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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封闭吸引装置联合臀大肌上部肌皮瓣

在修复骶尾部郁期压疮中的临床应用

周文武,申摇 建,沈摇 沛,袁振奋

[摘要]目的:探讨负压封闭吸引装置(VSD)联合臀大肌上部肌皮瓣在修复郁期压疮中的疗效。 方法:对骶尾部郁期压疮创面

采用一期扩创 VSD 技术,二期臀大肌上部肌皮瓣修复缺损创面 13 例资料进行分析,创面最小 5. 5 cm 伊 7 cm,最大 11 cm 伊
15 cm。 结果:13 例肌皮瓣全部成活,2 例皮瓣远端边缘部分坏死,经换药治愈。 随访 6 个月至 3 年,1 例因家庭护理不当而复

发,余 12 例无复发。 结论:VSD 联合臀大肌上部肌皮瓣修复郁期压疮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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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combined with upper gluteus maximus
myocutaneous flap in the repair of pressure ulcer with 郁 phase in sacral tail

ZHOU Wen鄄wu,SHEN Jian,SHEN Pei,YUAN Zhen鄄fen
(Department of Burn and Plastic Surgery,The 123 People忆s Liberation Army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 VSD) combined with upper gluteus maximus
myocutaneous flap in the repair of the pressure ulcer with 郁 phase. Methods:The pressure ulcer with 郁 phase in sacral tail of 13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primary phase debridement VSD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second upper gluteus maximus myocutaneous
flap.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wound were 5. 5 cm 伊 7 cm and 11 cm 伊 15 cm,respectively. Results:All 13 myocutaneous flaps
survived,part far edge of myocutaneous flaps necrosis in 2 cases were cured.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to 3 years,the
recurrence in 1 case caused by family condition and unrecurrence in 12 cases were found. Conclusions:The effect of the VSD combined
with upper gluteus maximus myocutaneous flap in the repair of pressure ulcer with 郁 phase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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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压疮又称压力性溃疡,是由于局部组织长期受

压而发生持续缺血、缺氧、营养不良而致组织溃烂坏

死[1]。 在康复治疗和护理中是一个普遍同时也是

棘手的问题。 其中郁期压疮[2] 多由于早期未及时

发现、重视以及正确合理治疗,从而使创面逐渐发展

致全层组织坏死缺失,伴肌肉、腱性组织甚至骨质外

露,伤口床的某些部位有腐肉或焦痂及恶臭,常有潜

行的窦道,修复难度大,手术成功率低,复发率高,一
直是困扰修复外科医生的主要问题。 我科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月,采用负压封闭吸引装置

(VSD)技术联合臀大肌上部肌皮瓣修复骶尾部郁期

压疮 13 例,效果满意,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本组 13 例中男 9 例,女 4 例,年龄

21 ~ 67 岁,病程 2 个月至 2 年。 其中脊髓损伤所致

截瘫 5 例,颅脑损伤或脑血管意外导致的截瘫 6 例,
其他 2 例为不完全性瘫痪,创面最小 5. 5 cm 伊7 cm,
最大 11 cm 伊15 cm,均为郁期压疮。 合并潜行窦道

3 例,骨外露 5 例。
1. 2摇 术前准备摇 术前取创面渗出物做细菌培养 +
药敏试验,为术后抗生素的应用提供依据;纠正患者

负氮平衡、低蛋白血症及贫血,治疗合并症,调整血

压、血糖至手术耐受范围。 术前做肠道准备,避免术

后因排便导致术区污染。
1. 3 摇 手术方法 摇 手术常规使用连续硬膜外麻醉

(高位截瘫不需麻醉) [3]。 一期创面扩创采用 VSD
负压封闭吸引:(1)彻底清除已失活的游离组织,有
窦道者用刮勺刮除内壁增生老化的肉芽组织,骨外

露的创面咬除外层疏松骨面至渗血。 (2)设计、覆
盖内含引流管的聚乙烯乙醇水化海藻盐泡沫敷料,
根据创面及窦道大小灵活修剪设计敷料,较大创面

可将聚乙烯泡沫敷料连成串状,如伴有窦道,可卷起

或剪成窦道形状填塞,边缘间断缝合固定。 取出透

性粘贴薄膜封闭创面。 为保证密封效果,半透膜的

覆盖范围包括至少 3 cm 以上的创缘健康皮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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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接好 VSD,用中心负压或便携式床边负压吸

引装置持续吸引,必要时配合康复新液或稀释抗生

素溶液灌洗,吸引力应达到 16. 6 ~ 59. 85 kPa,进行

持续有效的负压吸引,6 ~ 8 d 后拆除装置观察创

面,如创面新鲜无残留坏死病灶则行二期肌皮瓣转

移修复术;如果创面条件不成熟则再次清创后 VSD
治疗,直至创面肉芽增生良好具备二期肌皮瓣转移

修复手术条件。
二期臀大肌上部肌皮瓣转移修复。 (1)皮瓣设

计:根据骶尾部缺损创面大小设计臀上部肌皮瓣。
皮瓣内侧缘应与骶尾部创面相连,该皮瓣以臀上动

脉体表投影(髂后上棘与股骨大转子的连线)为轴

线,该轴线的中上 1 / 3 交点为皮瓣旋转点。 从该点

到皮瓣最远点的距离应稍大于创面缺损最远点的距

离,以保证皮瓣旋转后能无张力覆盖创面。 (2)皮

瓣切取:沿皮瓣外侧缘切开皮肤至深筋膜层,间断缝

合固定皮下、筋膜层,防止组织滑脱分离。 于髂后上

棘与大转子连线偏上方寻找臀大肌与臀中肌间隙,
臀大肌纤维为内上到外下的走行,而臀中肌则为纵

向走行,容易辨认,钝性分离二者的间隙,轻轻掀起

臀大肌于其深面找到臀上动脉浅支。 根据血管走行

做皮瓣内下方切口,在臀上动脉与臀下动脉之间依

据肌纤维方向劈开臀大肌。 沿肌肉深面血管走行方

向小心分离臀上动脉浅支血管蒂部。 最后做内侧切

口,形成以臀上动脉浅支为血管蒂的岛状肌皮瓣,向
内旋转覆盖骶尾部缺损创面。 供区继发创面一般可

直接拉拢缝合,较大难以直接缝合者可取中厚皮片

移植覆盖,皮瓣下常规放置负压引流管。

2摇 结果

摇 摇 13 例肌皮瓣均一期成活;2 例皮瓣远端皮缘部

分坏死,经换药愈合。 随访 6 个月至 3 年,1 例因家

庭护理不当导致复发,余均无复发,外观质地恢复

满意。

3摇 讨论

摇 摇 临床上压疮较多见于截瘫及脑血管意外的患

者,主要是由于失去皮肤感觉和主动翻身的能力,长
期卧床处于固定体位的皮肤(最常见的为骶尾部)
受压而缺血坏死造成的局部严重病变,加上失神经

支配出现营养不良,使其愈合能力极差,且因骶尾部

邻近于肛门,极易感染,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以往多

通过中药涂抹创面保守治疗或床边消毒清洗换药,
待新鲜肉芽生成后行植皮或局部皮瓣转移,治疗周

期长,耐磨耐压能力差,易复发,尤其对于郁期压疮

效果差。 鉴于此我们在疑难创面修复中应用比较流

行的 VSD 技术,作为一期手术,二期再行相应肌皮

瓣转移修复。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VSD 联合臀大肌上部肌皮

瓣修复骶尾部郁期压疮效果确切。 体现在(1)VSD
可以迅速变开放性创面为闭合性创面,治疗过程中

不需要换药,从而大大减轻患者痛苦和医务人员的

工作量;其半透膜的密封阻止外部细菌进入创面,从
而有效地避免交叉感染;而持续全方位的负压吸引

使创面由传统的点、线状引流变为全方位的立体持

续引流,为主动引流提供了动力,能显著提高创面血

流量,促进坏死组织和细菌清除,吸除局部坏死组织

和细菌所产生的毒素,阻止和减少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加速创面肉芽组织生长和修复细胞增殖,增加

毛细血管流量,促进毛细血管增生,降低创面中基质

免疫蛋白酶活性,增加纤维链接蛋白含量,减少抗生

素的使用[5 - 6];另外聚乙烯泡沫容易与腔壁贴合,能
有效预防残余脓肿及死腔的形成,为后期皮瓣转移

提供了良好的基底创面。 (2)臀大肌上部肌皮瓣邻

近骶尾部创面,手术体位容易暴露,切取方便,营养

血管解剖恒定,皮瓣血运丰富,可携带臀大肌,因此

有很强的抗感染能力和组织饱满度,能很好地解决

深部创面的修复问题,特别对伴有窦道形成的凹陷

性缺损修复效果较理想;此外该皮瓣旋转灵活,蒂部

可以适当延长,因离骶尾部较近,皮瓣颜色、厚度、色
泽与缺损区近似,符合“相似组织替代冶原则[7],供瓣

区大多能直接缝合,无需植皮,外形理想,为治疗骶尾

部压疮的可靠方法,值得广大外科同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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