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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位直肠癌经括约肌间切除保肛手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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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作为一种极限低位的保肛手术，可使部分极低位直肠癌患者

在保证肿瘤学疗效的基础上免遭切除肛门的痛苦，目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但由于该术式需经括约

肌间隙游离，可导致神经损伤，加上切除部分或全部内括约肌组织这一“先天性缺陷”，ISR患者术后

肛门功能往往不佳。笔者在对局部解剖及生理功能的深入认识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极低位直肠癌

功能性保肛新术式——适形保肛手术（CSPO）”，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满意效果。因此，本文将对直

肠癌手术发展简史进行回顾，分析 ISR手术后功能不佳的原因，并结合盆底肛管局部解剖的研究，阐

述CSPO通过减少括约肌间沟植物神经、感受器小体及肌肉交织结构的损伤，直视下对肿瘤下缘切

除线的设计，保留更多齿状线及内括约肌，从而达到吻合口高度提升的目的，进而改善极低位直肠癌

手术后的肛门功能，同时对未来低位直肠癌的治疗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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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sessment of 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 in the sphincter ⁃ preserving operation for ultra ⁃ low
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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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 (ISR), as an ultra ⁃ low sphincter ⁃ preserving operation, is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at present. ISR can allow some patients with very low rectal cancer to avoid
the pain of anal resection while ensuring oncological efficacy. However, the procedure of ISR requires
wider intersphincteric dissection which may cause nerve damage, and the removal of partial or total internal
anal sphincter as an "inherent defect" of ISR can result in poor anal function postoperatively. Based on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anatomy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 the author proposed a new functional
sphincter preservation operation for very low rectal cancer—conformal sphincter preservation operation
(CSPO) which has achieved good outcome in clinical practice. This article will revisit the brief history of
rectal cancer surgery and discuss the main mechanisms underlining the poor anal function after ISR. Based
on the anatomical study of the pelvic floor and anal canal, CSPO can improve the postoperative anal
function of very low rectal cancer patients by reducing the damage of the autonomic nerves, receptor
corpuscles and muscle fibers in the intersphincteric space, retaining more dentate line and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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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incter with the design of resection line of tumor lower border under direct vision, and elevating
the anastomosis height. At the same time, the future treatment prospect of low rectal cancer is
envisioned.

【Key words】 Rectal neoplasms, ultra⁃low; 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 Sphincter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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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的发展，经历了从追求手术安全，到

提升手术质量，再到减少手术创伤，改善术后功能

的过程。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基因技

术和免疫治疗等在肿瘤外科治疗中的应用，治疗

方案越来越精准和个体化，患者的治疗创伤更小，

效果更好，术后功能也更佳。极低位直肠癌的外科

治疗发展亦是如此，随着外科设备和器械的不断进

步、腹腔镜直肠癌临床研究的开展，以及对极低位

直肠周围组织相关解剖和直肠癌肿瘤生物学行为

的不断认识，部分极低位直肠癌患者可以在保证肿

瘤学疗效的基础上免遭切除肛门的痛苦。笔者在

对局部解剖及生理功能的深入认识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极低位直肠癌功能性保肛新术式——适形

保肛手术（conformal sphincter preservation operation，
CSPO）”，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满意效果［1］。因

此，本文将对直肠癌手术发展简史、ISR 手术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并结合盆底肛管局

部解剖的研究，阐述 CSPO 是如何在 ISR 手术基

础上提出的，以及其改善极低位直肠癌术后肛门

功能的原因，同时对低位直肠癌的治疗前景进行

展望。

一、直肠癌手术的发展历史

1908年，Miles教授发表的论文奠定了近代直肠

癌外科的基础，通过尸体解剖认识到淋巴清扫，整块

切除以及柱状切除的重要性，从而改进手术方式及

理念，使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率从大于 90% 降至

45%以下，这一遵循解剖学和生物学的手术理念现

在仍然被遵从［2］。Williams 等［3］的研究将直肠癌

远切缘从 5 cm降至2 cm。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对

于低位直肠癌，远切缘 1 cm同样可以接受，这使得

许多低位直肠癌患者得以保留肛门［4］。

直肠癌保肛手术源于Dixon教授的杰出工作，

1948年，他首先报道了480例前切除保肛患者，唤起

了人们对保肛手术的关注及热情，文中他有预见性

地提到“肠道的最后20 cm对外科医生充满诱惑，将

不断有新的手术方法被提出，旧的方法被更新”［5］。

时至今日，这一诱惑与挑战已经集中到肠道的最后

5 cm，由于盆腔狭窄的存在，这部分直肠癌的保肛手

术充满挑战，新的方法与策略不断地被提出与改

进［3⁃4］。Heald教授 1982年提出的全直肠系膜切除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手术使得直肠癌局

部复发率明显下降，目前，保肛已经成为肛肠外科

医生主要的追求目标［6］。1994年，Schiessel 等［7］提

出的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
ISR）将低位保肛手术发展到了极限，他将最早应

用于溃疡性结肠炎手术中的括约肌间沟分离的概

念与Parks［8］提出的结肠肛管吻合技术相结合，提出

了极低位直肠癌 ISR的保肛手术方法，并逐渐得到

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除了手术方式和技术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也同

样促进了直肠癌手术的进步与发展。吻合器技术

的出现及不断改进，使得直肠癌切除后的肠道吻合

变得愈发便利。磁共振技术的进步以及病理诊断

技术和认识的大幅提升，使术前评估变得更加精

准。这些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低位直肠癌保肛理念

的变化，使我们从既往根据肿瘤距肛缘的距离来判

断“能不能”保肛，转变为通过术前磁共振及病理精

准评估后决定“该不该”保肛。

随着腹腔镜技术更广泛的应用，微创手术理念

成为主流，腹腔镜图像的不断放大和清晰使得 ISR
手术变得更加便利和精准。

二、ISR手术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极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的关键问题在于肿瘤

学安全性和术后肛门功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ISR手术正在逐渐取代大部分的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abdominal perineal resection，APR），且没有降低肿

瘤学的治疗效果，但由于伦理学的限制，我们无法进

行 ISR 与 APR 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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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等［9］将 ISR与APR手术后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

倾向评分匹配对照研究，认为即使对于局部晚期

（T3、T4、N1）低位直肠癌，经新辅助放化疗后 ISR
手术仍然是安全可行的，两组的肿瘤学结果没有

差异。

ISR 手术应该是目前最理想的极低位保肛手

术，患者既保留了肛门，又不影响肿瘤学的根治效

果［10］。有文献报道，ISR 术后的局部复发率为 0~
23%，这一区间跨度主要与肿瘤的分期，新辅助治

疗的效果以及医生的手术技术有关［9］。有研究表

明，专科医生与非专科医生相比，低位直肠癌手术

的APR率为 19%比 30%，局部复发率分别为 4%比

10%［11］。Denost 等［12］总结了 25 年的经验认为，极

低位直肠癌 ISR 手术对于专业的团队来说，面临

的挑战主要是患者术后的功能，而非肿瘤学的危

险；如果能够保证环周切缘 1 mm，远切缘 1 cm，那

么 ISR 术后的 5 年 DFS 为 80.2%，局部复发率为

5.8%。

根据内括约肌切除范围的不同，ISR手术主要

分为3型，即部分内括约肌切除术（Ⅰ型）、次全内括

约肌切除术（Ⅱ型）以及完全内括约肌切除术

（Ⅲ型），ISR的禁忌证主要是指肿瘤侵犯肛提肌或

外括约肌以及术前肛门控粪能力不佳［10］。但近年

有学者报道，肿瘤 T4期及侵犯部分外括约肌的患

者也可采用 ISR手术，即切除部分外括约肌和全部

内括约肌，同样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被归为

Ⅳ型 ISR手术［13］。而且单纯切除内括约肌与同时切

除部分外括约肌的患者相比，其肛门括约功能及生

活质量并无明显下降［13］。

低位吻合带来的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ow anterior
resection syndrome，LARS）、内括约肌切除导致的生

活质量下降以及肠道和肛门功能异常主要包括：排

粪急迫、排粪失禁、排粪频次增加、排粪节段、腹泻

以及排粪不尽等［14］。肿瘤距肛缘的距离是术后肛

门功能的重要决定因素。一项比较 ISR与超低位前

切除的研究显示，两组的DFS和OS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 ISR 术后重度失禁的患者明显增多

（75.9%比49.3%，P=0.16），ISR组肿瘤距肛缘的距离

明显要低［（3.0±1.0）cm比（3.9±1.0）cm，P<0.001］；

ISR术后仅 14%的患者肛门括约肌功能良好，36%
的患者存在排气失禁，39% 的患者有轻度排粪失

禁，11%的患者有重度排粪失禁，因此，这部分人中

有一半以上需要重新造口［15］。部分切除内括约肌

的 ISR手术患者肛门控制功能要优于完全或次全内

括约肌切除者［16］。

虽然 ISR保留括约肌后对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改

善仍然存在争议［17⁃18］。但Klose 等［19］比较了 ISR与

APR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发现尽管 ISR术后临时

造口的还纳率为73%，58例长期随访患者的排粪失

禁率高达 66%（Wexner评分>10分）；但在腹部不适

感的主诉及心理情感评分方面，ISR 组明显优于

APR组。目前，无论采取哪种手术方案，患者术后

的肛门功能恢复均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因此，术

前需要向患者强调，术后存在 LARS及肛门不同程

度失禁的风险，以及性功能和泌尿功能的损伤。此

外，术前还需要向患者交待术后存在临时造口无法

还纳的风险。

三、ISR手术后功能不佳的原因分析

目前，ISR等极低位保肛手术的安全性已得到

广泛接受。因此，人们关心的问题逐渐聚焦在术后

患者的肛门和直肠功能方面。

ISR手术的提出，使得低位直肠癌的保肛手术

达到了极限，但术后患者的肛门功能欠佳是困扰医

生和患者的主要问题，文献报道的Wexner 评分一

般为 9~12分［19⁃22］。 ISR手术后肛门功能不佳除了

与患者及医生因素有关外，还与 ISR手术本身的操

作过程有关，主要体现在以下 4个方面。（1）直肠壶

腹部被完全切除，导致储存能力丧失，因此不可避

免地带来LARS。（2）水平切除线将部分或全部内括

约肌切除后，肛门最大肛管静息压和肛管最大收缩

压均明显下降，从而影响患者肛门的括约肌功能；

有研究表明，内括约肌部分切除的患者，上述两

个压力值要明显高于内括约肌次全或全切除的患

者，提示如果保留更多的内括约肌，那么肛门功能

可能会更佳［23］。（3）括约肌间沟的广泛分离损伤间

沟内的神经及感受器，以及直肠外纵肌纤维与外括

约肌的交叉结构，这也是导致术后肛门功能不佳的

重要原因［24］。（4）切除内括约肌后，通常吻合口会

位于肛门口，也会影响患者术后的肛门功能。这些

ISR 的“先天性缺陷”势必导致患者术后肛门功能

不佳。

四、CSPO手术的解剖基础和操作

基于上述原因分析，是否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

呢？2013年，我们首次报道了CSPO的手术方法，这

一极低位直肠癌的保肛手术，是在对肛管部位解剖

及生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改进措施［25］。经过近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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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的研究、实践、积累及推广，取得了初步理想

的成果［26⁃29］。2021年，该手术方法也被中华医学会

外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和腹腔镜与内镜外科

学组制定的《中低位直肠癌消化道重建中国专家

共识》所推荐［30］。

神经和肌肉的保护对于直肠癌术后的肠道

功能、泌尿功能以及性功能至关重要。当把注意

力集中到肠道最后的 5 cm 时，对于该区域解剖生

理的深入了解和完美保护，将会对术后功能的保

留和改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研究发现，

在括约肌间沟中存在大量的植物神经纤维以及

感受器小体，见图 1A和图 1B。ISR在术中进行了

广泛的括约肌间沟分离，损伤了括约肌间沟中的

神经纤维及感受小体。此外，肛门的结构是非常

精巧的，研究发现，除了有丰富的神经和感受器

之外，肌肉之间的协调也是非常重要的。直肠的

外纵肌在直肠的末端会发出许多纵行的纤维，穿

过外括约肌一直延伸到皮下，见图 1C。这对于稳

定肛管的结构，协调肛门肌肉的功能至关重

要［31］。同样，如果进行括约肌间沟的广泛分离，

势必也会将这些肌肉的交叉结构损伤，从而进一

步损伤术后的肛门功能。基于以上研究，我们提

出了适形括约肌保留手术，这一手术的要点是当

我们遵循 TME 手术的原则，将直肠分离至盆底，

在见到肛提肌裂口处的 Hital 韧带时，即停止分

离，避免进入括约肌间沟［25，29］。然后根据肿瘤的

大小、盆腔的宽窄以及系膜的肥厚程度，决定进

行拖出式适形切除或经肛适形切除［1］。CSPO手术

的关键是在直视下，根据肿瘤形状，设计远切缘

的切除线，从距肿瘤下缘 1 cm 开始斜行向上，保

留更多的周围及对侧的内括约肌和齿状线，同时

保留更多的对侧直肠壁，见图 2［29］。需要强调的

是，根据我们的研究，肿瘤侧方切缘同样也保留

1 cm就足够［31］。最后，根据保留直肠残端肠壁的

多少，决定采用手工或吻合器进行吻合，通过这

样的操作改进，可以获得以下优势：（1）在肿瘤彻

底切除的基础上，保留更多的内括约肌以及齿状

线；（2）最大限度地保护括约肌间沟神经、感受器

以及直肠纵肌与外括约肌间的交叉结构；（3）直

视下的切除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肿瘤的远切缘；

（4）将吻合口做在保留更多肠壁的一侧，从而大

大提升吻合口距肛缘的距离，进而达到改善术后

肛门功能的目的。

注：DL为齿状线

图1 肛门括约肌组织病理图片（本中心图片） 1A.括约肌间沟植

物神经（棕色点），S100染色；1B.括约肌间沟的感受器小体（**），

维多利亚蓝染色；1C.可见外纵肌纤维（黑箭头）穿过外括约肌形成

交织（维多利亚蓝染色）

注：红线为 CSPO；蓝线为 ISR；Partial：部分 ISR；Subtotal：次全 ISR；

Total：全 ISR
图2 适形切除手术（CSPO）切除线与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的切

除线比较［29］

A B

C1

A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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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SPO与 ISR手术结果比较

CSPO的手术方式主要是在分析了导致 ISR术

后功能不佳的原因，同时建立在我们对于盆底肛管

超微结构研究的基础上而进行的一系列有针对性

的改进设计。CSPO和 ISR手术都是针对极低位直

肠癌的保肛手术，但存在以下不同：（1）CSPO不进

行广泛括约肌间沟的分离，最大限度地保护神经和

肌肉交织结构，从而改善肛门功能；（2）CSPO与 ISR
的远端切除线不同，CSPO根据肿瘤的位置，选择斜

行向上的弧形切除线，从而避免了 ISR 的水平切

线，因而保留了更多的对侧内括约肌和齿状线，见

图2［29］；（3）由于CSPO手术保留了更多对侧的肠壁可

以用作吻合，因此，CSPO术后患者的吻合口更高。

2018年，Noh等［20］的研究也证实，通过弧形远切线保

留更多的对侧肌肉、齿状线和肠壁，从而达到改善

肛门功能的有效性。Denost等［15］在研究了 ISR后排

粪失禁的相关危险因素后发现，术后肛门的括约肌

功能主要与肿瘤高度以及吻合口的高度有关。因

此，CSPO术后吻合口更高也是术后肛门功能改善

的重要原因。由于部分内括约肌切除患者术后的

肛门括约功能要好于内括约肌次全切除或全切

除的患者，这说明保留更多的内括约肌会使患者

术后的肛门功能有所改善。保留更多的齿状线会改

善肛门的感受功能，而吻合口高度的提升也将直接

影响术后的肛门功能。这些改进在临床实践中也取

得了理想的效果，目前，CSPO 术后 Wexner 评分为

（5.9±4.3）分［29］。一项比较CSPO与 ISR的多中心回

顾性对照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术后肿瘤安全性无明

显差别，而CSPO组患者术后的肛门功能满意度明

显优于 ISR组［32］。此外，CSPO在肿瘤学上同样是安

全的，在对CSPO手术弧形切除线侧方切缘安全性

的研究中证实，侧切缘距肿瘤 1 cm也是安全的［33］。

2020年，Sun等［29］报道CSPO 术后 3年OS和DFS分

别为100%和83.9%。随后的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显示，ISR的 3年OS和DFS分别为 92.8%和 88.6%，

两者的OS和DF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六、极低位直肠癌保肛治疗的展望

虽然绝大部分直肠癌患者可以通过手术保留

肛门，但目前无论哪种手术方式都没有达到理想的

状态。ISR和CSPO手术的提出，将保肛手术推向了

极限。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低位保肛手术后患者存

在着诸多功能方面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我们今天做

的每一个改进，都是希望将这一极限推向极致。

2014年，巴西Habr⁃Gama教授最早提出的“等待观

察”理念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结合新的放疗设

备、新的药物，随着基因层面的深入研究、新的免疫

治疗药物及方法的广泛应用，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

的患者可以加入“等待观察”的行列。这样不但能

够保留肛门，而且能够保留直肠，将大大改善患者

术后的功能状态，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不战而屈

人之兵是兵家的最高境界。同样，如果我们能够采

用不手术的方式来治愈患者，那将是外科医生的最

高境界，“等待观察”策略能否成为未来直肠癌治疗

中新的里程碑？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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