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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低位直肠癌根治术的膜解剖特点与操作要点
孔祥恒ꎬ杨成刚ꎬ杜文峰ꎬ杨道贵

( 聊城市人民医院ꎬ山东

聊城ꎬ２５２０００)

１９８２ 年英国著名外科学家 Ｈｅａｌｄ 提出全直肠

则融合为一层筋膜ꎮ 同理ꎬ覆盖于髂内血管( 包括

ꎬ这一技术被广泛认为是中低位直肠

层) ꎬ与 ＭＲＦ 实为同一层筋膜的延续ꎬ在直肠后方ꎬ

系膜切除术( ｔｏｔａｌ ｍｅｓｏｒｅｃｔａｌ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ꎬＴＭＥ) 治疗中、
低位直肠癌

[１]

癌手术治疗的金标准ꎮ ＴＭＥ 原则要求整块切除肿
瘤所在直肠及其环周系膜ꎬ并且要求直肠系膜筋膜

( ｍｅｓｏｒｅｃｔａｌ ｆａｓｃｉａｅꎬＭＲＦ) 不被打破ꎬ同时保护自主
神经￣血 管 神 经 束 ( ｎｅｕ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ｂｕｎｄｌｅꎬ ＮＶＢ )

[２]

ꎮ

此术式使术后局部复发率由之前的 ２０％ ~ ４０％降至

３％ ~ ８％

盆丛神 经 及 ＮＶＢ) 内 侧 的 深 层 筋 膜 ( 即 盆 筋 膜 壁
骶直肠筋膜可理解为壁层筋膜向 ＭＲＦ 的移行过程
形成的增厚筋膜( 可能由于骶尾骨向后弯曲之故) ꎮ

２

Ｄｅｎｏｎｖｉｌｌｉｅｒ 筋膜( Ｄｅｎｏｎｖｉｌｌｉｅｒ ｆａｓｃｉａｅꎬＤＶＦ) 与直

肠前方分离平面的争议

筋膜移行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直肠周围筋膜的形

ꎬ并且患者的泌尿、性功能也得到了更

成与演变ꎬ由其指导的直肠后方层面的游离相对简

及 前 方 的 分 离 平 面ꎬ 以 保 证 直 肠 系 膜 的 完 整 切

平面始终存有争议ꎮ 因为 ＤＶＦ 虽然被反复深入的

[３￣４]

好地保护ꎮ 虽然 ＴＭＥ 中明确描述了直肠后方、侧方
除

[５￣８]

ꎬ但文献报道ꎬ由于骨盆的限制、直肠前间隙的

向后成角、肥胖及肿瘤自身等因素的影响ꎬ直肠系膜
完整切除率仅能达到 ５０％ ~ ７０％

[９￣１０]

ꎮ 本文试结合

笔者的临床经验及该领域重要的解剖研究ꎬ从膜解
剖的角度对低位直肠癌的解剖特点作一介绍ꎮ

１

筋膜移行理论与直肠周围膜解剖
由于胚胎的胚层发育特点ꎬ人体的筋膜结构层

次在移行过程中是延续的、整体的ꎮ 要认识直肠周
围筋膜的分层结构ꎬ还需结合胚胎发育中的筋膜移
行过程来理解ꎮ 不同层次的筋膜移行相对移行而不
互相干扰ꎬ造成了组织间的分层结构ꎬ这或许是层面
解剖或膜解剖的事实基础ꎮ 就腹部而言ꎬ以腹肌为
界的体壁内外呈分层对称结构:皮肤￣腹膜ꎻ皮下浅

筋膜￣腹膜下筋膜深层( 肾筋膜前叶) ꎻ皮下深筋膜￣

单并已达成共识ꎮ 但关于直肠前、侧方的准确分离
研究ꎬ但截至目前ꎬ其大体解剖及胚胎组织来源均尚
未达成 共 识ꎮ 从 大 体 解 剖 上 来 看ꎬ 有 的 学 者 认 为
ＤＶＦ 更贴近前列腺 [５￣６] ꎬ有的学者认为 ＤＶＦ 更贴近
直肠 [１１] 或附着于直肠系膜前方 [１２] ꎮ 由于这些矛盾
的观点ꎬＴＭＥ 前方平面的分离也各不相同ꎮ 有的术
者提倡在 ＤＶＦ 后方分离 [１３￣１５] ꎬ他们认为在直肠与前
列腺或阴道之间有少量自主神经纤维ꎬ在 ＤＶＦ 前方
分离可能损伤这些神经纤维ꎻ一项著名的 ＴＭＥ 临床
试验指出ꎬ自主神经的术中损伤是导致术后泌尿生
殖功能紊乱的主要因素 [１６￣１７] ꎻ有的学者认为ꎬ应在
ＤＶＦ 前方分离 [１２ꎬ１８￣２０] ꎬＤＶＦ 后方分离可能导致直肠
系膜切除不完整或环周切缘阳性 [２１] ꎻ而有的学者则
认为 ＤＶＦ 存在分层ꎬ应在 ＤＶＦ 两层之间分离 [２２￣２３] ꎮ

对于 ＤＶＦ 的胚胎组织来源ꎬ很多学者对其进行

腹膜下筋膜浅层( 肾筋膜后叶) ꎮ 两层膜结构之间

了充分研究ꎮ Ｋｒａｉｍａ 等 [２１] 对成人及胎儿尸体标本

膜ꎬ也可分为腹膜外筋膜浅层与深层ꎬ并向后腹壁移

纤维组成的多层筋膜组织ꎬ不论在低倍镜下抑或高

行ꎬ在肾脏平面移行为肾后筋膜与肾前筋膜ꎬ在腹主

倍镜下ꎬ与直肠前方系膜筋膜、前列腺筋膜或阴道后

动脉处移行为腹主动脉后方及前方筋膜ꎮ 其中腹膜

壁不能明确区分ꎻ而在胎儿标本中无法发现明确的

的间隙是血管神经通路ꎮ 腹膜外筋膜如同皮下浅筋

外筋膜深层伴随肠系膜上、下动脉的不断分支移行
为肠系膜内的脂肪及其表面的筋膜ꎮ 这些膜结构不
是单层结构ꎬ而应包括脂肪组织及覆盖其表面的光
滑的膜ꎮ 两层筋膜在血管或器官处分隔包绕ꎬ反之
通讯作者:杨道贵ꎬ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１２６.ｃｏｍ

８０６

进行切片组织学研究发现ꎬＤＶＦ 是由胶原、平滑肌

ＤＶＦ 与 ＭＲＦꎬ不论 ＤＶＦ 抑或 ＭＲＦ 均无法与成人结
构相对应ꎮ

有学者提出“ 压力理论” [２１ꎬ２４￣２５] ꎬ指出胚胎发育

的 １５ ~ ２０ 周ꎬ直肠与前列腺或阴道间大量填充间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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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肠及生殖器官( 前列腺、精囊腺) 压迫ꎬ中央部
分因压力大而融合ꎬ周边部位仍保留多层疏松组织
结构ꎬ并包绕 ＮＶＢ 形成 ＤＶＦꎻＤＶＦ 在侧方呈倒“ Ｙ”
[２６]

ꎮ 如此ꎬ在直肠

前正中ꎬＤＶＦ 与前列腺包膜融合ꎬ在直肠前壁两侧

则融合于精囊腺尾部下后方ꎬ融合部呈倒“ Ｕ” 形ꎬ这
与 Ｈｅａｌｄ 主 张 的 “ 应 在 ＤＶＦ 前 方 分 离ꎬ 并 在 双 侧
ＮＶＢ 的内侧切断该筋膜ꎬ被切除的 ＤＶＦ 应是开口向
头侧 的 倒 Ｕ 形 ” 的 观 点 相 符 合

[１２]

ꎮ 但 ２０１２ 年

Ｈｅａｌｄ 的新书中进一步提到“ 在切除的直肠标本上ꎬ
系膜前外侧难以获得光滑的表面”
国内学者

[２８]

[２７]

ꎻ针对此问题ꎬ

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ꎬ 进一步阐述了

ＤＶＦ 分层结构及与前列腺血管分支的关系ꎮ 文中
描述走行于 ＤＶＦ 两层之间的前列腺尿道支血管、包
膜支血管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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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ꎬ这些间叶细胞组织在后期发育中被生长扩大

形展开包绕前列腺外后方的 ＮＶＢ

外

均向直肠系膜发出多个细小分支ꎬ这些

分支穿过 ＤＶＦ 进入直肠系膜ꎬ多经低位直肠的前外

Ｖｏｌ.２３ꎬ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８

破损ꎬ因此先在 ＤＶＦ 前方分离是非常必要的ꎮ 笔者
进入 ＤＶＦ 前方间隙的经验是:抓住直肠前壁的脂肪
组织ꎬ将直肠向后下方牵拉ꎬ此时重新形成的腹膜返
折线为原腹膜返折线上方 ２ ~ ３ ｃｍ 处ꎬ在新形成的
腹膜返折线处切开可顺利进入 ＤＶＦ 前方间隙ꎬ也就
是说直肠前 方 的 切 开 线 在 腹 膜 返 折 前 方 ２ ~ ３ ｃｍ

处ꎮ 由于前列腺精囊腺交界平面实际上是前列腺包
膜血管所在平面ꎬ并且超过半数的患者此筋膜与前
列腺筋膜融合ꎬ一直在 ＤＶＦ 前方游离很容易导致前
列腺血管出血ꎬ因而必须在交界的近端即前列腺下
缘的近侧切断 ＤＶＦꎬ我们的经验是在前列腺上 １ / ３

范围内切断 ＤＶＦꎬ或看见精囊腺尾部下缘即可ꎮ 而
ＤＶＦ 两侧超过前列腺外侧缘时ꎬ其与 ＮＶＢ 关系紧
密ꎬ笔者推荐 ＤＶＦ 两侧游离应在 ＤＶＦ 两层之间紧
贴下层分离ꎬ因前述“ 压力理论” 在 ＤＶＦ 两侧逐渐分

层并包绕两侧的 ＮＶＢꎬ稍有不慎可能导致神经损伤
或出血ꎮ

方进入直肠系膜ꎬ但在低位直肠的前正中以精囊腺
前列腺为底、前列腺外缘为边、会阴体为顶形成倒三
角形ꎬ在三角形的中心部位几乎没有穿支血管进入

直肠系膜ꎬ因此低位直肠正中前壁存在“ 裸区” ꎮ 由
于这些细小穿支血管的存在ꎬ使 ＴＭＥ 理论上完整的
ＭＲＦ 不断的被多个点中断ꎮ 与直肠系膜后外侧间
隙可采用钝性分离不同的是ꎬ上述区域由于 ＤＶＦ 致
密且有细小穿支血管固定系膜的作用ꎬ该区域难以

通过钝性分离快速推进ꎬ这导致 Ｈｅａｌｄ 所提出的“ 直
肠系膜前外侧难以获得光滑表面” 现象ꎬ因而直肠
前外侧间隙也成为直肠癌 ＴＭＥ 的难点ꎮ

综上所述ꎬ关于 ＤＶＦ 的认知有两点与手术密切

相关:(１) ＤＶＦ 的近端部分与 ＭＲＦ 分离困难ꎬ因此
应先在 ＤＶＦ 前方分离ꎻＤＶＦ 的远端( 尾侧) 与前列

４

图１

ＤＶＦ 中间致密融合ꎬ两侧疏松包绕 ＮＶＢ

规范的病理检查质量控制计划

规范化的 ＴＭＥ 手术系膜完整度评价及环周切

腺被膜致密粘连ꎬ除非 ＤＶＦ 自身为肿瘤累及ꎬ否则

缘评价已成为新增的重要病例评价及手术质量控制
标志ꎮ Ｑｕｉｒｋｅ 教授提出 [３０] ꎬ将直肠系膜完整度分为

并未终止于 ＮＶＢꎬ而是呈中间部分致密融合ꎬ两侧

平齐ꎬ两侧对称ꎬ无锥形缺失ꎮ 系膜有缺陷时ꎬ深度

直肠远端前间隙的分离应在 ＤＶＦ 后方ꎮ ( ２) ＤＶＦ
疏松包绕 ＮＶＢꎬ见图 １ꎮ

３

直肠周围间隙的游离:ＤＶＦ 的处理是手术难点

(１) ＴＭＥ 的关键是沿直肠系膜固有筋膜解剖ꎬ

笔者寻找直肠固有筋膜的经验与大多数文献报道相

同ꎬ直肠系膜固有筋膜的辨认应始于骶骨岬前方ꎬ分
离顺序以后方游离优先ꎬ并向两侧扩展ꎮ 此观点已

达成共识ꎬ此处不做赘述ꎮ ( ２) 前列腺上 １ / ３ 范围
内切断 ＤＶＦ:由于 ＤＶＦ 后方有完整的直肠固有筋

膜ꎬ理论上在 ＤＶＦ 与固有筋膜间分离是可行的ꎮ 但
实际由于 ＤＶＦ 的上半部分较菲薄且固有筋膜极易

三个层次:( １) 系膜完整或近完整ꎬ表面光滑ꎬ远端
不超过 ５ ｍｍꎮ (２) 系膜内平面ꎬ系膜仍饱满但表膜
不规则ꎬ远端两侧不对称ꎬ有锥形缺失ꎬ但肠管肌层
未显露ꎮ (３) 系膜极不规则、不完整ꎬ系膜有大的撕
裂或豁开ꎬ某些区域有肠壁的直接显露ꎮ 环周切缘

状况是总体生存率及局部复发率影响最明显的病理

指标ꎬ目前肿瘤浸润据环周切缘≤１ ｍｍ 被判断为环
周切缘阳性ꎮ 常规检测环周切缘及系膜完整度状况
对于指导术后辅助放、化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总之ꎬ人体膜结构由于胚胎的胚层发育特点是
延续的、整体的ꎬ但直肠周围膜结构又存在其特殊
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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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仔细理解这些筋膜结构的移行及其与血管的关

剖的关系ꎬ掌握更为精准的解剖分离平面ꎬ提高手术

系ꎬ可帮助临床认识直肠周围的筋膜、血管及神经解

质量、改善预后及患者的生活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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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卫生部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招生通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卫生部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 是山东省普通外科专业唯一的经卫生部认证的腹腔镜内镜医师培训

基地ꎬ师资力量强大ꎬ具有多年的腹腔镜培训经验ꎬ以及腹腔镜医师学术交流平台－“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腹腔镜外科杂志» ꎬ
基地培训面积 ４００ 余平方米ꎬ配备中央空调、网络及有线电视ꎬ培训设备先进ꎬ功能完备ꎬ环境舒适优美ꎬ设有腹腔镜模拟训练
室、动物( 实验) 手术室、计算机虚拟现实训练室、多媒体教室( 可对齐鲁医院腹腔镜手术室进行手术同步直播) 、图书室、茶歇
室及浴室等场所ꎮ
一、招收对象
培训基地每年面向全国举办 ６ 期腹腔镜医师培训班ꎬ每期 １８ 人ꎬ培训时间 ２ 周ꎮ 培训班面向全国招生ꎬ凡从事临床工作、

已经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ꎬ拟从事内镜诊疗技术工作的专科医师均可报名参加ꎮ
二、培训形式

培训严格按照卫生部有关要求ꎬ采用理论授刘、手术演示、模拟训练、动物实验等培训项目ꎬ以分阶段、分步骤的形式进

行ꎮ 学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合格证书» ꎮ
三、学员报名

(１) 报名时间:全年接受报名ꎮ (２) 报名材料:①单位推荐信ꎻ②粘贴好照片的«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镜诊疗技术培训班报

名表» 一份ꎻ③«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ꎻ④一寸及二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各两张ꎮ ( ３) 报名方式:下载并填
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镜诊疗技术培训班报名表» ꎬ电子版发送到 ｑｌｙｙｎｊｐｘ＠ １６３.ｃｏｍꎬ并将加盖单位公章的报名表原件邮寄
至规定地址( 未及时寄出的报名表原件请于报到时交于联系人) ꎮ
四、相关说明

每期招收学员 １８ 人ꎬ按照报名先后顺序进行资格审查ꎬ符合报名条件者以电话方式通知为准ꎮ

报到地址: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槐荫路西首" 卫生部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 (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对面)
学习费用:４５００ 元 / 人ꎬ食宿自理

邮寄地址:济南市文化西路 １０７ 号ꎬ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 邮编 ２５００１２)
联系人:张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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