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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小切口皮下修剪法根治腋臭3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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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探讨改良小切口皮下修剪法根治腋臭的疗效。方珐：沿腋窝皮纹作2～3个长约3 cm小切口，于真皮下2 mm钝

性分离后。翻转皮瓣，去除皮下的汗腺、毛囊、大汗腺，将皮瓣修薄至全厚皮甚至中厚皮程度，冲洗剥离形成的腔穴，彻底止血

后缝合切口，打包加压包扎。结果：34例术后异味完全消除，皮瓣无缺血坏死，术后尤明显瘢痕。结论：改良小切口皮下修剪

法是根治腋臭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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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 correction of osmidrosis by mini·incision and pruning tissues under the der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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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explore卸effective method for radical correction of axillary osmidrosis．Methods：Two or three incisions

with a length of 3 cm were excided in the skin fold of axillary。and the flap w船bluntly dissected 2 nlnl under the dermis；all the

apocrine glands，sweat glands and hair—follicle of the flap were pmIled to a full or split thickness．After the flap WaS irrigated and the

hemorrhage arrested．the incision WaS sutured and dressed with pressure．Results：The peculiar smells were eliminated in all the 34

cases；the flaps were all alive and no visible SCar WaS left in the field of operation．Conclusions：Miniature cut and pruning tissues under

dermis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radical correction of osmidrosis．

[Key words]sweat gland diseaSes；osmidrosis；surgery，plaStic；reclamation

腋臭的手术方式很多，如传统的皮肤梭形切除，

过去较为流行的“S”形皮瓣法，“z”字成形术以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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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激光治疗等。它们虽然能达到根治的目的，但

常留有明显的瘢痕，现已较少采用。小切口去除腋

臭因切口小，瘢痕不明显，越来越受到患者的青睐，

近年也广泛开展，但对于皮下组织修剪的层面、毛囊

及汗腺的处理众说不一。2007年7月至2008年

8月，我科利用改良小切口皮下修剪法根治腋臭

出血，否则要中转开腹。此时应迅速用吸引器吸去

积血并暴露出血点，以便仔细辨认，若非喷射状，可

用分离钳夹住后，在仔细辨认胆管的情况下，可以钛

夹夹住。若是喷射状，则用吸引器吸去积血，仔细辨

认出血点处，予以钛夹夹闭，切忌在积血中盲目上钛

夹或电凝止血，以防损伤周围胆管。术中为了防止

损伤胆囊动脉，笔者认为应做到：(1)在游离胆囊管

时，尽量靠近胆囊颈部游离，容易辨认胆囊动脉，即

使损伤也多以损伤分支为主，出血容易控制；(2)充

分游离胆囊后三角，甚至可以将近后三角的胆囊床

浆膜层向上打开一部分，充分游离后三角，扩大视

野，以便在游离且日囊管时，容易看到分离钳尖端，避

免重复或盲目游离，增加胆囊损伤机会；(3)剪断胆

囊管时，应看准与钛夹同一层面上剪，若胆囊管较

细，尽量露出剪刀尖端，不要盲目下剪，以防剪过头

损伤胆囊动脉，若胆囊管较粗，无法露出剪刀尖端，

可分次剪，尽量让剪刀尖一点点剪，且剪时剪刀尖朝

E挑。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在积血中施

钛夹，要看清出血点后才施钛夹，若多次尝试无效或

估计有可能损伤周嗣脏器时，应果断中转开腹，以免

延误时机，失去抢救机会。同时完成止血后，还应清

除积血，仔细检查钛夹情况，看是否误夹周围胆管，

以便及时予以纠正"。J。如果出血量大，试用以上

止血方法失败，不要长时间止血，也不要增加戳孔协

助止血。笔者认为，当术者犹豫不决时就是中转开

腹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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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例，取得良好效果，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男11例，女23例；年龄18—

42岁。有4例曾行激光治疗。

1．2手术方法平仰卧，双上肢外展上举，屈肘掌

心向前置于枕后。以亚甲蓝在腋毛区边缘外1 cm

处作梭形标记，切口定位于腋皱褶线上，2—3条，长

约3 cm，选用0．5％利多卡因12～15 IIll，盐酸肾上

腺素0．1 ml局部浸润麻醉。痛觉消失后，沿切口定

位线切开皮肤，深度达到真皮下2 mm，沿此层面仔

细钝性分离，直至标记线处，然后外翻皮瓣，在直视

下彻底剪除皮下脂肪及大汗腺等，破坏附于皮下及

真皮深层的大汗腺、汗腺的腺体及其导管，剪除毛

囊，将皮瓣修剪成全厚皮甚至中厚皮，冲洗切口后压

迫5～10 min，无活动性出血后，缝合皮肤。再次检

查无出血，在标记线外留长线头，打包加压包扎。

2结果

34例术后异味消除，皮瓣未出现坏死、血肿。

9例术后局部出现微小水泡，换药后愈合。术后随

访3l例，仅l例因左侧腋窝皮下组织修剪较少，存

有轻度异味。腋窝均无明显瘢痕，活动无障碍。

3讨论

目前较为流行的小切口治疗腋臭的方法有小切

口皮下搔刮术、小切口肿胀抽吸术、小切口潜行清除

汗腺术【2o和保留真皮下血管网的小切口修剪术【3】

等。其中前三者操作较为盲目，疗效不确切。我们

的改良方法与保留真皮下血管网的小切口修剪术相

比，主要的改良之处在于本法修剪的层面达到真皮

深层，去除了皮下血管网，并彻底剪除大汗腺、毛囊

和汗腺，而后者保留了真皮下血管网。

我们强调皮下钝性分离的手术步骤，其主要目

的是将毛根全部分离留在皮瓣一侧，防止毛囊被剪

断后残留在皮下组织内，因其生长功能未被破坏，后

期有再生功能或导致腋臭复发可能H]。这对于大

汗腺有再生可能的年轻患者尤为重要。有报道【51

患者术后切口不愈，探查后发现皮下有大量毛发生

长，考虑系掀起皮瓣时剪断毛囊，将毛乳头生发点留

在深层组织内所致。另外，钝性分离也能减少皮下

血管的破坏，减少术中出血。术后应一律打包加压

包扎，能起到良好的压迫止血作用，无须置引流。术

后10天拆除加压包。本组未出现皮瓣坏死，9例术

后局部出现微小水泡，换药后愈合。

腋臭的产生是由于腋区大汗腺的异常【6J，数量

多、体积大、分泌旺盛，这类患者即使在与正常人腋

区菌群相同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腋臭。传统的观点认

为，只要去除了皮下组织内的大汗腺，就能达到治疗

腋臭的目的。但大汗腺与毛囊、汗腺在组织发生上

的关系密切[7]。且往往共用一导管开121，毛囊本身

可能有臭味f8]，因此，若保留毛囊、汗腺，极有可能

导致异味残留和复发。我们认为，由于大汗腺在真

皮深层内常有大量分布∞J，单纯去除皮下组织内的

大汗腺达不到根治腋臭的目的，手术的关键在于要

清除分布于真皮内的大汗腺，并清除与大汗腺在组

织发生上关系密切的毛囊和汗腺，这样才能达到彻

底消除异味的效果。因此，修剪的层面应达到真皮

深层，去除所有可见的大汗腺、毛囊和汗腺，将皮瓣

修薄至全厚皮甚至中厚皮程度【9 J。本组34例中，仅

l例一侧保留少量真皮下血管网即有异味残留。多

数学者担心修剪过薄会致皮瓣缺血坏死，笔者将皮

瓣打包加压包扎，类似全厚皮移植处理，完全能够避

免这一现象发生。

本法最大的优点是腋臭消除彻底、不复发，并发

症少，皮瓣不发生坏死，切口不明显，术区无瘢痕，不

影响上肢功能；尤其适于气味浓重、腋毛广泛、稠密

的患者。缺点为因打包加压，术后有痛感；牵引线切

痕早期较明显，术后3—6个月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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