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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著

胃肠外科

中药贴敷疗法防治阑尾切除术后
切口感染的临床研究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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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中药贴敷疗法对阑尾切除术后愈合和切口感染的预防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2 月—2020 年 2
月间收治的 120 例急性化脓性阑尾切除术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60 例。对照组患者静
脉滴注二代头孢加奥硝唑，切口以无菌纱布外敷。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以芒硝加冰片入布袋行中药贴敷疗法。比较两组
患者的切口愈合率、疼痛评分、拆线时间、红肿面积 / 切口长度、换药频率及切口不良愈合结局发生率，同时比较治疗前
后的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前列腺素 E2(PGE2) 及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水平。结果：观察组的手术切口甲级愈
合率为 96.67%，高于对照组的 73.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观察组的术后 VAS 评分、拆线时间、红肿面积 / 切
口长度、换药频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观察组患者的切口感染和腹腔脓肿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观察组的血清 TNF-α、PGE2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血清 SOD 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结论：芒硝加冰片贴敷疗法能明显提高阑尾切除术后切口愈合质量，降低切口
感染发生风险，加快切口愈合和病情恢复，切口不良愈合结局发生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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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Treatment of Incision Infection after Appendectom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 Sheng, DUAN Hong-mei, LI Yan, et al. The Second Department of External Medicine of Dongyuan District,
Cangzhou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angzhou (061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pplication therapy on
healing and incision infection after appendectomy.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acute pyogenic appendectomy
from Febr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0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6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intravenou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efgaonidazole, and the incision was applied to sterile gauze. On this bas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pplication therapy. The incision healing
rate, pain score, disassembly time, swelling area / incision length, drug change frequency, and adverse incision
healing outcomes were compared. The serum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prostaglandin E2 (PG E2)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level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surgical
incision Grade A healing rate was 96.67%, which was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73.34% of the controls (P =0.01).
Postoperative VAS score, disassembly time, swelling area / incision length and drug change frequency in the
observed group were all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1). The incidence of incision
infection and abdominal abscess in the observed groups were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TNF-α, PGE2 levels in the observed group were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s (P <0.01), and the serum SOD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s
(P <0.01). Conclusion Munro plus ice sheet patch therapy can signiﬁ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cision
healing after appendectomy, reduce the risk of incision infection as well as accelerate the incision healing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condition.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application therapy; appendectomy; postoperative incision infection;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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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尾炎是一种因阑尾管腔堵塞或继发细菌感
染所致的炎性疾病，为普外科常见的急腹症，以
转移性右下腹疼痛为典型临床表现，并伴有高热、
恶心呕吐等症状，其好发于 20~30 岁青壮年男性。
阑尾切除术是目前治疗阑尾炎最有效的手段，临
床认为无论急性或慢性阑尾炎，确诊后应尽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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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切除治疗，该术式操作简单、并发症少，患
者常可取得较好预后 [1]。但阑尾切除术作为一种
污染术式，手术操作过程中，切口易被大肠埃希
菌等肠道菌群感染，导致术后切口感染等并发症，
阑尾炎切除术后切口感染率达到 10.0%，而化脓
性、穿孔性阑尾炎更是超过 20.0%[2]，均高居各
类腹腔手术首位。切口感染可直接影响术后康复
效果，延长住院时间，加重患者身心和经济负担，
如何降低阑尾炎切除术后切口感染，也一直是临
床医师重点攻克的课题，但目前仍无统一、确切
有效的方法。中医治疗阑尾炎有着悠久历史，其
属于中医“肠痈”范畴，肠腑气滞血瘀，郁而化热，
热结不散，血肉腐败，腐熟成脓是其病机，通腑
泻热为治疗之本 [3]。而中医认为，术后感染为湿
热瘀毒未散所致，清热泻火仍为治疗准则。外用
方仿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记述治疗咽喉肿
痛的外用方剂冰硼散，清热消痈散结止痛，合肠
痈病治则，本方选用芒硝、冰片。芒硝为君药，
冰片为佐使药，二者合用共奏清热消痈散结止痛
作用 [4]。但目前国内就中药贴敷疗法用于预防阑
尾炎切除术后切口感染报道尚少，本研究中药贴
敷疗法对阑尾切除术后愈合和切口感染预防效果，
旨在为临床累积经验。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9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收治的 120 例急性化脓性阑尾切除术后患者。
纳入标准：1）符合《外科学》中关于急性化脓性
阑尾炎的诊断标准 [5] ；2）年龄 20~40 岁；3）病
程 <1 周且符合阑尾切除手术指征；4）未合并严
重的心脑血管、肝肾肺等脏器组织疾病；5）自愿
参与本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过
敏或皮肤存在破损、溃疡者；2）同时接受其他腹
部手术者；3）期间接受其他药物治疗者；4）妊娠
期或哺乳期妇女；5）依从性差、临床资料不全或
未完成试验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20 例患者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60 例。对照组中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21~40 岁，平均 (31.35±6.52)
岁， 平 均 病 程 (2.19±0.56) d， 平 均 手 术 时 间
(31.98±10.41) min ；观察组中男 36 例、女 24 例，
年龄 20~40 岁，平均 (31.47±6.69) 岁，平均病程
(2.23±0.61)d，平均手术时间 (32.15±10.33) min。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及手术时间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有可
比性。本研究经院内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22 年 4 月第 28 卷第 2 期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术后静脉滴注二代头孢
加奥硝唑 ( 湖南九典制药有限公司，H20113125，
0.25 g)，切口仅以无菌纱布外敷处理。观察组患者
术后预防用药同对照组，并在此基础上术后当天外
以芒硝加冰片入布袋行中药贴敷疗法，方中含芒
硝 500 g，冰片 10 g，将其碾磨成粉后装入双层纱
布袋中，随后浸泡于 75% 医用酒精中 1~2 h，取
出后常温放置 20 min 后，将纱布敷贴于腹部切口，
6 h/ 次、1 次 /d，连续敷贴 5~7 d，术后 3 d 开始观察，
根据患者感染情况进行换药。
1.3 观察指标 1)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切口的愈合
质量，参考手术切口愈合分级标准 [6] ：
（1）甲级
愈合：切口两边对齐平整，伤口无硬结、红肿、疼
痛及裂开等情况；
（2）乙级愈合：切口存在瘢痕、
硬结、红肿等情况，但无脓液形成；
（3）丙级愈
合：切口两侧部分或完全裂开未愈合，并存在脓性
分泌物排出；2) 比较两组患者的疼痛视觉模拟评
分法 (VAS) 评分、拆线时间、红肿面积 / 切口长
度、换药频率；3) 比较两组患者的切口感染、切口
裂开、残端漏及腹腔脓肿等不良愈合结局发生率，
其中切口感染标准：切口存在红、肿、热、痛等典
型炎症表现，针刺后有脓液排出，或发热≥ 38 ℃，
或分泌物病原学培养呈细菌阳性，满足一项即为
切口感染；4)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肿瘤坏死因
子 -α(TNF-α)、前列腺素 E2(PGE2) 及超氧化物
歧化酶 (SOD) 水平，抽取患者入院次日和治疗结
束后次日清晨空腹静脉血 3.0 mL，经 3000 r/min
离心分离 10 min，提取出血清后，采用酶联免疫
吸 附 法 (ELISA) 测 定 血 清 TNF-α、PGE2 水 平，
采用比色法测定血清 SOD 水平，试剂盒均购自上
海恒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t 检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行
配对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 表示，两组间
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手术切口愈合率比较 观察组患
者的手术切口甲级愈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术后切口感染防治效果比较 观察
组患者的术后 VAS 评分、拆线时间、红肿面积 /
切口长度及换药频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 <0.01)，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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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的手术切口愈合率比较
切口愈合 [n (%)]

组别

n

对照组

60

44(73.34)

60

a

观察组

甲级

乙级

丙级

14(23.33)

2(3.33)

a

58(96.67)

2(3.33)

6.41

5.19

1.02

0.01

0.02

0.31

2

χ

P

0(0.00)

a

注： 与对照组比较，P <0.05

表2

两组患者术后切口感染防治效果比较

组别

n

术后 VAS 评分

拆线时间 (d)

红肿面积 / 切口长度 (cm2/cm)

换药频率 ( 次 / 周 )

对照组

60

3.37±1.06

11.23±1.97

2.32±0.65

5.00±0.50

60

a

a

a

1.41±0.58

7.60±1.45

0.62±0.36

3.50±0.50a

t

8.88

6.02

8.54

5.08

P

<0.001

<0.001

<0.001

<0.001

观察组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

SOD 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血清 TNF-α、
PGE2 及 SOD 水 平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 >0.05) ；治 疗 后， 观 察 组 患 者 的 血 清 TNF-α、
PGE2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血清 SOD 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见
表 4。

2.3 两组患者的不良愈合发生率 观察组患者的
切口感染和腹腔脓肿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两组患者的切口裂开
和残端漏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见
表 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 TNF-α、PGE2 及
表3

两组患者的不良愈合结局发生率

组别

n

切口感染 [n (%)]

切口裂开 [n (%)]

残端漏 [n (%)]

腹腔脓肿 [n (%)]

对照组

60

6(10.00)

2(3.33)

2(3.33)

4(6.67)

60

a

0(0.00)

0(0.00)

2(3.33)

0(0.00)a

χ2

6.32

2.03

0.00

4.14

P

0.01

0.15

1.00

0.04

观察组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

表4
n

组别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 TNF-α、PGE2 及 SOD 水平比较

TNF-α(ng/mL)
治疗前

PGE2(pg/mL)

治疗后

治疗前
a

SOD(nmol/mL)

治疗后
a

治疗前

治疗后

98.35±10.22

69.83±7.65a

对照组

60

1.07±0.36

2.34±0.68

87.63±23.38

265.73±46.29

观察组

60

1.12±0.33

1.57±0.52ab

85.28±24.27

127.60±33.96ab

97.86±9.89

90.52±8.61ab

0.38

6.93

0.22

10.85

0.65

14.31

<0.001

0.83

<0.001

0.59

<0.001

t
P

0.76
a

b

注： 与治疗前比较，P <0.05； 与对照组同时点比较，P <0.05

3

讨论
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是普外科常见的急腹症，
其病情凶险且进展迅速，早期及时手术切除是其
治疗首选，可快速缓解患者腹痛、发热等病情。
但研究发现，阑尾腔内存在大量厌氧和需氧菌，

可在手术操作过程中，透过敷料定居于创口，同
时受手术患者体型、手术方式、手术时间及合并
基础疾病等因素影响 [7]，导致阑尾炎切除术后存
在切口感染等并发症风险，不仅延缓患者病情康
复，并可加重患者身心和经济负担，甚至造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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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恶化危及生命。因此，如何降低阑尾炎切除术
后切口感染风险，防治术后各种并发症已成为临
床重点关注课题。目前医学界主要从术前术区备
皮、术中切口保护及术后换药等三方面预防，常
见方法包括伤口冲洗法、腹膜保护法、二层缝合
法等 [8]，虽都能不同程度降低术后切口感染发生
率，但效果仍不理想，而对于术后防治切口感染
仍无统一、确切有效方法。
外用贴敷疗法作用机制能将药物直达病灶局
部，起到疏气通络、活血化瘀等作用。吴师机《理
淪骈文》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
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9]。外敷的作用机
理主要是通过皮肤肌腠的吸收和直接渗透，改善
腹部血液微环境，促进炎症吸收，减轻症状，由
于皮肤角质层阻碍药物吸收，须配以适量的透皮
吸收促进剂。研究证实，外用芒硝冰片行贴敷疗法，
两者的综合作用：既包含了对贴敷处穴位的刺激作
用，也能发挥中药本身的作用，两者相互影响，相
互补充达到了治疗效果叠加的目的 [10-11]。查阅相
关文献，国内外暂无中药芒硝、冰片外敷行贴敷
疗法以防治阑尾切除术后切口感染的相关研究 [12]，
但季华 [13] 研究发现，芒硝中药贴敷能促进剖腹产
术后腹部切口愈合，降低切口感染等不良情况发
生，并能减缓患者疼痛感。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患者的手术切口甲级愈合率高达 96.67%，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73.34%，且观察组患者的拆线
时间、术后首次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提示中药贴敷疗法能提高切口愈合质量，
促进术后病情和胃肠道功能恢复。同时本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术后 VAS 评分和术后感染
等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其还能
减轻患者疼痛和感染程度，对术后感染具有较好
的防治效果。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14]，芒硝主要成分为硫酸
钠等，其可以形成高渗状态吸收皮下积液中的水
分与淤血。外敷不仅能加快淋巴循环，还能提高
网状内皮细胞的吞噬功能，减少白细胞浸润，减
轻炎性因子反应，具有良好的抑菌消炎作用。冰
片主要成分右旋龙脑，有镇静镇痛、抗炎、解痉、
抗菌作用。芒硝、冰片联用，冰片促进芒硝吸收、
影响分布、抑制代谢，延迟芒硝作用时间、提高
芒硝疗效。TNF-α 是一种强效促炎因子，可刺激
T 细胞分泌大量炎症因子，提高血管通透性、内皮
细胞释放活性因子等，从而加剧机体炎症反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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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E2 是常见的炎症介质，可介导发热、疼痛、过
敏等多种病理过程，并能增强其他炎症因子作用，
参与炎症反应发生发展，并能刺激机体氧自由基
表达，加重原有炎症反应。SOD 则是重要的抗氧
化酶，能有效清除氧自由基，减轻机体氧化损伤，
减轻炎症反应程度。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
疗后的血清 TNF-α 和 PGE2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而血清 SOD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芒硝
加冰片贴敷疗法能有效减轻机体炎症反应，与降
低术后感染率相符合。
综上所述，芒硝加冰片贴敷疗法能明显提高
阑尾切除术后切口愈合质量，降低切口感染发生
风险，加快切口愈合和病情恢复，切口不良愈合
结局发生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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