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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与专利·

一种多辅助功能创缘和管口闭合扣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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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手术切口感染是外科手术常见并发症之一，常需要经过拆线、清创、引流及杀菌抗炎等流程直到

创面感染控制后再次创缘缝合，给患者身心造成了二次打击。为此，以大连医科大学为主要研制者等专家们设

计了一种多辅助功能创缘和管口闭合扣，并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 2019 2 1803918.4）。该闭合

扣由 2 块设置有粘接层的块体和拉紧机构 3 个部分构成，操作简单，在实现对创缘、管口良好对合的基础上，能

有效起到镇痛、抗菌及促进切口愈合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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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ision infection is one of the common complications in surgery. Infected incisions usually need 
to perform procedures including suture removal, debridement, drainage, sterilization and anti-inflammatory. Until, the 
wound edge was sutured again after the wound infection was controlled. This contributes to considerabl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for patients. To this end, with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as the main inventor and other several 
experts, a multi-assistance function incision and orifice closure buckle have been designed and obtained the national 
utility model patent (patent number: ZL 2019 2 1803918.4). The closure buckle with was composed of two blocks with 
an adhesive layer and one tensioning mechanism. The device is easy to operate, and could effectively play an analgesic, 
antibacterial and promote healing on the basis of perfecting its wound margins and orifice. It has certain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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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口感染是外科手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1］。切口感

染的常用治疗方法是将缝线拆除后进行清创、引流，同时针

对性使用抗菌药物，经过强有力的清创、引流及抗炎治疗

后，切口感染一般能得以控制［1-2］。但对于感染控制后的

创面，在条件允许时外科医生多选择在局麻下予以再次缝 

合［2］。再次缝合往往需要通过对抗高张力而实现，加之愈合

后的再次拆线，这不仅让患者疼痛难忍，还进一步增加了瘢

痕不愈合及蜈蚣瘢痕的可能，给患者身心造成二次打击。此

外，部分留置引流管的患者，拔管后因预留打结等相关问题，

管口渗漏现象并非少见［3］。目前，此难题的解决方法往往是

被动地加强换药，这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

医疗负担 ；更有甚者，出现了引流管口渗漏或再次感染，甚

至延期出院。基于上述问题，以大连医科大学为主要研制者

等专家们设计了一种多辅助功能创缘和管口闭合扣，并已获

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 2019 2 1803918.4），旨

在有效解决感染后创缘、引流管口的良好闭合及镇痛、消毒

抗菌等问题。

1 结构与特点 

 多辅助功能创缘和管口闭合扣包括块体一（图 1-1）、块

体二（图 1-2）和拉紧机构（图 1-3）。块体一和块体二的上

方均设置有用于粘接人体的粘接层（图 1-4）。块体一和块

体二之间设置有两个拉紧机构，呈对称结构设置于块体一

和块体二之间，使块体一、块体二相互靠近。拉紧机构上的

粘扣带由带体（图 1-5）、毛面（图 1-6）、钩面（图 1-7）组成。

带体伸出至块体一毛面的端面，块体二后侧面设置有对应的

钩面。两根带体的中部分别滑动设置于块体一对应的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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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中。

 此外，块体一和对应粘接层之间、块体二和对应粘接层

之间均设置有海绵层（图 1-9），通过海绵层的缓冲吸能，降

低该种闭合扣粘接于对应部位时对人体造成的不适感。粘

接层前方设有导电水凝胶性质的敷料层（图 1-10），其主要

包括含有镇痛、抗菌等作用的药物缓释层，该缓释层可根据

具体临床需求选配不同药物或离子类型（如镇痛、抗菌、生

肌、保湿等多辅助功能的混合体）。粘接层外侧设置有保护

膜（图 1-11），防止粘接层在使用前被污染物沾染。保护膜

的边角处有一揭角（图 1-12），以利于使用时揭开保护膜暴

露粘接层。块体一、块体二均采用硬质橡胶作为材料，是为

了在调节块体一和块体二之间的位置时提供足够的强度，但

又不会太过僵硬。

2 具体实施方法 

 上述块体一和块体二大小形状可根据需要制作不同的

规格，使用的粘扣带的根数应根据块体一和块体二的尺寸

设置，使粘扣带在将块体一和块体二相互拉近时能提供足够

且稳定的拉力。使用时，在给患者创面（图 1-13）常规消毒

后，医务工作者评估患者创面情况（图 1-14），选用合适尺寸

的多辅助功能创缘和管口闭合扣，先揭开保护膜，将块体一

和块体二贴于患者创面两侧，然后将毛面粘贴至钩面，即通

过收紧粘扣带使块体一和块体二相互靠近，直到创面相互吻

合。当患者创面愈合后直接缓慢揭去该多辅助功能创缘和

管口闭合扣即可。

3 讨 论 

 创面愈合是一个连续而复杂的过程，包括凝血期、炎症

期、修复期及重塑期，任一阶段受到干扰或中断将导致创面

愈合不良［4-5］。创面愈合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营养、异物、

手术操作、不当换药、感染及诸如疼痛、不良预后所致的心

理压力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手术切口作为外科常见的创面

来源之一，其切口感染率也不可小觑。一旦发生创面感染，

拆线、清创、引流、抗菌抗炎等流程必不可少。在常规感染

创面处理流程中，感染控制后的再次缝合，为创缘对合、生

长创造了条件。然而，反复多次的创口处理所伴随的剧烈疼

痛，早已让患者身心俱疲，而关键缝合步骤的到来，则成为压

垮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患者往往表现得十分抗拒与烦躁。

同样，引流管拔管后出现长期渗漏的患者也存在基本类似的

不良体验。此外，反复处理过的创面对合张力相对较高。在

近期，缝线拉合后的创缘往往会因张力较高而引起持续疼

痛，严重影响患者休息。在远期，这将大大增加患者蜈蚣瘢

痕的发生率。鉴于此，我们设计了一种操作简单且具有多辅

助功能的创缘和管口闭合扣。多辅助功能主要由敷料层发

挥作用，其主要由导电水凝胶包裹的缓释药物构成。其中，

导电水凝胶是一种创口细胞电信号传导媒介，具有促进细胞

黏附、增殖和分化等作用［6］。此外，缓释药物类型可因具体

临床需求而选配，其主要作用为镇痛、消毒抗菌、保湿等（但

不限于此），从而为切口细胞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多辅助

功能创缘和管口闭合扣在实现对创缘、管口有效闭合的前

提下，亦可达到镇痛、抗菌及促进切口生长的良好效果，具

有潜在的临床推广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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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为块体一，2 为块体二，3 为拉紧机构，4 为粘接层，5 为带体，6 为毛面，7 为钩面，8 为滑道，9 为海绵层， 

10 为敷料层，11 为保护膜，12 为揭角，13 为创面，14 为创面情况

图 1 多辅助功能创缘和管口闭合扣（A）及其模拟应用（B）三维模型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