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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 猿 例耳廓化脓性软骨膜炎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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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廓显露于头颅两侧袁皮下组织少并与软骨膜
紧贴袁由于外伤后处理不当或耳部手术等原因袁部分
病例发生化脓性软骨膜炎袁易引起耳廓软骨进行性
坏死咱员暂袁传统开放式换药袁病程迁延时间长袁易导致
耳廓畸形遥 本科自 圆园员员耀圆园员圆 年收治耳廓化脓性软
骨膜炎 猿 例患者袁 并使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渊增葬糟糟怎皂鄄
葬泽泽蚤泽贼藻凿 糟造燥泽怎则藻袁灾粤悦冤袁疗效满意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临床资料

病例 员袁男袁愿怨 岁袁因摔倒致左耳廓外伤后流脓
猿 凿 由家人送至医院就诊袁 查体见左耳廓前面可见
一弧形挫裂伤口袁约 苑援园 糟皂袁上自舟状窝袁沿三角窝尧
耳甲艇袁经耳轮脚外侧袁下至对耳屏上方的对耳轮
处袁创面呈袋状袁深约 圆援缘 糟皂袁耳轮处皮肤软骨未分
离袁其中三角窝处软骨与耳廓后面皮肤相连袁对耳轮
软骨断裂袁大片裸露游离袁部分软骨软化遥 创面脓性
分泌物培养为表皮葡萄球菌遥
病例 圆袁男袁源源 岁袁酒后驾驶摩托车发生车祸袁诊
断为右耳廓挫裂伤袁 清创缝合术后 猿 凿 发现右耳疼
痛尧创面红肿并溢脓来本院就诊袁入院后拆除原缝
线袁沿原创面打开袁右耳廓自耳廓与头颅附着处向下
撕脱袁耳前伤口长 圆援缘 糟皂袁耳后伤口沿耳后沟向下袁
长约 缘援园 糟皂袁深及颞骨骨面袁右耳廓上半部后面皮肤
与软骨分离袁软骨裸露并多处断裂错位袁创面附着较
多脓性分泌物遥 脓性分泌物培养为铜绿假单胞菌遥
病例 猿袁男袁猿远 岁袁右耳廓假性囊肿抽液治疗 圆
次后复发 员园 凿 入院袁 入院后行耳廓假性囊肿切除
术袁囊肿位于耳舟窝袁猿援园 糟皂 伊 圆援缘 糟皂袁波及对耳轮袁
术中切除耳舟面的软骨约 员援园 糟皂 伊 员援园 糟皂 大小袁术
后 圆 凿 手术切口处有黏脓性分泌物渗出袁 右耳肿胀
疼痛加重袁拆除原缝线袁沿切口打开袁见软骨开窗处
部分软骨软化遥 脓性分泌物培养为无菌生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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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均在局麻下进行袁常规消毒后袁以 员豫盐酸
利多卡因予耳廓周围组织局部浸润麻醉袁 清除创面
分泌物袁 其中病例 员 自创面深部冲洗出少许泥沙样
污物袁 修剪去已发生软化坏死的软骨袁 清理肉芽组
织袁搔刮创面直至创面软组织色泽正常袁且出现新鲜
渗血遥 创面以 猿豫过氧化氢溶液尧生理盐水尧碘伏溶
液尧生理盐水依次冲洗后袁更换无菌器械袁苑缘豫酒精
重新消毒皮肤袁再以庆大霉素溶液浸泡创面 缘 皂蚤灶袁
吸除浸泡液袁 生理盐水冲洗后放置负压引流管 渊图
员冤袁切记引流口要位于创面腔隙的低点遥对位缝合创
面关闭术腔袁 引流管管身以缝线打结固定于创面附
近袁接 圆缘园 皂造 硅橡胶负压引流球袁管身延长处及负
压引流球妥善固定袁 避免因重力作用造成吸引管滑
脱遥 同时全身应用足量敏感抗生素治疗袁猿 例患者使
用抗生素分别依次为头孢地嗪尧头孢他啶尧青霉素遥

图 员 病例 员 患耳放置引流管术前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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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 例患耳术后 圆耀猿 凿 红肿消散袁无疼痛袁术后
缘耀远 凿 无明显引流液袁拔出负压引流管袁术后第 员园
天拆除缝线袁伤口一期愈合袁仅病例 员 耳廓外形略
增厚袁其他 圆 例耳廓外形正常袁随访 员 年无耳廓畸
形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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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修剪造孔袁 又不容易发生塌陷变形遥 加之管径
小袁便于创面紧密贴合遥 操作时剪去针柄后袁将管身
折叠袁用无菌剪修剪已形成尖角的管壁袁以形成合适

大小的侧孔袁一般在末端造侧孔 猿耀缘 个袁利于充分
引流曰盂换药简化袁便于观察院传统开放换药治疗时
间长袁每日更换敷料过程繁琐袁患者痛苦遥 而实施负

压引流每日换药只需以 苑缘豫酒精涂抹创面即可袁注
意观察耳廓皮肤颜色尧引流管位置及是否通畅尧引流
液的量遥整个过程中患者无明显不适感遥拔管时间可
根据引流量作相应调整袁 量多时可酌情延长引流管

外相关研究均显示 灾粤悦 除了发挥持续有效的排除
积液尧积血的作用袁而且能扩大毛细血管口径袁增大

留置时间遥
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耳廓化脓性软骨膜炎操作

微循环血流量袁消除组织水肿袁进而增加新生毛细血
管密度袁促进肉芽组织生长袁加速创面修复咱圆原猿暂遥
对耳廓化脓性软骨膜炎而言袁因耳廓外形不规
则袁以往术后多以棉球或小块纱布打散后按耳廓外
形予以加压袁力求压力均匀袁但实际操作中常因外力
不均匀易形成小空腔袁成为感染的潜在危险因素袁且
患者多有疼痛不适感遥 在临床实践中体会应用 灾粤悦
有以下优点院淤引流充分袁创面密闭院负压引流不仅
将渗液及时引流出袁使术腔壁互相持续贴紧袁压力均
匀袁加快创面粘连愈合时间袁而且术腔成为密闭系
统袁有效避免交叉感染的发生曰于取材简便袁易于操
作院引流管用一次性头皮针的软管袁其管身柔韧袁既

简单袁疗程明显缩短袁患者痛苦小袁疗效好袁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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