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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结肠镜辅助手套通路经肛微创手术（CA⁃TAMIS⁃GP）治疗早期直肠肿瘤的

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 前瞻性纳入2013年7月至2017年3月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肛肠外科评

估为直径≤4.0 cm的早期直肠肿瘤（病变局限于黏膜层的直肠腺瘤）患者 67例。所有患者术前影

像学检查评估均为良性肿瘤，距肛缘距离在 4~20 cm之间。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入选患者分为两

组：一组接受CA⁃TAMIS⁃GP治疗（手套通路组，32例），其中男 19例，女 13例，年龄（55.6±11.2）岁，

肿瘤大小（3.3±0.4）cm；另一组接受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组，35例），其中男20例，女15例，年龄

（52.9±12.3）岁，肿瘤大小（3.4±0.5）cm；两组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均P>0.05）。

手套通路组的具体方法为：将6号外科橡胶手套袖套穿过扩肛器，并反折手套口将其固定于扩肛器

上。充分扩肛后将扩肛器置入肛内，留指套端在肛门外，将袖套口及扩肛器缝合固定于肛周，建立气

密性良好的手套通路；将超声刀、无损伤肠钳及连接主机平台和电动负压吸引的结肠镜镜头分别

伸入 3个指套内，并用橡皮筋及丝线固定；应用肠钳、超声刀等腹腔镜器械通过牵拉、抓取、切除、

电凝、缝合等操作完成直肠病变切除。采用 t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CA⁃TAMIS⁃GP
与ESD两种术式的治疗效果、术后并发症和手术费用等情况。结果 两组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中

转开腹；手术切除层面均至黏膜下层，切缘均阴性。两组术后病理组织学检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手套通路组手术时间低于ESD组［（49.5±14.6）min 比（66.1±17.6）min，t=-4.235，P<0.001］；

术中出血量也均低于ESD组［（4.2±1.6）ml比（6.2±2.1）ml，t=-4.349，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与 ESD 组比较，手套通路组术后出现肛门轻度疼痛或不适的概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18.8%（6/32）比 2.9%（1/35），P=0.048］；手套通路组 3 例发生术后便血，发生率低于 ESD 组

［9.4%（3/32）比20.0%（7/35），P=0.31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手套通路组耗材费用（1 586.9±204.4）元，

低于ESD组耗材费用（7 694.4±1 123.2）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880，P<0.001）。术后随访6~36个
月，手套通路组未出现术后复发或远期并发症，ESD组中有1例患者出现局部复发。结论 结肠镜

辅助手套通路经肛微创手术是治疗直肠早期肿瘤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并具有简便、经济的

特点，同时也扩宽了结肠镜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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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colonoscopy ⁃ assisted transa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via glove port (CA⁃TAMIS⁃GP)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rectal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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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total of 67 patients evaluated as early rectal tumors (adenoma limited within mucosal layer)
with diameter ≤4.0 cm at Department of Anal⁃Colorectal Surgery, Hangzhou Third People ′ s Hospital from
July 2013 to March 2017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in the study. Benign tumors were diagnosed by
preoperative imaging in all the patients with the distance to anal edge of 4 to 20 cm.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treatment
group (n=32) underwent CA⁃TAMIS⁃GP, including 19 males and 13 females with mean age of (55.6±11.2)
years and mean tumor size of (3.3 ± 0.4) cm,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n=35) underwent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20 males and 15 females with mean age of (52.9±
12.3) years and mean tumor size of (3.4±0.5) cm. Differences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 (all P>0.05). The specific method of CA ⁃TAMIS ⁃GP was as follows: a surgical rubber glove
sleeve (No. 6) was passed through the anal device; the glove was fixed at the anvil device; after fully
expanding the anus, the anal sac was placed into the anus with the fingers outside; then, the cuff and the
anal sac were sutured and fixed to the perianal; a well ⁃ tight glove path was established; the ultrasonic
scalpel, grasper and the colonoscopy lens connected to the host platform and the electric negative pressure
suction were inserted into the three finger sleeves respectively and fixed by rubber band or silk thread; the
laparoscopic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grasper and the ultrasonic scalpel were used for pulling, grasping,
cutting, electrocoagulation, suturing and other operations to complete the resection of rectal lesions.
Efficacy,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and operative cost, etc.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using the
student′ s t test, chi ⁃ square tests, and Fisher′ s exact test. Results Operation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without conversion to laparotomy. Histopathologic examination showed all
specimens had negative margins with the surgical resection of the layer to the submucosa,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operation time was
shorter [(49.5 ± 14.6) minutes vs. (66.1 ± 17.6) minutes, t=- 4.235, P<0.001], and the intraoperative
hemorrhage was less [(4.2 ± 1.6) ml vs. (6.2 ± 2.1) ml, t=- 4.349, P<0.001]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6 patients had mild anal pain or discomfort after operation,
and 1 pati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anal foreign body sensation.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18.8% (6/32) vs. 2.9% (1/35), P=0.048].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hematochezia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4% (3/32) vs. 20.0% (7/35), P=0.310]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cost of consumabl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1586.9±204.4) yuan, which
was lower than (7694.4±1123.2) yuan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30.880, P<0.001).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to 3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and no
recurrence or long ⁃ term complication occurr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hile 1 case developed local
recurre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CA⁃TAMIS⁃GP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early rectal
tumors with simple and econom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broadens the application of colonoscopy.

【Key words】 Early rectal neoplasms; Colonoscopy; Transanal minimally invasivesurgery;
Transanal glove port;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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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全球第三大高发恶性肿瘤，2015年

结直肠癌位于我国肿瘤发病率及癌症死亡率的第

5位［1⁃3］。随着结肠镜的应用及发展，早期结直肠癌

的诊断率大大提高，直肠肿瘤局部切除术也逐年增

加［4］。目前常见的直肠肿瘤局部切除手术包括经肛

门切除术（trans⁃anal excision，TAE）、内镜下黏膜切除

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EMR）、内镜黏膜下

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经

肛内镜显微手术（transanal endoscopic microsurgery，
TEM）和经肛微创手术（trans⁃a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TAMIS）等。TAE 术式一般只能切除距肛

约 8 cm内的肿物［5］。ESD能够对较大面积的结直

肠病变做到整块切除，病理层面达到切缘阴性，能

够为临床诊疗提供准确的病理分期指导，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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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制手套通路图 1A.实物图；1B.示意图（姚劲绘）

A1

B1

风险大、操作经验及技术要求高、且相关手术耗材

花费不低［6⁃9］。TEM 术和 TAMIS 技术虽为直肠病

变切除提供了更加良好的术野及操作空间，但也

存在花费高昂、不利于国内基层医院的推广的问

题［10⁃14］。

为了探索更便于临床推广的手术方式，我们从临

床实践中总结出一种新方法——结肠镜辅助手套通

路 经 肛 微 创 手 术（colonoscopy ⁃ assisted transa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via glove port，CA⁃TAMIS⁃
GP），该术式通过使用手套建立经肛门的封闭平台，

利用结肠镜替代 TAMIS手术中使用的腹腔镜及气

腹设备，完成直肠肿瘤切除。我们在临床中发现，

该术式具有简单、实用、经济的特点，在辅助完成直

肠早期肿瘤切除的同时，也拓展了结肠镜的临床应

用［15⁃16］。为进一步研究CA⁃TAMIS⁃GP的临床疗效和

安全性，我们将其与早期直肠肿瘤局部切除的一

种常用术式——ESD进行比较，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分组

纳入标准：（1）通过结肠镜及活检、盆腔磁共

振及腔内超声等检查评估为早期直肠肿瘤（病变

局限于黏膜层的直肠腺瘤）；（2）肿瘤直径≤4.0 cm；

（3）无既往肿瘤病史或者并发其他肿瘤。排除标

准：（1）经过术前检查评估，病变范围侵犯超过黏

膜下层；（2）合并溃疡性结肠炎、克隆氏病、肠结核

等消化道疾病；（3）孕妇、哺乳期妇女；（4）精神

病、表述不清者或者其他不能配合相关实验手术

者；（5）合并有重要脏器及组织系统等严重原发性

疾病。

根据上述标准，前瞻性纳入2013年7月至2017
年3月期间，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评估为早期直肠

肿瘤（病变局限于黏膜层的直肠腺瘤）、直径≤4.0 cm
的早期直肠肿瘤患者 67例。所有患者术前影像学

检查评估均为良性肿瘤，距肛缘距离在 4~20 cm之

间。按照计算机随机数表法，将所有入选患者分为手

套通路组（32 例）及 ESD 组（35 例），分别接受 CA⁃
TAMIS⁃GP和ESD手术治疗。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本研

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审批号：2013003）。

所有患者均被告知手术相关情况，签署手术知情同

意书。

二、手术方法

（一）术前准备

所有患者均通过全血细胞计数、生化、凝血功

能、心肺功能评估等检查排除手术禁忌证。通过盆

腔磁共振及超声等检查评估患者肿瘤浸润程度，用

以排除肿瘤浸润穿透黏膜层的病例。术前常规聚

乙二醇肠道准备，抗生素术前30 min及术后24 h预

防性用药。

（二）手术方式

1.手套通路组：接受CA⁃TAMIS⁃GP手术。患者

取截石位或侧卧位，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常规消

毒铺巾。将 6号外科橡胶手套（摩戴舒灭菌橡胶外

科手套，上海华新医材有限公司）袖套穿过扩肛器

（circular anal dilatory，CAD；FCSSWBE33 配套扩肛

器，北京中法派尔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并反折手

套口将其固定于扩肛器上。充分扩肛后将扩肛器

置入肛内，留指套端在肛门外，将袖套口及扩肛器

缝合固定于肛周，建立气密性良好的手套通路，见

图1A。

表1 手套通路组与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组早期直肠

肿瘤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手套通路组

ESD组

t值或χ2值

P值

例数

32
35

男性

［例（%）］

19（59.4）
20（57.1）

0.034
0.853

年龄

（岁，x± s）

55.6±11.2
52.9±12.3

0.961
0.340

肿瘤大小

（cm，x± s）

3.3±0.4
3.4±0.5
-1.704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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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手套通路组与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组早期直肠肿瘤患者术中及术后情况比较

组别

手套通路组

ESD组

t值

P值

例数

32
35

手术耗时

（min，x± s）
49.5±14.6
66.1±17.6
-4.235
<0.001

术中出血

（ml，x± s）
4.2±1.6
6.2±2.1
-4.349
<0.001

术后便血

［例（%）］

3（9.4）
7（20.0）

-
0.310a

术后疼痛

［例（%）］

6（18.8）
1（2.9）

-
0.048a

术后住院时间

（d，x± s）
5.0±1.0
5.4±1.0
-0.528
0.131

耗材费用

（元，x± s）

1 586.9±204.4
7 694.4±1 123.2

-30.880
<0.001

注：a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表示无数值

将超声刀（Harmonic，ACE36E，美国强生医疗

器材有限公司）、无损伤肠钳（双向可弯形肠抓钳，

杭州康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连接主机平台和电

动负压吸引的结肠镜镜头（2200 型电子肠镜，日本

富士能公司）分别伸入 3个指套内，并用橡皮筋及

丝线固定，肠镜充气检验气密性，完成手套通路。

见图1B。
助手操作肠镜系统为手术操作提供光源，注气

充分暴露术野，术者应用肠钳和超声刀等腹腔镜器

械通过牵拉、抓取、切除、电凝及缝合等操作完成直

肠病变切除。根据术前评估，切除深度达黏膜下

层。另外，手术中的烟雾及液体可以通过肠镜抽吸

排出，保证术野的清晰。其中病灶距肛 12 cm以内

的患者有 17例，术后创面未予缝合，余 15例中 6例

行内镜下缝合，9例行钛夹夹闭。术闭，组织标本送

检病理。

2.ESD组：接受标准ESD术。按照标记、黏膜下

注射、从标记起始点开始行圆周黏膜下切除，切除

病变组织深度至黏膜下层。整个分离过程需要进

行黏膜下注射，术后创口需用钛夹夹闭。

三、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完整切

除率、病理类型、浸润深度、术后并发症及局部复发

情况等。

四、术后随访方式

所有患者术后 3个月进行结肠镜复诊，如首次

检查无异常或二次治疗 6个月后无异常，则逐步减

低复诊频次，直至完成术后36个月的随访。本研究

随访时间截至2017年9月。

五、统计学方法

选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组间资料采

用 χ2检验或 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双侧）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手术及术后情况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未发生穿孔等需要

中转开腹的情况。根据术前评估，手术切除层面均

至黏膜下层，两组患者病灶均获得完整切除。手套

通路组耗时（49.5±14.6）min，其中建立手套通路耗

时（12.5±3.3）min。手套通路组手术时间和术中出

血量均低于 ESD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见表2。

手套通路组中，术后有 6例出现肛门轻度疼痛

或不适，ESD组中1例表现为肛门异物感，均自行好

转。手套通路组 3例术后发生轻微的便血症状，便

后自止；ESD 组 7 例出现术后便血，其中 3例需结

肠镜下止血，其余便血情况均自行好转。两组患者

术后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31）。手套

通路组耗材费用明显低于ES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1）。见表2。
二、病理学检查结果

标本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均病

理切缘阴性，手套通路组术后病理诊断为腺癌1例，

绒毛状腺瘤 11 例，管状腺瘤 9 例，管状绒毛状腺

瘤 8例，锯齿状腺瘤3例；ESD组为腺癌2例，绒毛状

腺瘤12例，管状腺瘤9例，管状绒毛状腺瘤10例，锯

齿状腺瘤2例。两组组织病理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2=0.666，P=0.955）。
三、后续治疗与随访情况

3例被诊断为腺癌（病理分期均为T1期）的患者

均被建议行根治性治疗，手套通路组及ESD组各有

1例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另1例ESD组患者未同意

接受根治性治疗，目前密切随访中。术后随访6~36
（中位数 19）个月，手套通路组未发现有局部复发

或远期并发症；ESD组中有 1例绒毛状腺瘤患者术

后局部复发，最终选择行TEM治疗，手术顺利，患者

术后恢复情况良好，截至随访结束未见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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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局部切除术是目前直肠早期病变的常用治疗

手段［17⁃18］。常见的直肠肿瘤局部切除手术包括TAE、
EMR、ESD、TEM、TAMIS等。与上述各手术相比，我

们探索改良的结肠镜辅助手套通路经肛微创手术

（CA⁃TAMIS⁃GP）优势在于设备获取与安装的简便

性。考虑到结肠镜设备目前在基层医院中均已普

及，我们应用结肠镜设备来完成光源、视屏、注气、

抽吸及辅助操作孔的作用，应用普通外科手套及适

当的扩肛器搭建经肛操作平台，通过超声刀、抓钳

等设备完成了早期直肠肿瘤的切除，并取得良好的

治疗效果［19］。

本研究显示，CA⁃TAMIS⁃GP具有术中出血少的

优点，这可能与CA⁃TAMIS⁃GP采用超声刀的止血效

果更为确切有关。此外，CA⁃TAMIS⁃GP能够做到精

确切除直肠病变，必要时可行全层切除，这是ESD
很难完成的，而这与降低术后远期局部复发有一定

关系。有文献报道 TAMIS 术后复发率为 2.7%［20］。

本研究术后随访 6~36个月，32例CA⁃TAMIS⁃GP患

者均无局部复发，1例ESD患者发生局部复发。

相对于硬式乙状结肠镜及腹腔镜，结肠镜作为

软镜可以提供更加灵活的视角，在直肠瓣影响的情

况下，通过调节镜头角度达到全角度观察病灶，并应

用活检通道辅助切除病灶及夹闭创面。在此过程

中，结肠镜的抽吸功能能够起到及时清除术野中的

烟雾、肠液及组织碎片的功能，为手术过程提供清晰

的术野。另外，充气及抽吸功能可起到调节肠腔膨

胀程度的作用，既保证充分的手术操作空间，又可避

免腹腔镜设备气腹装置所带来的副作用［19］。此外，

CA⁃TAMIS⁃GP操作过程中所应用的设备均简单、经济。

本研究中，CA⁃TAMIS⁃GP耗材费用低于ESD（P<0.001），
这意味着该技术在基层推广有极大的优势。

结合本研究及以往相关经验，CA⁃TAMIS⁃GP还

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1）重复操作多。器械的更

换、清理及手术标本的取出都需要打开手套，重新安

装通路。本研究中手套通路组平均耗时 49.5 min，
其中建立手套通路平均耗时12.5 min，另有1例患者

因通路漏气手术时间超过2 h，其中很多部分耗时在

重复安装手套通路上。（2）腔道压力维持难。本术

式需要通过结肠镜不断的人工充气、吸气来维持稳

定的腔道压力，通过临床摸索，我们建议可通过近

端直肠填塞纱布来改善充气环境稳定。（3）操作器

械支撑点少。手套通路缩短了TEM套管的长度，虽

然增大了手术操作范围及手术空间，但会造成操作

器械失去支撑点，为手术操作带来一定影响，为此

我们可通过助手协助来稳定器械操作。（4）扩肛相

关并发症。本术式术前需充分扩肛，并选择大小合

适的扩肛器。本研究中手套通路组6例术后发生肛

门轻度疼痛或不适，这与扩肛器的应用有一定的关

系，结合我们的临床经验通过在腰椎麻醉达成后使

用足够的润滑剂及充分松弛括约肌的方法，可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CA⁃TAMIS⁃GP术治疗早期直肠病变

是安全可行的，作为一种较为经济、简便的手术方

式，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空间。但本研究存在一定

局限性，小样本量及其他未知因素可能引入偏差。

这些均有待于多中心及更大样本研究来进一步支

持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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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征稿启事

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以下简称CMCR）是由中国科协资助、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承建的国家级大型临床案例成果

的发布平台。CMCR致力于推进基于病案成果的基层医疗工作者学术成果评价能力建设。所有被CMCR数据库经同行评

议后收录的病例报告，将获得正式收录证明。

来稿一经CMCR收录，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将以开放获取方式（CC⁃BY协议）公开展示其摘要信息及全文内容。该平台发

表的所有文章均可在公共网络领域里免费获取，允许任何用户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阅读、下载、打印、检索、超链接该文献，或

用作其他任何合法用途。

已在CMCR在线发布的内容，允许作者在其他媒体上再次发表。

本平台投稿网址为 http://cmaes.medline.org.cn。
联系方式：北京市西城区东河沿街 69 号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431 室。联系人：李静，电话：010⁃51322291，Email：

cmcr@cma.org.cn。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官方网站进行查阅,网址：cmcr.yii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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