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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指再植与非断指再植对手指末节完全离断的疗效比较

邢鸿基

[摘要]目的:比较断指再植与非断指再植在手指末节完全离断伤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286 例行手指末节完全离断手术患者

中,观察组 112 例(118 指)行断指再植术,对照组 174 例(183 指)行非断指再植术(包括皮瓣修复、原位缝合以及残端修整)。
比较 2 组患者的指体美观、指甲长度、两点辨别觉、远端指间关节活动度以及手指感觉。 结果:观察组成活率为 97. 46% ,对照

组为 94. 54% ,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术后 6 个月观察组指甲长度、两点辨别觉、远端指间关节活动度及手指感

觉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手指各关节活动度优良率为 97. 39% ,高于对照组的 77. 86% (P < 0. 05)。 结论:严格

遵循不同术式的适应证和技术要求,是取得临床治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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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replantation
and non鄄replantation on the amputated distal finger

XING Hong鄄ji
(Department of Surgery,The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Xiangqiao,Chaozhou Guangzhou 52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replantation and non鄄replantation of amputated finger on the amputated
finger in the distal finger. Methods:Among the 286 patients treated with distal finger complete disconnection operation,the 118 fingers
(112 cas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eplantation,the 183 fingers(174 case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non鄄
replantation(including skin flap repair,suture in situ and stump dressing). The figure appearance,nail length,two鄄point discrimination,
distal interphalangeal joint motion and finger sens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survival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and control group were 97. 46% and 94. 54%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nail length,two鄄point discrimination,DIPJ activity and finger sen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months of operation(P < 0. 01). The excellent rates of finger joints activ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7. 39% and 77. 86%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Strictly
following the indications of different operation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re the key of the success of the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replantation;amputated finger;complete separated injury

摇 摇 末节手指完全离断伤的发病率约为 20% [1]。
目前,尽管断指再植手术的成功率已高达 96% [2],
但仍有不少医生采用残端修整或皮瓣修复等非断指

再植手术方式来治疗手指末节完全离断伤。 由于手

指末节指体的特殊性,越来越多的患者要求再植指

体以保留指甲的完整、指体的美观和功能的完善。

我们对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 286 例在我院接

受手指末节完全离断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比较断指再植和残端修整等非断指再

植治疗的临床疗效。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手指末节完全离断患者 286 例共

301 指,均符合诊断标准,排除严重心、肝、肾功能不

全及精神疾病者。其中,观察组112例(118指)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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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指再植术,对照组 174 例(183 指)行非断指再植

术(包括皮瓣修复、原位缝合以及残端修整)。 观察

组男69 例,女 43 例;年龄 21 ~ 62 岁。 致伤原因:切
割伤 27 例,挤压伤 70 例,撕脱伤 15 例,其他 6 例。
伤后至术前时间 2. 0 ~ 6. 5 h。 损伤指别:拇指 24
例,示指 35 例,中指 22 例,环指 31 例,小指 6 例。
末节断指根据分型标准[3]:域型 43 例,芋型56 例,
郁型 19 例。 对照组男 102 例,女 72 例;年龄 16 ~
57 岁。 致伤原因:切割伤 43 例,挤压伤108 例,撕脱

伤 24 例,其他 8 例。 伤后至手术时间 1. 2 ~ 7. 0 h。
损伤指别:拇指 33 例,示指 52 例,中指 34 例,环指

46 例,小指 18 例。 末节断指依据 Iskikawa 分型:域
型 51 例,芋型 89 例,郁型 43 例。 2 组患者性别、年
龄、致伤原因、术前时间、损伤指别和末节 Iskikawa
分型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手术方法 摇 2 组手术由同组医生完成。 对照

组采用原位缝合、皮瓣修复或残端修整等方法给予

治疗。 观察组臂丛麻醉,上止血带,常规消毒清创

后,直视下复位末节指骨,用 1 枚克氏针过指间关节

固定,在显微镜下再彻底清创 1 遍,按照骨骼指动脉

-肌腱 -指神经 -指掌侧静脉 -掌侧皮肤的顺序方

法进行再植,而指尖的再植不用缝合肌腱,根据血管

损伤情况尽量选用优势侧血管吻合,吻合一侧指动

脉、远侧指静脉以及一侧指动脉于离断手指静脉的

吻合。 用 12 / 0 无损伤缝合线吻合,见管腔吻合可,
松解止血带后见过血可,末梢血运恢复后再用 3 / 0
线间断缝合伤口,再植完毕。 2 组术后均注意手部

保暖、抬高患肢及禁止吸烟;同时给予辅助镇痛治

疗,必要时镇静治疗。 观察组常规给予抗感染、抗
凝、预防血管痉挛治疗;术后 24 h 密切注意断指血

运,及时处理血管危象。 术后 6 周拔除克氏针,加强

功能锻炼。
1. 3摇 观察指标摇 术后 6 个月观察 2 组患者的再植

指外形、指甲生长情况、两点辨别觉、远端指间关节

活动度(DIPJ)及手指感觉等指标。 两点辨别觉参

照英国医学研究会标准[4] 进行评定;手指感觉按照

总主动活动度标准[5] 进行评定。 手指各关节活动

度参照 TAM 标准进行评定。
1. 4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忆检验、 字2 检验和秩和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术后早期结果比较 摇 观察组 118 指

中,3 指发生血管危象经治疗无效而再植失败,成活

率 97. 46% (115 / 118)。 对照组 183 指中 85 指行原

位缝合,其中 10 指因血管危象治疗无效而坏死,成
活率 88. 23% (75 / 85);59 指行皮瓣修复,其中 4 指

因皮瓣坏死而残端修整,成活率 93. 22% (55 / 59);
其余 39 指行残端修整;对照组总成活率为 94. 54%
(173 / 183)。 2 组切口均玉期愈合。 2 组成活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 = 1. 48,P > 0. 05)。
2. 2摇 术后随访 摇 286 例患者均获术后随访。 观察

组随访 12 ~ 18 个月,随访 6 个月时有 8 例指甲畸

形;另有 6 指因神经抽出而出现指体部分萎缩;其余

各指指甲、指腹外形饱满圆润、指体无明显萎缩、指
甲生长基本平整。 对照组随访 6 ~ 14 个月,随访

6 个月时对照组中除行原位缝合术的指体外形稍好

外,行皮瓣修复与残端修整的手指均有不同程度的

萎缩、变细、指甲生长均不平整。 术后 6 个月观察组

指甲长度、两点辨别觉、DIPJ 及手指感觉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观察组手指各关节

活动度中,优 72 例,良 40 例,可 3 例,优良率为 97.
39% (112 / 115);对照组手指各关节活动度中优 77
例,良 32 例,可 31 例,优良率 77. 86% (109 / 140):
观察组优良率高于对照组(uc = 2. 29,P < 0. 05)。

表 1摇 2 组末节完全离断指患者术后 6 个月疗效评价指标比较

分组 断指数
指甲

长度 / mm
两点辨别觉 / 摇

mm摇
远端指间

关节活动度 / 毅
手指感觉 / 指

S1摇 摇 S2摇 摇 S3摇 摇 S3 + 摇 S4摇

观察组 118 15. 6 依 2. 7 4. 6 依 0. 3 62 依 4 100 0 5 11 2

对照组 183 11. 9 依 2. 2 7. 4 依 0. 6 45 依 3 174 2 5 2 0

t忆 — 12. 46 53. 59 39. 55 3. 18*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uc 值

3摇 讨论

摇 摇 手指末节完全离断伤指的是手指末节指骨骨折

或脱位,与近端指骨完全离断,断面无任何组织相连

或仅有少量组织相连,在清创时必须切断使之没有

连续性[6]。 作为发病率较高的一类手外伤,其在基

层医院中十分常见。 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残端修整

术,然而术后的指端触痛、瘢痕、指甲缺损以及神经

瘤等后遗症的形成也促进了皮瓣修复及原位缝合术

的发展[7]。 皮瓣修复及原位缝合尽管可以改善残

端修整的一些后遗症,但成活率均不理想[8]。 随着

显微外科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以及人们对断指再植

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手指末节的断指再植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 临床实践表明,末节断指再植不仅成

活率高,指体外形、功能以及指尖的感觉功能均能够

96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6 年 1 月第 41 卷第 1 期



获得较理想的恢复[9]。 本研究结果显示,再植手术

与非再植手术成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2 组术

后优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再植手术患者的指

腹外形、指甲平整程度、两点辨别觉等指体功能

更优。
残端修整或皮瓣修复等非断指再植手术方式可

对撕脱、绞伤、挤压等各原因导致的手指末端离断进

行手术,无严格的适应证要求。 断指再植适应证的

正确选择对于手术的成功至关重要[10]。 离断的手

指应具有一定的完整性,无严重破坏的血管、神经及

肌腱。 因此,对于切割伤均应行再植手术,而对于碾

轧或撕裂严重伴有淤斑的离断指,静脉回流障碍是

影响其存活的主要原因。 如果指体损伤较轻,即使

有淤斑但仍不失再植机会;若指体挫伤严重,血管床

损伤明显时则不宜再施行再植手术。 本研究中,观
察组中 2 指即因指体受挤压严重,再植时出现坏死

而手术失败。 此外,断指的离体时间应掌握在 6 ~
8 h,如离体时间较长应给予天然干冻或冷藏以避免

组织发生变性。
显微镜下的彻底清创不但能够减少感染的机

会,同时也为组织修复创造了条件[11]。 因此既是施

行手术的前提条件,也是手术成功的基础。 在显微

镜下彻底清创的同时应对探查的手指血管、神经做

好标记,以便于复位时找寻及吻合。 对于血管的吻

合,操作时应力求稳、准、轻、巧。 并且不论是采用顺

行法还是逆行法,其关键是动静脉血循环的建立。
在观察组中均先吻合 1 根掌侧动脉,松开止血带后

观察血供是否通畅。 待断指血供恢复后,血管中残

存的少许血凝块及部分缺氧代谢产物随之排出后再

吻合静脉建立回流。 对于动静脉长度不足的断指再

植,可以尽量沿血管多分离一些,如果无法进一步分

离则应采取短缩指骨来减少血管张力。 而观察组中

失败的 1 例,术后分析后认为是由于血管张力较大,
再灌注不足而造成的坏死。

术后科学合理的功能锻炼也是断指再植术后手

指功能恢复的关键之一[12]。 观察组患者均在术后

第 5 天开始进行患手腕关节、健指的指间关节与掌

指关节的主动运动。 在术后第 14 天,除继续活动患

手各个正常关节外,患指在健指的配合下开始做小

幅度的主动伸屈功能锻炼。 过渡至术后第 21 天,开
始进行患指的大幅度主动活动。 术后第 42 天左右

拔除克氏针,配合适当的红外线理疗逐渐加大主动

及被动的伸屈指活动。
综上,在末节离断手指的临床治疗工作中,对于

有适应证的末节断指患者,除患者坚决放弃再植外,
均应积极进行再植手术以恢复手指功能。 而对于无

再植条件的患者,为保留手指的原有长度及外观也

应尽量给予原位缝合或皮瓣修复,不要轻易进行残

端修整。 严格遵循每种术式的适应证和技术要求,
是取得临床治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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