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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利用“两针固定法”预防合并高危因素直肠癌患者在乙状结肠单腔造口术

后造口脱垂等并发症的临床疗效。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自2015年1月至2020年
6月期间，在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连续收治的行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Miles）乙状结肠单腔造口

手术的 232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造口固定方式的不同分为两针固定组（102例）和传统固

定组（130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术后造口脱垂

及其他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和转归。结果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均无术中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两针固定组手术时间较传统固定组明显缩短［（1.4±0.3）d比（6.3±0.7）d，t=-65.615，P<0.001］，造口脱

垂［2.0%（2/102）比12.3%（16/130），χ2=8.550，P=0.003］、皮肤黏膜分离［3.9%（4/102）比20.0%（26/130），
χ2=13.123，P<0.001］、造口回缩［0比 14.6%（19/130），χ2=16.237，P<0.001］发生率明显降低，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造口旁疝及造口周围皮炎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对于合并高危因素的低位直肠癌患者，两针固定法固定Miles术乙状结肠单腔造口

可以有效降低术后造口脱垂等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乙状结肠肿瘤； 乙状结肠造口术； 造口脱垂； 两针固定法

造口脱垂是乙状结肠单腔造口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也是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主要并发症［1⁃2］。国内外

报道的造口脱垂发生率为 2%~22%［3⁃4］；尤其当患者年龄大

合并、低蛋白血症、贫血或腹腔压力高等高危因素时，造口脱

垂发生率明显增加［5⁃6］。传统乙状结肠单腔造口需缝合肠

壁浆膜和皮肤，造口时间长，造口脱垂、造口旁疝、皮肤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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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皮炎等相关并发症发生率高。本研究团队近年来

不断总结分析患者发生造口脱垂等相关并发症的原因，根

据乙状结肠单腔造口的解剖学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两针固

定法”固定造口，并取得较好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 2015 年

1月至2020年6月期间，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普通外科连

续收治的行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Miles术）乙状结肠单

腔造口的 23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乙状结肠造口固定

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组，其中 102例患者采用“两针固定法”固

定乙状结肠造口（两针固定组）；130例患者采用传统方法固

定乙状结肠造口（传统固定组）。所有患者均由同一组手术

医生完成手术。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见表1。本研究经河南省肿瘤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实施（审批号：2016CT083），所有入组患者均已签

署知情同意书。

2.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1）病例确诊为直肠

癌；（2）术前未接受放疗或化疗；（3）术中行Miles乙状结肠造

口术；（4）合并高危因素包括：年龄>55岁；营养不良［7］（采用

营养风险筛查 2002 量表进行营养评估，≥3 分为营养不

良），低蛋白血症（血清白蛋白<35 g/L）；合并贫血（血红蛋白

<100 g/L）；合并腹内压增高（如长期慢性咳嗽、便秘等）。

排除标准：（1）术前影像学检查或术中探查发现远处转

移；（2）直肠癌侵犯周围脏器行联合脏器切除。

3.手术步骤：患者取截石位、下腹正中切口进腹，探查无

远处转移、肿瘤未侵犯周围脏器后，行Miles术，打开降结肠

侧腹膜，游离降结肠，保留降结肠血供，为乙状结肠拉出腹壁

做准备。

两针固定组：（1）在左下腹壁平坦处，根据游离降结肠

长度选择合适位置，取腹直肌旁切口长约 5 cm，锐性切开

皮肤皮下组织，电刀切开前鞘，钝性分离腹直肌，电刀切开

后鞘和腹膜；（2）用卵圆钳将游离的乙状结肠远端拉出腹壁

外造口；（3）自内侧切口皮肤距切口下缘 0.5~1.0 cm，距皮

缘 0.5~1.0 cm处以 7号丝线缝合 1针，自切口脐侧进针；（4）

选择乙状结肠远端距闭合线 1 cm处的结肠系膜无血管区，

指掐肠壁与系膜移行处，用针孔一侧穿过；（5）自距切口下

缘对称部位由切口内侧进针，外侧出针；（6）再次由肠壁与

系膜移行处与上次相同部位用针孔穿过到对侧打结；（7）在

切口上缘皮下用小圆针 4 号线与乙状结肠肠脂垂缝合固

定；造口完成。见图1。
传统固定组：腹壁造口切开方法同两针固定组，乙状结

肠远端拉出后，用小圆针7号丝线将乙状结肠周围肠脂垂或

肠壁浆膜与造口周围皮下固定 1周。两组患者均在关腹完

成后电刀打开造口，碘仿纱布围绕造口周围1周。

对于有慢性咳嗽史的患者，告知其对症处理咳嗽症状，

嘱其咳嗽时一手按压造口部位，阻止造口部位脱垂。

4.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主要观察患者术后出现造口脱

垂、造口旁疝、皮肤黏膜分离、造口周围皮炎和造口回缩等并

发症的发生情况及转归。次要观察患者的手术时间及术中

情况。造口脱垂诊断标准［8］：（1）外观腹部内肠管由造口内

向外翻出，黏膜较原来凸出增多，长短不等，严重时形成套叠

状；（2）症状轻时站立或者做提拉肿物等增加腹内压等操作

时脱出，平躺或腹压小时可以回纳；（3）症状重时合并黏膜充

血水肿、颜色变暗、出血、溃疡甚至坏死。

5.随访方法：采用经门诊复查或电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随访，出院后每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1年9月。

6.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范围（M）表示。计数资

料用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均无术中严重并发症的发

生。两针固定组手术时间较传统固定组明显缩短，造口脱

垂、皮肤黏膜分离、造口回缩发生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术后造口旁疝及造口周围皮炎发生率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32 例患者共随访 15~24（中位数 18）个月；共有 16 例

表1 两针固定组与传统固定组患者临床病理资料的比较［例（%）］

组别

两针固定组

传统固定组

统计值

P值

组别

两针固定组

传统固定组

统计值

P值

例数

102
130

例数

102
130

性别

男

66（64.7）
78（60.0）

c2=0.538
0.463

营养风险筛查（2002）
≥3分

57（55.9）
75（57.7）

c2=0.076
0.782

女

36（35.3）
52（40.0）

年龄

（岁，x± s）

65.2±3.8
64.2±4.1
t=-1.952
0.052

<3分
45（44.1）
55（42.3）

肿瘤距齿状线距离（cm）
≥5

18（17.6）
24（18.5）

c2=0.026
0.873

合并低蛋白
血症

18（17.6）
24（18.5）
c2=0.026
0.873

＜5
84（82.4）

106（81.5）

肿瘤直径（cm）
≥5

58（56.9）
68（52.3）

c2=0.478
0.489

合并贫血

89（87.3）
102（78.5）
c2=3.038
0.081

＜5
44（43.1）
62（47.7）

病理分期

Ⅰ~Ⅱ
88（86.3）

108（83.1）
c2=0.446
0.504
合并长期
慢性咳嗽

65（63.7）
87（66.9）
c2=0.259
0.611

Ⅲ~Ⅳ
14（13.7）
22（16.9）

肿瘤分化程度

高

42（41.2）
46（35.4）

c2=0.814
0.367
合并长期

便秘

50（49.0）
68（52.3）
c2=0.247
0.619

中低

60（58.8）
8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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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患者术后发生造口脱垂，传统固定组发生率为

12.3%，于术后第 1~12（中位数 7）个月发生造口脱垂，其中

2例患者脱垂肠管长度>7 cm，并且肠管套叠水肿明显，肠管

远端有颜色发暗等缺血坏死表现，行二次造口术；4例造口

脱垂长度 4~7 cm，先用高渗盐水湿纱湿敷片刻后予手法复

位，指导其使用造口腹带，选择使用一件装柔软底板造口袋

治疗，另 8例患者造口脱垂长度在 4 cm之内，在腹压增大或

站立时脱垂、腹压小或平躺时可以回纳，未给予特殊处理。

两针固定组术后发生造口脱垂发生率为2.0%，于术后第4个
月发生造口脱垂，此 2例患者在腹压增大或站立时脱垂、腹

压小或平躺时可以回纳，造口脱垂长度在4 cm之内，未给予

特殊处理。

全组有 23例（9.9%）患者发生造口旁疝，均为造口旁膨

出，最大者直径 8 cm，15例患者除造口旁轻微膨出外，腹部

无特殊不适；8例患者立位腹部出现坠胀牵拉感及腹痛症

状，应用造口旁疝腹带后症状缓解，未给与特殊处理。传统

固定组发生率为10.8%，于术后第4~12（中位数8）个月发生；

两针固定组发生率为8.8%，于术后第5~16（中位数9）个月发

生。两组患者皮肤黏膜分离、造口周围皮炎和造口回缩未出

现严重并发症，给与对症处理后好转。

三、讨论

低位直肠癌行Miles术乙状结肠永久性造口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手术方式，能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患者生存

期［9⁃12］。但是，乙状结肠造口术后并发症问题严重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增加患者身心痛苦［13］。其中，造口脱垂也是最常

见并发症之一，尤其是合并高危因素的造口患者，术后造口

脱垂发生率明显增加［14⁃15］。不仅增加患者治疗费用，甚至危

及患者生命。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合并高危因素的直肠癌患

者乙状结肠造口术后造口脱垂等并发症的发生是外科医生

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

对于合并高危因素的造口患者，术后造口脱垂等发生率

明显增高［16］。文献报道，造口脱垂发生原因主要为以下几

点［17］：（1）老年人生理机能减退，容易出现慢性咳嗽、肠道蠕

动功能差、排粪节律改变等症状，造成腹压增高，增加造口脱

垂发生概率；（2）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等会造成腹壁肌肉及

皮下脂肪减少，腹壁强度及张力下降，造口相对增大，造口肠

管活动度增加，造口脱垂发生概率增高；（3）老年人合并营养

状况不良时，肠系膜脂肪减少，造口周围肠管过度游离，造口

更易脱垂；（4）合并高危因素患者常合并免疫功能下降，易形

成造口周围感染，皮肤黏膜分离等情况，促使造口固定结构

改变，从而造口容易发生脱垂等并发症。

本治疗组 102例行“两针固定法”固定乙状结肠造口患

者中，仅 2例发生造口脱垂，4例发生皮肤黏膜分离，均未发

生造口回缩；与传统固定方法相比，造口脱垂、皮肤黏膜分离

和造口回缩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两针固定法”固定乙状

结肠造口预防造口脱垂关键在于第一针，打结固定后将系膜

与肠管分割为两个独立部分，系膜侧与造口皮肤紧密固定，

最大程度减小造口结肠活动度，增加了造口结构的稳定性，

表2 两针固定组与传统固定组患者术中及造口相关并发症的比较

组别

两针固定组

传统固定组

统计值

P值

例数

102
130

手术时间

（x± s，h）
1.4±0.3
6.3±0.7

t =-65.615
<0.001

造口相关并发症［例（%）］

造口脱垂

2（2.0）
16（12.3）
χ2=8.550

0.003

造口旁疝

9（8.8）
14（10.8）
χ2=0.242

0.623

皮肤黏膜分离

4（3.9）
26（20.0）
χ2=13.123
<0.001

造口周围皮炎

15（14.7）
21（16.2）
χ2=0.091

0.762

造口回缩

0
19（14.6）
χ2=16.237
<0.001

图1 “两针固定法”手术步骤 1A.自内侧切口皮肤距切口下缘0.5~1.0 cm，距皮缘0.5~1.0 cm处以7号丝线缝合1针，自切口脐侧进针；1B.选
择乙状结肠远端距闭合线1 cm处的结肠系膜无血管区，指掐肠壁与系膜移行处，用针孔一侧穿过；1C.自距切口下缘对称部位由切口内侧进

针，外侧出针；1D.再次由肠壁与系膜移行处与上次相同部位用针孔穿过到对侧；1E.打结；1F.在切口上缘皮下用小圆针4号线与乙状结肠肠脂

垂缝合固定；1G.造口完成

C1

F1

A1 B1 D1

E1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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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预防造口脱垂，皮肤黏膜分离和造口回缩的发生。第

1针缝合仅缩小造口时系膜所占空间，未占用肠管侧造口周

围空间，同时造口周围皮肤环绕肠管一周，既把造口肠管与

周围皮肤紧密贴合又不会造成肠管狭窄，同时缩小了造口孔

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增强腹壁强度作用，从根源上预防造

口脱垂、皮肤黏膜分离和造口回缩的发生。该固定方法增强

了腹壁强度，理论上可以预防造口旁疝的发生，但是由于手

术例数少，两组患者相比，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两针固定法”固定乙状结肠造口优势主要有以下几

点：（1）两针固定手术操作简单，手术时间短；（2）第 1针缝

合经过系膜，使系膜与肠管分成两个相对独立部分，造口两

侧皮缘与系膜固定牢靠，肠管活动度小；肠管侧周围皮肤直

接与肠管紧密贴合，进一步增加造口周围肠管的稳定性；

（3）第 1 针固定缝合系膜，在肠管系膜根部固定肠管，最大

程度预防肠管脱出套叠；（4）系膜固定处距离乙状结肠远端

约 1 cm，即使自固定处远端系膜血供中断也不会出现结肠

缺血坏死；（5）第 2针固定肠脂垂，防止近端肠管术后近期

脱出。

实施该固定方法应注意以下事项：（1）造口切口与肠管

直径相当，不可过大或过小；（2）在用针孔端穿系膜时切勿穿

破肠管，可用左手拇指与中指指腹用力按压，感受肠管壁

与系膜关系，再行入针；（3）第 1针打结务必打紧，过松起不

到固定肠管、防止脱垂作用，并且第 1针过松后期由于肠管

蠕动会切割肠管而造成肠漏；（4）第 2针缝合肠脂垂时，切

忌过深，防止过深缝着肠管而造成切割形成肠漏；（5）术

后 2 周，待造口周围粘连愈合牢固后定期扩造口，预防造

口狭窄。

综上，“两针固定法”固定乙状结肠造口预防造口脱垂是可

行的。实践证明，该方法术后发生造口脱垂概率明显低于传统

造口组，有效降低患者造口术后并发症，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手

术方式。但仍大样本的研究或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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