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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手指Ⅱ~Ⅴ度缺损的美学再造临床应用研究
宋付芳，王文刚，巫文强，胡湘元，王旭东

(东莞市塘厦医院整形手足外科，广东 东莞 523721)

【摘要】 目的 探讨应用显微外科组合移植技术及美容外科技术再造拇手指的方法与疗效。方法 对2016

年1月至2018年5月来东莞市塘厦医院整形手足外科就诊的急慢性拇手指缺损的20例22指患者，采用踇甲瓣、第

二足趾趾间关节、髂骨块等复合组织组合移植技术进行拇手指再造，运用美容外科思维进行设计和操作，并配合系

统的术后康复治疗。其中拇指9指，示指6指，中指7指。术后按照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拇、手指再造功能评定试

用标准进行功能评定。结果 所有再造指均顺利存活，患者对再造指及足部损伤外观功能均满意。全部20例22

指，14指为优，8指为良。结论 综合运用整形、显微、美容及康复技术进行手指再造对再造指的外观改善明显，患

者接受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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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工伤事故发生率逐

年提高，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各类

外伤导致的手指缺损在手外伤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

手指缺损导致的手功能障碍给社会、家庭和个人的经

济、精神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受伤指外形的修复要求也越来越

高。如何提高手指缺损的修复水平，让修复后的手指

外形接近正常，同时具有一定的关节功能，让患者恢

复社交的自信心，重返工作岗位，是摆在医务工作者

及科研人员面前的一项非常有学术价值、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的课题。2016年 1月至 2018年 5月，我院针

对急慢性各型拇手指缺损的患者采用组合移植的方

法进行拇手指再造，取得良好的手术效果。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例急慢性手指缺损患者共 22

指，男性17例19指，女性3例3指；年龄22~48岁，平均

27.5岁。拇指9指，其中Ⅱ度缺损2指，Ⅲ度缺损4指，

Ⅳ度缺损2指，Ⅴ度缺损1指；示指6指，中指7指，示、

中损伤情况：Ⅱ度缺损3指，Ⅲ度缺损4指，Ⅳ度缺损3

指，Ⅴ度缺损2指；入组病例均为成人，无手术禁忌。

1.2 手术方法

1.2.1 受区创面 (1)根据参照健侧对应指对伤指

指别，掌握手指缺损的分度，测量出手指缺损的长短、

缺损区指间关节及各指节中间区的周径、残存指节的

长度及残存指骨的大体长度，并作好记录。(2)急诊病

例需对创面进行彻底清创。残端骨扩髓，锉平残骨骨

端，找到并标记伤指两侧的指固有动脉、指神经，伸、

屈肌腱及手背或手背供区静脉 2~3 条。(3)受区移植

组织设计原则。根据手指缺损分度及测量的数据，在

同侧或对侧踇趾设计踇甲皮瓣作为受区软组织覆盖；

拇手指缺损涉及指间关节，切取与踇甲皮瓣携带同侧

的第 2趾近侧趾间关节重建指间关节，原则上第 2趾

间关节切取时近、中节趾骨从趾骨中间横断，横断位

置可根据手指残存指的长度进行微调；拇、手指为Ⅴ

度缺损的，拇指只重建指间关节，其他手指重建近侧

指间关节。(4)骨支架的重建。根据测得的伤指对应

的健指各节指骨的长度数据和截取的第 2趾近、近节

趾骨的长度，计算出骨缺损的长短，取髂骨条修整后

串联填充；对Ⅱ、Ⅲ度拇手缺损的病例，末节指骨缺损

可根据情况，在切取踇趾甲皮瓣时直接携带部分末节

趾骨建立骨支架。(5)伤指残存骨与移植关节间、移植

关节与髂骨条之间采用两枚直径 1.0 mm的克氏针交

叉固定。(6)修复伸、屈肌腱，屈指间一般只修复指浅

屈肌腱。(7)吻合动、静脉血管及指-趾底神经。吻合

血管配对：第一跖背、跖底动脉-拇主要动脉、拇指尺

侧指固有动脉；第一跖背、跖底动脉-示指尺侧动固有

动脉、中指桡侧或尺侧指固有动脉；足背浅静脉-指

背、手背静脉2~3对。(8)观察血运，缝合皮肤创面，放

置皮片引流，包扎伤口，石膏托固定。

1.2.2 供区创面 (1)踇趾甲皮瓣供区软组织创

面采用足背、足底内侧岛状皮瓣逆行转移修复，或切

取腹股沟区携带旋髂浅、旋髂深动脉及其伴行静脉

的超薄皮瓣游离移植修复；(2)第2趾骨缺损区根据缺

损骨质大小用切取的髂骨修剪填充并用克氏针固

定；(3)供足石膏托固定制动。

1.3 术后处理

1.3.1 一般手外科术后常规处理 卧床休息，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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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患肢，烤灯照射、活血抗凝预防感染治疗。

1.3.2 物理及功能康复治疗 (1)术后 5~14 d 使

用背侧保护性支具，将腕关节中立位，MP 关节屈曲

45°~50°，PIP和DIP关节伸直位，并根据需要系列调整

支具的位置；开始进行早期保护性活动；所有未受伤

关节进行 AROM 和 PROM 练习。(2)术后 14~21 d 开

始静力性肌肉舒缩练习。(3)术后3~4周伤口愈合，开

始疤痕按摩；使用弹性黏带和向心性按摩帮助消肿；

继续保护性AROM和PROM练习；根据X片检查情况

去除内固定针。(4)术后4~5周，腕中立位进行全手指

屈曲练习；开始腕关节的AROM和PROM练习；继续

使用弹性自黏带和向心性按摩以帮助消肿；开始神经

肌肉刺激治疗。(5)术后第 5~6周，继续疤痕治疗；开

始腕关节和手指关节同时屈曲、伸直练习；开始轻度

的抗阻力运动和肌腱滑移练习；并根据情况使用动力

型支具；如有必要，夜间安装掌侧伸直位支具防止屈

肌腱挛缩黏连；开始轻度的功能锻炼。(6)术后 6~12

周不再使用保护性支具，继续轻量功能锻炼；8周后开

始感觉测试，每 5~6周测试一次，监测神经生长情况；

(7)术后12周开始模拟工作训练，并根据情况使用动力

型支具帮助增加关节的活动度。治疗需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1.4 评价方法 参照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拇

手指再造功能评定试用标准[1]进行手功能观测评定，

对入组病例术后从功能活动度、再造指力量、感觉测

定、手使用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是分别对

每指的功能活动度、再造指指力、感觉测定及手使用

情况的评分结果相加，分为优(13~15分)、良(9~12分)、

可(5~8分)、差(4分及以下)四个等级。

2 结 果

本组患者移植组织均顺利存活，其 4例再造手指

及 3例供区趾移植的皮瓣术后早期出现软肿胀、水泡

等静脉回流障碍表现，均采用拆线减张二期创面缝合

方法解决。术后3~6周根据X片检查情况拔除内固定

的克氏针；8周内骨断面基本愈合，未出现骨不连或延

期愈合；所有病例经过1~15个月随访，再造手指外形

逼真，指腹饱满有弹性，感觉恢复，两点辨别觉为5.7~

7.2 mm，平均6.3 mm，且具有一定的指间关节活动度；

足部供趾外形基本正常，移植皮瓣耐磨性好，走行无

不适症状。按照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拇手指再造

功能评定试用标准[1]进行手功能观测评定，20例22指

14指为优，8指为良。 典型病例见图1。

图1 患者，男，42岁，因右拇、示指冲床致伤1 h急诊入院。诊断：右手冲压伤，右拇指Ⅲ°缺损，右示指末节开放性骨折。手术取同侧踇甲皮瓣+
第二趾近侧趾间关节游离移植再造右拇指

注：A，伤情；B、C，组织切取；D、E，术后供受区情况；F，术后1个月。

3 讨 论

从 1966年杨东岳等通过吻合血管的方法行第二

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获得成功以来，该术式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及演变 [2-6]。通过这些整形手术方式，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再造指的外形，但距离原指外形仍有

较大差异，同时增加了手术瘢痕。学者们的研究越来

越看重再造指的外形逼真，同时，组合移植近来被广

泛的研究[7-8]。2011年王增涛等[9]和孙文海等[10]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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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全形再造的概念，从不同部分设计取材，通过组

合移植再造出外形与功能近似正常的手指的全形再

造方法，并在临床上取得成功。对于再造指甲的外形

改善，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王增涛等[11]运用双

踇趾甲骨皮瓣拼合法再造手指，从而改善再造指甲外

形及两侧甲襞的对称性；郭翱等[12]和李小军等[13]运用

指甲延长术，改善再造指甲的外观。

3.1 本术式的特点 (1) 既注重再造指的外形功

能的恢复，也考虑到对供区足趾的外形功能的维持。

(2)针对不同的手(拇)指缺损进行分度，分别作出不同

的手术方案设计，从而形成系列的治疗方案；(3)设计

方案方便灵活。将踇甲瓣(或带足背皮瓣的踇甲瓣)、

带血管蒂的第二趾骨关节、髂骨条进行分开切取，进

行组合移植，能根据再造指的要求任意设计再造指的

长度及外形；(4)用游离髂骨条填充修复供区趾骨关节

的缺损，用多种皮瓣移植技术修复供区软组织创面，

能最大限度地维持供足的外形功能；(5)将整形外科、

美容外科技术应用到手外科领域。应用整形美容外

科的手术切取、缝合技术等操作技术以及术后对创面

瘢痕的预防和治疗观念及技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术

后供受区的瘢痕形成。

3.2 本术式的不足 由于手术操作涉及多个皮

瓣、关节的切取、移植，手术操作需要一个配合熟练的

团队，手术时间相对较长，增加了术后出现感染等并

发症的机会。

3.3 注意事项 (1)为恢复再造指的外形与健侧

一致，包括手指总长度、各节指的长度，粗细、指甲大

小形状，术前测量及术中对甲皮瓣趾甲部分的设计

切取及对骨关节骨面截取填充时注意反复测量，尽

量减少误差；(2)残存指与移植的第 2 指近侧骨面存

在截面不匹配的情况，需对残存骨面进行修整；(3)再

造手指涉及两个关节时，拇指重建指间关节，其他手

指只重建近侧指间关节，拇指掌指关节或其他手指的

远侧指间关节处的骨质稍向掌屈，类似功能位固定；

(4)所有的组织切取、缝合，均严格按照整形外科操作

技术，力求创面修复平整，吻合口对合整齐；必要时

可根据再造指外观恢复情况，半年后进行整形手术

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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