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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美容缝合技术在颌面部创伤外科整形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

至2020年1月在榆林市中医医院接受颌面部创伤外科整形术的10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采取常规清创缝合术

的49例患者为对照组，采取美容缝合术的53例患者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切口缝合效果、创口愈

合情况[温哥华瘢痕评定量表(VSS)]、并发症发生率、心理状态[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满意

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为(70.11±12.30) min，明显长于对照组的(56.94±10.29) min，水肿天数、伤口愈合

时间、拆线时间分别为(3.95±0.74) d、(4.68±1.03) d、(5.47±1.05) 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7.43±1.13) d、(5.73±1.12) d、

(8.61±1.48)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切口缝合总有效率、满意率分别为96.23%、94.34%，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83.67%、79.59%，并发症发生率为 5.66%，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2.4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的VSS评分、SAS评分、SDS评分分别为(4.71±0.95)分、(50.12±11.63)分、(49.35±10.48)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的(5.73±1.03)分、(62.40±13.42)分、(60.48±12.57)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美容缝合技术

在颌面部创伤外科整形术中应用效果良好，虽然手术耗时较长，但可提高切口缝合质量，提升创口愈合速度，降低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提升美容修复效果，减少瘢痕形成造成的心理负担，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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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smetic suture technique in plastic surgery of max-

illofacial traum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02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trauma who underwent plastic surgery

in Yuli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mong them, 49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nventional debridement and suture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and 53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smetic suture were included i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incision suture ef-

fect, wound healing (Vancouver Scar Scale [VSS]), incidence rates of complications, psychological statu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satisfaction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urgical time, the number of days of edema, wound healing time, suture removal time, total effec-

tive rate of incision suture, satisfaction rate, incidence rate of complications, and scores of VSS, SAS and SDS were

(70.11±12.30) min, (3.95±0.74) d, (4.68±1.03) d, (5.47±1.05) d, 96.23%, 94.34%, 5.66%, (4.71±0.95) points, (50.12±

11.63) points, and (49.35 ± 10.48) poi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56.94±10.29) min, (7.43±1.13) d, (5.73±1.12) d, (8.61±1.48) d, 83.67%, 79.59%, 22.45%, (5.73±1.03) points, (62.40±

13.42) points, and (60.48±12.57) points respectively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smetic suture technique

has a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n plastic surgery of maxillofacial trauma. Although it has longer surgical time, it can im-

prove the quality of incision suture, promote wound healing, improve the healing quality,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s of

complications, relieve the psychological burden caused by scar formation, and increas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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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面部处于人体暴露位置，日常生活中因车祸、

跌倒等因素遭受各种创伤的可能性较大，同时由于解

剖结构特殊且血供丰富，因此组织修复难度较其他部

位更大，术后容易出现瘢痕、感染或畸形等现象，影响

容貌和生理功能恢复，严重者甚至对患者心理状态和

生活工作造成负面影响[1-2]。现阶段颌面部创伤的处

理原则是修复畸形、恢复正常生理功能、同时尽量保

持创伤前面貌并最大限度减少创伤对患者造成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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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3]。常规清创缝合术在颌面部创伤修复中的应

用已较为成熟，手术所需时间较短，但术后遗留瘢痕

的可能性较大，而美容缝合术则可有效减小瘢痕促

进局部外观和功能恢复，更符合患者对创伤修复的

预期[4]。本研究旨在探讨美容缝合技术在颌面部创伤

外科整形术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8年 1月至 2020

年1月在榆林市中医医院接受颌面部创伤外科整形术

的 10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均确诊无骨

折、无危及生命体征的颅脑及胸腹部严重损伤。根据

缝合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其中采取常规清创缝合术

的49例患者为对照组，采取美容缝合术的53例患者为

观察组。观察组患者中男性28例，女性25例；年龄22~

55岁，平均(39.10±8.13)岁；创伤原因：车祸伤17例，切

割伤 12例，撕裂伤 11例，爆炸伤 9例，动物咬伤 4例。

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26 例，女性 23 例；年龄 24~54 岁，

平均(38.23±7.65)岁；创伤原因：车祸伤 15 例，切割伤

13例，撕裂伤10例，爆炸伤8例，动物咬伤3例。两组

患者的上述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取常规缝合术。(1)清创：仔细

检查伤口，采用生理盐水冲洗创面血清血迹和污染

物，清除失活或感染组织，常规消毒铺巾，采用 1∶

200 000 肾上腺素和 2%利多卡因混合液实施局部麻

醉。(2)伤口缝合：将皮肤和皮下组织对位良好后，选

择 4×12三角针和 5-0或 6-0无损伤缝合线全层缝合，

完成后清洁包扎。

1.2.2 观察组 采取美容缝合术，清创操作同对

照组，在此基础上采用美容器械对创面进行修正，最

大限度保证创缘整齐。伤口缝合方法：①伤口创面张

力不大的情况下，使用 6-0 乙酸乳酸聚酯可吸收线

逐层缝合肌肉及皮下组织，使用 6-0 或 7-0 无创伤

线间断缝合表皮；②缝针选择 5×12 或 4×12 三角针，

间断缝合间距为 2~3 mm，针孔距创缘为 1~2 mm，采

取“缝中缝合”原则，即先缝合切口中点，再缝合起

点与中点的 1/2 处，依次类推以保证伤口皮肤对合

平整；③若皮肤缺损较大无法仅依靠缝合封闭创

面，或伤口在器官附近缝合后易引起器官变形或移

位时，可依据整形外科原则设计局部(远处)皮瓣移

植进行修复，皮瓣制作需选取隐蔽部位完成，形状

根据缺损部位确定。

1.2.3 术后处理 两组均予以抗生素常规抗感

染；术后 2~3 d换药，观察伤口局部有无组织坏死、出

血等；术后5~7 d拆线；术后10 d开始使用疤痕膏或疤

痕贴局部敷贴，疗程3个月。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3.1 围术期指标 记录患者手术时间、水肿天

数、伤口愈合时间和拆线时间等指标。

1.3.2 切口缝合效果 根据文献[5]制定评价标准

并分别于两组术后3个月时进行评估，显效：瘢痕宽度

<0.3 mm，瘢痕颜色与正常皮肤基本一致；有效：瘢痕

宽度 0.3~0.5 mm，瘢痕颜色与正常皮肤较为接近；无

效：瘢痕宽度>0.5 mm，瘢痕颜色与正常皮肤存在显著

性差异；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

1.3.3 创口愈合情况 分别于两组术后3个月时

采用温哥华瘢痕评定量表(VSS)[6]进行评估，内容包

括色泽、厚度、柔软度、血管分布等4个评价条目，总分

0~15分，得分越高则瘢痕越明显，创口愈合情况越差。

1.3.4 并发症 记录两组术后切口感染、切口裂

开、瘢痕增生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1.3.5 心理状态及满意度 分别于两组术后3个

月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7]、抑郁自评量表

(SDS) [7]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每个量表均包括

20个评分项目，每项 1~4分，总分 100分，得分越高则

症状越严重；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患者满意度情

况，满意度量表总分100分，90分以上则为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1.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

料符合正态分布，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比较采取独立样本 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水肿天数、伤口愈合时间、

拆线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切口缝合效果和满意率比较 观

察组患者的切口缝合总有效率为96.23%，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83.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 2=4.537，P=

0.033<0.05)，见表 2。观察组患者的满意率 94.34%，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980，P<0.05)。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3

49

手术时间(min)

70.11±12.30

56.94±10.29

5.840

<0.05

水肿天数(d)

3.95±0.74

7.43±1.13

18.534

<0.05

伤口愈合时间(d)

4.68±1.03

5.73±1.12

4.932

<0.05

拆线时间(d)

5.47±1.05

8.61±1.48

12.430

<0.05

表2 两组患者切口缝合效果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53

49

显效

26

19

有效

25

22

无效

2

8

总有效率(%)

96.23

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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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的创口愈合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

者的VSS量表各条目评分及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总

并发症发生率为5.66%，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2.45%，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060，P=0.014<0.05)，见表4。

2.5 两组患者的SAS、SDS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

者的 SAS评分、SD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2.6 颌面部创伤外科整形术患者手术前后情况对

比 患者刘某，30岁，女，外伤致下唇流血、疼痛20 min

来院。患者于20 min前在工作时不慎滑倒，致下唇部

损伤，当即：下唇部见一伤口，流血不止、疼痛。查体：

神清，全身一般情况可。心肺腹部如常。下唇部下中

见挫裂伤伤口，伤口呈“H”形，下唇正中与红唇长轴垂

直伤口，该伤口内外向两侧红各一条约 1.5 cm伤口，

形成两边类红唇黏膜瓣，伤口总体呈“H”形，伤口边缘

极不齐，有活动性出血，未见肉眼可见异物残留。入

院后在局麻下行下唇挫裂伤清创美容缝合术，伤口边

缘修剪整齐，黏膜下减张缝合，见图1~图4。

3 讨论

颌面部创伤外科整形术中患者对切口外观的要

求较高，需尽可能减小切口瘢痕，因此对切口缝合技

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目前广泛应用的常规清创缝

合术基本目的在于止血、彻底清创和封闭创面，是所

有外科医生均需掌握的基本技能，但在伤口出现畸形

愈合时，去除瘢痕的效果相对较差[8]。此外由于常规

清创缝合采用全层缝合，虽然可有效缩短手术时间，

但同时也容易出现清创不细致、伤口皮缘修剪不整

齐、对合欠佳或边距及针距过宽等问题，尤其在紧急

处理时可能会强行拉拢伤口缝合，从而造成器官变形

等不良后果[9]。

美容缝合术近些年在外科整形术中应用较为广

泛，因为逐层缝合且操作精细，手术时间相对较长，

需要在患者生命体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本研究对

53例符合条件的患者采取了美容缝合术，结果显示手

表3 两组患者的V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3

49

色泽

1.23±0.25

1.49±0.30

4.768

<0.05

厚度

1.06±0.22

1.31±0.24

5.489

<0.05

柔软度

1.41±0.26

1.66±0.31

4.425

<0.05

血管分布

1.01±0.20

1.27±0.25

5.821

<0.05

总分

4.71±0.95

5.73±1.03

5.203

<0.05

表5 两组患者的SAS、SDS评分及满意率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3

49

SAS评分

50.12±11.63

62.40±13.42

4.949

<0.05

SDS评分

49.35±10.48

60.48±12.57

4.871

<0.05

表4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53

49

切口感染

1

4

切口裂开

0

2

瘢痕增生

2

5

总并发症发生率(%)

5.66

22.45

图1 术前损伤情况

图2 黏膜下减张缝合

图3 术后即刻

图4 术后2个月随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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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时间较常规缝合明显延长，但水肿天数、伤口愈合

时间和拆线时间明显缩短，且切口缝合效果明显。

颌面部组织皮肤较薄且解剖结构精细，皮下处疏松

结缔组织外还存在大量表情肌，同时该部位血运丰

富且组织再生修复能力较强，虽然有利于创伤恢复，

但若对位不齐或遗留死腔则可能引起术后皮下瘀

血，对创面愈合效果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缝合过程中

尽量对各解剖结构分别进行对位并进行分层依次缝

合，以提升创口愈合效果[10]。美容缝合技术的目的在

于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尽量减少术后瘢痕出现，满

足患者对美观度的需求 [11]。本研究采取 VSS 量表评

估患者创口愈合情况，发现观察组患者色泽、厚度、

柔软度、血管分布等评分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充分

说明美容缝合术更有利于创口愈合，美观度更好。

常规清创缝合术通常使用较粗的缝合针线，术后针

角反应可导致疤痕出现，痂皮脱落后形成瘢痕，且皮

下软组织中残留的死腔容易在术后形成局部皮肤凹

陷或突起，严重者甚至引起组织感染和萎缩，因此术

后美容修复效果较差。美容缝合则会在术中修剪不

规则创缘和坏死组织，用可吸收线进行皮下固定，小

针细线进行分层减张缝合，6-0 或 7-0 单纤维聚乙烯

线缝合表皮，不仅对位良好，避免死腔遗留，同时还

可有效减少伤口双侧针眼瘢痕，取得良好的美容效

果 [12]。颌面部创伤术后修复效果可对患者主观感受

造成明显影响，本研究对患者心理状态和满意度进

行评估，结果显示采用美容缝合的患者术后 3个月时

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术后满意率达

94.34%，较常规缝合具有明显优势，与术后美观度较

好关系密切。

综上所述，美容缝合技术在颌面部创伤外科整形

术中应用效果良好，虽然手术耗时较长，但可提高切

口缝合质量，提升创口愈合速度，降低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提升美容修复效果，减少瘢痕形成造成的心理

负担，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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