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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摇 要暂 摇 目的院在宫颈癌腹腔镜手术中观察并验证阴道三水平理论的关键解剖

结构袁为盆腔器官脱垂患者手术提供依据遥 方法院圆园 例宫颈癌患者 悦 型子宫切除

及盆腔淋巴结清扫手术时在腹腔镜下基于自然间隙暴露阴道三水平理论相关解剖

结构袁观察分析其结构特征及承力方向遥 结果院玉水平主要的坚韧韧带样结构是子

宫骶韧带袁其作用力方向在骶骨方向袁起主要的顶端固定作用袁而主韧带区域主要

是血管淋巴管及周围疏松结缔组织袁缺乏坚韧结缔组织结构袁其连接于髂内血管系

统曰域水平阴道侧方未发现坚韧结缔组织连接于盆筋膜腱弓袁盆筋膜腱弓是盆膈上

筋膜的边缘袁与闭孔内肌筋膜交界袁表面光滑袁紧贴肛提肌于近阴道中下三分之一

交界处融合于阴道筋膜遥 游离输尿管隧道时可以发现输尿管子宫动脉交叉附近位

置前后壁均有致密结缔组织结构袁即膀胱宫颈韧带袁固定膀胱三角的两个侧角袁起
自宫颈阴道而终止于膀胱肌层遥 结论院肛提肌上方的盆底筋膜韧带支撑主要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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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而成袁而肛提肌以上的筋膜韧带结构呈两个平行面袁可基于野阴道核心冶和野双

层吊床冶解剖特征进行盆底重建手术设计遥

咱关键词暂 摇 腹腔镜检查曰 阴道 辕 解剖学和组织学曰 骨盆底 辕 解剖学和组织学曰 骨盆

底 辕 外科学曰 子宫脱垂 辕 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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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燥怎早澡 糟燥灶灶藻糟贼蚤增藻 贼蚤泽泽怎藻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泽袁 憎澡蚤糟澡 憎葬泽 糟燥灶灶藻糟贼藻凿 贼燥 贼澡藻 蚤灶贼藻则灶葬造 蚤造蚤葬糟 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泽赠泽贼藻皂援 栽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灶燥 泽贼则燥灶早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泽 糟燥灶灶藻糟贼藻凿 贼燥 贼澡藻 贼藻灶凿蚤灶燥怎泽 葬则糟澡 燥枣 责藻造增蚤糟 枣葬泽糟蚤葬
渊粤栽云孕冤 葬贼 贼澡藻 造葬贼藻则葬造 泽蚤凿藻 燥枣 增葬早蚤灶葬造 憎葬造造 葬贼 造藻增藻造 域援 粤栽云孕 憎葬泽 贼澡藻 藻凿早藻 燥枣 贼澡藻
泽怎责藻则蚤燥则 枣葬泽糟蚤葬 燥枣 责藻造增蚤糟 凿蚤葬责澡则葬早皂袁 憎澡蚤糟澡 憎葬泽 遭燥怎灶凿藻凿 遭赠 贼澡藻 枣葬泽糟蚤葬 燥枣 贼澡藻 燥遭贼怎则葬贼燥则援
陨贼泽 泽怎则枣葬糟藻 憎葬泽 泽皂燥燥贼澡 葬灶凿 糟造燥泽藻 贼燥 贼澡藻 造藻增葬贼燥则 葬灶蚤 皂怎泽糟造藻 葬灶凿 枣怎泽藻泽 憎蚤贼澡 贼澡藻 增葬早蚤灶葬造
枣葬泽糟蚤葬 蚤灶 葬遭燥怎贼 燥灶藻 贼澡蚤则凿泽 燥枣 皂蚤凿凿造藻 造燥憎藻则 泽藻早皂藻灶贼泽 燥枣 贼澡藻 增葬早蚤灶葬援 宰澡藻灶 贼澡藻 怎则藻贼藻则
贼怎灶灶藻造 蚤泽 泽藻责葬则葬贼藻凿袁 凿藻灶泽藻 糟燥灶灶藻糟贼蚤增藻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泽 糟葬灶 遭藻 枣燥怎灶凿 蚤灶 遭燥贼澡 葬灶贼藻则蚤燥则 葬灶凿
责燥泽贼藻则蚤燥则 憎葬造造泽 灶藻葬则 贼澡藻 蚤灶贼藻则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怎则藻贼藻则 葬糟则燥泽泽 怎贼藻则蚤灶藻 葬则贼藻则赠袁 枣蚤曾蚤灶早 贼澡藻
遭蚤造葬贼藻则葬造 葬灶早造藻 燥枣 贼澡藻 遭造葬凿凿藻则 贼则蚤葬灶早造藻袁 泽贼葬则贼蚤灶早 枣则燥皂 贼澡藻 糟藻则增蚤曾 葬灶凿 增葬早蚤灶葬 葬灶凿 藻灶凿蚤灶早 蚤灶
贼澡藻 贼怎灶蚤糟葬 皂怎泽糟怎造葬则蚤泽 增藻泽蚤糟葬藻 怎则蚤灶葬则蚤葬藻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月葬泽藻凿 燥灶 贼澡藻 造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蚤糟
葬灶葬贼燥皂赠袁 贼澡藻 责藻造增蚤糟 枣造燥燥则 枣葬泽糟蚤葬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泽怎责责燥则贼 葬遭燥增藻 贼澡藻 造藻增葬贼燥则 葬灶蚤 皂怎泽糟造藻 糟葬灶 遭藻
糟燥灶泽蚤凿藻则藻凿 皂葬蚤灶造赠 葬则燥怎灶凿 贼澡藻 增葬早蚤灶葬袁 葬灶凿 枣葬泽糟蚤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葬遭燥增藻 贼澡藻 造藻增葬贼燥则 葬灶蚤 皂怎泽糟造藻
糟葬灶 遭藻 泽蚤皂责造赠 糟燥灶泽蚤凿藻则藻凿 葬泽 贼憎燥 责葬则葬造造藻造 责造葬灶藻泽 枣燥则皂蚤灶早 葬 野凿燥怎遭造藻 澡葬皂皂燥糟噪冶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袁

窑园猿猿窑 摇 摇 摇 浙江大学学报渊医学版冤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在澡藻躁蚤葬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渊酝藻凿蚤糟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冤



憎澡蚤糟澡 皂葬赠 责则燥增蚤凿藻 皂燥则藻 葬灶葬贼燥皂蚤糟 凿葬贼葬 枣燥则 责藻造增蚤糟 枣造燥燥则 则藻糟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援
咱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暂 摇 蕴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赠曰 灾葬早蚤灶葬 辕 葬灶葬贼燥皂赠 驭 澡蚤泽贼燥造燥早赠曰 孕藻造增蚤糟 枣造燥燥则 辕 葬灶葬贼燥皂赠 驭
澡蚤泽贼燥造燥早赠曰 孕藻造增蚤糟 枣造燥燥则 辕 泽怎则早藻则赠曰 哉贼藻则蚤灶藻 责则燥造葬责泽藻 辕 藻贼蚤燥造燥早赠

咱允 在澡藻躁蚤葬灶早 哉灶蚤增 渊酝藻凿 杂糟蚤冤袁 圆园员愿袁源苑渊源冤院猿圆怨鄄猿猿苑援 暂

摇 摇 盆腔器官脱垂是妇科常见疾病之一袁严重影

响患者生活质量遥 盆底重建手术是治疗中重度盆

腔器官脱垂的重要手段遥 孕藻贼则燥泽 等咱员鄄圆暂 认为袁筋膜

韧带结构破坏是盆腔器官脱垂的直接原因袁手术

目的是修复受损的韧带筋膜袁从而恢复其正常解

剖结构遥 此类手术的策略取决于对盆底解剖结构

的认识程度遥 员怨怨圆 年袁阅藻蕴葬灶糟藻赠咱猿暂 通过尸体解剖

对女性盆底支撑结构进行了研究袁他认为袁阴道可

分为上尧中尧下渊玉尧域尧芋冤三个水平院玉水平主要

通过子宫骶韧带及主韧带将阴道顶端悬挂于盆

壁袁域水平阴道中段连接于盆筋膜腱弓提供水平

支持袁而芋水平的阴道固定于肛提肌会阴体等起

到固定阴道下段的作用遥 现有的盆底重建手术方

法大多基于上述阴道三水平的解剖理论袁如 圆园员源
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盆底学组发布的

叶盆腔器官脱垂的中国诊治指南渊草案冤曳中明确

指出阴道三水平理论是盆腔器官脱垂重建手术的

基础咱源暂 曰圆园员远 年德国尧瑞士和澳大利亚妇产科学

会以及 圆园员苑 年美国妇科泌尿协会关于盆腔器官

脱垂的临床指南中的一些治疗策略也基于此咱缘鄄远暂 遥
然而袁阴道三水平理论中仍有诸多问题尚待解释袁
如耻骨宫颈筋膜尧阴道直肠隔是否存在袁阴道旁支

持是否存在袁主韧带是否为真正的韧带袁子宫骶韧

带的具体附着位置等袁导致手术方式多种多样袁操
作标准不易控制袁手术质量难以保障遥 进一步的

解剖研究是盆底重建手术发展的迫切需要遥
由于肛提肌与阴道下段尧肛管及尿道的肌肉

组织融合形成整体结构咱猿暂 袁一般不适合作为盆底

修复的层面袁因此盆底支撑的可修复关键结构基

本位于肛提肌水平之上遥 腹腔镜间隙手术的发展

使我们可以通过间隙解剖获得肛提肌上方结构的

直观印象袁同时可以在术中通过牵拉相关组织来

判断承力方向及强度遥 本研究在对宫颈癌患者行

腹腔镜下 悦 型子宫切除和淋巴结清扫的同时基

于间隙解剖暴露部分阴道三水平理论中的关键结

构袁判断这些结构的形态特征及承力方向袁为盆腔

器官脱垂重建手术提供依据遥
员摇 对象与方法

员援 员摇 对摇 象

圆园员苑 年 苑 月至 圆园员愿 年 愿 月袁共观察因宫颈癌

行腹腔镜下 悦 型子宫切除和淋巴结清扫的患者

圆园 例袁其中浙江省人民医院 员园 例袁云南省第一人

民医院 源 例袁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猿 例袁河
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猿 例遥 圆园 例患者的平均年龄

为渊缘园 依怨冤岁渊猿圆 耀 远远 岁冤曰平均体质指数为渊圆猿 依
源冤噪早 辕 皂圆渊员缘援 远园 耀 猿源援 愿园 噪早 辕 皂圆 冤曰平均足月妊娠

次数为渊圆援 圆 依 员援 园冤次渊员 耀 源 次冤袁经阴道分娩 园 次

圆 例渊剖宫产分娩冤尧员 次 源 例尧圆 次 愿 例尧猿 次 猿 例尧
源 次 猿 例曰宫颈癌病理类型为鳞癌 员怨 例尧腺癌

员 例曰国际妇产科联盟渊圆园园怨 年冤临床分期为玉月圆
期 缘 例尧域粤员 期 愿 例尧域粤圆 期 苑 例遥

所有患者均无症状性盆腔器官脱垂袁无重度

盆腔粘连影响解剖结构的判断袁无子宫切除或盆

腔腹膜外手术史袁无巨大盆腔淋巴结转移影响间

隙暴露遥 所有患者都基于间隙解剖充分打开膀胱

侧间隙渊粤 间隙冤尧直肠侧间隙渊月 间隙冤尧冈林间

隙渊悦 间隙冤尧阴道旁间隙渊阅 间隙冤尧直肠阴道间

隙及膀胱阴道间隙渊图 员冤 咱苑暂 袁暴露主韧带尧子宫骶

韧带及膀胱宫颈韧带等结构遥 闭孔淋巴结清扫至

暴露闭孔内肌筋膜尧盆膈上筋膜尧盆筋膜腱弓及骶

棘韧带遥 所有患者对手术知情并同意遥
员援 圆摇 腹腔镜手术及解剖方法

采用 运葬则造 杂贼燥则扎 高清电视腹腔镜进行手术遥
以自然间隙入路暴露相关结构遥 首先沿髂外血管

外侧打开盆腔腹膜并向内侧牵拉袁同时将输尿管

从髂血管系统游离并拉至内侧遥 然后按照宫颈癌

手术解剖分别打开 粤尧月 间隙至盆底肌肉韧带或

髂内静脉表面袁打开 悦 间隙表面腹膜后以自然间

隙钝性分离达盆底水平袁并且与 粤尧月 间隙相通遥
打开膀胱腹膜返折及子宫直肠陷窝腹膜返折袁以
自然间隙下推膀胱至暴露阴道中上段并充分打开

窑员猿猿窑赵小峰袁等援 腹腔镜下间隙解剖观察阴道三水平理论的关键解剖结构



摇 摇 粤 间隙院膀胱侧间隙曰月 间隙院直肠侧间隙曰悦 间隙院冈
林间隙曰阅 间隙院阴道旁间隙援
图 员摇 宫颈癌手术几个主要间隙的示意图
云蚤早怎则藻 员摇 杂糟澡藻皂葬贼蚤糟 凿蚤葬早则葬皂 燥枣 贼澡藻 皂葬蚤灶 灶葬贼怎则葬造

泽责葬糟藻泽 蚤灶 造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则早藻则赠 枣燥则 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糟葬灶糟藻则

阅 间隙袁下推直肠至近肛提肌水平并同时紧贴子

宫骶韧带打开子宫骶韧带内侧间隙遥 完成淋巴结

清扫和间隙游离后自子宫动脉髂内动脉起始部离

断并内翻游离至输尿管交叉内侧遥
淋巴结清扫时先沿髂内动脉及侧脐韧带外侧

打开闭孔间隙内侧并直达闭孔内肌尧髂尾肌及骶

棘韧带水平遥 以闭孔自然间隙清扫淋巴结至暴露

骶棘韧带尧尾骨肌及盆筋膜腱弓遥 暴露盆筋膜腱

弓后使用钝性分离腱弓周围结构及髂尾肌表面脂

肪组织袁并继续往内侧清除阴道中段表面脂肪组

织袁过程中不破坏坚韧结构遥
员援 猿摇 观察方法

充分打开 粤尧月 间隙后可以观察主韧带袁月尧悦
间隙间为输尿管及其系膜袁而 悦 间隙和直肠间为

子宫骶韧带袁粤尧阅 间隙之间主要为膀胱宫颈韧带遥

充分暴露这些韧带后观察这些韧带的形态及质

地袁可牵拉感受承力方向及强度遥 闭孔淋巴结清

扫完成后袁见到从坐骨棘到耻骨内侧面增厚白色

线状结构就是盆筋膜腱弓袁其上为闭孔内肌筋膜袁
而其下为盆膈上筋膜遥 坐骨棘和骶骨之间为骶棘

韧带遥 骶棘韧带上缘为坐骨大孔袁其内通过髂内

血管分支尧骶神经尧阴部神经及梨状肌等遥 沿着盆

膈上筋膜向内侧暴露可以见到盆膈上筋膜和阴道

壁筋膜之间的关系遥
圆摇 结摇 果

圆援 员摇 域水平阴道侧方未发现独立结构连接于盆

筋膜腱弓袁而是阴道壁筋膜在肛提肌水平直接与

盆膈上筋膜融合

在髂内动脉外侧行闭孔内侧界限游离时发现

自然间隙直达盆底袁容易暴露闭孔内肌尧髂尾肌尧
髂内血管及其分支袁更深部是骶棘韧带袁而内侧是

膀胱及阴道侧壁渊图 圆粤 耀 阅冤遥 清扫闭孔淋巴结

时沿着闭孔内肌及髂尾肌筋膜表面轻轻推离脂肪

组织即可暴露盆筋膜腱弓渊图 猿粤尧月冤遥 盆筋膜腱

弓变异较大袁部分患者仅筋膜轻度增厚遥 所有患

者均未发现明确的致密结构连接于盆筋膜腱弓

渊图 猿粤 耀 匀冤遥 暴露盆筋膜腱弓后继续往内侧钝

性游离脂肪组织袁避免破坏其中的致密结缔组织遥
这层脂肪之下为髂尾肌及其筋膜遥 部分患者可以

发现在脂肪中间存在单片或多片长短不一的薄片

状致密结缔组织渊图 猿月尧阅尧耘尧郧冤袁这些结缔组织

与阴道两侧相连接并融合于盆膈上筋膜表面遥 牵

拉阴道时可以发现这部分结构与盆膈上筋膜一起

被拉动袁而一般情况下切断这些薄片结构并不影

响牵拉阴道时的阻力袁其阻力主要来自盆膈上筋

摇 摇 砸耘陨灾院右侧髂外静脉曰砸耘陨粤院右侧髂外动脉曰韵孕哉粤院脐动脉闭塞部曰韵陨院闭孔内肌曰韵晕院闭孔神经曰粤韵灾院副闭孔静脉曰粤栽云孕院盆筋

膜腱弓曰韵杂院闭孔间隙援 沿着髂内动脉及 韵孕哉粤 外侧容易找到闭孔内侧间隙渊粤冤援 由浅入深可以基本暴露闭孔的主要结构袁如 韵晕尧
闭孔动静脉袁闭孔内侧为膀胱侧壁渊月尧悦冤援 闭孔底部从头侧至尾侧可以骶棘韧带为界分为三部分袁骶棘韧带头侧为坐骨大孔的

位置袁这个部位血管 为丰富袁闭孔淋巴结清扫的 后阶段可彻底游离这个位置曰中部为骶棘韧带袁尾部为肛提肌袁中部及尾部

表面一般均无明显血管袁游离闭孔内侧间隙时可直达底部渊悦尧阅冤袁可暴露底部肌肉及 粤栽云孕援 粤栽云孕 的上方为 韵陨袁下方为肛提肌援
图 圆摇 闭孔内侧间隙腹腔镜下所见
云蚤早怎则藻 圆摇 蕴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蚤糟 藻曾责燥泽怎则藻 燥枣 蚤灶贼藻则灶葬造 燥遭贼怎则葬贼燥则 泽责葬糟藻

窑圆猿猿窑 摇 摇 摇 浙江大学学报渊医学版冤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在澡藻躁蚤葬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渊酝藻凿蚤糟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冤



膜袁牵拉阴道时盆膈上筋膜以整体方式被拉动袁而
盆筋膜腱弓没有独立被牵拉袁力量方向主要是前

方的耻骨及往后的骶尾骨方向遥 在清除髂尾肌表

面脂肪组织时继续往内容易清除掉阴道中段表面

脂肪组织遥 清除这部分脂肪组织后可以清晰见到

阴道中下段周围有坚韧且明显增厚的结缔组织袁
直接延续于盆膈上筋膜渊图 源粤 耀 云冤遥 在横行离断

这个水平的阴道时可以发现阴道两侧壁较厚的致

密结缔组织延续于盆膈上筋膜渊图 源郧尧匀冤遥
基于这些发现可以认为域水平阴道旁并没有

独立的结构连接于盆筋膜腱弓袁盆筋膜腱弓是盆

膈上筋膜的边缘遥 在肛提肌水平阴道壁筋膜直接

与盆膈上筋膜融合袁而不是耻骨宫颈筋膜向两侧

连接于盆筋膜腱弓遥 另外在膀胱阴道间隙及直肠

阴道间隙的游离过程中均可以发现疏松的自然间

隙 渊图源耘尧云冤 袁这个自然间隙之外很难在阴道壁

摇 摇 粤栽云孕院盆筋膜腱弓曰韵灾院闭孔静脉曰杂云月院短纤维束曰杂杂蕴院骶棘韧带曰韵晕院闭孔神经曰杂云孕阅院盆膈上筋膜援 闭孔血管周围淋巴结

清除后闭孔底部一般可以清晰暴露袁特别是中部及尾侧袁闭孔血管深部一般没有较大的血管袁杂杂蕴 及肛提肌表面为一层脂肪组

织渊粤尧月冤曰去除这层脂肪组织后可以清晰观察 粤栽云孕 周围的结构袁主要包括 粤栽云孕尧杂云月尧杂杂蕴尧杂云孕阅渊悦 耀 云冤袁而在 杂杂蕴 表面可见或

者不见薄层的肌肉结构就是尾骨肌渊云 耀 郧冤曰粤栽云孕 变异较大袁部分患者仅见轻度的筋膜增厚渊云尧匀冤袁所有患者均未见坚韧的结

构连接阴道壁与 粤栽云孕援
图 猿摇 不同形态的盆筋膜腱弓及其周围组织腹腔镜下所见
云蚤早怎则藻 猿摇 阅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噪蚤灶凿泽 燥枣 贼藻灶凿蚤灶燥怎泽 葬则糟澡 燥枣 责藻造增蚤糟 枣葬泽糟蚤葬 葬灶凿 则藻造葬贼藻凿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泽 怎灶凿藻则 造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藻

摇 摇 杂云孕阅院盆膈上筋膜曰酝灾云院阴道中段筋膜曰韵灾院闭孔静脉曰阅哉灾院子宫深静脉曰哉杂蕴院子宫骶韧带曰杂孕院骶丛曰粤栽云孕院盆筋膜腱弓曰
杂杂蕴院骶棘韧带援 杂云孕阅 与 酝灾云 结构相连续袁未发现明确界限袁呈坚韧致密的筋膜组织袁这个延续的筋膜在阴道中下段形成明显致

密并且具有一定厚度的筋膜层渊粤 耀 阅冤曰从宫颈开始游离阴道前后壁时可以在膀胱与阴道之间及直肠与阴道之间发现自然间隙

渊耘尧云冤袁这个间隙可以到达阴道中段肛提肌水平袁阴道前后壁筋膜直接向下延续至 酝灾云 及 杂云孕阅曰广泛子宫切除横断阴道时可

以发现阴道残端侧壁筋膜结构明显增厚直接延续至 酝灾云 及 杂云孕阅渊郧尧匀冤援
图 源摇 阴道筋膜及盆膈上筋膜腹腔镜下所见
云蚤早怎则藻 源摇 灾葬早蚤灶葬造 枣葬泽糟蚤葬 葬灶凿 泽怎责藻则蚤燥则 枣葬泽糟蚤葬 燥枣 责藻造增蚤糟 凿蚤葬责澡则葬早皂 怎灶凿藻则 造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藻

窑猿猿猿窑赵小峰袁等援 腹腔镜下间隙解剖观察阴道三水平理论的关键解剖结构



中再找出一个疏松间隙袁因此耻骨宫颈筋膜尧直肠

阴道隔与阴道前后壁筋膜之间没有明确界限袁而
是作为整体组织并在阴道侧壁融合形成环形结构

渊图 源耘 耀 匀冤遥
圆援 圆摇 玉水平的主要支持结构是子宫骶韧带袁主韧

带方向无致密结构

基于传统理论袁主韧带从宫颈尧阴道上段开始

沿子宫动静脉向盆侧壁越过髂内血管而连接于盆

侧壁袁形成强壮的宫颈侧方支撑咱愿暂 遥 闭孔淋巴结

清扫时发现髂血管外侧与盆壁之间缺乏致密结缔

组织连接遥 宫颈癌手术 粤尧月 间隙可以通过钝性

分离直达盆底或髂内静脉系统渊图 缘粤尧月冤袁粤尧月
间隙之间由浅入深暴露子宫动脉尧子宫浅静脉及

子宫深静脉渊图 缘悦 耀 云冤遥 子宫血管靠近髂内部

分周围均为疏松结缔组织袁缺乏致密的韧带样结

构遥 悦 间隙在输尿管下方推开后即与 月 间隙连通

渊图 缘粤尧月冤袁离断子宫动脉及子宫浅静脉后 粤尧月尧
悦 间隙及闭孔间隙可以连通成为一个间隙渊图

缘郧尧匀冤遥 因此传统主韧带方向并不存在具有承力

作用的韧带结构袁子宫静脉在子宫骶韧带子宫颈

阴道端穿行于韧带内遥 宫颈及阴道上段与骨盆壁

的唯一强壮韧带连接是子宫骶韧带袁其承力点在

骶骨方向遥
继续充分打开膀胱阴道间隙尧阅 间隙尧直肠阴

道间隙后可观察子宫骶韧带及宫颈阴道侧方结

构遥 自此袁可更细致地观察宫颈尧阴道中上部尧骶
棘韧带尧子宫骶韧带尧主韧带尧髂尾肌尧尾骨肌尧盆
筋膜腱弓及阴道短纤维束等各结构之间的关系遥
去除疏松脂肪组织及髂内静脉周围的疏松组织可

以发现袁子宫骶韧带为强抗牵拉力的扇形致密结

缔组织袁子宫深静脉穿出坚韧结缔组织后进入髂

内静脉或闭孔静脉袁其方向与坚韧的韧带结构成

一定夹角而不是重叠渊图 缘郧尧匀冤遥 多数患者这个

坚韧的韧带结构渊子宫骶韧带冤主要部分与骶棘

韧带中内侧重叠袁所有患者均未发现子宫骶韧

带直接连接至坐骨棘渊图 缘悦 耀 云冤遥 骶棘韧带中

外侧表面去除疏松脂肪组织后可见表面薄层的

肌纤维为尾骨肌袁也有部分患者大部分肌纤维

缺失袁直接见骶棘韧带遥 坐骨棘与宫颈阴道侧

壁之间缺乏致密结构连接遥 所有子宫骶韧带的

承力方向均为骶骨袁主韧带方向至盆筋膜腱弓

均缺乏坚韧结构遥

摇 摇 粤 间隙院膀胱侧间隙曰月 间隙院直肠侧间隙曰悦 间隙院冈林间隙曰阅 间隙院阴道旁间隙曰哉杂蕴院子宫骶韧带曰韵晕院闭孔神经曰砸陨陨灾院右
侧髂内静脉曰砸耘陨灾院右侧髂外静脉曰阅哉灾院子宫深静脉曰韵灾院闭孔静脉曰杂杂蕴院骶棘韧带曰杂哉灾院子宫浅静脉曰灾灾孕院膀胱静脉丛曰哉粤院子
宫动脉曰韵杂院闭孔间隙曰砸陨陨粤院右侧髂内动脉曰酝灾云院阴道中段筋膜曰杂孕院骶丛援 按照宫颈癌手术打开 粤尧月尧悦尧阅 间隙袁发现 粤尧月尧悦 间

隙均可直接通过自然间隙到达盆底渊粤尧月冤援 粤 辕 月 间隙之间的界限为子宫血管袁由浅入深分别为 哉粤尧杂哉灾 及 阅哉灾渊悦 耀 云冤曰月 辕 悦 间

隙之间的界限为输尿管及其系膜渊粤尧月冤曰阅 间隙与其他间隙之间的界限为膀胱宫颈韧带及膀胱静脉丛渊月冤曰韵杂 与 粤 间隙之间的

界限为髂内动脉及其系膜结构援 分离这些界限后 粤尧月尧悦尧阅 间隙融合援 充分游离 韵杂 后可以在闭孔底部的头侧完全暴露 阅哉灾尧
杂哉灾尧韵灾尧灾灾孕 和髂内静脉袁可以发现这些血管之间的关系渊悦 耀 匀冤援 这些血管均在闭孔底部头侧袁即坐骨大孔附近的位置汇入髂

内静脉袁周围均未发现明显致密的韧带样结构曰在离断子宫动脉袁充分暴露各间隙后可发现 哉杂蕴 与 阅哉灾 成一定的夹角袁之间有疏

松自然间隙渊月 辕 悦 间隙融合冤渊郧尧匀冤袁而 哉杂蕴 具有强大的抗牵拉力援
图 缘摇 子宫骶韧带及子宫血管周围组织腹腔镜下所见
云蚤早怎则藻 缘摇 粤灶葬贼燥皂赠 燥枣 怎贼藻则燥泽葬糟则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葬灶凿 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泽赠泽贼藻皂 葬则燥怎灶凿 怎贼藻则怎泽 怎灶凿藻则 造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藻

窑源猿猿窑 摇 摇 摇 浙江大学学报渊医学版冤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在澡藻躁蚤葬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渊酝藻凿蚤糟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冤



圆援 猿摇 膀胱宫颈韧带存在并固定膀胱三角的两侧角

游离输尿管隧道时可以发现输尿管子宫动脉

交叉附近位置前后壁均有致密结缔组织结构袁这部

分致密结缔组织结构即为膀胱宫颈韧带渊图 远粤 耀
阅冤袁固定膀胱三角的两个侧角袁起自宫颈阴道而

终止于膀胱肌层遥 离断膀胱宫颈韧带后可以连同

膀胱提起输尿管遥 膀胱与主韧带之间组织疏松袁
但是其中可以见到变异较大的膀胱中静脉袁静脉直

径及分支数目均存在较大的变异渊图 缘耘尧云冤遥
猿摇 讨摇 论

盆底重建手术的 大障碍在于对盆底筋膜韧

带生理支撑结构的理解不足遥 高清腹腔镜的发展

及腹腔镜手术技术的成熟带来了基于自然间隙的

无血解剖性手术遥 宫颈癌的 悦 型子宫切除要求

紧贴盆底进行宫颈及阴道旁组织切除袁为我们直

视下观察肛提肌上方的筋膜韧带结构提供了可

能遥 研究已经证实袁阴道下段也就是 阅藻蕴葬灶糟藻赠 阴

道三水平理论的第芋水平与肛提肌融合而没有明

确界限袁肛提肌的修复目前通常认为不恰当遥 因

此盆底缺陷的修复主要在于玉尧域水平遥 阴道三

水平盆底解剖理论中玉尧域水平均在肛提肌之上袁
而这个部分也是盆底手术的核心遥

阴道三水平理论的域水平强调阴道侧方支

持袁即耻骨宫颈筋膜固定于盆侧壁袁特别是强调盆

筋膜腱弓的支持咱猿袁怨鄄员园暂 袁但是本研究发现盆筋膜腱

弓并无坚韧结构连接于阴道侧面袁而仅仅是髂尾

肌筋膜和闭孔内肌筋膜交界的位置袁是髂尾肌筋

膜的边缘遥 有学者报道采用磁共振三维重建技术

也发现在自然状态及 大瓦尔萨尔瓦动作

渊增葬造泽葬造增葬 皂葬灶藻怎增藻则冤时阴道和盆筋膜腱弓并不在

一个平面上咱员员鄄员圆暂 袁这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阴道侧

壁可能不是固定于盆筋膜腱弓的证据遥
在玉水平袁阴道三水平理论强调主韧带和子

宫骶韧带共同起到悬挂顶端的作用遥 然而在腹腔

镜下袁本研究发现主韧带仅仅是血管尧淋巴管及周

围的疏松结缔组织袁这个方向未发现有连接于盆

侧壁的致密结缔组织束袁而子宫骶韧带是强壮的

结缔组织束袁连接于骶骨方向遥 如此则将复杂的

玉水平支持简化为以子宫骶韧带单个结构为核心

的支持遥 哉皂藻噪 等咱员猿暂 及谢冰等咱员源暂 采用磁共振三

维重建技术分别发现超过 愿缘豫 及 怨远豫 的子宫骶

韧带附着点重叠于骶棘韧带遥 本研究在腹腔镜下

也发现子宫骶韧带的骶骨端与骶棘韧带骶骨端几

乎重叠遥 结合骶棘韧带的骶骨端位置及肛提肌骶

骨端的连接位置袁我们发现在生理状态下玉水平

通过子宫骶韧带固定的位置正好接近坐骨棘水

平袁而这里也是肛提肌和骶棘韧带的骶骨端袁有
强壮的韧带结构袁并且相对远离输尿管和重要

的神经遥
从腹腔镜下的发现来看袁阴道中上段并没有

天然界限分为两个部分袁阴道上段的主韧带支持

不占主要地位袁阴道中段的水平支持也没有被证

实曰而在阴道中下段袁也就是阴道三水平理论的

域尧芋水平交界处袁可以看到盆膈上筋膜直接融合

于阴道壁筋膜遥 因此袁玉水平和域水平实际上并

没有天然的界限袁其间阴道壁筋膜是连续的袁而且

也没有独立的阴道周围支撑结构袁肛提肌上的盆

底筋膜韧带支持主要以宫颈阴道为核心遥
生理状况下袁通常阴道前壁短而厚实袁后壁宽

大且薄弱袁阴道中上段接近水平袁贴伏于肛提肌平

面遥 结合腹腔镜下肛提肌以上水平的解剖发现袁
我们认为肛提肌以上水平的盆底筋膜韧带支持有

两个筋膜平面院一个是从耻骨下方的盆膈上筋膜

摇 摇 灾悦蕴院膀胱宫颈韧带曰阅哉灾院子宫深静脉援 在输尿管隧道附近的输尿管周围存在致密的结缔组织袁连接膀胱角部和宫颈阴道侧壁

渊融合于骶主韧带复合体宫颈端冤袁也就是 灾悦蕴袁其两侧都是疏松间隙结构援
图 远摇 膀胱宫颈韧带腹腔镜下所见
云蚤早怎则藻 远摇 粤灶葬贼燥皂赠 燥枣 增藻泽蚤燥糟藻则增蚤曾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怎灶凿藻则 造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藻

窑缘猿猿窑赵小峰袁等援 腹腔镜下间隙解剖观察阴道三水平理论的关键解剖结构



开始到阴道中下交界处融合于阴道壁袁经阴道前

壁延续至子宫颈袁通过双侧子宫骶韧带终止于骶

前侧部袁大概坐骨棘水平曰第二个平面就是盆膈上

筋膜袁也是从耻骨下缘开始袁沿肛提肌延续至骶前

筋膜遥 这两个平面的起点位置相同袁而终点位置

邻近袁形成了肛提肌之上盆底筋膜韧带支持典型

的野双层吊床冶样结构遥 阴道后壁则作为双层吊

床之间的一个隔层袁生理状况下很少受到腹腔压

力作用遥
野阴道核心冶及野双层吊床冶观点以新的视角

探讨了盆腔器官的解剖基础袁对于理解盆腔器官

脱垂机制及制订重建手术策略有一定的意义遥 肛

提肌上方的盆底缺陷容易发生在第一层吊床部

位遥 第一层吊床的前部连接于耻骨下缘袁这个位

置有厚实的盆膈上筋膜袁不容易发生缺陷遥 大多

数的缺陷发生于阴道前壁中上段袁也就是吊床的

床体部位袁临床表现为膀胱膨出遥 而另一个容易

发生的盆底缺陷部位是子宫骶韧带袁也就是吊床

的后吊绳部位袁临床表现为顶端脱垂遥 因此阴道

壁修复关键是阴道前壁中上段的修补袁后壁生理

情况下很少直接受到腹腔压力的影响袁单独发生

缺陷比较少见遥 因为后壁先天薄弱袁一般也不

需要网片加强或强化缝合袁只需要缩小膨大部

分即可遥 对于顶端缺陷的修复袁生理顶端固定

关键结构是子宫骶韧带袁子宫骶韧带主体大多

同骶棘韧带中内侧部重叠并延续于骶前筋膜袁
这个位置是顶端支持 符合生理并且相对强壮

的位置之一袁同时也是相对安全的位点袁可认为

野黄金三角冶渊图 苑粤 耀 悦冤袁骶丛尧阴部神经尧阴部

内动静脉均在其外侧向坐骨棘方向行走 渊图

苑阅冤遥 腹腔镜下缝合时在子宫骶韧带中内段内

侧沿着韧带方向进出针可以很好地避免影响神

经血管遥 盆膈上筋膜有肛提肌保护很少发生症

状性缺陷遥 建议盆腔器官脱垂患者行广泛子宫

切除阴道中上段或者拟行阴道封闭术时袁可以

在这个水平将阴道前后壁筋膜缝合在一起袁封
闭第二层吊床的出口遥

本研究从 阅藻蕴葬灶糟藻赠 尸体解剖发现的阴道三

水平理论出发袁通过少数病例的腹腔镜下解剖及

承力方向检测验证该解剖理论的几个关键结构袁
发现玉尧域水平几个关键解剖结构不可证实遥 基

于腹腔镜下解剖发现我们提出了新的解剖理解袁
但是不同个体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变异袁因此需要

在不同年龄尧不同分娩史的个体中进一步验证遥
基于新的解剖理解提出的手术策略也有待大样本

临床实践来证实遥

摇 摇 哉杂蕴院子宫骶韧带曰杂杂蕴院骶棘韧带曰韵晕院闭孔神经曰砸耘陨灾院右侧髂外静脉曰陨孕粤院阴部内动脉曰晕孕院阴部神经曰杂孕院骶丛曰陨孕灾院阴部内

静脉曰郧杂云院坐骨大孔援 玉水平的固定是盆底修复的核心内容之一袁顶端固定的结构是 哉杂蕴渊粤尧月冤袁而 哉杂蕴 骶骨端大部分同 杂杂蕴 骶

骨端重叠渊悦冤袁闭孔底部的解剖已经发现血管丛主要位于闭孔底部头侧袁也就是 郧杂云 的位置袁而 郧杂云 的解剖可以发现其间穿行

杂孕尧晕孕尧陨孕粤 和 陨孕灾袁神经深部为梨状肌渊阅冤援 在 杂杂蕴 的深面袁郧杂云 的神经和血管均走向外侧坐骨棘方向袁因此 杂杂蕴 的中内侧袁特别

是尾侧部分没有重要的血管神经袁而这个位置正好是 哉杂蕴 中段渊粤尧月 圆圈所示位置冤袁这时候如果缝合针的方向与骶骨平行袁则
很少可能缝合到神经或大血管袁因此子宫骶韧带中段内侧是顶端固定的野黄金三角冶援
图 苑摇 腹腔镜下盆底修复顶端固定野黄金三角冶
云蚤早怎则藻 苑摇 野郧燥造凿藻灶 贼则蚤葬灶早造藻冶 燥枣 葬责蚤糟葬造 枣蚤曾葬贼蚤燥灶 蚤灶 造葬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蚤糟 责藻造增蚤糟 枣造燥燥则 则藻责葬蚤则

志谢摇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渊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冤黄翀医生为本文绘制宫颈癌手术几

个主要间隙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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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消摇 息窑
浙江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成立

圆园员愿 年 远 月 猿园 日袁浙江大学与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共同建设的浙江大学健康医

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在杭州宣布成立遥 浙江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的使命是对海量复杂的健

康医疗数据进行智能处理尧信息挖掘和产业应用袁为公众健康尧临床实践渊疾病诊断和治疗冤尧政府决策

提供支撑袁并促进学科发展尧培养健康医疗领域的交叉复合型人才遥 为此袁研究院将打造数据管理尧数据

挖掘和人工智能尧数据关联整合三大共享式的公共技术平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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