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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生物补片重建盆底在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直肠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手术中

的临床应用。方法　本研究为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外

科于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5月期间，收治的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直肠癌无盆腔外转移、或仅有寡转

移而接受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同时使用基底膜生物补片重建盆底隔离腹盆腔的 56例患者围手术期

资料，手术范围分为主要局限在骨盆腔内（骨盆腔内切除组，41例）及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合

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15例）两类。所有手术应用基底膜生物补片重建盆底、隔离腹盆腔，具体

包括经腹补片覆盖Treitz韧带至骶骨岬的后腹膜缺损和骨盆入口，补片四周分别与侧腹膜和前盆留存

脏器的腹膜缘缝合、或固定于耻骨弓及耻骨联合；或经骶尾入路，补片重建盆底肌-骶骨平面缺损。观

察指标包括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术前放化疗史、复发或原发、盆腔外转移等）和手术情况（脏

器切除范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组织重建等）；围手术期空盆脏综合征发生情况以及痊愈时间；

术后恢复（肠功能恢复时间、空盆腔综合征痊愈时间）和并发症情况以及随访情况。术后并发症采

用国际 Clavien-Dindo 分级进行评价。结果　骨盆腔内切除组 41 例患者中位年龄 57（31~82）岁，男

25例、女 16例；其中 23例为局部晚期直肠癌，18例为局部复发直肠癌；32例有化疗、免疫和靶向治疗

史，24例有放疗史；中位手术时间 440（240~1 020） min；术中中位出血量 650（200~4 000） ml；肠功能恢

复中位时间 3（1~9） d；空盆腔综合征中位痊愈时间 14（5~105） d；术后并发症<Ⅲ级者 37例，≥Ⅲ级并

发症的4例患者中，1例术后7 d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例术后盆底创面大出血予以二次手术止血，

1 例术后呼吸衰竭经抢救后痊愈。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 15 例患者中位年龄 61（43~76）岁，

男 8例、女 7例；4例为局部晚期直肠癌，11例为局部复发直肠癌，均有化疗、免疫和靶向治疗史，13例

有放疗史；中位手术时间 600（360~960） min；术中中位出血量 1 600（400~4 000） ml；肠功能恢复中位

时间 3（2~7） d；空盆腔综合征中位恢复时间 68（7~120） d；术后并发症<Ⅲ级者 12例，≥Ⅲ级的 3例患者

中，2例术后盆底创面大出血予以二次手术止血，1例术后肠梗阻二次手术后痊愈。随访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或病例死亡，55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 9（5~12）个月，随访期内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

组 1例患者因肿瘤快速进展术后 3个月死亡。其余 54例均存活，未见手术部位肿瘤复发。结论　基

底膜生物补片应用于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直肠癌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手术重建盆底、隔离腹盆腔，安

全可行，可能会提高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手术围手术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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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reconstruction of pelvic floor with 
biological products to prevent and treat empty pelvic syndrome after pelvic exenteration (PE) for 
locally advanced or recurrent rectal cancer. Methods　 This was a descriptive study of data of 
56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or locally recurrent rectal cancer without or with limited 
extra-pelvic metastases who had undergone PE and pelvic floor reconstruction using basement 
membrane biologic products to separate the abdominal and pelvic cavities in the Department of 
Anorectal Surgery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val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November 2021 to May 2022. The extent of surgery wa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mainly inside 
the pelvis (41 patients) and including pelvic wall resection (15 patients). In all procedures, basement 
membrane biologic products were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pelvic floor and separate the abdominal 
and pelvic cavities. The procedures included a transperitoneal approach, in which biologic products 
were used to cover the retroperitoneal defect and the pelvic entrance from the Treitz ligament to the 
sacral promontory and sutured to the lateral peritoneum, the peritoneal margin of the retained 
organs in the anterior pelvis, or the pubic arch and pubic symphysis; and a sacrococcygeal approach 
in which biologic products were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defect in the pelvic muscle-sacral plane. 
Variables assessed included patients' baseline information (including sex, age, history of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recurrence or primary, and extra-pelvic metastases), surgery-related variables 
(including extent of organ resection, operative tim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and tissue restoration),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ime to recovery of bowel function and time to recovery from empty pelvic 
syndrome), complications, and findings on follow-up.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graded 
using the Clavien-Dindo classification. Results　The median age of the 41 patients whose surgery 
was mainly inside the pelvis was 57 (31–82) years. The patients comprised 25 men and 16 women. 
Of these 41 patients, 23 had locally advanced disease and 18 had locally recurrent disease; 32 
had a history of chemotherapy/immunotherapy/targeted therapy and 24 of radiation therapy. 
Among these patients, the median operative time, median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median time 
to recovery of bowel function, and median time to resolution of empty pelvic syndrome were 
440 (240–1020) minutes, 650 (200–4000) ml, 3 (1–9) days, and 14 (5–105) days, respectively. 
As for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37 patients had Clavien-Dindo < grade III and four had ≥ grade 
III complications. One patient died of multiple organ failure 7 days after surgery, two underwent 
second surgeries because of massive bleeding from their pelvic floor wounds, and one was 
successfully resuscitated from respiratory failure. In contrast, the median age of the 15 patients 
whose procedure included combined pelvic and pelvic wall resection was 61 (43 – 76) years, 
they comprised eight men and seven women, four had locally advanced disease and 11 had 
locally recurrent disease. All had a history of chemotherapy/ immunotherapy and 13 had a 
history of radiation therapy. The median operative time, median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median 
time to recovery of bowel function, and median time to relief of empty pelvic syndrome were 
600 (360–960) minutes, 1600 (400–4000) ml, 3 (2–7) days, and 68 (7–120) days, respectively, 
in this subgroup of patients. Twelve of these patients had Clavien-Dindo < grade III and three 
had ≥ grade III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Follow-up was until 31 October 2022 or death;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9 (5–12) months. One patient in this group die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because of rapid tumor progression. The remaining 54 patients have survived to date and no local 
recurrences have been detected at the surgical site. Conclusion　The use of basement membrane 
biologic products for pelvic floor reconstruction and separation of the abdominal and pelvic cavities 
during PE for locally advanced or recurrent rectal cancer is safe, effective, and feasible. It improves 
the perioperative safety of PE and warrants more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Rectal neoplasms,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neoplasms, locally recurrent; 
Pelvic exenteration; Empty pelvic syndrome; Pelvic floor reconstruction; Substrate membrane 
biologic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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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盆腔脏器联合切除（pelvic exenteration，
PE）已成为治疗局部晚期直肠癌和直肠癌术后局

部复发的重要方式 ［1-3］。据相关报道，局部晚期直

肠癌行 PE 手术 R0切除率达到 91%，R0切除患者术

后 3年手术部位无复发生存率（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LRFS）为86%；同时，局部复发直肠癌行PE手

术 R0切除率达到 62%，术后 3 年 LRFS 率为 84%［4］。

但是，PE 术后较多的并发症仍是外科医生所面临

的难题，其中与盆腔、会阴及骶尾部创面相关的并

发症占术后并发症近 40%［5-7］。PE术后产生的巨大

无组织空腔导致盆腔渗液聚积和小肠坠入盆腔，增

加了盆腔脓肿、会阴伤口裂开和迟发性肠梗阻发生

的风险，这类临床症状被称为“空盆腔综合征”［8］。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外科从

2017 年 9 月开始采用 PE 手术治疗局部晚期直肠

癌和局部复发直肠癌，本研究收集 2021年 11月至

2022 年 5 月 56 例 PE 术中应用基底膜生物补片防

治空盆腔综合征的围手术期临床数据，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

纳入标准：（1）符合欧洲肿瘤内科学会《直肠癌

诊断、治疗及随访临床实践指南（2017）》［9］及美国

癌症联合委员会和国际抗癌联盟第 8版《恶性肿瘤

的 TNM 分期》［10］中对于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直肠

癌的诊断标准；（2）术前检查未见盆腔外转移或仅

有寡转移；（3）接受PE手术同时使用基底膜生物补

片封闭后腹膜创面、重建盆底隔离腹盆腔；（4）患者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一般情况差或心肺功能无法耐受

手术；（2）不可切除的广泛转移；（3）肿瘤进展迅速，预

期生存时间<3个月；（4）盆腔内有放射性粒子植入。

按照该标准，回顾性收集 2021 年 11 月至

2022年 5月期间，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

外科收治的 56例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直肠癌行PE
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相关资料，所有患者均应用基

底膜生物补片封闭后腹膜创面，重建盆底隔离腹盆

腔。本临床新技术通过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伦理审批（批准号：2021SL041）。

二、手术方法

（一）局部晚期和局部复发性直肠癌的PE手术

脏器切除标准

本中心PE手术的脏器切除范围标准在澳大利

亚悉尼大学 Soloman教授的分型［11］基础上，做了进

一步细分，包括如下两种情况。

1. 主要局限在骨性盆腔内的 PE：消化、泌尿、

生殖、侧方、盆底 5 个系统中至少 3 个系统被联合

“整块”切除。5 个系统包括：（1）消化：直肠和肛

管；（2）泌尿：膀胱、输尿管、尿道和前列腺；（3）生

殖：子宫、阴道和精囊腺；（4）侧方：髂内血管及所属

分支和侧方淋巴结；（5）盆底：骶 4、骶 5、尾骨+盆底

肌群（耻骨尾骨肌、髂骨尾骨肌、尾骨肌）。

2.盆腔脏器联合骨盆壁切除的PE：至少 1处骨

盆壁主要组织被联合“整块”切除。骨盆壁主要组

织包括：（1）骨：骶 1、骶 2、骶 3 以及耻骨、坐骨、髂

骨、髋臼和腰椎；（2）神经：骶神经、坐骨神经、闭孔

神经和股神经；（3）血管：髂外动静脉；（4）骨盆壁肌

群：梨状肌、腰大肌、腰小肌、髂肌和闭孔内肌。

（二）手术操作

患者先截石位，经腹开放或腹腔镜操作。待术

中探查排除腹腔远处转移、种植转移以及判断泌尿

系统的重建方式后，决定手术入路是单纯经腹、或

联合截石位经会阴、或前后联合入路（折刀位经骶

尾）。PE手术不强调手术层面和膜解剖，而重视区

域“整块”切除。肿瘤的可切除性主要依赖于术前

对影像学的精准解读。不同于常规结直肠癌手术

在判断清楚能否根治切除前，一般不先离断肠管或

输尿管等，PE手术推荐首先离断输尿管、肠管或髂

内血管等，以方便肿瘤游离、骶前和侧盆等显露。

所有患者均使用基底膜生物补片（卓阮医疗

安替生生物疝修补片）重建盆底（规格 10 cm×
15 cm、15 cm×15 cm、15 cm×20 cm、20 cm×20 cm、

20 cm×25 cm、20 cm×30 cm）。使用方法如下：（1）
针对平卧位或截石位一个体位完成的手术，测量

后腹膜缺损-骨盆入口面积，裁剪生物补片，使用

2-0或更粗的可吸收缝线将补片与自 Treitz 韧带起

后腹膜、侧腹膜缺损连续缝合（针距 1 cm、边距

0.5~1.0 cm），向盆腔越过髂外血管后与前盆留存脏

器的腹膜缘缝合或固定于耻骨弓和耻骨联合，盆腔

留置冲洗引流管。（2）如需翻转体位，经腹入路完成

肿瘤上缘和侧盆游离、盆底肌群最高点离断、骶骨预

切除线确认以及消化道或泌尿系统重建后，应用生

物补片封闭覆盖后腹膜缺损-骨盆入口，见图1A；然

后俯卧折刀位，经骶尾入路在预切除线离断骶骨，沿

坐骨和耻骨边缘离断盆底肌群，整体取出标本，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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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和 1C；盆底肌-骶骨平面缺损同样予以生物补片

缝合关闭，见图 1D。盆腔两层补片间留置冲洗引

流、盆底肌平面-皮下组织间留置低负压引流。

腹盆腔隔离的应用场景是材料上下两面都是

空腔，仅在周围与骨盆、后腹膜重叠区域可获得血

供，见图 2。基底膜生物补片是上下表面 4 层猪膀

胱基底膜与真空层压的猪源胶原“三明治”结构复

合的非交联生物补片，基底膜的层间距经特殊设

计，确保细胞能在基底膜层间迁移的同时补片整体

无松散，见图 3A 和图 3B 以及图 4 和图 5。该补片

具有“先快速重建、再降解-再生”的新型重塑机制，

非常适应腹盆腔隔离应用场景：基底膜促进细胞在

其光滑面快速形成连续细胞层［12］以及基底膜在不

同种属、不同器官间高度保守的特性［13-18］；确保腹

水和盆腔积液中的腹膜间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在

术后数天内即在补片表面的基底膜，从贯穿孔长

入，在补片内基底膜表面快速迁移并增殖形成连续

细胞层，即“先快速重建”；连续的自体细胞层形成

后，整个补片即形成封闭的再生区，植入的基底膜

和胶原组织不会受到腹水和盆腔积液中胶原酶的

影响而被快速崩解，从而实现理想的“降解-再生”

曲线，最终重塑成结构排列有血及血管化佳的纤维

结缔组织重建盆底。见图6。
三、围手术期管理

术后即刻盆腔引流管无负压引流，避免盆腔

创面出血。术后第一天起双套管持续冲洗，视盆

腔引流量和引流液性质冲洗 500~2 000 ml/d，加或

不加稀碘伏、万古霉素等抗菌剂，冲洗维持一般至

少 2 周。术后骶尾部创面愈合不佳或合并有盆腔

感染，立即开放骶尾部切口、盆腔创面敞开换药，待

创面度过急性炎性反应期、水肿消退则应用负压海

绵加快组织生长速度。待创面纤维结缔组织增生

明显、肉芽组织生长缓慢，及时行二期皮瓣转移填

塞空盆腔。见图7。
四、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观察指标：（1）患者基线资料：包括性别、年

龄、 术前放化疗史、肿瘤性质（复发或原发）、盆外

转移等；（2）手术情况：手术切除范围、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空盆腔综合征预防、泌尿系统重建和血

管重建等；（3）术后恢复情况：肠功能恢复时间、空

盆腔综合征痊愈时间（定义为引流管全部拔除、骶

尾部创面愈合、盆腔无包裹性积液）；（4）并发症情

况：术后肠梗阻、术后大出血、术后腹盆腔感染和术

后切口愈合不良等。

评价标准：术后并发症采用国际 Clavien-Dindo
分级［19］：Clavien-Dindo 分级<Ⅲ级（不需要外科、内

镜和放射治疗的异常情况）：体温升高、低蛋白血

症、贫血、疼痛、肺部感染、切口感染、泌尿系感染以

及肠功能障碍等；Clavien-Dindo分级≥Ⅲ级（需要外

科、内镜和放射治疗的异常情况）：术后肠功能障

碍、术后大出血、术后腹盆腔感染、术后切口愈合不

良（计划性二期皮瓣转移不参与分级）。

图 1 基底膜生物补片重建盆底隔离腹盆腔手术图 1A.生物补片覆盖后腹膜创面、重建盆底隔离腹盆腔的腹侧观；1B.生物补片重建

盆底隔离腹盆腔的骶侧观；1C.联合整块切除的标本（直肠、肛门+盆底肌+骶 4、骶 5、尾骨+子宫、宫颈+双侧方淋巴结）；1D.生物补片重建

盆底肌平面  图 2 基底膜生物补片腹盆腔隔离的应用场景示意图（张剑绘制） 补片前后区域均为空腔，仅在周围与骨盆、后腹膜

重叠区域可获得血供

C1A1 B1

D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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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随访方法

术后随访采用门诊结合电话的形式进行，每隔

3周随访一次。主要了解患者生存、术后辅助治疗、

生活质量、并发症情况等，随访时间截至 2022 年

10月31日或病例死亡。

六、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2.0软件（美国 IBM公司）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

采用例（%）表示。

结 果

一、基线资料

本研究纳入的 56 例接受 PE 手术的局部晚期

或局部复发直肠癌患者，根据手术切除范围标准，

分为主要局限性骨盆腔内切除组（41例）和合并骨

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15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

详见表1。
二、术中情况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切除范围

和重建方式见表2。

图 3　基底膜生物补片“先快速重建、再降解-再生”重塑机制（张剑绘制） 3A.基底膜补片的三明治结构，中央为真空层压的胶原组织示意图；

3B.上下两面的基底膜层间距经特殊设计　　图 4　基底膜补片横截面电镜观　　图 5　补片组成成分基底膜（上）和胶原蛋白（下）Herovici
染色　　图 6　“先快速重建、再降解-再生”组织重塑过程示意图（张剑绘制） 6A 和 6B.腹水和盆腔积液中的腹膜间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

在植入后数天内，就在补片表面基底膜以及从贯穿孔长入，在补片内基底膜表面快速形成连续自体细胞层；6C.4层连续自体细胞层将包裹整

个补片形成封闭的再生重塑区；6D、6E和 6F.补片逐步降解、重塑成结构排列有血及血管化佳的纤维结缔组织　　图 7 术后骶尾部创面重建

后的图片 7A.盆腔创面纤维结缔组织增生明显、二期皮瓣转移前的状态；7B.二期臀大肌皮瓣转移填塞盆腔、骶尾部切口愈合

F6

4

C6

B6

A3 B3

5 A6

E6D6

A7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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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术后恢复及并发症情况

生物补片重建盆底后，PE 手术范围主要局限

骨性盆腔内和联合骨盆壁组织切除的术后肠功能

恢复中位时间均为 3 d，仅 1 例联合骨盆壁组织切

除的患者采用生物补片U形重建盆底，见图 8A，术

后大量小肠坠入盆腔、被“耻骨-坐骨-骶 3”围成的

骨盆狭小口卡压导致肠梗阻。见图 8B~8D。全组

患者术后空盆腔综合征痊愈时间相差较大，最快

5 d，最慢长达120 d。
全组共有 7 例患者发生术后Ⅲ级及以上并发

症。局限在骨性盆腔内的病例中，有 4例发生Ⅲ级

及以上并发症，其中 1 例患者术后 7 d 多器官衰竭

死亡、2例患者术后盆底创面大出血予以二次手术

止血、1例患者术后呼吸衰竭经抢救后痊愈。合并

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的病例中，有 3例发生Ⅲ级及

以上并发症，2例患者术后盆底创面大出血予以二

次手术止血、1 例患者术后肠梗阻二次手术后痊

愈。见表3。
四、术后随访结果

所有手术患者待营养状况恢复后，及时追加化

表2 骨盆腔内切除和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两组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基底膜补片重建盆底的局部晚期直肠癌

或局部复发直肠癌患者术中情况和切除范围

组别

骨盆腔内切除组

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

例数

41
15

手术方式［例（%）］

单纯
经腹开放

27（65.9）
3（3/15）

经腹联合
截石位经会阴

4（9.8）
4（4/15）

经腹改折刀位
经骶尾

6（14.6）
7（7/15）

腹腔镜经腹操作
联合截石位经会阴

2（4.9）
0

腹腔镜经腹操作
改折刀位经骶尾

2（4.9）
1（1/15）

手术时长
［min，M（范围）］

440（240~1 020）
600（360~960）

术中出血量
［ml，M（范围）］

650（200~4 000）
1 600（400~4 000）

组别

骨盆腔内切除组

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 切除组

组别

骨盆腔内切除组

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 切除组

例数

41
15

例数

41
15

切除组织范围［例（%）］

消化

38（92.7）
13（13/15）

生殖系统
重建［例（%）］

1（2.4）
0

泌尿

24（58.5）
10（10/15）

血管重建
［例（%）］

2（4.9）
5（5/15）

生殖

19（46.3）
6（6/15）

骨盆重建
［例（%）］

0
2（2/15）

侧方

29（70.7）
7（7/15）

盆底 a

23（56.1）
11（11/15）

泌尿系统重建［例（%）］

输尿管重建

2（4.9）
1（1/15）

骨盆 b

−
8（8/15）

膀胱全切

输尿管皮肤造口

8（19.5）
4（4/15）

神经

−
10（10/15）

血管

−
5（5/15）

回肠代膀胱

1（2.4）
1（1/15）

骨盆
壁肌

−
2（2/15）

空盆腔处理方式［例（%）］

单纯补片

35（85.4）
10（10/15）

结肠代膀胱

3（7.3）
2（2/15）

补片+一期
皮瓣移植

2（4.9）
0

膀胱部分切除

缝合修补

2（4.9）
0

补片+二期
皮瓣移植

2（4.9）
5（5/15）

修补+造瘘

补片+大
网膜填塞

2（4.9）
0

8（19.5）
2（2/15）

注：a盆底为骶4、骶5+盆底肌群;b骨盆为骶1、骶2、骶3、耻骨、坐骨、腰椎、髂骨、髋臼；“−”示无数据

表3 骨盆腔内切除和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两组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基底膜补片重建盆底的局部晚期直肠癌

或局部复发直肠癌患者术后恢复及并发症情况

组别

骨盆腔内切除组

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

例数

41
15

肠功能恢复
时间

［d，M（范围）］

3（1~9）
3（2~7）

空盆腔综合征
恢复时间

［d，M（范围）］

14（5~105）
68（7~120）

并发症Clavein-Dindo分级［例（%）］

<Ⅲ级

37（90.2）
12（12/15）

≥Ⅲ级

盆腔出血

2（4.9）
2（2/15）

肠梗阻

0
1（1/15）

呼吸衰竭

1（2.4）
0

围手术期死亡

1（2.4）
0

表1 骨盆腔内切除和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两组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基底膜补片重建盆底的局部晚期直肠癌

或局部复发直肠癌患者基线资料

组别

骨盆腔内切除组

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

例数

41
15

年龄
［岁，M（范围）］

57（31~82）
61（43~76）

性别［例（%）］

男

25（61.0）
8（8/15）

女

16（39.0）
7（7/15）

肿瘤性质［（%）］

LARC
23（56.1）
4（4/15）

LRRC
18（43.9）

11（11/15）

盆腔外转移［例（%）］

LARC
4（9.8）

1（1/15）

LRRC
0

3（3/15）

术前放化疗［例（%）］

化疗、免疫、
靶向治疗

32（78.0）
15（15/15）

联合放疗

24（58.5）
1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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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或靶向免疫治疗，中位随访时间为 9（5~12）个

月，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 1例患者术后 3个

月内肿瘤快速进展死亡；其余 54 例患者在随访截

点均存活，未见手术部位肿瘤复发。

讨 论

既往报道，PE 手术治疗局部晚期直肠癌或局

部复发直肠的结果并不满意，术后病死率高达

23%~35%［20］。本研究病死率为 1.8%，远低于既往

类似手术报道的病死率。说明生物补片重建盆底

防治空盆腔综合征，对于行 PE 的局部晚期或局部

复发直肠癌患者而言是安全的。

PE 手术术中的主要风险是大出血，术后并发

症主要与盆腔巨大创面、以及继发的积液、感染和

脓肿、小肠等粘连导致的肠梗阻、肠坏死甚至穿孔、

肠瘘有关，即“空盆腔综合征”［8］。盆底重建、腹盆

腔隔离，可将盆腔并发症的影响范围从全腹腔缩减

到盆腔局部，降低空盆腔综合征的发生率和危害程

度。其优势在于：（1）恢复后腹膜和盆底的完整性，

降低肠管与后腹膜和盆底粘连的风险，加快肠功能

恢复。本研究所纳入的 56例病例中，仅 1例出现肠

梗阻，充分证明生物补片重建盆底在 PE 术后预防

早期粘连性肠梗阻、尽快恢复胃肠功能具有明显优

势。（2）隔离感染，确保盆腔感染或盆腔开放时肠功

能正常。因为骶尾部切口高张力以及术前放化疗

等因素，患者术后会阴或骶尾切口愈合不良甚至裂

开，盆腔感染或脓肿的发生率高。借助于基底膜生

物补片的隔离，我们常规敞开骶尾部切口、开放换

药直至创面炎性水肿消退，计划性二期皮瓣转移。

在此期间，隔离腹盆腔的基底膜生物补片完成再生

重塑，确保全程腹腔肠管无外露，等于将特大型手

术变成了可分期实施的计划性手术。（3）限制盆腔

大出血的出血量，提高了手术安全性。本研究中

4例患者术后出现盆底创面出血，腹盆腔隔离限制，

出血范围仅局限于盆腔，出血量不超过1 000 ml，为
患者再次手术止血提供了可能。（4）降低二次手术

的难度。本组病例 4例止血以及 1例肠粘连松解二

次手术均发现，腹腔肠管与重建后腹膜和盆底的基

底膜生物补片间无粘连，手术难度明显减低。（5）封

闭肿瘤可能复发的创面，提高术后盆腔放疗的安全

距离。

PE术后腹盆腔隔离这一应用场景对隔离生物

材料有特殊要求：（1）生物相容性好，并且完全可降

解、重塑、耐受创面污染，可与腹腔内脏器，包括肠

管、大血管等直接接触。（2）材料应具有确切的组织

诱导再生效果、确保隔离效果持久稳定。（3）隔离材

料需与骨盆入口的周围组织如腹膜等快速融合，避

免缝合线切割导致材料-骨盆入口组织缝合处脱离、

肠管嵌顿。猪小肠黏膜下层生物补片具有较高的细

胞毒性植入区炎性反应剧烈，化学交联的心包、真皮

等组织不能长入，均有较高的材料与周围组织缝合

处分离、肠管疝入盆腔形成肠梗阻的风险［21-22］。

PE术中生物补片重建盆底应注意如下手术技

巧：（1）补片自Treiz水平开始、周围分别与侧腹膜、

耻骨弓、耻骨联合缝合固定，尽量封闭后腹膜创面，

同时赋予补片与盆腔入口周围组织更多的粘连面，

防止补片术后滑动。（2）补片适当松弛以减小“空盆

腔”范围，但需要防止术后补片滑动而塌陷进盆腔。

因为 PE 手术，特别是联合骶骨、盆底肌切除的操

作，使术后“耻骨-坐骨-骶骨断面”形成相对狭小的

环口，如隔离腹盆腔的补片完全“塌陷”，大量肠管

坠入，易形成“戒指效应”。目前作者团队仅针对无

合并骶骨和盆底肌切除的病例采用“U”形方式放

置补片重建盆底，以缩短“空盆腔综合征”的痊愈时

间。（3）盆腔留置冲洗引流，避免高负压引流，否则

极易导致大出血。这种出血一般是盆底肌或耻骨

后创面的静脉丛开放引起的出血，往往再次手术探

查难以寻及明确出血部位。

图 8 生物补片U形重建盆底、术后形成“戒指卡压效应”致肠梗阻，治疗后缓解 8A.生物补片“U”形方式沿盆壁放置重建盆底示意图（张剑

绘制）；8B.“耻骨-坐骨-骶骨断面”形成相对狭小的环口；8C.补片“塌陷”、大量肠管坠入被卡压；8D.术后 3周行肠粘连松解，盆腔卡压肠管完全

游离出，见生物补片完整、力学强度保持完好、补片周围无过度炎性反应、与肠管间无明显粘连

C8A8 B8 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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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局限性，包括病例较少及随访时间

较短等。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中心将进一步优化

改进研究方案，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继续进行对术

后患者的随访工作，以期获得更为完整、可靠的临

床数据，为后期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在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直肠癌 PE
手术中，应用基底膜生物补片重建盆底安全、可行、

有效，值得临床推广使用。PE 术后行盆底重建十

分必要，生物补片重建盆底操作简单，术后患者异

物感较轻，尤其是当发生盆腔感染、积液或出血时，

生物补片能将盆腔并发症的影响范围从全腹腔缩

减在盆腔局部，降低空盆腔综合征的危害程度。
利益冲突 基底膜生物补片为通讯作者张剑的科研转化成果，其

余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陈国良：撰写论文初稿及论文的修改；王虞鹭：论

文数据处理；张鑫：论文数据收集；陶禹：论文格式修改；孙亚煌：论

文图片处理；陈俊楠：论文文献查询；王思琦：论文病例随访数据收

集；苏宁：研究可行性及安全性把控；王治国：手术一助及手术记录

撰写；张剑：提出本文学术思想，PE手术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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