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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难治性感染创面患者皮瓣移植术治疗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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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四肢难治性感染创面患者皮瓣移植术治疗临床疗效及对患者换药时间尧疼痛缓解时间的影响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四肢难治性感染创面患者 64 例袁随机分成两组袁每组各 32 例袁
对照组进行常规的药物清创治疗袁研究组行皮瓣移植术遥 结果 与对照组渊65.6%冤比较袁研究组的临床治疗总有

效率渊90.6%冤明显更高渊P约0.05冤曰与对照组渊3.0依0.2冤d尧渊7.5依2.5冤d尧渊18.9依4.5冤d尧渊21.6依7.0冤d 相比较袁研究组的换
药时间渊4.0依0.5冤d尧疼痛缓解时间渊3.5依0.3冤d 和创面愈合时间渊10.0依3.0冤d 以及住院天数渊8.5依2.6冤d 等临床观察指
标均更优渊P约0.05冤曰与对照组渊18.8%冤比较袁研究组的皮瓣下形成腔隙尧低蛋白血症和贫血等并发症发生率渊3.1%冤
更低渊P约0.05冤曰与对照组相比较袁研究组的生存质量明显更高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应用皮瓣移植术方式治疗四肢难
治性感染创面患者可以明显优化临床各项观察指标袁患者的换药时间以及缩短疼痛缓解时间袁降低并发症的发
生率袁保障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安全性袁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袁促进治疗效果趋向于理想化袁值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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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kin flap transplantation for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infection of

limb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time of dressing change and pain relief. Methods 64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infectious
wounds of limb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Febr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ebridement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kin flap transplanta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65.6%),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tudy group (90.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4.0依0.5) d, (7.5依

2.5) d, (18.9依4.5) d and (21.6 7.0) d], the time of dressing change, pain relief, wound healing and hospitalization sta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3.0依0.2) d, (3.5依0.3) d, (10.0依3.0) d and (8.5依2.6)d, respectively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18.8%), the incidences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cavity formation, hypoproteinemia and anemia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3.1%)(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Conclusion Skin flap transplantation can obviously optimize clinical observation indexes, increase

dressing change time, shorten pain relief tim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ensur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during treatment,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promote the idealization of treatment effect,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Key words] Refractory infection wounds of limbs; Skin flap transplantation; clinical efficacy; Time of dressing change;
Pain relief time

四肢难治性感染创面是一种临床上普遍出现的
严重感染症状袁该症状发生时对机体肢体血管尧神经
和肌肉等多器官和组织产生极大的损害[1]遥 由于四肢
难治性感染创面需要长时间的治疗袁同时需要实施

植皮治疗,较大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疼痛感袁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和预后情况均产生不良影响 遥 临床上常
[2]

银

通讯作者

规药物清创无法满足临床上修复创面缺损的需求袁
效果欠佳[3]遥 目前袁皮瓣移植术作为一种常用治疗方式
应用于四肢难治性感染创面的临床治疗中袁其能够明

显缓解机体疼痛袁促使治疗效果趋于理想化[4]遥 本文研

究分析了四肢难治性感染创面患者皮瓣移植术治疗临
床疗效及对患者换药时间尧疼痛缓解时间的影响袁现
报道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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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豫耀75豫范围内袁创面分泌物少量减少且仍大量存在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四

肢难治性感染创面患者 64 例,纳入标准 院淤临床上
[5]

符合四肢难治性感染创面的诊断标准院由烧伤尧外伤

等原因造成的大面积创面曰 创面主要分布于小腿尧足
背尧前臂等部位曰由细菌尧真菌等多种菌种引发的大面
积感染曰机体的血压尧脉搏等生命体征平稳曰体温约

38益曰于临床资料完整曰盂依从性高曰榆患者及家属同
意参加本次研究曰排除标准 院淤存在糖尿病尧高血压
[6]

等全身性疾病者曰于存在免疫系统尧凝血功能障碍者曰

盂对研究中所用材料过敏者曰榆中途退出研究者遥 随
机分为两组袁对照组 32 例袁男 20 例,女 12 例曰年龄

22耀67 岁,平均渊44.5依1.7冤岁曰依据致伤原因分为院18 例

同时出现少量的新生肉芽组织遥 无效院治疗后袁创面面
积缩小幅度低于 20豫袁创面分泌物和新生肉芽组织出
现情况均无明显变化遥 总有效率越显效率垣有效率[5]遥

1.3.2 两组临床观察指标比较 其主要包括院换药时间尧

疼痛缓解时间和创面愈合时间以及住院天数等多种
临床指标遥

1.3.3 两组并发症情况比较 皮瓣下形成腔隙尧低蛋白
血症和贫血遥

1.3.4 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情况比较 应用自制的生

存质量评价表对患者的生存质量进行评估袁 包括院情
感职能尧躯体疼痛尧社会功能尧生理功能和心理健康等
五个方面袁每个方面为百分制袁其中分数越高则表示
患者的生存质量越高遥

车祸伤袁愿 例重物砸伤袁远 例糖尿病足感染遥 研究组

1.4 统计学方法

1.8冤岁曰依据致伤原因分为院车祸伤 20 例,重物砸伤

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袁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曰P约0.05

猿圆 例袁男 圆员 例袁女 员员 例曰年龄 圆员耀远苑 岁袁平均渊源缘援园依
7 例,糖尿病足感染 5 例遥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袁

使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袁其中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患者均知
情且同意参加本次研究袁签署知情同意书袁本研究经

2 结果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尧监督遥

2.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患者接受常规药物清创治疗,其主要内
容包括院应用常规药物对创口进行清洗袁随后应用蘸

与对照组比较袁研究组的临床治疗效果明显更高

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渊n袁%冤

取碘伏尧凡士林的医用纱布对伤口进行覆盖,使用无
菌纱布实施常规包扎遥

1.2.2 研究组 患者接受皮瓣移植术治疗袁其主要内容

包括院在移植术前袁全部创面均实施细菌培养,从而对
菌群尧定量进行明确遥 全部创面玉期实施清创治疗袁随
后扩大 0.5耀1.0 cm 的创面边缘袁实施有效地扩创处理,
将处于创面边缘老化状态的瘢痕尧纤维组织和创面内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32

17

12

3

32

对照组
研究组
字2 值

11

10

12

有效率渊%冤
65.6
90.6

4.697

约0.05

P值

2.2 两组临床观察指标比较

存在坏死尧失活皮肤和肌腱尧死骨以及老化水肿肉芽

与对照组比较袁研究组的换药时间尧疼痛缓解时

等多种组织进行彻底清除遥 针对窦道尧开放性骨髓腔

间和创面愈合时间及住院天数等临床指标均更优渊P约

隙而言,应该利用刮匙对其窦道壁进行反复搔刮,将感
染性肉芽彻底清除一直到基底出现点状渗血情况遥 利
用双氧水尧盐水和稀释碘伏等药物对创面到外观范围
进行清洁遥 等到应用无菌纱布进行创面止血袁观察几
日后创面无感染等异常情况后实施皮瓣移植术袁将其
他部位带有血流供应的皮下组织或皮肤移植到四肢
难治性感染创面部位遥

0.05冤遥 见表 2遥

表 2 两组临床观察指标比较渊x依s袁d冤
n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t值
P值

32
32

换药时间 疼痛缓解时间 创面愈合时间 住院天数
3.0依0.2

7.5依2.5

18.9依4.5

21.6依7.0

10.136

10.482

10.892

11.315

4.0依0.5
0.047

3.5依0.3
0.043

10.0依3.0
0.040

8.5依2.6
0.032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显效院治疗后袁创面面

2.3 两组并发症发病率比较

现新生肉芽组织遥 有效院治疗后袁创面面积缩小幅度为

血症和贫血等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积缩小幅度超过 75豫袁创面分泌物持续减少袁同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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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情感职能

躯体疼痛

社会功能

生理功能

心理健康

32

42.5依4.0
73.5依6.5

55.2依6.0

55.4依8.0

52.4依7.5

66.5依6.0

13.105

11.798

11.487

12.274

11.894

32

对照组
研究组
t值

72.9依7.0

约0.05

P值

约0.05

表 3 两组并发症发病率比较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字 值
2

约0.05

74.1依8.5
约0.05

84.3依8.1
约0.05

者皮瓣移植术治疗中应用皮瓣移植术治疗可以进一

n

皮瓣下形成腔隙

低蛋白血症

贫血

发生率渊%冤

步优化临床观察指标袁促进患者的康复袁具有较高的

32

1

0

0

3.1

安全性遥 主要是因为院因为清创效果较好尧换药时间增

32

3

4.271
0.044

P值

69.7依3.7

2

4.271
0.044

1

4.126
0.048

18.8

4.153
0.046

加袁随之换药次数降低袁从而降低临床并发症的发生
率袁保障患者的临床治疗安全性遥 由于治疗效果显著袁
因此临床疼痛缓解时间尧创面愈合时间和住院天数均

2.4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袁研究组的生存质量评分明显更高

渊P约0.05冤遥 见表 4遥
3 讨论

四肢难治性感染创面是临床上比较严重的一种
感染症状袁其主要是由于病情拖延和错误治疗等多种
因素造成机体错过临床最佳治疗机会,从而使得患者
创面出现大量的细菌增殖,进而形成比较严重的感染
症状[7]遥 感染症状的发生造成创面无法在短时间内愈

大幅度减少[14]遥 同时与对照组相比较袁研究组的生存
质量明显更高渊P约0.05冤袁说明应用皮瓣移植术的应用
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袁优化预后效果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如果患者存在皮瓣远端部分坏死
情况袁则在实施移植手术中严格依照整形外科皮瓣的

设计原则袁尽可能减少附加切口面积[14]遥 对于实施第

二阶段手术的过程中出现的皮肤感染情况袁应该保障
在无菌环境操作下进行注水袁如未有效控制感染袁则
应用适量的敏感抗生素治疗[15]遥

综上所述袁应用皮瓣移植术方式治疗四肢难治性

合袁为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均带来极大的压力 [8]遥 因此,

感染创面患者可以明显优化临床各项观察指标袁增加

疼痛尧 促进创面愈合成为临床上治疗该疾病的关键遥

的发生率袁保障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安全性袁进一步提

怎样有效控制创面上出现感染情况,进而缓解患者的

临床上普遍利用反复清创换药治疗四肢难治性感染
创面症状袁但由于其需要大量治疗时间袁一定程度上

患者的换药时间以及缩短疼痛缓解时间袁降低并发症
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袁促进治疗效果趋向于理想化袁值
得推广遥

增加了患者的痛苦程度[9]遥 因此,临床上逐渐将皮瓣移

[参考文献]

植术应用于清创药物治疗中袁其能够在有效缓解患者
疼痛的同时缩短治疗时间袁治疗效果趋向于理想化[10]遥

由研究结果显示袁与对照组相比较袁研究组的临

[员]

床治疗效果明显更高渊P约0.05冤袁说明皮瓣移植术的治
疗能够明显缓解患者的疼痛感袁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
生率袁促进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更加理想化遥 主要是因

[圆]

为院在药物清创治疗的基础上实施皮瓣移植术可以在
保障彻底性清除炎性肉芽组织尧周围坏死组织彻底性
的同时较大程度上保障皮瓣的存活率袁进而增强患者

[猿]

染尧坏死情况的发生率[13]遥

[源]

药时间尧疼痛缓解时间和创面愈合时间以及住院天数

[缘]

由研究结果显示袁与对照组相比较袁研究组的换

等临床指标均更优渊P约0.05冤袁且与对照组相比较袁研
究组的皮瓣下形成腔隙尧低蛋白血症和贫血等并发症
发生率更低渊P约0.05冤袁说明在四肢难治性感染创面患

感染性创面 猿圆 例[允]援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袁圆园员怨袁源圆渊源冤院
猿苑源原猿苑远援

关术袁余东袁李日绍袁等援 手工吻合结合微血管吻合器
在同时游离两块皮瓣修复四肢创面中的应用[允]援 中华
显微外科杂志袁圆园员愿袁源员渊源冤院猿苑愿原猿愿园援

在燥灶早 在宰袁蕴蚤 晕袁载蚤葬燥 栽再袁藻贼 葬造援 耘枣枣藻糟贼 燥枣 澡月阅圆 g藻灶藻贼蚤鄄

糟葬造造赠 m燥凿蚤枣蚤藻凿 d藻则皂葬造 m怎造贼蚤责燥贼藻灶贼 s贼藻皂 c藻造造泽 燥灶 r藻责葬蚤则 燥枣
i灶枣藻糟贼藻凿 i则则葬凿蚤葬贼藻凿 w燥怎灶凿泽[允]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砸葬凿蚤葬贼蚤燥灶 砸藻鄄

的临床治疗效果[11-12]遥 应用游离皮瓣修复技术可以明
显提高四肢骨外露的缺损皮瓣的成活率袁持续降低感

陈斌袁胡伟袁荆志振袁等援 皮瓣移植结合 灾杂阅 治疗慢性

泽藻葬则糟澡袁圆园员愿袁缘员渊缘冤院缘苑猿原缘愿园援

金阿平袁蔡亮援 深度慢性难愈性创面治疗中使用皮瓣
移植结合改良封闭式负压吸引技术的临床价值[允]援 重
庆医学袁圆园员愿袁源员渊粤员冤院圆圆园原圆圆圆援
狄海萍袁李永林袁邢培朋袁等援 皮瓣修复腕部高压电烧
伤创面的手术时机选择[允]援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袁圆园员怨袁
源圆渊圆冤院员远远原员远怨援

渊下转第 69 页冤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9 No. 14 May 2021

65

窑外科医学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5 月第 59 卷第 14 期

[5]
[6]
[7]
[8]
[9]

贺彦龙袁任补元袁梁越.药物涂层球囊治疗老年患者下
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长段病变的疗效观察[J].中华老年
多器官疾病杂志袁2020袁19渊1冤院21-24.
王鹏袁陈晓伟袁包晗袁等.药物涂层球囊与金属裸支架治
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效果和安全性对比[J].介入放
射学杂志袁2019袁28渊12冤院1176-1180.
李飞飞袁李文华袁欧敬民袁等.紫杉醇药涂球囊在治疗症
状性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临床随访研究[J].中国综
合临床袁2019袁35渊5冤院469-473.
张东东袁叶郁青袁陈宁恒袁等.药物涂层球囊联合斑块旋
切术与单纯药物涂层球囊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的效果对比[J].实用医学杂志袁2019袁35渊10冤院1625-1629.
张军袁林瑞敏袁刘军袁等.药物涂层球囊治疗下肢动脉硬
化闭塞症的临床观察[J].河北医科大学学报袁2019袁40
渊2冤院178-180袁197.

[10] 姜学超袁党永康袁杨柳袁等.Straub Rotarex System 联合
药物涂层球囊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合并血栓栓

塞的效果[J].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袁2020袁19渊1冤院
42-46.

[11] 王国涛袁王丙龙袁张伟杰.不同类型球囊扩张对下肢动

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疗效及安全性的影响[J].中国医师
进修杂志袁2020袁43渊7冤院600-604.

[12] 刁永鹏袁谭树平袁兰勇袁等.准分子激光斑块消蚀联合药

物涂层球囊处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J].中华普通外

[13] 廖鹏志袁杨根欢袁汪岩袁等.药物涂层球囊对比普通球囊

成形术治疗腘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J].中华老年多器
官疾病杂志袁2020袁19渊1冤院52-53.

[14] 杨永久袁丁旭袁满新贺袁等.AngioJet 导管血栓抽吸联合

药物涂层球囊治疗下肢动脉硬化并血栓形成[J].中国
临床医生杂志袁2019袁47渊12冤院1458-1460.

[15] 刘浩袁陈斌袁蒋俊豪袁等.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合并急

性血栓形成的治疗[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袁2020袁35渊7冤院
540-544.

[16] 魏立春袁郭建明袁侯培勇袁等.斑块旋切联合药物涂层球

囊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中应用的现状及研究进展[J].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袁2019袁28渊12冤院1526-1533.

[17] 李俊霞袁周永刚袁程金生袁等.Silverhawk 斑块旋切系统
联合药物涂层球囊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效果
观察[J].西南国防医药袁2019袁29渊1冤院22-24.

[18] 甄艳华袁郑加贺.斑块切除联合药物涂层球囊治疗股腘

动脉硬化闭塞症应用进展[J].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袁
2018袁15渊10冤院632-636.

[19] 王逸增袁张韬袁张小明袁等.药物涂层球囊在股腘动脉硬

化性闭塞症中的疗效及预后相关因素[J].中国血管外
科杂志渊电子版冤袁2019袁11渊1冤院15-19.

[20] 王深明袁姚陈袁何榕洲.药物涂层球囊在下肢动脉硬化

闭塞症腔内治疗中的应用[J].中国血管外科杂志渊电子
版冤袁2018袁10渊1冤院1-3.

科杂志袁2019袁34渊8冤院663-666.

渊上接第 65 页冤
[远]

阅燥灶燥增葬灶 蕴悦袁阅燥怎早造葬泽 悦阅袁灾葬灶 匀藻造凿藻灶 阅援 砸藻泽责燥灶泽藻 贼燥 砸藻院
宰燥怎灶凿 贼藻灶泽蚤燥灶 葬灶凿 鸳糟造燥泽葬遭蚤造蚤贼赠鸳 憎蚤贼澡 噪藻赠泽贼燥灶藻 枣造葬责泽袁灾原再
枣造葬责泽 葬灶凿 责则蚤皂葬则赠 糟造燥泽怎则藻院A 泽贼怎凿赠 蚤灶 枣则藻泽澡 原枣则燥扎藻灶 糟葬鄄

凿葬增藻则泽院蕴藻贼贼藻则泽 贼燥 贼澡藻 耘凿蚤贼燥则[允]援 粤晕在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怎则早藻则赠袁圆园员愿袁
[苑]
[愿]
[怨]

愿愿渊员园冤院员园愿怨原员园愿怨援

张伟袁谢卫国袁杨飞袁等援 游离股前外侧穿支皮瓣分叶
移植在四肢电烧伤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允]援 中华烧伤杂
志袁圆园员怨袁猿缘渊员员冤院苑怨园原苑怨苑援
齐朝阳袁叶甫国袁郑平袁等援 手部创面皮瓣修复术后医
院切口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允]援 中华
医院感染学杂志袁圆园员愿袁圆员渊苑冤院员园缘苑原员园远园援

蕴蚤 在袁蕴蚤 孕袁栽葬灶 匝援 砸藻糟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 燥枣 s燥枣贼 t蚤泽泽怎藻 d藻枣藻糟贼泽
a则燥怎灶凿 贼澡藻 k灶藻藻 w蚤贼澡 p藻凿蚤糟造藻凿 p藻则枣燥则葬贼燥则 f造葬责泽[允]援 粤灶灶葬造泽
燥枣 孕造葬泽贼蚤糟 杂怎则早藻则赠袁圆园员愿袁愿员渊源冤院员援

[员园] 张兴袁郭峰松袁苏凯华袁等援 穿支皮瓣修复四肢创面临
床应用 缘远 例[允]援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袁圆园圆园袁源猿渊圆冤院员源员原员源源援

渊收稿日期院2020-09-21冤

[员员] 杨力袁蔡斌袁薛君荣袁等援 个体化股前外侧皮瓣游离移

植修复复杂难愈性创面的临床效果[允]援 中华烧伤杂志袁
圆园圆园袁猿远渊愿冤院苑猿园原苑猿源援

[员圆] 高秋芳袁牛雪涛袁马彬袁等援 血液循环增强技术在超大

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修复四肢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
中的临床应用效果[允]援 中华烧伤杂志袁圆园员怨袁猿缘渊员员冤院愿员源原
愿员愿援

[员猿] 邵阳袁林伟袁刘建疆袁等援 分叶背阔肌皮瓣游离移植修

复小腿不规则软组织缺损创面[允]援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袁
圆园员怨袁源圆渊缘冤院源缘园原源缘源援

[员源] 王鑫袁王家强袁姚伟涛袁等援 带蒂皮瓣修复四肢关节周

围恶性肿瘤切除后创面 员园猿 例[允]援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袁
圆园员愿袁源员渊缘冤院源远源原源远愿援

[员缘] 肖卫东袁喻爱喜袁潘振宇袁等援 皮瓣移植联合 酝葬泽择怎藻造藻贼

技术治疗骨及软组织缺损[允]援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袁圆园员愿袁
源员渊员冤院怨原员猿援

渊收稿日期院圆园圆园原员员原员园冤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9 No. 14 May 2021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