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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直肠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

率和死亡率在中国分别位居恶性肿瘤的第３位和第

５位，且发病率仍然处于上升阶段
［１］。规范合理的

根治性外科手术仍然是治愈结直肠癌的基础。近

年来结直肠癌根治手术出现了技术规范化和微创

化的热潮，同时也出现了相关的争议。

１　完整结肠系膜切除

继直肠癌的全直肠系膜切除术（ＴＭＥ）成为手

术标准，２００９年Ｈｏｈ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等
［２］首次提出完整结

肠系膜切除术（ＣＭＥ）的理念和技术，强调结肠癌根

治术正确的分离层面应该位于结肠系膜背侧脏层

筋膜与肾前筋膜之间的无血管融合平面，并采用锐

性分离，结肠血管需要于根部高位结扎离断，将结

肠系膜完整切除，最大程度清扫结肠癌区域淋巴

结。该理论的提出在国内外引起了关注和研究

热点［３６］。

从技术层面讲，ＣＭＥ无论在开放或腹腔镜条件

下的操作难度都不是很大。但ＣＭＥ是否是一个新

技术、新理念还值得商榷。传统的肿瘤外科手术规

范其实已经规定了腹膜间位结肠癌的手术分离平

面、淋巴结清扫范围、与结肠血管结扎部位，与ＣＭＥ

理念基本相同［２，７，８］。

通过循证医学方法来验证ＣＭＥ的优越性存在

一些挑战。在肿瘤专科医院，结肠癌传统的根治术

式是ＣＭＥ，在这样的机构进行临床研究其对照组的

选择比较困难。而在一些非专科中心，ＣＭＥ由于具

有显著的肿瘤学手术理论优势，通过随机试验来分

配一些患者接受非ＣＭＥ手术，尤其是Ⅲ期结肠癌

患者存在伦理学缺陷。近年来研究报道结肠癌根

治术后局部复发的风险约为６．４％～１１．５％
［９，１０］，

不同风险的人群局部复发率可相差近１０倍（２．５％

比２５％）
［１０］，高位结扎血管、彻底清扫中央区淋巴结

对延长生存期可能在Ⅲ期结肠癌患者中更为显著

（５年生存率６２％比８２％）
［１１］。这些因素及数据在

设计临床试验中都要加以参考。

现阶段ＣＭＥ理念和技术的提出有助于实现结

肠癌根治手术的规范化，但不同病理分期的患者获

益的概率和程度可能是不同的。结肠癌中央组淋

巴结转移的风险、淋巴结跳跃转移的概率、危险预

测因子、预后均值均有待进一步研究，通过多中心

合作有益于积累必需的病例样本以获得可靠的数

据，科学地阐明根部淋巴结清扫、高位结扎血管的

最佳适应证及临床意义。

２　经肛提肌外（柱状）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２００５年荷兰ＴＭＥ随机临床试验发现，腹会阴

联合切除术（ＡＰＲ）的根治性不如前切除术（ＡＲ），

ＡＰＲ标本环周切缘 （ＣＲＭ）阳性率 （３０．４％ 比

１０．７％）和术中穿孔率（１３．７％比２．５％）均显著高

于ＡＲ，约１／３的 ＡＰＲ标本切除平面位于括约肌、

黏膜下或肠腔内；与之相对应，ＡＰＲ患者的远期总

体生存率（ＯＳ）显著较ＡＲ差（３８．５％比５７．６％）
［１２］，

英国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１３］，引起了学者们

对如何提高 ＡＰＲ 手术根治性的思考。２００７年

Ｈｏｌｍ等
［１４］对ＡＰＲ手术操作提出了改进，改进后的

ＡＰＲ标本消除了 ＴＭＥ直肠肛管交界处的狭窄腰

部而呈圆柱状，该方法被称作柱状 ＡＰＲ（ＣＡＰＲ）或

经肛提肌外腹会阴联合切除术（ＥＬＡＰＥ）。ＥＬＡＰＥ

对常规ＡＰＲ作了４点改进：（１）经腹腔游离部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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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系膜，肛提肌起始平面以下不游离；（２）会阴部操

作取俯卧位；（３）将肛提肌自盆壁附着处离断，将全

部肛提肌和肛管直肠整块切除；（４）会阴缺损用臀

大肌肌皮瓣修复。上述手术设计将低位直肠癌侧

后方切除平面从直肠系膜脏层筋膜表面外推至肛

提肌外平面，扩大了环周切缘；另外，将直肠前方经

腹游离改成主要经会阴直视下游离，降低了前方的

游离难度，有利于降低术中穿孔风险；但也因常规

切除尾骨而扩大了盆底缺损，需要盆底修补。

ＥＬＡＰＥ的理论得到了欧洲多中心临床实践结

果的支持［１５］，但也有学者对 ＥＬＡＰＲ 提出质疑。

Ｋｒｉｓｈｉｎａ等
［１６］对８篇比较常规ＡＰＲ与ＥＬＡＰＥ的

研究结果和Ｃｏｎｃｏｒｄ医院前瞻性临床研究结果进行

了荟萃分析，发现有６项研究结果显示ＥＬＡＰＲ在

ＣＲＭ和术中穿孔率方面并无显著优势。

笔者认为对ＥＬＡＰＥ疗效的争议产生的原因：

（１）可能来自于病例选择的差异，Ｔ３～４Ｎ
＋低位直肠

癌需要接受新辅助放疗，欧州流行短程放疗，而美

国流行长程放疗，后者的肿瘤退缩反应及降期率高

于前者，可能会影响手术结果；（２）可能来自于术者

的手术技能和熟练程度的差异，俯卧位的手术体位

有利于术者操作的便利及取得良好的手术视野，从

而提高手术质量。上述原因可能导致欧美常规

ＡＰＲ的疗效明显不如美国研究报道的疗效。

ＥＰＡＰＥ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显示了一定的优

势，值得进一步研究以提高 ＡＰＲ的疗效。临床实

践中需要尽量避免游离全部直肠系膜后决定行

ＡＰＲ，而应该对患者进行细致的术前评估，尽量在

手术前确定是否行ＡＰＲ。

３　经括约肌间切除术

完善的肛门节制功能需要保存完整的肛直肠

环，如果低位直肠肿瘤Ｒ０切除损害肛直肠环的完

整性，则成为ＡＰＲ的传统适应证。近２０年来，为避

免永久结肠造瘘，一种新的低位直肠癌保肛手

术———经括约肌间切除术（ＩＳＲ）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和尝试［１７］。ＩＳＲ腹腔部分操作同低位前切除术，会

阴部操作与传统的经肛门结肠肛管吻合术（Ｐａｒｋｓ

术）相似，不同之处在于Ｐａｒｋｓ术仅剥除齿线以上的

肛管黏膜，于肛直肠环上缘横断直肠，保留了完整

的肛管内括约肌，而ＩＳＲ经肛门于内外括约肌间平

面分离，切除部分或全部肛管内括约肌。

近２０年的实践和研究结果显示，严格选择病例

施行ＩＳＲ可以取得良好的肿瘤根治性切除效果及

远期肿瘤控制效果，手术风险与 ＡＰＲ 或 ＡＲ 相

当［１８，１９］。选择ＩＳＲ的最大顾虑来自于ＩＳＲ术后因

肛门内括约肌的缺损可能发生严重的肛门失禁，与

Ｐａｒｋｓ术相比，ＩＳＲ术后肛门失禁 Ｗｅｘｎｅｒ评分显著

更差（１０．８比６．９），更多患者需要依赖止泻药（６０％

比３５％）
［２０］。总体而言，仅１／２的ＩＳＲ患者粪便节

制功能完好，仅１／３的患者有粪污，１／４的患者气体

失禁；从主观感受而言，近１／３的患者对术后肛门功

能不满意［１８，１９］。研究显示，保留部分肛门内括约

肌，肿瘤距离肛直肠环１ｃｍ以上和吻合口距肛口

２ｃｍ以上是术后肛门节制功能良好的预测因素
［２１］，

而术前放射治疗和高龄是术后肛门失禁的危险

因素［２２，２３］。

因此，从肿瘤学根治性和术后功能两方面考

虑，笔者认为在考虑行ＩＳＲ时：（１）需要作术前检查

以保证ＩＳＲ能取得肿瘤学完整切除，以最大程度地

提高术后肿瘤的控制效果；（２）必须告知患者术后

可能发生不同程度肛门失禁的风险；（３）肿瘤的位

置仍然是选择ＩＳＲ的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比较安

全的做法是选择肿瘤位置位于齿状线以上、分化程

度较好、年轻的肿瘤患者施行ＩＳＲ。

４　直肠癌腹腔镜手术治疗

循证医学证据已证明腹腔镜结肠癌手术可以

取得与开放手术相似的肿瘤学疗效，而且患者术后

康复快，切口并发症少，已被推荐作为结肠癌的标

准手术［２４，２５］。直肠癌尤其是低位直肠癌，由于其解

剖位置特殊，手术入路和暴露较困难，对手术技术

和器械设备的要求均较高，腹腔镜直肠癌手术的推

广程度仍然较低（约１０％）
［２６］，中转开腹率高达

３４％
［２７］。２０１３年欧洲ＣＯＬＯＲＩＩ多中心临床试验

结果显示，腹腔镜手术可以取得与开放手术相似的

手术根治性，Ｒ０切除率（８８％比９２％）、ＣＲＭ 阳性

率（１０％比１０％）和ＤＲＭ（３ｃｍ比３ｃｍ）在两种方

法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８］。一些单中心临床

试验也得到类似结果［２９，３０］。ＩＳＲ、ＥＬＡＰＥ、盆腔淋

巴结清扫术等较复杂的手术在腹腔镜条件下施行

的可行性也已有报道［３１３４］。

笔者认为，直肠癌尤其是中低位直肠癌的腹腔

镜手术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需要经历一定的学习

曲线，学习早期宜选择病期较早、病灶较小、ＢＭＩ较

小的患者以降低手术难度。随着腹腔镜手术技术

的积累和成熟，腹腔镜手术器械的发展，尤其是机

器人手术系统的应用，直肠癌腹腔镜手术的难度可

以逐渐下降，腹腔镜直肠癌手术有可能成为直肠癌

手术的标准术式之一，通过规范化的培训及经验积

累可以缩短学习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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