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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瘘栓填塞治疗经括约肌型肛瘘的
长期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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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估肛瘘栓填塞治疗经括约肌型肛瘘的长期愈合率及影响肛瘘愈合的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分析2008年8月至2012年9月期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普通外科接受肛瘘栓填塞治疗的 207例经括约肌型肛瘘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纳入标

准：（1）符合经括约肌型肛瘘的诊断：即瘘管穿越内括约肌及外括约肌的浅、深部之间；（2）患者病

例资料完整；（3）初始接受肛瘘栓填塞治疗。排除标准：（1）直肠肛管周围急性感染或病灶感染控

制不佳；（2）近期行直肠肛管周围脓肿切开引流术或自行破溃者；（3）合并有恶性肿瘤；（4）克罗恩

病、炎性肠病者；（5）心、肝、脑、肺、肾功能不全者；（6）各种慢性消耗性疾病造成恶病质；（7）不能耐受

手术者。随访患者的肛瘘愈合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肛瘘患者累计治愈率，并用单因素和

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影响肛瘘愈合的因素。结果 全组男性186例，女性21例，年龄15~69
（平均数38）岁。肛瘘病程3~60（平均数15）个月。有3例患者既往有肛周脓肿发作史并且行肛周脓

肿切开引流术（均超过 3个月）。随访截至 2018年 10月 31日，失访 72例（34.8%）。在 135例成功随

访的患者中，平均随访时间为96（75~124）个月，肛瘘愈合75例，愈合率为55.6%。Kaplan⁃Meier生存

曲线显示，肛瘘治愈率随时间延长，最终稳定在 55.6%。在初次接受肛瘘栓填塞治疗失败的患者

中，有6例在未接受其他治疗的情况下，肛瘘自行愈合。其中，3例于术后2年、3例于术后3年自行愈

合，并未再复发。2008—2012年，肛瘘栓填塞治疗的年治愈率分别为3/6、61.5%(24/39)、42.1%(24/57)、
12/15 和 12/18。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肛瘘病程≥6 个月（OR=3.187，95%CI：1.361~7.466，
P=0.008）是影响肛瘘栓填塞治疗后肛瘘愈合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肛瘘栓填塞治疗经括约肌型

肛瘘长期疗效肯定，宜尽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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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long ⁃ term healing rate of transsphincteric anal fistula
treated with anal fistula plug procedure and the risk factors affecting the healing of anal fistul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data of 207 patients
with transsphincteric anal fistulas who received anal fistula plug procedure at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August 2008 to September 2012.
Inclusion criteria: (1) consistent with the diagnosis of transsphincteric anal fistula: the anal fistula passed
throug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hincter; (2) complete data; (3) initial treatment with anal fistula pl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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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瘘手术治疗的原则是在清除感染灶、治愈肛

瘘的同时，尽量保护肛门括约肌的功能不受影响［1］。

肛瘘栓填塞治疗是使用生物材料填塞治疗肛瘘，促

进肛瘘愈合，同时更好地保护肛门功能。我们前期

报道了30例肛瘘患者接受肛瘘栓填塞治疗，短期治

疗效果满意［2］。本研究通过总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接受肛瘘栓填塞治疗经括约肌型肛

瘘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估其长期疗效并分析影响肛

瘘愈合的因素。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患者

纳入标准：（1）符合经括约肌型肛瘘的诊断：即瘘管

穿越内括约肌及外括约肌的浅、深部之间；（2）患者

病例资料完整；（3）初始接受肛瘘栓填塞治疗。排

除标准：（1）直肠肛管周围急性感染或病灶感染控

制不佳；（2）近期行直肠肛管周围脓肿切开引流术

或自行破溃者；（3）合并有恶性肿瘤；（4）克罗恩病、

炎性肠病者；（5）心、肝、脑、肺、肾功能不全者；（6）
各种慢性消耗性疾病造成恶病质；（7）不能耐受手

术者。

根据上述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普通外科于 2008年 8月至 2012年 9月期间收治

的 207例经括约肌型肛瘘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

186例，女性21例；年龄15~69（平均数38）岁。肛瘘

病程 3~60（平均数 15）个月。既往肛周脓肿发作史

并且行肛周脓肿切开引流术 3例（均超过 3个月）。

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所有患者均获

知情同意。

二、手术方法

术前准备：患者术前行肛诊，了解瘘口位置及

瘘管走向；术前 6 h禁食水；肠道清洁准备；采用联

合麻醉。

procedure. Exclusion criteria: (1) acute rectal or perianal infection or poorly controlled focal infection; (2)
recent incision and drainage of perianal abscess or spontaneous rupture of abscess; (3)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4) patients with Crohn′ s disease or ulcerative colitis; (5) patients with heart, liver, brain,
lung or renal insufficiency; (6) cachexia due to various chronic wasting diseases; (7) patients could not
tolerate surgery.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anal fistula healing. The cumulative healing rate of patients
with transsphincteric anal fistula was plott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anal
fistula healing were explor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186 males and 21 females with age of 15 to 69 (mean 38) years. The duration of anal fistula was 3⁃60
(mean 15) months. Three patients had a history of previous episodes of perianal abscess and underwent
incision and drainage of perianal abscess (all more than 3 months). During follow⁃up ending on October 31,
2018, 72 patients (34.8%) were lost to follow⁃up. Among 135 patients who were successfully followed up,
the average follow⁃up period was 96 (75⁃124) months. Seventy⁃five patients had anal fistula healing, with
healing rate of 55.6%. Kaplan ⁃ Meier survival curve showed that the healing time of anal fistula was
prolonged and finally stabilized at 55.6%. In the patients who failed initial treatment with anal fistula plug
packing, there were 6 cases whose anal fistula healed spontaneously without other treatment. Among them,
3 cases healed spontaneously 2 years and 3 cases 3 years after operation without recurrence.
From 2008 to 2012, the annual healing rates of anal fistula plug treatment were 3/6, 61.5% (24/39),
42.1% (24/57), 12/15 and 12/18,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uration of anal fistula≥6 months (OR=3.187, 95% CI: 1.361 ⁃ 7.466, P=0.008)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anal fistula healing after treatment with anal fistula plug. Conclusion The long⁃term efficacy of
anal fistula plug procedure in the treatment of transsphincteric anal fistula is positive, and this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Anal fistulas, transsphincteric; Anal fistula plug; Long⁃term efficacy
Fund program: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863 (2015AA033602);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541101); The Capital Heal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pecial (2018⁃1⁃2032); Project of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1351 Talents Training (CYXZ⁃2017⁃09);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Hospitals Lncubating Program (PX201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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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过程：先用探针从外瘘口缓慢探入，直至

内瘘口探出。退出探针，用刮匙搔刮瘘管内坏死组

织，清理彻底后，生理盐水、双氧水反复冲洗瘘管

内。把剪裁的脱细胞真皮基质材料（北京清源伟业

生物组织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填塞入瘘管内，用可吸

收缝线“8字缝合”内瘘口并固定补片。修剪外瘘口

处补片，使补片与皮肤齐平。无菌辅料包扎固定。

三、分析方法及评价标准

计算每年肛瘘治愈率，肛瘘的疗效评价标准如

下［3］：（1）愈合：症状、体征消失，瘘口完全愈合；（2）
未愈合：症状、体征无改善，仍然有分泌物自肛瘘外

口溢出，肛瘘栓脱落。分析性别、年龄、体质指数、

术前相关检验结果、糖尿病史、吸烟史、酗酒史、肛

瘘病程、肛瘘外口与肛缘距离、术者职称等因素与

肛瘘愈合的关系。

四、随访方法

门诊或电话随访患者肛瘘的愈合情况。随访

截至2018年10月31日。

五、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服从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

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M（范围）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Mann 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用例（%）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校正 χ2 检验。采用

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描述患者累计治愈

情况；将两组比较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

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 果

一、术后随访情况及年治疗成功率

共 207 例患者接受肛瘘栓填塞治疗，失访

72 例，失访率34.8%；135例完成随访，平均随访时间

为 96（75~124）个月。其中，肛瘘未愈合 60例，愈合

75 例，愈合率为 55.6%。2 例患者肛瘘愈合半年

后复发，再次接受肛瘘切开术或挂线疗法后肛瘘愈

合。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随着时间的延长，

达到愈合标准并未复发的患者总数逐渐增多，肛

瘘治愈率逐渐升高，最终治愈率稳定在 55.6%。见

图1。
随访过程中发现，有 6例患者在初次接受肛瘘

栓填塞治疗后肛瘘未愈合，并且肛瘘栓脱落，被认

为治疗失败，但在未接受其他治疗的情况下，此6例

患者中，先后有3例患者在术后2年、3例在术后3年
肛瘘自行愈合，并未再复发。2008—2012年肛瘘栓

填塞治疗的年治愈率分别为 3/6、61.5%（24/39）、

42.1%（24/57）、12/15和12/18。随着病例的增加和手

术经验的积累，肛瘘栓填塞治疗的长期治愈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见图2。

二、影响肛瘘愈合的因素分析

与愈合组相比，未愈合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

更高，肛瘘病程≥6个月的患者总数更多，以及肛瘘

外口距肛缘的距离更远（均P<0.05）。见表1。将上

述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仅肛瘘病程≥6个月

是影响肛瘘栓填塞治疗后肛瘘愈合的独立危险因

素（P=0.008）。见表2。
讨 论

目前治疗肛瘘的传统手术方式有肛瘘切除术、

肛瘘切开术及挂线疗法等［4］。这些手术方式对病灶

的清理相对彻底，复发率较低，但是其手术创面大，

图2 肛瘘栓填塞治疗经括约肌型肛瘘的治愈率与时间的关系

图1 肛瘘栓填塞治疗经括约肌型肛瘘后的长期愈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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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合时间长，术后患者的疼痛感明显，特别是手术

过程中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肛门括约肌而导致肛门

功能受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Johnson等［5］

首次采用肛瘘栓填塞治疗肛瘘，愈合率为 87%。此

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生物材料运用到肛瘘的

治疗中。其中，王振军教授团队在国内首次使用脱细

胞异体真皮基质填塞治疗肛瘘，愈合率为54.4%［6⁃7］。

Herold等［8］也进行了可吸收生物材料填塞治疗肛瘘

的临床研究，术后随访 1年，愈合率为 52%（31/60）。
本次研究共纳入207例接受肛瘘栓填塞治疗的经括约

肌型肛瘘患者，平均随访时间为 96（75~124）个月，

完成随访135例，愈合率为55.6%。

以住有研究报道，未发现肛瘘病程对术后肛瘘

的愈合有显著影响［9］。Kim［10］的研究也表明，肛瘘症

状持续时间与术后瘘管愈合无明显相关性。但是，

我们发现，肛瘘病程超过6个月，容易引起肛瘘栓填塞

治疗后肛瘘不易愈合。在有关肛瘘栓治疗的共识中

提到，控制急性炎症或感染，更有利于肛瘘栓发挥作

用［11］。肛瘘的治疗指南中也提到，应在肛瘘形成3个
月后，并且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后积极进行手术治

疗［3］。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肛瘘病程>3个月并且有效

控制感染后的患者，应尽早接受肛瘘栓填塞治疗。

表2 影响135例经括约肌型肛瘘患者肛瘘栓填塞治疗后肛瘘愈合的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血红蛋白（每增加1 g/L）
肛瘘病程（月，≥6/＜6）
肛瘘外口距肛缘（每增加1 cm）

偏回归系数

-0.023
1.159

-0.063

标准误

0.015
0.434
0.168

Wald值

2.201
7.126
0.141

OR（95%CI）
0.978（0.949~1.007）
3.187（1.361~7.466）
0.939（0.675~1.305）

P值

0.138
0.008
0.707

表1 影响135例经括约肌型肛瘘患者肛瘘栓填塞治疗后愈合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M（范围）］

体质指数（kg/m2，x± s）

血常规检查

白细胞［×109/L，M（范围）］

白蛋白［例（%）］

≥35 g/L
<35 g/L

血小板［×109/L，M（范围）］

血红蛋白［g/L，M（范围）］

空腹血糖［mmol/L，M（范围）］

糖尿病史［例（%）］

有

无

吸烟史［例（%）］

有

无

酗酒史［例（%）］

有

无

肛瘘病程［例（%）］

≥6月
<6月

肛瘘外口距肛缘［cm，M（范围）］

术者职称［例（%）］

正高

副高

愈合组（75例）

72（96.0）
3（4.0）

40.2（23.0，69.0）
25.9±2.8

6.6（4.6，9.2）

69（92.0）
6（8.0）

211.3（117.0，288.0）
152.9（127.0，167.0）

5.5（4.1，12.1）

6（8.0）
69（92.0）

33（44.0）
42（56.0）

21（28.0）
54（72.0）

48（64.0）
27（36.0）

2.5（1.0，5.0）

24（32.0）
51（68.0）

未愈合组（60例）

54（90.0）
6（10.0）

37.8（15.0，55.0）
26.3±4.8

7.0（4.5，11.3）

60（100.0）
0

221.2（123.0，287.0）
156.55（123.0，192.0）

5.1（4.2，7.5）

0
60（100.0）

21（35.0）
39（65.0）

9（15.0）
51（85.0）

51（85.0）
9（15.0）

2.8（1.5，5.0）

12（20.0）
48（80.0）

统计值

χ2=1.085

Z=-1.215
t=-0.450

Z=-0.411
χ2=3.314

Z=-1.132
Z=-1.979
Z=-0.267
χ2=3.316

χ2=1.125

χ2=3.259

χ2=7.517

Z=-2.399
χ2=2.455

P值

0.298

0.224
0.654

0.681
0.069a

0.258
0.048
0.789
0.069a

0.289

0.071

0.006

0.016
0.117

注：a为校正χ2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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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瘘管内壁纤维化程度低，感染性肉芽组织及坏

死物质较少，形成分支瘘道的个数也较少，能较为彻

底地清理瘘道，更有利于肛瘘的愈合［3，11］。

Stamos等［12］研究发现，部分患者在接受肛瘘栓

填塞后的肛瘘愈合时间明显延长（＞1年），但最终

肛瘘自行愈合。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术后瘘

道内仍残留少量的坏死物质或感染性肉芽组织，延

缓了肛瘘的愈合。Lenisa等［13］研究认为，部分患者

在接受肛瘘栓填塞后数周内有透明液体持续排出，

这可能会影响肛瘘的愈合，但并不代表手术失败，

在伤口无明显肿胀及栓子固定良好的情况下，应积

极换药，延长观察时间。本次研究中我们同样发

现，有6例患者在初次肛瘘栓填塞治疗失败后（肛瘘

未愈合，肛瘘栓脱落），最终于术后 2~3年内肛瘘自

行愈合，期间未接受其他治疗。因此我们认为，肛

瘘栓可能通过促进新生血管和成纤维细胞繁殖，促

进肛瘘的愈合，并且具有一定的耐受感染的作

用［14］。肛瘘自行愈合可能是因为残存的生物材料

产生的生长因子等有效成分发挥作用，促进肛瘘的

愈合，但其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证明。

肛瘘栓填塞治疗实现了从传统的手术切开到

填充修复的转变，既保证了瘘道的愈合，又能更好

地保护肛门功能［15］。肛瘘栓填塞的重点在于手术

过程中对瘘道的彻底清理，保证肛瘘栓不脱落以及

引流通畅［16］。从肛瘘栓填塞治疗的年愈合率中我

们可以看出，随着病例的增加，技术的熟练，以及对

肛瘘栓填塞治疗术式的理解更加透彻，肛瘘愈合率

逐渐升高。

综上所述，对于经括约肌型肛瘘，肛瘘栓填塞

治疗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微创术式。肛瘘病程≥6个

月是影响肛瘘栓填塞治疗后肛瘘愈合的独立危险

因素。部分患者在术后会有自行愈合的情况出现。

随着病例的增加和手术经验的积累，肛瘘栓填塞治

疗的长期愈合率会逐渐升高。肛瘘填塞治疗代表

了肛瘘治疗模式的重大转变，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随访率偏低，疗效有待进一步

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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