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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目的院探讨封闭式负压引流渊增葬糟怎怎皂 泽藻葬造蚤灶早 凿则葬蚤灶葬早藻袁灾杂阅冤在 酝燥则藻造鄄蕴葬增葬造造佴藻 损伤中的应用方法及疗效遥 方法院

圆园员园 年 苑 月要圆园员源 年 员圆 月袁收治 员远 例 酝燥则藻造鄄蕴葬增葬造造佴藻 损伤患者遥 骨盆骨折尧髋臼骨折及股骨干骨折均一期行切开复位内固定

术袁彻底清创后袁结合 灾杂阅 治疗 酝燥则藻造鄄蕴葬增葬造造佴藻 损伤袁术后行断层中厚皮片原位回植遥结果院酝燥则藻造鄄蕴葬增葬造造佴藻 损伤均于术后 员怨耀源缘 凿

愈合袁平均创面愈合时间 圆源援苑 凿遥 合并骨折患者手术切口均 陨 期愈合袁无深部组织感染及骨髓炎发生遥 员园 例患者经 怨 凿 灾杂阅 治

疗袁经植皮后创面皮肤成活满意曰远 例 灾杂阅 治疗 怨 凿 后少量皮肤发生坏死袁再次彻底清创植皮后行 灾杂阅 治疗后愈合遥 员远 例患者

均获随访袁随访时间 猿耀员愿 个月袁平均 员圆 个月遥 肢体外观满意袁无明显瘢痕形成袁关节均活动良好遥 结论院灾杂阅 治疗 酝燥则藻造鄄蕴葬增葬造造佴藻

损伤可促进病灶的愈合袁保障骨盆骨折尧髋臼骨折及股骨干骨折手术安全袁减少感染袁临床疗效满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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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燥则藻造鄄蕴葬增葬造造佴藻 损伤渊酝燥则藻造鄄蕴葬增葬造造佴藻 造藻泽蚤燥灶袁酝蕴蕴冤
指暴力作用于身体局部袁导致皮肤尧皮下组织与深
层筋膜组织发生分离袁形成软组织闭合性潜性脱套
伤袁血性或淋巴性液体聚积腔内袁多发生于交通事
故和重物挤压伤等遥 酝蕴蕴 最早由法国医生 酝葬怎则蚤糟藻
酝燥则藻造鄄蕴葬增葬造造佴藻 于 员愿远猿 年描述袁常合并骨盆尧髋臼尧
股骨干等部位骨折咱员暂遥 近年来随着交通运输业及工
业的发展袁此类损伤呈现增加趋势遥
德国 云造藻蚤泽糟澡皂葬灶 于 员怨怨圆 年首先提出了封闭式
负压引流渊增葬糟怎怎皂 泽藻葬造蚤灶早 凿则葬蚤灶葬早藻袁灾杂阅冤技术袁之后
该方法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袁并获得
良好效果 咱圆暂遥 目前袁国内有关 灾杂阅 应用于 酝蕴蕴 治疗
的临床报道相对较少遥 圆园员园 年 苑 月要圆园员源 年 员圆 月袁
本科共收治 酝蕴蕴 员远 例袁采用 灾杂阅 治疗袁获得良好
效果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组男 员园 例袁女 远 例曰年龄 圆圆耀远缘 岁袁平均年
龄 猿愿援圆 岁遥 致伤原因院交通事故伤 员园 例袁重物挤压
伤 远 例遥 受伤至手术时间 猿耀员园 澡袁 平均时间 源 澡遥
酝蕴蕴 损伤部位院髋部 愿 例袁大腿上段 源 例袁会阴部
源 例遥 合并骨盆骨折 猿 例袁髋臼骨折 圆 例袁股骨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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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圆 例遥 入院检查院 剥脱部位皮肤存在不同程度污
染曰大部分病例剥脱皮下脂肪软组织尧肌肉筋膜组织
被油类及泥沙样物质大面积污染袁组织挫伤明显遥
均行 月 超检查袁 显示囊腔范围为 员愿 糟皂伊员园 糟皂耀
圆员 糟皂伊猿园 糟皂遥 合并多发伤院颅脑外伤 源 例袁胸部闭
合性损伤 圆 例袁腹部闭合性损伤 缘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入院后遵循损伤控制原则袁首先处理危及患者
生命的重要脏器损伤以及严重的大出血袁待全身情
况稳定后袁尽早行 酝蕴蕴 治疗袁入院当日及手术时抽
取所有病例病灶内分泌物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遥
源 例颅脑外伤患者均予以保守治疗曰猿 例腹部闭合
性损伤患者行剖腹探查并予以脾切除或肝脏修补
术袁圆 例脾破裂患者行栓塞治疗曰圆 例胸部闭合性损
伤患者行胸腔闭式引流术曰骨折患者均予以一期手
术内固定遥
麻醉方法均予以全麻袁骨盆尧髋臼及股骨干骨折
均先行切开复位内固定袁而后继续处理 酝蕴蕴遥
员援圆援员 骨折内固定
骨盆骨折院取髂骨缘切口渊循髂前上棘沿髂嵴
向后外侧 远耀愿 糟皂冤和耻骨联合切口渊长 圆耀源 糟皂冤袁剥
离器剥离骨膜袁直视下复位袁钢板固定骶髂关节袁继
而固定前环遥 髋臼骨折院员 例双柱骨折采取髂腹股沟
入路曰员 例后柱加后壁骨折则选择 运燥糟澡藻则鄄蕴葬灶早藻灶鄄
遭藻糟噪 入路袁骨折复位后均行重建钢板内固定遥 股骨
干骨折院采用大腿外侧切口直视下复位袁行钢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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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袁必要时植入人工骨遥 手术切口均置入引流管袁
保持负压吸引遥

员援圆援圆 酝蕴蕴 的治疗
术中依据病灶的范围袁在病灶边缘切开袁切口
尽量避开骨折内固定手术切口袁生理盐水尧双氧水尧
碘伏反复清洗创面袁彻底引流囊腔内积液袁刮匙刮

窑员圆远怨窑

术后 定时 冲 洗管 道袁 密 切 观 察薄 膜 是 否 破
损袁敷料密封是否严密袁管型是否良好袁必要时重

新贴膜袁保持腔内负压环境遥 术后 猿耀缘 凿 再次行
引流液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袁依据结果选择

敏 感抗生素 治疗遥 连续 吸引 苑耀怨 凿 后拆 除 灾杂阅
敷 料观察创面 皮肤成活情 况及肉芽 组织生 长情

囊腔袁去除囊腔内分隔带后大量生理盐水冲洗遥 观

况袁如无脓性分泌物袁长出新鲜肉芽组织袁创面血

察剥脱皮肤皮缘是否出现毛细血管出血来判断皮
肤活力遥 对血运破坏严重的软组织予以清除袁对于

运良好袁直接缝合遥 如皮肤坏死面积较大袁创面分
泌物较多袁则需再次清除 坏死组织袁 植皮后再 行

皮瓣血运存在袁软组织损伤稍重袁尽量保留观察遥 再
将 灾杂阅 敷料置于病灶内袁将其固定后袁在敷料外面
覆盖半透膜使之密封袁灾杂阅 敷料持续负压吸引治

疗遥 本组均采用 灾杂阅 封闭材料行负压引流遥 首先选
取大小合适的 灾杂阅 敷料覆盖损伤皮肤袁与创面充分
接触遥 用半通透性贴膜封闭创面袁薄膜之间对合折
叠袁覆盖范围超过切口边缘 缘 糟皂 以上袁确保薄膜与
引流管道之间形成封闭引流环境遥 引流管接中心负
压吸引和冲洗生理盐水遥 打开三腔阀门袁将负压值
调至 圆园耀远园 噪孕葬袁行持续负压吸引遥
员援圆援猿 术后处理

灾杂阅 封闭治疗遥

圆

结 果
本组中 员园 例经一期 灾杂阅 治疗后袁 创面皮肤成

活满意遥 远 例一期术后由于皮肤尧软组织坏死袁再次
彻底清创后行 灾杂阅 治疗袁创面新生肉芽组织生长良
好袁取健侧大腿内侧中厚皮片游离移植修复创面后
愈合满意遥 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袁随访时间 员园耀圆源
个月袁平均时间 员愿 个月遥 创面外观满意袁无明显瘢
痕形成袁未出现深部软组织感染尧骨不连尧骨髓炎遥
关节活动良好遥 典型病例见图 员遥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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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男性袁车祸伤袁右大腿尧髋部皮肤 酝蕴蕴曰月院创面清创袁血肿清除后 灾杂阅 封闭引流创面曰悦院员 周后袁拆除 灾杂阅 后袁逐步拔除引流管袁创面皮肤

贴附良好曰阅院员 年后随访遥

图 员 员 例患者治疗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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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蕴蕴 由于多为车祸伤及重物挤压伤所致袁常常
合并身体多部位多发性外伤袁包括颅脑外伤尧胸腔
积液尧气胸尧肝破裂尧脾破裂尧肠道损伤及四肢骨折
等等遥 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至关重要袁 避免对
酝蕴蕴 的干扰遥 本组患者袁骨折患者均行一期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袁颅脑外伤予以保守治疗袁胸腹部闭合
性损伤亦予以及时处理袁保障患者安全遥 合并 酝蕴蕴
的骨折患者治疗袁因软组织损伤的特殊性袁积极处
理软组织损伤的同时兼顾骨折的固定治疗方式袁为
骨折治疗创造先决条件遥 治疗以不能加剧软组织损
伤为前提袁骨折治疗与 酝蕴蕴 治疗二者兼顾遥
酝蕴蕴 是皮肤与深层筋膜间的剥离袁 创面范围
大袁软组织损伤较为严重袁皮肤血循环破坏袁皮肤尧

组织坏死可能性极大遥 囊腔内积液可能引起细菌滋
生袁酝蕴蕴 虽是闭合性损伤袁但出现感染的病例不少袁
多数学者认为病灶内的细菌系血源性播散咱猿原源暂遥 如处
理不及时袁极易导致感染尧皮肤坏死等并发症遥 酝蕴蕴
常合并骨折袁软组织损伤的处理应在骨折内固定术
之前或者同期进行遥 骨折内固定手术如推迟到清创
伤口愈合后进行袁则错失内固定的最佳时期遥 因局
部血肿机化袁软组织挛缩及粘连袁骨痂形成等原因袁
给骨折手术的暴露尧 复位及内固定带来较大困难袁
因此及时有效地处理 酝蕴蕴袁为骨折手术早期实施创
造条件遥 病灶的清创常需多次进行袁严禁一期闭合
创面遥 病灶的切口应尽量避免影响手术切口袁如处
理不当会引起骨折切口感染袁导致骨髓炎遥 灾杂阅 封
闭可以清除创面渗出坏死物质袁刺激组织新生咱缘原远暂遥
其所用的生物透性膜将创面与外界空气隔开袁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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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侵入袁同时持续的负压吸引减少了分泌物的刺
激袁 可预防常规换药过程中可能引起的继发感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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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酝蕴蕴 中的疗效有待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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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封闭引流即可维持多日袁降低医护人员的工作
强度袁同时减少常规换药给患者造成的不适袁缩短
住院时间咱苑暂袁为骨折内固定手术的成功提供了保证遥
本组处理 酝蕴蕴 时袁 采用刮匙刮除坏死组织袁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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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遥 采用 灾杂阅 材料时应紧密贴附创面袁保证引流通
畅遥 笔者在 灾杂阅 治疗过程中发现局部封闭不严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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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环境袁是治疗成功的重要环节之一遥 笔者在 灾杂阅

材料封闭前袁加入冲洗管袁术后每日用生理盐水冲
洗袁保持引流管通畅袁减少了术后堵管的发生率袁取
得了良好效果遥 更换 灾杂阅 敷料时如分泌物或积液显
著减少袁肉芽组织生长良好袁即可直接缝合或对皮
肤缺损区域行植皮手术袁表面覆盖 灾杂阅遥 本组 酝蕴蕴
患者经 灾杂阅 治疗后袁均顺利愈合遥
近年来袁对于 灾杂阅 敷料的临床应用研究越来越
广泛袁多项研究结果提示袁使用 灾杂阅 后创面感染率
较未使用 灾杂阅 显著降低遥灾杂阅 敷料与传统敷料换药
包扎相比袁能显著缩短伤口愈合时间咱愿暂遥 灾杂阅 在引流
的同时可有效预防残余脓肿及死腔的形成袁缩小浅
表创面面积袁促使肉芽组织填补较深创面袁植皮成
活率高袁外观较为满意咱怨暂遥 灾杂阅 可快速启动损伤后修
复过程袁减少修复细胞凋亡袁降低胶原蛋白酶活性袁
减少细胞外基质的破坏咱员园暂遥
综上所述袁灾杂阅 治疗 酝蕴蕴 可减少感染袁 缩短治
疗病程袁减轻患者痛苦袁改善预后遥 作者认为早期诊
断袁及时处理袁充分引流及合理处理合并症袁是保障
酝蕴蕴 治疗成功的关键因素遥 灾杂阅 技术对处理 酝蕴蕴
有效遥 但由于本组纳入研究病例数量较少袁缺乏更
多的统计学依据袁 国内发表的研究相对较少袁灾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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