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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著

胃肠外科

激光联合肉毒毒素对急性阑尾炎
术后瘢痕形成的影响
季一发 1， 周雅静 1， 刘
摘要

毅2

目的：探讨 595 nm 脉冲染料激光联合肉毒毒素对急性阑尾炎术后瘢痕形成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0 年 5 月—12 月

于本院行传统急性阑尾炎手术的 100 例患者，采用简单随机化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肉毒毒素组、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
每组 50 例。两组均行常规缝合后，肉毒毒素组采用肉毒毒素治疗，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在肉毒毒素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
595 nm 脉冲染料激光治疗。分别于术后 1 d、1 周、1 个月及 3 个月进行随访，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对术后瘢痕的色泽、柔
软度、厚度和血管分布进行评分，并于术后 3 个月，对两组术后满意度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患者术后 1 周、1 月和 3 月的瘢痕色泽、柔软度、厚度及血管分布得分均低于肉毒毒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患者术后满意度高于肉毒毒素组（96.0% vs 80.0%），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肉毒毒素组
（6.0% vs 1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595 nm 脉冲染料激光联合肉毒毒素治疗对术后瘢痕的改善效果
比单纯肉毒毒素治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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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aser Combined with Botulinum Toxin Type A for the Treatment of Scar Hyperplasia after
Acute Appendectomy JI Yi-fa, ZHOU Ya-jing, LIU yi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Youanm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the use of 595 nm pulsed dye laser combined with botulinum
toxin type A could reduce the wound scar hyperplasia after actue appendectomy. Methods 10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appendectomy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December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botulinum
toxin group and pulsed dye laser+botulinum toxin group. The botulinum toxin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the use
of botulinum toxin A during routine suture. The pulsed dye laser+botulinum toxin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the
use of pulsed dye laser and botulinum toxin during routine suture. The follow-ups were performed at 1 day, 1
week, 1 month and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Vancouver Scar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scar color, softness, blood
vessel distribution and thickness, which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hyperplasia of the scar. The postoperative
satisfaction survey and adverse reaction were recorded. Results In the dye laser+botulinum toxin group,
the scores of scar color, softness, thickness and vascular distribution were all lower at 1 week, 1 month an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Compared with the botulinum toxin group, the scores of scar color, softness, thickness and
vascular distribution were lower in the dye laser+botulinum toxin group 1 month after operation. Three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scores of scar color, softness and thickness were all low. Postoperativ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dye laser+botulinum toxin group and botulinum toxi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all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 < 0 . 05 ). Conclusion The 595 nm pulsed dye laser combined with botulinum toxin has
relatively more effective effect on postoperative scar improvement.
Key words: pulsed dye laser; botulinum toxin; scar; acute append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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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性 阑 尾 炎 是 临 床 常 见 的 急 腹 症 之 一， 起
病骤急，常引发腹部急性疼痛，通常需要紧急处
理 [1]。目前外科手术仍是治疗急性阑尾炎最常用
的方法，但传统开腹手术切口相对较大，易造成
术后瘢痕。术后增生性瘢痕是外科手术的常见并发
症之一，不仅影响美观，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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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 [2]。外科术后切口感染和瘢痕增生的预
防不断受到重视。近年来激光治疗瘢痕技术不断发
展，研究显示，脉冲染料激光可通过引起光热分解，
凝固血红蛋白，造成组织缺氧，促进胶原纤维重塑，
从而很好的抑制瘢痕增生 [3]。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 BT）为肉毒杆菌分泌的细菌外毒素，局部注
射肉毒毒素治疗瘢痕的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安
全性高 [4]。本研究在急性阑尾炎术后腹部切口常
规缝合联合使用 595 nm 脉冲染料激光和肉毒毒素
治疗，观察 595 nm 脉冲染料激光和肉毒毒素联合
作用对急性阑尾炎术后瘢痕的改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20 年 5 月—12 月于
本院行传统急性阑尾炎手术的 100 例患者，年龄
25~45 岁。纳入标准：1）因急性阑尾炎入院；2）
既往无手术史；3）无常规手术禁忌证；4）依从性
较好。排除标准：1）具有严重器质性疾病者；2）
瘢痕体质者；3）对肉毒毒素药物过敏者；4）对激
光不耐受者。所有行急性阑尾炎切除术患者或其
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简单随机化将本组
100 例患者随机分为肉毒毒素组、染料激光 + 肉毒
毒素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比较
例数
（n ）

年龄
（岁）

性别
（男 / 女 , n ）

肉毒毒素组

50

29.12±3.59

22/28

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

50

28.42±3.98

27/23

组别

表2

1.2 治疗方法 1）肉毒毒素组：于缝合后切口处
皮下注射 A 型肉毒毒素（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注射浓度为 5 U/mL，总剂量不超过 100 U，随后
隔 1 周、2 周和 2 个月行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2）
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在肉毒毒素组基础上，使
用 595 nm 脉冲染料激光（美国 Candela 激光公司）
对术后瘢痕进行治疗，治疗后使用医用无菌面膜
冷敷 15 min，并隔 1 周、2 周和 2 个月与 A 型肉
毒毒素联合治疗。两组患者手术缝合时器械严格
消毒，并对患者进行为期 3 个月的随访。
1.3 观察指标 1）瘢痕增生情况：术后 1 d、1 周、
1 个月及 3 个月时，分别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VSS）
对患者术后瘢痕色泽、柔软度、厚度和血管分布
进行评分，并计算总得分，量表总分为 15 分，得
分越低，瘢痕改善情况越好 [5]。2）患者术后 3 个
月满意度调查，主要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
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满意度 =（非常满意 + 满意）
/ 治疗总例数 ×100%。3）患者不良反应情况，主
要包括色素沉着、局部瘙痒、疼痛等，计算不良
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通过 Excel 2016 软件整理，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以
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t 检验；分类变量采用
例（%）表示，两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瘢痕增生情况比较 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患者术后 1 周、1 月和 3 月瘢痕色泽、
柔软度、厚度及血管分布得分均低于肉毒毒素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5。

两组患者术后瘢痕色泽评估得分情况比较

例数（n ）

术后 1 天

术后 1 周

术后 1 月

术后 3 月

肉毒毒素组

50

2.16±0.58

1.74±0.63

1.04±0.35

0.70±0.46

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

50

2.26±0.69

1.52±0.58a

0.78±0.42a

0.40±0.49a

组别

注：a与同期肉毒毒素组比较，P ＜0.05

表3

两组患者术后瘢痕柔软度评估得分情况比较

例数（n ）

术后 1 天

术后 1 周

术后 1 月

术后 3 月

肉毒毒素组

50

3.50±0.68

2.74±0.63

1.90±0.30

0.74±0.44

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

50

3.74±0.80

2.70±0.61a

1.42±0.54a

0.50±0.50a

组别

注：a与同期肉毒毒素组比较，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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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术后瘢痕厚度评估得分情况比较

例数（n ）

组别

术后 1 天

术后 1 周

术后 1 月

术后 3 月

肉毒毒素组

50

3.0±0.57

2.34±0.52

1.52±0.50

0.82±0.44

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

50

2.98±0.71

2.22±0.42a

0.88±0.52a

0.50±0.54a

注：a与同期肉毒毒素组比较，P ＜0.05

表5

两组患者术后瘢痕血管分布评估得分情况比较

例数（n）

术后 1 天

术后 1 周

术后 1 月

术后 3 月

肉毒毒素组

50

2.22±0.54

1.74±0.53

0.94±0.31

0.18±0.39

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

50

2.30±0.50

1.46±0.54a

0.70±0.50a

0.12±0.33a

组别

注：a与同期肉毒毒素组比较，P ＜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满意度及不良反应率比较 染
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患者术后满意度高于肉毒毒
素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肉毒毒素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6。
表6

两组患者术后满意度及不良反应率比较

组别

例数
（n ）

满意度
[n （%）]

不良反应
[n （%）]

肉毒毒素组

50

40（80.0）

12（12.0）

染料激光 + 肉毒毒素组

50

48（96.0）a

3（6.0）a

0.014

0.012

P

注：a与同期肉毒毒素组比较，P ＜0.05

3

讨论
急性阑尾炎属于常见急腹症，通常发病无明
显年龄、性别之分，发病较急，通常以外科手术
治疗为主，但手术治疗后造成的瘢痕极大地影响
美观。近年来人们对术后美观的要求越来越高，
急性阑尾炎术后切口的愈合以及瘢痕修复问题也
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
近年来，A 型肉毒毒素在美容领域应用广泛，
有研究发现肉毒毒素可以阻断感觉神经末梢和非
胆碱能神经元，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降低皮肤
张力，改善瘢痕皱缩等情况 [6-7]。李东海等 [8] 通
过单纯的联合肉毒毒素对阑尾炎术后切口瘢痕增
生影响的研究证实，A 型肉毒毒素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轻阑尾炎术后切口瘢痕的增生。595 nm 脉
冲染料激光主要通过引起光热分解，使得血管内
血红蛋白凝固坏死，胶原纤维被加热、二硫键断裂，
促进胶原纤维重塑，从而降低瘢痕组织营养物质
的供给，降低术后瘢痕发生率 [9-10]。国内郑玲玉
等 [11] 报道 595 nm 脉冲染料激光单独或联合剥脱
性激光治疗寻常疣，均未出现瘢痕等并发症。因
此联合 A 型肉毒毒素和 595 nm 脉冲染料激光联合
治疗急性阑尾炎术后瘢痕，可在瘢痕的色素、厚度、
柔软度以及血管分布等方面发挥优势。本研究结

果显示，联合 A 型肉毒毒素和 595 nm 脉冲染料激
光联合治疗患者的 VSS 评分结果优于同期 A 型肉
毒毒素组，且患者满意度较高。
综上所述，联合 A 型肉毒毒素和 595 nm 脉冲
染料激光在治疗急性阑尾炎术后切口增生性瘢痕
方面，具有安全、有效的作用。由于本研究纳入
的病例样本数量有限，具体的疗效仍有待临床进
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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