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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低位直肠癌根治术中经闭孔神经前入路远端直肠离断技术的安全

性及有效性。 方法 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原发直肠腺癌，肿瘤距肛缘

3~5 cm，术前肛门功能良好，有保肛意愿的患者。（2）行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的远端直肠离断直肠癌根

治术。排除标准：（1）有远处转移或行姑息切除患者；（2）其他手术入路的患者；（3）直肠癌脏器联合

切除患者；（4）在研究期间合并其他肿瘤需额外治疗者。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

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接受经闭孔神经前入路行远端直肠离断的50例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

料，观察患者的围手术期情况、术中骨盆和标本径线测量数据及术后短期疗效。优势角度为经闭孔

神经前入路实际切割线与模拟传统TME入路切割线之间角度。计量资料中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以

x± s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以M（QR）表示。结果 全组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手术，无中转开放和

经肛手工吻合。中位手术时间193（80）min，中位术中出血量50（58）ml。所有患者均R0切除，远切

缘距肿瘤中位距离 1.7（0.4）cm，吻合口距肛缘中位距离 2.0（0.1）cm。远端直肠单个钉仓离断率

52.0%（26/50），两个钉仓离断率48.0%（24/50），切割线长度6.6（1.5）cm。经闭孔神经前入路通路构

建中位时间8.0（6.0）min，4.0%（2/50）的患者发生临近血管副损伤，无闭孔神经损伤发生。经闭孔神经

前入路与模拟传统入路的骨盆入口宽度分别为（9.9 ± 1.3）cm和（7.2 ± 1.1）cm（t=24.781，P<0.001），

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的优势角度（15±2）°，标本中线及右侧线的远切缘距离较模拟传统入路离断位置

低0.6（0.2）cm和1.0（0.2）cm。本组1例（2.0%）于术后17 d因肺部感染死亡；二次手术率4%（2/50）；

总并发症发生率 28.0%（14/50），包括吻合口漏 14.0%（7/50）、术后尿潴留 12.0%（6/50）、盆腔感染

4.0%（2/50）和小肠梗阻4.0%（2/50）。术后住院时间12（6）d。结论 经闭孔神经前入路腹腔镜下低

位直肠离断技术安全有效，在肥胖、骨盆狭窄、极低位直肠癌等困难状态下更具优势，可作为低位直

肠离断方式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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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distal rectal transection by using
transanterior obturator nerve gateway (TANG) in laparoscopic radical resection for lower rectal cancers.
Methods A descriptive case series study was performed. Inclusion criteria: (1) patients with primary
rectal adenocarcinoma, with the distance of 3 ⁃5 cm from tumor to anal verge, with normal anal function
before surgery and a desire to preserve anus; (2) laparoscopic radical resection of rectal cancer was
performed and the distal rectum was transected using TANG approach. Exclusion criteria: (1) patients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or receiving palliative surgery; (2) the distal rectum was transected using non ⁃ TANG
approach; (3) patients receiving combined multiple organs resection; (4)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other
tumors requiring additional treatment during the study.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of 50 patients with low
rectal cancer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resection using TANG approach between January 2019 and
December 2020 in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Perioperative
conditions, length of specific pelvic lines, additional angle and postoperative short ⁃ term outcomes were
observed and described. Additional angle was defined as the angle between the simulated stapling line with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and the real stapling line with the TANG approach. Data following normal
distribution were presented as Mean±SD, or M [quartile range (QR)] otherwise.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laparoscopic surgery without transferring to open or transanal surgery. The
median operative time was 193 (80) min and blood loss was 50 (58) ml. All tumors received R0 resection
with the distance from the tumor to distal resection margin of 1.7 (0.4) cm and the anastomotic height of
2.0 (0.1) cm. Rectal transection was completed by one cartridge in 52.0% of the cases (26/50) and two
cartridges in 48.0% (24/50). Length of the stapling line was 6.6 (1.5) cm. The time to construct the
gateway was 8.0 (6.0) min. The vessel damage occurred in 4.0% of the cases (2/50) and none of the
cases encountered obturator nerve damage. Inlets of the pelvis in TANG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
were (9.9±1.3) cm vs. (7.2±1.1) cm (t=24.781, P<0.001). Additional angle of TANG was (15±2) ° . The
transecting positions on the midline and right edge of the rectum specimen by TANG were 0.6 (0.2) cm and
1.0 (0.2) cm lower than those by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ne case (2.0%) died of pulmonary infection on
the 17th day after surgery, 2 cases (4.0%) received re⁃operation and 14 cases (28.0%) ha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anastomotic leakage (7 / 50, 14.0%), urinary retention (6 / 50, 12.0%), pelvic
infection (2 / 50, 4.0%) and ileus (2 / 50, 4.0%). The median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was 12 (6) days.
Conclusions Laparoscopic distal rectal transection by using TANG approach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low rectal cancer. As an alternative rectal transecting method, TANG has advantages
especially for the obese and those with a contracted pelvis and ultralow rectal cancers.

【Key words】 Rectal neoplasms， low； Transanterior obturator nerve gateway approach；
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

Fund program：Wu Jieping's Foundation Special for Clinical Research（320.6750.2021⁃04⁃2）

双吻合技术（double stapling technique，DST）的

应用在直肠癌的手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

要意义，DST使距肛门5~7 cm的低位直肠癌患者保

留肛门功能成为可能，并降低了吻合口漏等吻合口

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可操作

性［1⁃3］。然而，对于男性、肥胖、狭窄骨盆等超低位直

肠癌患者（距肛缘3~5 cm），需行腹腔镜结肠肛管吻

合术或部分内括约肌间切除术（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ISR），在行远端直肠离断时，常因盆腔操

作空间狭小、肿瘤体积过大、肿瘤位置过低、直线

切割缝合器的转角限制等，切割缝合器不能与直

肠纵轴垂直，导致斜行离断、多次激发，甚至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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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阳性［4⁃6］。部分患者为能保肛而中转为经肛操

作和手工吻合；部分患者最终行经腹会阴联合切

除术致永久性造口。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曾尝试多种方法解决困

难骨盆的直肠离断，但均未能有效解决斜角切割及

超低位离断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未突破全直

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的操

作空间［7⁃12］。我们在进展期直肠癌联合右侧方淋

巴结清扫手术或前盆腔脏器切除的手术中获得灵

感，发现上述术式在应用直线切割缝合器时，盆腔

操作空间明显增大，直肠更容易垂直离断。对于

常规的 TME 手术是否也能建立这种超越 TME 空

间的离断途径，我们团队在尸体解剖和动物模型

的基础上，探索并首次报道了一种新型腹腔镜下远

端直肠离断的方法：经闭孔神经前入路［13］。本研

究观察采用经闭孔神经前入路行远端直肠离断的

50例直肠癌患者的围手术期资料、术中外科骨盆

径线、标本测量及术后短期疗效等数据，评价该新

术式在低位直肠癌患者外科治疗中的可行性、安全

性及优缺点。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期间于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接受经闭孔神经前入路行远端直肠离断的 50例

低位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男性 45例，

女性 5例，平均年龄 60岁，11例（22.0%）进展期直

肠癌患者接受术前新辅助放化疗，均在放疗结束

6~12周后行根治性切除。病例入组流程图见图 1。
具体基线资料见表1。本研究所有患者均由同一术

者实施手术，对于术前影像等评估预计经腹直肠

离断困难的低位直肠癌患者，均在术前告知新入

路的风险及获益，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审批号：

2020149）。
二、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原发直肠腺癌，肿瘤距肛缘

3~5 cm，术前肛门功能良好，有保肛意愿的患者。（2）
行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的远端直肠离断直肠癌根治

术。

排除标准：（1）有远处转移或行姑息切除患

者；（2）其他手术入路的患者；（3）直肠癌脏器联合

切除患者；（4）在研究期间合并其他肿瘤需额外治

疗者。

三、手术方法

1.体位、穿刺孔：采用改良Lloyd⁃Davis体位，头

低足高15°，右侧倾斜15°，维持气腹压12~14 mmHg
（1 mmHg=0.133 kPa）。常规 5孔法布局，完成低位

直肠的游离，在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直肠离断时，常

需要在中线位耻骨联合与脐中点处置 5 mm trocar，
钳抓系带协助直肠反向牵拉，同时助手经D、E两孔

协助显露肛提肌上间隙。见图2A。

2.手术步骤：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直肠离断模式

图见图 2B。具体手术步骤如下：（1）助手将乙状结

肠直肠系膜提起，形成张力，于右直肠旁沟处切开，

沿 自 然 皱 褶 向 上 直 至 肠 系 膜 下 动 脉（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IMA）根部，清扫No.253淋巴结，结

扎处理 IMA根部，见图3A），视乙状结肠肠管长度决

定是否保留左结肠动脉；（2）提起 IMA 断端，可见

表1 全组50例行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离断的低位直肠癌

患者的基线资料

临床资料

男性［例（%）］

年龄（岁，x± s）

体质指数（kg/m2，x± s）

肿瘤分化［例（%）］

高⁃中分化腺癌

低分化腺癌

术前新辅助放化疗［例（%）］

肿瘤距肛缘距离［cm，M（QR）］

肿瘤最大径［cm，M（QR）］

数据

45（90.0）
60±8

25.5±2.5

44（88.0）
6（12.0）

11（22.0）
4.0（1.0）
3.5（2.1）

图1 病例入选流程图

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经同一手术团队行腹腔镜低位

直肠癌（肿瘤距肛门3~5 cm）根治术病例（166例）

排除经TME入路离断直肠者81例

排除经外翻离断直肠者29例

50例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纳入分析

排除经肛离断直肠者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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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IMA为肠系膜下动脉，IMV为肠系膜下静脉，LCA为左结肠动脉，SRA为乙状结肠动脉

图3 困难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手术的游离顺序与技巧 3A.保留LCA，离断SRA和 IMV；3B~3F.按照“直肠后间隙⁃前间隙⁃左侧间隙⁃右
侧间隙”的顺序游离盆段直肠，注意保护腹下神经（图3B），注意避免损伤骶前静脉（图3C）；游离直肠前间隙，“U”型切除部分Denonvillier筋膜

（图 3D），超声刀离断直肠侧韧带（图 3E），游离至盆底肌，可见TME终点线（图 3F）；3G.钛夹标记肿瘤位置，丝线测量肿瘤远端直肠游离的

距离；3H.无创血管钳夹闭直肠，备直肠残端冲洗

C3

G3 H3

F3

A3 B3

D3 E3

Toldt筋膜线，离断肠系膜下静脉，从内侧可见白色

稍厚半透明的直肠左侧旁沟腹膜，予以切开并与左

侧会师，继续往头侧游离降结肠后间隙；（3）按照

“直肠后间隙→前间隙→左侧间隙→右侧间隙”的

顺序游离盆段直肠，注意保护下腹下神经丛和盆腔

骶 2~4神经，按照 TME的原则解剖至肛提肌平面，

见图 3B、3C、3D、3E和 3F；（4）内外括约肌间隙的显

露应遵循边裸化系膜边寻找间隙的原则。主刀左

手夹持耻骨直肠肌牵向外侧，于直肠右侧壁 4~5点

位置容易进入间隙，在助手肛诊指引下分离更安

全，转向后侧离断Hiatal韧带的扇形附着，最后分离

括约肌间隙的左侧壁及前壁。（5）钛夹于肠壁上标

记肿瘤下缘位置，用丝线测量肿瘤下缘远端肠壁游

离的距离，见图 3G。无创血管钳夹闭直肠，行直肠

残端的冲洗，见图3H。

3.经闭孔神经前入路通路的建立及DST 的完

成：沿着脐内侧襞（脐动脉）走形的内侧切开腹膜

5~7 cm，下缘为输精管（女性为子宫圆韧带），见

图 4A，进入Retzius间隙，显露其内侧的膀胱腹下筋

膜，外侧见包绕闭孔神经及血管的脂肪组织，沿此

间隙分离至闭孔内肌，显露肛提肌腱弓，见图4B，切
开盆筋膜，与肛提肌上间隙相通，见图4C；于脐耻骨

联合间另置第 6 个 trocar（5 mm，后期备辅助切口

用），系带捆绑后向左上方牵引直肠，主刀经主操作

图 2 穿刺孔位置及经闭孔神经前入路模式图 2A.Trocar示意图

（A孔：位于右髂前上棘内侧2~3 cm主刀主操作孔；B孔：右锁骨中线

脐水平偏下方1 cm为主刀副操作孔；C孔：脐环上镜头孔；D孔：右锁

骨中线脐水平助手主操作孔；E孔：左髂前上棘水平与左锁骨中线交

点：F孔：脐与耻骨联合上缘连线的中点）；2B.经闭孔神经前入路低

位直肠离断的模式图（汤坚强绘制）

A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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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直肠离断 4A.沿脐内侧襞内侧切开壁腹膜5~7 cm，注意保护其下缘输精管；4B.进入Retzius间隙，沿膀胱腹下筋膜

向下锐性分离，注意勿损伤闭孔神经及血管，继续向下分离可见闭孔内肌及肛提肌腱弓；4C.打开盆筋膜，侧方腔室与系膜腔室相通，可见右侧

的肛提肌，经闭孔神经前入路通道建立；4D.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置入内镜用直线切割缝合器；4E.肿瘤下缘约1 cm完成远端直肠的垂直离断；

4F.经肛置入管状吻合器行结肠⁃肛管或联合部分内括约肌切除端端吻合

C4

F4

A4 B4

D4 E4

孔放置内镜用直线切割缝合器，模拟传统TME入路

离断直肠，在模拟直肠离断线与直肠正中线、右侧

壁交点位置分别上钛夹做标记。当判断远端直肠

为明显斜行切割或者远切缘不能保证足够的切缘

时，将直线切割缝合器经闭孔神经前入路进入肛提

肌上间隙，见图4D，于肿瘤下缘至少1 cm远处完成

远端直肠的垂直离断，见图 4E。多数情况下，1枚

60 mm绿钉仓可以完成直肠的离断，若直肠肥厚，或

切割线在肛提肌平面以下，需要第 2枚钉仓。选择

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离断还是常规入路离断要视术

中具体情况。脾曲是否游离依据是否行新辅助放

化疗及乙状结肠的长度等因素决定。行下腹正中

小切口，完成近端肠管系膜的裁剪和离断，置入抵钉

座，经肛完成吻合，见图 4F。通常我们选择 29 mm
或 25 mm 管状吻合器完成结肠肛管吻合或部分

ISR，并常规推荐行右下腹回肠保护性造口。

四、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观察指标：（1）手术相关指标：麻醉评分、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中转开腹或经肛离断的比率、是

否保留左结肠动脉、是否行回肠保护性造口、是否

联合侧方淋巴结清扫等；（2）术后病理资料：肿瘤大

小、分化程度、TNM分期、淋巴结清扫数目、远切缘

及环周切缘是否阳性等；（3）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相

关指标：经闭孔神经前入路构建时间、相关副损伤、

使用钉仓的个数、直肠标本离断切割线长度、中线

位与右侧线位多切除的肠管长度、优势角度等；（4）
术后恢复情况：术后并发症、是否需二次手术、术后

住院天数、术后短期肿瘤学结果等。

评价标准：（1）尿潴留定义为术后拔除尿管后，

因排尿困难需再次下尿管、或超声检测膀胱残余尿

量>50 ml而需药物治疗者。（2）外科骨盆入口宽度

（径线A）为TME入路时骨盆入口的最大横径，径线

B为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的外科骨盆入口宽度，径线

C为骶4神经水平外科骨盆出口宽度，径线D为A线

至 C 线间沿着 TME 腔室侧壁的斜边长，以上各径

线长度均于术中测量，见图 5A和 5B。（3）优势角度

（△Angle）为经闭孔神经前入路实际切割线与模拟

传统 TME入路切割线之间角度；中线离断距离差

值（△LM）为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直肠实际切割线与

模拟传统 TME入路在直肠前壁中线上的距离差；

右侧离断距离差值（△LR）为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直

肠切割线与模拟传统TME入路在直肠右边线的距

离差。△Angle、△LM、△LR均在术后标本上测量，

见图5C。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中服从正态

分布的数据以 x ± s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以M（QR）

或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例（%）］表示。不同

入路骨盆入出口宽度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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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手术情况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手术，无中转开放

和经肛手工吻合。中位手术时间193（80）min，中位

出血量50（58）ml。30例（60.0%）患者保留左结肠动

脉，14例（28.0%）患者行单侧或双侧侧方淋巴结清

扫。远切缘距肿瘤中位距离1.7（0.4）cm，吻合口距

肛缘中位距离 2.0（0.1）cm，远端直肠单个钉仓离断

率 52.0%（26/50），两个钉仓离断率 48.0%（24/50），

无使用 3枚以上钉仓；48例（96.0%）患者行回肠保

护性造口。术后病理（yp）TNM 分期（参照美国癌

症联合委员会结直肠癌分期第 8 版）：0 期、Ⅰ期、

Ⅱ期及Ⅲ期分别为 1例、18例、14例及 17例，清扫

淋巴结中位数 16（11）枚，清扫阳性淋巴结中位

数 0（1）枚，所有患者均R0切除，环周切缘及远切缘

均阴性。

二、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的相关数据

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的构建中位时间8.0（6.0）min，
2例患者构建通道过程中偏内侧游离而致发生膀

胱壁血管分支损伤出血，量约 50 ml，经双极电凝凝

闭，所有患者均未发生闭孔神经、闭孔血管、输尿管

及髂血管损伤。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的优势角度为

（15±2）°。经闭孔神经前入路与模拟传统入路的外

科骨盆入口宽度分别为（9.9±1.3）cm和（7.2±1.1）cm，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781，P<0.001）；在直肠壁

中线及右侧线上，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直肠离断位置

分别较模拟传统入路低0.6（0.2）cm和1.0（0.2）cm。

术中骨盆径线及标本的相关参数测量见表2。
三、术后恢复情况

术后17 d，1例（2.0%）患者因肺部感染死亡。术

后1个月内总并发症发生率28.0%（14/50），包括吻

合口漏7例次（14.0%），术后尿潴留6例次（12.0%），

盆腔感染 2 例次（4.0%），小肠梗阻 2 例次（4.0%）

和肺部感染1例次（2.0%）。二次手术率4%（2/50）：

1例 ISR未行保护性造口，术后第 3天直肠吻合口

漏，急诊行回肠双腔造口术；1例回肠保护性造口术

后小肠梗阻，术后第 8天二次手术证实造口旁疝小

肠嵌顿，行造口还纳术。除上述2例二次手术外，其余

均保守治疗缓解。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为12（6）d，
中位随访时间为14（3~27）个月，1例于术后12个月

死于肺转移，其余48例均无瘤生存。

讨 论

多数研究表明，男性、肥胖、骨盆狭窄是直肠癌

表2 全组50例行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离断的低位直肠癌

患者的术中骨盆径线及标本的相关参数测量

相关参数

外科骨盆入口宽度（cm，x± s）

外科骨盆出口宽度（cm，x± s）

真实骨盆斜边长度（cm，x± s）

直肠断端切割线长度［cm，M（QR）］

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的优势角度（°，x± s）
术中测量径线长度（cm，x± s）

径线 A
径线B
径线C
径线D

△LM［cm，M（QR）］

△LR［cm，M（QR）］

数据

9.9±1.3
6.5±0.8
7.5±0.6
6.6（1.5）
15±2°

7.2±1.1
9.9±1.3
6.5±0.8
7.5±0.6
0.6（0.2）
1.0（0.2）

注：中线离断距离差值（△LM）为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直肠实际切

割线与模拟传统TME入路在直肠前壁中线上的距离差；右侧离断距

离差值（△LR）为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直肠切割线与模拟传统TME入

路在直肠右边线的距离差

图5 骨盆径线及全直肠系膜切除（TME）标本的相关参数测量示意图 5A.各骨盆径示意图（汤坚强绘制；径线A：外科骨盆入口宽度，为

TME入路时骨盆入口的最大横径；径线B：经闭孔神经前入路的外科骨盆入口宽度；径线C：骶4神经水平外科骨盆出口宽度；径线D：A线至C线间

沿着TME腔室侧壁的斜边长）；5B.各骨盆径术中测量图；5C.直肠标本中闭合线的长度、优势远切缘的距离（△LM和△LR）及优势角度

（△Angle）的测量

C5A5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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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操作难度增加、手术时间延长、术后并发症增

加的重要因素［14⁃15］。一方面是由于盆腔狭小空间的

直肠游离技术需要较长的学习曲线和对盆腔精细

解剖结构的认识，另一方面在狭窄的盆腔空间内如

何完成低位直肠癌的经腹远端直肠离断一直是困

扰结直肠外科医师的技术瓶颈，并严重限制了DST
技术在某些困难条件下的应用。不少学者尝试提

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如Fujii等［8］和Hirano等［16］提出

用开放凯途或弧形切割闭合器用于腔镜直肠的低

位离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次离断的问

题，但受限于较大的关节头及气腹不易维持的缺

点，在狭窄空间内缺乏较好的视野及显露，另外，更

低位如位于肛提肌平面或内外括约肌间平面的离

断技术上操作困难，因此推广受限，已逐渐被腔镜

切割闭合器所取代。国内王自强团队和Bulut提出

的 肿 瘤 远 端 系 带 捆 绑 直 肠 牵 拉 法［11⁃12］，以 及

Matsumoto和Arita［17］设计的直肠牵拉器械，主要将

肿瘤远端捆绑结扎，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盆腔视野更

好的显露，但无法解决超低位直肠斜行离断的问

题，而通常来说，直肠的离断我们更倾向于用腔镜

下肠管阻断钳或“哈巴狗钳”将其变成扁平状而非

柱状，前者更利于切割闭合器钳口的进入及夹持。

最重要的是，目前所有的离断方式改进均局限于

TME腔室。笔者提出的经闭孔神经前入路是在侧

方间隙的腔室内建立起的经闭孔神经前的隧道，其

为天然的无血管层面，该隧道增加了外科骨盆的入

口宽度（平均数：9.9 cm比 7.2 cm，P<0.001），增大直

线切割缝合器与直肠纵轴的角度，扩展了手术操作

空间，使得闭合器在狭小骨盆中得以完成远端直肠

的更低位的垂直离断。

经闭孔神经前入路虽不需要借助额外的器

械，但对于术者对 TME手术技术及对直肠侧方间

隙解剖的要求较高。右侧方如果不能达到较好

的 TME解剖层面，将会有较多的系膜脂肪组织残

留在肛提肌上间隙，这不利于侧方腔室与 TME腔

室的贯通。同样，如果没有侧方淋巴结清扫的手

术经验，膀胱腹下筋膜层面、闭孔内肌筋膜层面

将不易显露，偏内侧分离致膀胱前列腺滋养血管

出血或神经血管束的损伤，偏外侧分离又容易引

起闭孔神经及血管的损伤。因此，在开展这一新

术式以前，笔者推荐先进行盆腔解剖的研究、新

鲜尸体的结构化培训及相关视频的学习，同时建

议在有侧方淋巴结清扫经验的医生指导下完成。

本例出现 2 例膀胱血管的误损伤，考虑分离层面

偏内侧所致，此时用双极电凝凝闭血管为更好的

处理对策。因经闭孔神经前入路通道的建立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侧盆壁的天然解剖，该操作是

否会增加吻合口漏的发生、增加术后局部复发或

远期转移的风险以及对可能的二次手术产生影

响尚需进一步前瞻研究。但对于直肠癌需联合

右侧方淋巴结清扫的患者，在侧方淋巴结清扫后

经该入路完成远端直肠的离断将是个更合适的

选择。

经肛 TME（taTME）手术同样在超低位、肥胖与

困难骨盆中显示出其在腔镜下分离的优势，近年来

备受部分学者的推崇。虽然有较多的多中心研究

显示其在近期疗效和中期肿瘤学结局与常规 TME
手术没有明显的差异，但 taTME需要专用的设备、更

多的人力以及“自下而上”的逆行分离对盆腔解剖

的重新认识及更长的学习曲线限制了其进一步推

广普及［18］。taTME特殊的并发症：如尿道损伤，盆腔

的多灶复发以及对经肛操作无菌无瘤的担忧等因

素也制约了部分学者尝试开展此手术［19⁃21］。我们提

出的经闭孔神经前入路只是关注了低位直肠离断、

吻合的问题，但同样面临肥胖或骨盆狭窄等困难

条件下的腔镜分离问题，而盆段直肠的分离我们期

望通过合理的牵拉及解剖顺序的改进等来进一步

提升。

综上，经闭孔神经前入路在男性、肥胖及狭窄

骨盆的超低位直肠离断中应用，安全有效，可作为

低位直肠离断方式的另一补充。但本研究为描述

性病例系列研究，缺乏同期随机对照数据，且缺乏

术后肛门测压、尿流动力学等客观指标以及中长期

肿瘤学结局的数据，最终尚需更多研究的开展来进

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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