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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骶尾入路横切口手术治疗直肠后间隙肿瘤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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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经骶尾入路横切口手术治疗直肠

后肿瘤的安全性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至

2017年8月间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经骶尾入路横切口

手术治疗直肠后肿瘤的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所有

患者肿瘤均完整切除，手术顺利，平均手术时间 129.6（115~
165）min，术中平均出血量 48（20~80）ml，术后住院时间平

均 12.1（10~14）d，术后无切口感染、骶前静脉丛大出血、肛

门失禁、骶前脓肿、肛瘘、输尿管损伤、泌尿生殖功能障碍等

并发症发生，无术中输血和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前 2例

排粪困难、1 例排尿困难、1 例骶尾部疼痛症状术后均完

全缓解。术后病理报告：表皮样囊肿 8 例，畸胎瘤 3例，

神经鞘瘤 1例。术后平均随访 18.5（2~35）个月，1例畸胎瘤

术后 14个月复发，再次经骶尾入路手术切除后痊愈。结论

经骶尾入路横切口手术治疗直肠后间隙肿瘤操作简便、创伤

小，术后并发症少，复发率低，安全可行，可作为直肠后间隙

肿瘤的常规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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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后间隙肿瘤临床少见（约1/40 000），因此间隙位置

深在，早期往往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1⁃2]。多起病隐匿，早期

不易发现，且周围毗邻关系复杂，手术暴露较困难，手术难

度较大。经骶尾入路手术是临床上治疗直肠后间隙肿瘤最

常见的手术方式，创伤小，操作简便，目前国内外报道不多，

且多采用旁骶尾切口的Kraske术式，鲜有采用横行切口的临

床报道。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编号：12037），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笔者所在的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肛肠外科自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8月采用经骶尾入路横行

切口手术治疗12例直肠后间隙肿瘤患者，疗效满意，现报告

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本组12例患者中男3例，女9例，平均发病

年龄48.8（29～75）岁；平均病程36.1（10～84）个月。12例患

者中，8例无任何自觉症状，2例排粪困难，1例排尿困难，1例
主诉骶尾部疼痛。无自觉症状患者因体检或其他疾病检查

发现直肠后间隙肿瘤后转诊于我科；排粪困难患者门诊拟

“便秘”治疗后无好转，行盆腔CT发现病灶；排尿困难患者初

诊于泌尿外科，后因行盆腔MRI发现直肠后间隙肿瘤并转至

我科。入科后完善盆腔CT和（或）盆腔MRI及直肠内超声等

检查，9例患者盆腔MRI可见盆腔内骶前团块影，T1加权成

像（T1WI）呈混杂低信号影，内见斑片状高信号影，T2WI呈
混杂高信号影，内见斑片状低信号影，弥散加权成像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呈高信号影，边界清晰，增

强后强化不明显。盆腔CT平扫：10例患者盆腔内骶骨前方

见类圆形软组织密度影，边界清晰，CT值为 45～60 Hu。增

强扫描：病灶呈轻度不均匀强化，CT值为70～86 Hu，与周围

组织分界清楚；7例患者直肠腔内超声包块边界清，有包膜，

内透声差，彩色多普勒血液成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CDFI）提示内未见明显血流信号。3例患者畸胎瘤包块为混

合回声，内部回声不均匀，可见不均匀高回声区及无回声液

性暗区，CDFI提示内未见明显彩色血流信号。12例患者的

肿瘤均位于第4骶骨（骶4）以下水平。5例直肠指检可触及

直肠后方或侧方膨隆饱满肿块，直肠黏膜面光滑。

2. 手术方法：所有患者均选择经骶尾入路横切口术式。

常规术前晚6点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肠道准备。术前30 min
备皮、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所有患者均采用蛛网膜下腔阻滞

麻醉，选择俯卧折刀位，麻醉成功后，采用宽胶带粘贴肛周两

侧皮肤牵引，充分暴露臀沟。常规消毒铺巾，以尾骨尖前方

2 cm为中点作横形切口，视肿瘤位置切口可略偏向一侧或向

一侧延伸，见图1a。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达坐骨直肠窝，

打开肛尾韧带，以拉钩向侧后方牵拉臀大肌暴露术野，显露

骶尾骨下方，沿中线切开肛提肌，向两侧牵引显露直肠后间

隙肿瘤，见图 1b。部分肿瘤有包膜，边界清，紧贴包膜在骶

前筋膜（Waldeyer 筋膜）前锐性加钝性仔细剥离肿瘤，见

图 1c。避免损伤骶前筋膜出现骶前静脉丛大出血、及损伤

肛管直肠环导致肛门（不全）失禁和直肠后壁导致肠穿孔。

术中可联合肛门指诊协助判断肿瘤与直肠后壁毗邻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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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通过食指推顶肿瘤利于术中暴露切除；术中应避免分

破肿瘤包膜导致内容物溢出污染创面。完整切除的肿瘤大

体标本，见图 2。随后间断缝合直肠系膜及修复肛提肌，

重建盆底。仔细检查创面无活动性出血，再次碘伏冲洗净

创腔，肛旁另做一 5 mm切口放置引流管，术后接负压引流，

后逐层缝合创面，尽可能消灭死腔，皮肤（皮内）缝合后加压

包扎。

3.术后处理与随访：术后选择平卧或者侧卧位，全身应

用抗生素。术后排粪使用坐便器，以减少排粪时创面张力，

术后第2 d开始流质饮食，并逐渐过渡到半流质饮食。术后

创口每天换药，保持手术切口干燥；视术中创面大小和术后

引流情况，术后 3~10 d拔除负压引流管，术后建立随访登记

表，通过门诊复查、电话、上门随访。

二、结果

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12例患者肿瘤均完整切除，肿瘤

最大直径5.1～7.4 cm。术后病理结果示：直肠后先天性囊肿

（表皮样囊肿）8例，囊性与实质混杂性病变4例（3例畸胎瘤，

1例神经鞘瘤），与术前检查评估一致。平均手术时间 129.6
（115~165）min，平均术中出血量48（20~80）ml，无术中输血

病例。术后无大出血、骶前脓肿、肛瘘、输尿管损伤、肛门

失禁、泌尿生殖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发生。平均术后首次排

粪时间2.7（2~4）d。术后平均引流量为71（52~95）ml。术前

2例排粪困难、1例排尿困难、1例骶尾部疼痛症状术后均完

全缓解。术后5例患者出现切口局部红肿渗液，予以保持切

口干燥，负压引流，加强换药，于术后12~14 d愈合。切口愈

合后所有患者均无会阴部或骶尾部疼痛不适，平均术后住

院时间 12.1（10~14）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全组患者平

均随访18.5（2~35）个月，1例失访；1例女性畸胎瘤患者术后

14个月复发，再次经骶尾入路手术切除肿瘤后痊愈；余患者

术后随访无复发，无排粪、排尿困难。

三、讨论

直肠后间隙是盆腔内一范围较大、结构复杂的潜在性腔

隙，位于腹膜反折以下，较为隐蔽。直肠后间隙肿瘤可表现

为良性或恶性，虽然在成人中发病率较低，但肿瘤类型多

样［1⁃2］。先天性肿瘤是最常见的类型，又以表皮样囊肿居

多［3⁃4］。与囊性病变相比，实质性病变恶性度更高［5］。

77%直肠后间隙肿瘤见于中年妇女，因病变部位隐蔽，

早期往往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容易漏诊，待肿瘤在直肠后

间隙逐渐生长至较大体积、或者侵犯周围血管、神经等结构

后才出现症状［2，6］。临床上多为无自觉症状患者（26%~
50%），因体检或其他疾病检查才偶然发现。有症状的患者

可表现为会阴部或骶尾部不定位疼痛、慢性便秘、失禁、性功

能障碍等［2］。一些直肠后间隙肿瘤可引起骶尾部、肛周疾病

的表现，如形成瘘管或者脓肿，易与肛周脓肿、肛瘘、藏毛窦

等疾病混淆［5，7］。一部分直肠后间隙肿瘤可通过直肠指检初

步诊断及鉴别诊断。影像学检查如盆腔CT、MRI、经直肠腔

内超声仍然是最重要的检查方法，可以评估肿瘤的位置、大

小、与周边组织器官的毗邻关系，评价肿瘤切除的可行性和

风险，指导手术方式的选择［8］。Chéreau等［9］报道，盆腔MRI
对直肠后间隙肿瘤的检出率近 100%。CT在肿瘤局部侵犯

骶尾骨、显示局部钙化灶以及远处转移上有明显优势，与

MRI在神经、软组织方面的显像优势互补［10］。经直肠超声检

查无创、实时、简便，在判断肿瘤位置、性质和评估手术难度

上亦能提供重要临床参考信息［11］。针对术前是否进行穿刺

活检目前尚有争议，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穿刺活检有出血风

险，可能导致骶前出血感染、肿瘤播散，且对手术指导意义有

限［7，12］。因此我们均未行术前穿刺活检。

手术完整切除是直肠后间隙肿瘤的最佳治疗方法，目前

临床上主要有：经腹、经骶尾、经腹骶联合3种手术入路。经

骶尾入路手术适合肿瘤体积较小、良性倾向以及肿瘤位于

骶 4以下水平，特别是在骶尾部可触及肿瘤或者直肠指检时

探及肿瘤活动性较大时尤为适用，即使术前影像学检查证实

肿瘤与神经组织来源有关，经骶尾入路亦能提供良好的手术

视野［13］。但经骶尾入路手术可能导致致命性骶前静脉丛大

出血和损伤两侧的盆底神经导致泌尿生殖功能障碍［13⁃15］。

本组12例患者术前MRI检查提示，肿瘤均位于骶4以下，术

图1 横切口骶尾入路手术图片 1a.横形手术切口；1b.显露骶尾骨下方，暴露肿瘤；1c.剥离肿瘤

a1 b1 c1

图2 切除的肿瘤大体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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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影像学检查均表现为良性征象，故全部采取经骶尾入路。

目前，经骶尾入路手术主要采用旁骶尾切口和横形切

口；旁骶尾切口对明显偏向一侧的直肠后间隙肿瘤和高位肿

瘤暴露良好，但需切开臀大肌筋膜和肌肉进入骶前间隙，且

对位于骶尾骨正前方的肿瘤部分暴露并无优势，常需切除部

分骶尾骨以利显露；且骶尾部纵行手术切口缝合后张力相对

更大［3，12，16⁃17］。我们采用的横形切口位于尾骨与肛门之间，对

于骶4以下的肿瘤，不论肿瘤位于中线还是偏向一侧都可获

得相对较好的显露，无需切断臀大肌和筋膜，也一般不需要

切除部分骶尾骨。因此，减少了出血和神经损伤风险，相对创

伤较小，而且对横径较大的直肠后肿瘤显露更好。横形切口

缝合后张力较小，利于一期缝合和切口愈合。有学者推荐常

规切除部分骶尾骨来获得更好的术野显露，并认为有利于减

少复发，特别是畸胎瘤和囊肿的患者，但目前普遍不建议这种

做法，除非骶尾骨已经明确被肿瘤侵犯、或术前高度怀疑为恶

性病变，才考虑预切除骶尾骨［2，13］。如果需要进行骶尾骨切

除，特别是在肿瘤侵犯骶骨的情况下，应至少保留第二骶骨的

一侧，以避免术后尿失禁和排粪失禁［2］。本组 12例患者，均

采用经骶尾部横形切口，术中均完整保留了骶尾骨。术中分

离时需要注意如下两点：（1）分离肿瘤时需紧贴肿瘤包膜，仔

细辨认周围血管、神经，充分暴露；（2）先沿着肿瘤侧方交替分

离，后分离直肠后壁，注意保护包膜的完整性。术中可联合肛

门指诊协助判断肿瘤与直肠后壁毗邻和完整性，并通过食指

推顶肿瘤暴露直肠后壁间隙，保护直肠后壁不受损伤［15］。

直肠后间隙肿瘤的术后复发率报道不一，国外学者报道

复发率为0~16%［6，17］。Buchs等［17］认为，引起局部复发主要有

三大因素：性别（女性患者）、肿瘤性质（肿瘤为恶性或肿瘤体

积大）和手术（切除不彻底）。故术后随访需重点考虑这些因

素。本组 12例术后随访 2~35个月，1例女性畸胎瘤患者于

术后14个月复发。总之，直肠后间隙肿瘤的成功诊治，有赖

于对盆腔解剖和盆底外科的深入认识，涉及结直肠外科、神

经外科、泌尿外科、妇科、影像科和整形外科等诸多学科；特别

是体积大、侵犯或破坏盆腔脏器及周围组织、呈恶性表现的

直肠后间隙肿瘤，更需多学科团队的联合诊治［2，18］。经骶尾

入路（横切口）手术虽然对骶 4以上的高位直肠后间隙肿瘤

暴露欠佳，但操作简便、创伤小、术后并发症少、复发率低、安全

可行，可作为骶4以下的直肠后间隙肿瘤的常规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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