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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自体血痂填充联合皮肤闭合器治疗手术后小切口脂肪液化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于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进行腹部手术后出现小切口脂肪液化的患者 40 例 ( 液化切口长度
≤5 cm)，按随机分组法分为两组，各 20 例。 A 组采用自体血痂填充联合皮肤闭合器治疗，B 组采用传统换药治疗，再将 A、
B 两组按切口长度分为 A1、B1 组 (≤3 cm) 和 A2、B2 组 (>3~5 cm)，各 10 例。比较 A、B 两组平均换药次数；比较 A1 和 B1 组、
A2 和 B2 组患者总有效率、手术切口愈合时间；比较不同手术切口长度的愈合时间。结果 ：治疗后 1 周，A 组患者总有效率
(100%) 明显高于 B 组 (80%)(P<0.05) ；A1、A2 组的愈合时间均较 B1、B2 组短 (P<0.05) ；A1 组手术切口的愈合时间较 A2 组
短；A 组平均换药次数明显少于 B 组。结论 ：使用自体血痂填充联合皮肤闭合器治疗小切口脂肪液化，换药次数少，愈合时
间短，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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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utologous blood stasis filling combined with skin closure device

in the treatment of fat liquefaction in small incision after operation. Methods : 40 patients with small incision fat liquefaction(the length of liquefaction incision ≤5 cm)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eine, Shihezi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grouping method, with 20 cases each.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autologous blood stasis filling combined with skin closure device, while group B wa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dressing change. Then, groups A and B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1 and B1(≤3 cm) and groups A2 and B2(>3-5 cm) according to the incision length, with
10 cases each. The average frequency of dressing change in group A and group B was compare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wound healing time of group A1 and B1, group A2 and group B2 were compared. The healing time of different incision lengths was compared. Results : One week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100%) of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80%)(P<0.05). The healing time of group A1 and A2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group B1 and B2(P<0.05). The healing time of group A1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group A2.The average number
of dressing changes in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group B. Conclusion : The application of autologous
blood stasis filling combined with skin closure device in the treatment of small incision fat liquefaction, the frequency
of dressing change is less, the healing time is short,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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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脂肪液化是常见的术后并发症之一，加之肥

等传统治疗方法可使切口愈合，但时间较长 [3]。在临

胖人群的增加、术中高频电刀的使用、缝合人员及方

床实践中，我们发现自体血痂填充联合皮肤闭合器，

法等因素，使术后切口脂肪液化发生率有增高的趋

可加快液化小切口的愈合，并取得较好的疗效。

势

[1-2]

。脂肪液化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纱布条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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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结

果

在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行腹部手术术后

两组患者治疗 1 周后总体有效率的比较 A 组
治疗 1 周内总有效率优于 B 组 (χ²=4.444, P=0.035)，

发生小切口脂肪液化 40 例患者，均符合切口脂肪液

见表 1。

1.1

一般资 料

化诊断标准

[4]

选 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

2.1

：(1) 多发生在术后 5~7 d，切口渗液较

多，偶有红肿，无其他特殊症状 ；(2) 常规换药时，敷

表1

A、B 组患者治疗 1 周内总有效率比较 (n, %)

组别

n

料上有黄色渗液，按压切口皮下有较多渗液；(3)切口

良好

欠佳

不良

A组

20

19(95)

19(5)

0

20(100)

愈合不良，皮下组织游离，渗液中可见漂浮的脂肪滴；

B组

20

15(75)

1(5)

4(20)

16( 80)

(4) 切口边缘渗出液无恶臭，皮下组织外观无坏死征

2.2

象 ；(5) 渗出液涂片镜检可见大量脂肪滴，培养无细
菌生长。纳入标准 ：(1) 年龄 18~70 岁；(2) 切口分级
均为Ⅱ类切口，长度为≤ 5 cm ；(3) 既往无高血压、糖
尿病、低蛋白血症、围术期使用激素史、血管性或免
疫性疾病 ；(4) 术前血常规、肝肾功、电解质为正常范
围 ；(5) 签署知情同意书。按随机分组法分为两组，
各 20 例。A 组中男 11 例，女 9 例，年龄 24~68 岁，
平均 (46.2±11.13) 岁 ；B 组中男 14 例，女 6 例，年龄
27~70 岁，平均 (47.9±10.77)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比较 差 异无 统计 学 意义 (P>0.05)。再 将 A、B 两
组按切口长度分为 A1、B1 组 (≤3 cm) 各 10 例，A2、
B2 组 (>3~5 cm) 各 10 例。
1.2
1.2.1

方法
治疗方法

A 组 ：切口常规消毒，视液化情况

拆除 1~2 针缝线，尽量挤净渗液，用生理盐水纱布
条擦拭切口，使用镊子反复彻底清创至渗出鲜血 ( 尽
量在脂肪层完成，因皮肤层神经分布丰富，疼痛较敏
感，可避免患者疼痛不适 )，待血液自动充盈创面，使
用皮肤闭合器闭合切口，无菌纱布覆盖。可配合红
外线照射 20 min，2 次/d；每日常规消毒，不清除血痂，
观察创面渗液情况，切口周围有无红肿、压痛、硬结。
B 组：切口常规消毒，视液化情况拆除 1~2 针缝线，适
当挤压切口，清除坏死组织，放置干燥纱布条引流渗
液，每日换药，渗液较多时需多次换药。
1.2.2 切口愈合标准 [5] 治疗 1 周后，愈合良好：切口
周围无红肿、渗液及裂开，可结痂；欠佳 ：局部切口周
围有红肿、渗液及裂开；不良：切口有渗液、裂开，不愈
合，需Ⅱ期缝合。
1.2.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液化切口的愈合时

间、治疗有效率及换药次数。
1.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百分比 (%) 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总有效率

不同切口长度亚组患者的切口愈合时间比较

A1 组患者手术切口愈合时间为 (2.8±1.0) d，A2 组为
(4.7±1.3) d，B1 组为 (4.1±0.7) d，B2 组为 (6.9±1.0) d，
A1 组切口愈合 时间短于 B1 组 (t=-3.488, P=0.003)，
A2 组 短 于 B2 组 (t=-4.174, P=0.001)。A1+B1 组 患 者
切口愈 合 时 间 为 (3.5±1.1) d， 短 于A2+B2 组 患 者
[(5.8±1.6) d](t=-35.469, P<0.001)。
2.3

两组患者平均换药次数的比较

A 组患者平

均换药次数为 (3.0±0.8) 次，少于 B 组的 (6.2±1.6) 次
(t=-7.828, P<0.001)。
3

讨

论

脂肪液化是指手术切口处脂肪细胞发生无菌性
变性、
坏死，
细胞破裂、
脂滴流出，
在切口处形成液态脂
肪，伴巨细胞反应，是无菌性炎症 [6]。引起脂肪液化的
主要因素有：(1)腹壁脂肪厚度，
切口脂肪液化多发生于
肥胖体型者 [7-8]，苏明宝等 [4] 发现皮下脂肪≥3 cm 者切
口脂肪液化的发生率明显增加，且与脂肪厚度的增加
呈正相关。(2)高频电刀的使用，高频电刀在切割组织
时所产生的高温，造成脂肪细胞因热损伤发生变性、
坏死，同时电刀止血实质上是利用高温将毛细血管
凝固栓塞，会加重血运障碍，使术后发生脂肪液化的
概率增加 [2]。(3) 缝合技术，本研究发现发生脂肪液
化的切口下方皮下脂肪层多未缝合，可能是由于手术
切口的缝合由低年资医师完成，其缝合经验少，技术
不熟练，缝合脂肪层时易出现缝合针距过密、过稀、
遗留死腔、错位缝合、线结过大等现象，引起脂肪组
织缺血，导致无菌性坏死，增加术后切口脂肪液化发
生率 [9-10]。(4) 糖尿病、营养不良等。但本研究结果提
示腹部非感染性的切口可通过自体血痂愈合，腹部切
口缝合是否考虑不缝合皮下组织，直接缝合皮肤，靠
切口自身的渗出逐渐愈合，值得进一步研究。
切口脂肪液化的传统治疗方案一般为常规消毒，
清除坏死组织，内置纱布条引流，但放置的纱布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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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排斥反应，一方面破坏新鲜肉芽组织，延长了愈

[5]

化效果观察 [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 2015, 39(3):209-211.

合时间 ；另一方面换药次数增多，增加了医务人员的
工作量。自体血痂对机体不存在异物排斥反应，且血
浆中含有红细胞、白细胞及血小板等，有学者 [11-12] 发
现富血小板血浆含有多种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血小板原性生长因子、结缔组织生长因子、转化生
长因子等。创面凝血时血小板释放多种生长因子，促
进成纤维细胞、毛细血管增生，加快组织的修复与重

[6]
[7]

心迁移

。研究

[15]

显示富血小板血浆可使切口愈合

[8]

边文平. 妇产科腹部手术术后切口脂肪液化 32 例临床分
析 [J]. 中国社区医师 ( 医学专业 ), 2011, 13(5):80-81.

[9]

张丽 . 普外科腹部切口脂肪 液化护理体会 [J]. 吉林医学 ,
2015, 36(3):555-556.

[10]

罗青华 . 普外科腹部切口脂肪液化的护理观察 [J]. 医学信

[11]

SPYRIDAKIS M, CHRISTODOULIDIS G, CHATZITH-

息 , 2015, 28(51):178-178.
EOFILOU C, et al. The role of the platelet-rich plasma in

速度提高 30%~40%。血液中的白细胞参与机体的

accelerating the wound-healing process and recovery in pa-

细胞免疫，在防御反应中有趋化、吞噬、氧化杀菌的作

tients being operated for pilonidal sinus disease: preliminary

用，能清除坏死组织，杀灭病原体，防止感染。配合使
用皮肤闭合器有利于消灭死腔，净化创面，加速肉芽

薛志琴. 腹壁切口脂肪液化的原因和防治[J]. 实用医学杂志,
2008, 24(7):1095-1095.

用，覆盖、收缩创面，促进伤口周围修复细胞向伤口中
[14]

龚志军 , 任镜清, 孔刚 , 等. 腹部切口脂肪液化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J]. 广东医学, 2007, 28(3):429-431.

建，从而缩短创面愈合时间 [13]。血小板中的纤维蛋
白是一种很好的生物支架，在创面愈合中起桥梁作

杜舞英 , 黎高明. 单味芒硝外敷预防剖宫产术后切口脂肪液

results[J]. World J Surg, 2009, 33(8):1764-1769.
[12]

刘晓韬 , 洪小芳, 张志文 , 等 . 富血小板血浆治疗手术后

组织的生成，促进伤口的愈合，且皮肤闭合器可替代

切口脂肪液化的临床疗效观察 [J]. 中国美容医学 , 2013,

部分需手术缝线进行Ⅱ期缝合 [16-18]，减轻患者疼痛，

22(11):1187-1189.

减少手术瘢痕，增强手术效果。因为本研究主要针对

[13]

袁霆 , 张长青, 李四波 , 等. 自体富血小板血浆与难愈合伤

[14]

EPPLEY BL, WOODELL JE, HIGGINS J. Platelet quantifi-

小切口(≤5 cm) 脂肪液化，彻底清创后，使用创面自动
渗出的血液即可完成切口愈合，无需单独制备富血小

口的修复 [J].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 , 2006, 22(5):391-393.
cation and growth factor analysis from platelet-rich plasma:

板血浆。

implications for wound healing[J]. Plast Reconstr Surg, 2004,

综上所述，自体血痂填充联合皮肤闭合器治疗
术后小切口脂肪液化效果显著，明显减轻患者切口异
物感，减少术后感染风险，且取材方便、操作简单，对

114(6):1502-1508.
[15]

platelet-rich plasma in periodontal surgery--a prospective

于基层医院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易于推广。

randomised double blind clinical trial[J]. Clin Oral Investig,
2009, 13(2):17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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