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２３ 卷第 １１ 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腹

腔

镜

外

科

杂

Ｖｏｌ.２３ꎬＮｏ.１１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６６１２(２０１８)１１ － ０８７６ － ０２

Ｎｏｖ.２０１８

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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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无辅助切口经肛门直肠取标本的完全腹腔镜小肠间质瘤切除术 １ 例报告
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王雪玮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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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年 Ｍａｚｕｒ 与 Ｃｌａｒｋ 首次提出了胃肠间质瘤(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ｓｔｒｏｍａｌ ｔｕｍｏｒꎬＧＩＳＴ) 的概念 [１] ꎬ它是一种原发于消化道ꎬ表

达 ｃ￣ｋｉｔ 蛋白( ＣＤ１１７) ꎬ细胞呈梭形、上皮样、偶或多形性的间叶源性肿瘤ꎬ发病率极低ꎬ为 １ / １０ 万 ~ ２ / １０ 万 [２] ꎮ 小肠间质瘤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ｓｔｒｏｍ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ꎬＳＩＳＴ) 属于 ＧＩＳＴ 的一种ꎬ起病隐匿ꎬ早期患者通常无明显症状及体征ꎬ目前其主要治疗原则为早
期发现、早期手术治疗ꎬ手术也是目前可能达到根治 ＳＩＳＴ 目的的唯一方法ꎮ 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ꎬ腹腔镜手术已逐步应用于
胃肠道间质瘤的治疗ꎬ但手术结束时仍需于腹部做切口取出标本ꎮ 而此切口导致的疼痛及可能的切口感染、切口疝等并发症
部分抵消了腹腔镜的微创优势ꎬ并影响美观ꎮ 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ＮＯＳＥＳ) 因其
良好的安全性、可操作性ꎬ在结直肠、胃、小肠、肝胆及妇科肿瘤中逐渐开展 [３] 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近期收
治了一例 ＳＩＳＴ 患者ꎬ结合患者年龄、病灶位置、病灶局部情况ꎬ为保证肿瘤治疗效果的同时ꎬ进一步减少对患者的损伤、保持腹
壁美观ꎬ本治疗组为此例患者施行了腹部无辅助切口经直肠取出标本的完全腹腔镜 ＳＩＳＴ 切除术ꎮ 现将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

过程、术后结果报道如下ꎮ 患者男ꎬ５９ 岁ꎬ因“ 体检发现腹腔不规则肿物 １ 月余” 入院ꎬ自诉无便血、排便习惯改变、腹痛、腹胀等
症状ꎬ查体腹部未见明显阳性体征ꎬ胸腹盆增强 ＣＴ 提示腹腔偏左侧见不规则肿物ꎬ约 ３.７ ｃｍ×２.８ ｃｍ 大ꎬ边缘分叶状ꎬ略不均匀明
显强化ꎬ其内见不规则钙化灶ꎬ病变与小肠壁关系密切ꎬ周围脂肪间隙清晰ꎬ考虑间质瘤可能性大ꎬ腹部超声提示中上腹部可见一
低回声结节ꎬ３.７ ｃｍ×２.６ ｃｍ 大ꎬ尚规则ꎬ边界清ꎬ内见点状强回声ꎬ血流丰富ꎬ可随呼吸运动ꎬ肠道来源可能ꎮ 碘伏消毒皮肤ꎬ铺无

菌巾ꎬ脐孔穿刺 １２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 作为观察孔ꎬ建立气腹ꎬ右下腹、右侧脐旁穿刺 １２ ｍｍ、５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 作为操作孔ꎬ左下腹穿刺 ５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 为辅助操作孔ꎮ 探查见腹腔内无腹水ꎬ盆腔未见转移结节ꎬ肝胆胰脾未及明显异常ꎻ小肠有一约４.５ ｃｍ×４.５ ｃｍ 暗褐色实质
性球形肿物ꎬ表面光滑ꎬ包膜完整ꎮ 超声刀扇形离断小肠肿物相对应的小肠系膜ꎬ分别于小肠肿物近远段 ５ ｃｍ 处用腔内切割闭
合器离断肠管ꎮ 酒精纱布片消毒断端后ꎬ用腔内切割闭合器将两端小肠行功能性端端吻合ꎮ 充分扩肛ꎬ消毒肛门及直肠ꎬ然后于
直肠上段约腹膜返折上方 ５ ｃｍ 处用超声刀横行切开约 ４ ｃｍꎬ酒精纱布片消毒切开肠管ꎬ经右下腹主操作 Ｔｒｏｃａｒ 内置入长约

２０ ｃｍ的保护套ꎬ袋内经碘伏润滑ꎬ将保护套一端经肛门拖出ꎬ标本置入保护套ꎬ收紧近侧保护套开口处的结扎带ꎬ保护套连同标
本一起拖出ꎬ术中注意保持肿瘤的完整性ꎬ避免肿瘤包膜破裂ꎮ 最后再用腔内切割闭合器闭合直肠切口ꎮ 蒸馏水、生理盐水冲洗
腹盆腔ꎬ无出血ꎮ 经左下腹置入引流管 １ 枚ꎬ留置于盆腔ꎬ检查器械纱布无误ꎬ创面无渗血ꎬ停止气腹ꎬ关闭 Ｔｒｏｃａｒ 孔ꎮ 手术时间

１４０ ｍｉｎꎬ术中出血约 ２０ ｍＬꎬ术后 ４８ ｈ 患者自觉排气ꎬ少量进水ꎬ术后 ３ ｄ 拔除腹腔引流管ꎬ进流食ꎬ术后肛门排气、排便通畅ꎬ腹
部切口愈合良好ꎬ无 红 肿 及 渗 出ꎬ 术 后 住 院 ６ ｄꎮ 术 后 病 理 结 果: 小 肠 胃 肠 道 间 质 瘤ꎬ 肿 瘤 最 大 径 ４ ｃｍꎬ 核 分 裂 像 计 数
<５ 个 / ５０ＨＰＦ(平均 １~ ３ 个 / ５０ＨＰＦ)ꎬ危险度分级:低危ꎮ 肿瘤侵犯黏膜固有层至浆膜下ꎬ小肠两端切缘均未见肿瘤ꎮ 免疫组化

结果显示:ＣＤ１１７(３＋)ꎬＤＯＧ￣１(３＋)ꎬＳＤＨＢ(３＋)ꎬＣＤ３４(血管内皮＋)ꎬＤｅｓｍｉｎ(￣)ꎬＫｉ￣６７( <５％＋)ꎬＳ￣１００(￣)ꎬＳＭＡ(￣)ꎮ
讨

论

ＧＩＳＴ 在胃肠道原发肿瘤中较少见ꎬ却是最常见的消化道间质肿瘤ꎬ起源于胃肠道间质星形胶质细胞ꎬ具有多向

分化的特征ꎬ肿瘤细胞存在 ｃ￣ｋｉｔ 基因突变及蛋白表达 [１] ꎮ 病变主要位于肌层ꎬ与消化道癌不同ꎬ多表现为外生膨胀性生长ꎬ向
内生长可侵及黏膜ꎬ向外生长可侵及浆膜ꎬ以向浆膜面生长为主ꎮ 其发生率低ꎬ好发于中老年人ꎬ临床表现无特异性ꎬ其症状
主要与肿瘤原发位置、大小、生长模式、分化程度、是否破溃、是否转移等有关ꎬ常表现为排便习惯改变ꎬ亦有报道指出部分患
者便血为最常见的初始症状 [４] ꎬ但这些症状均无特异性ꎬ患者往往因此忽视就医ꎬ而导致贻误最佳治疗时机ꎬ大大影响长期预
后ꎮ 本例患者即为常规体检发现ꎬ无明显症状及阳性体征ꎮ

目前间质瘤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手术治疗及以伊马替尼等药物为主的靶向治疗ꎬ不足 ５％的 ＧＩＳＴ 患者对传统放、化疗有效[５] ꎬ

外科手术切除是治疗间质瘤的有效方法[６] ꎬ也是目前可能根治原发性间质瘤的唯一方法ꎮ 首次治疗能否完整切除肿瘤是影响预
后的重要因素ꎬ应切除足够的正常边缘组织[７] ꎬ手术应尽可能达到 Ｒ０ 切除ꎬ文献报道约 ８.８％的病例为 Ｒ１ 切除ꎬ这可能与肿瘤大
小( >１０ ｃｍ)、位置及术中肿瘤破裂有关[８] ꎮ 间质瘤手术方式较多ꎬ包括内镜手术、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及腹腔镜－内镜联合手

术等ꎮ 随着外科医生手术技艺的越发精湛及精密医疗器械的不断发展进步ꎬ微创治疗正受到越来越多外科医师及患者的青睐ꎬ
小肠居于整个胃肠道的中段ꎬ经口或经肛行内镜治疗均极困难ꎬ而腹腔镜技术由于具有视野广阔、灵活度高、诊疗同步、损伤较小
等优势ꎬ更适合 ＳＩＳＴ 的治疗ꎮ 近年ꎬ随着腹腔镜手术发展及 ３Ｄ 腹腔镜的出现ꎬ使得完全腹腔镜 ＮＯＳＥＳ 成为可能ꎮ

ＮＯＳＥＳ 的定义是使用腹腔镜器械、ＴＥＭ 或软质内镜等设备完成的腹腔内手术操作ꎬ经自然腔道( 直肠或阴道) 取标本的腹

壁无辅助切口的 ＮＯＳＥＳ 巧妙地结合了 ＮＯＴＥＳ 的无切口理念与腹腔镜技术的操作技巧ꎬ其与常规腔镜手术的最大区别在于标
通讯作者:周海涛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ｈａｉｔａｏ＠ ｃｉｃａｍｓ.ａｃ.ｃｎꎻ周志祥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ｚｘ００１＠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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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取出途径ꎬＮＯＳＥＳ 避免了腹壁取标本的辅助切口ꎬ术后腹壁仅存留几处微小的 Ｔｒｏｃａｒ 疤痕ꎬ既表现出了完美的微创效果ꎬ
又兼具良好的安全性、可操作性 [３] ꎮ 一方面ꎬ它明显减轻了术后疼痛ꎬＷｏｌｔｈｕｉｓ 等对比了 ＮＯＳＥＳ 与常规腹腔镜术后患者的短
期疗效ꎬ结果显示常规腹腔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明显高于 ＮＯＳＥＳ 组患者ꎬ而且对术后止痛药具有更强的依赖性 [９] ꎬ而剧烈的
切口疼痛是影响患者术后恢复的重要因素ꎮ 另一方面ꎬ减少了切口感染、切口疝等术后并发症 [１０] ꎮ 此外ꎬ还减轻了患者的心
理压力并缩短了住院时间ꎮ

目前ꎬ能开展 ＮＯＳＥＳ 的器官主要包括结直肠、胃、小肠、肝胆及妇科肿瘤等ꎬ关于 ＮＯＳＥＳ 在 ＳＩＳＴ 中的应用尚无相关报道ꎬ

通过本例手术ꎬ提出了 ＮＯＳＥＳ 应用于 ＳＩＳＴ 的可能性ꎮ « 结直肠肿瘤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专家共识( ２０１７ 版) » 中明确指出ꎬ
ＮＯＳＥＳ 的适应证首先应符合常规腹腔镜手术要求ꎬＳＩＳＴ 的治疗也不例外ꎻ其次ꎬ共识建议经直肠 ＮＯＳＥＳ 的标本环周直径应
<３ ｃｍ为宜ꎬ笔者认为因 ＳＩＳＴ 为有完整包膜的低度恶性肿瘤ꎬ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ꎬ包括肠系膜肥厚程度、自然腔道的解剖特

点等ꎬ其适合的肿瘤大小可适当放宽ꎮ

在 ＮＯＳＥＳ 治疗 ＳＩＳＴ 过程中ꎬ笔者认为ꎬ最重要的是做到肿瘤的完整切除ꎮ ＤｅＭａｔｔｅｏ 等 [９] 关于治疗 ２００ 例 ＧＩＳＴ 患者的研

究报道中认为ꎬ相较部分切除者ꎬ完整切除肿瘤的患者 ５ 年中位生存期明显较长ꎬ分别为 ６６ 个月与 ２２ 个月ꎻ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等 [１１] 的
研究结果显示ꎬＧＩＳＴ 彻底切除与未彻底切除患者的 ５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４２％ 与 ８％ ~ ９％ꎬ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万德森等 [１２]

手术治疗 １５３ 例 ＧＩＳＴ 患者ꎬ随诊发现肿瘤完全切除后中位生存期限为 ６６.０ 个月ꎬ而部分切除者仅为 ２３.８ 个月ꎮ 由此可见ꎬ完

整切除肿瘤与部分切除的手术预后完全不同ꎬ肿瘤完整切除是 ＧＩＳＴ 手术治疗的基本原则ꎮ 这就要求手术切除范围应足够ꎬ
尽量达到切缘阴性的标准ꎬ即做到 Ｒ０ 切除( 显微镜下无肿瘤残留) ꎮ 此外ꎬＳＩＳＴ 多悬垂在小肠浆膜面或其肠系膜上ꎬ尤其肿瘤
体积较大时ꎬ如果术中操作不当极易造成肿瘤破溃ꎬ因此术中需仔细小心操作ꎬ注意保持肿瘤包膜的完整 [１３] ꎬ原则上术中不进
行瘤体探查ꎬ以避免器械及操作过程中导致的各种锐钝性损伤ꎬ从而造成肿瘤腹腔内广泛播散及种植转移ꎮ 大多数学者认
为ꎬ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基础上无需进行淋巴结广泛清扫 [１３] ꎮ 这是由于 ＧＩＳＴ 不同于癌ꎬ主要生长方式为外生膨胀性ꎬ而非弥漫
浸润性ꎬ主要转移途径为血行转移及腹腔种植转移ꎬ而极少发生淋巴转移ꎮ 相反ꎬ系统化淋巴结清扫可能适得其反ꎬ增加并发
症的同时影响患者术后恢复ꎮ
此外ꎬ术中应进行充分扩肛ꎬ标本取出过程中避免暴力拉拽ꎬ仔细轻柔操作ꎬ以预防肛门括约肌损伤ꎬ闭合直肠残端时应
严格避免直肠狭窄或闭合端出血等情况的出现ꎬ并且ꎬ术中应做到消毒肠道断端、使用标本袋拖出标本、术后冲洗腹盆腔等ꎬ
尽可能达到手术过程的无菌要求ꎮ

如今ꎬ国内有关 ＮＯＳＥＳ 的研究与报道越来越多ꎬ大量研究结果表明ꎬＮＯＳＥＳ 具有良好的微创效果与可行性ꎬ但对于 ＮＯＳ￣

ＥＳ 在 ＳＩＳＴ 患者中的应用及患者远期获益的研究ꎬ尚需外科医生通过大量手术进一步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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