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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保肛术后吻合 口瘘 1 1例分析 

于智勇，魏 屹，许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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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直肠癌保肛术后吻合 口瘘发生的原因、诊断、处理及预防措施。方法：对 2002年 1月至 2009年 8月施行直 

肠癌保肛手术后吻合口瘘11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直肠保肛术后吻合口瘘发生率为9．8％，其中l0例经非 

手术治疗痊愈，1例再次手术治疗痊愈。结论 ：充分的术前准备，重视吻合 口的血运、张力，正确使用吻合器，合理选放引流管 

是防止瘘发生的关键。及时有效的引流，绝大多数可获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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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nagement of anastomotic leakage after anus-preserving operation in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a report of 1 1 cases 

YU Zhi—yong，WEI Yi，XU Cheng—wei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management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anastomotic leakage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for rectal cancer．Methods：From Jan．2002 to Aug．2009．1 1 cases of anastomic leakage after 1 12 cases of anus—preserving oper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Results：The incidence of anastomotic leakage was 9．8％ ．Ten of the cases received non·surgical 

treatment and 1 case recovered after re—operation．Conclusions：Adequate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proper attention to the blood supply 

and tension of the anastomosis，rational use of the stapler，reasonable selection of the drainage tube are key to the prevention of fistula． 

By effective and timely drainage，most of the anastomotic leakage can be c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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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对直肠肛管解剖生理和直肠癌转 

移规律的深入研究，以及手术技巧和手术方法的改 

进，器械设备的更新，吻合器的应用和全直肠系膜切 

除(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的推广，直肠癌的 

手术保肛率明显提高，但吻合口瘘仍然是其术后常 

见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 2．0％ ～14．8％⋯。发 

生吻合口瘘后，可造成腹腔及盆腔的严重感染，极易 

引起肠粘连、肠梗阻及吻合口狭窄等，临床上不易处 

理 j，并且增加了术后肿瘤局部复发的机会，降低 

了患者术后 5年生存率 。2002年 1月至2009年 

8月，我院行直肠癌保肛手术 112例，其中 11例术 

后出现吻合口瘘，现就发生吻合口瘘的原因及防治 

措施作一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吻合口瘘 11例，其中男 7例， 

女4例；年龄40～78岁。60岁以上者 74例。原发 

肿瘤距齿状线 <5 cm 5例，5～10 cm 4例，>10 cm 

2例。吻合方式：手工缝合 3例，吻合器吻合 8例。 

病理类型：乳头状腺癌 6例，黏液腺癌 3例，印戒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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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癌 1例，小细胞癌 1例。组织学类型：高分化癌 

5例，中分化癌 4例，低分化癌 2例。Dukes A期 2 

例，B期 3例，C期 6例。合并高血压 5例，糖尿病 

4例，低蛋白血症 1例。 

1．2 手术方式 吻合口位置在腹膜外者(腹膜外 

吻合组)95例，在腹腔内者(腹腔内吻合组)17例。 

本组以吻合器吻合 92例，其中完成器械吻合后，再 

于肠吻合口行手工间断缝合加固者34例；行手工缝 

合加固者 58例。以手工吻合(手工吻合组)20例。 

1．3 吻合 口瘘发生情况 发生于术后 2～16天。 

其中 7例有持续数 日至数周的发热，体温 37～ 

39．5℃；9例有肛周及骶尾部、会阴部的疼痛和不 

适感；4例直肠指诊可触及瘘口；11例均由腹腔及骶 

前引流管引出混浊脓样及粪水样引流物，排便后引 

流量增多。血常规显示 WBC升高[(10．0～15．0) 

×10 ／L]和中性粒细胞升高(0．70～0．85)。 

1．4 治疗 本组 11例吻合口瘘，有 1例在观察过 

程中出现腹膜炎体征和引流管不畅，行剖腹探查，于 

盆腔及骶前间隙重新放置引流管后，行横结肠双腔 

造口术，引流管于第 15天拔除，术后 5个月成功闭 

瘘，恢复肠管的连续性。另外 10例给予抗感染、早 

期禁食和静脉内营养、后期过渡到肠内营养(能全 

素)支持等全身治疗，同时经双套管、双腔引流管局 

部持续低压冲洗和吸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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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本组患者术后 ll例(9．8％)发生吻合 口瘘。 

1例行手术治疗后痊愈，10例行非手术治疗治愈，平 

均愈合时间为27天(15～75天)。 

3 讨论 

3．1 吻合口瘘发生的影响因素 

3．1．1 吻合口张力或压力因素 低位直肠癌切除 

后远端直肠缺乏浆膜层保护，对张力耐受力差，容易 

引起吻合口瘘。郭润生等 报道在远端直肠长度 

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近端结肠切除长度的增加，结肠 

直肠吻合口张力增大，瘘的发生率递增，说明吻合口 

张力过 大是 引起 吻合 口瘘 的主要 原 因之 一。 

Montemurro等 报道吻合术后直肠腔内压力过高及 

蠕动恢复后肠内容物集聚可影响吻合口愈合。 

3．1．2 年龄因素 年龄越大，组织愈合能力越差， 

抗感染能力也越差；且术前合并全身性疾病的机会 

也增加，一般状况较差。本组年龄超过60岁的吻合 

口瘘发生率 (12．1％)高于 60岁以下者(5．2％)。 

同时存在贫血、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糖尿病等患者 

吻合口瘘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一般状况良好的患者。 

3．1．3 吻合口供血不足 系膜血管处理不当、肠脂 

垂清除过多也可造成吻合口血供不足，导致局部组 

织坏死或组织愈合不良而引起吻合口瘘。 

3．1．4 吻合口的位置 肿瘤位置越低，直肠游离的 

范围也越大，手术难度增加，同时吻合操作相对困 

难，相对增加了吻合口的张力，使直肠的血供相对不 

佳，影响局部愈合及抗感染能力，并加大细菌污染的 

机会，从而导致发生吻合口瘘的机会增加。本组腹 

膜外吻合者吻合 口瘘发生率(10．5％)高于腹腔内 

吻合者(5．8％)。 

3．1．5 吻合器使用不当 吻合时两端肠管壁周围 

组织清除不足，可使吻合器闭合不全，或将直肠周围 

组织夹人吻合器，也可造成钉合不全导致吻合口瘘。 

器械钉合之后，在吻合口外侧(经腹)和在吻合口内 

侧(经肛门)行加强的手工缝合，不仅减少了吻合口 

的渗漏，更可以减少吻合口的张力，对减少吻合口瘘 

的发生是行之有效的。本组使用吻合器吻合 92例， 

其 中吻合 口予 以手工加 固者 吻合 口瘘发生率 

(5．8％)低于未行手工加固者(11．2％)。 

3．1．6 肠道准备欠佳 长期慢性肠梗阻的患者全 

身状况相对较差，术前肠道准备相对不充分，均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吻合口瘘的发生率。 

3．2 瘘早期诊断 (1)体温变化：本组有 9例术后 

5～8天出现体温升高，2例术后持续高热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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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常规：WBC计数或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增多。 

(3)体征：本组 1l例均有直肠刺激症状，其中 l例 

有腹膜炎表现。(4)引流情况：术后出现引流量突 

然增多或术后引流量无持续减少，颜色由淡红性变 

为混浊脓性，或含有粪便样肠内容物，有时有大量气 

体溢出，提示有吻合口瘘的发生。本组出现引流量 

增多时间 <5天 2例，5～7天 8例，>7天 l例。 

(5)直肠指检：当吻合口较大时直肠指检可触及瘘 

口。本组有4例可以触及瘘口。 

3．3 吻合 口瘘的处理 (1)非手术治疗：对症状 

轻、引流量较少、吻合口在腹膜返折以下、无腹膜炎 

表现者可非手术治疗。首先在肠外营养支持前提下 

禁食数日或数周，同时酌情给予抗生素控制感染。 

坚持用生理盐水或含抗生素的生理盐水持续或间断 

的充分冲洗和吸引是十分重要且有效的措施。本组 

10例采取上述措施治疗后均痊愈。(2)手术治疗： 

对于早期出现全身较严重中毒症状和腹膜炎体征 

者；瘘口较大、合并症较多、引流量较多、营养状况 

差、无法愈合者；局部引流效果不好者，可行结肠造 

口术，使粪便转流，待吻合 口瘘愈合后择期关闭造 

口，时间多在 3个月以上。 

3．4 吻合口瘘的预防 术前应加强支持治疗、改善 

患者一般状况，并针对具体合并疾病采取不同措施。 

直肠肿瘤患者多为老年人，机体代谢率降低、组织修 

复能力差，长期的肠道梗阻、出血和肠功能紊乱导致 

全身营养状况差、贫血、消瘦、免疫力低下。术前积 

极的治疗，尽可能改善患者的全身情况，对于合并症 

要针对性地治疗，创造良好的手术条件。 

应重视肠道准备，准备不充分者可延迟手术。 

直肠肿瘤术前肠道准备主要是两方面：饮食和降低 

肠道内容物的含菌量。术前口服抗生素、无渣饮食。 

术前 1天磷酸钠盐液清泻肠道。对于直肠肿瘤患者 

目前一般不主张术前清洁灌肠，因有将肿瘤细胞向 

肠腔扩散的可能。 

术中注意吻合肠管的血供、张力情况：理想的吻 

合口必须具备有良好的血运、无张力。目前认为，规 

范的TME手术并不增加吻合 口瘘的风险。但手术 

操作要精细，在保证根治性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直肠 

远切端的游离范围，保留直肠远切端的血液供应，近 

切端的肠管在尽量保留血管弓的前提下进行充分的 

游离，从而确保吻合口无张力，并避免发生肠管及系 

膜的扭转。对于用吻合器吻合者，吻合完后适当在 

吻合口处以手工进行间断缝合加固，尤其是吻合口 

外的两侧成角处，这样不仅减少吻合口的渗漏，更可 

以减轻吻合口的张力。邰建东等。。 报道使用吻合 

器后吻合口予以手工加固(1．9％)和(下转第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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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和面神经的关系。谢景华等 通过显微镜对 

25例原发腮腺多形性腺瘤连续病理切片观察，发现 

腺瘤被膜外浸润最大深度 0．26 mm，只要切缘与肿 

瘤有 0．5～1 cm就能完整切除肿瘤，防止复发。至 

于是否切断导管和面神经分支与肿瘤的复发无必然 

的关系。随着口腔颌面外科医生手术技能的提高， 

腮腺区良性肿瘤的治疗已逐渐改变为在解剖保留面 

神经的前提下，切除肿瘤以及相应肿瘤区域的腮腺 

组织，即腺叶部分切除的术式 J。其病理学基础是 

被膜外浸润深度仅为0．10～0．27 mill，出芽生长深 

度为0．08～0．21 mm。采用区域性切除术在肿瘤外 

1 cm行腺叶部分切除即能达到切除肿瘤的目的 。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 采用腮腺区域性切除的方 

法在减少面神经损伤及味觉出汗综合征的发生，保 

存部分面神经以及减轻术后面部凹陷畸形等方面取 

得显著的效果。 

本组病例采用腮腺区域性切除术，由于手术沿 

瘤体外安全区域钝性分离，仅需分离临近面神经分 

支，不刻意寻找解剖面神经各分支，减少面神经损伤 

的几率，仅有4例出现暂时性面神经麻痹，经对症处 

理，1～3个月后恢复。由于保留了腮腺的导管，残 

留的腮腺组织能正常分泌，排出系统未出现障碍及 

手术切除创面相对较小，切口内出现皮下积液、涎瘘 

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和以往手术相比，区域性切除 

术保留、重建腮腺咬肌筋膜，预防味觉出汗综合征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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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腺区域性切除术完全不同于循被膜剥离的简 

单剜除术，它是在正常的腮腺组织内切除，该手术既 

不影响手术的彻底性，也未增加肿瘤术后的复发 

率 ]。该手术方法减少了手术创面和瘢痕，操作简 

单易行，减轻术后面部畸形，减少味觉出汗综合征的 

发生，降低了面神经麻痹等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是治 

疗腮腺良性肿瘤良好的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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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98页)不予以加固(11．4％)发生吻合口瘘 

的几率大大降低。对于手工缝合者，两肠断端的口 

径差异不要太大，针距与结扎力度要适当，防止肠管 

切割损伤，并使之全层内翻。无论是手工缝合还是 

应用吻合器都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吻合口的良好 

血供。缝合重建盆底时应将肠管适度向下牵拉再与 

腹膜缝合固定，从而再次减少吻合口的张力，最终使 

肠管在吻合后松弛地平卧在骶前间隙。术毕适当地 

扩肛也可以减少肠腔内气、液压力对吻合口的影响。 

引流管的放置与拔除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关腹 

前尽量清除盆腔和骶前间隙的积血、积液，引流管要 

确切地放置在盆腔及骶前间隙，最好避免与吻合口 

直接接触。不经过且不接触吻合口，致使吻合口能 

与周围组织有密切的接触、充分黏着愈合的机会，减 

少瘘的发生。吻合口在腹腔内者引流管自侧腹壁引 

出，吻合口在腹腔外者引流管自腹膜外侧腹壁引出。 

这样一旦腹膜外吻合者发生吻合口瘘，避免了肠内 

容物污染腹腔和冲洗污染扩散的可能，使污染和感 

染局限在骶前间隙。引流管的通畅不仅可以有效地 

引流盆腔和骶前间隙的积血和积液，也便于术后及 

时发现吻合口瘘的发生，更是瘘发生后充分引流和 

冲洗、加快瘘口自愈的保障。吻合 口瘘多发生在术 

后 l周，故引流管应留置 1周以上。引流管的拔除 

时机一般在进食后肛门排便、引流管无物排出(术 

后8～10天)拔出。我们认为，用两根并排有多个 

侧孔的乳胶管构成双腔管在瘘发生后的冲洗和引流 

效果上要比单根乳胶管或双套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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