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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扎注射法配合消痔灵治疗小儿直肠脱垂 3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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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结扎注射治疗小儿直肠脱垂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将符合诊断的 62 例小儿直肠脱垂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采用点状黏膜结扎 1︰1 消痔灵直肠黏膜下注射；对照组采用 1︰1 消痔灵直肠黏膜下注射。随访 6 个月。

结果：治疗组治愈率为 96.8%，对照组治愈率为 70.9%，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结扎注射治疗小儿直肠脱垂具有较

好疗效，明显优于单纯注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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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gation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rectal prolapse in children. Methods: 

62 children with rectal prolap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punctate 

mucosa ligation +1:1 rectal submucosal Xiaozhiling injec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1:1 rectal submucosal injection of 

xiaozhiling.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Results: The cure rate of the treatmen group was 96.8%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70.9%.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Conclusion: Ligation injection in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rectal prolapse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I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pure inje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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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脱垂俗称“脱肛”，是指直肠黏膜、肛管、直肠全层

和部分乙状结肠向下移位并脱出肛门外的一种疾病。小儿直肠

脱垂发病年龄多见于 6 个月～4 岁[1]，少数患儿可至 10 岁，因

患儿口服药物接受差，故采用非口服药物治疗法。2010 年—

2014 年笔者采用直肠黏膜结扎注射法治疗 31 例直肠脱垂患

儿，取得满意效果，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2 例小儿直肠脱垂患者均来自 2010 年 1 月—2014 年 5 月

淮阳县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病人，采用随机数字对照法，按 1

︰1 比例随机分为两组。其中治疗组 31 例，年龄 6 个月～12

岁，平均 2.1 岁；男性 14 例，女性 17 例；Ⅰ度脱垂者 21 例，

Ⅱ度脱垂者 10 例。对照组 31 例，年龄 8 个月～11 岁，平均

2.5 岁；男性 15 例，女性 16 例；Ⅰ度脱肛垂者 18 例，Ⅱ度脱

垂者 13 例。 

1.2 诊断标准  

参照 2010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颁布的“22 个专业

95 个病种中医诊疗方案”[2]及李乃卿主编《中西医结合外科

学》关于直肠脱垂的诊断标准[3]。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医、西医关于直肠脱垂的诊断标准；②病情属Ⅰ

度脱垂、Ⅱ度脱垂患者；③年龄在 6 个月～2 岁；④监护人签

署知情同意者。 

1.4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直肠脱垂的诊断标准；②病情属于Ⅲ度者；③年

龄在 6 个月以下或 12 岁以上者；④合并有细菌性肠炎、痢疾、

阿米巴性痢疾等相关疾病者；⑤肛门关闭不严或收缩功能不良

者；⑥监护人不签署知情同意者。 

1.5 治疗方法  

治疗组：术前常规做肠道准备，采用温盐水 300 ml 清洁灌

肠 1～2 次。麻醉方法采用氯胺酮麻醉或静、吸复合麻醉。麻

醉成功后，取截石位，肛周常规消毒铺无菌巾。肛门、直肠用

1%碘伏再次消毒，用小号喇叭型肛门镜缓缓插入肛内，查看直

肠黏膜松弛程度，随后用组织钳提起松弛的黏膜，用中号血管

钳予以钳夹（不带肌层），再用 10 号丝线进行结扎，同法在不

同层面行多处点状结扎，一般 3～5 处即可。此后用 5 ml 注射

器抽取 1︰1 的消痔灵注射液 5 ml（消痔灵 10 ml，灭菌水 5 ml，

2%利多卡因 5 ml），用 5 号注射针头在多点结扎间隙行直肠黏

膜下注射，每点注射量 1～3 ml，总量不超过 20 ml，注射完毕

后，用食指反复按压注射部位，使药液扩散，防止术后形成硬

结或狭窄，术毕，肛内放置油纱条，纱布包扎固定。 

对照组：术前准备及麻醉方法同治疗组。该组仅行消痔灵

注射，其药物浓度、注射方法及用量、术后处理均同治疗组。 

1.6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 2002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制定的《直肠脱垂

诊断与治疗标准》及 2010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颁布的

“22 个专业 95 个病种中医诊疗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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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患者排便时无肿物脱出，无肛门坠胀，排便通畅。

检查直肠恢复正常位置，排便或增加腹压时直肠无脱出肛门

外，无直肠黏膜内脱垂。有效：患者上述症状减轻，排便较通

畅，检查脱垂程度减轻，无直肠全层脱垂。无效：治疗前后无

变化或病情加重。 

1.7 临床评价指标  

1.7.1 临床疗效评价  

术后 7 d、6 个月分别观察其排便时有无肿物脱出，排便是

否通畅。  

1.7.2 术后并发症   

观察术后大便情况，有无大便下血，排便困难及直肠狭窄

等情况。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表 1   两组术后 7 d 疗效比较   [n（%）] 

组 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治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1 31 0 0 100.0① 100.0② 

对照组 31 29 2 0 93.5 1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
①P＞0.05；②P＞0.05  

表 2   两组术后 6 个月疗效比较   （n,%） 

组 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治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1 30 1 0 96.8① 100.0② 

对照组 31 22 3 6 70.9 80.6 

注：与对照组比较
①P＜0.05；②P＜0.05 

2.2 两组术后并发症    

治疗组术后 7～10 d 结扎脱落期偶有大便下血，量少，均

不需特殊处理。术后 6 个月复查有 1 例直肠轻度狭窄，因大便

通畅，无排便困难等症状，未做任何处理。对照组术后无明显

大便下血，术后 6 个月复查有 2 例直肠轻度狭窄，无排便困难

症状未做处理，6 例术后直肠黏膜再次脱出，但较前减轻，均

行第 2 次注射，随访 3 个月未再复发。 

 

3   讨  论  

中医学认为,脱肛即直肠脱垂主要是中气不足所致,好发

于小儿。因小儿先天禀赋不足,气血未旺,加之骨盆内脏器官发

育不完全,骶骨弯度未形成,不能对直肠承担充分的支持作用
[4]。治疗当以补气、升提、固摄为主，因小儿服药困难，往往

难以奏效。笔者认为，随着患儿年龄不断增长，发育日趋成熟，

轻度脱垂仍有自愈可能[5]，故不适宜做开腹或局部切除等手术，

对保守治疗无效又反复脱出的患儿可行直肠黏膜结扎注射术，

即可取得满意效果。通过结扎可使松弛下垂的黏膜得以紧缩，

配合消痔灵注射液行直肠黏膜下注射，使直肠黏膜与肌层发生

无菌性粘连固定，松弛的黏膜及脱垂的肠管被重新固定在原来

的位置，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6]。此法操作简便,痛苦小,副作

用少,无后遗症,患儿家长容易接受。 

通过对 62 例小儿直肠脱垂的临床观察，治疗组与对照组

术后 7 d 均能达到完全治愈的目的，但随访 6 个月，对照组有

6 例复发，提示采用单纯直肠黏膜注射法治疗直肠脱垂其复发

率高，采用结扎注射术能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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