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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全世界最致命的恶性肿瘤之一 [ 1 ]，

自1970年以来，食管腺癌的发病率增加了350%，

超过了其他所有实体恶性肿瘤 [2-4]。食管癌因缺乏

早期临床症状，通常在晚期被诊断[1]。食管切除仍

然是唯一根治性治疗食管癌的方法 [ 4 ]，术后吻合

口瘘是食管癌患者手术后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尽

管当前外科从业者已经开发了新的手术技术和新

的生物材料以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及其引起的

死亡，但是在食管癌患者进行根治性手术后，吻

合口瘘仍然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术后吻合口瘘

能够引起严重的胸部或纵隔感染，这种并发症仍

然是与手术有关死亡的主要原因。吻合口瘘延长

了住院时间，增加了费用，延长了后续治疗的时

间，且是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5]。对于研

究者来说，在选择一种动物模型来重建和研究食管

吻合口瘘时，必须进行与食管癌根治术后患者相似

的重建。由于胃解剖学和血管与人类的类似性和可

行性，目前使用的动物如大鼠 [6]、兔 [7-9]、犬 [10]、 

猪[11-13]作为建模动物是一种普遍现象。食管吻合口

瘘动物模型的成功建立，模拟了食管癌根治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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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管吻合口瘘是食管癌术后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文献报道其发生率占所有食管癌术后并发

症中的2%～30%；食管吻合口瘘可引起颈部、纵隔的严重感染甚至发生胸骨后脓肿，如果不及时处理可

导致死亡。尽管缝合技术和材料不断发展，吻合口瘘仍然是一个未解决问题。目前尚没有稳定、可靠和特

定的动物模型，而稳定可靠的动物模型是明确食管吻合口瘘发病机制、病理生理过程和治疗方式的重要手

段。因此我们急切希望建立完善的功能性动物模型促进食管吻合口瘘的动物实验研究及术后食管吻合口瘘

的预防、治疗及康复。本文将对食管吻合口瘘的现状、食管吻合口瘘动物模型制备方法以及评价方法进行

阐述与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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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ophageal anastomotic fistula is one of the severe complications of esophagectomy.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incidence rate of esophageal anastomotic fistula accounts for 2% to 30% among all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esophagectomy, which can lead to severe infection of the neck, mediastinum, or even retrosternal 

abscess, and even cause death if not being treated in time. Despi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uture techniques 

and materials, anastomotic fistula remains a unsolved problem.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no stable,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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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esophageal anastomotic fistula are described and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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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发生食管吻合口瘘的病理生理过程，并为临

床医生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提供技术支持。

一、食管吻合口瘘的现状

1. 术后食管吻合口瘘潜在危险因素

食管吻合口瘘的发生原因可以分为3大类：

人体正常生理与解剖因素、围手术期期间的环境

以及外科操作相关因素。与食管吻合口痿发生有

关的解剖学因素包括食管缺乏浆膜、食管肌层为

内环形外纵形，食管黏膜下层与外膜均为疏松结

缔组织形成，质地脆弱。以上因素致使食管吻合

时缺乏承受缝线的拉力，且食管外层肌纤维由于

解剖原因恢复缓慢，客观上加重了吻合口缝线的

拉力。生理因素包括：由于胸腔纵隔内压力是负

压，这就容易促使消化道内容物通过吻合口处进

入纵隔内形成吻合瘘口，在各种化学因子作用

下，对瘘口周围组织产生严重化学刺激，加上唾

液中大量口腔厌氧菌协同作用，加速加重炎症和继

发感染的进展，致使吻合口处吻合口瘘的发生并导

致恶性循环。围手术期因素表现在严重营养不良患

者，术前血清白蛋白低容易发生吻合口瘘 [14]。若

患者伴有慢性疾病，例如肝硬化、肺部疾病等，

使机体对于手术创伤的应激反应差，影响组织愈

合。另外，术前新辅助化疗是食管癌术后吻合口

瘘的危险因素之一 [ 1 5 - 1 7 ]。术后胃排空障碍也可能

与发生吻合口瘘有关。决定吻合口瘘是否发生，

外科操作技术因素更为重要 [18]。食管癌根治术后

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也与手术入路、术中吻合

方式及位置有关，有研究报道经右胸入路手术较

左胸入路手术在降低吻合口瘘发生率方面更具优

势，而且术后肺部炎症发生率也相对较低 [19]。此

外，食管替代物的选择、吻合口血供、张力等也

是影响吻合口瘘的潜在危险因素[20]。

据报道，切除多器官合并症 [ 2 1 - 2 2 ]、肺功能下

降、大网膜切除术以及长期使用类固醇与吻合口

瘘的发展有关 [23]。女性患者、腹腔镜手术、术后

白蛋白水平明显降低和肾功能障碍被确定为独立

的危险因素[5]。而肿瘤分期、淋巴结分期、邻近器

官切除、吻合强化、淋巴结清扫数量、肿瘤浸润

性和早期肠内喂养与吻合口瘘的发生没有显著相

关性 [24]。一项关于食管胃切除术动物模型中缺血

调节时间对吻合口愈合的影响的研究表明，食管

切除和食管胃造口术前的胃缺血调理可以减少炎

症和胶原的沉积，同时增加吻合口处新生的血管

数量。在大鼠模型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

和血管生成的增加已被证明能够改善肌皮瓣的血

流量和缺血调理后移植物的存活，改善吻合口的

生理状态，降低吻合口瘘的发生[4]。

2. 治疗现状

2.1  保守治疗

吻合口瘘的保守治疗对无症状且较小的食管

瘘有相关的专家共识 [25]，即以“三管一禁”为基

础，在禁水的前提下保证营养管、胃肠减压管和

胸腔闭式引流管的通畅。根据瘘口位置、大小及

渗液引流情况来综合考虑、密切观察、随时调整

治疗方案。保守治疗一般包括通畅引流、抗感染

治疗、营养支持3大方面。通畅引流是指吻合口

瘘发生后，明确积存液体位置，行有效的胸腔引

流，减少吻合口化学刺激，促进愈合。抗感染治

疗是指给予足时足量的抗感染治疗，来达到预防

或治疗目的。营养支持治疗是术后吻合口瘘愈合

的基础，给予肠内营养能够促进肠道功能恢复，

加快吻合口瘘的恢复与愈合[15]。

2.2  手术治疗

对于修复较大的且保守治疗失败，尤其已合

并纵隔胸腔、脓毒症的食管吻合口瘘，目前治疗

方案仍存在争议 [ 2 6 - 2 7 ]。临床上治疗食管吻合口瘘

的方法主要为内镜下治疗吻合口瘘。近年来内镜

下吻合口瘘修补术作为一种更便捷的治疗选择，

其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耐受程度高等优

点，被临床医生逐渐接受 [28]。目前国内内镜下治

疗吻合口瘘的常用技术包括覆膜支架置入术、尼

龙绳缝合术和钛夹夹闭术 [ 2 9 ]。覆膜支架置入术

的技术成功率可达93%～100%，该技术是一种成

熟度很高的治疗方法，缺点是患者可出现支架移

位、脱落等风险 [ 3 0 - 3 1 ]。尼龙绳缝合术采用钛夹将

尼龙绳固定在瘘口周围通过收紧尼龙绳达到外科

荷包缝合的效果以封闭瘘口，缺点是技术要求较

高。国内外报道了一种采用新型材料OTSC的钛夹

夹闭术，是一种具有修补面广、吻合力可闭合消

化道全层、定位精确、操作简便等优点的内镜技 

术 [ 2 9 , 3 2 - 3 4 ]。随着介入、内镜和生物材料技术的不

断发展，国内外也开展了一项新的内镜微创技术

治疗吻合口瘘——内镜下真空辅助闭合治疗内镜

下真空辅助闭合治疗（endoscopic vacuum-ass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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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ure  therapy，EVAC），临床研究发现大多数

食管吻合口瘘特别是合并有纵隔胸腔感染的可以

应用E VA C来治疗，效果尤其显著 [ 3 5 - 4 2 ]。目前内

镜微创技术发展迅速，是临床治疗消化道疾病的

主要研究方向，也是治疗吻合口瘘的主要方法之

一。进行二次吻合口瘘修补手术，主要有单纯瘘

口修补术、吻合口重建术及食管旷置3种。目前

相关文献报道手术治疗吻合口瘘的效果差异较 

大 [43]。张志宇等 [44]治疗的患者术后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消化液外渗。Crestanello等[45]治疗的患者术后

均没有再次出现吻合口瘘。手术疗效优于保守治

疗，故对能够耐受再次手术者应积极进行手术治

疗。再次手术的主要目的在于修补瘘口，彻底清

除胸腔内瘘出物以及脓性分泌物，保证引流管的

畅通，减少毒性物质的吸收，从而减轻患者临床

症状[9]，有利于吻合口瘘的恢复与愈合。

二、食管吻合口瘘动物模型的选择  

管状胃为食管置换行之有效的导管。它是

由较大的胃曲度产生的，需要进行大量的胃血运

重建。因此，食管胃吻合术的血液供应取决于敏

感的显微血管网络。然而，吻合口愈合是一个涉

及各种机制，如炎症、血管生成、基质合成和沉

积、收缩和重塑复杂的过程[46-47]。因此，吻合的机

械强度在手术损伤部位依赖于裂解、合成和胶原

蛋白的成熟之间的平衡。而吻合口的机械强度决

定了吻合口瘘动物模型建立的成功与否。

在对动物模型进行广泛的研究后，在啮齿动

物中，食管胃解剖和血管与人类有相似性和可行

性，因此，一些人选择了大鼠模型进行食管胃吻

合口瘘的动物模型[6]。但是啮齿动物食管胃吻合口

愈合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食管腔很小。术后吻合口

狭窄导致吞咽困难和营养不良。大鼠食管胃吻合

腔的构建促进反流和吸入性肺炎。因此，一些研

究人员处理了这一技术困难，研究食管或胃伤口

愈合作为食管胃伤口吻合口瘘的替代物[48-49]。

大型动物如猪、犬等，食管腔相对较大，采

用侧对侧技术进行食管胃吻合术，可获得更大的

吻合腔，并保留正常的食管胃路，但由于其食管

的解剖和血管情况与我们不同，这种操作需要技

术极高的外科医生来进行实验才能保证较高的成

功率 [ 5 0 ]，并且大型动物如猪、狗等价格比较昂

贵，依从性差，且麻醉程度较难掌控，反而增加

了动物实验的难度。术后吻合口狭窄会导致吞咽

困难和营养不良，因此很难成功建立胃食管吻合

口瘘，这些动物模型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食管吻合口瘘中的动物模型研究更频繁地使

用兔和大鼠模型，因此在基础实验研究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相对而言，兔模型相较啮齿类动物

具有更简便的操作性、易于观察等特点，且小动

物的生理和免疫学与人类的差异更大；关于食管

吻合口瘘大动物模型的建立的报道较少，并且其

依从性、不可控因素相较兔模型更多。但是，探

索大型动物的建立是必要的。

三、构建方法

自1 9 0 0年代初以来，使用和依赖动物模型研

究基本生物学过程和疾病原因的人数一直稳步增

长。在105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其中89项

是通过动物研究获得的医学突破。因此，已经提

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使用动物模型来理解疾病

的病理生理学以及设计新的药物和疗法。

1. 兔食管切开吻合置管法

实验动物为 2 0 只为成年健康的新西兰大白

兔6～10个月龄，体重为（2.5±0.5）kg。主要仪

器：食管支架，实验组所用新型食管可降解支

架。建立动物吻合口瘘模型采用食管切开吻合置

管造瘘法建立颈部食管吻合口瘘的动物模型。采

取兔以3%的戊巴比妥钠按1 mL/kg的剂量经耳缘静

脉麻醉，密切观察兔的呼吸频率和节律，以防麻

醉过度。将麻醉成功的兔取仰卧位固定，颈部正

中切口，切开皮肤，分离筋膜层及肌肉层，沿气

管左侧游离出食管，切开全层，置入外径为8F橡

胶管以形成食管吻合口瘘，同时将橡胶管沿食管

管腔留置于空肠上段充当肠内营养管，后逐层闭

合切口，充分固定橡胶管。术后静脉注射广谱抗

生素，停止经口进食，经橡胶管给予肠内营养。

每隔2天测一次体重，对于体重下降明显者，予5%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耳缘静脉缓推。建模后1周，

将留置的橡胶管取出，该研究成功构建了具有食

管吻合口瘘的实验兔动物模型[51]。

2. 大鼠食管胃吻合口瘘法

实验动物：3 0只雄鼠布朗 -挪威大鼠，平均

体重320 g，每笼饲养1只，在12 h光照/12 h黑暗

循环和特定的无病原体条件下保持在2 1  ℃。主

要仪器：数字手术显微镜。建立动物吻合口瘘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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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采用远端食管胃切除术和胃管形成后的端到

端食管胃吻合口处置入硅胶导管然后进行食管胃

吻合口瘘的构建。动物采仰卧位，腹部被剃须并

消毒。用异氟醚（3%在氧气混合物中，3 L/min）

在气体箱中诱导麻醉后，动物被持续的异氟醚麻

醉（1 . 5 %在氧气混合物中，3  L / m i n）。用加热

灯将体温维持在37 ℃。另外，皮下注射0.9%NaCl 

1 0  m L，以防止动物术后脱水。围手术期采用安

乃唑110 mg/kg镇痛。行上中位剖腹手术，进入腹

腔。胃大弯解剖行胃松解术。切取胃短血管和胃

左动脉及静脉。保留胃、胃网膜右动脉和静脉。

解剖继续向食管裂孔方向推进，腹食管显露。在

切除近端小弯、前胃和食管胃交界处后，使用连

续缝合形成胃管。在食管远端插入直径为4 mm的

硅胶导管以校准吻合口的宽度，然后使用连续缝

合线进行食管胃内端端吻合。检测吻合口密封性

后，拔除导管，关闭胃管，用5 mL温生理盐水灌

洗，闭合腹部，肌筋膜、皮肤用缝线连续缝合。

术后，允许动物自由笼养活动，并随意给予水和

牛奶。术后镇痛采用口服安乃近（100 mg/d）。动

物每天都被称重，并观察是否有疾病迹象。所有

的手术由同一位外科医生进行。该研究成功构建

了具有胃食管吻合口瘘的实验大鼠动物模型[6]。

3. 猪吻合烧灼法

实验动物：1 0头雌性约克郡猪。建立动物吻

合口瘘模型采用腹部正中切口，行胃食管吻合，

然后使用电刀烧灼创建一个约1 cm的圆形缺口以达

到吻合口瘘的构建。动物颈背、胸腹部被剃光，

皮肤被以无菌的方式准备，采用肌肉注射（ IM）

xylazine（2 mg/kg）和telazol（6 mg/kg）麻醉，其

次是IM glycopyrolate（0.01 mg/kg）、长效四环素

（9 mg/kg）和恩氟沙星（7.5 mg/kg）。用2.5%异

氟醚对猪进行插管和维持，持续进行心电监护，

并用温水循环浴和温暖的乳酸林格溶液加热。留

置硅肺导管置于颈内静脉。猪在仰卧位，做垂直

中线切口进入腹腔。解剖并暴露胃和食管，分离

血管。用线性吻合器将近端胃分割到胃食管交界

处的远端。主食线的远端最终将成为胃管道。为

确保正确的定位，远端短线被轻轻地缝在胃食管

交界处的切割边缘，以帮助在手术后期将导管

向上拉入胸腔和胃。然后收腹，将猪变成左侧卧

位。后开胸术切开，利用肋骨扩张器进入胸部右

侧，解剖暴露在后纵隔的食管。此时，近端胃从

远端食管释放，并在管道中进行单独的胃切除

术，以引入圆形吻合器。然后切除远端食管的一

段，包括胃食管交界处。砧固定在食管末端，并

在食管和胃导管之间完成端至端21 mm圆形吻合。

一个故意的前1 cm的缺陷，然后创建跨越圆形钉线

使用烧灼。放置右侧胸管，关闭右侧开胸术。该

研究成功构建了具有胃食管吻合口瘘的实验猪动

物模型[52]。

四、模型评价方法

1. 临床与影像学诊断

实验兔食管切开吻合置管造瘘法建立食管吻

合口瘘动物模型术后1周，经耳缘静脉将实验兔麻

醉，四肢及头部固定，将留置的橡胶管取出，经

口插入导管，行X线下食管造影。经导管注入泛影

葡胺造影剂，缓慢推注，同时观察摄影并摄片，

进行保存，并对瘘口进行测量，造影显示存在造

影剂外溢，食管周围见造影剂；自口腔注入亚加

蓝，从胸腔或纵隔引流管内引流出染液为造模成

功。胸部X线检查提示液气胸，特别是吻合口周围

存有液气平面者。另外，反复X线检查胸液量明显

增加，或本来无液气平面而突然出现者，无论其

多少都具有诊断价值。胸腔或纵隔引流管引出胸

水呈灰褐色，有腥臭味者也可提示造模成功。X线

造影作为食管癌术后吻合口瘘的常用检查手段，

具有简便易操作、高敏感性的优点，其诊断准确

率可达93%[53-54]。

2. 宏观诊断

实验猪在术后5 d进行安乐死，在尸检时，打

开先前的开胸切口，检查胸腔是否有唾液含量、胃

内容物、脓肿或蜂窝织炎形成的证据，确定食管

胃吻合口瘘的形成。在术后第5天，所有存活的实

验大鼠都被过量麻醉剂安乐死，吻合段十二指肠

管腔被直径为5 mm的硅胶导管连接到输液泵上，

注入生理盐水（0.9%NaCl），食管腔连接到数字测

压仪，吻合段被注入生理盐水（2 mL/min）进行数

字监测，压力增加的失效被确定为吻合口瘘的成功 

构建。

3. 病理生理诊断

切除包括吻合口在内的1 cm食管段，立即放置

在中性缓冲甲醛溶液中，标本固定后，石蜡切片

用Masson三色染色进行显微评价。组织病理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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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黏膜下胶原沉积、肌层胶原沉积。食管壁组织

HE染色示鳞状上皮部分缺失、坏死，且可见一处

增生并突起，内主要为结缔组织和少量肌纤维，

病理示食管外纵肌肌纤维局部坏死溶解或肌纤维

疏松，瘘口处可见老化的结缔组织形成的瘢痕组

织，瘘口处周围炎症反应不明显[9]。

解剖分离食管，观察食管外膜可见到瘘口，

周围有充血区，瘘口周围管壁增厚。纵行剖开食

管，将食管铺平可见食管内膜瘘口存在，周围稍

隆起并有充血，未见明显化脓坏死[9]。

五、小结

食管吻合口瘘是食管癌手术后最严重的并

发症之一，其治疗仍是临床难题。当下关于食管

吻合口瘘的研究较多关注于临床研究，重点侧重

于食管吻合口瘘的诊断与治疗方法的选择，对于

吻合口瘘动物模型的建立及治疗相关文献报道较

少。目前临床研究者采用动物建立食管吻合口瘘

模型，存在操作过程复杂、术后护理条件苛刻、

动物依从性差、存活率低等问题，需要花费很多

的精力及团队人员去维护动物模型的建立与存

活。但不能因此忽略动物模型在临床研究中的重

要性，动物模型仍然是生物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

工具。诚然，使用动物模型研究食管吻合口瘘存

在局限性，但是这些研究可以促进食管癌术后病

理学的研究，临床吻合口瘘的诊断与治疗药物的

动物实验，并且为吻合口材料测试和可能的生物

医学成像提供研究资料。期待日后创建更具有综

合诊断意义的动物模型，为临床工作提供快速有

效的指导，提高临床诊断准确率及敏感性的同时

减少患者生活负担，挽救更多患者生命，让患者

充分受益，这也是医学工作者今后应该研究探讨

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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