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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扎法与切开缝合法在小儿尿道下裂术后
小尿瘘修复中的应用效果比较

王长园,汪 洋△,陈小华,魏孝钰,陈 锋,申志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外科,福建 350001)

摘要 目的:比较结扎法与切开缝合法治疗小儿尿道下裂术后小尿瘘的临床效果,探讨适宜的手术方式。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1年5月至2015年1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35例尿道下裂术后小尿瘘(<3mm)患儿的临床资料,按照瘘

口手术方式不同分为结扎组和切开缝合组,结扎组采用瘘管结扎法,切开缝合组采用瘘口周围切开缝合法。结扎组19例

(25个瘘口),切开缝合组16例(24个瘘口),比较两组患儿术后尿瘘发生率及修复成功率。结果:结扎组术后再瘘2例共3个

瘘口,修复成功率为88.0%(22/25);切开缝合组术后再瘘4例共5个瘘口,修复成功率为79.2%(19/24);结扎组术后再瘘发

生率低于切开缝合组,修复成功率高于切口缝合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儿术后均无一例尿道狭窄

或憩室发生。结论:结扎法与切开缝合法在小儿尿道下裂术后小尿瘘手术修补中的疗效相当,而对于具有一定瘘管形态者,笔

者推荐结扎法治疗,因其操作更简便且疗效亦好,但对于无明显瘘管、瘘口周围组织菲薄者,应选用切开缝合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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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道下裂是小儿泌尿生殖系统常见畸形,其发

病率仅次于隐睾,占出生男婴的0.8%~8.2%[1]。
针对尿道下裂的手术多达300余种,而术后尿瘘仍

是尿道下裂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可达15%
~35%[2-3],至今仍无一种术式可完全避免尿瘘发

生。术后尿瘘的发生原因多为术后感染、皮瓣血运

障碍、切口裂开等。目前针对术后尿瘘的治疗措施

仍以手术为首选,但术后仍有一定的复发率。本研

究对35例尿道下裂术后小尿瘘患儿分别采用结扎

法和切开缝合法进行治疗,对比两种术式的临床疗

效,为临床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提供参考,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5月至2015年1月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35例尿道下裂术后小尿瘘患

儿,年龄2~9个月,平均(4.30±1.12)个月;患儿瘘

口直径<3mm;距上次手术时间间隔为6~9个月,
平均(7.90±1.26)个月;均采用结扎法或切开缝合

术治疗。排除其他手术后尿瘘或外伤性尿瘘者及瘘

口呈长条形或裂隙状者。根据瘘口手术修复方式不

同,将患者分为结扎组和切开缝合组,其中结扎组

19例25个瘘口,切开缝合组16例24个瘘口。两组

患儿年龄构成、瘘口位置、大小、数目及前期手术次

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

比性,见表1。

1.2 手术方法

  患儿术前1~2d均给予温水及0.05%稀碘伏

清洗消毒外阴至干净。术前禁食禁水4~6h,采用

静吸复合全麻,取平卧位,术区常规消毒铺巾,先用

8号尿道扩张条探查远端尿道明确有无明显狭窄或

憩室,经尿道口注入0.05%稀碘伏消毒尿道,如瘘

口不明显者可压住尿道球部近端行注水试验,以观

察到瘘口位置及数目。经尿道口置入F8、F10硅胶

导尿管作尿流改道及支架管,龟头处予0号丝线纵

缝做牵引。根据患儿瘘口大小、瘘管长度及周围瘢

痕组织情况决定采用结扎法或切开缝合法。

1.2.1 结扎法 沿瘘口周围1.5mm处环形切开

皮肤及皮下组织,顺着瘘管方向仔细分离周围组织,
分离过程中注意避免损伤尿道及瘘管,将分离出的

瘘管轻轻提起,在其根部用6-0可吸收线结扎2道,
眼科剪贴第2道结扎线远端剪除多余瘘管组织,残
端碘伏消毒后冲洗干净,仔细分离瘘口周围皮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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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组织,做成稍厚筋膜皮瓣交叉覆盖于瘘管残端之 上,并妥善缝合固定,稍修剪皮肤,缝合关闭切口。

表1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n(%)]

组别
年龄/月 瘘口位置/个

2~4 4~6 6~9 冠状沟 体部 根部

结扎组 8(42.1) 9(47.4) 2(10.5) 6(24.0) 13(52.0) 6(24.0)

切开缝合组 10(62.5) 5(31.2) 1(6.2) 9(37.5) 8(33.3) 7(29.2)

组别
瘘口大小/mm 瘘口数目/个 前期手术次数/次

<1.5 1.5~3.0 1 2 3 1 2

结扎组 18(72.0) 7(28.0) 14(73.7) 4(21.1) 1(5.3) 15(78.9) 4(21.1)

切开缝合组 13(54.2) 11(45.8) 10(62.5) 4(25.0) 2(12.5) 14(87.5) 2(12.5)

1.2.2 切开缝合法 沿瘘口周围1.0~1.5mm处

环形切开,向四周分离皮肤及皮下组织,在瘘口近尿

道处用眼科剪将瘘口周围瘢痕组织修剪整齐,用7-0
可吸收线连续内翻缝合瘘口黏膜关闭瘘口。仔细游

离周围皮下组织,将皮瓣转移覆盖于原瘘口皮肤缺

损之上,与周边皮肤间断缝合3~4针以固定,修剪

不齐皮缘,缝合关闭切口。术后切口采用无菌美皮

贴包绕,外敷干净纱布并用自粘性绷带妥善固定。
术后3d拆除纱布并更换美皮贴,术后7d拔除导尿

管自行排尿。

1.3 观察指标

  术后随访3~8个月,观察患者再瘘发生情况、
修复成功率及尿瘘修补处有无狭窄、憩室等异常,以
阴茎无明显下弯、尿线粗、无尿瘘及憩室为治愈标

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

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以P <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患儿术后再瘘情况及修复成功率的比较:
结扎组术后再瘘2例共3个瘘口,修复成功率为

88.0%(22/25);切口缝合组术后再瘘4例共5个瘘

口,修复成功率为79.2%(19/24);结扎组术后再瘘

发生率低于切开缝合组,修复成功率高于切口缝合

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2。
两组患儿术后均无一例尿道狭窄或憩室发生。

表2 两组患儿术后再瘘情况及修复成功率的比较[n(%)]

组别
术后再瘘发生

1处 2处
再瘘瘘口 修复成功

结扎组 1(50.0) 1(50.0) 3(12.0) 22(88.0)
切开缝合组 3(75.0) 1(25.0) 5(20.8) 19(79.2)

3 讨 论

  尿道下裂修复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尿瘘,原
因为覆盖组织过薄、皮瓣张力过大、血运差、远端狭

窄梗阻、术后渗血及感染等[4]。尿瘘修复常因局部

瘢痕血运差,皮肤及皮下组织薄且易感染导致修复

困难且失败率较高,修复失败常给再次修复带来更

大困难[5]。Cimador等[6]研究认为影响尿瘘修复手

术的主要因素有:原始手术选择、原始手术与尿瘘修

复术的时间间隔、尿瘘出现的时间、尿瘘部位、大小

及瘘口周围条件。尿瘘修复手术时机一般认为应在

距上次手术6个月后进行[7-8],这是由于上次手术已

破坏局部正常解剖结构及血运,需等待一段时间以

便瘘口周围疤痕软化,皮肤建立新的完善的血液供

应,有利于创面愈合,减少复发的概率。而且对于小

瘘口,部分患儿在等待期间还有自行愈合的机会,从
而避免了再次手术的痛苦。此外,修补尿瘘前明确

有无远端尿道梗阻对于预防术后再瘘有着重要意

义[9-10]。本研究中所有患儿至少6个月后才实施修

补手术,修补前均用尿道扩张条探查远端尿道有无

狭窄,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手术成功率。

  瘘口大小及手术修补方式与术后疗效有着密切

关系[11-12]。目前对于大小尿瘘尚无统一界定,El-
bakry[13]以4mm为界分为大小瘘,刘云涛等[14]将

其分为2mm以下、2~5mm、6~10mm、10mm以

上。对于3mm以下小瘘口修复主要采用结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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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开缝合法等;对于4~10mm瘘口则应用旋转皮

瓣法或Y-V皮瓣法以获得较满意疗效。本研究中

患儿瘘口均在3mm以下,根据瘘口条件采用结扎

法或切开缝合法,并适当利用周围皮瓣覆盖,手术成

功率在80%~90%左右,疗效均较满意。对于此类

小尿瘘修复术式选择,笔者体会:(1)分离中只要有

少许长度瘘管且瘘口不是太大,应尽量紧贴瘘管分

离并结扎根部,本研究中7例瘘口1.5mm以上也

采用结扎法,效果较满意且术后未见一例尿道狭窄

或憩室,该法总体成功率较切口缝合法更高,尽管与

后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刘运初

等[15]报道3mm 以下瘘口均采用结扎包埋法,方
便、简单且效果较满意。(2)对于无明显瘘管、瘘口

周围组织菲薄者,因无法游离瘘管并予以结扎,应采

用切开修复法治疗。

  为了提高小尿瘘修复术成功率,除了选择合适

的手术时机和合理的术式外,笔者认为仍应注意:
(1)分离过程尽可能采用整形精密外科器械[16],减
少尿道、瘘管及皮瓣营养血管损伤,并可以精确缝

合;(2)应用7-0可吸收线缝合瘘口,缝合时缝针从

皮内穿过做内翻缝合,以免细菌或尿液通过缝线针

眼渗入而影响愈合或导致感染;(3)如瘘口边缘较

薄,可适当借助2~4倍显微放大镜操作;(4)分离皮

瓣采用眼科剪或冷刀片,避免采用电刀因热效应导

致皮瓣血运障碍;(5)覆盖皮瓣要有一定厚度,不宜

太薄而影响活力,缝合皮瓣应无张力否则易缺血或

裂开,若周围皮瓣组织较多,可争取多覆盖一层且缝

合缘应适当错开;(6)术后3d拆除纱布,因术后3d
创面水肿高峰期已过,去除纱布有利于观察,国外也

有术后长时间加压包扎并不利于疗效的报道[17];
(7)消毒并更换内层美皮贴,有利于保持切口干净,
而且美皮贴筛孔状结构有利于少许渗液及时排出。

  尽管本研究中结扎法与切开缝合法在修复小尿

瘘中成功率及再瘘率上差异均不明显,但尿瘘修补

成功与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术式的选

择仍需针对个体条件充分考虑。对于小尿瘘修补,
应根据瘘口位置、大小、瘘管情况、瘘口周围皮肤厚

薄及周围可利用筋膜瓣情况综合决定[12]。对于具

有一定瘘管形态者,笔者更愿意选择结扎术,否则只

能改用切开缝合术。但本研究纳入例数较少,仍有

待于扩大样本量的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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