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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对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患者行经内外
括约肌间切除术后近期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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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高龄对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患者行经内外括约肌间切除（ISR）术后的近期疗效是否有
影响。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符合本研究纳入条件的患者共 196 例，根据患者年龄进
行分组，将年龄≥75 岁的患者纳入高龄组，<75 岁的患者纳入非高龄组，比较 2 组患者行 ISR 术后的近期疗效。结
果

高龄组 113 例，非高龄组 83 例，2 组患者在性别构成、体质量指数、肿瘤组织学类型、分化程度、肿瘤大小、

距肛缘距离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高龄组的麻醉 ASA 评分明显高于非高龄组（P=0.002），
且合并症肺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症、贫血、高血压、糖尿病、心功能不全比例均明显高于非高龄组（P 值分别为
0.005、0.048、0.009、0.001、0.000、0.042），其他内科合并症如冠心病、胃溃疡、精神疾病、血栓比例等 2 组间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龄组患者
的首次排气时间、首次进食时间、首次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均较非高龄组长（P 值分别为 0.023、
0.037、0.019、0.020 及 0.012）。2 组总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吻合口瘘、肛周感染、肠
梗阻及切口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196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率为 100%；平均随访 7 个
月。随访期间出现复发患者 4 例，其中高龄组 3 例，非高龄组 1 例。随访期间死亡患者 3 例，其中高龄组组 2 例，
非高龄组 1 例。结论 高龄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患者由于术前状态较差，行 ISR 术后较非高龄患者的近期恢复更
缓慢，但是高龄并没有增加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患者行 ISR 术后的并发症发生，因此，对于高龄超低位直肠或肛
管癌患者行 ISR 术仍然是安全、有效的，但这需要手术医师需具备较高的手术技术能力并且多学科的良好协作。
【关键词】 高龄；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经内外括约肌间切除；近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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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whether age has an influence on short-term effect of 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
(ISR) for elderly (≥75 years old) patients with ultra-low rectal or canal cancer or not.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6 to
February 2017, 196 patients with ultra-low rectal or canal cancer received ISR in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Centers of West
China Hospital were eligible to include in this study, the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75 years old group and <75 years old
group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age. The intraoperative index, postoperative index, and occurrence rat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112 cases in the ≥75 years old group, 83
cases in the <75 years old group, the baselines such as the gender composition, body mass index, tumor histology typ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tumor size, distance from the anal margin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but the
preoperative anaesthetized ASA score, proportions of pulmonary insufficiency, hypoproteinemia, anemia,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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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betes, and cardiac insufficiency of the ≥75 years ol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75 years old
group. Th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and total complications rates had n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P>0.05), the first exhaust time, the first eating time, the first defecation time, the first ambulation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75 years ol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of the <75 years old group (P=0.023,
0.037, 0.019, 0.020, and 0.012,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the anastomotic
leakage, perianal infection,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nd wound inf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P>0.05). All the 196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with an average follow-up of 7 months, there were 4 cases of recurrent patients, of which 3 were
in the ≥75 years old group and 1 in the <75 years old group; there were 3 cases of death, of which 2 were in the ≥75 years
old group and 1 was in the <75 years old group. Conclusions

The short-term recover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ultra-

low rectal or canal cancer is more slow than younger patients because of poor preoperative conditions. ISR surgery is
still safe and effective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ultra-low rectal or canal cancer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rate h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ut it needs a surgeon’s skilled operation technology and multi-disciplinary team cooperation.
【Keywords】 elderly; ultra-low rectal/canal cancer; 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 short-term effect

现今我国老龄化现象日趋明显，且对于结直肠
癌而言，其随着年龄增高发病率增加

[1-4]

。因此，对

结直肠外科医师而言，将面临更多的高龄结直肠癌
患者。然而，采用经内外括约肌间切除术
（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ISR）治疗高龄超低位直
肠或肛管癌患者是否会因高龄患者生理功能的减
退及抗手术打击能力的减弱而导致术后近期恢复
延缓，并进而导致保肛效果的受损，仍备受质疑。
因此，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分析高龄对
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患者行经 ISR 后近期疗效是否
存在确切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纳入和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 术前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
诊断为超低位直肠癌或肛管癌患者；② 肠镜活检
病理诊断为直肠癌患者；③ 癌肿下缘距肛缘≤5
cm；④ 本研究获得所在的伦理学委员会审核通
过，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均需要签署研究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 ① 癌肿不能切除或最终手术方式
不为 ISR 者，采用永久性肠造口手术者或追加使用
了预防性肠造口的患者且不还纳者；② 癌肿距肛
缘>5 cm；③ 不愿意接受研究方案者；④ 数据缺
失者。
1.2 分组方式与盲法
本研究按患者年龄进行分组，将年龄≥75 岁的
患者定义为高龄组（A 组），<75 岁的患者定义为非
高龄组（B 组）。本研究中，由于患者年龄为客观指
标，无法对医生及患者进行保密，故不对医生及患
者采用盲法。对于研究中近期疗效相关指标的数
据分析，直接用 A 组和 B 组代表两个不同分组，对
研究数据分析者采用盲法。

1.3 偏倚控制
本研究中为同一医疗组，所有手术操作由固定
的手术团队进行，保证手术操作的规程是一致的。
术前和术后临床管理模式采用统一的流程进行管
理，避免了由于不同管理流程带来的临床效果差
异。统计学数据处理由独立研究人员进行，避免由
于对研究程序的了解导致误差。
1.4 围手术期管理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由同一结直肠外科专业组医
师对其病情进行初步评估并行 ISR 治疗。对于高龄
患者，均于华西医院进行严密的术前检测，评估患
者心、肺、脑、肝、肾功能以及营养状态，并请相关
科室评估手术风险及制定预防及治疗措施。手术
方法为：常规气管插管下全身麻醉，膀胱截石位，
逐层入腹，游离松解乙状结肠并顺行游离直肠系
膜，采用螺旋式直肠系膜游离并完成全直肠系膜切
除，远端充分裸化直肠远端及肛管部位，近端游离
结扎切断肠系膜下动脉根部并作淋巴结清扫，按照
血供做血管弓下游离，切断近端结肠，充分扩肛后
将直肠远端外翻，并直视下做经 ISR，移除病变肠
段，充分止血后缝合直肠肛管部位，近端置入吻合
器伞部，修整近端，远端置入吻合器杆部，端端吻
合，经肛直视下做吻合口一周加固，并清理盆腔
内，经会阴部置入骶前引流管并固定，再次清理盆
腔，缝合关闭盆腹膜，逐层关腹，完成手术。高龄
患者术后均转入华西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监护治
疗。
1.5 观察指标
本研究采集的数据按照手术不同环节划分，包
括术前指标：住院号，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
肿瘤距肛距离，内科合并症；术中指标：手术类
型，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并发症，美国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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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协会（ASA）分级，是否调整手术方案；术后指

或两种以上内科合并症者 23（20.3%）例；非高龄组

标：术后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

共 25（30.1%）例患者具备内科合并症，其中具备两

间，首次进食时间，首次排气时间，首次排便时间，

种或两种以上合并症者 6（7.2%）例。高龄组患者合

术后并发症。

并肺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症、贫血、高血压、糖尿病

1.6 统计学方法

及心功能不全比例均较非高龄组高（P 值分别为

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
2

0.005、0.048、0.009、0.001、0.000、0.042），其他内科

采用 χ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合并症如冠心病、胃溃疡、精神疾病、血栓等 2 组

料采用 t 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Wilcoxon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2 2 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2 组患者的肿瘤直径、肿瘤分化程度、肿瘤组

2 结果

织学类型、TNM 分期、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比较

2.1 入组患者术前基线资料及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本研究前瞻性纳入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
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中心结直肠外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麻醉 ASA 评分
高龄组级别明显高于非高龄组（P=0.002），见表 2。

2.3 2 组患者术后近期恢复指标比较

科专业组接受 ISR 并符合本研究纳入和排除条件的

高龄组患者的首次排气时间、首次进食时间、

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患者共 199 例，有 3 例患者中

首次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均较非高

途退出未能完成研究，本研究最终纳入病例数为

龄组长（P 值分别为 0.023、0.037、0.019、0.020 及

196 例，其中高龄组 113 例，非高龄组 83 例。2 组

0.012）。2 组发生 4 例吻合口瘘，其中 2 例经手术

患者在性别构成、年龄、体质量指数（BMI）及肿瘤

治疗、2 例经保守治疗后好转；发生 5 例肛周感

距肛距离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染，其中 1 例经手术治疗、4 例经保守治疗后好

（P>0.05）。2 组内科合并症方面，高龄组共有

转；发生 3 例肠梗阻，均保守治疗后好转；发生 4

71（62.8%）例患者具备内科合并症，其中具备两种

例切口感染，均经过换药清创治疗后好转。2 组具

表 1 高龄组和非高龄组患者的基本资料
基线资料

高龄组 （n=113）

非高龄组（n=83）

男

61（54.0）

40（48.2）

女

52（46.0）

43（51.8）

年龄（岁，x ±s）

82.00±11.22

BMI（kg/m2，x ±s）

21.13±2.19
3.32±1.01

F 或 χ2 值

P值

性别 ［例（%）］

肿瘤距肛距离（cm，x ±s）

0.642

0.423

63.00±11.10

19.223

0.000

23.21±2.12

1.201

0.275

3.31±1.01

0.412

0.612

内科合并症［例（%）］
冠心病

10（8.8）

2（2.4）

3.453

0.063

肺功能不全

16（14.2）

2（2.4）

7.921

0.005

低蛋白血症

15（13.3）

4（4.8）

3.908

0.048

贫血

17（15.0）

3（3.6）

6.823

0.009

高血压

43（38.1）

14（16.9）

10.414

0.001

糖尿病

38（33.6）

8（9.6）

15.333

0.000

胃溃疡

7（6.2）

5（6.0）

0.002

0.961

精神疾病

3（2.7）

2（2.4）

0.012

0.914

血栓

3（2.7）

0（0）

2.238

0.135

痛风

5（4.4）

1（1.2）

1.672

0.196

11（9.7）

2（2.4）

4.164

0.042

风湿疾病

1（0.9）

1（1.2）

0.048

0.826

肾功能不全

7（6.2）

1（1.2）

3.043

0.081

心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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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见表 3。2 组总并发症发生率

均为发生在盆腔内的局部复发，采用放化疗进一步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的吻合

控制病情，其中有 2 例进展后出现死亡，2 例尚生

口瘘、肛周感染、肠梗阻及切口感染发生率比较差

存。随访期间死亡患者 3 例，其中高龄组 2 例，非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高龄组 1 例。死亡原因包括癌性进展者 2 例，具体

2.5 2 组患者术后随访结果

死亡原因不详者 1 例。

本研究通过电话、门诊、书信等方式随访获取
患者的随访结果，随访终点为 2017 年 3 月 1 日。

3 讨论

196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率为 100%；随访时间

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由于癌肿位置较低，以往

1～13 个月，平均随访 7 个月。随访期间出现复发

由于很难获得安全的远端切缘，常被认为是保肛手

患者 4 例，其中高龄组 3 例，非高龄组 1 例。复发

术治疗的禁区。然而，自 1990 年 Schiessel 等 提出

[5]

表 2 高龄组和非高龄组患者的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基线资料
肿瘤直径（cm，x ±s）

高龄组 （n=113）

非高龄组（n=83）

4.22±1.12

4.33±1.32

高分化

6（5.3）

2（2.4）

中分化

73（64.6）

58（69.9）

低分化

34（30.1）

23（27.7）

腺癌

94（83.2）

72（86.8）

黏液腺癌

15（13.3）

8（9.6）

4（3.5）

3（3.6）

Ⅰ

9（8.0）

10（12.0）

Ⅱ

61（54.0）

43（51.8）

Ⅲ

43（38.0）

30（36.2）

53.11±11.17

F 或 χ2 值

P值

0.123

0.661

肿瘤分化程度［例（%）］

1.278

0.528

0.611

0.737

0.913

0.634

55.14±17.11

1.173

0.251

111.01±21.11

113.22±21.72

1.031

0.267

Ⅰ级

1（0.9）

3（3.6）

Ⅱ级

69（61.0）

67（80.7）

12.809

0.002

Ⅲ级

43（38.1）

13（15.7）

非高龄组 （n=83）

F 或 χ2 值

P值

组织学类型［例（%）］

其他
TNM 分期［例（%）］

术中出血量（mL，x ±s）
手术时间（min，x ±s）
ASA 分级［例（%）］

表 3 术后指标的对比
指标

高龄组 （n=113）

首次排气时间（d，x ±s）

4.07±1.47

2.94±0.13

2.258

0.023

首次进食时间（d，x ±s）

3.61±1.13

2.20±0.19

1.977

0.037

首次排便时间（d，x ±s）

5.52±2.12

4.12±2.23

2.271

0.019

首次下床活动时间（d，x ±s）

2.31±1.22

1.51±0.45

2.113

0.020

住院总时间（d，x ±s）

10.77±3.12

8.60±1.23

2.342

0.012

术后并发症［例（%）］

10（8.8）

6（7.2）

0.168

0.682

吻合口瘘

3（2.7）

1（1.2）

0.503

0.478

肛周感染

3（2.7）

2（2.4）

0.012

0.914

肠梗阻

2（1.8）

1（1.2）

0.101

0.750

切口感染

2（1.8）

2（1.2）

0.101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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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 以来，保肛手术治疗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得以

龄患者术后均转入华西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监护

实现。ISR 通过切除部分或者全部内括约肌以获得

治疗，同时，本专业组专注结直肠癌治疗，对直肠

现今为大多数结直肠癌外科医师所认可的>2 cm 的

癌的极限保肛治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及实践

安全远端切缘，降低超低位直肠或肛管癌术后局部

为高龄患者提供了技术保障。

复发率。既往研究显示，ISR 术后患者 5 年累积局
[6-11]

[23-25]

，

从本研究结果看，对于高龄超低位直肠或肛管

，目前应用指南主张术前

癌患者行 ISR 仍然是安全、有效的，高龄并未使超

放化疗能使癌灶缩小、肿瘤分期降低，使肿瘤向远

低位直肠或肛管癌患者行 ISR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提

端和周围的浸润深度明显缩小，也为超低位直肠或

高，但是由于高龄患者的特殊性，术前状态较差，

肛管癌患者施行根治性保肛手术提供了条件。但

其围手术期的管理需多学科合作，力求做到良好的

是，高龄患者的手术风险明显大于其他人群，所以

术前评估，采用微创技术减少手术的创伤打击，同

如何给这一类人群提供手术策略是老龄化社会的

时，对高龄患者进行严密的术后护理及监测减少术

医疗工作重要内容之一。

后并发症的发生。但是由于随访时间短，ISR 对高

部复发率为 4%～13%

[12-14]

表明，老年患者除了体质较差以

龄患者远期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影响仍需进一

外，往往具有更多的内科合并症且更高的 ASA 分

步研究；并且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相对较

级，因此，与年轻患者比较，老年患者术前状态较

少，以上结论，仍需大型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

差。在本研究中，高龄组共有 71（62.8%）例患者具

究证实。

多项研究

备内科合并症，其中具备两种或两种以上内科合并
症者 23（20.3%）例，非高龄组共 25（30.1%）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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