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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肛门括约肌间切开术治疗高位肛瘘的临床研究
郭高正 , 1 郑雪平 , 2 谭妍妍 , 2 周
摘要

峰 , 2 王兴宝 , 2 石佳勇 , 1 王怡明 1

目的：研究肛门括约肌间切开术治疗高位肛瘘之临床疗效。方法：将 72 例高位肛瘘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对照组（切开挂线术组）和试验组（括约肌间切开术组），各 36 例。比较两组手术基本情况、临床疗效、肛门功能、创面面积、
局部疼痛及并发症等方面的差异。结果：试验组住院时间（8.22±2.10）d，短于对照组的（14.17±2.83）d ；试验组创
面愈合时间（35.75±11.15）d，短于对照组的（55.69±13.42）d ；术后 3 个月试验组肛管静息压、肛管最大收缩压分别
为（58.39±6.72）mmHg、（143.72±8.24）mmHg，均高于对照组的（51.25±4.33）mmHg、（126.75±11.49）mmHg ；
术后 3 个月试验组 Wexner 大便失禁评分（0.56±0.61）分，低于对照组的（3.25±0.81）分；在手术当天、术后第 7 天换药时、
术后第 14 天这 3 个时间点试验组创面面积分别为（10.70±1.67）cm2、（8.34±1.18）cm 2、（6.25±1.13）cm 2，均小于对
照组的（20.52±1.58）cm 2、（16.26±2.37）cm 2、（13.98±2.24）cm 2 ；在术后第 7 h、术后首次排便时、术后第 7 天排便
时这 3 个时间点试验组疼痛指数分别为（3.44±0.91）分、
（4.17±0.77）分、
（2.64±0.82）分，均低于对照组的（6.25±0.73）分、
（7.22±1.20）分、
（5.28±1.49）分；试验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17%，低于对照组的 53%（均 P <0.05）。两组手术在复发率、
临床疗效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均 P ＞ 0.05）。结论：相比于切开挂线术，括约肌间切开术治疗高位肛瘘具有更好地维护肛门
功能、创伤小、康复快、疼痛轻、并发症少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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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Cutting of Intersphincter Space in the Treatment of High Anal Fistula

GUO Gao-zheng,
ZHENG Xue-ping, TAN Yan-yan, et al.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1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utting of intersphincter space in thetreatment of high
anal ﬁstula.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72 patients with high anal ﬁstul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cutting seton) (n =36) and experimental group(cutting of intersphincter space)
(n=36).The basic situation ofoperation, clinical effect, anal function, wound area, local pain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test group was (8.22±2.10)
days, which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4.17±2.83) days. The wound healing time in the test
group was (35.75±11.15) days, which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55.69±13.42) days. Three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anal resting pressure and the maximum anal systolic pressure in the test group were
(58.39±6.72) mmHg and (143.72±8.24) mmHgrespectively,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51.25±4.33) mmHg and (126.75±11.49) mmHg. Three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Wexner score of
fecal incontinenc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0.56±0.61),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3.25±0.81). On the day of operation, 7 days after operation and 14 days
after operation, the wound area of the test group was (10.70±1.67) cm2, (8.34±1.18) cm2 and (6.25±1.13)
cm2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20.52±1.58) cm2, (16.26±2.37) cm2
and (13.98±2.24) cm2 respectively. The pain index of the test group was (3.44±0.91), (4.17±0.77) and
( 2 . 64 ± 0 . 82 ) at 7 hours, the first defe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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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53%) (all P <0.05).There was no signiﬁcant difference in
recurrence rate and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utting seton, cutting of intersphincter space in the treatment of high anal ﬁstula has signiﬁcant advantages such as
better maintenance of anal function, less trauma, faster recovery, less pain, less complications and so on.
Key words: Mechanism of intersphincter infection; cutting of intersphincter space; high anal ﬁstula
高位肛瘘的治疗如何解决彻底根治与肛门功
能维护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国内外肛肠领域专
家。在国内，切开挂线术仍是治疗高位肛瘘的主
流术式，疗效确切，且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肛门功
能，但存在切割挂线疼痛，创伤大、愈合缓慢，
住院周期长，并发症多等缺点。近些年，研究表明，
高位肛瘘原发感染灶位于括约肌间间隙，高位肛
瘘的发病机制在于括约肌间感染 [1-2]。多年来，人
们似乎忽略了肌间瘘管的重要性，肌间瘘管像一
个密闭间隙中的脓肿，需打开并彻底清除才能达
到高治愈率 [3-4]。鉴于此，笔者设计了一种新的保
留括约肌的微创术式——括约肌间切开术（cutting
of intersphincter space, COIS），即经肌间入路打开
括约肌间原发感染灶，并保持充分引流，直至创
表1

面二期愈合。外括约肌外侧的瘘管自外口处做隧
道式剥离至外括约肌外侧壁，其余弯曲度较大无
法剥离及穿经外括约肌的瘘管给予搔刮，外括约
肌得以完整保留。南京市中医院肛肠中心于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进行了 COIS 术与切开挂线
术治疗高位肛瘘的对比临床研究，现将研究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72 例高位肛瘘患者按随机数字
表法随机分为切开挂线术组和括约肌间切开术组，
各 36 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所
有患者知情同意。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经统计分析，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见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性别

例数
（n ）

男 [n （%）]

女 [n （%）]

年龄
（岁）

病程
（月）

BMI
（kg/m2）

对照组

36

30(83)

6(17)

37.53±9.73

9.15±4.34

21.92±2.92

试验组

36

31(86)

5(14)

38.58±10.45

8.10±4.53

22.69±2.97

组别

2

χ /t

0.107

0.444

1.009

1.109

P

0.743

0.659

0.316

0.271

注：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5

1.2 诊断标准 1）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和中
华医学会外科分会结直肠肛门外科学组共同制定
的《肛瘘临床诊治指南》（2006 版）中高位肛瘘的
诊断标准；2）术前经彩色三维腔内 B 超检查证实
内口位于齿状线附近肛隐窝处，且主瘘管经外括
约肌深部以上。
1.3 纳入标准 1）符合上述诊断标准；2）身体
状况良好，耐受手术者；3）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
肛瘘；4）年龄在 18~65 岁；5）知情同意者。
1.4 排除标准 1）特异性肛瘘（结核性肛瘘、克
罗恩病肛瘘等）患者；2）合并有精神疾病、血液
系统疾病、炎性肠病及肿瘤等；3）既往有肛瘘手
术史者；4）妊娠及哺乳期患者。

1.5 治疗方法
1.5.1 围手术期处理 术前 12 h 禁食、8 h 禁水，
术区备皮，清洁灌肠。术后不使用镇痛泵，使用 3
天广谱抗生素预防感染。
1.5.2 试验组 选取侧卧位（患侧在下），蛛网膜
下腔阻滞麻醉成功后，常规消毒、铺巾。结合影像
检查报告，左手食指伸入肛内做引导，用探针自
外口经主瘘管探查内口，在内口相对应的下方括
约肌间沟处用电刀作一弧形切口（长约 2.5 cm），
接着以弯血管钳沿括约肌间间隙向上游离，充分
打开此间隙上达肛管直肠环水平（指诊时肛管直
肠环僵硬处），并从内口探出，切开弯血管钳上的
组织，两侧黏膜给予结扎使伤口引流通畅，使括
约肌间间隙保持开放，至此外括约肌内侧部分处
理完毕。艾利斯钳提起外口，自外口开始做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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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剥离至外括约肌外侧壁，对穿经外括约肌及其
余弯曲度较大无法剥离的瘘管予以搔刮。最后创

图1

面充分止血、包扎，术毕。见图 1。

COIS 术操作过程

1.5.3 对照组 选取侧卧位（患侧在下），蛛网膜
下腔阻滞麻醉成功后，常规消毒、铺巾。结合影
像检查报告，左手食指伸入肛内做引导，用探针
自外口经主瘘管探入，从齿状线附近肛隐窝处内
口探出，提起探针，以电刀依次垂直切开表层皮肤、
皮下组织、外括约肌皮下部和浅部，保留内括约肌
及外括约肌深部，以橡皮筋系于探针尾部，从内口
引出，勒住被挂肌肉组织，收紧橡皮筋约 0.5 cm，
残余支道以刮匙搔刮，修理创面使引流通畅，充
分止血，包扎创面，术毕。术后观察挂线松弛时
即可紧线，直至脱落。
1.6 观察指标
1.6.1 基本指标 分别记录两组手术住院时间，创
面愈合时间，术后 6 个月复发情况。
1.6.2 临床疗效评定 术后 6 个月来院复诊评定
疗效。痊愈：创面愈合，症状及体征消失。显效：
创面愈合，症状及体征显著改善。有效：创面未愈

合，症状及体征有所改善。无效：创面未愈合，症
状及体征无显著改善。
1.6.3 肛门括约功能指标
1.6.3.1 客观评估法 采用加拿大莱博瑞公司生
产 提 供 的 UDS94-ARM 型 肛 肠 动 力 分 析 仪 检 测
肛 管 静 息 压（anal resting pressure, ARP） 和 肛 管
最 大 收 缩 压（anal maximum contractile pressure,
AMCP）。分别在术前及术后 3 个月检测。
1.6.3.2 主观评估法 采用 Wexner 大便失禁评分
量表 [5] 分别在术前及术后 3 个月评估。
1.6.4 创面面积 创面消毒后将刻度尺置于创面
边缘，相机镜头与创面相距 15 cm，并保持平行，
用 Image J 软件测定计算摄片的创面面积。于手术
当天，术后第 7 天、第 14 天换药时测定。
1.6.5 疼痛指数 采用视觉模拟评估法（visual
analogue score, VAS）[6] 进行疼痛评分。于术后第
7 h、首次排便时、第 7 天换药时这 3 个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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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手术临床疗效比较 组间临床疗效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2.3 两 组 手 术 肛 门 括 约 功 能 比 较 两 组 术 前
ARP、AMCP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两 组 术 后 ARP、AMCP 差 异 均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0.05）， 且 对 照 组 均 明 显 低 于 试 验 组。 对 照
组 ARP、AMCP 手术前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术后均明显下降；试验组 ARP、AMCP
手术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两 组 术 前 Wexner 评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05）；两组术后 Wexner 评分差异具有统计
学 意 义（P <0.05）， 对 照 组 明 显 高 于 试 验 组。 对
照组手术前后 Wexner 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术 后 明 显 上 升；试 验 组 手 术 前 后
Wexner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5。

点各记录 1 次。
1.6.6 术后并发症情况 记录术后当天尿潴留、
术后 3 个月肛门锁眼样畸形及肛门漏气漏液情况。
1.7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 检验，组内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采
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各指标随时间变化情况；
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以 P <0.05 提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基本情况比较 组间住院时间、创
面愈合时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
均为对照组高于试验组。组间复发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组别

两组手术基本情况比较

例数（n ）

住院时间（d）

创面愈合时间（d）

36

14.17±2.83

55.69±13.42

36

a

a

对照组
试验组
2

8.22±2.10

复发率 [n （%）]

35.75±11.15

未复发

复发

33(92)

3(8)

36(100)

0(0)

χ /t

10.114

6.859

1.391

P

<0.001

<0.001

0.238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

表3
例数（n ）

组别

两组手术临床疗效比较
疗效评定 [n （%）]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36

33(92)

2(5)

1(3)

0(0)

试验组

36

36(100)

0(0)

0(0)

0(0)

Z

P

1.757

0.079

t

P

21.649

<0.001

1.852

0.072

17.223

<0.001

0.998

0.325

注：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5

表4
指标
ARP

AMCP

组别

例数（n ）

两组手术 ARP、AMCP 比较
术前（mmHg）

术后 3 个月（mmHg）
a

对照组

36

59.72±4.16

51.25±4.33

试验组

36

59.22±6.03

58.39±6.72b

t

0.409

5.360

P

0.684

<0.001

143.28±8.73

126.75±11.49a

对照组

36

144.39±7.04

143.72±8.24

t

0.595

7.203

P

0.554

<0.001

试验组

36

注：b与对照组比较，P <0.05；a与术前比较，P <0.0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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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两组手术 Wexner 大便失禁评分比较

例数（n ）

术前（分）

术后 3 个月（分）

t

P

对照组

36

0.58±0.55

3.25±0.81a

15.355

<0.001

试验组

36

0.53±0.51

0.56±0.61b

0.442

0.661

t

0.444

16.021

P

0.658

<0.001

组别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b与对照组比较，P <0.05

2.4 两组手术创面面积比较 组间创面面积随时
间而发生变化（F 时间 =472.349 ；P <0.05），组间创
面面积不同（F 组间 =559.036 ；P <0.05）。时间和组
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 交互作用 =20.516 ；P <0.05）。
经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各时间点组间比较差
表6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均为对照组大
于试验组；两组手术组内各时间点比较结果显示，
两两时间点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创面
均随着时间变化逐渐减小。见表 6。

两组手术间创面面积比较及随时间变化情况

例数
（n ）

手术当天
（cm2）

术后第 7 天换药时
（cm2）

术后第 14 天换药时
（cm2）

对照组

36

20.52±1.58

16.26±2.37b

13.98±2.24bc

试验组

36

10.70±1.67a

8.34±1.18ab

6.25±1.13abc

t

25.616

17.917

18.520

P

<0.001

<0.001

<0.001

组别

时间

F

组间

P

F

交互作用

P

472.349 <0.001 559.036 <0.001

F

P

20.516

<0.001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b与手术当天比较，P <0.05；c与术后第7天换药时比较，P <0.05

2.5 两组手术疼痛指数比较 组间疼痛指数随时
间变化而发生变化（F 时间 =106.665 ；P <0.05），组
间 疼 痛 指 数 不 同（F 组 间 =203.430 ；P <0.05）。 时
间和组别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F 交互作用 =1.556 ；
P =0.218）。经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各个时间

点组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
均为对照组高于试验组；两组手术组内各时间点比
较结果显示，两两时间点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疼痛指数均随着时间变化逐渐发生变
化，且均为先上升后下降。见表 7。

表 7 两组手术间疼痛指数比较及随时间变化情况
例数
（n ）

术后第 7 h
（分）

术后首次排便时
（分）

术后第 7 天换药时
（分）

对照组

36

6.25±0.73

7.22±1.20b

5.28±1.49bc

试验组

36

3.44±0.91a

4.17±0.77ab

2.64±0.83abc

t

14.429

12.852

9.296

P

<0.001

<0.001

<0.001

组别

时间

组间

交互作用

F

P

F

P

F

P

106.665

<0.001

203.430

<0.001

1.556

0.218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b与术后第7 h比较，P <0.05；c与术后首次排便时比较，P <0.05

261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21 年 4 月第 27 卷第 2 期

率高于试验组。见表 8。

2.6 两组手术并发症比较 组间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对照组发生
表8
组别

例数（n ）

两组间术后并发生症发生率比较

尿潴留（n ） 漏气漏液（n ） 锁眼样畸形（n ）

总发生率 [n （%）]

χ2

P

10.356

<0.001

对照组

36

12

4

8

19(53)

试验组

36

6

0

0

6(17)a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

3

讨论
解决高位肛瘘的根治性与肛门功能的完整性
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传统的高位
肛瘘切开挂线术存在不同程度的大便失禁风险 [7]。
近些年来，尽管有相对安全的保留括约肌术式的
创新，但高位肛瘘的治愈率并未得到很大提高 [8-9]。
这表明人们对高位肛瘘的形成、发展及持续存在
的机制仍缺乏透彻理解，对治疗方法的认识存在
缺陷。因此，精确了解它的发生发展机制就显得
尤为重要。
肛瘘通常起源于肌间肛腺感染，这种感染是
由于细菌通过进入肛隐窝引起（隐窝源性感染）[10]。
括约肌间间隙在肛瘘发病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逐
渐被认识 [1,11]。近年来，研究表明后侧高位腺源性
肛瘘多发生于肛后括约肌间深间隙（deep posterior
intersphincteric space , DPIS）[1,12]。DPIS 是由内外
括约肌所束缚的密闭小间隙，几乎无扩张的余地，
即便是少量的脓液聚集也会导致极高的压力 [13]，
在高压力的驱动下，间隙内的脓液将沿着阻力最
小的路径（解剖平面）向其他部位播散，最终导
致肛瘘的形成。肛瘘与其他部位的瘘管区别在于
感染位于括约肌间间隙 [14]。几乎所有的高位肛瘘
都有括约肌间的延伸。括约肌间瘘管类似于密闭
间隙中的小脓肿，需充分引流、并保持开放，感
染 才 能 根 除、 瘘 管 才 能 愈 合， 从 而 达 到 高 治 愈
率 [2-3]。充分引流 DPIS，并保持开放，直到伤口
二期愈合是治疗高位肛瘘的基本手术原则。违背
此原则的手术干预，如肛瘘栓、OTSC 闭合夹、视
频辅助肛瘘治疗、皮瓣推移、纤维蛋白胶等，单
纯封堵内口可能导致复发。这也能解释此类手术
复发率高的原因所在。
COIS 术治愈高位肛瘘是通过肌间入路，在“外
括约肌内侧”，予电刀切开齿状线以下的黏膜及内
括约肌，两断端给予丝线结扎，以打开 DPIS。在“外

括约肌外侧”，瘘管自外口处做隧道式剥离至外括
约肌外侧壁，其余弯曲度较大无法剥离及穿经外
括约肌的瘘管给予搔刮来完成的。以上操作不但
破坏了感染的肛腺、打开了括约肌间瘘管，而且
将密闭的 DPIS 转化成一个开放创面，以达二期愈
合之目的。感染存在时，二期愈合要优于一期治
疗 [15]。COIS 术完全遵循上述手术原则，因此成
功率高。更为重要的是，手术过程对外括约肌没
有丝毫损伤，大便失禁风险几乎为零。
切开挂线术治疗高位肛瘘，其较低的复发率
获得医患双方的共识。本次研究试验组无一例复
发，显示出百分百的治愈率，与切开挂线术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且试验组创面愈合
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 <0.05），这
可能与 COIS 术保留了括约肌间沟至外口之间的皮
肤及皮下组织有关。此外，还与 COIS 术微创操作、
创伤小，利于术后康复有关。VAS 评分方面试验
组显示出的优势，笔者分析原因可能为对照组挂
线皮筋慢性勒割括约肌，而括约肌复合体神经分
布较密集所致 [16]。
在 肛 门 括 约 功 能 方 面， 术 后 试 验 组 Wexner
评 分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0.05），表明 COIS 可减轻对肛门括约功能的损
伤。ARP 和 AMCP 是评估括约肌功能最为最要的
两个实验室指标。ARP 反映内、外括约肌整体的
功能水平，对维持肛门自制具有重要意义；AMCP
反映外括约肌和耻骨直肠肌的功能水平，是维持
肛 门 自 制 功 能、 尤 其 是 应 激 状 态 下 肛 门 自 制 的
主要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试验组 ARP、
AMCP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进一步证实没有损伤外括约肌的 COIS
术在肛门括约功能维护方面显著优于切开挂线术。
COIS 术作为一种微创术式，创面面积和手术
并发症均明显小于切开挂线术，差异均具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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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 <0.05），这充分说明 COIS 术减轻创伤
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减少了手术并发症。除此
之外，COIS 术可减少疤痕组织的形成，对术后肛
门功能的维护及避免肛门漏气漏液、锁眼样畸形
等并发症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COIS 术是根据高位肛瘘发生发展
的生理病理机制，并契合现代肛肠外科的“微创”
理念而设计提出的一种创新术式，遵循了肛瘘外
科保护肛门功能的基本治疗原则，可达到治愈高
位肛瘘，预防复发，减少术后并发症的手术干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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