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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动脉化静脉皮瓣修复手指软组织缺损的临床研究
杨正禄

艾名洋

【 摘要】

目的

胡远会

林琅山

讨论动脉化静脉皮瓣和指背筋膜皮瓣修复手指软组织缺损的临床疗效ꎮ 方法

选

择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本院收治的手指软组织缺损患者 ４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２０ 例ꎮ 观察组选择动脉化静脉皮瓣修复ꎬ对照组采用指背筋膜皮瓣修复ꎮ 对两组患者
的皮瓣成活率、术后皮瓣反应分度、手指功能恢复优良率及治疗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ꎮ 结果

观察组和对

照组患者手指功能恢复优良率分别为 ９５.０％和 ６５.０％ꎬ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皮瓣成活率分别为 １００.

０％和 ８０.０％ꎬ观察组患者术后皮瓣反应分度显著优于对照组ꎻ同时两组患者对于皮瓣外形、手部功能和供
区恢复程度的治疗满意度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动脉化静脉游离皮瓣在修复手指

皮肤缺损中手术创伤小ꎬ尤其是供区能够直接缝合ꎬ术后皮瓣存活率高ꎬ功能恢复好ꎬ是一种较好治疗手指
软组织缺损的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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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结构特点为软组织较少ꎬ外伤引起的软组织缺损常
伴有骨质肌腱外露ꎬ需要皮瓣修复ꎮ 传统采用的是带蒂皮瓣
修复ꎮ 自从动脉化静脉皮瓣模型成功建立

[１]

ꎬ临床研究应用

的不断深入ꎬ尤其是显微技术的持续发展ꎮ 在游离皮瓣越来
越可靠的运用于临床背景下ꎬ动脉化静脉皮瓣因具有诸多优
点ꎬ比如皮瓣质地满意ꎬ切取简单ꎬ供区处理简便等而受到重

中男 １３ 例ꎬ女 ７ 例ꎻ年龄 ２１ ~ ４５ 岁ꎬ平均( ２９.７２±６.１０) 岁ꎬ手
指缺损面积约 １.８ ~ ８.５ ｃｍ２ ꎬ平均(４.９０±０.６０) ｃｍ２ ꎮ 所有入选
患者均为手指缺损创面有程度不等的骨骼或肌腱外露ꎬ具备
手术指征ꎬ皮瓣适应症明确ꎮ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２.手术方法:(１) 观察组:臂丛麻醉起效后ꎬ患指( 受区)

视 [２￣３] ꎮ 本研究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本院收治的

创面彻底清创ꎬ预先游离出可供吻合的指固有动脉 １ 条及静

脉化静脉皮瓣及指背筋膜皮瓣修复ꎬ对两种修复术的疗效进

大 ２０％ꎬ其内包含有至少 ２ 条相对平行静脉ꎬ术中切开皮肤后

４０ 例手指部软组织缺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别采用动

脉 １ ~ ２ 条ꎬ然后于前臂掌侧方设计皮瓣ꎬ皮瓣比缺损创面放
游离出皮瓣两端的静脉干ꎬ在深筋膜浅层掀起皮瓣内静脉ꎬ并

行对比分析ꎬ现报道如下ꎮ

根据术中需要向两端分离合适长度ꎬ再将皮瓣完整游离后顺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本院收治的

行放置于手指创面ꎬ显微镜下仔细操作ꎬ皮瓣内的一条相对细

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２０ 例ꎮ 所有患者术前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条较粗的静脉近端与指背近端静脉吻合ꎬ远端结扎ꎮ 皮瓣内

岁ꎬ手指缺损面积 ２.０ ~ ８.４ ｃｍ ꎬ平均(５.０±０.５０) ｃｍ ꎮ 对照组

供区无张力下直接闭合ꎮ (２) 对照组:臂丛麻醉起效后ꎬ患指

手指软组织缺损患者 ４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小的静脉与指固有动脉吻合后作为动脉血通道ꎬ另一条或多

观察组中男 １５ 例ꎬ女 ５ 例ꎻ年龄 １８ ~ ３９ 岁ꎬ平均(２８.５２±６.４０)

所携带皮神经直接与指固有或指背神经进行吻合ꎮ 前臂掌侧

２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０５ 广东深圳ꎬ深圳市松岗人民医院
通信作者:杨正禄ꎬＥｍａｉｌ:ｍ１３６２２３８８９３９＠ １６３.ｃｏｍ

２

( 受区) 创面彻底清创ꎬ根据手指缺损部位、大小ꎬ在患指背部
近节或中节( 供区) 设计皮瓣ꎬ术中遵循“ 点、线、面” 切取原
则ꎬ以手指远指间关节侧方指动脉穿支的穿出点作为皮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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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点ꎬ旋转点至掌指关节的桡背侧或尺背侧连线作为轴心
线ꎬ切取皮瓣面积应较缺损区放大 １５％ ~ ２０％ꎮ 注意不超过

患指两侧正中线ꎮ 术中将皮瓣四周切开ꎬ由近至远方向在伸
肌腱浅面掀起ꎬ分离皮瓣至旋转点ꎬ蒂部注意保留 ０.５ ｃｍ 的
筋膜组织ꎬ皮瓣旋转至创面覆盖ꎬ丝线缝合固定ꎬ供区缺损于
前臂内侧切取全厚皮片移植修复ꎮ ( ３) 术后处理:术后石膏

托固定患肢ꎬ太阳灯照射ꎬ常规“ 三抗” 等治疗ꎬ监测皮瓣血
运ꎬ及时对症处理ꎮ

３.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定标准:( １) 皮瓣成活率ꎬ统计各组

患者术后皮瓣成活例数ꎬ计算百分比ꎮ ( ２) 根据毛细血管反

应、皮瓣颜色、皮纹、水泡、血泡及结痂等情况ꎬ术后皮瓣反应
分度 [４] ꎬ即轻度、中度、重度及坏死 ４ 度ꎮ (３) 治疗满意度ꎬ参
照视觉模拟评分法 [５] ꎬ评价指标包括皮瓣外形、手部功能及

供区恢复程度ꎬ每项分值为 ０ ~ １０ 分ꎬ以 > ８ 分判定为满意ꎮ
(４) 手指功能恢复优良率ꎬ按 ＴＡＭ 法的标准评价伤指运动障
碍失能的百分比 [６] ꎬ记录优良率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手指功能恢复优良率、皮瓣反应分度、治疗满意度等计
数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比较进行 χ２ 检验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第 １ 天均可见皮瓣轻度肿胀ꎬ渗血ꎬ颜色淡

红ꎬ２ ｄ 后皮瓣出现程度不等肿胀加重ꎬ部分皮瓣周缘出现水

泡ꎬ淤斑ꎬ经过拆线减压、皮瓣放血、抬高患肢等处理ꎬ３ ~ ５ ｄ
后皮瓣色泽转红润ꎬ肿胀及淤斑逐渐消退ꎮ 两组病例均随访

３ ~ １２ 个月ꎬ平均随访(７.２６±１.１３) 个月ꎮ

１.两组患者术后皮瓣成活率比较:观察组成活率为 １００.

０％(２０ / ２０) ꎬ对照组为 ８０.０％ ( １６ / ２０) ꎬ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χ２ ＝ ４.４４４ꎬＰ ＝ ０.０３５<０.０５) ꎮ
２.两组患者手功能恢复优良率的比较:观察组有 １５ 例患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义( χ２ ＝ ３.９０６ꎬＰ ＝ ０.０４８<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３.两组患者术后皮瓣反应分度比较:实验组患者术后皮
瓣的反应分度显著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
０２５ꎬＰ ＝ ０.００５<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４.两组患者的治疗满意度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满意度比

较ꎬ皮瓣外形、手部功能、供区恢复程度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１６１ꎬＰ ＝ ０.０２３ꎻ χ２ ＝ ４.９０２ꎬＰ ＝ ０.０２７ꎻ χ２ ＝ １０.

８ꎬＰ ＝ ０.００１ꎻＰ 均<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两组患者手指功能恢复优良率比较[ ｎ( ％) ]

表１

组别
实验组( ｎ ＝ ２０)

优

良

可

差

１１

２

５

２

１５

对照组( ｎ ＝ ２０)
χ２ 值

４

１

０

优良率

１９(９５)
１３(６５)
３.９０６

<０.０５

Ｐ值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皮瓣反应分度比较[ ｎ( ％) ]

组别
实验组( ｎ ＝ ２０)

轻度

１８(９０)

对照组( ｎ ＝ ２０)
χ２ 值

５(２５)

中度

１(５)

５(２５)

重度

坏死

７(３５)

３(１５)

１(５)

０

８.０２５

<０.０５

Ｐ值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满意度比较[ ｎ( ％) ]

组别

皮瓣外形

手部功能

供区恢复程度

实验组( ｎ ＝ ２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００)

２０(１００)

５.１６１

４.９０２

对照组( ｎ ＝ ２０)
χ２ 值
Ｐ值

１２(６０)
<０.０５

１４(７０)

<０.０５

１０(５０)
１０.８

<０.０５

三、典型病例

患者ꎬ男ꎬ３４ 岁ꎬ热压伤后中指缺损约 ４.２ ｃｍ２ ꎬ伸肌腱及

者的手功能恢复为优ꎬ４ 例为良ꎬ优良率为 ９５.０％ ( １９ / ２０) ꎻ对

部分骨皮质缺损( 图 １) ꎬ根据创面缺损面积于同侧前臂掌侧

０％(１３ / ２０) ꎮ 两组患者的手功能恢复优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良好( 图 ４ ~ ５) ꎮ

照组有 １１ 例患者的手功能恢复为优ꎬ２ 例为良ꎬ优良率为 ６５.

讨论 手作为劳动工具ꎬ容易受创伤引起手指软组织缺
损ꎬ传统的带蒂皮瓣、随意皮瓣修复后常有臃肿、植皮、外形难
看等诸多缺点ꎮ 静脉皮瓣优势在于皮肤较薄、脂肪少ꎬ成活后
不臃肿ꎬ外形相对美观ꎬ无需植皮ꎬ且该皮瓣切取时无需损伤
动脉、可多部位广泛取材ꎬ对于修复软组织缺损具有较高的治
疗价值 [７] ꎮ

动脉化静脉皮瓣的存活机制ꎮ 人体组织正常供血ꎬ是由
动脉灌流至毛细血管组织进行营养交换ꎬ再回流至静脉的生
理性血循环ꎬ而静脉皮瓣内是一种由静脉灌流又回流至静脉
的非生理性血循环ꎬ由此被称为非生理性血循环皮瓣ꎬ其血液
循环方式为海潮营养方法ꎮ 已经证实ꎬ相对于人体其他组织ꎬ

预先设计并切取动脉化静脉皮瓣( 图 ２ ~ ３) 皮瓣移植后成活

皮肤软组织对缺氧耐受力较强ꎬ因此较少的营养能量代谢也
能维持皮肤软组织( 皮瓣) 的存活ꎮ 纪树荣等 [８] 认为皮瓣营
养物质来源有三条途径ꎬ保障皮瓣的存活ꎮ 部分学者 [９] 对皮

瓣供血及回流血管内的血液分别进行了 ＰａＯ２ 、ＰａＣＯ２ 、ｐＨ 值
及乳酸浓度的测定并比较ꎬ结论是皮瓣内存在代谢活动ꎬ血液
在皮瓣组织内成功进行了营养物资交换ꎮ
动脉化静脉皮瓣与指背筋膜皮瓣等传统皮瓣比较的优
势ꎮ 通过临床应用研究ꎬ两组之间皮瓣成活率ꎬ手指功能恢复
优良率等之间的差异ꎮ 本研究体会到动脉化静脉皮瓣有以下
优势:(１) 传统带蒂皮瓣如指背筋膜皮瓣一旦发生血管危象ꎬ
往往出现皮瓣坏死却无可奈何的危险境地 [１０] ꎮ 而动脉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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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皮瓣血管危象发生率较低( ２％) ꎬ发生后也可以及时探查
血管ꎬ挽回危局ꎮ (２) 当前臂作为供区时ꎬ动脉化静脉皮瓣在
修复创面 同 时 可 以 携 带 复 合 组 织 ( 包 括 皮 神 经、 掌 长 肌 腱
等) ꎬ达到针对性的修复复合缺损创面 [１１] ꎬ简而言之就是“ 缺
什么ꎬ补什么” ꎮ (３) 动脉化静脉皮瓣供区切取表浅ꎬ不损伤
重要组织ꎬ可直接缝合而无需植皮ꎬ而指背筋膜皮瓣等传统带
蒂皮瓣供区损伤较大ꎬ或者影响其下组织导致功能受限ꎬ或者
局部植皮影响美观等诸多缺点ꎮ ( ４) 血管蒂长ꎬ位置表浅而
恒定ꎬ皮瓣易于切取ꎬ且静脉口径与指动脉比较匹配ꎬ吻合成
功率高ꎻ(５) 皮肤较薄ꎬ弹性好ꎬ与手指皮肤结构非常接近ꎬ 因
此术后皮瓣不臃肿ꎬ外形较美观ꎮ
治疗经验总结ꎮ 本研究认为动脉化静脉皮瓣在临床应用
中需要注意:(１) 优先选择前臂远端偏尺侧显露处切取皮瓣ꎬ
该处浅静脉集中并表浅ꎬ同时血管管径与缺损部位血管接近ꎬ
利于血管吻合ꎮ (２) 熟练的显微外科吻合技术进行回流静脉
吻合ꎬ并保证足够数量回流静脉ꎬ避免皮瓣淤血坏死ꎮ ( ３) 术
中彻底清除缺损创面遗留的污染及坏死组织ꎬ降低感染风险ꎬ
以期加快皮瓣与受区毛细血管的建立速率 [１２] ꎬ提高皮瓣成
活ꎮ (４) 切取皮瓣时应比照缺损面积放大 １５％ ~ ２０％ꎬ避免术
后张力过大导致皮瓣成活率不佳 [１３] ꎮ ( ５) 皮瓣留置引流片ꎬ
尽量减轻皮瓣下淤血及血肿量ꎮ (６) 术后密切观察皮瓣血运
状态ꎬ尽早发现可能出现的动静脉危象ꎬ早期治疗ꎮ
总之ꎬ动脉化静脉游离皮瓣在修复手指皮肤缺损中ꎬ手术
创伤小ꎬ尤其是供区能够直接缝合ꎬ术后皮瓣存活率高功能恢
复好ꎬ是一种较好治疗手指软组织缺损的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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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五肽联合红霉素、阿奇霉素序贯治疗对难治性肺炎
支原体肺炎患儿的免疫功能、炎性因子的影响
徐小雅

马中梅

【 摘要】

目的

邱慧科
探讨胸腺五肽联合红霉素、阿奇霉素序贯治疗对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者的免疫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 ８６ 例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

功能、炎性因子的影响ꎮ 方法

儿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３ 例ꎮ 对照组采用红霉素、阿奇霉素序贯治疗ꎬ
观察组联合应用胸腺五肽治疗ꎮ 对比两组主要临床表现的缓解时间ꎻ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 Ｔ 淋巴细胞亚
群和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ꎮ 结果

观察组发热、咳嗽、肺部啰音、肺部 Ｘ 线阴影缓解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

(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治疗后 ＣＤ３ 、ＣＤ４ ＋ 均显著高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ꎬ而 ＣＤ８ ＋ 显著低于治疗前和对照
＋

组治疗后(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治疗后的 ＩｇＡ、ＩｇＧ、ＩｇＭ 高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ꎬ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治疗后 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ＩＦＮ－γ 显著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胸

腺五肽联合红霉素、阿奇霉素序贯治疗可改善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免疫功能ꎬ减轻炎症反应ꎬ提
高临床疗效ꎮ
【 关键词】

胸腺五肽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

红霉素ꎻ

阿奇霉素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ꎻ

免疫功能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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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是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常见病原体ꎮ 目前多认

炎性因子

为ꎬ经过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 １ 周后ꎬ病情仍未得到有效控
制的肺炎支原体肺炎为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ꎮ 流行病学调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００ 广东深圳ꎬ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人民医院儿科

查显示ꎬ儿童肺炎支原体的感染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１] ꎬ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