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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微创性磨削痂术治疗面部深域度创面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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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早期微创性磨削痂手术治疗面部深域度烧伤创面对减轻色素沉着及疤痕形成袁提高创面愈合质量的临床

疗效遥 方法院选择 愿园 例头面部以深域度烧伤为主的患者进行临床观察袁总面积 圆豫耀苑愿豫袁其中男性 源远 例袁女性 圆园 例袁儿童 员源例遥 病
例入院后均立即行彻底创面清创袁聚维酮碘纱布包扎遥 于入院后 圆耀源 凿 内袁在全身麻醉下行面部深度创面早期磨削痂术袁术后人
体生物敷料覆盖袁术后 员园 凿 换药袁去除外覆生物敷料袁定期创面换药直至创面愈合遥 结果院早期微创性磨削痂生物敷料覆盖手术
治疗面部深域度创面袁色素沉着及疤痕增生少袁提高了创面愈合质量遥 结论院早期微创性磨削痂生物敷料覆盖手术是治疗面部
深域度创面袁提高创面愈合质量的重要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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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面为暴露部位袁易于烧伤遥 烧伤原因多见于
热力渊热气尧热液冤尧化学渊酸碱液尧化工原料冤及电烧
伤渊电火花尧电弧冤袁发生率高遥 深域度烧伤在面部烧
伤中常见遥 面部组织疏松袁血液循环丰富袁故烧伤后
组织水肿较明显袁面部皮肤汗腺尧皮脂腺尧毛囊渊特
别是须部冤较多袁且面部烧伤常伴有眼尧耳尧鼻尧口腔
等器官的烧伤袁五官分泌物常使面部创面潮湿软化
而感染遥 目前临床上对面部深域度烧伤创面的处理
一般采用暴露疗法袁等待创面自行痂下愈合袁但烧
伤创面常在伤后数天内发生进行性损害袁皮肤残存
间生态组织进一步坏死袁导致创面加深袁愈合后色
素沉着及疤痕增生一般较多袁影响五官功能曰有的
甚至因创面感染而愈合困难袁需移植部分自体皮修
复遥 因此袁面部深度烧伤的治疗不应仅满足于烧伤
创面的愈合袁还应考虑到创面愈后局部功能及容貌
的恢复咱员暂遥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于 圆园园缘 年
起开创性采用早期创面微创性磨削痂生物敷料覆
盖的手术方法袁 对患者深域度面部烧伤进行治疗袁
其临床效果及安全性均较好咱圆暂袁现对 圆园员圆要圆园员源 年
所做的这方面工作报道如下遥
员 资料和方法
员援员 资料
以深域度烧伤为主的面部烧伤患者 愿园 例袁烧
伤原因为热力烧伤尧化学烧伤及电烧伤遥 烧伤面积
圆豫耀苑愿豫袁 病程 源 周耀圆 个月袁 其中男 源远 例袁 女 圆园
例袁儿童 员源 例遥 年龄 员耀远缘 岁袁平均年龄 猿远 岁遥 人体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缘冤员园鄄员源缘员鄄园猿

生物敷料由上海仁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袁该产品为
取自人体皮肤的表皮和真皮袁经处理后浸泡在保存
液中袁其面积大小不等袁厚度在 园援园员耀园援圆园 糟皂 之间
的医用生物敷料遥 经辐照灭菌袁一次性使用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入院处理
所有病例入院时即行早期清创袁创面严格按照
外科程序使用洗必泰消毒袁聚维酮碘液纱布创面覆
盖包扎遥 常规予补液抗感染尧抗休克等治疗袁合并吸
入性损伤有气管切开指征的及时行气管切开遥 应注
意面部烧伤创面早期会逐渐肿胀袁面部包扎不宜过
紧袁以免引发患者不适甚至发生呼吸道梗阻遥
员援圆援圆 手术治疗
于伤后 圆耀源 凿 内袁 在全身麻醉下行面部深度创
面早期微创性磨削痂人体生物敷料覆盖手术遥 术中
对创面用 员豫的聚维酮碘液消毒袁以磨痂尧搔刮尧削
痂的方式袁 对面部平坦部位可以用滚轴刀浅层削
痂曰对于眼睑尧鼻尧鼻唇沟耳前等凹凸不平的部位以
手术刀或取皮刀片进行搔刮袁 尽量去除坏死组织袁
保留间生态真皮遥 手术操作应轻柔袁创面由 野红白相
间冶逐渐转变创面基底真皮呈亮瓷白色或有极细小
的针尖状渗血为宜遥 洗必泰液反复消毒袁百格斯湿
敷袁必要时予止血遥 创面处理完毕后袁取人体生物敷
料渊上海仁康科技有限公司冤覆盖磨削痂后的创面袁
在发际尧耳后尧颌下等部位适当缝合固定袁防止敷料
滑脱袁 最后予聚维酮碘液纱布或纳米银敷料覆盖袁
外层用适当厚度的消毒纱布适度加压包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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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圆援猿 术后处理

痂人体生物敷料覆盖术袁 术中磨削痂后创面见图

予及时更换外敷料遥 内层人体生物敷料在术后 员园 凿
较理想的情况下应贴合面部较紧密袁 存活于创面袁

药袁创面人体生物敷料在位袁其下无明显积血积液袁无
溶解渊图 员阅冤曰去除人体生物敷料后创面新鲜袁渗血细

员月袁人体生物敷料覆盖后创面见图 员悦遥 术后 员园 凿 换

术后根据外敷料情况袁如有饮食尧渗液等污染

密渊图 员耘冤曰继续创面定期换药曰直至创面愈合渊图
员云冤曰术后 猿 个月复查渊图 员郧冤曰术后 员 年随访袁恢复满

其下无积血积液袁无溶解袁此时可以考虑去除遥 若在
术后换药过程中发现生物敷料下有积液尧积血应及

意袁面部唇周少量浅表性瘢痕袁无挛缩畸形渊图 员匀冤遥

时引流排除曰若有溶解袁应及时去除溶解部分遥 去除
存活于面部的生物敷料进行创面消毒后用凡士林
油纱覆盖创面袁 聚维酮碘液纱布及消毒纱布包扎遥

猿

定期换药直至创面愈合遥 患者出院后门诊进一步随
访创面色素及瘢痕增生情况遥

深域度烧伤创面愈合有赖于真皮深层复苏及
其存留的毛囊尧皮脂腺尧汗腺的上皮再生遥 因此袁除

圆 结

与全身因素和烧伤深浅有关外袁也与局部处理方法

果

有关遥 采用不同的局部处理方法袁有 猿 种可能转归院
淤积极去痂植皮院病程短袁不易感染袁色素及瘢痕
少袁功能及外貌恢复保护良好曰于依靠真皮深层附
件残存上皮再生院如无感染袁一般在 猿耀源 周左右愈
合遥 深域度较浅者可痂下愈合袁较深者则多自然脱
痂后愈合遥 愈合后上皮多较脆弱袁经活动尧牵拉尧摩
擦后往往会出现水泡甚至破溃遥 瘢痕增生较多袁严
重者可形成瘢痕挛缩畸形袁 影响局部功能及外观曰
盂残存真皮干枯尧感染尧坏死而被损毁袁深域度变芋
度袁一般植皮方能愈合咱猿暂遥 目前面部深域度烧伤常规
的暴露疗法袁其疾病转归往往是以上的第 圆尧猿 种方
向遥 本文采用的早期微创性磨削痂人体生物敷料覆

圆援员 创面愈后情况
全部 愿园 例手术患者面部创面愈合率 员园园豫袁创
面愈合时间平均为渊员源援圆 依 员援猿冤凿袁未发生创面感染遥其
中 缘怨 例渊苑猿援苑豫冤创面愈后光滑袁略红润袁未见明显瘢
痕遥 员员 例渊员猿援愿豫冤创面仅有局部轻度色素沉着遥 员园 例
渊员圆援缘豫冤创面局部出现点片状浅表性瘢痕遥 所有患者
愈后创面均未见明显增生性瘢痕遥
圆援圆 典型病例
某女袁远圆 岁袁因面颈部煤气火烧伤 圆 澡 余入院遥
诊断院煤气火烧伤 源豫深域度袁创面情况见图 员粤遥 伤
后第 猿 天在全麻下行面颈部深度创面微创性磨削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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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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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治疗前曰月院术中磨削痂后曰悦院人体生物敷料覆盖后曰阅院术后 员园 凿曰 耘院去除人体生物敷料后曰云院创面愈合后曰郧院术后 猿 个月复查曰匀院术后

员 年随访遥

图员

典型病例微创性磨削痂术治疗前后

第 猿缘 卷第 员园 期
20员缘 年 员园 月

王

窑员源缘猿窑

磊等院早期微创性磨削痂术治疗面部深域度创面的应用探讨

盖手术较常规方法在去除坏死组织感染源尧封闭创

织袁尽量保留间生态组织袁野宁浅勿深冶曰虞生物敷料

面尧防治感染尧保护间生态真皮尧促进创面愈合尧减

在面部留存的时间不宜过长袁否则容易引起定植遥

轻色素沉着及减少瘢痕形成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及
临床效果遥 笔者认为主要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院淤

综上所述袁早期微创性磨削痂生物敷料覆盖手
术在中面部深域度创面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及
实用价值遥

通过在伤后 圆耀源 凿 内的早期手术不仅在创面可能发
生感染前彻底处理了创面袁 同时在术中还通过细致
的磨削痂去除了创面坏死组织袁在绝大多数坏死组织
感染源去除之后用创面敷料封闭创面袁 与外界隔绝袁
防止细菌侵入袁进一步减少了创面感染的机会咱源原缘暂曰于
磨削痂之后的创面以人体生物敷料作为临时覆盖
物袁避免创面因干燥而发生间生态真皮及残存健康
真皮组织的坏死及加深袁有利于间生态组织的恢复
及残存皮肤附件的上皮化曰盂人体生物敷料作为最
接近本体皮肤的临时覆盖物袁 能有效改善手术后创
面局部微环境袁使间生态真皮迅速恢复袁残存皮肤附
件组织中的表皮干细胞快速增生融合袁加快创面上皮
化袁使真皮层修复完整袁减少色素及瘢痕形成遥虽然近
年来多种新型创面敷料开始应用于临床咱远原员园暂袁但人体
生物敷料的效果较目前绝大多数敷料为佳遥
在术中和术后处理方面我们认识到院淤面部轮
廓凹凸不平袁创面往往深浅不一袁需要手术者具备
充分的耐心袁根据创面情况袁较浅创面可予磨痂袁较
深创面可先予断层削痂再进行磨痂至所需平面遥 磨
削痂程度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手术者的经
验曰于手术操作要轻柔袁该手术损伤小袁出血少符合
微创要求曰盂术后 员园 凿袁在较理想状态下袁人体生物
敷料应贴合面部较紧密袁存活于创面袁其下无积血
积液袁无溶解遥 去除敷料后创面会有较多的新鲜渗
血袁予消毒干纱布压迫数分钟即止袁数次换药后创
面逐渐愈合曰榆对不同的深域度创面袁磨削痂手术
的处理应有所区别院对于标准深域度创面袁宜行磨
痂为主袁以尽量保存间生态真皮组织袁减少创伤曰对
于深域度偏深创面袁笔者建议以削痂磨痂结合的方
法袁可先行部分深度创面的削痂袁去除表面坏死组
织袁再行磨痂遥 总之袁磨削痂的目标为去除坏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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