分离难度，便于游离和切除低位直肠和系膜，且可保

留直肠尾部系膜的完整，有助于提高手术质量[11-12]。在

TaTME经腹操作过程中，乙状结肠的系膜裁剪是其中

关键的环节，目前TaTME术式的经腹操作过程中，多

是以中间、头侧中间和外侧进行入路，最后一步才是

乙状结肠的系膜裁剪。但有研究发现，这样的步骤存

在一定的弊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切断直肠上动

脉之后，乙状结肠的系膜扇形的牵拉会丧失张力，无

法平展；②在乙状结肠系膜存在严重黏连、肥厚的患

者中，难以准确的辨认各支血管和边缘的血管弓，延

长系膜过程困难，可能会出现边缘血管损伤，甚至增

表3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5

45

尿管留置时间(d)

5.24±1.16

6.01±1.30

2.965

0.004

初次肛门排气时间(h)

53.50±4.53

59.82±6.09

5.586

0.001

住院时间(d)

11.32±2.15

13.60±2.03

5.173

0.001

表4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5

45

吻合口瘘

0

2

乳糜漏

2

1

感染

1

2

肠梗阻

0

1

总发生率(%)

6.67

13.33

表5 两组患者预后情况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45

45

局部复发

2 (4.44)

3 (6.67)

0.212

0.645

远处转移

1 (2.22)

2 (4.44)

0.345

0.557

死亡

3 (6.67)

4 (8.89)

0.155

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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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吻合口瘘并发症发生风险，影响预后；③当结肠长

度拖出不够时，容易出现近端肠管切除过短，对手术

效果产生影响[13-14]。

为克服上述弊端，本研究提出经结肠系膜入路

TaTME用于直肠癌患者的治疗。本研究结果显示，两

组患者在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量、肿瘤标本至

远端切缘长度、环周切缘阳性情况方面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但使用结肠系膜入路TaTME的

患者经腹游离时间、手术时间和肿瘤标本至近端切缘

长度、尿管留置时间、初次肛门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

结果均明显更短，且系膜完整率明显更高，体现出更

好的应用优势。分析原因如下：①在对乙状结肠进行

牵拉后，可使用未切断的肠系膜下血管或者直肠的上

动脉部位，形成一种自然的对抗牵拉力量，并在直肠

上动脉、乙状结肠和其系膜之间产生一个扇形平面，

更容易辨认边缘的血管弓，便于对左结肠的显露及保

护；②术中可充分显露乙状结肠血管，在使用电刀标

记乙状结肠系膜裁剪显露之后，再进行裁剪处理，可

减少对边缘血管弓不必要的损伤，提高手术安全性；

③裁剪乙状结肠系膜之前，提前将边缘血管弓切断，

并采用自锁式尼龙扎带将肠腔阻断，符合无瘤原则，

且该处理也利于后期的游离，缩短经腹游离时间和总

体手术时间[15]；④裁剪乙状结肠之前对肿瘤近端的长

度进行量化，可进一步确保肿瘤标本至近端肠管切缘

的长度，保证系膜完整性；⑤在减少手术时间及术中

损伤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术后恢复，缩短尿管留置

时间、初次肛门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此外，本研究

还显示，在术后并发症和2年的复发、远处转移及死亡

情况的比较中，两组患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经结肠系膜入路TaTME未体现出更好的远期优

势，但直肠癌患者的术后随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针

对更远期的情况方面仍需持续探讨。

综上所述，经结肠系膜入路TaTME治疗直肠癌疗

效明显，可明显减少经腹游离时间、手术时间，保证肿

瘤标本至近端切缘长度和系膜完整性，且可促进术后

恢复，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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