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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大肌肌瓣翻转成形术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
胸部切口感染的体会
崔振田1，高永顺1，陆龙1
【摘要】目的 探讨胸大肌肌瓣翻转成形术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切口感染的治疗体
会。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心脏大血管外科住院的急
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胸部切口感染的3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9例，女性11例；年龄
38~79岁。结果 手术治愈20例，术中人工血管破裂出血死亡1例，术后伤口未愈合形成慢性窦道9例。1
年后随访29例，20例伤口愈合患者中复发5例，形成慢性窦道，其中1例术后并发菌血症感染死亡。其余
15例均无复发。结论 早期使用胸大肌肌瓣翻转成形术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切口感染能
较好地促进患者切口的恢复，改善症状，提高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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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 incision infection after treatment of acute Stanford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with pectorali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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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treatment of chest incision infection after treating acute Stanford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with pectoralis major muscle flap flip plasty. Methods The clinical materials of patients (n=30)
with chest incision infection after treating acute Stanford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rom
Jan. 2012 to Dec. 2020. Of all patients, there were 19 male ones and 11 female ones aged from 38 to 79. Results
Among all patients, there were 20 cured with operation, 1 died due to rupture of artificial blood vessel during the
operation, and 9 with chronic sinus tract due to unhealed wound after the operation. One year later, 29 cases were
followed up, and 5 of 20 with wound healing had recurrence and suffered from chronic sinus tract, among them
1 died of postoperative bacteremia infection. There was no recurrence in other 15 cases. Conclusion The early
application of pectoralis major muscle flap flipping for treating postoperative incision infection after acute Stanford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can promote incision recovery, relieve symptoms and improve survival rate.
[Key words] Pectoralis major muscle flap flipping; Aortic dissection; Chest incision infection; Treatment

临床上胸部切口感染是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
脉夹层手术后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具有起病
隐匿，进展快，极易累及胸骨、纵隔及人工血
管，如果处理不及时或方法不得当，错过最佳治
疗时机，患者极易出现菌血症、人工血管感染导
致切口迁延不愈甚至人工血管破裂导致死亡。本
研究选取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
院第七医学中心心脏大血管外科使用胸大肌肌瓣
翻转成形术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
切口感染的患者30例，取得一定疗效，现将临床
结果及经验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心脏
大血管外科收治外院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
作者单位：1 100700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心脏大
血管外科
通信作者：高永顺,E-mail:786912284@qq.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2.07.21

层术后胸部切口感染患者30例，患者均有不同程
度的渗液伴胸骨松动及钢丝切割，需手术处理，
其中男性19例（64%），女性11例（36%），年
龄38~76岁，平均年龄为（57±19）岁。均为急
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行Bentall手术及全弓置
换术。发病距前次手术时间为22~198 d[（82.8±
62.7）d]。17例患者第１次手术后体温升高（弛
张热11例、不规则热３例、低热3例），伴剧烈
胸痛，尤其在咳嗽后加重12例；胸骨活动、咳嗽
时可闻及骨擦音、钢丝松动6例。所有患者切口
边缘发红，有不同程度的白细胞增高和C反应蛋
白升高。合并糖尿病8例，高血压18例，大于60
岁18例。术前肾功能不全4例，2例术前需常规透
析治疗，贫血17例（血色素＜10 g），低蛋白血
症20例（白蛋白＜35 g），表1。细菌培养阳性1
５例，其中表皮葡萄球菌6例，金黄色葡萄球菌7
例鲍曼不动杆菌1例，绿脓杆菌1例，阴沟肠杆菌
1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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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n，%）
项目
男性
糖尿病
高血压
肾功能不全
贫血（Hb＜10 g/L）
低蛋白血症
细菌培养阳性
发热（T＞37.2℃）
距第1次手术时间＜3个月

例数（n=30）
19（63.3）
8（26.7）
18（60.0）
4（13.3）
17（56.7）
20（66.7）
15（50.0）
17（56.7）
10（33.3）

注：Hb：血红蛋白

图1 不同感染细菌种类比例

1.2 切口分型标准 胸部切口感染分型：Pairolero
等[1]在1984年最先提出根据胸部切口感染后的时
间将感染切口分为三型，Ⅰ型：发生在术后最初
1周内，包括早期切口裂开，伴或（不伴）胸骨
不稳定，伤口有液体溢出，无蜂窝织炎和胸骨骨
髓炎；Ⅱ型：伤口感染发生在最初3个月内，伤
口有脓液、蜂窝织炎、纵隔脓性物，细菌培养阳
性；Ⅲ型：在术后3个月以上或几年内伤口发生
感染，呈慢性窦道，局部蜂窝织炎或异常增生组
织，纵隔炎少见。
1.3 处理方法 患者入院后予以开放伤口，通畅
引流，取深部伤口分泌物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
验，积极控制血糖，纠正贫血及低蛋白血症等基
础疾病治疗。外科处理采用全身麻醉，以原切口
破溃裂开口处为中心，根据感染范围向上向下适
当延长切口，清除坏死的伤口边缘及感染坏死组
织，拔除固定胸骨钢丝及胸骨固定装置，使用咬
骨钳去除感染的胸骨及肋软骨等组织，直至有良
好血运的正常组织，沿钢丝眼及组织间隙探查脓
腔、窦道，清除钢丝眼内残留的感染的组织、脓
液，刮匙刮除胸骨后的感染灶、异常增生肉芽组
织等，结合术前影像学资料仔细寻找并完整拔除
残存的起搏导线、异体生物组织、线头等，对于
缝合紧密无明确感染迹象的组织，不予过度分离
清除，以避免过度清除所致出血、血管破裂等。
刮匙适度搔刮人工血管间隙及胸骨后残留坏死感
染组织，送取细菌培养，确认清理干净后，使用
双氧水、碘伏及温盐水反复多次冲洗创面，仔细
止血后，更换无菌手套，重新铺无菌单，根据创
面残腔大小，设计使用单侧或双侧胸大肌瓣，以
肌瓣完全填充整个残腔为宜。根据创面大小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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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号多孔引流管于纵膈及双侧皮瓣下，外接
负压引流瓶，用2-0proline线连续缝合固定胸大
肌瓣于创面，避免残留间隙；皮肤全层间断缝合
切口。术后胸带包扎固定胸部创面，待引流液少
于10 ml后拔除引流管，14 d间断拆除缝线，根据
细菌培养结果使用敏感抗生素抗感染2周。
2 结果
手术后Ⅰ期愈合13例，Ⅱ期愈合7例，最终
形成慢性窦道未愈合9例，术中人工血管破裂出
血死亡1例。其中慢性窦道未愈合患者中距离第1
次手术时间超过3个月的6例，Ⅱ期愈合患者中距
第1次手术时间超过3个月的6例。随访29例，9例
术后伤口复发，其中术后并发菌血症感染死亡1
例。其余均无复发，表2。进一步分析患者发病
时间与治愈率的关系，发病时间越短，一次性治
愈率越高（可达90%以上），图2。
表2 胸大肌肌瓣翻转成形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术后胸
部切口感染情况（n，%）
分型
Ⅰ型
Ⅱ型
Ⅲ型

Ⅰ期愈合
10（33）
3（10）
0

Ⅱ期愈合
5（16.7）
2（6.7）
1（3.3%）

慢性窦道形成
1 （3.3）
3（10）
5（16.7）

死亡
0
0
2（6.7）

图2 治愈率与发病时间的关系图

3 讨论
随着心脏大血管辅助诊断及外科手术技术的
显著进步，越来越多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
层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其病死率显著下
降，但外科手术并非根治性技术，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仍较高[2]。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并出现
切口感染的原因包括：①患者多为急诊手术，术
前准备仓促，手术复杂多变；②术后机体消耗
大，营养状态差，切口愈合时间长，增加感染风
险；③胸壁脂肪层厚，脂肪液化，持续渗血、渗
液；④骨质疏松、钢丝或胸骨固定器切割胸骨致
使胸骨松动；⑤术中因转机时间长，凝血机制破
坏致止血困难，术中深低温停循环易加重脏器的
缺血，组织缺血缺氧，代谢缓慢；⑥骨皮质及皮
下肌肉因电凝损伤严重，坏死组织较多；⑦手术
时间长，切口暴露时间偏长，增加感染风险；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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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及术区消毒不严格、术中无菌操作不规范
及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患者术后出现发热（体
温＞38.5℃）、切口创缘发红、肿胀、剧痛，尤
其是咳嗽后加重，白细胞和Ｃ反应蛋白增高，有
胸骨移开或者松动，应高度怀疑胸骨感染，及时
行分泌物、血、痰及尿细菌培养，必要时行真
菌培养，同时行胸部CT或磁共振成像（MRI）检
查，有条件可行PETCT，以明确是否有胸骨感染
征象[3]。此类患者术后并发的胸骨感染，危险性大
于其它心脏手术出现的胸骨感染，是因为置入的
人工血管极易被细菌侵及且不易清除；感染会累
及整个手术区域，形成的脓液逐渐侵蚀人工血管
及缝合线导致突然破裂出血[4]；此外细菌易通过人
工血管壁进入血液导致菌血症；人工血管不可再
置换等。因而此类患者术后胸骨切口感染是一种
严重的并发症，其发生率为0.5% ~2.2%，一旦感
染累及人工血管，严重可导致破裂出血，威胁生
命，处理极其棘手。因此，对于急性Stanford A型
主动脉夹层术后伤口出现感染，尤其是伤口裂开
的患者，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应尽早采取外科
手术方式控制感染，避免感染扩散进一步累及人
工血管[5]。感染早期阶段的患者治愈的概率较高，
本研究图2可以看出，发病1个月左右进行胸大肌
肌瓣转移成形术治愈率高达90%，而发病6个月进
行手术，治愈率仅30%甚至更低，可见距离发病
时间越短，感染范围越局限，手术治愈率愈高。
细菌学研究显示，感染病原菌以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等革兰阳性菌常
见 [6-10]，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预防使用抗
菌药物方面可使用一线药物，亦可根据病情直接
选择二线抗菌药物[11]，并根据微生物及药敏试验
结果，分析院内感染的病原菌的变化，有针对性
地合理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避免抗生素滥用。
术前经正规抗感染治疗，可有效控制感染，减轻
创面渗出及水肿，为术后恢复创造条件。
闭式负压吸引可有效限制胸骨裂开引起的反
常呼吸运动，避免了频繁换药等，因而闭式负压
吸引在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切口
感染的临床应用中，可作为临时控制感染的过渡
期手段使用[12-15]，但要严密注意吸引压力，避免
吸力过大导致人工血管大出血而功亏一篑，也绝
不能因表面感染控制的假象而将其作为彻底根治
方法，以免延误最佳手术时机。
本研究中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
后切口感染的患者30例，均采用标准的胸大肌肌
瓣翻转成形术治疗，Ⅰ型、Ⅱ型伤口感染的患者
经积极治疗，治愈率66.6%，明显高于Ⅲ型治愈
率（26.7%）。其中死亡的2例均为Ⅲ型伤口感染

的患者，总体死亡率显著低于国外报道[16,17]。根
据以往文献及我院的临床资料，我们认为积极主
动早期治疗是很好的选择，避免人工血管感染加
重是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切口感
染患者的关键环节[18-20]，拖延或不及早治愈，感
染会不断加重，贫血、低蛋白、肝肾功能不全等
并发症会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复杂。更严重者
可出现菌血症，感染性心内膜炎，广泛的耐药菌
感染，二重感染，病灶扩展等慢性衰竭情况，变
成了难治之症，此阶段的患者危险性极高。而采
用胸大肌翻转成形术及早对此类患者进行治疗，
显著缩短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痛苦，减少经济压
力，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
层术后切口感染的手段，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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