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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瓣和肌皮瓣移植加创面灌洗修复截瘫后多发性压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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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p and musculocutaneous flap grafting plus irrigation for the repair of multiple decubitus
ulcers after paraplegia
Wang Hao, Zhang Pu-zhu
Abstract
BACKGROUND: Decubitus ulcer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in paraplegia patients. Severe decubitus ulcer is difficult to cure by
conservative therapies.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flap and musculocutaneous flap grafting plus irrigation in the repair of multiple
decubitus ulcers after paraplegia
METHODS: A total of 16 paraplegia patients with multiple decubitus ulcers who received medical service in the Department of
Burn and Plastic Surgery of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7 to December 2010 were included. All cases were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bone destruction. Surgery involved wound debridement and bone scraps, sequestrum, scars
and infected granulation tissues were removed. Then the wound surfaces were covered by flap or musculocutaneous flap. The
wounds were irrigated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Wounds in all 16 cases healed by first intention. No recurrence was found in the 3rd month
follow-up after patients leaving the hospital. Flap and musculocutaneous flap grafting plus irrigation is effective to cure the
multiple decubitus ulcers after paraplegia.
Wang H, Zhang PZ. Flap and musculocutaneous flap grafting plus irrigation for the repair of multiple decubitus ulcers after
paraplegia.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2;16(5): 935-938.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
背景：压疮是截瘫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严重的压疮通过保守治疗难以治愈。
目的：观察皮瓣和肌皮瓣加创面灌洗治疗截瘫患者多发性压疮的修复效果。
方法：纳入 2007-01/2010-12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治疗的 16 例多部位严重压疮的截瘫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
骨质破坏。手术中彻底扩创，去除死骨、瘢痕及感染肉芽组织，以皮瓣或肌皮瓣覆盖创面，术后灌洗治疗。
结果与结论：纳入的 16 例患者创面全部Ⅰ期愈合，出院 3 个月后随访，修复部位压疮均未出现复发。说明皮瓣和肌皮瓣修
复加创面灌洗治疗对截瘫患者压疮有良好的修复效果。
关键词：皮瓣；肌皮瓣；创面灌洗；截瘫；压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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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全层坏死形成长期不愈合的创面，甚至进
0 引言

而形成潜行的感染腔隙和窦道，波及骨质形成
骨髓炎。此时创面通过保守治疗常常难以愈合。

压疮是截瘫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好发于骨

自从Roland[2] 和Scheflan等 [3] 报道用臀大

性隆起，皮肤薄弱的部位。临床上根据其严重

肌肌皮瓣修复臀骶部压疮后，近几十年来，严

程度，一般分Ⅰ~Ⅳ度：局部皮肤发红、变硬为

重的压疮通过皮瓣成功修复已有较多报道[4-24]。

Ⅰ度；皮肤紫红，有水泡形成，但是尚未出现

但是对于合并有骨质破坏和感染的严重压疮，

皮肤全层坏死为Ⅱ度；压疮部位皮肤全层坏死，

即使皮瓣成活，创面也常常不能一期愈合，而

深达皮下组织，甚至露出肌肉、肌腱为Ⅲ度；

是形成窦道，需要长期换药甚至是再次手术才

局部坏死深达骨质为Ⅳ度。一般来说，Ⅰ度和

能愈合[14]。实验通过皮瓣和肌皮瓣修复创面并

Ⅱ度压疮可以通过加强局部护理和换药治疗

配合术后创面灌洗治疗截瘫患者的严重压疮，

愈合，而Ⅲ度和Ⅳ度压疮患者往往需要手术治

观察其修复效果。

[1]

疗 。
一般来说，骶尾部、坐骨结节和大转子等

1

对象和方法

部位是截瘫患者压疮的好发部位，由于长期卧
床，受压而导致局部组织缺血缺氧，血管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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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及地点：于2007-01/2010-12在北京积水潭医

大肌肌皮瓣、阔筋膜张肌肌皮瓣等肌皮瓣来修复创面，
治疗中在皮瓣下留置灌洗管和负压引流管，伤口缝合处

院烧伤整形科完成。
对象：选择2007-01/2010-12因压疮入院需要手术

放置引流条。

治疗的截瘫患者16例，男10例，女6例；年龄21~55岁；

修复后治疗：皮瓣修复后继续使用敏感抗生素治疗，

病程2~9个月；所有患者均有2处以上创面，创面最小

皮瓣下使用生理盐水持续灌洗。灌洗液总量1 500~

2 cm×2 cm，最大12 cm×15 cm，部分伴有骨质外露；

4 000 mL/d。还可以在250 mL生理盐水中加入庆大霉素

压疮部位多为骶尾部和坐骨结节和股骨大转子等部位，

80 000 U 和 碱 性 成 纤 维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126 000~

部分患者在足跟和外踝处也有创面；创面细菌培养结

252 000 U，每日早晚各1次。48 h后拔除引流条，创面

果：金黄色葡萄球菌10例，铜绿假单胞菌6例，链球菌2

两三天换药1次，保持灌洗和负压引流3~7 d，必要时可

例(其中2例为混合感染)。

以适度延长灌洗时间，待洗出液清亮后再拔除灌洗管和

方法：

引流管。修复后仍维持翻身床定时翻身治疗。

修复前准备：此类患者往往合并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

疗效观察：观察修复后皮瓣和肌皮瓣的成活情况，

良，贫血，水电解质紊乱和严重的创面感染。术前需要

创面愈合后对患者进行3个月随访，观察压疮有无复

输血，输液改善其全身营养情况，创面换药，根据药敏

发。

结果全身应用敏感抗生素治疗；同时加强护理，上翻身
床定时翻身，避免创面进一步加剧及其他部位出现新的

主要观察指标：皮瓣和肌皮瓣的成活以及创面愈合
情况。

压疮，待全身情况改善后，择期行手术治疗。
修复方法：先将创面连同周围的瘢痕组织以及创面基

2

结果

底的肉芽组织全部切除，凿除死骨，直至有新鲜血液渗
纳入对象数量分析

实验纳入的16例患者均获得

出为止。清洗和止血后，根据创面情况设计皮瓣。对于

2.1

感染轻、缺损小的创面使用臀部筋膜皮瓣、股后筋膜皮

3个月的随访，均进入结果分析。

瓣等筋膜皮瓣修复；对于感染重、缺损大的创面使用臀

2.2 纳入对象的基本情况

纳入的16例患者的一般情况如下：

病例

性别

年龄(岁)

病程

压疮部位

创面大小

皮瓣选择

1

女

39

截瘫 3 年，压疮 6 个月

2

男

39

截瘫 18 个月，压疮 3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右侧大转子 6 cm×8 cm；2 cm×3 cm； 臀大肌肌皮瓣；股后筋膜

3

男

46

截瘫 2 个年，压疮 2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

4

男

38

截瘫 2 年，压疮 4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右侧大转子 6 cm×8 cm；2 cm×2 cm； 臀部及股后筋膜皮瓣

5

女

39

截瘫 2 年，压疮 2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

5 cm×7 cm；2 cm×2 cm

6

女

55

截瘫 1 年，压疮 3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足跟

6 cm×6 cm；4 cm×3 cm； 臀部筋膜皮瓣；腓肠神经

骶尾部、坐骨结节、左侧大转子， 8 cm×10 cm；2 cm×3 cm； 臀部筋膜皮瓣；股后筋膜
外踝

皮瓣

10 cm×15 cm；2 cm×2 cm

皮瓣

4 cm×3 cm
5 cm×6 cm；2 cm×2 cm

臀部筋膜皮瓣

8 cm×10 cm
局部筋膜皮瓣
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筋膜

2 cm×3 cm

皮瓣
7

男

36

截瘫 2 年，压疮 9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外踝

8 cm×10 cm；2 cm×3 cm； 臀大肌肌皮瓣；局部筋膜

8

女

21

截瘫 3 年，压疮 4 个月

骶尾部、右侧大转子

4 cm×5 cm；6 cm×6 cm； 臀部筋膜皮瓣；阔筋膜张

9

女

45

截瘫 1 年，压疮 3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

5 cm×5 cm；2 cm×3 cm

臀部筋膜皮瓣

皮瓣

2 cm×2 cm

肌肌皮瓣
10

男

46

截瘫 2 年，压疮 2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

5 cm×6 cm；2 cm×2 cm

臀部筋膜皮瓣

11

男

42

截瘫 2 年，压疮 6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

6 cm×8 cm；3 cm×4 cm

臀大肌肌皮瓣；

12

女

36

截瘫 1 年，压疮 2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

5 cm×5 cm；2 cm×2 cm

臀部筋膜皮瓣

5 cm×5 cm；2 cm×3 cm

臀部筋膜皮瓣

局部筋膜皮瓣
13

男

43

截瘫 6 个月，压疮 2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

14

男

48

截瘫 2 年，压疮 5 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右侧大转子 8 cm×8 cm；2 cm×2 cm； 臀部筋膜皮瓣，

15

男

40

截瘫 18 个月，压疮 3 个月 骶尾部、坐骨结节

5 cm×6 cm；2 cm×3 cm

臀部筋膜皮瓣

16

男

32

截瘫 1 年，压疮 3 个月

6 cm×7 cm；2 cm×2 cm

臀部筋膜皮瓣

阔筋膜张肌肌皮瓣

6 cm×8 cm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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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纳入对象的创面愈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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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的16例患者皮瓣

和肌皮瓣均成活良好，创面全部Ⅰ期愈合，出院3个月

3

讨论

后随访，所有患者皮瓣部位皮肤色泽、弹性良好，修复
截瘫患者由于截瘫平面以下的运动、感觉功能丧

部位压疮均未出现复发。
病例1，3年前背部被石块砸伤致

失，活动不便，易导致皮肤、软组织长时间受压而缺血

T12骨折、截瘫，骶尾部、坐骨结节、左侧大转子、双踝

坏死。同时，此类患者往往营养状况差，体质弱，局部

等全身多处出现压疮3个月。

感染重，坏死组织又为细菌入侵创造条件，加之易受尿

2.4

典型病例分析

入院后给予输血、输液，纠正贫血和低蛋白血症，

便污染，仅通过局部换药治疗，创面往往极难愈合。

创面换药治疗，全身使用敏感的抗生素抗感染，同时上

传统的肉芽组织植皮，需要待创面坏死组织脱落，

翻身床定时翻身治疗。一周后全身情况改善，行手术治

新鲜肉芽组织长出后才能进行。病程迁延，且植皮后皮

疗。术中彻底切除创面周围瘢痕、基底的肉芽组织及坐

片不耐磨，创面极易复发[9]。

骨结节和股骨大转子处的滑膜囊，咬骨钳去除感染坏死

臀大肌肌皮瓣手术操作相对复杂，术中出血较多，

的骨质直至有新鲜血液渗出，创面止血、冲洗后以臀部

损伤也较大[2-14]。1981年，Ponten[15]首先将筋膜皮瓣应

筋膜皮瓣和股后筋膜皮瓣覆盖，并在皮瓣下留置灌洗管

用于修复小腿软组织缺损，此后筋膜皮瓣被越来越多的

和负压引流管。术后皮瓣下灌洗治疗，并继续定时翻身

应用于修复四肢和躯干创面。筋膜皮瓣的抗感染能力虽

治疗。灌洗5 d后拔除灌洗管，术后2周拆线，创面愈合。

不及肌皮瓣，但由于解剖层次浅，手术操作简便，切取

双踝创面经换药后愈合，患者出院。3个月后随访，皮

方便，手术中损伤小，且皮瓣血运好，厚度合适，术后

瓣色泽、血运良好，压疮无复发，见图1~3。

耐磨耐压并不亚于肌皮瓣，故侯春林等认为在修复骶尾
部压疮时，筋膜皮瓣应作为首选[20]。在使用筋膜皮瓣修
复后，一旦压疮复发，仍可采用臀大肌肌瓣治疗。现在，
筋膜皮瓣已广泛应用于压疮创面的修复[15-23]。但是，筋
膜皮瓣在抗感染能力和填塞死腔等方面仍不及肌皮瓣，
所以在局部感染严重，骨质缺损较多和有明显死腔的情
况下仍应考虑使用肌皮瓣来修复[21]。在选择皮瓣时，对
于局部感染轻，缺损厚度不大的创面可以使用筋膜皮瓣

Figure 1

Wounds of sacrococcygeal region and ischial
tuberosity
图 1 骶尾部和坐骨结节创面

修复，对感染重，有明显骨缺损和死腔的则考虑使用肌
皮瓣覆盖[20-21]。由于截瘫患者截瘫平面以下的感觉、运
动功能丧失，故在选择皮瓣时最好不考虑截瘫平面以上
的供瓣部位，以免对患者残留的功能造成破坏，而在截
瘫平面以下选择肌皮瓣时则不必顾忌因切取肌肉造成
的功能上的缺失。截瘫患者肌肉萎缩，皮肤相对松弛，
供瓣区一般可以直接拉拢缝合而无需植皮。
由于病灶“口小底大”，多深达骨质且合并严重的
局部感染，故手术中应将创面彻底扩创，切除创面周围

Figure 2 Wound of left greater trochanter
图 2 左侧大转子创面

的瘢痕和基底的肉芽组织，去除坏死的骨质，使创面基
底成为相对健康的新鲜创面，有利于创面的愈合。但是
在手术中无法做到彻底清除细菌和炎性组织，伤口内往
往还有细菌残留，同时术后创面的渗血易导致皮瓣下积
血，这些都是导致术后伤口感染不愈合的重要因素。因
此，实验根据创面情况选择不同的灌洗方案：对于较大、
感染较重、骨缺损较多的创面，术后前2 d灌洗量通常
为3 000~4 000 mL/d，以后适度减少，一般在1 000~
1 500 mL/d；对于较小的、感染较轻、骨缺损较小的创

Figure 3
图3

Wounds of sacrococcygeal region, ischial tuberosity
and left greater trochanter after fascial flap
transplantation in buttocks and thigh
臀部筋膜皮瓣和股后筋膜皮瓣移植后的骶尾部和左侧大
转子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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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灌洗量可以减少但不宜少于1 000 mL/d，以免出现
灌洗管堵塞。通过机械的水流冲洗，有利于清除皮瓣、
肌皮瓣下的血肿，减少细菌数量，还可以清除肉眼看不
见的组织碎屑、脱落细胞并减少局部代谢产物，有利于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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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面愈合。灌洗液一般采用生理盐水，必要时可以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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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抗生素。一般采用庆大霉素8×104 U加入250 mL生理盐
水，早晚各1次。在灌洗液中加入的抗生素，能够在局部

[13]

形成高浓度，即使对于不敏感菌株，也有一定的抑菌效
果。有研究表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能强烈刺激其植

[14]

入区血管的形成，使毛细血管数目增加，同时在皮瓣形
成后的早期，使血管扩张，增加皮瓣的微循环灌注[24-27]。

[15]

因此，灌洗液中可以加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从而使

[16]

创面和皮瓣之间更快建立血液循环，有利于创面的修
复。灌洗时间一般为3~7 d，待洗出液清亮后可以拔除

[17]

灌洗管，一二天后再拔除引流管，必要时可以适度延长
灌洗时间。治疗中放置灌洗管和引流管时要注意位置并

[18]

妥善固定。灌洗治疗可以缩短全身使用抗生素的时间，
减少因长期使用抗生素造成的并发症[28]。是按纳入患者

[19]

的抗生素均在术后1周左右停用，均未出现抗生素并发
症。

[20]

在压疮治疗中，防止创面继续受压至关重要。皮瓣
一旦受压，也可能会发生血运障碍。而压疮患者由于活
动不便，侧卧翻身较为困难；同时，由于尿便失禁，修

[21]

复部位也容易被污染。上翻身床定时翻身治疗，可以有
效减轻创面受压，减少翻身过程中皮肤受到的摩擦力和

[22]

剪切力，保护压疮部位并防止皮瓣受压，有利于修复后
皮瓣的成活，同时也能有效预防其他部位压疮的产生。

[23]

翻身床治疗还有利于术后患者的护理，减少尿便污染创
面的可能[29]。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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