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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颞枕部轴型返流皮瓣修复鬓角缺失
杨增杰，范金财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 100144）
【摘 要】

目的 探讨应用颞枕部扩张轴型返流皮瓣修复鬓角缺失的临床效果。方法 对 2010 年 8 月到 2016 年 6 月应用扩

张颞枕部轴型返流皮瓣修复烧烫伤后鬓角缺失患者 21 例，共 21 侧鬓角。一期手术前在患者患侧颞枕部利用多普勒血流探测
仪探测颞浅血管分支走形方向并标记，避免术中损伤。一期手术于颞枕部埋置 200ml 至 300ml 扩张器一枚。后行局部注水扩
张 3 个月。二期以颞浅血管为蒂形成扩张的轴型返流皮瓣修复鬓角缺失。结果 经过 3~6 个月随访观察，所有患者均鬓角形
态良好，鬓角毛发质地、颜色、方向及密度均满意。供区瘢痕隐藏在发际线以内。术后所有患者供区及受区无特殊并发症发生。
结论 扩张颞枕部轴型返流皮瓣修复鬓角缺失疗效可靠，再造鬓角形态自然。
【关键词】 组织扩张；颞枕部皮瓣；鬓角缺失

鬓角是人类侧面部重要的美学解剖结构。临床
大量面颈部烧烫伤的患者均伴有鬓角结构的缺失，
从而影响面部美学效果。鬓角的修复重建不仅需要
足够的皮肤组织量，同时还需要修复的鬓角在毛发
有良好的质地、颜色，同时毛发的方向和密度也有
较高的要求。目前临床上修复鬓角缺失的手术方法
较多，但这些方法有的术式相对复杂，有的术式不
能取得良好的外观形态，有的术式并发症较多，
治疗效果不甚令人满意。2010 年 8 月到 2016 年 11
月应用扩张颞枕部轴型返流皮瓣修复烧烫伤后鬓角
缺失患者 21 例，随访 3 ～ 6 个月，效果良好。

1 资料与方法

扩张皮瓣表面张力情况注水 15 ～ 25ml，共扩张 3
个月左右，共注水 200 ～ 300ml 左右。
1.2.4 二期手术：最后一次注水扩张完成后 10 天
左右行二期手术。患者采用全麻，平卧位，头偏向
健侧。于颞枕部扩张皮瓣表面设计以颞浅血管顶支
为蒂的轴型返流皮瓣，使设计的皮瓣上毛发方向在
通过旋转后修复鬓角后与鬓角自然的毛发方向一致
（图 1）。于颞部设计切除瘢痕范围及鬓角形态，
切除设计区域的瘢痕表皮，避免损伤深部的颞浅血
管及其他重要组织结构。于颞枕部供区切取以颞浅
血管顶支为蒂的轴型返流皮瓣（图 2），旋转皮瓣
至颞部鬓角区域重建鬓角形态。同时推进剩余扩张
皮瓣至耳周，将切口留置于耳后发际线上，行无张

1.1 一般资料
2010 年 8 月到 2016 年 6 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就诊烧烫伤后鬓角缺失患者 21 例，
共 21 侧鬓角。其中男性 16 例，女性 5 例，年龄
18 岁至 43 岁。左侧 12 例，右侧 9 例。
1.2 治疗方法
1.2.1 颞浅血管测量：一期手术之前以多普勒血流
仪测量颞浅血管顶支及额支的走行及方向，标记，
避免手术中损伤。
1.2.2 一期手术：患者采用全麻，平卧位，头部偏
向健侧。参考颞浅血管走行，于颞枕部设计扩张器
埋置区域，使扩张皮瓣利于切取以颞浅血管为蒂的
轴型返流皮瓣。于瘢痕区域，避开颞浅血管，设计
手术切口，按照标记的手术切口切口后，于颞肌筋
膜表面潜行分离颞枕部头皮瓣至标记的扩张器埋置
范围，后于分离的腔隙内置入扩张器，缝合切口后
局部加压包扎。术后 7 天拆线。
1.2.3 扩张器注水扩张：一期手术拆线后一周开始
扩张器注水扩张过程。每周注水一次，每次注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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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术前设计扩张颞枕部皮瓣修复鬓角

图 2 以颞浅血管为蒂掀起颞枕部反流皮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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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缝合。修复鬓角的轴型返流皮瓣于距离边缘 2mm
处切除表皮，完整保留这 2mm 范围皮下的毛囊组织，
从而在缝合皮瓣皮肤后部分毛囊被埋于皮下。这部
分毛囊在半年以后会重新生长出毛发，从而遮盖切
口愈合后的瘢痕。
1.3 随 访
所有患者均术后随访 3 ～ 6 个月。

2

结

果

2.1 整体效果
本组共 21 例患者，21 侧鬓角。所有患者术后
供区无并发症发生，受区皮瓣成活良好。随访 3 ～ 6
个月后，鬓角形态自然，毛发质地、方向及颜色满
意，发际线附近皮下埋置毛囊组织生长毛发，遮盖
发际线处瘢痕。耳后颞枕部供区皮肤切口愈合良好，
切口瘢痕位于耳后发际线上，外观不明显。
2.2 典型病例
患者女性，20 岁，右侧面部烧伤后鬓角缺失（图
3A）。治疗过程中，一枚 200ml 扩张器埋置于颞枕
部颞肌与颞深筋膜之间。后注射生理盐水扩张 3 月
余，共注水约 250ml。利用以颞浅血管为蒂的扩张
颞枕部轴型返流皮瓣修复右侧鬓角，利用剩余的扩
张皮瓣修复供区（图 3B）。

图 3. 典型病例

3

讨

论

A 术前 B 术后

植物提供足够的血运，从而影响移植物的成活，在
鬓角区域很难得到理想的毛发密度，从而影响再造
鬓角的形态。非扩张的局部皮瓣也是修复鬓角缺失
的一种临床治疗方法。这种方法能够达到很好的毛
发密度和方向，同时能够得到良好的鬓角形态。但
由于供区提供了大量的头皮组织，因此供区切口张
力较大，容易出现瘢痕增生，切口裂开及皮瓣坏死
等并发症 [6]。组织扩张技术的应用是修复重建外科
的重要里程碑。这种技术尤其适用于头皮组织的修
复重建 [7-10]。组织扩张技术可以利用带毛发的头皮
修复裸露的头皮瘢痕，同时利用剩余扩张头皮修复
供区，从而减少了供区并发症的发生。而鬓角的修
复重建对组织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有自然的毛发生
长方向，同时由于鬓角形态较为细长，因此供区所
提供的皮瓣的学运要良好，避免由于蒂部过窄而发
生皮瓣坏死 [11,12]。
1975 年，Juri 最早报道了应用非扩张的颞枕部
轴型返流皮瓣修复头面部缺损的病例。治疗过程中，
以颞浅血管的顶支为蒂切取颞枕部返流型皮瓣，经
过旋转后修复头顶部毛发区的缺损。此皮瓣的优点
在于能够即刻修复毛发的缺损，并能够取得良好的
外观效果。但是由于该皮瓣为返流型皮瓣，皮瓣血
运较差，即使经过两次延迟手术，仍有部分皮瓣远
端出现坏死。同时由于头皮的延展性及活动性较差，
在颞枕部切取较大面积头皮瓣后，供区创面较大，
直接缝合后张力较大，因此供区经常会出现切口裂
开，愈合不良，瘢痕增生等并发症。而且，由于该
皮瓣是用来修复头顶部病变，需要将皮瓣旋转将近
180 度，因此修复后的受区的毛发方向与自然的毛
发方向不一致，达不到满意的美观效果 [2]。而在该
组病例中，我们应用扩张的以颞浅血管为蒂的颞枕
部返流型皮瓣修复鬓角缺损则客服了以上缺点：
（1）
由于颞枕部毛发密度较好，因此经过扩张后的皮瓣
有良好修复鬓角缺损后有良好的毛发密度；（2）
通过精心的设计，我们将而后手术供区的瘢痕隐藏
在发际线上。受区皮瓣边缘切除表皮后重新生长的
毛发能够很好的遮盖受区的手术切口瘢痕；（3）
手术过程尽量多保留皮瓣蒂部，同时受区只是切除
瘢痕的表皮，对深部的颞浅血管进行了很好的保护 ,
从而减少了皮瓣坏死和脱发的发生；（4）在该组
病例中，我们应用了组织扩张技术，可以大大增加
了供区的组织量，可以有足够的组织保证受区的修
复和供区切口的闭合，从而使得供区切口能够无张
力缝合，大大较少了切口裂开，愈合不良及瘢痕增
生等并发症。

鬓角是面部重要的解剖结构，位于侧面部，其
作用是分界面部与头部，是侧面部重要的美学标志。
鬓角的缺失会严重影响患者的面部外观形态。理想
的鬓角再造方法应该能够提供质地良好的组织，自
然的毛发生长方向，同时尽量少的供区并发症发生。
目前临床修复鬓角缺失的方法很多，包括毛发移植
[1]
，局部皮瓣修复以及游离皮瓣等方法 [2-5]。但是
这些方法都很难达到重建理想自然的鬓角形态的要
求。毛发移植的方法是通过移植毛囊的微小移植物
的方法修复鬓角形态，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临床医师
的手术操作得到自然毛发方向。但是由于烧烫伤后
鬓角缺失位置会有大量瘢痕组织形成，而瘢痕组织
的血运状况较正常皮肤差很多，因此很难为毛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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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利用扩张的以颞浅血管为蒂的颞枕
部返流型皮瓣修复鬓角是一种安全，简单，有效的
鬓角修复重建的方法，该方法修复后的鬓角形态良
好，毛发生长方向自然，手术切口瘢痕隐蔽，并且
供区及受区的并发症较少，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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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方血管链皮瓣瓦合带血管蒂邻指皮瓣
修复手指末节脱套伤
朱卫星
（三门峡市中医院，河南 三门峡 472000）
【摘 要】 目的 研究采用侧方血管链皮瓣瓦合带血管蒂邻指皮瓣修复手指末节脱套伤的临床效果。方法 从我院收治的手
指末节脱套伤患者中随机选取 30 例进行试验观察，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同为 15 例。对照组行腹部皮管腹部皮瓣修复，
试验组行侧方血管链皮瓣瓦合带血管蒂邻指皮瓣修复，比较其修复优良率、修复满意情况。结果 对照组修复优良率（60.00％）
低于试验组（93.33％），满意率（73.33％）低于试验组（100.00％），且 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侧方血管
链皮瓣瓦合带血管蒂邻指皮瓣修复手指末节脱套伤效果显著，可在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手指末节脱套伤；侧方血管链皮瓣瓦合带血管蒂邻指皮瓣

手指末节脱套伤是临床常见的手外伤损伤，如
何对患者进行治疗一直是临床手外科的重难点 [1]。
保证覆盖创面保留患者患指长度，重建及恢复其指
端感觉，更要最大化恢复其患指美观是疾病显微镜
外科下修复的重要原则 [2]。传统医学上多采用腹部
皮瓣、掌背动脉皮瓣等进行修复，但因机体软组织
万方数据

大面积缺损及联合掌背侧缺损，单纯利用游离皮瓣
或腹部皮瓣行修复，术后患者患指容易出现臃肿、
感知差等情况，修复效果不理想。本文通过对手指
末节脱套伤患者实施侧方血管链皮瓣瓦合带血管蒂
邻指皮瓣修复，详尽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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