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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治疗对瘢痕素质者剖宫产美容缝合切口的影响
贺 武
渊苏州永鼎医院妇产科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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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缘圆园园冤

目的院为进一步了解加压治疗对瘢痕素质者二次剖宫产美容缝合切口的影响遥 方法院将 远园 例瘢痕素质者二次剖宫

产时随机分成两组院试验组 猿园 例患者采用腹部加压治疗及美容缝合法曰对照组 猿园 例患者仅采用美容缝合法袁于术前及术后 员圆

个月进行拍照取样袁进行对比分析遥 结果院试验组术后 员圆 个月腹部瘢痕疙瘩治愈率及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 孕 约 园援园园缘冤遥 结论院对于瘢痕素质者袁二次剖宫产时采用腹部加压治疗及美容缝合法是可行的袁可以减少腹部瘢痕疙瘩的形
成遥 剖宫产术后的低性激素状态是腹部加压治疗的最佳治疗时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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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比例逐年上升袁为了解瘢痕素质者在二
次剖宫产美容缝合后加压治疗对瘢痕形成的影响袁
本文将 远园 例有瘢痕素质者二次剖宫产时随机分成
两组院试验组采用美容缝合法并术后加压治疗 远 个
月以上曰对照组仅采用美容缝合遥 将两组患者瘢痕
愈合情况对比分析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自 圆园员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源 月间本院住院进
行二次剖宫产的瘢痕素质孕妇 远园 例袁 年龄 圆园耀猿缘
岁袁腹部横切口 员远 例袁纵切口 源源 例袁随机分成两组院
试验组 猿园 例采用美容缝合袁术后予腹部加压治疗曰
对照组 猿园 例仅采用美容缝合遥 两组患者年龄尧术前
及术后体重尧腹部横切口或竖切口例数尧瘢痕形成时
间尧手术切口长度尧术后母乳喂养时间尧瘢痕疙瘩严
重程度等均无统计学差异遥
员援圆 方法
将取样物渊半透明硫酸纸冤覆盖于瘢痕表面描
记尧取样袁人工数格法测量面积袁放置标准参照卡片
后袁 数码相机垂直固定高度拍摄再取样袁远园园 万像
素遥于术前及术后 员圆 个月随访取样袁进行对比分析遥
同时注意瘢痕的色泽尧厚度尧硬度袁做到有效地评估
瘢痕疙瘩面积遥
瘢痕疙瘩严重程度评估标准色泽院 瘢痕疙瘩
颜色鲜红计 猿 分曰瘢痕疙瘩淡红计 圆 分曰瘢痕不红
略灰暗计 员 分袁正常肤色计 园 分遥 高度院瘢痕疙瘩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怨鄄员猿园圆鄄园猿

愿 皂皂 以上计 猿 分曰瘢痕疙瘩 源耀愿 皂皂 计 圆 分曰瘢痕
疙瘩 员耀源 皂皂 计 员 分曰平坦计 园 分遥 硬度院瘢痕疙瘩
坚硬计 猿 分曰硬度似橡皮计 圆 分曰稍软计 员 分曰柔软
计 园 分遥 瘙痒院瘢痕疙瘩瘙痒重计 猿 分曰常瘙痒可忍
受计 圆 分曰偶有痒计 员 分袁无计 园 分遥疼痛院瘢痕疙瘩
强烈疼痛感计 猿 分曰中等强度疼痛计 圆 分曰有时疼痛
计 员 分袁无计 韵 分遥
本组所有瘢痕疙瘩的严重程度 渊按以上 缘 项指
标的总分冤院重度渊员园 分以上冤袁中度渊远耀员园 分冤袁轻度
渊员耀缘 分冤遥 以此为标准袁本组患者重度 愿 例袁中度 猿远
例袁轻度 员远 例遥
临床疗效判断标准 治愈院疼痛尧瘙痒等症状消
失袁瘢痕疙瘩完全软化变平尧柔软袁治疗后 远 个月无
复发曰显效院疼痛尧瘙痒等消失或明显减轻袁缘园豫以上
瘢痕疙瘩软化变平袁 或按瘢痕疙瘩积分标准评定严
重程度由重度转为中或轻度袁或中度转为轻度袁治疗
后至少 远 个月无逆转曰无效院疼痛尧瘙痒等症状稍减
轻或无变化袁瘢痕质地尧大小仅轻微变化或无变化袁
或经治疗达显效标准袁 但治疗完成后 远 个月内再复
发遥 有效指治愈和显效患者之和遥
美容缝合法院 在腰硬联合麻醉下沿瘢痕疙瘩边
缘外 园援猿 糟皂 处切除瘢痕全层袁 按常规剖宫产手术袁
缝合脂肪层袁于皮下组织层潜行分离袁直至切口缝合
后无明显张力袁 用 猿原园 可吸收线缝合皮下组织袁扣
线皮内缝合袁皮外保留缝线约 圆 糟皂袁锁扣固定袁术后
缘 天抽出缝线遥 手术应遵循伤口减张尧 无创操作原
则遥扣线缝合法是对传统的皮内缝合方法的改良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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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无痕迹袁操作简单遥

加压法院 持续加压疗法关键在于 野早冶尧野紧冶尧
野久冶院创面愈合后应尽早开始加压治疗袁在不影响肢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员援缘 统计软件包对治愈率及有效率
进行 字圆 检验袁孕 约 韵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体血运及患者耐受的情况下袁压力一般在 员援猿猿耀猿援猿猿
噪责葬 为宜袁进行持久尧长期加压治疗袁每天 圆源 澡 连续

圆

加压袁疗程为 远 个月或更长遥 加压材料使用高弹纤
维定制袁需要个体化袁压力应该由医生听取患者的反

结 果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治愈率及有效率的比较见表
员尧 图 员遥 结果显示两组治愈率及有效率比较 孕 约
园援园园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说明试验组治愈率及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遥 对于瘢痕素质者再次剖宫产

馈后共同确定遥 腹部横切口者因切口部位凹陷袁将
修剪好与切口部位形状相符的海绵垫于凹陷处后再
予加压遥 弹性织物应持续佩戴袁佩戴后弹力松弛袁压
力明显降低袁洗涤后弹力重新恢复袁保持其良好弹

时采用美容缝合法及腹部加压的方法是可行的袁可
以减少腹部瘢痕疙瘩的形成袁 术后的低性激素状态

性袁需有两至三套弹性织物袁每天洗涤更换遥

是腹部加压治疗的最佳治疗时机遥

表员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例数渊例冤
猿园
猿园

与对照组比较袁鄢 孕 约 园援园园缘遥

图员

猿 讨

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的治愈率及有效率情况比较

治愈渊例冤
员源
园猿

显效渊例冤
苑
远

未愈渊例冤
园怨
圆员

治愈率渊豫冤
源远援远苑鄢
员园援园园鄢

粤

月

悦

阅

试验组剖宫产术前瘢痕疙瘩渊粤尧悦冤与术后 员圆 个月渊月尧阅冤对照图片

论

瘢痕疙瘩肿块隆起于皮肤表面袁坚硬袁界限欠规
则袁病变超过原始损伤边缘袁向周围组织浸润袁呈蟹
足状生长袁具有持续生长尧发红尧痛痒等症状袁无自愈
倾向袁单纯手术后易复发袁且复发范围可超过原瘢痕
范围咱员暂遥 瘢痕疙瘩易感基因可能存在种族特异性咱圆暂遥
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具有与肿瘤细胞相似特征袁如
维持增殖信号尧逃避生存抑制尧抑制细胞凋亡尧基因

有效率渊豫冤
苑园援园园鄢
猿园援园园鄢

组不稳定等咱猿暂遥
手术治疗是直接缩小瘢痕面积的常用方法袁但
单独使用却疗效有限袁 瘢痕疙瘩单纯手术切除的复
发率高达 源缘豫耀员园园豫 咱员暂袁 现临床上常将手术与非手
术方法联用治疗瘢痕疙瘩遥 因考虑产妇母乳喂养及
患者愿意接受并能很好配合治疗等问题袁 本组选择
手术与腹部加压疗法联合的方法袁 实验证明能有效
降低瘢痕疙瘩的复发遥
加压治疗以减少对新瘢痕脆弱上皮的剪切力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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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机制可能是压力造成局部组织相对缺血袁使血管

的发生率遥 临床上尚未见利用产后哺乳期的低性激

内皮细胞退变及血流量减少袁并重新调整瘢痕胶原
束的结构遥 郧怎则贼灶藻则 等咱源暂在动物实验和 员 期临床研究

素状态治疗瘢痕疙瘩的报道遥雌激素尧雄激素及孕激
素水平在剖宫产术后迅速降低遥 剖宫产后哺乳期妇

中发现腹部切口的应力遮挡作用可明显抑制瘢痕形
成遥研究表明袁压力可减少胶原形成袁促进胶原分解袁

女泌乳素水平升高袁抑制卵巢内卵泡发育袁无周期性
月经来潮袁雌激素尧孕激素甚至低于孕前水平袁而加

使螺旋状胶原束转变为平行排列袁从而更接近皮肤
正常弹性遥 人类皮肤对机械作用力有精确的敏感性

压治疗用于手术切除后瘢痕疙瘩尚未形成时有效袁
也就是说剖宫产术后这一期间是加压治疗瘢痕疙瘩

和反应性袁几乎皮肤中所有的组成细胞都对机械作
用力发生反应咱缘暂遥 持续 远 个月以上弹性织物 圆源 澡 压

的最佳时机袁 术后即予腹部加压治疗能起到很好的
疗效遥

迫伤口可使局部痒痛不适尧皮肤色素沉着和增生瘢
痕的发生率明显降低袁而伤口局部平软的发生率则

加压治疗及手术联合的方法是一种可靠尧 安全
的治疗方法袁值得基层医院推广使用袁术后的低性激

显著增高遥 提示弹性织物加压伤口是预防瘢痕形成
的一种简便尧安全尧经济尧有效的好方法遥 剪切力增

素状态是腹部加压治疗的最佳治疗时机遥

大可启动力传导袁诱导局部促纤维化生长因子 栽郧云鄄
茁员 和 栽郧云鄄茁圆 等产生袁使创面内成纤维细胞分化为
肌成纤维细胞咱远暂遥 研究发现袁瘢痕疙瘩较正常皮肤和
增生性瘢痕的成纤维细胞凋亡减少袁肌成纤维细胞
通过 琢 平滑肌肌动蛋白的表达获得收缩特性袁产生
促纤维生长因子咱苑暂遥 加压治疗部分复原了增生性瘢
痕细胞外基质的组织结构袁诱导细胞凋亡袁使表达
琢原平滑肌肌动蛋白的肌成纤维细胞减少遥 因此作者
认为加压治疗可加速瘢痕的修复过程遥 有研究显示
压力服使用可加速瘢痕成熟咱愿暂遥 加压治疗用于瘢痕
疙瘩的手术切除后治疗有效袁手术后瘢痕尚未形成袁
术后及时运用加压治疗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遥 剖宫
产术后妇女有恢复孕前体型的愿望袁加压治疗初始
阶段有不适主诉袁加压部位有紧迫感袁圆耀猿 周不适感
逐渐消失袁适应后都能很好地配合治疗遥
瘢痕疙瘩中雄激素活性较高袁正常瘢痕中雄激
素的活性水平不及瘢痕疙瘩中的 员 辕 员园袁 由此认为袁
局部高水平的雄激素是瘢痕疙瘩的发病机制之一遥
现已证实瘢痕疙瘩里存在大量的雄激素受体及 糟赠鄄
糟造蚤灶 阅员袁两者有明显的正相关袁雄激素与受体结合可
促进 糟赠糟造蚤灶 阅员 的表达升高袁 促进细胞周期进展袁引
起瘢痕组织的增生咱员暂遥 有人在猴的皮肤内注入雌激
素诱发了瘢痕疙瘩的形成袁瘢痕疙瘩中雌激素受体
阳性率高于正常皮肤遥 说明性激素增高能增加瘢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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