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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持续冲洗引流治疗肠瘘合并腹腔感染的
临床疗效观察
李乐，余稳稳，曹廷宝，何翠，韩晓鹏，刘宏斌，李洪涛
解放军兰州总医院普外科（兰州 730050）

【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持续冲洗引流治疗肠瘘合并腹腔感染的临床疗效及其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
析解放军兰州总医院普外科于 2012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62 例行急诊手术的肠瘘合并腹腔感染患者
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行急诊手术后进行腹腔持续冲洗引流治疗。总结患者的持续腹腔冲洗时间、抗生素使用时
间、血象恢复时间、瘘口愈合时间和总住院时间。结果 62 例患者的手术救治均获成功，无死亡及感染性休克病
例。术后出现腹腔脓肿 6 例，切口感染 5 例，胸腔积液 5 例，肺部感染 2 例，且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低蛋白血症。
62 例患者的持续腹腔冲洗引流时间为（45±21）d，抗生素使用时间为（14±7）d，血象恢复时间为（16±8）d，瘘口愈
合时间为（47±24）d，总住院时间为（56±27）d。其中 49 例肠瘘经持续腹腔冲洗引流治愈，13 例肠瘘经腹腔持续冲
洗引流未治愈，行二期手术治愈。结论 腹腔持续冲洗引流治疗肠瘘合并腹腔感染的疗效确切，治愈率较高，并
发症少，冲洗设备简单，技术难度不高，经济实惠，冲洗设备护理方便，可为复杂性或难治性肠瘘患者再次手术创
造良好的条件，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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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continuous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for intestinal fistula combined with abdominal infec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62 patients with

intestinal fistula combined with abdominal infection admitted by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of Lan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from March 2012 to March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ontinuous
abdominal flushing and drainage after emergency surgery. The duration of peritoneal flushing, antibiotic use, blood
picture recovery, fistula healing, and total hospitalization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All 62 patients were treated

successfully without death or septic shock. Among them, 49 cases of intestinal fistula were treated with continuous
abdominal flushing and drainage, and 13 cases of intestinal fistula were treated by continuous flushing and drainage of the
abdominal cavity. There were 6 cases of abdominal abscess, 5 cases of incision infection, 5 cases of pleural effusion, and 2
cases of pulmonary infection after surgery. The continuous abdominal cavity washing time was (45±21) d, antibiotic use
time was (14±7) d, blood image recovery time was (16±8) d, the healing time of fistula was (47±24) d, total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as (56±27) d. Conclusion

For intestinal fistula combined with abdominal cavity infection, peritoneal

continuous flushing and drainage is related with curative effect, high cure rate, fewer complications, simple washing
equipment, simple technology, lower cost, and convenient nursing, which can create a good condition for the complexity
or refractory patients with intestinal fistula, and has a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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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瘘早期诊断率较低，很容易引起严重腹腔感

吻合口漏 11 例，结直肠癌术后出现吻合口漏 4

染、脓毒血症及感染性休克，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

例；肠梗阻 7 例，术后出现小肠吻合口漏 2 例，结

机而导致病情加重、医疗费用增加、住院时间延长

直肠吻合口漏 5 例。本组患者均有腹痛和腹肌紧

甚至死亡。肠瘘早期无特异性症状及体征，辅助检

张的症状/体征，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高，均行？腹

查也较难发现，往往是在病情恶化时确诊，或者急

部 CT 或肠道造影见瘘口；移动性浊音阳性者，腹

诊手术时才确诊。因腹腔感染，炎性水肿、粘连，

穿均抽出消化液。

无法行瘘口修补或肠切除、肠吻合术，一般根据腹

1.3 方法
1.3.1 治疗指征 ① 肠瘘诊断明确，因腹腔感染重
无法行瘘口切除；② 瘘口较小，一般不超过 1 cm，
持续冲洗引流有可能治愈；③ 腹腔压力<2.793
kPa，术后不会出现腹腔间室综合征，不需要腹腔开
放治疗或造瘘；④ 造瘘术后患者生活质量降低、难
以接受造瘘的患者。
1.3.2 手术方法 所有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急腹症
表现，均行急诊手术，均采用全身麻醉。麻醉生效
后，根据术前诊断及术前检查选择腹腔镜探查或剖
腹探查，根据术前确认的病变部位选择探查切口位
置。以 1% 聚维酮碘溶液术区常规消毒铺巾后，进
腹探查，发现腹腔内有消化液及肠内容物，腹腔有
粘连或盆腹腔、肠袢间有脓肿，肠管壁有脓苔附
着。小心分离粘连，清除盆腹腔或肠袢间脓肿，吸
尽腹腔积液，沿小肠和结直肠逐段探查，找到瘘
口，以温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腹腔，直至冲洗液清
亮。由于腹腔感染不能行一期瘘口切除手术，因此
只能放置持续腹腔冲洗引流管治疗，根据瘘口多少
和瘘口位置决定腹腔内放置黎氏管的多少及位
置。放置的黎氏管必须在瘘口的旁边，便于术后冲
洗引流。放置黎氏管后于腹壁另戳孔引出并固定，
逐层关腹。
1.3.3 术后处理 本组术后均持续静脉泵入生长抑
素 0.1 μg/（kg·min）治疗，术后腹腔持续冲洗引流管
24 h 持续冲洗，黎氏管入水管接无菌生理盐水，出
水管接中心负压吸引（自制冲洗设备，不收取冲洗
设备费用），根据肠瘘口瘘出肠内容物的多少调节
入水管入水的流速。要密切观察腹腔持续冲洗引
流管的冲洗引流情况，冲洗不通畅时要及时处理。
含渣较多的肠内容物容易堵塞出水管，堵塞后要及
时疏通。术后监测血象、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
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同时加强护理，定时拍背咳
痰，鼓励患者床上活动或下地床旁活动。及时处理
出水容器里的水，保护中心负压吸引装置。术后 2
周行引流管造影检查，如窦道形成，造影剂无外
露，可拔除引流管。术前放置空肠营养管，经空肠
营养管缓慢滴入营养科配置的营养液，经颈部深静
脉置管滴入抗生素、抑酸药、肠外营养液等，根据

腔感染程度、腹腔内压力的高低等采用腹腔开放治
[1]

疗 或者腹腔闭合治疗。目前肠瘘的腹腔闭合治疗
多采用持续腹腔冲洗引流治疗。本研究收集了解
放军兰州总医院普外科收治的 62 例肠瘘合并腹腔
感染病例的临床资料，探讨 le 腹腔持续冲洗引流治
疗的临床疗效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纳入和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 入选病例术前均有腹部手术病
史 ≥1 次 ， 术 中 明 确 诊 断 为 肠 瘘 ； ② 腹 腔 压 力
9
<2.793 kPa，合并腹腔感染；③ 13×10 /L<白细胞计
9
[1-2]
数≤20×10 /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0% ；④ 肠瘘
病程≤72 h，需急诊手术；⑤ 体温、心率、呼吸及血
压均正常。
1.1.2 排除标准

① 肠瘘但无腹腔感染的病例；②

行开放治疗的肠瘘病例；③ 腹腔压力≥2.793 kPa；
④ 发生感染性休克、脓毒血症或严重腹腔感染的病
9

例；⑤ 白细胞计数>20×10 /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9

>95% 或白细胞计数<4×10 /L；⑥ 行一期切除瘘口
手术的病例。

1.2 临床资料
回顾性收集解放军兰州总医院普外科于 2012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
62 例肠瘘合并腹腔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43 例，女 19 例；年龄 23～81 岁、（51±26）岁。本
组病例在行肠瘘手术前有 5 例接受过 3 次及 3 次以
上腹部手术，17 例接受过 2 次腹部手术，40 例接受
过 1 次腹部手术；52 例入院前均在外院接受过腹
部手术治疗，10 例在笔者所在医院科室接受过腹部
手术治疗。本组均有不同程度的低蛋白血症，人血
白蛋白水平为 30～35 g/L 者 11 例，25～30 g/L 者 36
例，<25 g/L 者 15 例。本组患者中，包括阑尾炎 18
例，术后出现阑尾残端瘘 4 例，回肠瘘 9 例，盲肠
瘘 5 例；肠穿孔 5 例，术后出现小肠瘘 3 例，结肠
瘘 2 例；腹部外伤 17 例，剖腹探查术后出现小肠
瘘 4 例，升结肠瘘 7 例，横结肠瘘 2 例，降结肠及乙
状结肠瘘 4 例；胃肠道肿瘤 15 例，胃癌术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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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肠道造影、蛋白、血常规（3～5 d 查 1 次）等

腹腔压力<2.793 kPa 者或关腹后腹腔压力不会高于

检查检验结果适时调整治疗。

2.793 kPa 的患者，应该关腹治疗。因腹腔感染无法

1.4 随访

一期切除肠瘘但可以关腹的患者，关腹后如何进一

本组病例采用来院检查、复查、随诊或电话回

步治疗肠瘘，仅仅靠引流管引流是达不到治疗效果

访等方式进行随访。本研究随访截止日期为 2017

的。肠瘘口瘘出的消化液会造成二次腹腔感染，若

年 12 月 13 日。

不及时处理会导致病情加重，出现严重脓毒症或休
[7]

克时，死亡率增高 。有效的腹腔感染病灶冲洗引

2 结果

流，能有效提高免疫微生态营养，有效改善患者的

本组 62 例中，7 例行腹腔镜探查，发现肠瘘，

[8]

预后 。主动腹腔持续冲洗入水管可持续冲洗腹

其中 3 例因腹腔严重粘连而中转开腹；其余 55 例

腔，出水管可持续吸走冲洗液和瘘出的肠液，使腹

均行剖腹探查术。患者的手术救治均获成功，无死

腔保持清洁，有利于瘘口与腹壁形成窦道，通过闭

亡病例。术后出现腹腔脓肿 6 例（术后 4～8 d），切

合窦道达到治愈肠瘘的目的。若腹腔冲洗不彻底，

口感染 5 例（术后 5～9 d，其中 1 例切口感染患者

残留的感染灶往往会引起局部组织化脓感染，形成

合并腹腔脓肿），胸腔积液 5 例（术后 5～8 d），肺

腹腔脓肿 ，往往需二次手术治疗。手术引流可减

部感染 2 例（术后 6 d 和 10 d，均合并胸腔积液）。

轻毒素吸收，治疗术后腹腔感染 。本组肠瘘术后

发生切口感染、胸腔积液及肺部感染者经积极治疗

出现腹腔脓肿 6 例，均行二期手术治疗。经腹腔持

8～15 d 后痊愈。腹腔脓肿患者经手术引流或超声

续冲洗引流治愈肠瘘 49 例，治愈率高达 79.0%，腹

引导下穿刺引流 6～13 d 后痊愈。经补蛋白及营养

腔冲洗治愈的患者持续腹腔冲洗时间（36.5±17.3）d。

[9]

[10]

支持治疗逐渐恢复正常。其中 49 例肠瘘经术后持

对不具备一期肠瘘切除而具备关腹条件的患

续腹腔冲洗抗感染、换药、补液等处理治愈，治愈

者，部分外科医生选择肠造瘘术。其中双造口术较

率达 79.0%；7 例因瘘口较大未能治愈，6 例因引流

安全，便于观察肠管血运 ，这种方式可避免术后

效果不理想形成腹腔脓肿，根据病情于术后 2～3

肠瘘，但对患者生活有极大影响，给患者造成巨大

个月行二期肠切除+肠吻合术治愈（切除瘘口）。

的心理负担，且一般 3 个月后需二次行肠造瘘还纳

[11]

本组患者术后均无切口裂开、腹腔出血、切口

术。肠造瘘还纳后肠瘘的发生风险仍较大，疾病治

出血、感染性休克等并发症发生。本组持续腹腔冲

疗疗程明显延长，所以应慎重选择。腹腔持续冲洗

洗引流时间为（45±21）d（？～？d），抗生素使用时

引流治疗无法一期切除的肠瘘，可以避免肠造瘘术

间为（14±7）d（？～？d），血象恢复时间为（16±8）

给患者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伤害，避免或者明显减

d（？～？d），瘘口愈合时间为（47±24）d，总住院

少二次手术。本组 62 例患者中，接受二次手术 13

时间为（56±27）d（？～？d）。术后所有患者均获

例，占 21.0%，效果优于肠造瘘治疗。

访，无失访病例。随访时间 6～24 个月、（11.0±6.5）

肠瘘术后要监测病情变化，预测预后。需监测

个月。本组患者随访期间均无肠粘连、肠梗阻等并

血象、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炎性细胞因子水

发症发生，恢复较好。

平，因这些指标可以反映炎症控制情况及预后 。

[12]

[13]

降钙素原持续升高者，存活时间明显缩短 。腹腔

3 讨论

[14]

感染可导致血白细胞、C 反应蛋白 及降钙素原水

肠瘘的治疗方法根据是否开放腹腔可分为腹
[1]

平升高，还可导致血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升高，而
[15]

腔开放治疗和非腹腔开放治疗。李吴寒等 对腹腔

后者可反映感染的严重程度 ，判断预后。这些指

开放治疗合并肠空气瘘时采用腹腔开放治疗临时

标的变化均可指导临床用药，尤其是抗生素的使用

关腹技术进行研究，得出负压辅助关腹（VAC）的

时间长短、使用强度及频次。还有血小板异常降低

效果优于聚丙烯补片关腹（PPM）。对于严重腹腔

的肠瘘患者提示严重腹腔感染，影响患者的预后 ，

感染、腹压增高、无法关腹的病例行腹腔开放治

持续血小板严重降低者，多提示预后不良。肠瘘术

疗，暂时性关腹可有效防止腹压升高，改善患者预

后腹腔感染情况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因此有效的

[3]

后 。因为腹压升高可导致腹腔间室综合征，后者
[4]

明显增加死亡率 ，但腹腔开放治疗时间长可能会
[5]

导致较多并发症 。因此只要具备关腹条件，均应
[6]

关腹治疗。腹压的高低可采用腹内压测量法测量 ，

[16]

主动腹腔持续冲洗引流可明显减少体内毒素的吸
[17]

收 ，有效减轻腹腔感染的程度，有效降低机体炎
症反应和促进疾病恢复，促进患者瘘口的愈合，缩
短住院时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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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内营养等有效的综合治疗是治疗肠瘘的重
要组成部分。早期肠内营养治疗有利于肠瘘患者
尽早康复

[18]

，有利于降低血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
[19]

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 ，有利于缩短患者术后的机
[20]

械通气时间及缩短 ICU 治疗时间 。本组均在术
中放置肠内营养管，根据肠瘘部位的不同，采用经
鼻导管或者肠造瘘放置肠内营养管，术后请营养科
医师配置肠内营养液进行早期肠内营养治疗。生
长激素可以改善患者的全身代谢状况和免疫状态，
有保护肠道屏障的功能，可促进机体的恢复，临床
[21]

治疗效果较好 。抗生素需根据药敏结果及感染指
标的变化进行调整，同时要注意治疗和预防真菌感
染，纠正或预防水电解质紊乱。另外血液滤过也可
用于临床治疗腹腔感染，该方法可清除部分血浆内
[2]

毒素与细胞因子 ，进而减轻腹腔感染，以达到治
疗目的。此外，血液滤过能有效清除血液中的小分
子物质，能纠正异常代谢功能，尤其对肾脏功能的
[22]

恢复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合并肾功能不全的
患者更适合此方法治疗。肠瘘后行急诊手术，机体
可出现应激反应，导致血糖应激性增高，这有利于
[23]

给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 。根据机体的病理生理变
化，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早期肠内营养，有效的
腹腔冲洗引流，可使患者重要脏器功能尽早恢复，
尽早纠正营养不良，促进瘘口愈合，促进疾病康复。
综上所述，腹腔持续冲洗引流治疗肠瘘合并腹
腔感染的疗效确切、治愈率较高且并发症少，此外
本组无死亡病例。腹腔持续冲洗引流的手术难度
不高，术后腹腔冲洗装置设备简单，技术难度不
高，容易掌握，经济且护理方便，患者可下床活动，
有利于减轻护理负担及压力，可为复杂性肠瘘和难
治性肠瘘患者争取再次手术时间，并为再次手术创
造良好的条件。本组腹腔持续冲洗引流治疗肠瘘
合并腹腔感染的治愈率达 79.0%，术后单项并发症
发生率为 3.2%～9.7%，较低，其中腹腔脓肿的发生
率为 9.7%，切口感染及胸腔积液的发生率均为
8.1%，肺部感染的发生率为 3.2%，未出现危及患者
生命的严重手术并发症，临床疗效确切，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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