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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本文试提出一种新的直肠癌术后骶前复发分型，并探讨该分型对再次手术根治

性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至2022年9月期间，在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行手术治疗的 51例直肠癌骶前复发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纳入标准：（1）原发

直肠癌不伴远处转移，且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2）确诊为直肠癌骶前复发：根据CT、MRI、正电子发

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检查，体格检查或可能的手术探查和病理学组织活检，经多学科协作

团队评估证实为直肠癌骶前复发；（3）住院、门诊病例资料及随访资料完整。排除直肠癌骶前复发

同时伴发远处转移者。根据术后病理将患者分为根治性切除组（29例）与非根治性切除组（22例）。

本研究的观察指标包括：（1）本团队根据病灶解剖特点对直肠癌骶前复发进行分型：Ⅰ型：未累及骶

骨；Ⅱ型：累及低位骶骨，但尚未累及其他部位；Ⅲ型：累及高位骶骨，但尚未累及其他部位；Ⅳ型：累

及骶骨及其他部位。（2）骶前复发手术治疗情况、术后至发现复发的总体生存期（OS）、无病生存期时

长（DFS）。（3）影响直肠癌骶前复发的手术根治性切除因素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M（范

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　全组患者中位随访 25（2~96）个月，随访率

100%。与直肠癌骶前复发非根治性切除组比较，根治性切除组远期转移率明显更低［24.1%（7/29）
比 54.5%（12/22），χ2=8.333，P=0.026］、术后 DFS 更长［32.7（3.0~63.0）个月比 16.1（1.0~41.0）个月，

Z=8.907，P=0.005］；术后OS虽然更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9.2（3.0~66.0）个月比 28.1（1.0~52.0）个

月，Z=1.042，P=0.35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原发肿瘤 pN 分期、骶前复发解剖分型、骶前复发术

式与根治性切除率有关（均 P<0.05），而年龄、性别、肿瘤距肛缘距离、原发肿瘤 pT分期以及原发肿

瘤 G 分期与直肠癌患者骶前复发根治性切除无关（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原发肿瘤病理

学分期为 pN1~2（OR=3.506，95%CI：1.089~11.291，P=0.035）、手术方式（经腹切除：OR=29.250，95%CI：
2.789~306.811，P=0.005；腹会阴联合切除：OR=26.000，95%CI：2.219~304.702，P=0.009）以及骶前复发

解剖分型（Ⅲ型：OR=16.000，95%CI：1.542~166.305，P=0.020；Ⅳ型：OR=36.667，95%CI：3.261~412.258，
P=0.004）均是影响直肠癌术后骶前复发根治性切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根据病灶解剖特点提出

的直肠癌骶前复发分型是手术根治性切除的独立影响因素，可根据患者病历资料，预测患者是否可以

根治性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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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pose a new staging system for presacral recurrence of rectal 
cancer and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adical resection of such recurrences based on this staging 
system.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clinical data of 51 patients with 
presacral recurrence of rectal cancer who had undergone surgical treat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08 and September 
2022 were collected.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1) primary rectal cancer without distant 
metastasis that had been radically resected; (2) pre-sacral recurrence of rectal cancer confirmed by 
multi-disciplinary team assessment based on CT, MRI,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hysical 
examination, surgical exploration, and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biopsy tissue in some cases; and 
(3) complete inpatient, outpatient and follow-up data. The patients were allocated to radical 
resection and non-radical resection groups according to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findings. The 
study included: (1) classification of pre-sacral recurrence of rectal cancer according to its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Type I: no involvement of the sacrum; Type II: involvement of the low 
sacrum, but no other sites; Type III: involvement of the high sacrum, but no other sites; and Type IV: 
involvement of the sacrum and other sites. (2) Assessment of postoperative presacral recurrence, 
overall survival from surgery to recurrence, and duration of disease-free survival. (3)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radical resection of pre-sacral recurrence of rectal cancer. Non-normally distributed 
measures are expressed as median (range). The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was 25 (2–96) months with a 100% follow-up 
rate. The rate of metachronic distant metastasi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radical resection 
than in the non-radical resection group (24.1% [7/29] vs. 54.5% [12/22], χ2=8.333, P=0.026). 
Postoperative disease-free survival was longer in the radical resection group (32.7 months 
[3.0 – 63.0] vs. 16.1 [1.0 – 41.0], Z=8.907, P=0.005). Overall survival was longer in the radical 
resection group (39.2 [3.0–66.0] months vs. 28.1 [1.0–52.0] months, Z=1.042, P=0.354). According 
to univariate analysis, age, sex, distance between the tumor and anal verge, primary tumor pT 
stage, and primary tumor grading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achieving R0 resection of presacral 
recurrences of rectal cancer (all P>0.05), whereas primary tumor pN stage, anatomic staging 
of presacral recurrence, and procedure for managing presacral recurrence were associated 
with rate of R0 resection (all P<0.05). According to multifactorial analysis, the pathological 
stage of the primary tumor pN1 – 2 (OR=3.506, 95% CI: 1.089 – 11.291, P=0.035), type of 
procedure (transabdominal resection: OR=29.250, 95% CI: 2.789 – 306.811, P=0.005; combined 
abdominal perineal resection: OR=26.000, 95% CI: 2.219–304.702, P=0.009), and anatomical stage 
of presacral recurrence (Type III: OR=16.000, 95% CI: 1.542 – 166.305, P = 0.020; type IV: OR= 
36.667, 95% CI: 3.261 – 412.258, P = 0.004) were all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chieving radical 
resection of anterior sacral recurrence after rectal cancer surgery. Conclusion　Stage of presacral 
recurrences of rectal cancer i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achieving R0 resection. It is possible to 
predict whether radical resection can be achieved on the basis of the patient's medical history.

【Key words】 Rectal neoplasms; Pelvic relapses; Classification; R0 excision; 
Regression analysis

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通常发生在直肠癌术后

的 2年以内［1］。通常以骶前复发为主，复发率高达

7.1%~22.9%［2-3］。其中骶前复发是最常见的复发类

型，其定义为累及骶骨前方软组织和骶骨骨性结构

的局部复发［4-6］。骶前复发对患者的长期生存影响

明显，根治性切除是目前唯一可能治愈的手段。但

由于瘤体较大、与骶骨或盆腔脏器粘连、加之放疗等

原因，增加了根治性切除的难度，需要个体化制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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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案。2020 年中华胃肠外科杂志刊登的《直肠

癌骶前复发诊疗专家共识》是目前唯一的规范化诊

疗意见，但对于解剖分型的探讨尚不充分［7］。目

前，常见的肿瘤复发分型包括：斯隆凯特琳癌症中

心 直 肠 癌 局 部 复 发 分 类 标 准（The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classifcation system by 
Guillem）［8］、梅奥医学中心复发分型（According to 
the classifcation proposed by Suzuki Mayo Clinic 
1994）［9］等。这些分型只针对局部复发，未关注到

骶前复发的特点，比如多向侵犯和高位骶骨侵犯等

问题［10-11］。因此，本研究根据病灶累及骶骨的特

点，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方式，并探讨其对于直肠

癌骶前复发根治性切除的影响。考虑影响根治性

切除的因素较多，本研究主要通过 Logistic 多因素

回归分析这种新的分型方法和患者初始治疗情况，

是否为影响直肠癌骶前复发手术根治性的独立危

险因素。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

纳入标准：（1）原发直肠癌不伴远处转移，且接

受根治性切除手术；（2）根据影像学检查、手术探查

和 病 理 学 组 织 活 检 ，经 多 学 科 协 作 团 队

（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评估证实为直肠癌

骶前复发；（3）病例资料及随访资料完整。排除直

肠癌骶前复发同时伴发远处转移的患者。

根据上述标准，回顾性收集 2008 年 1 月至

2022年 9月期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行

外科手术治疗的 51例直肠癌骶前复发患者的临床

病理资料。根据患者的肿瘤切缘分为根治性切除

组（完整切除肿瘤，且肿瘤切缘为阴性；29例）与非

根治性切除组（肿瘤切除不完整或切缘可见肿瘤组

织残留；22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见表 1。
本研究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备案

（备案号：2023PHB057-001）。

二、手术方法

根据直肠癌骶前复发的解剖学特点与手术治

疗的关系，针对直肠癌骶前复发是否累及骶骨或

高位骶骨、是否有多部位侵犯而具体制定手术

方式。

1. 经腹手术：13 例。直肠癌局部后向侵犯，

累及骶前软组织，未累及骶骨骨质，肿瘤在骨盆

中位置较高者，予以经腹手术，包括前切除术和

Hartmann术。

2.腹会阴联合切除手术：9例。直肠癌局部后

向侵犯，累及骶前软组织，未累及骶骨骨质，肿瘤

在盆腔中位置较低，在根治性手术切除前提下保

留骶骨完整性，仅切除骶前组织或其他盆腔器官

组织。

3.单纯骶骨切除手术：15例。肿瘤主体侵犯骶

骨 S2~S3关节面以下部分，或累及相应的骶前软组

织，未累及邻近脏器（肠管、子宫、膀胱、前列腺和精

囊腺等），予以经骶尾部入路行根治切除，即患者俯

卧位，切除部分受累骶骨及骶前组织，根治性切除

肿瘤。

4.腹骶联合切除手术：14例。患者截石位经腹

行常规盆腔内组织分离暴露，游离肿瘤前方及侧

方，并根据肿瘤累及情况完成永久造口等操作，关

闭腹腔伤口，再行折刀位经骶尾部行部分骶骨切

除，实现肿瘤的整块切除［13］。

三、观察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研究的观察指标包括：（1）全组患者按照本

中心提出的直肠癌骶前复发分型方法进行分型情

况；（2）骶前复发手术治疗情况、术后至发现复发的

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及无病生存期

（disease free survival，DFS）；（3）影响直肠癌骶前复

发根治性切除的因素分析。

根据病灶累及骶骨的程度对直肠癌骶前复发

进行分型：Ⅰ型：未累及骶骨；Ⅱ型：累及低位骶骨，

但尚未累及其他部位；Ⅲ型：累及高位骶骨，但尚未

累 及 其 他 部 位 ；Ⅳ 型 累 及 骶 骨 及 其 他 部 位 ，

见图1。
OS是指患者术后至任何原因死亡或末次随访时

间，以“月”计算。DFS 是指从术后至肿瘤复发或由于

其他任何原因导致死亡的时间，以“月”计算。

四、随访方法

本研究采用门诊随诊及电话的方式进行随访，

门诊随诊需完善影像检查及肿瘤标志物复查。随

访间隔 1个月，随访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随访内

容包括患者的生存情况和肿瘤复发情况。

五、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6.0统计软件分析资料。分类变量

资料采用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服从正态分布的连续变

量资料用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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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资料用M（范围）表示，组间比

较用 Mann-Whiteny U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

义的变量纳入Logistic多因素分析。P<0.05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本组患者的骶前复发分型

Ⅰ型 11例，Ⅱ型 13例，Ⅲ型 13例，Ⅳ型 14例。

根治性切除组患者以Ⅰ、Ⅱ型为主，占 72.4%；非根

治性切除组以Ⅲ、Ⅳ型为主，占 86.4%；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1。
二、直肠癌骶前复发手术后生存情况

全组患者中位随访 25（2~96）个月，随访率

100%。与直肠癌骶前复发非根治性切除组比较，

根治性切除组远期转移率明显更低［24.1%（7/29）
比54.5%（12/22），χ2=8.333，P=0.026］、术后DFS更长

［32.7（3.0~63.0）个月比16.1（1.0~41.0）个月，Z=8.907，
P=0.005］；术后OS虽然更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9.2（3.0~66.0）个月比28.1（1.0~52.0）个月，Z=1.042，
P=0.354］。

三、影响直肠癌骶前复发手术根治性的因素

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原发肿瘤 pN分期、术后

骶前复发分型以及骶前复发患者手术方式与根治性

切除有关（均P<0.05），而年龄、性别、肿瘤距肛缘距

离、原发肿瘤 pT分期、原发肿瘤组织分化G分期与

直肠癌患者骶前复发根治性切除无关（均P>0.05）。

见表 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原发肿瘤病理学分

期为 pN1~2期，手术方式为经腹切除、腹会阴联合

切除、单纯骶骨切除，以及本文提出的直肠癌骶前

复发解剖分型为Ⅲ型、Ⅳ型均是直肠癌术后骶前复

发根治性切除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见表2。
讨 论

此前有研究根据肿瘤与盆壁的关系提出了两

种不同的分类，但是不同分类对于预后的影响，差

异并无统计学意义［12-13］。1998年，Guillem和Ruo［13］

提出的侧盆壁受累程度分类的结果显示，与中央或

前方型相比，侧向复发中根治性切除率较低（36%

图1　直肠癌根治性切除术后骶前复发的主要类型（郭鹏绘制）

表1 影响51例直肠癌骶前复发患者手术根治性切除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根治性切除组

非根治性切除组

统计值

P值

组别

根治性切除组

非根治性切除组

统计值

P值

例数

29
22

例数

29
22

组织分化［例（%）］

G1
10（34.5）
 6（27.3）

χ2=0.312
0.856

复发年龄
（岁，x±s）

58.2±10.1
61.3±13.6
t=1.315
0.354

G2
8（27.6）
7（31.8）

性别［例（%）］

男

16（55.2）
12（54.5）

χ2=0.067
0.964

G3
11（37.9）
 9（40.9）

女

13（44.8）
10（45.5）

术后骶前复发分型［例（%）］

Ⅰ型

10（34.5）
1（4.5）

χ2=18.241
<0.001

肿瘤距离肛缘
距离（cm，x±s）

5.2±4.0
3.8±3.2
t=1.412
0.184

Ⅱ型

11（37.9）
2（9.1）

Ⅲ型

5（17.2）
8（36.4）

pT分期［例（%）］

pT0~1
5（17.2）
3（13.6）

χ2=0.619
0.892

Ⅳ型

 3（10.3）
11（50.0）

pT2
7（24.1）
4（18.2）

骶前复发患者手术方式［例（%）］

经腹切除

4（13.8）
9（40.9）

χ2=13.095
0.004

pT3
9（31.0）
7（31.8）

腹会阴联合切除

3（13.8）
6（27.3）

pT4
8（27.6）
8（36.4）

单纯骶骨切除

9（31.0）
6（27.3）

pN分期［例（%）］

N0
18（62.1）
 7（31.8）

χ2=0.889
0.032

腹骶联合切除

13（44.8）
1（4.5）

N1~2
11（37.9）
1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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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65%，P=0.002）。然而，这种分型无法反映骶骨浸

润的程度。2001年，Yamada等［14］提出了一种简单的

分型，只分为局部复发、骶骨浸润和侧向侵犯这3种

类型，尽管他的分型中纳入了骶骨浸润这一类型，但

是无法有效预测根治性切除与否。研究者们目前已

提出了不同种类的骶前复发分型系统，然而他们并

不能与患者的手术预后及手术根治性切除形成良好

的回归性，也不能指导手术方案的制订［8，14-17］。根据

目前的有限的回顾性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存在

高位骶骨侵犯、是否存在多向侵犯是影响骶前复发

根治性切除的关键因素［18］。上述的分型，只关注盆

腔内病灶的位置或临床症状，并未纳入这两个重要

的变量，对于骶前复发的根治性手术，无法体现出预

测价值。因此，我们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是否

侵犯高位骶骨、是否存在多向侵犯，对骶前复发重新

进行了分型。

有研究显示，腹骶联合切除术式具有更高的

并发症，包括伤口愈合不良及感染等，风险高达

25%~46%，其原因与手术时间较长或者改变手术

体位相关［19］。既往研究对于腹骶联合切除术式的

手术结果研究也相对较多。Bhangu 等［20］对 30 例

行腹骶联合切除术患者的资料分析显示，平均术中

出血量为 1 725 ml，平均手术时间为 9.5 h，平均住

院天数为 15 d。Bosman 等［21］的资料显示，中位术

中出血量为 6 823 ml。Colibaseanu 等［22］的研究显

示，其平均术中出血量为 2 663 ml，平均手术时间

13 h。考虑肿瘤的解剖位置，和侵犯情况的差异，

可酌情选择单纯骶骨切除、经腹切除、腹会阴联合

切除，以有效规避腹骶联合切除手术风险性。

目前没有研究比较这上述几种术式在骶前复

发根治性切除率方面的差异。本研究发现，施行腹

骶联合切除术的患者，其根治性切除率明显高于经

腹切除术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也高于单纯经骶切

除术。这似乎支持采用更大范围的切除，以获得安

全的切缘。但也必须考虑，对于较小的病灶或者比

较容易处理的病灶，是否应该扩大切除范围。鉴于

病例数量的局限和手术的风险与难度，未来仍建议

个性化制定手术切除范围。可能最应该警惕的是，

由于术前判断不准确或手术技能的局限，而可能导

致的手术范围不足。

本研究提出的新解剖分型方法，是首次将多部

分侵犯和高位骶骨侵犯这两个因素作为依据进

行的分型。Ⅰ型和Ⅱ型的复发，由于不累及骨盆前

方和侧方的结构，也不侵犯高位的骶骨，手术切

除边界相对比较容易确定，手术范围也比较小，

多数可以进行单纯骶骨切除术。此种情况需要

尽量减少对骶神经节的破坏，以保留术后神经功

能。Ⅲ型因为存在高位骶骨侵犯，如果施行单纯

骶骨切除，可能影响骨盆稳定性和重要脏器功能。

实践中，更多采用的是骶骨部分切除术，但根治性

切除率会受到影响。Ⅳ型由于存在多部位侵犯，

往往需要进行全盆腔脏器切除术联合骶骨切除术，

根治性切除率不高。Ⅰ型的根治性切除率 34.5%，

Ⅳ型仅为 10.3%。

本研究中，运用本文的分型，利用Logistic回归

分析显示原发肿瘤分期，手术方式的选择及骶前复

发分型对判断根治性切除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原发直肠癌术后 pN1~2 期患者出现骶前复发，其

根治性切除率是Ⅲ期患者的 3.506 倍（P=0.035）。

相对于腹骶联合切除手术，单纯经腹手术的非

根治性切除风险是其 29.250倍，腹会阴联合切除

术是其26.000 倍，单纯骶骨切除是其8.667 倍。

表2 影响51例直肠癌骶前复发患者手术根治性切除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项目

原发肿瘤pN分期（N1~2/N0）
术式选择

 腹骶联合切除术

 经腹手术

 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单纯骶骨切除术

复发分型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回归系数

1.255

1.000
3.376
3.259
2.159

1.000
0.598
2.773
3.602

标准误

0.597

1.199
1.256
1.164

1.300
1.194
1.235

Wald值

4.422

7.925
6.732
3.442

0.211
5.395
8.511

OR（95%CI）
3.506（1.089~11.291）

29.250（2.789~306.811）
26.000（2.219~304.702）

8.667（0.885~84.836）

1.818（0.142~23.254）
16.000（1.542~166.305）
36.667（3.261~412.258）

P值

0.035

0.005
0.009
0.064

0.646
0.02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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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这是一个回顾性

研究，尽管已严格设立了纳入标准，但仍可能存在

数据的偏倚；（2）本研究样本量偏小，一定程度上可

能弱化了统计的效能；（3）数据时间跨度较大，这期

间手术理念、手术技术及经验可能都会有一些差

异；（4）手术团队存在差异，包括医生之间的个体差

异，手术经验等。所以，本研究的结论有一定的偏

倚。希望今后能够开展前瞻性研究，或收集多中心

的数据，围绕这一新的分型深入研究。

术前的合理分型关乎手术计划的制定，也影响

综合治疗方案的选择，最终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

本研究提出的分型，可以指导临床医生判定手术的

可能性，并根据自身能力实施手术，从而提升骶前

复发患者根治性手术切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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