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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头状皮瓣联合美容缝合在面部皮肤缺损修复的临床应用
韩东亮 , 刘 琳，生明娟，崔光怀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山东 滨州，256600）
【摘 要】

目的 探讨斧头状皮瓣联合美容缝合在面部皮肤缺损修复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进行治疗的 20 例面

部皮肤缺损患者，采用斧头状皮瓣联合美容缝合修复，随访 6 个月进行疗效评定，研究斧头状皮瓣联合美容缝合在面部皮肤
缺损修复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结果 20 例患者的创面均 Ⅰ 期愈合，斧头状皮瓣均成活，未见附近器官或组织的移位和畸形。
术后随访 6 个月，满意率 96%。 结论 斧头状皮瓣联合美容缝合在眼睑部位、鼻背部和额部的皮肤缺损的临床应用效果确切，
术后瘢痕形成较小，周围组织器官变形较小。
【关键词】斧头状皮瓣；面部皮肤缺损修复；局部皮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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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xe flap combined beauty suture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facial skin defect.
HAN Dong-liang, LIU Lin, SHENG Ming-juan, CUI Guang-huai
(Binzhou medical college affiliated hospital burn plastic surgery, Shandong Province, 2566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xe-flap combined beauty suture on facial skin defect repair. Methods
Selection for treatment of 20patients with facial skin defect, adopt the axe flap combined beauty suture repair, we assessed the efficacy
were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the ax flap combined beauty suture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repair of facial skin defect.
Results The wounds of 20 cases were Ⅰ healing, ax flap survival, not seen nearby organs or tissues of the displacement and deformity.
After 6 months postoperative follow-up, the satisfaction rate was 96%.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joint beauty suture on the
skin defect of the upper eyelid, nose and frontal area is accurate, and the scar formation is small, and the surrounding tissues are less
deformed.
[KEY WORDS] Axe flap; Facial skin defect repair; Local skin flap

面部皮肤是良恶性肿瘤的好发部位，完整性手
术切除多为其首选首选治疗方法 [1]。面部肿物虽多
数体积较小，但手术切除后形成的皮肤缺损所占面
部总面积的比例却较大。面部五官等相对较集中，
可动员皮肤相对较少，简单的缝合封闭创面多较困
难，且易导致创面周围器官的变形。面部皮肤相对
血运较好，皮下血管网丰富，为设计斧头状皮瓣提
供了组织学基础 [2]。运用斧头状皮瓣联合美容缝
合封闭创面能够较好的避免局部组织移位，减少瘢
痕形成，起到很好的美容效果。笔者收集了我院整
形外科在 2015 年 9 月 -2017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20
例具有手术适应征的面部皮肤肿物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运用斧头状皮瓣联合美容缝合封闭创面，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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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国内外文献分析了斧头状皮瓣联合美容缝合在
面部皮肤缺损创面修复中的应用情况，现将研究结
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 组 20 例 中， 男 性 13 例， 女 性 7 例， 年 龄
19 ～ 75 岁。基底细胞癌 4 例，鳞状细胞癌 3 例，
色素痣 3 例，脂溢性角化病 4 例，血管瘤切除后创
面 2 例，头面部外伤形成的创面 4 例，皮肤缺损最
小面积为 1.5cm×1.5cm，最大 8cm×7.5cm。
1.2 手术方法
1.2.1 肿物切除方法及原则 明显的良性肿物沿肿
物边缘 1mm 外扩切除，怀疑恶性或者恶性皮肤肿物
沿肿物范围外扩 3-5mm，并送快速病理，核实各切
缘及深切面是否切除完整。多数良性肿物切除术深
度达浅筋膜层面，恶性皮肤肿物层面多较深，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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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筋膜甚至颅骨表面。肿物切除后形成创面多数为
类圆形或椭圆形。
1.2.2 皮瓣设计 斧头状皮瓣多选择设计在皮肤缺
损部位可动员皮肤相对较多一侧，亦要注意选择在
易于隐藏切口一侧，比如发际线，鼻唇沟及耳后等
部位。皮瓣设计具体如下：①单侧斧头状皮瓣（见
图 1）：于皮肤缺损边缘选取一点（记为 A 点），
此点多选择在皮肤缺损最大纵轴的两端，这样可以
尽可能地减少皮瓣的旋转，而且可以缩短蒂的长
度，有利于提高皮瓣的成活率；由 A 点引出一条切
口线，此切口线尽量选择与皮纹、皱褶线尽量一致，
或将此切口线选择在发际线附近，这样可以较好的
隐藏切口。沿缺损最大轴延长线选取一点 B,AB 连
线长度约为缺损最大轴长度的 1.5 ～ 2.0 倍 [3]，连
接 AB 两点做一弧线作为斧头状皮瓣的“斧刃”，
弧线高度略高于缺损缘，保证 AB 线与缺损夹角在
30°～ 45°之间；选取一点 C，C 点位于 A 点过缺
损区域与边缘交点 D 点的水平线上，BC 连线做一
弧线，AB 弧线和 BC 弧线的夹角在 45°～ 60°之间；
封闭创面后 CD 即为斧头状皮瓣的蒂部，CD 长度为
AB 连线长度的 1/2 到 1/3, 甚至 1/4。②双侧斧头
状皮瓣（见图 2）：如皮肤缺损周围单侧可动员皮
肤较少，旋转后仍张力较大，可设计双侧斧头状皮
瓣。
1.2.3 手术过程 肿物及皮瓣范围给予 5％利多卡
因 +1：20 万肾上腺素行局部浸润麻醉。麻醉成功后，
根据无瘤原则沿肿物边缘完整切除肿物，良性肿物
边缘外扩 1mm，恶性或者怀疑恶性肿物沿肿物边缘
外扩 3-5mm 切除，深面达浅筋膜深面，甚至肌肉及
颅骨表面。恶性或者怀疑恶性肿物送快速病理，根
据病理结果及各切缘是否完整切除决定是否进一步
扩大切除。完整切除肿物后创面多为类圆形，按术
前设计沿 AB 及 BC 切开皮肤及皮下，深度达深筋膜

图1

28

zgylmr.org

浅面，钝锐结合分离，避免过度牵拉皮瓣，注意保
护蒂部血运。回旋切线不必完全切开，可以边切，
边试探性封闭创面，只要能封闭创面就可。皮瓣游
离形成后，将皮瓣旋转推进封闭缺损区，先缝合固
定皮瓣的两个角，皮下 5-0 可吸收线间断缝合，使
张力均匀分布，皮下缝合线尽量少，避免影响血运，
做到皮瓣对合无张力，各切口对合整齐。再以 8-0
美容缝线间断缝合，亦要在切口对合整齐的基础上
扩大针距。B 点形成缺损做“V—Y”推进缝合关闭
创面。引流条视术中情况而定，无明显渗出者加压
包扎即可。术后常规换药，5—7 天拆线，术后避
免使用止血药 .

3

结

果

术后 5 到 7 天拆线，所有皮瓣均成活良好，均
I 期愈合。随访 6 个月，切口恢复较好，切口线不
明显，瘢痕增生不明显，无明显凸起，周围器官无
明显牵拉变形，外观修复均较满意，患者均较满意，
满意率 96%。

3

典型病例

患者男性，27 岁，额部类圆形巨大皮肤肿物，
大小约 5.0cm×5.3cm（图 3a），术前高度怀疑恶性，
沿肿物边缘 3mm 完整切除肿物，深面达额肌表面，
快速病理提示：基底细胞癌，各切缘及深面均未
见残余。形成面积为 5.0cm×6cm 创面（图 3b）。
术前沿额部皮纹及发际线设计双侧斧头状皮瓣图
（3c），皮瓣长度约为缺损长度的 1.5 倍，蒂部约
为远端的 1/2，无张力旋转修复黑痣切除后的缺损
区 ( 图 3d)。术后 3 天换药，七天拆线切口愈合较
好（图 3e），跟踪 6 月后各切缘愈合较好，未复
发，无明显瘢痕形成，周围组织器官无明显畸形（图
3f），患者对治疗效果满意度较高。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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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 3a. 额部巨大肿物；图 3b. 肿物切除后皮肤缺损；图 3c. 设计斧头状皮瓣，充分游离，试探性对合；图 3d. 美
容缝合封闭创面，放置引流条；图 3e. 术后 7 天拆线；图 3f. 术后 6 个月复查

4

讨 论

面部皮肤肿物切除后皮肤缺损及外伤性皮肤缺
损等为外科常见皮肤缺损，修复面部皮肤缺损均既
要遵循彻底去除坏死及恶变组织，又要遵循美容原
则。面部器官相对较集中，简单拉拢缝合封闭创面
容易导致周围组织的异位，影响美观。游离皮片移
植术短期内既可以封闭创面，又不至于导致周围器
官畸形，但后期易出现皮片挛缩变形，亦会导致周
围组织移位变形，且有游离皮片色泽及质地等与周
围组织存在差异，美观性相对较差。斧头状皮瓣以
其典型的弧形“斧刃”形切线及较窄蒂部等特点而
得名，该皮瓣本质上属于随意皮瓣，真皮下血管网
及浅筋膜血管网为其主要血供来源，面部组织血供
相对较丰富，这也使斧头状皮瓣的窄蒂成活成为了
可能。传统的缝合方法只是简单的达到切缘的整齐
对合，美容缝合可以尽可能的减少瘢痕的形成 [4,5]，
这也为斧头状皮瓣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设计
斧头状皮瓣时也应注意以下问题：①皮瓣设计应经
可能的保留皮下蒂，在保留皮下蒂的情况下可以使
皮瓣蒂部更窄，蒂越窄旋转越轻松，但血运越少，
China Medical Cosmetology Vol.7 No.11(Total No.51)November.2017

皮瓣坏死风险越大，我可应用的斧头状皮瓣最窄约
为皮瓣远端的 1/3，皮瓣成活较好；②皮瓣设计应
该灵活，皮瓣回旋切线不必一次性完全切开，可以
试探性切开，以能无张力封闭创面为标准，单侧斧
头状皮瓣无法封闭创面不宜强行封闭，可以设计双
侧斧头状皮瓣封闭创面（如图 3 病例）；③皮瓣设
计切口线尽量沿面部皮纹方向，或者选择容易隐藏
切口的位置，如耳后、发迹线等位置，这样可以尽
可能的减少术后切口瘢痕的形成；④皮瓣缝合封闭
切口注意切口的整齐对合，尽量做到皮内缝合后零
张力，我科所作皮瓣基本做到皮内缝合后切口接近
不用皮外缝合，美容线皮外缝合只起到辅助对位作
用，如果无法做到，切口间距也要控制 2mm 以内；
⑤皮内缝合起到对合切口，消除张力的作用，不必
缝合过于密集，越靠近皮瓣尖端越应在对合完好的
基础上减少缝合针数，保证血运，皮瓣尖端缝合对
位整齐即可，必要时可以不做皮内缝合，尽量保证
尖端血运；⑥皮瓣分离采用顿锐结合分离，注意彻
底止血，较大的皮瓣适当放置引流条，适当加压，
既可以减少皮下出血，又可以减轻患者术后疼痛 [6]，
皮瓣分离尽量轻柔，避免损伤如面神经等面部重要
zgylm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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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综上所述，斧头张皮瓣可以在不导致面部周围
组织畸形的基础上较好的封闭面部皮肤缺损，辅以
美容缝合可以使瘢痕形成减到最小，该皮瓣具有操
作相对较简单，术后并发症较少，成功率高，术后
满意度高的优势，是临床封闭创面值得推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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颏下岛状皮瓣修复颌面部软组织缺损的应用及可行性研究
房 进，俞 辉 *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口腔科，江苏 淮安，223300）
【摘 要】 目的 探讨颏下岛状皮瓣修复颌面部软组织缺损的应用及可行性。方法 将 2010 年 4 月 -2017 年 7 月 68 例颌
面部软组织缺损患者根据数字表法分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前臂皮瓣进行修复，观察组采用颏下岛状皮瓣修复。比较
两组颌面部软组织缺损修复效果；手术操作时间；切口 1 期愈合率。结果 观察组颌面部软组织缺损修复效果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手术操作时间短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切口 1 期愈合率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颏下岛
状皮瓣修复颌面部软组织缺损的应用及可行性高，可缩短操作时间，提高修复效果和切口 1 期愈合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颏下岛状皮瓣；颌面部软组织缺损；
DOI:10.19593/j.issn.2095-0721.2017.11.011

Application and feasibility of submental island flap for reconstruction
of maxillofacial soft tissue defects
FANG Jin YU Hui
( Stomatology Department, Huai'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Jiangsu Province,2233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feasibility of submental island flap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xillofacial
soft tissue defect. Methods 68 cases of maxillofacial soft tissue defect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0 to July 2017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repaired with the
forearm fla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paired by submental island flap. The repair effect of soft tissue defect in two groups of
maxillofacial features was compared；Operation time; 1 stage healing rate. Results The repair effect of maxillofacial soft tissue defec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05）; the operation tim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 ＜ 0.05）; the healing rate of 1 stage incis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submental island flap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xillofacial soft tissue defect has high feasibility,
shortening operation time, improving the repair effect and healing rate of the 1 stage of wound, so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Submental island flap; Maxillofacial soft tissue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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