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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在腹腔镜辅助左半结肠切除术中，尽管有研究报道保留肠系膜下动脉（IMA）主

干可改善肠道血运，降低吻合口漏发生率，但是否需要保留 IMA目前临床上仍存在争议。本文探讨

不保留 IMA主干与保留 IMA主干对结肠癌腹腔镜辅助左半结肠切除术近期疗效的影响。方法 采

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 2012年 10月至 2019年 2月期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

外科接受腹腔镜左半结肠癌D3切除手术治疗的 19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 IMA保留与否分为 IMA
切除组（91例）和 IMA保留组（104例）。IMA切除组在距 IMA根部约5 cm外辨识已发出左结肠动脉

（LCA）及 1~2支乙状结肠动脉（SA）后，于远端切断 IMA主干；IMA保留组则解剖 IMA主干，并清扫

IMA周围淋巴结，分离出LCA及、SA第 1支（SA1）后，于根部闭合切断 LCA及 SA1。比较两组术后

30 d内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术后随访恢复情况，并记录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检出数目、

标本长度和术后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等。结果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手术相关死亡病例。

与 IMA 保留组相比，IMA 切除组手术时间更短［（161.8±48.0）min 比（182.9±49.4）min，t=2.985，
P=0.003］，术中出血量更少［（38.5±30.8）ml比（52.9±32.2）ml，t=2.088，P=0.038］，切除肠管长度更长

［（19.2±6.0）cm比（17.2±5.4）cm，t=-2.447，P=0.0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淋巴结清扫数目、

术后首次排气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IMA切除组与 IMA保留组

患者总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6.6%（6/91）比6.7%（7/10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1，P=0.969）。

其中 IMA切除组术后腹腔感染1例，切口感染2例，肺部感染1例，肠梗阻2例，无吻合口出血发生；

IMA保留组术后肺部感染1例，切口感染1例，腹腔出血1例，肠梗阻2例，吻合口出血2例。两组术

后均无吻合口漏发生。所有并发症均经保守治疗痊愈。中位随访12（3~24）个月，两组患者术后肠

管血运良好，肠镜均未见明确充血性或缺血性肠炎表现。结论 不保留IMA的腹腔镜辅助左半结肠

切除术并不会增加左半结肠癌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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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laparoscopic ⁃ assisted left hemicolectomy,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preserving the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IMA) may improve intestinal blood flow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nastomotic leakage. However, whether IMA should be retained is controversial currently.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of the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preservation (IMAP)
and the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resection (IMAR) on the laparoscopic ⁃assisted radical resection of left
hemicolon cancer.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the clinical data of 195
patients with left colon cancer who underwent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he Colorectal Surgery Department of
Cancer Hospit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from October 2012 to February 2019. After D3
radical resection for left semicolon cancer,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IMAR group (91 cases), and the
IMAP group (104 cases). In IMAR group, the left colon artery (LCA) and 1⁃2 branches of sigmoid artery
(SA) were identified about 5 cm away from the root of the IMA, then the main IMA trunk was transected at
the distal end. In IMAP group, the main trunk of IMA was dissected and the lymph nodes around IMA were
cleaned. After the LCA and the first branch of SA (SA1) were separated, the LCA and SA1 were closed and
cut off at the root. The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including
the morbidity of complications within 30 days after operation, postoperative follow⁃up recovery,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number of harvested lymph nodes, length of specimens, postoperative
passage of gas and hospital stay. Results Th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all the cases
without any death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 Compared with the IMAP group, the operation time was
shorter [(161.8±48.0) minutes vs. (182.9±49.4) minutes, t=2.985, P=0.003],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as less [(38.5±30.8) ml vs. (52.9±32.2) ml, t=2.088, P=0.038], the length of the resected bowel was
longer [(19.2±6.0) cm vs.(17.2±5.4) cm, t=-2.447, P=0.015] in the IMAR group, whos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harvested lymph
nodes, time of postoperative passage of gas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between two groups (all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verall morbidity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 [6 / 91 (6.6%) vs. 7 / 104 (6.7%), χ2=0.001, P=0.969]. In the IMAR group, one case developed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infection, two cases developed incision infection, one case developed lung
infection, two cases develop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nd no anastomotic bleeding occurred. In IMAP
group, one case developed postoperative lung infection, one case developed incision infection, one case
developed abdominal bleeding, two cases develop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nd two cases developed
anastomotic bleeding. There was no anastomotic leakage in either group. All complications were treated by
conservative treatment successfully. After a median follow⁃up of 12 (range 3⁃24) months,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had good intestinal blood supply after surgery, and there was no clear manifestation of congestive or
ischemic enteritis under colonoscopy.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 assisted left hemicolectomy with IMA
resection in patients with left hemicolon cancer provides better short ⁃ term efficacy safely and feasibly,
including shorter operative time, less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and without increasing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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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 结 肠 系 膜 切 除（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CME）的腹腔镜手术已成为结肠癌外科治

疗的标准术式［1⁃2］。但在左半结肠癌根治术中，肠

系膜下动脉（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IMA）主干的

处理方式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手术中，一种

处理方法是保留 IMA主干，于根部切断左结肠动脉

（left colic artery，LCA）及 1~2 支 乙 状 结 肠 动 脉

（sigmoid artery，SA）；另一种是不保留 IMA，于根部

切断 IMA，在发出 LCA 及 1~2 支 SA 后，再次切断

IMA主干。目前，行左半结肠切除术是否保留 IMA
主干仍有争议，尚无相关循证医学证据证明，指南

中也未明确提出 IMA的处理方式。有学者提出，对

于左半结肠癌，术中根部结扎 LCA 并保留直肠上

动脉，能为吻合口创造较好的血供，减少吻合口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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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风险［2⁃3］。但因LCA的解剖走形和支配区域存

在较大变异，裸化 IMA及淋巴结清扫难度较高，由

此可导致术中出血风险增高、手术时间延长等情

况，对术者的经验和技巧要求更高［4⁃8］。相比之下，

不保留 IMA主干的优势在于既能够达到肿瘤根治

性的要求，又能缩短手术时间，避免因保留血管清

扫系膜内淋巴结而造成的出血风险。本文搜集了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近年来行腹

腔镜辅助左半结肠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术中

保留与不保留 IMA主干的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进

行回顾性分析，探讨 IMA保留与否对术后近期疗效

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患者纳入

标准：（1）年龄20~75岁；（2）降结肠或降乙交界处腺

癌；（3）无肝脏、肺等远隔脏器转移。排除标准：（1）

横结肠脾曲癌；（2）肿瘤已有周围组织器官侵犯；

（3）术前行新辅助化疗；（4）术前肠梗阻；（5）术中发现

腹膜种植转移；（6）重度贫血；（7）低蛋白血症及结

缔组织病。

根据上述标准，回顾性分析2012年10月至2019
年 2 月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

科行腹腔镜辅助左半结肠癌D3根治术患者的临床

资料。共纳入患者 195 例，其中男性 103 例，女性

49 例。全组年龄（55.0±11.6）岁，其中 91例不保留

IMA主干（IMA切除组），104例保留 IMA主干（IMA
保留组）。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

样本采集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批准（审批号：

NCC2109B⁃001），术前患者家属知情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二、手术步骤

IMA切除组手术步骤：（1）患者取平卧分腿位，

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5孔法放置戳卡。（2）手术

表1 不保留肠系膜下动脉主干（IMA切除）组与保留肠系膜下动脉主干（IMA保留）组左半结肠癌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基线资料

年龄（岁，x± s）

性别［例（%）］

男

女

糖尿病［例（%）］

体质指数（kg/m2，x± s）

肿瘤部位［例（%）］

降结肠

降乙交界部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例（%）］

1
2
3

肿瘤cTNM分期［例（%）］

Ⅰ
Ⅱ
Ⅲ

肿瘤分化程度［例（%）］

高分化

中分化

低分化

肿瘤长径（cm，x± s）

吻合方式［例（%）］

三角端端

端侧吻合

IMA切除组（91例）

56.3±11.2

65（71.4）
26（28.6）
12（13.2）
24.7±3.3

62（68.1）
29（31.9）

42（46.2）
42（46.2）
7（7.7）

10（11.0）
42（46.2）
39（42.9）

6（6.6）
59（64.8）
26（28.6）
4.7±1.7

35（38.5）
56（61.5）

IMA保留组（104例）

53.9±12.0

70（67.3）
34（32.7）
10（9.6）
24.3±3.3

73（70.2）
31（29.8）

41（39.4）
58（55.8）
5（4.8）

5（4.8）
59（56.7）
40（38.5）

5（4.8）
61（58.7）
38（36.5）
4.5±1.8

37（35.6）
67（64.4）

统计值

t=-1.457
χ2=0.387

χ2=0.618
t=-0.773
χ2=0.097

χ2=2.048

χ2=3.690

χ2=1.514

t=-0.631
χ2=0.173

P值

0.147
0.534

0.432
0.441
0.756

0.359

0.158

0.469

0.529
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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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查腹盆腔无转移病灶后，采取由内向外的中间入

路法，向左侧提起乙状结肠，切开乙状结肠系膜右

侧根部。（3）向右侧提起乙状结肠，分离乙状结肠与

侧腹壁之粘连，沿乙状结肠系膜左侧及降结肠旁沟

打开结肠系膜与侧腹壁之粘连，沿Toldt间隙由外向

内分离，并与内侧游离区域胰腺体尾下缘处汇合。

（4）沿胃网膜左血管弓下缘打开胃结肠韧带、脾结肠

韧带，将结肠脾曲完整游离。（5）距 IMA根部约5 cm
外辨识已发出LCA及1~2支SA后，于远端切断 IMA
主干。取中腹部切口将左侧结肠及系膜提出腹壁

外，于肿瘤两侧各10 cm以外裁剪系膜及肠管，并行

端端三角吻合或端侧吻合［3］。

IMA保留组手术步骤：解剖 IMA主干，并清扫

IMA 周围淋巴结，分离出 LCA 及乙状结肠动脉第

1 支（SA1）后，于根部闭合切断LCA及SA1。肠管及

系膜游离操作同 IMA切除组。见图1。
三、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为 IMA切除组与 IMA保留组的术后

30 d内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腹腔感染、腹腔出血、

切口感染、吻合口漏、吻合口出血和呼吸道感染等）

和术后随访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吻合口漏、吻合

口狭窄等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他观察指标为两

注：LCA为左结肠动脉，SRA为直肠上动脉，SA为乙状结肠动脉，IMA为肠系膜下动脉，SA1为乙状结肠动脉第1支，SA2为乙状结肠动脉第2支
图1 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切除手术照片 1A至1D.IMA保留组术中显露并保留 IMA主干，分别离断LCA、SA及SRA；1E至1K.IMA切除组术

中显露并离断 IMA主干，在距 IMA主干离断处分别出现LCA、SA后进行SRA离断，然后离断SA1~2支血管分支

I1

K1J1

A1 C1

D1

B1

E1

G1 H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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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术中和术后恢复情况，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淋巴结检出数目、标本长度及术后排气时间和

住院时间。

四、术后随访方式

出院后采用电话随访、微信及门诊复查等随访

方式，随访患者接受肠镜复查。随访截至 2020年

3月。

五、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3.0统计软件对变量进行统计学处

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资料采用 x ± 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资料

采用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分类变量资料采用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两组患者术中和术后恢复情况

全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手术相关死亡病

例。IMA保留组手术时间更短，术中出血量更少，切

除肠管长度更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见表2。两组患者肿瘤切缘均未见癌细胞。两组淋

巴结清扫数目、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和术后住院

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围手术期

两组患者无再次住院手术，术后均无死亡病例。术

后通过肠镜随访吻合口距肛缘的距离，两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0.775，P=0.441）。见表2。

二、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IMA切除组与 IMA保留组患者总并发症发生率

分别为 6.6%（6/91）和 6.7%（7/104），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0.001，P=0.969）。两组具体并发症发生情

况见表2，所有并发症均经保守治疗后痊愈。

三、两组患者术后随访情况

175 例（89.7%）患者完成随访，中位随访 12
（3~24）个月，两组患者术后肠管血运良好，肠镜均

未见明确充血性或缺血性肠炎表现。

讨 论

从肿瘤根治性方面而言，IMA根部淋巴结清扫

是影响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切除 IMA可

以最大限度清扫 IMA根部淋巴结。左半结肠的动

脉血供很少有丰富的血管吻合和侧支循环。中结

肠动脉（middle colic artery，MCA）和 IMA是左半结

肠的主要供血来源。理论上肿瘤位于横结肠脾曲，

供血动脉多为 MCA 左支，需要清扫第 223 组淋巴

结，降结肠癌的供血动脉多为LCA，需清扫第253组

淋巴结，乙状结肠癌供血动脉多为LCA或 SA，则有

必要清扫第253组淋巴结［9］。池畔和王枭杰［10］回顾

性分析 556例左半结肠癌患者淋巴结转移情况，结

果发现，结肠脾曲第 253组淋巴结转移率为 2.4%，

降结肠第 253组淋巴结转移率为 4.1%。上述结果

提示，结肠脾曲癌D3手术应清扫第 223组和第 253
组淋巴结，降结肠癌D3手术仅需清扫第 253组淋巴

结［10］。为减少因肿瘤位置所带来的淋巴结清扫范

表2 不保留肠系膜下动脉主干（IMA切除）组与保留肠系膜下动脉主干（IMA保留）组结肠癌患者术中及术后情况的比较

术中及术后情况

手术时间（min，x± s）
术中出血量（ml，x± s）
切除肠管长度（cm，x± s）

淋巴结清扫数目（枚，x± s）

术后首次排气时间（d，x± s）
术后并发症［例（%）］

吻合口漏

吻合口出血

肠梗阻

切口感染

腹腔出血

腹腔感染

肺部感染

吻合口距肛缘距离（cm，x± s）

住院时间（d，x± s）

IMA切除组（91例）

161.8±48.0
38.5±30.8
19.2±6.0
23.5±11.4
3.1±0.7
6（6.6）

0
0
2
2
0
1
1

32.0±9.6
7.9±3.4

IMA保留组（104例）

182.9±49.4
52.9±32.2
17.2±5.4
21.9±10.2
3.1±0.9
7（6.7）

0
2
2
1
1
0
1

34.0±12.7
8.6±2.7

统计值

t=2.985
t=2.088
t=-2.447
t=1.018
t=0.330

χ2=0.001

t=0.775
t=1.455

P值

0.003
0.038
0.015
0.310
0.742
0.969

0.441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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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变化所致的手术时间及并发症的影响，本研究排

除了结肠脾曲肿瘤。此外，Søndenaa 等［11］研究认

为，结直肠癌行腹腔镜全系膜切除并进行高位结扎

能获得更好的肿瘤学疗效，因为这样可按照胚胎发

育膜解剖层面游离切除肠管，并根部结扎血管能获

得更多的淋巴结，从而减少癌泄漏的发生。本研究

结果表明，IMA切除组的手术方式能够整块地将第

253组淋巴结进行切除，同时由于切断 IMA主干，肠

系膜有了更大活动度，因此 IMA切除组切除的系膜

长度更长，切除标本肠管平均长度分别为19.2 cm比

17.2 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手术时间的长短对于患者的术后康复十分重

要，尤其是高龄及伴有多种合并症的患者。IMA保

留组的手术技术虽然在淋巴结清扫数目与高位结

扎无明显差异，但因为肠系膜血管解剖特点及变异

情况，导致手术难度加大，手术风险增高及手术时

间延长［6］。本研究显示，IMA切除组的手术时间更

短，因为其手术操作步骤相对简单，而 IMA保留组

手术需要清扫 IMA根部，即裸化 IMA根部至LCA和

（或）SA 根部直至显露直肠上动脉再离断 LCA。

IMA 根部结扎切断前，部分患者肠系膜下静脉

（inferior mesenteric vein，IMV）与 LCA 相互靠近，从

而增加了根部离断LCA的难度。蔡嘉伟等［5］通过三

维重建技术研究发现，IMV与LCA两者的毗邻关系

尚不确定，约有43.9%的LCA紧贴 IMV外侧伴行，约

17.1%的研究对象LCA在 IMV的内侧伴行，这两者

情况处理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从而增加了手术时

间；同时，可能会为手术的安全操作带来隐患［4］。

Patroni 等［12］研究发现，对于具有 Latarjet Ⅱ型模式

（即分支血管共干呈扇形）的患者，在 IMA解剖期间

可能会遇到困难是在游离过程中 LCA中可能已经

损坏直肠上动脉导致术中出血保留血管失败。

Murono等［13］将 IMA及其分支解剖分型分为Ⅰ~Ⅳ型：

Ⅰ型（直乙共干型）、Ⅱ型（左乙共干型）、Ⅲ型（全共

干型）和Ⅳ型（左结肠缺如型）其依次所占比例为

38%、12%、45%和 5%。这将使术中处理保留直肠

上动脉产生一定难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直肠上

动脉上会分出很多分支小动脉进入肠系膜，必须小

心处理，否则容易造成手术出血。本研究通过根部

结扎 IMA，来简化手术操作步骤，并降低手术出血风

险，故明显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术中出血量。因此，

从根部离断 IMA则能简化手术操作步骤，避免意外

出血，从而缩短手术时间，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吻合口漏是腹腔镜结直肠癌术后常见的严重

并发症之一。影响吻合口漏的因素较多，其中吻合

口血供和张力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14］。在行左半

结肠切除术于 IMA根部结扎后，残余远端肠管的血

流由中下直肠动脉供应［15⁃16］。近端结肠血管血供来

源于MCA、结肠边缘动脉弓和（或）Riolan动脉弓提

供的侧支血管［17］。如果边缘动脉弓完好，那么横结

肠及剩余降结肠的血供通常良好。虽然有文献报

道，只有在血流量降至正常水平的 70％以下时，才

能看到吻合口漏［18］。但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少的

血流百分比才能使肠组织愈合牢靠。同时，文献中

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即使流量非常有限，吻合口

组织也可以充分愈合［19］。

左半结肠切除术后远端肠管的血供由直肠上动

脉发出的逆行边缘弓及直肠中动脉、直肠下动脉吻

合支反流血管进行供应，根据外科医生的经验以及

吲哚菁绿现象研究结果也已证实，其足够供应上段

直肠和腹膜反折线以上10 cm以内的位于骶骨岬水

平结肠血运［20⁃21］。在本研究的 IMA切除组中，虽然

术中没有测量吻合口与腹膜反折的距离，但术后肠

镜随访结果显示，该组吻合口距离肛缘平均为32 cm，

最远的1例患者为55 cm，同时也没有发现远端结肠

缺血或充血性改变。以腹膜反折距肛缘7 cm计算，

本组数据提示仅靠直肠中血管、直肠下血管所能供

应的结肠血供范围可达腹膜反折上 25 cm 甚至更

长。目前，也有一些新的方法运用于术中检验吻合

口远端结肠的血供，比如使用吲哚菁绿的荧光腹腔

镜显像。

笔者认为，在临床实践中，患者的手术方式选

择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对于高龄、具有动脉硬化、

糖尿病等高危血栓形成危险因素的患者，为安全起

见，可优先考虑保留 IMA术式；而对于未保留 IMA
主干的患者，如术中因为远端肠管血供不足需行

Sudeck危险区域的肠管切除，或因降结肠太短无法

下拉吻合，则需进一步充分游离脾曲结肠和左侧横

结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腹腔镜左半结肠癌切

除术中，采取切除 IMA主干可以缩短手术时间，减

少术中出血量，不会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技

术上安全简单易行，更符合肿瘤根治学的理念，具

有较好的近期效果，有临床推广价值；但其对淋巴

结清扫数目及远期疗效的影响，仍需前瞻性随机大

样本研究及术后长期随访来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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