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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部旋转皮瓣在外伤性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修复中的应用
徐俊华，张明，张国华，张奕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骨科，湖北 武汉 430081)

【摘要】 目的 探讨额部旋转皮瓣修复外伤性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的临床效果。方法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

普仁医院骨科2012 年12月至2017年5月对8例外伤性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采用额部旋转皮瓣修复，治疗后观察

皮瓣愈合、皮瓣感觉功能及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经过12个月随访，8例外伤性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均修复良好，皮瓣愈合良好，皮瓣感觉功能恢复可，无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结论 额部旋转皮瓣修复外伤性额部

皮肤软组织缺损的临床应用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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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reconstruction of traumatic forehead soft tissue defects

with forehead rotation flap. Methods Eight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orehead soft tissue defects, who admitted to De-

partment of Orthopedics of Pure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December 2012 to

May 2017 were chosen. All of them were treated by soft tissue reconstruction with forehead rotation flap. The outcomes

of flap healing, sensory function of flap and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Results In the one-year follow up, traumatic

forehead soft tissue defects in all patients were repaired. Flaps in all patients were healed. No evidence of post-operation

complications was observed in the patients. The treatment in eight patients showed excellent outcomes without relate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Using the forehead rotation flap in the treatment of traumatic forehead soft

tissue defects reaches a successful clinical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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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是一种较常见的头面部损

伤，多由直接暴力磨损所致，常常深达骨膜，易致颅骨

外露等，普通的游离植皮等方法难以处理该损伤，需

要使用皮瓣等方式修复，同时局部美观的需求也对皮

瓣的选择作了较高的要求，如既能闭合创面，又不致

过度臃肿、瘢痕等。我院近年来对 8例前额部皮肤软

组织缺损采用前额旋转皮瓣修复治疗，取得了满意的

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骨

科自2012年12月至2017年5月使用前额旋转皮瓣修

复前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8例，患者年龄18~43岁，平

均31岁，其中男性5例，女性3例；受伤原因：车祸伤6

例，摔伤2例。8例前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均采用前额

旋转皮瓣修复治疗。

1.2 手术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全麻成功后常规

消毒铺巾。彻底清创后，评估缺损部左右两侧的皮瓣

血供情况，皮瓣血供主要由滑车上动脉及眶上动脉提

供，选择血供未受损的一侧切取旋转皮瓣。以该侧的

眉心与眉弓中点之间的区域为皮瓣的旋转中心，设计

宽蒂皮瓣，沿发际线切取皮瓣，皮瓣的游离缘分别是

额前发际线、颞前发际线、缺损创缘。皮瓣经额部骨

膜浅面由上向下分离，至眶上缘上1 cm时行骨膜下分

离，以免损伤滑车上动脉及眶上动脉。将皮瓣旋转至

前额缺损处行无张力缝合，关闭缺损创面。皮瓣外侧

缘供区行直接缝合，若无法缝合则使用全厚皮片植皮

修复。皮瓣下放置橡皮引流片。

1.3 术后处理 术后全身应用抗凝药物、血管扩

张剂5 d。术后48 h拔除伤口引流条，术后密切观察皮

瓣血供，若出现血管危象，则立即拆除部分缝线进行

减压。术后10 d伤口拆线。术后每两周门诊复查，观

察皮瓣的感觉恢复情况。术后随访时间为1年。

2 结 果

本组8例患者，术后皮瓣血供良好，毛细血管反应

正常，最终8例患者皮瓣全部存活，无皮瓣愈合不良或

坏死(典型病例照片如图1)。随访1年的受术者，皮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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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感觉辨别试验达 6~7 mm，皮瓣外观及质地与正

常额部皮肤相同，手术切口集中在发际线上，瘢痕不

易发现，手术达到较好的美学效果。典型病例见图1。

3 讨 论

3.1 前额皮肤软组织缺损修复的现状 前额部

皮肤软组织缺损多出现于严重的交通事故引起的损

伤，若不及时关闭创面，颅骨外露很容易出现继发感

染，并且严重影响患者的美观，因此前额部皮肤软组

织缺损后需要及时修复，闭合创面。目前前额部皮肤

软组织缺损修复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以临近组织修

复缺损被公认为临床效果最好的治疗方式[1]。临近组

织可以提供外观及质地与受损区相似的皮瓣，因此其

美学及功能效果最佳。梁杰等[2]报道可一期完成的使

用额肌蒂岛状肌皮瓣修复前额皮肤软组织缺损取得

满意效果，但是其主要是用于前额小创面的修复。戴

海英等[3]应用皮下组织蒂皮瓣修复面部皮肤软组织缺

损，修复后的组织与周围皮肤组织在色泽、质地、轮廓

等方面相似，瘢痕不明显，其面部外观及重要器官功

能获得满意的修复效果。但这一技术需要运用单个

或多个以皮下组织为蒂的皮瓣对面部皮肤软组织缺

损创面进行美容性重建，操作复杂且耗时，临床推广

受限。Zhu等[4]应用皮肤软组织扩张器经手术置入额

部正常皮肤软组织下，通过定期向扩张囊内注入生理

盐水使其不断扩张，从而获得额外的额部皮肤软组织

来修复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但是其缺点是治疗时间

较长，过程繁琐。燕静杰等[5]证实，应用颞浅及眶上滑

车上血管为双蒂的额部扩张皮瓣可较好地修复面部

大面积缺损，相对于单蒂皮瓣血运更丰富，避免了皮

瓣远端坏死。但该手术技术操作较为复杂，不利于基

层临床医师掌握。郭涛等[6]应用一侧滑车上动脉以及

眶上动脉血管为蒂的对侧额瓣或额正中肌皮瓣修复

不同原因引起的鼻面部皮肤以及软组织缺损，取得了

较好的临床疗效，这一方式优点不仅在于额部肌皮瓣

切取损伤小，而且额部肌皮瓣血管走行比较恒定、表

浅、血运丰富、易于解剖并且可以提供较大面积皮瓣，

且适用于不同原因引起的鼻面部缺损。

3.2 皮瓣的解剖学基础 前额部皮肤软组织血

供主要由颞浅动脉的额支、眶上动脉和滑车上动脉供

给，以上血管在前额部相互吻合，形成了丰富的动脉

血管网，这为前额皮瓣的血供提供了解剖学基础。选

择任何一支动脉作为皮瓣的供血动脉都是可行的。

Kelly等[7]在新鲜冰冻尸体上的解剖研究认为前额部的

主要血供来自于滑车上动脉和眶上动脉。正是基于

这样的研究基础，笔者也选择使用滑车上动脉和眶上

动脉作为皮瓣的供血动脉。滑车上动脉在眶上缘水

平距离前正中线 16 mm处由滑车上切迹出眶后垂直

向上走行，在眶上缘水平上15 mm处穿出额肌走行于

皮下层，沿途发出分支营养前额皮肤软组织，并与同侧

眶上动脉、颞浅动脉额支的分支相吻合，全程有同名静

脉及神经伴行[8]。王会勇等[9]在尸解中发现滑车上动脉

在距眶上缘(16.8±3.6) mm，距面正中(13.5±3.4) mm处

发出恒定皮支，伴有或不伴有肌支，皮支下2/3走行在脂

肪深层与额肌之间，到上1/3基本上在脂肪浅层紧贴真

皮走行。眶上动脉在眶上缘水平距离前正中线25 mm

处由眶上切迹出眶后垂直向上走行，沿途发出分支营养

前额皮肤软组织，并与同侧滑车上动脉、颞浅动脉额支

的分支相吻合，全程有同名静脉及神经伴行[10]，从而为

皮瓣感觉功能的恢复提供解剖学基础。

3.3 该皮瓣的优缺点 头面部皮肤软组织及器

官修复重建的最常用皮瓣之一就是额部皮瓣，该皮瓣

最早由印度 Susrata Samhita利用其行鼻再造，故该皮

瓣又称印度皮瓣[1]。因色泽、质地优良、组织量大，血

供丰富及毗邻受区等优势，额部皮瓣已被广泛应用于

颜面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的修复以及颜面部病变组织

切除术后的修复重建及鼻、上下眼睑、唇等组织器官

的再造等。该手术方法的优点是：(1)该皮瓣包含了滑

车上神经及眶上神经，术后前额感觉得以完全恢复；

(2)手术不需使用显微外科血管吻合技术，大大降低了

操作难度，易于推广；(3)该皮瓣为临近组织皮瓣，术后

皮瓣外观及质地接近于生理结构，并且皮瓣切口主要

走行于发际线，术后瘢痕不明显且已被头发遮蔽，具

有较好的美学效果；(4)手术一次完成，不需后期二次

手术。该手术方式的缺点是：皮瓣旋转范围有限，对

于大面积颅骨缺损单一皮瓣难以达到目的，且对颞区

的软组织完整性有一定要求。

本研究采用额部旋转皮瓣修复外伤性额部皮肤

软组织缺损，术后大多数患者额部皮肤感觉功能恢复

良好且无明显术后相关并发症。因此笔者认为，对于

外伤性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采用额部旋转皮瓣修复

是处理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的有效方法。

图1 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典型病例

注：A，术前图片显示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情况；B，术后图片显示额部

旋转皮瓣修复情况；所有图像为数码相机拍摄图片，图像仅经过在

Photoshop CS5 进行像素变幻和尺寸裁剪，图像排版在 Adobe

Illustrator CS6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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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
凝血功能及炎症应激反应的影响

张恒建 1，王勇胜 2

(莘县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1、心内科 2，山东 聊城 252423)

【摘要】 目的 研究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凝血功能及炎症应激反应指标的影

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莘县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收治的104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的临床

资料，根据治疗方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52例。观察组采取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对照组则常规治

疗，两组均用药两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凝血功能及炎症反应指标的水平。结果 治疗前、治疗后溶

栓1 d，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7 d后，观察组患者的神经功能评分为(7.34±

5.98)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0.57±6.05)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凝血时间中活化部

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33.48±4.51) s vs (38.05±5.74) s]、凝血酶时间(TT)[(10.05±1.16) s vs (13.98±1.88) s]、凝血酶原

时间(PT)[(13.87±2.01) s vs (10.04±1.12) s]、凝血因子(VWF)[(0.99±0.10) KU/L vs (1.88±0.32) KU/L]、凝血因子VII

(FVIII)[(1.15±0.10) U/L vs (2.02±0.28) U/L]比较，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和观察组患

者的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19.83±2.51) pg/mL vs (13.32±1.75) pg/mL]、白细胞介素1β (IL-1β) [(58.86±7.91) pg/mL

vs (31.44±4.54) pg/mL]水平比较，对照组均高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取阿替普酶静

脉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而且还能降低炎症指标水平，改善机体的炎性反应，

有助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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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脑血管病是威胁中老年人身体健康与生命

安全的重大疾病，同时作为临床多发疾病与常见病，其

患病率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对广大人民的健康带来

巨大威胁，脑梗死就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1]。该病主

要是一种多发性的脑血管病症，发病初期需尽快促进

闭塞血管再通，使缺血性脑组织恢复正常血供，极力

挽救患者缺血半暗带，使其梗死面积缩小且致残率降

低。一般而言，脑梗死患者中急性发病者的病情更为严

重，病情进展的速度更为迅速，发病后机体迅速呈现出

炎性反应，同时还伴有神经功能障碍，危及患者安全，因

此，选择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十分关键[2]。本文旨在研

究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神经功

能、凝血功能及炎症应激反应指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莘县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收治的104例急性脑梗死

患者资料，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各组 52例。其中，观察组采取阿替普酶静脉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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