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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腹膜外负压吸引预防切口感染 121 例临床分析
张竞

腹膜外负压吸引是利用负压原理充分引流腹
膜外创面渗血、渗液及脓性分泌物，减少渗液积聚，
使创面清洁，从而达到预防创口感染。目前被广泛
应用于慢性创面，尤其是溃烂及创口感染等[1]，也有
报道用于腹部切口脂肪液化的防治[2]。但极少有报
道用于预防切口感染。本次研究通过放置腹膜外
负压吸引来预防阑尾穿孔切口感染，
效果满意。
DOI：
10.13558/j.cnki.issn1672-3686.2019.01.023
作者单位：
321200

浙江金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武义分院普外一科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浙
江大学邵逸夫医院武义分院收治 121 例阑尾穿孔患
者，术前均诊断急性弥漫性腹膜炎，阑尾炎伴穿孔。
其中男性 87 例、女性 34 例；年龄 20～85 岁，平均
（48.53±5.45）岁；合并症：肠梗阻 6 例、心血管疾病
病史 18 例、慢性支气管炎 11 例、糖尿病 13 例、高血
压 18 例、中重度肥胖患者 16 例。79 例患者出现右
下腹部疼痛，21 例患者疼痛从剑突下转移至右下腹
部，21 例患者疼痛从脐周转移至右下腹部，均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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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痛，
结肠充气试验阳性。伴有腹泻 5 例，恶心呕吐
85 例 ，肛 门 停 止 排 气 及 排 便 6 例 ，不 同 程 度 发 热
31 例。实验室检查：WBC＞20×109/L 者 31 例，10×
109/L＜WBC＜20×109/L 者 84 例，WBC 正常 6 例。本
组病例均术前行 B 超检查发现盆腔有较多积液，其
中 13 例有行麦斯点诊断性穿刺，
均提示脓球。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全麻下行经腹直肌切口剖
腹探查，并行阑尾切除术及腹腔冲洗术。缝合腹膜
后，用 0.9% 氯化钠注射液冲洗，取与腹膜切口等长
硅胶管，剪多个侧孔，在切口下端 2～3 cm 与切开腹
直肌在同一线上穿孔固定。继续缝合腹外斜肌腱
膜，检查负压不漏气后冲洗切口缝合皮肤。将引流
管连接负压吸引球观察每日引流量，当引流量持续
减少，
少于 15 ml 时可拔管。
2 结果
121 例患者均成功放置腹膜外硅胶负压吸引
管。119 例患者切口甲级愈合，1 例患者创口裂开，
经换药二期缝合后无感染。1 例患者引流不通畅，
创口下积液引流后换药 3 d，
行二期缝合后无感染。
3 讨论
急性阑尾炎伴穿孔常常是因阑尾炎治疗不及
时或误诊导致。阑尾腔内脓液进入腹腔，导致肠道
内大量条件致病菌发生移位（以大肠埃希菌最多
见），术后以切口感染最为多见。有文献报道阑尾
穿孔切口感染发生率在 20% 以上[3]，感染部位往往
位于腹膜外及腹直肌间隙，比较隐蔽。切口感染早
期会出现切口红肿及渗液，有部分病人在拆线时或
出院后才发现创口感染。创口感染可导致周围切
口周围蜂窝织炎，严重者可以引起一系列全身中毒
症状。目前行创口冲洗后放置橡胶引流片是常用
预防切口感染方法，但效果并不理想。一旦发生切
口感染，需要敞开切口换药，并经过长时间换药才
能好转，这导致医师工作量增加，患者医疗费用增
加，
加剧了医患矛盾。

·75·

由于创口感染的早期渗出性改变，且手术后往
往留有腹膜外间隙，血性渗出液留在腹膜外间隙
内，形成密闭腔隙。细菌容易在此处繁殖生长及
引起一系列炎症反应，且感染一般出现在术后 2～
4 d[4]。腹膜外负压吸引是利用负压原理充分引流腹
膜外创面渗血、渗液及脓性分泌物。减少渗液积
聚，使创面清洁，从而达到预防创口感染。本次研
究的患者通过放置腹膜外负压引流外接负压引流
球，充分吸引渗液，减少了渗液聚集，消除了死腔。
121 例患者中 119 例患者切口甲级愈合，仅 1 例患者
创口裂开，1 例患者引流不通畅，均行二期缝合后无
感染。
总之，阑尾穿孔手术切口感染仍是外科医师面
临的难题，切口感染与本身疾病密切相关，有基础
疾病、三高人群[5]、肥胖患者[6] 特别是合并糖尿病及
年老患者[7]更容易发生切口感染。本次研究病例创
口负压吸引效果明确，
明显降低了创口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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