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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颈部瘢痕挛缩三种修复方法疗效比较
李旭文,赵天兰,葛树星, 王怀谷

[ 摘要] 目的:观察面 、颈部瘢痕挛缩三种修复方法的疗效。方法:23 例灼伤后面 、颈部瘢痕挛缩患者, 瘢痕面积在 6 cm×5 cm

～ 16 cm×9 cm,根据具体情况, 分别采用“ Z”成形术 、植皮术及扩张器扩张后皮瓣修复术治疗 。结果:采用以上三种方法, 术后

患者的外观及功能得到较大改善,效果满意。结论:以上三种手术方法, 可根据患者情况分别予以使用, 各有其优缺点, 均为

临床可供选择的手术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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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cicatrix contracture on the face and anterior neck
LI Xu-wen, ZHAO T ian-lan, GE Shu-x ing, WANG Huai-gu

( Department of Plastic S urgery , Af filiated Hops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three methods of reconstructing cica trix contracture on the face and anterior neck.Methods:

Twenty-three patients with a cicatrix area of 6 cm ×5 cm to 16 cm ×9 cm were treated by skin flap transposition, free skin

transplantation and skin soft tissue expansion since 1998.Results:All the cases were successfully repaired and satisfactory results

achiev ed;the outward appearance and function had improved a lot.Conclusions:All the three procedures above have their ow n merits

and shor tcomings and can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ca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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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颈部瘢痕挛缩临床上较为多见,多以灼伤 、

外伤等因素引起,由于其特点和部位的关系, 给患者

带来生活不便及精神痛苦, 严重者影响功能 。1998

年 2月～ 2004年 10月,我科根据患者病变部位 、特

点 、瘢痕性质,采用不同的手术方法进行修复, 均取

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23例, 男 15例, 女 8例;年龄

1 ～ 53岁 。均为灼伤所致,瘢痕面积 6 cm ×5 cm ～

16 cm×9 cm ,其中 Ⅲ度烧 、烫伤 6例, 深Ⅱ度烧 、烫

伤 16例,浅 Ⅱ度烧 、烫伤 1例。

1.2　手术方法　术前根据瘢痕大小 、形状及患者的

要求选用不同的手术方法,且术前应予瘢痕彻底清

洗干净,儿童采用全麻插管麻醉,成人可选用局部麻

醉或全麻插管麻醉 。 ( 1) “Z”成形术:此法适用于

面 、颈部仅有条索状或蹼状瘢痕,而其周围皮肤正常

且瘢痕较柔软或虽有浅表瘢痕, 但其皮肤较松弛可

以移动者。手术时沿瘢痕纵轴方向, 设计多个“Z”

形切口线,切开后广泛潜行分离形成皮瓣,将皮瓣交

错拉拢缝合,此时应注意“Z”的顶角应不大于 60°,

我们多选择 45°左右, 从而防止因血供障碍而致其

坏死[ 1] 。( 2)植皮术:此法适用于广泛面颈 、胸部瘢

痕切除后遗留创面较大,但无重要器官暴露者, 手术

时彻底切除瘢痕组织至深部正常组织, 创面彻底止

血 ,并使其头后仰, 使颈部恢复至正常功能位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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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腿等处取相应大小厚中厚皮片或全厚皮片移植于

颈部创面,并打包加压包扎。 ( 3)扩张器扩张后皮瓣

修复法:此法适用于颈部两侧及上胸部有可供扩张

的正常皮肤,根据瘢痕的大小,确定手术时所需要的

组织量,手术时先在瘢痕下方颈阔肌浅层及胸上部

皮下浅层各放置型号不等的扩张器各一只[ 2] , 术后

10天左右开始注水,每隔 3 ～ 4天注水 1次,根据植

入的扩张器容量,每次注水5 ～ 20 ml,扩张 6 ～ 7周,

停止注水 2 ～ 3周后,再行二期手术,取出扩张器后,

确定可切除的瘢痕范围, 切除瘢痕后,将扩张后皮瓣

向缺损区推进修复创面
[ 3]
。

2　结果

　　采用“Z”成形术及扩张后皮瓣转移修复术, 术

后皮瓣均存活良好, 外观及功能满意。植皮术术后

1例出现部分皮片坏死,经换药等治疗后创面痊愈;

2例出现不同程度的皮片收缩,其余均存活良好 。

3　讨论

3.1　病因及临床表现　面颈部瘢痕挛缩,临床上较

为常见, 多因严重烧伤 、烫伤 、外伤等原因引起。本

组23例均为烧 、烫伤所致, 面部瘢痕挛缩不仅影响

美观,且造成眼 、口唇 、鼻部严重畸形 。颈部严重瘢

痕挛缩畸形导致下唇外翻,头部活动受限,个别会发

生呼吸和饮食困难, 所以,我们主张对这类患者应早

期手术,以改善外形及功能是其关键。

3.2　适应证的选择　无论是烧伤 、烫伤 、外伤及面

部手术造成的面颈部瘢痕挛缩, 一旦出现上下睑外

翻,眼睑不能闭合, 长时间会发生角膜溃疡, 影响视

力,本组中 3例出现此症状 。口唇瘢痕会发生口唇

外翻 、小口畸形 、流口水等, 颈部瘢痕挛缩会发生颏

胸粘连,头不能上抬,左右活动受限,严重影响功能,

本组中 15例出现此症状,我们认为这类患者应在瘢

痕形成后 1个月后进行治疗。以达到功能矫正和形

态的改善
[ 1]
。

3.3　手术方法的选择　对于面颈部有条状及蹼状

瘢痕形成时我们多采用单“Z”或多“Z”字成形, 以矫

正畸形,该方法不需植皮,疗效理想 。对于上下眼睑

及上下唇严重外翻患者周围无可利用的皮瓣, 我们

均采用瘢痕松解, 皮片移植矫正 。对上下睑外翻周

围皮肤正常者可采用眉上及颞区皮瓣移植术 。两侧

面部瘢痕我们选择两侧颌区皮肤扩张分期术或采用

侧颌颈皮瓣修复[ 4] ,中度以下颈部瘢痕颈两侧正常

皮肤存在者利用皮肤扩张术, 如严重颌胸粘连,周围

无正常皮肤可用者,采用瘢痕切除松解厚皮片移植

术 。术后我们采用颈托固定 3 ～ 6个月,以防止再次

瘢痕挛缩,影响疗效。

3.4　术中注意要点　我们的经验是:上下眼睑严重

外翻 、眼睑不能闭合者, 应彻底矫正以达到正常功

能,瘢痕彻底切除,两上下睑缘缝合 2 ～ 3 针形成粘

连,固定 2 ～ 3周,以防止再次外翻。面部上下唇植

皮患者术后应带头套压迫 2 ～ 3个月,防止皮片再次

挛缩影响功能 。严重颈部瘢痕挛缩患者, 在切除瘢

痕矫正功能的同时,术中应行颏颈角成形术,将颈阔

肌切开向上游离, 间断 、缝合固定形成颌颈角,改善

颏颈部外形 。

3.5　几种方法的优缺点　( 1) “Z”字成形术, 利用

其延长皮瓣的原理,不需另行取皮,仅用于条状瘢痕

挛缩。对于瘢痕面积不大, 周围存在正常皮肤者,采

用小皮瓣移植术疗效较为理想 。此法优点:手术创

伤小, 恢复快,瘢痕再次挛缩几率小。缺点:仅适用

于条索状和蹼状瘢痕, 仅解决其功能问题,无法完全

切除瘢痕,美观无法解决。 ( 2)皮肤扩张术不仅能矫

正功能,又使外形有较大的改善,术后不至于再发生

瘢痕挛缩 。其缺点是间隔时间较长, 需 2次手术, 2

个月左右才能完成 。此法优点:供受区距离较近,便

于转移,色泽接近,扩张后皮瓣变薄, 术后外形好,供

区可直接缝合,可形成较大面积的皮瓣,软组织扩张

后皮瓣血供佳[ 5] 。缺点:手术需两次完成, 手术间

隔时间长,需 2 ～ 3个月 。( 3)大面积皮肤移植能修

复大面积创面,但术后有色素沉着, 皮片再次收缩,

不同程度的功能影响。此法优点:适用于面积较大

的瘢痕,术后颈部曲线自然,没有皮瓣修复后臃肿的

现象,手术次数少, 患者易于接受
[ 6]
。缺点:术后容

易出现皮片收缩, 色素沉着, 影响疗效, 故术后应石

膏托或颈托固定 6个月以对抗皮片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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