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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新液联合生肌膏促进肛瘘术后创面愈合的临床疗效分析

孟占伟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中医肛肠科,西安 710068)

摘要 目的:探讨康复新液联合生肌膏治疗肛瘘术后创面愈合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014—2016年6月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中医收治的160例肛瘘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80)和对照组(n=80),对照给予基础治疗与康复新液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

治疗的基础上应用生肌膏辅助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疼痛程度、创面面积及创面愈合时间和并发症发生

情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5.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2.5%(P<0.05);观察组术后疼痛程度低于对照组(P<0.05),
创面面积及创面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结论:康复新液联

合生肌膏治疗肛瘘能缓解患者疼痛,促进术后创面愈合,缩短创面愈合时间,且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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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肛瘘是肛肠科的一种临床常见病[1],其发病率

仅次于痔疮,各个年龄段均可发病,多见于青壮

年[2]。由于其病理原因形成的一种与肛门周围皮肤

相通的异常管道,其临床表现为肛门周围皮肤局部

反复出现红肿热痛,流少量脓性、血性、黏液性分泌

物,局部皮肤受到刺激有瘙痒或形成肛周湿疹等,经
久不愈,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肛瘘不能自愈,主
要土采取手术方法治疗,多遵循的原则为找寻原发

性内口,切开或切除瘘管,使创面暴露开,逐渐愈合,
目的为保护直肠肛门括约肌功能及防止复发等[3-4]。
由于该病发病部位特殊,术后创面需要采取开放处

理,愈合时间较长,疗程长,且给予患者带来极大痛

苦[4]。近年来,中医药在该病治疗方面取得了明显

的临床效果,丛继伟等[5]研究发现,中药康复新液对

肛瘘术后创面愈合具有明显的临床效果,缩短其创

面愈合时间,降低疼痛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另一方

面,传统医学认为,生肌膏可使腐肉容易坏死脱落,
新生肉芽组织易增生,伤口创面可逐渐自行愈合,具
有祛腐、消肿、活血、生肌、止痛、解毒之功效,在创面

愈合方面具有独特疗效,可用于各类创面,如年久湿

热诸疮、痈、疽毒症,溃疡久不收口,褥疮,火伤,烧烫

伤等[6]。然而,有关康复新液联合生肌膏对肛瘘术

后创面愈合的影响研究国内鲜有报道,因此,本研究

对本院收治的肛瘘患者应用康复新液联合生肌膏治

疗,探讨该联合用药的临床疗效及其安全性,以期为

临床上肛瘘的治疗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4—2016年6月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中医收治的160例肛瘘患者,其中男115例,女
45例;年龄18~58岁,平均(35.8±2.2)岁;病程7
d至5年,平均(2.3±1.2)个月;低位简单肛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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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例,高位肛瘘患者42例。病例纳入标准:(1)年
龄大于18岁;(2)肛瘘诊断明确;(3)拟行肛瘘手术;
(4)患者及其家属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1)肛瘘再次复发,需二次行肛瘘手术者;(2)伴有其

他肛周疾病者;(3)合并严重心脏、肝脏、肾脏和血液

系统疾病等功能异常者;(4)精神类疾病者;(5)具有

严重过敏体质者;(6)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将患者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80例,两组在年龄、性
别、病程 等 方 面 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2.1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均由同一组医师进行

肛瘘根治术。复杂性高位肛瘘行复杂性肛瘘挂线

术,低位肛瘘或高位复杂性肛瘘的低位部分瘘管的

治疗行瘘管切开与切除术,术后进行常规抗感染、每
日换药治疗,嘱咐患者注意多卧床休息,减少下床活

动次数,注意饮食,忌辛辣刺激性食物,多食蔬菜、高
纤维等食物,必要时给予润肠通便药,保持大便通

畅。

1.2.2 药物治疗 (1)对照组:每位患者在术后第

2天每日便后均给予1500mL温水坐浴,然后到换

药室对创面进行常规消毒处理,用无菌纱布浸泡康

复新液(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Z43020995)覆于创

面,然后外层给予纱布包扎,最后用胶布进行外固

定。按该换药方式每日1~2次,至创面完全愈合。
(2)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把无菌纱布上的生肌膏

(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Z12020345)轻轻

纳入肛门,均匀的粘附于创面上,加压包扎创面。这

样换药每日1~2次,至创面完全愈合。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1.3.1 临床疗效 治愈:肛门的疼痛明显消失,肉
芽组织生长良好,创面愈合率100%;好转:肛门的

疼痛较前有所减轻,肉芽组织颜色暗红,创面愈合率

≥75%;无效:肛门的疼痛没有减轻,肉芽组织颜色

灰暗,创面愈合率<50%。创面愈合率=[(原始创

面面积-目前创面面积)/原始创面面积]×100%,
测算方法:取侧卧位(术侧朝下),暴露肛门(不牵拉

创面),用直尺测量创面最大长径和宽径计算面积,
出现上皮后,以上皮爬生边缘内径为界测量。

1.3.2 疼痛程度 两组的患者治疗后,进行疼痛程

度的评估,可分为4度,Ⅰ度:没有任何的不适、疼
痛;Ⅱ度:患者自觉肛门部创面有所不适,无疼痛;Ⅲ
度:患者自觉肛门部创面轻微疼痛,口服止痛药有

效;Ⅳ度:患者自觉肛门部创面疼痛明显,不能忍受,

需要肌注或静脉用止痛药物。

1.3.3 创面愈合和疼痛消失时间 创面评定标准

参照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肛肠科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结合临床制订评定标准。创面愈合时间是从应

用外治药物之日起到创面完全上皮化所需时间。记

录两组患者疼痛的消失时间。
1.3.4 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分别记录术后当日及

术后创面渗血、水肿、肛周渗液、尿潴留等并发症发

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

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

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疼痛程度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疼痛程度明显轻于对照组

(P<0.05),Ⅳ度疼痛的患者大幅度减少,见表2。

2.3 两组疼痛的消失时间和创面愈合时间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疼痛消失时间和创面愈

合时间都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4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创面渗血、水肿、肛周渗出与尿潴

留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均较对照组少(均P<0.05),
见表4。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80 60 16 4 95.00%
对照组 80 40 26 14 82.50%
χ2 6.48
P <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后疼痛程度比较(n)

组别 n Ⅰ度 Ⅱ度 Ⅲ度 Ⅳ度

观察组 80 28 42 6 4
对照组 80 20 30 18 12

Z -6.846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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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疼痛消失时间和创面愈合

时间比较(d,x±s)

组别 n 疼痛的消失时间 创面愈合时间

观察组 80 3.45±0.34 22.13±2.68
对照组 80 5.63±0.46 28.56±2.37

t -3.687 -7.244
P <0.05 <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创面渗血 水肿 肛周渗液 尿潴留

观察组 80 3(3.75) 4(5.0) 2(2.5) 4(5.0)
对照组 80 12(15.0) 14(17.5)13(16.25)19(23.75)
χ2 5.12 5.42 5.72 6.21
P <0.05 <0.05 <0.05 <0.05

3 讨 论

  肛瘘虽然为肛周、直肠疾病中的多发病、常见

病,由于它的特殊部位与病变特点等,很难自愈,药
物保守治疗无法完全治愈,需要进行手术治疗[7]。
因其排便的特殊生理性功能,使肛周、直肠内部的细

菌种类数量大、繁多、繁殖快,如果创面不洁,容易导

致手术后创面的感染与延迟愈合等。肛瘘术后创面

的愈合是一难点问题,经常存在着污染和修复、再污

染与再修复的矛盾,也可以说是肛肠科疾病需研究

的重点[8]。科学的换药,在肛瘘术后创面愈合中,起
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肛瘘术后创面换药治疗时,
常使用抗生素类药物,涂于创面,这类药物对创面有

很强的刺激性,经常使用,容易损伤新生的新鲜肉芽

组织,不利于肛周创面的愈合和再生[9]。因此,肛瘘

术后换药,寻找能有效促进创面快速的愈合的方法

显得尤为重要。

  肛瘘患者术中对其皮肤损伤较大,从而致使肛

门局部血脉受损,则会发生气血瘀滞,运行不畅、组
织失养[10]。同时,患者术中失血较多,液随血脱,血
虚阴亏,则会出现津液不足,不能濡养组织。故术后

阴液不足、气滞血瘀是导致创面愈合缓慢的主要病

因。因此,对其术后创面愈合治疗应以养阴生肌、通
利血脉及活血化瘀为主。有研究表明,使用康复新

液可以缓解炎症引起的局部水肿,渗出,促进肉芽组

织形成[11]。本研究选用中药康复新液给予治疗的

基础上联合生肌膏,这两种均有药物具有养阴生肌、
通利血脉及活血化瘀功效,而且生肌膏为油状,不容

易干燥,这样既利于延长药物停放时间,也能减少摩

擦所致创面疼痛,比较适用于肛瘘术后的伤口换

药[12]。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

者的临床疗效更佳、疼痛的程度更轻、疼痛的消失时

间和创面的愈合时间更短、并发症更少(均 P<
0.05),康复新液联合生肌膏促进肛瘘术后创面治疗

效果优于单独使用康复新液。

  综上所述,对于肛瘘术后创面患者应用中药康

复新液联合生肌膏治疗效果明显,更利于肛瘘术后

创面的愈合,且安全性较高,值得深入研究及适度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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