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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益于全新的手术入路途径，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与腹腔镜全直肠系膜切

除术（laTME）相比，尤其是对于男性、肥胖、骨盆狭窄或前列腺肥大的患者而言，手术视野更佳。尽

管如此，taTME术后泌尿生殖系统功能及与之相关的生活质量是否优于 laTME依然有待于进一步证

实。在男性患者泌尿系症状方面，taTME相较于 laTME没有显著优势，而且 taTME术后尿路机械性

损伤的发生率更高。目前，并没有研究对女性患者泌尿系症状及生活质量作详细阐述。taTME与

laTME对男性患者术后性功能均有损害，随着术后恢复时间的延长，患者性功能会有不同程度好转，

但两者相比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女性患者的性功能方面，taTME相比 laTME更具有优势。

目前，taTME与 laTME术后短期泌尿生殖系统功能比较未见明显的差异，因此，taTME作为一种新的

术式对术后泌尿生殖系统功能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然而，taTME与 laTME术后泌尿生殖功能是否

有差别，有何差别，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另外，患者功能学结果需要综合评定，且需完善术前基线

资料评估，男性与女性的功能学评估应该分开进行，不能混为一谈。用于评价患者功能学结果的量

表也需要验证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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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nks to the new surgical approach, 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aTME) has a
better operative field exposure than laparoscopic⁃assisted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laTME), especially for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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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e patients with obesity, pelvic stenosis or prostate hypertrophy. Nevertheless, whether the urogenit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fter taTME are better as compared to laTME requires further study.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studies, taTME and laTME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symptoms of the urology system
for male patients, but some large sample clinical studies show that the incidence of urethral mechanical
injury after taTME is higher.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elaboration on that for females. The sexual function
of male patients after taTME and laTME is both impaired. The sexual function of male patients will be
relieved to different degrees over time,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laTME, taTME
shows advantages in the sexual function for female patien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hort⁃term
urogenital system function between taTME and laTME at present. As a new surgical approach, the impact
on urogenital system function after taTME is acceptable. However, wheth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rogenital function between taTME and laTME needs further research. In addition, functional results still
nee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preoperative baseline evaluation also needs to be enhanced. The
functional evaluation for male and female should be carried out separately rather than confused.
Questionnaire for evaluation of functional results also needs to be verified.

【Key words】 Rectal neoplasms; 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Laparoscopic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Urogenit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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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Heald 等［1］首次提出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的理念，得益于其沿着解剖学上自

然发育的无血管层面进行切除的操作原则，TME可以达到肿

瘤的最佳切除效果。20世纪 90年代起，由于腹腔镜手术具

有创伤小、愈合快、术后疼痛少、恢复期短和不易感染等优

点，迅速成为大多数外科医生首选的手术方式。COLORⅡ等

大型前瞻性多中心研究表明，腹腔镜 TME（laparoscopic
TME，laTME）与开腹TME的肿瘤相关结局未发现明显差异，

术后复发率也相当，甚至更加安全，这更加速了 laTME的发

展；为了突破盆底空间狭小，操作空间及视野均受限的局限

性，经肛 TME（transanal TME，taTME）手术应运而生［2］。

taTME为低位直肠肿瘤手术操作提供了更好的手术视野和

更方便的操作空间，尤其是对于肥胖、前列腺肥大和骨盆狭

小的男性低位直肠癌患者，凭借其经肛内镜的优势，可以达

到更加精细准确的操作，也方便了盆腔神经的识别和保

护［3⁃4］。从各自术式的特点来看，taTME手术和 laTME手术均

容易造成泌尿生殖系统功能障碍。作为一种全新的术式，

taTME自下而上经肛门对直肠系膜进行分离，这对于术者而

言是一种全新的操作视角，需要重新认识盆底解剖，加之操

作平面毗邻多个泌尿生殖器官，如操作失误，很容易造成盆

底神经血管或重要解剖结构的损伤，从而造成术后泌尿生殖

功能障碍；对于 laTME而言，当游离直肠系膜至盆底时，由于

骶曲的影响，术野显露困难加之操作空间狭小、术中多次使

用吻合器、闭合器，往往会导致输尿管、尿道、女性阴道、男性

前列腺、内括约肌和盆底血管神经等重要结构损伤，从而影

响患者术后泌尿生殖系统功能及生活质量。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70%的中低位直肠癌患者避免了

永久性造口和腹会阴切除（abdominal ⁃ perineal resection，
APR）造成的心理创伤，但是保肛手术后患者严重的盆底功

能障碍（包括泌尿生殖功能及肠功能障碍）大大降低其生活

质量［3，5⁃6］。有研究表明，高达 25%~50%的患者术后每天都

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尤其是术后排尿困难、排尿失

禁、男性勃起射精功能障碍，女性性舒适度和性欲降低等泌

尿生殖系统功能障碍，这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

量并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7⁃9］。总而言之，taTME 及

laTME术后患者的泌尿生殖功能及患者生活质量值得进一

步探究。

一、泌尿生殖系统功能的评价方法

泌尿生殖系统功能的评价方法，主要分为客观检查和收

集患者主观反馈进行定性分析两种。用于评价泌尿系统功

能的客观检查技术有膀胱压力测定、残余尿测定、尿流率测

定、站立膀胱造影和膀胱尿道造影等；而常用的评估性功能

的客观检查技术主要有阴茎膨大试验、阴茎血流多普勒超声

检查、海绵体动力检查、海绵体成像和造影等。但遗憾的是，

现阶段暂无系统且成熟的检查方法来评价女性的性功能。

以上方法均忽略了患者的主观感受，功能障碍往往是复

杂的、多因素的、个体化的，患者主观感受常常与客观检查的

结果不相符。相比于客观的检查结果，患者主观满意度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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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更值得关注，国际上也常常用以下量表来评价患者主观反

馈的功能障碍及生活质量：（1）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IPSS）量表：反应患者尿

频及排尿困难等症状的严重程度，常用于男性，但有的研究

也用来评估女性的排尿功能；由 7个单项组成，每个问题的

答案分为6个评分段，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的严重程度及

出现的频率进行选择［10］。（2）女性性功能指数（fFSFI量表：评

价女性性功能的自我报告问卷，包含性欲望、性唤醒、阴道润

滑度、性高潮、性满意度和性爱时疼痛六个领域［11］。（3）国际

勃起功能指数（international index of erectile function 5，IIEF⁃5）
量表：用来评价男性性功能，由 5个反映男性阴茎勃起功能

的问题组成，得分范围为0~25分，按照勃起功能障碍严重程

度可分为重度（≤7分）、中度（8~11分）、轻至中度（12~16分）、

轻度（17~21分）和无功能障碍（22~25分）［12］。（4）国际尿失禁

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简表（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on
incontinence questionnaire⁃short form，ICIQ⁃SF）量表：用于评

估排尿失禁，但大多数直肠癌术后功能学研究都忽略了对

于尿失禁的评估。（5）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结直肠癌

生活质量问卷（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 colorectal cancer 29，
EORTC QLQ⁃CR29）量表：由 4个主要量表和 18个不同的单

项组成，分为性兴趣功能量表和尿频等症状量表，主要反应

与泌尿生殖功能相关的生活质量，严重程度用分数表示：

1~4分（完全没有~非常多），1~7分（非常差~非常好）［13］。遗

憾的是，尚缺乏评价女性排尿功能及盆底肌功能的量表，直

肠癌术后女性排尿及盆底肌功能结果也属于空白。

二、泌尿系统功能障碍

1.男性患者：有研究表明，taTME经肛操作时很容易造

成医源性尿道损伤，这大大增加了患者术后尿潴留、尿失禁

等泌尿系统功能障碍的风险［14］。Bjoern 等［15］研究表明，

taTME 与 laTME 术后男性患者 IPSS评分未见明显差异，对

IPSS量表所包含的症状进行亚组分析，亦未见明显差异。这

就表明，taTME与 laTME组间排尿困难、尿频、憋尿困难等男

性常见的症状无差异。Veltcamp等［16］和Pontallier等［17］也均

未发现 taTME及 laTME术后 IPSS评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但值得一提的是，Bjoern等［15］认为，taTME术后患者对于

自身现有排尿状况的满意度更高。2018年，低位直肠癌发

展计划国际 taTME数据库报告了1 594例患者 taTME术后尿

道损伤发生率为0.8%［18］。尽管尿道损伤发生率不到1%，但

是还未曾报道过 laTME术后尿道损伤［19⁃22］。而且，Lacy等［3］

认为，尿道损伤的发生率可能被低估，因为肌肉组织的扭曲

或放疗后局部组织纤维化会使术者不能正确辨认操作平面，

导致能量器械损伤输尿管或膀胱。由此可见，taTME发展至

今，男性患者并没有表现出比 laTME更好的泌尿功能结果，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容易引起患者术后泌尿系功能障

碍。今后随着 taTME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术者接受

专业的结构化培训，逐渐度过学习曲线，taTME术后泌尿系

统功能障碍可能会有所改善，仍需要COLOR Ⅲ等多中心、大

样本的全球性研究去解析。

2.女性患者：尚无研究探索 taTME及 laTME术后女性患

者泌尿系功能变化情况，故无法评判两种术式的差异。女性

术后健康评分及躯体评分更低，主要与乏力、排尿障碍、排粪

障碍及体质量下降有关，这就说明女性术后的泌尿系功能情

况对于术后患者功能恢复至关重要［22⁃24］。中老年女性因绝

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性器官退化、尿道括约肌松弛等特点，

尿失禁发病率高达30%~65%［25⁃27］。ICIQ⁃SF问卷是第三届尿

失禁咨询会强烈推荐的对尿失禁症状和生活质量进行全面

评价的问卷［28］。仅有Mari等［29］研究用 ICIQ对TME术后老年

人泌尿功能进行评估，受试患者术后尿失禁症状较术前明

显。但该研究没有区分男性女性，且样本量较小数据可能缺

乏准确性，也未对 taTME与 laTME进行对比，显然女性盆底

肌功能更差，尿失禁发生率更高。所以，针对女性患者，需要

样本量更大、区别于男性的，对尿失禁、盆底括约肌功能等方

面的研究，不能与男性一概而论，混为一谈。

三、性功能障碍

1.男性勃起功能及射精功能：现有的研究倾向于应用

IIEF问卷进行男性性功能评价，该问卷对于男性性功能的评

价较为全面。COLORⅡ系列研究表明，laTME术后1个月患

者勃起功能评分、射精功能呈显著恶化趋势，性兴趣及性愉

悦程度亦显著下降，而术后 6个月后则可以恢复到基线水

平［2］。Keller等［30］研究则认为，taTME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影

响较小，或仅有轻微影响。Kneist 等［31］前瞻性纳入 10 例

taTME患者，结果显示，患者术后 3个月性功能损伤最为严

重，术后6个月、9个月较3个月时有所恢复。Veltcamp等［16］

与Pontallier等［17］的研究均显示，taTME与 laTME两组患者在

性功能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值得一提的是，Li等［32］的

研究结果显示，taTME 组的男性患者勃起功能明显优于

laTME组（P=0.038），特别是在12个月时。

由此可见，现有对比 taTME与 laTME的术后性功能变化

的研究均认为，术后男性患者性功能均有损害，随着术后恢

复时间的增加，患者性功能会有不同程度好转，taTME术后

男性患者阴茎勃起功能是否优于 laTME组仍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但 taTME对于患者盆底血管神经保护更具优势，而这

正是影响患者性功能的主要因素。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操

作技术逐渐娴熟，对盆底解剖的不断认识，taTME可能会逐

渐显露出优势。

2.女性性功能：直肠癌术后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通

常与女性相似，甚至略高于女性［33］。这可能是因为男性比女

性骨盆窄，男性的自主神经很难保留。但女性的性功能障碍

发生率很可能被低估，由于行直肠癌TME的女性患者大多

数为老年女性，中年女性及年轻女性较为罕见，大多数女性

发病时已无性生活，有的已经丧偶，所以更应该关注中青年

女性的性功能。而且，现有的研究大多数尚缺乏对于性愉悦

和性体验方面的深入探究［34］。Li等［32］应用FSFI量表分别对

行 taTME与 laTME手术的女性患者的性功能进行了术前、术

后 3个月以及术后 12个月的评估，结果显示，taTME术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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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患者在3个月或12个月时性功能相较术前并未严重下降；

与 taTME组相比，laTME组患者在12个月时有更严重的性功

能障碍，包括女性性趣降低（26.9分比34.3分，P=0.039）和性

交困难（5.1 分比 20.4 分，P<0.001）。Pontallier 等［17］研究显

示，在依然具有性生活的女性患者中，taTME组出现性功能

障碍比例更低（2/5比2/3）。总之，相比 laTME而言，taTME手

术后女性患者性功能更好。

四、神经损伤是术后发生泌尿生殖系统功能障碍的主要

原因

Wallner等［35］及Liu等［36］研究均认为，自主神经损伤是引

起术后泌尿生殖系统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肠系

膜下动脉根部的肠系膜下丛、上腹下神经丛及腹下神经的近

端、盆丛主干、盆丛后丛的终末支，以及盆腔内脏神经这几个

区域最容易发生损伤［37⁃38］。盆丛是位于盆腔器官外侧的网

状结构，供应直肠、子宫、阴道、前庭球、阴蒂、膀胱、尿道、阴

茎和前列腺［39］。在游离直肠或盆腔外侧方淋巴结清扫时，这

一解剖结构极易受损，因为其距离手术平面很近。男性骨盆

手术后自主神经损伤引起的性功能障碍，表现为勃起功能障

碍、阳萎和射精功能障碍，已有研究将这些症状与术中海绵

体神经损伤联系起来［40］。阳萎可以是部分或完全的，暂时的

或永久性的；射精功能障碍包括无射精、逆行射精和射精痛。

在女性中，神经损伤会导致性交困难、阴道敏感性和润滑性

降低，以及无法达到性高潮。taTME手术需要建立盆气腹，

所以盆丛神经周围较为疏松，如果牵拉直肠系膜的力度过

大，将导致盆丛神经由上至下被切断［41］。经肛操作过程中，

术者在后方和侧方进行TME解剖时，可能会损伤前列腺及

尿道膜部。过多的TME外侧游离也增加了盆丛、走行于肛

提肌和前列腺包膜前外侧的神经血管束外侧支的损伤风险。

Shiraishi等［42］的研究对231例行 taTME手术的患者进行

回顾性分析，对4种不同处理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e
system，ANS）的手术模式进行评估，认为 taTME术后排尿功

能与ANS切除模式有关，中低位直肠癌 taTME术后ANS全保

留患者排尿功能障碍发生率较低，患者术后6个月均拔除导

尿管。ANS全切除模式排尿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于ANS部分

切除模式，双侧ANS切除模式排尿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于单侧

ANS切除模式。有研究表明，保留ANS的 taTME术后3个月

排尿功能障碍发生率为3%~9%［43⁃45］。laTME手术过程中，由

于腔镜器械活动度受限，以及骨盆盆底手术视野欠佳，盆底

张力不足，术中极易造成盆底神经损伤［46］。由上可以看出，

自主神经损伤是 taTME及 laTME术后发生泌尿生殖系统功

能障碍的主要原因，术中对自主神经进行保护，可以有效降

低泌尿系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肿瘤最大径≥40 mm、临床分

期（T3及T4期直肠癌）、术中行侧方淋巴结清扫、术中未注意

保护ANS均是直肠癌术后发生泌尿系统功能障碍的独立危

险因素［42］。这可能是因为在上述情况下肿瘤可能侵犯ANS，
或者术中为了保证足够的切除范围而切除部分ANS。因此，

在直肠癌术后必须考虑神经解剖学的细节，以保护泌尿生殖

功能。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认为，taTME术后及 laTME术后

泌尿生殖系统功能无明显差异。就现有研究来说，虽然

taTME 并未显现出优势，但 taTME 作为一种新的术式是安

全、可行的。针对女性术后泌尿生殖系统功能研究，应引入

与评估患者漏尿症状相关的问卷，也应引入与评估老年女性

盆底肌和盆底器官功能相关的问卷，来对女性盆底肌功能进

行研究，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下影响着老年女性的生活质量。

在性功能方面，除了关注患者出现的与性功能有关的症状，

还应关注患者的性体验、性愉悦感出现的变化。我们也需要

一种新型的、实用的、有效的评估工具，这一工具应包含女性

性功能障碍的最基本和最重要问题，以满足我们对量表高

效、易用的要求，也可以探索直肠癌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各种

危险因素。针对患者的泌尿生殖功能，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

究来详细分析。在患者术前、术后 1、3、6、9及12个月进行

严格的评估及随访研究，以得出 taTME与 laTME两组各个阶

段所表现出的差异。除了组间差异，不同术式术后每个时间

点患者功能恢复情况也值得关注，因为这样可以预测不同个

体功能恢复情况制定个体化方案，量身定制拔除导尿管的时

间，或者针对某些患者适当延长保留尿管时间，以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降低泌尿系感染风险。

taTME手术尚处于发展阶段，且上述研究的样本量小，

根据现有的研究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随着手术日渐成

熟，对于盆底解剖结构认识的不断加深，更多大样本前

瞻性、多中心高质量研究的出现，taTME的优势可能会逐渐

显现出来。无论 taTME 还是 laTME，术后均有发生泌尿生

殖系统功能障碍的风险，且会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的生活质

量，在关注患者肠道功能及肿瘤学结果的同时，还需要更多

的研究来找到有效的康复训练方案，有针对性地对患者进

行指导，以期改善患者术后泌尿生殖功能，并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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