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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探讨保留括约肌挂线法治疗复杂性肛瘘的临床效果
王立明

（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外一科，黑龙江  大庆  166200）

0　引言

此研究选择我院近一年（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

收治的复杂性肛瘘患者 120 例，对其实施保留括约肌挂线法

的价值进行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此次研究抽取的复杂性肛瘘患者 120 例，收

治时间为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将所有患者依据治疗

方法的差异性均分研究和参照两组，患者各 60 例。研究组中

男 50 例，女 5 例；患者年龄为 31-60 岁，平均（48.71±6.23）岁，

经核实后病程在 1-8 个月。参照组中男 52 例，女 3 例；患者

年龄为 30-62 岁，平均（49.66±7.03）岁，经核实后病程在

1-7 个月。在统计软件 SPSS 19.0 中将研究组、参照组复杂性

肛瘘患者的具体信息输入，组间差异呈 P>0.05，则说明数据

结果统计学意义未产生 [2]。

1.2　治疗流程

1.2.1　研究组：该组 60 例患者予以保留括约肌挂线法，首先

让患者保持在侧卧位，消毒工作完成后实施骶管麻醉 [3]。协

助患者完成以下检查，如：肛门镜、探针和美兰试验等，这

样可以将内口位置、瘘管和肛门括约肌的相关性予以明确。

做一人造外口于肛缘外，之后探通内口，以此为中心做一放

射状切口于齿状线上方，长度约为 1 cm。待上述操作完成后

切开粘膜和括约肌，清除内口存在的感染病灶。若患者属于

高位肛瘘，需沿着括约肌间隙至瘘管顶端进行探查，实施搔

刮的同时将引流管合理放置，这样可以防止对外括约肌和耻

骨直肠肌造成损伤。待患者完成手术后予以甲硝唑，在此期

间需对患者内口创面愈合状况高度关注 [4]。

1.2.2　参照组：该组 60 例患者予以瘘管切除术，首先让患者

保持在侧卧位，消毒工作完成后实施骶管麻醉。若患者属于

低位肛瘘，切开时可呈放射状，若患者属于高位，可经肛门内、

外括约肌下部行放射状切开。肛瘘外口的处理与研究组类似，

待患者完成手术后配合甲硝唑 [5]。

1.3　治疗效果评估。患者的临床特征全部消失，创面完全愈

合，表示治疗效果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所改善，创面全

部愈合，表示治疗效果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创面未见任

何好转，表示治疗效果无效 [6]。

1.4　指标的判定。对研究组、参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和复发情况进行统计。

1.5　统计学分析。将研究中的各项数据结果输入软件（SPSS 
19.0）进行证实，治疗总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情况

的表现形式以（%）为基准，组间予以卡方检验，结果证实

后差异呈 P<0.05，则表示统计学意义产生。

2　研究结果

2.1　治疗总有效率结果评估。比对治疗总有效率，研究组

100% 与参照组 96.6% 差异呈 P>0.05，未产生统计学意义，

表 1 为详细数据，展开如下。

表 1　治疗总有效率结果评估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60 42（70.0） 18（30.0） 0（0） 60（100.0）

参照组 60 41（68.3） 17（28.3） 2（3.4） 58（96.6）

χ 2 - - - - 2.0339

P - - - - >0.05

2.2　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情况。研究组与参照组并发症发生

率、复发率比对后差异呈 P<0.05，产生了统计学意义，表 2
为详细数据，展开如下。

表 2　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情况 [n（%）]

组别 n 并发症 复发

研究组 60 2（3.4） 1（1.7）

参照组 60 9（15.0） 10（16.7）

χ 2 - 4.9041 8.1068

P - <0.05 <0.05

3　讨论

在肛肠外科疾病中肛瘘较为常见，且该疾病在男性人

群中有较高的发生率。该疾病的临床特征以疼痛、瘙痒为

主，部分患者会伴有全身症状，如：高热和寒颤 [7-8]。临床

既往的治疗以手术为主，但是难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近年

来，在临床疾病治疗中保留括约肌挂线法应运而生，该方法

不仅可以减轻对肛门功能的损伤，同时可以使内口压力减

低，从而加快瘘管闭合速度。此次数据结果表明，实施保留

括约肌挂线法治疗与瘘管切除术的总有效率结果类似，差异

呈 P > 0.05。从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率结果来看，实施保留

括约肌挂线法治疗的研究组更低，与参照组比对后差异呈

P < 0.05，产生了统计学意义，上述结果充分证实了保留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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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些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变，腹腔镜在现代外

科急腹症诊治中的优势逐渐显现，并且已成为妇科疾病治疗

的首选。尽管妇科腹腔镜手术安全性高、痛苦轻，极易为患

者接受；但受麻醉过深、长时间低血压等因素的影响，患者

术后极易出现苏醒延迟或较慢的情况，因此需采取合适的护

理措施，使患者顺利渡过苏醒期 [4]。

精细化护理是建立在常规护理前提下的护理模式，能够

使护理流程精确化和细致化，对提升护理质量有积极作用。

精细化护理的宗旨便是使护理工作更加准、严、细和精，通

过管理好护理工作中的每项环节，使护理流程更加合理、准

确以及有效，进而最大程度防止操作失误，避免护患纠纷，

维护护理工作安全。患者清醒时，极易出现烦躁、紧张和不

安等情绪，因而采取精细化护理还能使患者不良情绪得到安

抚 [5]；对患者体温及时监测，做好保暖措施，维持酸碱及电

解质平衡，能使患者复苏期的生命体态处于稳定状态，减少

并发症的不良影响 [6]。

总而言之，对全麻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复苏期采取精细

化护理行之有效，不仅能维护患者的机体安全，还能积极预

防各种并发症，加速术后恢复，建议深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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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挂线法更具优势。

综上所述，复杂性肛瘘予以保留括约肌挂线法治疗，不

仅可以使并发症发生率降低，同时可以促使患者快速康复，

可在临床上进一步普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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