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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修复·
唇裂继发鼻畸形既往曾有报道用肋软骨来移植
支撑 [1]，该术式增加了胸部切口，胸部切口又极易
形成增生性瘢痕，严重影响外观及生活质量，并且
肋软骨移植后易变形，使手术效果不确定。膨体聚
四氟乙烯 (e—PTFE) 和 L 形硅橡胶隆鼻假体作为
支撑材料时，因该手术切口位于口腔中，为 II 类
污染切口手术，人工材料的植入感染风险较大，一
旦感染，最终将导致整个手术的失败 [2]。本方法均
避免了以上的缺点，在同一术野内，较简单的切取
了需要的软骨，通过中隔软骨移植支撑鼻小柱和鼻
尖达到了以下目的：提供足够的支撑及组织量；能
够上提唇部的基部，使鼻唇角变钝；为鼻尖提供足
够的支撑，对抗鼻小柱和侧鼻软组织的牵拉 [3]。
通过鼻棘处中隔软骨的复位及鼻小柱基部的软
组织松解、鼻唇肌肉复位即可达到鼻小柱偏斜的矫
正 [4]。
我们先将患侧大翼软骨连同鼻腔称里作为一整
体进行松解分离，这样可使软骨在血供保证下，能
最大空间范围内移动复位，及避免了完全游离软骨
后鼻腔称里失去支撑后塌陷，导致患侧鼻孔狭小。
在穹窿部重建后，将软骨支撑在穹窿联合的下方，
这样使鼻尖抬起，避免移植软骨的上缘直接顶到鼻
尖皮肤，而导致鼻尖过尖或患者不适感。
关于手术年龄的问题，鼻部软骨的分离包括中隔软
骨的切取，是否影响鼻部的发育，目前尚无定论
[5]
。朱光辉 [6] 等指出根治性鼻整形应待 14 岁后，

Joanna [7] 等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即使早期行鼻畸形
矫正，并不会对颌骨发育造成负面影响；本组患者
平均年龄 24.5 岁，鼻中隔已发育完善 ，切除后不
会影响鼻部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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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带硅胶膜的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修复耳廓
的中小面积皮肤缺损
杨宇，仇雄文，郑清健，丁力，郑胜武，林根辉，庄兢，黄雄梅
（福建省立医院整形外科，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 目的 探讨带硅胶膜的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针对中小面积的耳廓皮肤缺损的创伤较小的修复方法。方法 选取 8 例
中小面积的耳廓皮肤缺损患者，先进行清创，然后在外露的耳廓软骨上打孔开窗，去除其中的软骨，暴露前方的软组织，然
后将带硅胶膜的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进行游离移植，覆盖外露的耳廓软骨，打包并予以适当压力固定和塑形，术后 21 天拆除
包堆并换药直至残余创面全部愈合。结果 8 例患者创面均全部愈合，耳廓形态良好，患者满意。结论 在耳廓中小面积的皮
肤缺损中采用带硅胶膜的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进行移植修复，最终耳廓的外观良好，手术简便易行，破坏轻微，是一种值得
推广的修复方法。
【关键词】 人工真皮；耳廓皮肤缺损；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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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 Fujian Province Hospital, Fujian Province, 35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Discuss with silica gel film of implantable leather regeneration scaffold for small area skin defect of
auricle wounds smaller repair methods. Methods Selection of 8 patients with small area skin defect of auricle, debridement, first cut
holes on the exposed auricle cartilage and then open the window, out of cartilage, exposed in front of soft tissue, and then will take
the silicone membrane implantable leather regeneration scaffold for free transplantation, covering exposed auricle cartilage, packaged
and fixed pressure and shape of appropriately, 21 days after dismantling package heap and dressing until the remnant wounds to
heal.. Results All 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wounds are healing, auricle form is good, patients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By applying
grafted artificial dermis with silica gel membrane as a regeneration scaffold in repairing small and middle sized auricle skin defect,
better appearance of the ear can be achieved. This simple and convenient method has slight operative injury and deserves extensive
applicat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dermis；auricle skin defect；skin graft

耳廓位于头颅的暴露位置，在整形外科临床工
作中，由于肿瘤切除、咬伤、撕脱伤等，我们时常
会遇到耳廓皮肤出现不同程度缺损的患者，不同于
伴有耳廓软骨缺损的患者，这类患者通常只需要进
行皮肤缺损的修复，而无需进行软骨支架的重建。
既往针对耳廓皮肤缺损的常用修复措施，一般
是采用耳后或者乳突区域的旋转带蒂皮瓣 [1-2]，在
筋膜浅层掀起后转移覆盖于耳廓软骨的暴露部位
上，然后在供瓣区域上进行植皮，这种方式虽然应
用广泛，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特别是植皮区域和
皮瓣成形术后在色泽、厚度等方面的明显差异；随
着患者对修复后效果的提升，修复所要付出的代价
及痛苦程度的降低，临床医师需要想办法选择一种
创伤更小的方法进行修复重建。
总结以往修复的经验，从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我们针对 8 例中小面积的耳廓皮肤缺损
的患者，应用了带硅胶膜的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皮
耐克）移植进行修复，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8 例咬伤后耳廓皮肤缺损的急诊患者，男
性 5 例，女性 3 例，年龄 19-39 岁，平均为 26 岁。
均在伤后 12 个小时内送医处理，术前常规检查未
发现明显异常。
1.2 方法
1.2.1 手术步骤
患者局部浸润麻醉，取仰卧或侧卧位，尽量彻
底清创，清除术区内的坏死组织、污物、各种异物
万方数据

和失活组织，大量生理盐水、碘伏及双氧水冲洗并
止血，生理盐水湿敷暴露的耳廓软骨，更换手套、
手术衣，重新铺巾。
取相应大小的带硅胶膜的皮耐克（来自广州济
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修整成较软骨暴露部位略
大 10% 的面积，浸泡在无菌生理盐水中约 10 分钟
后备用。
修剪缺损边缘的软骨，显露出新鲜的肉芽组织，
在暴露的软骨表面多处打洞开窗，各个开窗之间距
离约 1-1.5mm，每个开窗范围约 1-1.5cm2，开窗数
量视暴露的软骨面积而定，去除开窗内的软骨组织，
但必须保持耳廓软骨的整体完整性及一定的韧性，
显露软骨下方的软组织，然后将皮耐克移植到缺损
区域上，完全覆盖外露的耳廓软骨，其中的胶原蛋
白海绵紧贴暴露的耳廓软骨，周边丝线缝合打包固
定，根据创面污染情况，支架上多处予以打孔引流，
并行 5-0 快微桥线皮钉样间断固定，使皮耐克与耳
廓软骨的紧密贴附，然后采用带有碘纺纱条的凡士
林进行包堆压迫固定，注意压力适中，最后用 10
块左右的纱布及棉垫填塞压迫患侧耳廓，略加压包
扎即可。注意包扎不能太紧，以免压力过大破坏胶
原蛋白海绵的网状支架结构，影响毛细血管和成纤
维细胞的长入。
1.2.2 术后处理
禁止持续压迫耳廓术区，常规抗炎及含山莨胆
碱的微量泵改善微循环等处理，术后第 4 天打开填
塞的纱布及外层敷料，观察局部有无异常分泌物及
是否压迫过紧，然后再次予以 10 块纱布填塞患侧
耳廓并继续观察。术后 14 天左右拆除填塞压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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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料，保留包堆压迫，每日予 0.5% 碘伏消毒包堆
缝线与皮肤结合部位，百多邦软膏保护。术后 3-4
周拆除包堆，如果还有残余创面未愈合者，则予以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易孚），每日外涂直至
痊愈，痊愈 2 周后常规予核素外照射及倍舒痕等外
用抗瘢痕药物。

2

结

果

本组内的 8 例患者，均在 3 周内痊愈，创面上
皮化完全，耳廓形态良好，5 例经过 3-6 月当面随访，
无明显瘢痕增生等情况出现，再生的上皮组织与周
边皮肤的色泽与厚度等差异并不显著，患者满意度
高，3 例患者经电话随访证实效果良好，不易引起
旁人的注意，但未来院面诊。
典型患者：患者男性，27 岁，因“人咬伤后左
侧耳廓皮肤缺失 6 小时”由外院简单清洗后转入我
院。术前检查发现，患者左侧耳廓上极大片皮肤缺
损，以耳轮缘和耳廓背面为主，周边挫伤较重，缺
损范围约 6cm×4cm，见图 1。入院后予以安排急诊
手术，大量生理盐水、碘伏及双氧水冲洗创面，去
除失去生机的组织，在外露的软骨上打孔开窗，显
露外露耳廓下方的软组织，将修剪后的带硅胶膜皮
耐克进行游离移植，打包并纱布填塞包扎压迫，见
图 2。术后常规予以抗炎、改善循环等处理，术后
21 天拆除包堆，见大部分区域业已覆盖新生的上
皮组织，中央区域残留少许创面，予易孚隔日换药，
10 天后痊愈，再予核素外照射处理，术后 6 个月
观察耳廓形态良好，无明显色素沉着，患者十分满
意，见图 3。

3

讨

论

外耳耳廓位于头部两侧的暴露部位，常见的咬
伤、撕裂伤及各种耳廓肿瘤的切除，均易于出现耳

图 1 左侧耳廓皮肤缺损

廓皮肤缺损，因其位置明显，两侧对称存在，患者
对修复后外观及对称性的要求一直很高，整形外科
医师不仅要消灭创面的皮肤缺损，而且要使得修复
所付出的代价最小，外观、色泽等要与对侧基本相
近，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进步，有必要改
进既往的修复方法，使其创伤更小，效果更好。
耳廓的皮肤菲薄，皮下组织很少，与软骨膜粘
连较紧，故出现耳廓皮肤缺损后，很难通过简单的
皮肤游离进行一期缝合。目前临床上一般是采用耳
后乳突区域的带蒂皮瓣进行转移修复，而供瓣区域
则采用游离皮片移植进行修复，这就不可避免地破
坏了耳廓周边暴露部位的完整性，造成皮瓣的局部
臃肿，植皮色泽差异等，患者难以满意，而且皮瓣
不成活的话容易增加以后再造耳廓的难度；因耳周
的血管较为丰富，动静脉直径多在 0.5mm 以上，理
论上只要具备显微外科技术，进行血管吻合修复耳
廓皮肤缺损，就不会造成局部暴露位置的破坏，但
是该方法所需时间长，痛苦大，而且由于咬伤、撕
脱伤等因素存在，能找出合适血管进行吻合的机会
很有限，导致成活的几率不高，总之，皮瓣移植修
复存在局部外观不佳的问题 [3]，有必要另寻它法。
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临床上又称为皮耐克，
由日本 Gunnze Limited 公司生产。是一种胶原海
绵敷料，分为带加强网硅胶膜的加强型和不带硅胶
膜的普通型，是一种新型的组织修复材料，常用的
为前者，其浅层是构建真皮组织的胶原蛋白海绵层，
深层则是防止水分过度蒸发和避免细菌入侵感染的
硅胶膜。该材料移植到缺损区域后，能诱导创面形
成纤维母细胞和毛细血管，并生长进入胶原蛋白的
海绵层间隙，新生肉芽组织逐渐替代原先的胶原蛋
白，使得类真皮层再生并逐渐加强，为后期的修复
创造一个良好的基底。作为植入型真皮再生支架，
具有操作简便、供区破坏较小和所修复的创面弹性

图 2 软骨开窗后移植植入式真
皮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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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及外观较为理想等优点，已经大量应用在瘢痕
挛缩、深度烧伤、骨外露、肌腱外露和甲床缺损等
疾病的治疗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4-5]，电镜
下可以看到，使用皮耐克诱导重建的类真皮组织的
胶原纤维排列和正常组织非常相似，胶原纤维丰富
均匀，排列整齐有序，而瘢痕组织的胶原纤维断裂，
排列混乱无序，这种微观的差异可以解释宏观上的
见到的使用皮耐克诱导重建的组织和正常皮肤组织
非常接近这种现象，并且瘢痕挛缩较轻，色素沉着
较少 [6]。
另外，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使用皮耐克治疗小
面积的皮肤缺损时，不仅有类真皮组织的再生加强，
亦有表皮由四周向中央的延伸移行，最终完全覆盖
类真皮组织，因此，我们在耳廓的中小面积的皮肤
缺损治疗中，利用这一规律，通过在暴露的耳廓软
骨上密集打孔开窗，显露下方的软组织，使得所诱
导的类真皮组织更快地覆盖缺损区域，加速创面的
痊愈，当然，为了防止术后的瘢痕挛缩，痊愈后的
核素外照射是常规进行的。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进行修复，应强调在伤后早
期越早修复越好，且需创面污染不重，并进行了较
为彻底的清创，大幅减少了术后发生感染并导致耳
廓软骨坏死扭曲的可能性，而碘仿在创面上的应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感染的风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应用时间不长，经
验有限，目前我们还是在中小面积的耳廓皮肤缺损
中采用该方法处理，更严重的耳廓外伤和缺损的应
用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积累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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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胶（康派特）应用于瘢痕体质患者临床观察
唐 强，陆钢，谷世行，滕景存，卢 柳，梁飞腾，黄志群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广西 百色 533001）
【摘 要】 目的 探讨生物胶（康派特）应用于瘢痕体质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我院收
治的90例经瘢痕切除术后的瘢痕体质患者，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每组各45例。对照组予以弹力套压力疗
法，在此基础上试验组予以生物胶予以治疗。治疗12周后比较两组创面瘢痕情况和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12周后两组创面瘢痕
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显著降低，试验组降低幅度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治疗总有效
率为88.89%（40/45），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71.11%（32/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对疤痕体质患者实施
生物胶（康派特）治疗，利于创面瘢痕恢复，改善患者术后效果，改善其心理状况，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生物胶；瘢痕体质；弹力套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biological glue (Kang Pute) in scar patients
TANG Qiang,LU Gang,GU Shi-xing,TENG Jing-cun,LU Liu,LIANG Fei-te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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