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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在结直肠肿瘤外科中的应用愈加广泛。

NOSES的快速发展主要归功于其本身的巨大优势和价值，包括减轻手术创伤、加速患者术后康复和

减轻患者不良心理暗示等。NOSES这些优势也正是外科手术器官功能保护的重要体现和完美诠

释。器官功能保护是当下外科的热议话题，也是微创外科手术开展的必然要求。从本质上讲，

NOSES与器官功能保护的诞生初衷相同，发展目标高度契合。NOSES是外科手术器官功能保护的

重要实践者，器官功能保护又是NOSES理论体系发展的风向标，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微

创外科发展的重要元素。为全面论述NOSES与功能保护的关系，笔者从结直肠手术的5个主要操作

环节入手，即手术入路、手术切除范围、淋巴结清扫程度、消化道重建方式和标本取出方式，详尽剖析

NOSES手术中功能保护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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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 (NOSE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urgery of colorectal canc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OSES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its own great
advantages and values, including the reduction of surgical trauma, the acceleration of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nd the reduction of advers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for patients. These advantages of NOSES are
also important embodiment and perf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gan functional protection. Organ functional
preservation is a hot topic in surgery today,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Essentially, NOSES and organ functional preservation are proposed in the same background, and
the goals are highly compatible. NOSES is an important practitioner of organ functional preservation, and
organ functional preservation is also the va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NOSES. These
two item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770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2年 6月第 25卷第 6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June 2022，Vol.25，No.6

modern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SES
and organ functional protection, we elaborate the important role and value of functional protection in
NOSES from five key procedures of colorectal surgery, namely surgical approach, extent of resection, lymph
node dissection, digestive tract reconstruction and specimen extraction.

【Key words】 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 Organ functional preservation;
Colorectal neoplasms;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Fund program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2100598); Sanming Proj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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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与病死率最高的

恶性肿瘤之一，2020年结直肠癌发病率为19.5/10万，

病死率为9.0/10万［1］。在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在所

有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二，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明

显上升趋势［2⁃3］。目前，结直肠癌治疗模式仍然以

外科为主、综合治疗为辅。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

结直肠癌患者对术后生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这

也使如何通过加强器官功能保护来提高患者术后

生活质量，成为目前结直肠外科医生的追求目标，

同时也是一个严峻挑战［4］。近年来，我国微创外科治

疗技术发展迅猛，尤其是以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

（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NOSES）
为代表的中国原创微创技术快速崛起，这为结直肠

癌外科治疗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发展空间［5⁃6］。

NOSES能如此迅猛发展，一方面它符合微创时代发

展的需要，更主要还是归功于NOSES本身的巨大优

势和价值，包括减轻手术创伤、加速患者术后康复和

减轻患者不良心理暗示等。NOSES这些优势也正是

外科手术器官功能保护的重要体现和完美诠释。基

于此，笔者将围绕NOSES理论技术体系、器官功能保

护现状，以及两者相互关系进行全面阐述。

一、结直肠癌NOSES概述

随着NOSES技术的不断成熟，NOSES适应证不

断扩大，目前NOSES开展范围已涵盖了腹盆腔全部

脏器。2019年，《结直肠肿瘤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

专家共识（2019版）》发布，全面系统阐述了NOSES理

论体系［7］。NOSES定义为使用腹腔镜器械、经肛内

镜微创器械或软质内镜等设备完成腹腔内手术操

作，经自然腔道（直肠、阴道或口腔）取标本的腹壁

无辅助切口手术。该手术与常规腔镜手术最大的

区别就在于消化道重建方式和标本取出途径，避免

了腹壁取标本的辅助切口，术后腹壁仅存留几处微

小的戳卡瘢痕［7⁃9］。

根据取标本途径，NOSES分为经肛门取标本、

经阴道取标本及经口取标本 3类。根据取标本方

式，NOSES又分为切除拖出式（标本在体内完全切

除，并经自然腔道拖出体外）、拉出切除式（将标本

经自然腔道拉出至体外，并在体外将标本切除）、

外翻切除式（将标本经直肠外翻至体外，并在体外

将标本切除）［7⁃9］。同时，结直肠肿瘤NOSES手术的

具体术式也在快速更新完善中，截止目前，已有21种

不同的NOSES术式，具体术式名称见表 1［10］。不同

NOSES术式均有各自操作要点和适应人群，尤其是

针对低位直肠癌的NOSESⅠ式，共包含7种方法，不

同方法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之处表现在标

本取出和消化道重建方式，共同之处则是如何对直

肠功能进行精准保留。

二、NOSES与器官功能保护

随着器械平台、能量平台、显像平台快速发展，

结直肠微创外科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如何在手术各

环节中践行器官功能保护理念也成为外科发展的

主要方向。与其他结直肠微创手术方式一致，

NOSES也包括5个主要操作环节，即手术入路、手术

切除范围、淋巴结清扫程度、消化道重建方式和标

本取出方式［11］。下面笔者将围绕以下这几个方面，

谈一谈NOSES是如何体现器官功能保护的。

1.手术入路与器官功能保护：微创从广义上讲

是一种理念，从狭义上讲就是指手术入路及手术切

口大小。所谓手术入路，主要包括开腹手术、常规

腹腔镜手术、手辅助腹腔镜手术、减孔或单孔腹腔

镜手术和经自然腔道手术，见图 1［10］。良好的手术

入路需要考虑手术操作的便利性、术野显露的清晰

度等问题。此外，手术切口逐渐缩小也是对腹壁器

官功能保护的重要体现。NOSES是手术入路中器

官功能保护的最好体现，该技术既能最大程度满足

术者操作便利性，也能最大程度完好保留腹壁的完

整性与功能。

2. 切口对近期疗效和患者精神心理的影响：

NOSES虽仅避免了腹壁切口，但其对患者术后短期

恢复、长期心理精神的影响却是不容小觑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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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腹壁切口是术后疼痛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切口

大小与患者疼痛程度呈正相关性［12］。第二，腹壁切

口大小与术后切口并发症发生具有显著关联［12］。

此外，腹壁大切口还会引起患者术后的恐慌、焦虑

等不良心理情绪，甚至影响患者术后恢复。第三，

腹壁切口瘢痕的牵拉刺激也会长期引起患者在生

理和心理上的不良感受，进而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最后，体表瘢痕还会影响患者腹壁美容，尤其是年

轻女性或舞蹈演员、运动员等行业者。因此，手术

切口不仅关系到患者术后短期疗效，也关系到患者

社会心理精神状态以及术后的生活质量，更体现

NOSES对腹壁器官功能保护的不断追求和努力［13］。

3.手术切除范围与器官功能保护：手术切除范

围制定是肿瘤外科手术的核心环节。如何制定合

理的切除范围需综合考虑几个因素：（1）肿瘤根治

性要求。肿瘤外科手术需依据肿瘤大小、位置和局

部侵犯等情况确定手术切除范围，保证手术安全切

缘以及肿瘤切除的完整性。（2）器官功能保护要求。

在确保根治前提下，如何最大程度保留器官功能，

这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直肠癌手术中，尤其是

超低位保肛患者，远端肠管切除范围的制定至关重

要。这要求既要保证远切缘阴性，同时要尽可能保

留直肠管壁，确保直肠功能保留。近年来，NOSES
Ⅰ式方法快速更新，现有 7 种手术方式［10］。其中

NOSESⅠ式 A、B 法（外翻切除法）和 NOSESⅠ式 G
法（适形切除法）的主要技术优势，就体现在了最大

程度保留直肠肠壁及其功能［14⁃16］。

NOSES Ⅰ式外翻法将直肠标本翻出体外，在直

视下完成肿瘤远端直肠离断。该方法主要优势包

括：（1）外翻后的直肠可充分暴露肿瘤，准确判断肿

瘤下切缘位置；（2）直肠远端可一次性完成闭合。

避免了腹腔镜下直肠远端肠管多次闭合离断，降低

了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3）确保更多肿瘤对侧直

肠肠壁的保留。在肿瘤充分暴露后，可通过调整远

表1 结直肠肿瘤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命名［10］

术式简称

CRC⁃NOSES Ⅰ式（A法，B法）

CRC⁃NOSES Ⅰ式（C法⁃G法）

CRC⁃NOSES Ⅱ式（A法，B法）

CRC⁃NOSES Ⅲ式（A法，B法）
CRC⁃NOSES Ⅳ式

CRC⁃NOSES Ⅴ式

CRC⁃NOSES Ⅵ式（A法，B法）

CRC⁃NOSES Ⅶ式

CRC⁃NOSES Ⅷ式（A法⁃C法）

CRC⁃NOSES Ⅸ式

CRC⁃NOSES Ⅹ式

手术名称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肛门外翻切除标本的腹腔镜下低位直肠癌根治术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肛门取标本的腹腔镜下低位直肠癌根治术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直肠拉出切除标本的腹腔镜下中位直肠癌根治术/改良法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阴道拉出切除标本的腹腔镜下中位直肠癌根治术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直肠拖出标本的腹腔镜下高位直肠癌根治术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阴道拖出标本的腹腔镜下高位直肠癌根治术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直肠拖出标本的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A法）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直肠切口拖出标本的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B法）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阴道拖出标本的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阴道拖出标本的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根治术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肛门拖出标本的腹腔镜下全结肠切除术

腹部无辅助切口经阴道拖出标本的腹腔镜下全结肠切除术

取标本途径

肛门

直肠

阴道
直肠

阴道

直肠

阴道

阴道、直肠、结肠

直肠

阴道

肿瘤位置

低位直肠

中位直肠

中位直肠
高位直肠、乙状

结肠远端

高位直肠、乙状
结肠远端

左半结肠、乙状
结肠近端

左半结肠、乙状
结肠近端

右半结肠

全结肠

全结肠

图1 不同直肠癌手术方式的术后腹壁切口瘢痕［10］ 1A.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后的腹壁外观；1B.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术后的腹壁外观；1C.常规

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后腹壁外观；1D.开腹复发直肠癌根治术后腹壁外观（切口感染）

C1A1 B1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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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直肠闭合线位置，达到保留对侧肠壁的目的。因

此，NOSESⅠ式外翻法保证了肿瘤安全切缘，降低了

保肛手术难度，也保留了更多直肠肠壁和直肠功

能，这也是器官功能保护的重要体现。

随着经括约肌间切除术开展，极低位直肠癌保

肛率得到很大提高。但经括约肌间切除术后患者

肛门功能较差，这与经括约肌间分离、切断括约肌

间神经以及切除部分或全部内括约肌关系密切［10］。

2012年起，张卫教授结合肛管部位解剖特点，提出

了极低位直肠癌适形保肛手术，并将此法融入到了

NOSES手术体系中，命名为NOSESⅠ式G法［10］。该

技术结合全直肠系膜切除技术、外翻拖出标本技

术、经肛吻合技术等低位保肛术式。主要特点表现

在直视下在肿瘤远端切开肠管，并根据肿瘤形状设

计直肠远端切除线，使肿瘤对侧正常管壁最大限度

保留。此外，在保留较多肠管一侧进行吻合，使吻

合线尽量远离齿状线。因此，NOSES Ⅰ式G法也是

直肠器官功能保留的重要体现和实践者。

4.淋巴结清扫与器官功能保护：淋巴结清扫是结

直肠肿瘤手术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决定手术根治性

最重要的部分。随着外科技术不断发展，淋巴结清扫

也逐渐从扩大范围清扫逐渐回归到更加个体化的选

择性清扫。同时也更加强调在清扫过程中，注重器官

功能和神经的保留与保护［17⁃18］。例如，在直肠癌根治

术清扫肠系膜下动脉根部淋巴结的过程中，强调肠系

膜下神经丛的保护。鉴于NOSES与常规结直肠癌手

术淋巴结清扫并无区别，该部分不作重点讨论。

5.消化道重建方式与器官功能保护：结直肠手

术消化道重建方式很多，但无论何种重建方式，均

应确保吻合口的连续通畅性，以及吻合口血运和张

力［19⁃21］。此外，还要避免不必要的肠管游离，以及保

证远近端肠管蠕动方向的一致性，这也是器官功能

保护的又一体现。从NOSES消化道重建角度评价

器官功能保护，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常规

腹腔镜手术或开腹手术中，为确保体外肠管的无张

力吻合，肠管游离往往要更加充分，腹腔内肠管游

离的距离要求更高。但对于NOSES手术，可以不需

将肠管移至体外吻合，因此对预吻合肠段游离范围

要求相对较小，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肠管游离与副损

伤。（2）NOSES消化道重建也避免了肠管被拉出体

外而造成的过度牵拉刺激，在操作过程中避免了外

科医生对肠管的直接接触，因此，理论上也降低了

术后粘连性肠梗阻的发生风险。（3）从肠道功能恢

复角度看，结肠NOSES腔镜下吻合方式主要包括功

能性端端吻合和功能性侧侧吻合。功能性端端吻

合是将远近端肠管在全腔镜下完成侧侧吻合，再关

闭两者的共同开口。该法没有肠管盲端，功能上相

当于端端吻合，没有改变肠内容物流动的顺畅性，

见图 2A［11］。功能性侧侧吻合是指将两段蠕动方向

一致的肠管并列放置，行侧侧切割缝合，再关闭共

同开口完成吻合，恢复消化道连续性，确保了远近端

肠管蠕动方向的一致性，见图2B［11］。因此，NOSES从

多个角度体现了消化道重建过程中器官功能保护

的重要内涵。

6.标本取出方式与器官功能保护：既然取标本

切口是必须的，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无痛、无瘢

痕、隐蔽的取标本途径呢？这也是NOSES能够诞生

并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NOSES的出现颠覆

了人们对取标本途径的认识，也让人们重新审视自

然腔道在取标本过程中展现的巨大潜力和可行性。

对于结直肠NOSES而言，经直肠取标本充分利用了

手术中已开放的自然腔道，而经阴道取标本则属于

另辟蹊径，巧借阴道完成标本取出。无论何种途

径，均需保证标本的完整性，且不直接触碰切口，这

是无瘤原则的基本要求。那么，如何科学合理地选

择自然腔道完成标本取出呢？结直肠肿瘤NOSES
共识中明确指出，要根据肿瘤位置和大小、医生经

验技术等因素，选择标本取出最佳途径［7］。同时，取

标本途径的选择也要遵循肿瘤功能外科原则和损

伤效益比原则。从发展角度看，在肿瘤根治技术保

障的前提下，更好保留器官功能，才是微创手术的

未来发展趋势［22⁃23］。

综上可以看出，NOSES在手术方式中的五要素

都与器官功能保护有着重要关系：手术入路经历了

“从大到小、从有到无”的演进；手术切除范围在根

图2 功能性端端吻合与功能性侧侧吻合示意图［11］ 2A.功能性端

端吻合；2B.功能性侧侧吻合

A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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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前提下逐渐朝着个体化、精准化的方向发展，

更加注重器官功能的保留；淋巴结清扫也逐渐从扩

大切除转变为根治与功能保留并重的最佳结合状

态；消化道重建从体外手工辅助吻合到全腔镜下无

接触吻合，再到功能性吻合概念的提出；标本取出

从经腹壁大切口，到腹腔镜小切口，再到经自然腔

道的切口［14］。这方方面面均体现了NOSES手术中

器官功能保护的精髓与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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