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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APR）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并

建立预测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列线图模型。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0年
1月至2016年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APR手术、临床资料完整的213例结直肠癌患者

病历资料。根据2019版改良Clavien⁃Dindo手术并发症分级标准，对APR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进行

分级，并将Ⅱ级及以上并发症定义为“临床有意义的并发症”。分析性别、年龄、手术方式、手术入路、

会阴修复方式、引流管放置位置、引流管引出皮肤位置、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前放化疗、术中局

部灌注化疗、肿瘤分型、病理分级、肿瘤T分期、肿瘤TNM分期等22个与会阴切口并发症可能有关的

因素，采用χ2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并发症发生风险的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进

一步纳入到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引入R软件（R 3.3.2），运用 rms软件包，

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计算C⁃index指数（范围为0.5~1.0，越接近 1.0说明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一致

性越好）来评价模型的区分度，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进行内部验证，并选取2017年1—12月期

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APR手术的42例结直肠癌患者进行模型的外部验证，分别计算

校正后的C⁃index指数。通过比较预测风险和实际风险的C⁃index指数校准差值，确定模型符合度。

结果 213例结直肠癌患者中男性131例，女性82例，年龄（59.6±11.6）岁。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的

发生率为20.2%（43/213），Clavien⁃DindoⅡ级及以上并发症 27例。单因素分析显示，美国东部肿瘤

协作组(ECOG)评分、术前白蛋白、引流管引出皮肤位置、术中出血量、术前放化疗与发生术后会

阴切口发生并发症有关（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白蛋白水平≤38 g/L（OR=
105.261，95%CI：7.781~1 423.998，P<0.001）、引流管从会阴引出皮肤（OR=11.493，95%CI：1.379~
95.767，P=0.024）、术中出血量>110 ml（OR=6.476，95%CI：1.505~27.863，P=0.012）和术前放化疗

（OR=7.479，95%CI：1.887~29.640，P=0.004）是术后发生有临床意义的会阴切口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

素。由此构建列线图模型，术前白蛋白水平<38 g/L为100分，术前接受过放化疗为52.5分，术中出血

量>110 ml为28.5分，引流管从腹壁引出为17.5分。将所有积分相加即为总分，总分所对应并发症发

生率即为模型预测的发生率。该模型C⁃index指数为 0.863，经过内部验证后，C⁃index指数下降了

0.005。外部验证显示C⁃index指数为0.841。结论 术前营养水平、引流管引出皮肤位置、术中出血

量和术前放化疗情况会影响直肠癌APR术后会阴伤口并发症的发生，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有

助于预测术后有临床意义并发症的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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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of perineal incision complications after

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 (APR) for rectal cancer, and to establish a nomogram model to predict the
complications of perineal incision. Methods A case ⁃ 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retrospectively
collect the medical records of 213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ho underwent APR a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6. The complications of
perineal incision after APR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Clavien ⁃ Dindo classification of
surgical complications (Version 2019), and the complications of grade II and above were defined as

“clinically significant complications”.Twenty⁃two factors related to complication of perineal incision, such
as gender, age, surgical procedure, surgical approach, perineal repair, placement of drainage tube, skin
position of drainage tub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intraoperative local perfusion chemotherapy, tumor classification, pathological grade, tumor
T stage, tumor TNM stage and so on, were analyzed by chi ⁃ square test for univariate risk factor of
complication in all variables, and variables with P<0.2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further included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screen out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R
software (R 3.3.2) was introduced. The rms software package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The C⁃index was calculated (higher meaning better consistency with actual risk)
to evaluate the discriminant degree of the model. The 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repeat the sampling for
internal verification. A total of 42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ho underwent APR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7 a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externally validated,
and the corrected C⁃index was calculated. The model conformity wa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C⁃index
calibr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dicted and actual risks. Results Of the 213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131 were male and 82 were female, with mean age of (59.6 ± 11.6) years.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perineal incision complications was 20.2% (43/213), including 27 cases of Clavien⁃Dindo II
and above complication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astern Cancer Cooperative Group (ECOG)
score, preoperative albumin, skin position of drainage tub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ere associated with complications of postoperative perineal incision
（All P<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preoperative albumin levels ≤38 g / L (OR=105.261,
95% CI: 7.781 to 1423.998, P<0.001), perinead drainage (OR=11.493, 95% CI: 1.379 to 95.767, P=
0.024),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110 ml (OR=6.476, 95% CI: 1.505 to 27.863, P=0.012) and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OR=7.479, 95% CI: 1.887 to 29.640, P=0.004) were postoperative
clinically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erineal incision complications. The nomogram
model was established. Preoperative albumin level <38 g / L was for 100 points, the preoperative
chemoradiotherapy was for 52.5 points,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110 ml was for 28.5 points, and the
perineal drainage was for 17.5 points. Adding all the points was the total score,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corresponding to the total score was the predicted rate of the model. The model had a
C⁃index of 0.863. After internal verification, the C⁃index dropped by 0.005. External verification
showed a C⁃index of 0.841. Conclusions Preoperative nutritional status, skin position of drainage tub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may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perineal wound complications after APR for rectal cancer. The nomogram model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is
helpful for predicting the probability of clinically significant complications after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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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

率均较高，我国的直肠癌患者以中低位多见［1⁃2］。

腹 会 阴 联 合 切 除 术（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
APR）是治疗低位直肠癌的重要方法之一，据报

道，约有三分之一的直肠癌患者接受了APR术［3］。

然而，APR 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虽然关于APR
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危险因素的研究较多，但是

不同文献报道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且临床上

缺乏有关会阴切口并发症危险因素的预测模型。

为此，本文通过回顾性研究接受 APR 手术患者的

资料，分析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并构

建预测模型，以期为临床工作中评估会阴切口并

发症的发生风险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回顾性收集 2010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在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APR术的结直肠癌患者资

料。纳入标准：（1）直肠病变位于腹膜反折以下；（2）病
理诊断为腺癌；（3）手术方式为传统的APR或肛提肌

外腹会阴联合切除术（extralevator abdominoperineal
excision，ELAPE）。排除标准：（1）术前影像学检查

提示有远处转移；（2）病灶不能完全切除或明确有

肿瘤残留；（3）伴有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4）急诊

手术患者；（5）临床资料不完整者。根据上述纳入

标准和排除标准，本研究共纳入 213例患者，男性

131例，女性82例，年龄（59.6±11.6）岁。

二、并发症定义与分级

术后会阴部切口并发症定义具体如下［4］：

（1）切口脂肪液化：脂肪组织发生无菌性坏死，形

成较多渗液。（2）渗血：切口有血性渗出物，予以

更换敷料后情况好转。（3）感染：切口局部肿胀、发

红、有明显的压痛，甚至有脓性分泌物由缝合针眼

溢出。（4）出血：切口有活动性出血，需予以压迫、

更换敷料等处理。（5）切口裂开：由于各种原因导

致切口完全性或不全性裂开，需再次清创缝合。

（6）窦道形成：组织坏死后形成开口于会阴皮肤黏

膜表面的深在性盲管。（7）血肿：血液渗入切口间

隙中，外观见切口周围有肿胀，有片状红色淤血，

严重者需要开放切口，清除血凝块，再次清创缝

合。（8）切口疝：手术切口深处的筋膜层裂开或未

愈合，在腹腔内压力的作用下，内脏或组织向外

疝出。

根据 2009版改良Clavien⁃Dindo手术并发症分

级标准，对APR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进行分级，并

将Ⅱ级及以上并发症定义为“临床有意义的并发

症”［4］。见表1。

三、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

1.基础指标：从患者的一般资料和手术相关数

据两个方面搜集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可能危险因素，

共22个危险因素：（1）患者一般资料：性别、年龄、高

血压、糖尿病、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美

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美国麻醉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评分、术前白蛋白、

术前血红蛋白；（2）手术相关数据：手术方式、手术

入路、会阴修复方式、引流管放置位置、引流管引出

皮肤位置、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前放化疗、术

中局部灌注化疗、肿瘤分型、病理分级、肿瘤T分期、

肿瘤TNM分期。

2.筛选指标：将基础指标中的计量资料根据

各组数据的中位数转化为二分类变量，然后采用χ2

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

P<0.05的变量进一步纳入到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

析，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

3.构建模型：将筛选出的独立危险因素引入

R 软件（R 3.3.2），运用 rms软件包，构建列线图预测

模型。

表1 Clavien⁃Dindo手术并发症分级标准［4］

分级

Ⅰ

Ⅱ

Ⅲ
Ⅲa
Ⅲb
Ⅳ

Ⅳa
Ⅳb
Ⅴ

定义

任何偏离术后正常护理常规，但不需要药物治疗、手术干

预、内镜或介入治疗的情况。仅包括使用止吐药、退热剂、

止痛剂、利尿剂、补液和理疗可以解决的情况。本级同样包

括可以在床旁处理的伤口感染

需要除Ⅰ级列出的药物治疗的并发症，另外包括输血和全

肠外营养

需要手术干预、内镜或介入治疗的并发症

不需要全身麻醉

需要全身麻醉

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需要重症

监护处理

单器官衰竭（包括需要透析的情况）

多器官衰竭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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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线图预测模型的验证

分别采用区分度和符合度测试评价所建立的

列线图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曲线

下面积（即C⁃index指数，一致性指数；范围为0.5~1，
越接近 1说明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一致性越好）来

评价模型的区分度。内部验证：采用Bootstrap法重

复抽样 500次进行内部验证，比较校准后的预测值

与实际值的差值，差值越接近于 0则表示该模型的

符合度越好。外部验证：选取2017年1—12月期间、

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APR的结直肠癌

患者，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同前述“研究对象”，共

入组 42例患者进行模型的外部验证，计算C⁃index
指数以评价模型的准确度。

五、统计学方法

应用 IBM 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与描

述。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x ± s表示，计数资料

用例（%）表示。采用 χ2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

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运用R软

件（R3.3.2）和 rms 软件包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情况

213例患者中，43例（20.2%）术后发生会阴切口

并发症，其中切口脂肪液化12例，切口渗血4例，切

口感染15例，2例切口发生活动性出血，2例切口裂

开，3例切口血肿，3例切口窦道形成，另有2例形成

切口疝。根据Clavien⁃Dindo手术并发症分级标准，

Ⅰ级并发症 16 例，Ⅱ级并发症 17 例，Ⅲ级并发症

10例，其中Ⅲa级 6例，Ⅲb级 4例，Ⅱ级及以上并发

症共27例。

二、影响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单因素分析显示，ECOG 评分、术前白蛋白、

引流管引出皮肤位置、术中出血量、术前放化疗与

发生术后会阴切口发生并发症有关（均 P<0.05），

见表 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白蛋白水平

≤38 g/L（26/113，23.0%）、引流管从会阴引出皮肤

（14 / 125，11.2%）、术中出血量 >110 ml（19 / 106，
17.9%）和术前放化疗（15/56，26.8%）是术后发生

有临床意义的会阴切口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均P<0.05）。见表3。
三、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

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运用 R 软件建立预测

表2 213例结直肠癌患者腹会阴联合切除术后发生

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单因素分析［例（%）］

临床指标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60
>60

高血压
无
有

糖尿病
无
有

体质指数（kg/m2）
≤25
>25

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分）
0
1~2

美国麻醉师协会评分分级
Ⅰ~Ⅱ级
Ⅲ级

术前白蛋白（g/L）
≤38
>38

术前血红蛋白（g/L）
≤136
>136

手术方式
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肛提肌外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手术入路
开放
腹腔镜

会阴修复方式
直接缝合
皮瓣修复

引流管放置位置
骶前
盆底

引流管引出皮肤位置
腹壁
会阴

手术时间（min）
≤150
>150

术中出血量（ml）
≤110
>110

术前放化疗
否
是

术中局部灌注化疗
否
是

肿瘤分型
溃疡型
隆起型

肿瘤病理分级 a

≤Ⅱ
>Ⅱ

肿瘤T分期
≤ T2> T2

肿瘤TNM分期 b

Ⅰ
Ⅱ~Ⅲ

例数

131
82

113
100
201
12

204
9

133
80

180
33

201
12

113
100
113
100
186
27

177
36

182
31

140
73
78

125
122
91

107
106
157
56

204
9

169
44

153
60
76

137
70

143

会阴切口并
发症（43例）

26（19.8）
17（20.7）
23（20.4）
20（20.0）
40（19.9）
3（3/12）

42（20.6）
1（1/9）

25（18.8）
18（22.5）
32（17.8）
11（33.3）
41（20.4）
2（2/12）

34（30.1）
9（9.0）

26（23.0）
17（17.0）
38（20.4）
5（18.5）

36（20.3）
7（19.4）

35（19.2）
8（25.8）

29（20.7）
14（19.2）
7（9.0）

36（28.8）
27（22.1）
16（17.6）
15（14.0）
28（26.4）
17（10.8）
26（46.4）
40（19.6）
3（3/9）

33（19.5）
10（22.7）
27（17.6）
16（26.7）
12（15.8）
31（22.6）
12（17.1）
31（21.7）

χ2值

0.024

0.004

0.003

0.072

0.425

4.188

0.000

14.643

1.189

0.053

0.015

0.711

0.070

9.604

0.669

5.079

32.469

0.336

0.222

2.176

1.419

0.600

P值

0.876

0.949

0.954

0.788

0.514

0.041

1.000

<0.001

0.276

0.817

0.903

0.399

0.791

0.002

0.413

0.024

<0.001

0.562

0.638

0.140

0.234

0.439

注：a病理分级采用2010版WHO结直肠癌组织学分级标准；bTNM
分期根据第7版AJCC结直肠癌分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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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术后有临床意义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列线图模

型，见图 1。术前白蛋白水平<38 g/L 为 100 分，术

前接受过放化疗为 52.5分，术中出血量>110 ml为
28.5分，引流管从会阴引出为 17.5分。将所有积分

相加即为总分，总分所对应的值为模型预测并发症

发生率。

四、列线图预测模型的评价

区分度测试显示，本模型C⁃index指数为0.863，
见图2a。经过重复抽样内部验证后，C⁃index指数为

0.858，仅下降0.005，见图2b；外部验证显示，C⁃index
指数为0.841。

讨 论

自 1908年Miles提出APR手术方式起，会阴部

切口的处理便成为困扰外科医生的重要难题［5］。

APR术后骶前残腔较大，加上创面渗液多，大大增

加了术后伤口感染的概率［6］。同时，手术会破坏会

阴部皮肤的血液供应，导致会阴切口皮肤缺血、坏

死，延迟伤口愈合，新辅助放化疗会加剧这种情况

的发生，研究发现，新辅助放化疗会增加 25%~60%

的会阴切口并发症［7⁃8］。虽然已有较多关于APR术

后会阴切口并发症的报道，但目前尚未就其并发症

危险因素达成共识，也缺乏针对会阴切口并发症危

险因素的预测模型。本研究发现，术前白蛋白水

平、术前放化疗、术中出血量以及引流管引出皮肤

位置是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并据此建立预测并发症的列线图模型，为外科医生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预测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可

视化工具。

Nakamura等［9］研究认为，术前新辅助放化疗是

APR术后会阴切口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接受术前

新辅助放化疗的患者术后会阴切口感染的发生率

高达31%，而对照组仅有10%（P=0.002）。本研究同

样发现，术前放化疗会明显增加会阴切口并发症的

图 2 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后Ⅱ级（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

标准）及以上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的评价 2a. 内部

校正前；2b. 内部校正后

b1b1b2

a2

图 1 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后Ⅱ级（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

标准）及以上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

表3 213例结直肠癌患者腹会阴联合切除术后Ⅱ级

及以上并发症的多因素分析

临床指标

术前白蛋白（g/L，≤38/>38）
引流管引出皮肤位置（会阴/腹壁）

术中出血量（ml，>110/≤110）
术前放化疗（是/否）

ECOG评分（分，1~2/0）

OR（95%CI）
105.261（7.781~1 423.998）
11.493（1.379~95.767）
6.476（1.505~27.863）
7.479（1.887~29.640）
1.217（0.518~6.741）

P值

<0.001
0.024
0.012
0.004
0.215

注：ECOG为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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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未接受术前放化疗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率仅有 10.8%（17/157），新辅助放化疗会使并发

症的发生率增加到46.4%（26/56）（P<0.001），Ⅱ级及

以上并发症的发生率也高达 26.8%。然而，也有研

究认为，采用长程放疗联合化疗，并尽量延长放疗

和手术的间隔时间，待放疗造成的放射性损伤和组

织水肿消退后再行手术，可降低术后会阴切口并发

症的发生率［10⁃12］。因此，在行新辅助放化疗前应权

衡利弊，选择合适的适应证患者，并制定好放化疗

方案，最大限度地降低放化疗对术后会阴切口愈合

的影响［13］。

营养不良会导致术后切口感染风险增加，切口

愈合能力下降，其机制可能为营养不良会延长炎性

反应，或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14⁃15］。血清白蛋白水

平是衡量营养状态的重要指标。Tanaka等［16］发现，

术前白蛋白水平是结直肠癌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

独立危险因素（RR=7.03，P=0.004）。一项Meta分析

报道，当白蛋白水平<35 g/L时，术后手术部位感染

的风险将增加 2.5倍［17］。本研究同样发现，术前低

白蛋白水平会明显增加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发

生率，因而术前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纠正低白蛋

白水平，有助于降低术后切口并发症的发生率，促

进伤口愈合。

直肠癌APR后骶前残腔较大，再加上创面渗液

较多，若不能及时引流，将会大大增加术后感染等

并发症的发生率。目前关于APR术后引流方式的

研究较多，但是就引流管的选择、是否采用骶前冲

洗、是否采用负压引流以及引流途径的选择等问题

仍存在争议。有报道认为，由于会阴体位较低，相比

于经腹部引流，经会阴引流更有利于骶前渗液的引

出；但亦有研究认为，配合持续负压吸引，经腹部引

流和经会阴引流的效果并无明显差别［18］。本组研

究发现，经会阴引流明显增加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

的发生率，是导致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独

立危险因素。经会阴引流者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

的发生率较高，分析原因可能包括：（1）会阴部皮肤

污染较重，经会阴引流容易导致逆行感染，增加会

阴切口感染的可能性；（2）会阴切口部位或附近放

置引流管，会刺激皮肤引起局部的炎性反应，影响

切口愈合；（3）会阴部长期放置引流管，容易形成

窦道，增加感染的机会；（4）会阴切口附近放置引

流管，影响切口皮肤对合，容易导致渗血以及血肿

形成。

目前，关于术中出血量对术后会阴切口并发

症影响的研究较少。国内王超等［19］研究直肠癌

APR 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

析发现，术中出血量与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发

生有关（χ2=5.672，P=0.017），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

分析表明，术中出血量并不是术后切口并发症发生

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发现，术中出血量是影响

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当术中

出血量>110 ml时，术后Ⅱ级及以上会阴切口并发症

的发生率明显增加（17.9%，19/106）。可能原因如

下：（1）术中出血量大往往提示手术创伤较大，损伤

局部的血液供应，影响切口的愈合；（2）术中大量失

血导致凝血因子和营养成分的丢失，患者抵抗力下

降，从而发生渗血、感染等切口并发症。因此，术中

应尽可能减轻手术创伤，降低出血量，减少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但仍需要大样本、高质量的研究来证

实术中出血量对术后切口并发症的影响。

列线图模型是一种用于个体化预测临床事件

的统计学模型，通过筛选临床事件的危险因素，并

用来量化临床事件的风险，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

供支持。本研究通过多因素分析筛选出影响直肠

癌APR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据

此制定预测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列线图模型。本模

型C⁃index指数为0.863；经过重复抽样内部验证后，

C⁃index指数为 0.858，仅下降 0.005，区分度和符合

度均较好。外部验证显示，C⁃index指数为0.841，与
校正后C⁃index指数接近，证明模型预测准确度较

高，能够有效预测直肠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但本

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的病例数也较少，

尚需要进一步的高质量、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来验证

本列线图的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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