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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面部游离组织瓣移植术后血管危象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

刘摇 畅,张摇 凯,徐锦程,吴志刚,杨东昆,胡摇 凯

[摘要]目的:探讨影响口腔颌面部游离组织瓣移植术后出现血管危象的危险因素。 方法:对 226 例利用前臂皮瓣行口腔颌面

部游离组织瓣移植术修补口腔肿瘤术后缺损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病人的性别、年龄、是否出现血管危象、血
管危象类型、糖尿病史、入院血糖值、高血压病史、入院平均血压值等临床资料,分析影响术后血管危象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

果:226 例病人中发生血管危象 51 例(22. 6% ),其中静脉危象 41 例,动脉危象 10 例。 单因素分析显示,糖尿病史与血糖值偏

高均为血管危象发生的影响因素(P < 0. 01 和 P < 0. 05),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显示,糖尿病史为血管危象发生的

危险因素(OR = 4. 646,P < 0. 01)。 结论:糖尿病病人出现游离皮瓣移植血管危象的风险较大,对于此类病人应该更加慎重应

用游离组织瓣进行修复,当必须使用时,需术后时刻注意血管危象的发生,以保证皮瓣的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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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of vascular crisis after
free flap transplantation in oral and maxillofacial region
LIU Chang,ZHANG Kai,XU Jin鄄cheng,WU Zhi鄄gang,YANG Dong鄄kun,HU Kai

(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vascular crisis after free flap transplantation in oral and maxillofacial region.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226 oral and maxillofacial defects patients repaired by free flap transplantation of forearm flap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gender,age,absence or presence of vascular crisis,type of vascular crisis,history of diabetes mellitus,
blood glucose level at admission,history of hypertension and average blood pressure at admission were collected,and the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vascular crisis were analyzed. Results:Among 226 patients,the vascular crisis in 51 cases were identified,which included
41 cases with venous crisis and 10 cases with arterial crisis.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istory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high blood glucose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ccurrence of vascular crisis(P < 0. 01 and P < 0. 05).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istory of diabetes mellitus was the risk factor of the occurrence of vascular
crisis(OR = 4. 646,P < 0. 01). Conclusions:The risk of vascular crisis in diabetic patients treated with free flap transplantation is
high. For such patients,the free flap should be cautiously used for repair.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use,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ccurrence of vascular crisis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flap.
[Key words] free flap transplantation;oral neoplasms;diabetes mellitus;vascular crisis

摇 摇 随着显微吻合技术的逐渐成熟,游离组织瓣修

复缺损组织已经作为口腔颌面部缺损常规手术方

法。 根据国内外文献[1 - 3] 报道,游离组织瓣的成活

率可以达到 85% ~ 95% 。 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

现,术后出现血管危象的概率并不是十分罕见。 且

出现血管危象后,即使及时抢救也只有 55% ~ 65%
的概率可以抢救成功[4]。 为了提高游离组织瓣的

成活率,同时充分减少术后血管危象的产生,本研究

对 226 例利用前臂皮瓣行口腔颌面部游离组织瓣移

植术修补口腔肿瘤术后缺损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探讨影响术后血管危象发生的危险因素,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选择我院口腔颌面外科 2012 -
2018 年出院并行前臂皮瓣游离移植手术修补口腔

肿瘤术后组织缺损的病人 226 例(共采用 226 块左

前臂游离皮瓣进行组织缺损区域修复),收集所有

病人的性别、年龄、是否出现血管危象、血管危象类

型、糖尿病史、入院血糖值、高血压病史、入院平均血

压值等临床资料。
1. 2摇 手术方法摇
1. 2. 1摇 术前准备摇 术前常规对前臂皮瓣血管进行

彩超检查,明确所选供区血管无阻塞、畸形变异。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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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常规进行皮瓣区域保护,禁止输液、穿刺等有创

操作。
1. 2. 2摇 修复方式摇 所有病人均采用单一前臂皮瓣

的修复方式。 因考虑到所收集样本的一致性,且减

少人为因素,故将变异较大的皮瓣,如腹壁浅穿支皮

瓣、旋髂深穿支嵌合瓣等皮瓣修复方式排除。 同时

本研究选择我科技术更加成熟,制备较为简单,且使

用更加频繁的前臂皮瓣修复形式,这更好地降低了

人为因素所导致的误差。
1. 2. 3摇 供区血管摇 选择 226 例病人均使用颈上部

动静脉与供区血管进行吻合,其中颌外动脉 184 例

(81. 4% )、面动脉 20 例(8. 8% )、甲状腺上动脉 22
例(9. 7% )。 226 例病人共使用 230 根静脉进行吻

合,其中颈外静脉 196 根(85. 2% )、面总静脉 14
根(6. 0% )、舌静脉 13 根(5. 7% )、面前静脉 7 根

(3. 0% )。 所有血管吻合均为端 - 端吻合并使用间

断缝合技术。 其中如所选择供区静脉血管较细,则
进行双静脉吻合。
1. 2. 4 摇 术后处理 摇 术后病人常规头部严格制动

7 d,期间医护人员每隔 1 h 观察皮瓣颜色及弹性,
当出现可疑动静脉危象后,及时进入手术室探查,如
发现血栓阻塞则去除血栓,疏通血管。 如血管无法

疏通必要时重新制备吻合血管。 同时常规给予病人

全身应用扩血管药物(低分子右旋糖酐)和抗凝药

物例如丹参多酚冻干粉、肝素稀释液等。 并给予病

人少量激素减少组织水肿,同时严格禁止使用任何

对血管产生刺激的药物(七叶皂等)。
1. 3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临床资料摇 本研究共纳入病人 226 例,其中男

141 例,女 85 例,男女比例 1. 66颐 1;年龄 26 ~ 80 岁,
其中 < 40 岁 18 例,40 ~ 60 岁 114 例, > 60 岁 94 例;
恶 性 肿 瘤 213 例 ( 94. 2% ), 良 性 肿 瘤 13 例

(5. 8% )。 其中恶性肿瘤包括牙龈癌、颊粘膜癌、口
底癌、舌癌、腭癌等,病理分型分别为鳞状细胞癌、差
分化癌、黏液表皮样癌、腺样囊性癌、骨肉瘤等;良性

肿瘤包括舌、颊、上腭特大血管瘤、神经纤维瘤 12
例、特大颚部多形性腺瘤 1 例。 226 例病人中合并

糖尿 病 者 29 例 ( 12. 8% ), 高 血 压 者 28 例

(12. 4% )。
2. 2摇 游离皮瓣成活情况 摇 226 例病人中发生血管

危象 51 例(22. 6% ),其中静脉危象 41 例,动脉危

象 10 例。 其中 49 例进行了危象后及时探查,抢救

成功 31 例(63. 2% ),探查失败 18 例(36. 8% )。 皮

瓣成活共 206 例 (91. 2% ),皮瓣最终坏死 20 例

(8. 8% )。
2. 3摇 血管危象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摇 单因素分析

显示,病人高血压史、入院时血压水平与血管危象的

发生无明显关系(P > 0. 05),而糖尿病史与入院时

血糖值偏高为血管危象的影响因素(P < 0. 01 和

P < 0. 05)(见表 1)。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

义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发
现只有糖尿病史是影响发生血管危象的危险因素

(P < 0. 01),患有糖尿病的病人发生血管危象的概

率是非糖尿病病人的 4. 646 倍(见表 2)。

表 1摇 血管危象发生的单因素分析[n;百分率(% )]

因素 n
血管危象

摇 是(n =51)摇 摇 否(n =175)摇
字2 P

糖尿病史

摇 有

摇 无

29
197

15(29. 4)
36(70. 6)

14(8. 0)
161(92. 0)

16. 19 < 0. 01

高血压史

摇 有

摇 无

28
198

9(17. 6)
42(82. 4)

19(10. 9)
156(89. 1)

1. 68 > 0. 05

入院时血压水平

摇 正常血压 191 41(80. 4) 150(85. 7)

摇 高于正常值 35 10(19. 6) 25(14. 3) 0. 86 > 0. 05

摇 入院时血糖值 5. 62 依 2. 24 5. 07 依 1. 16 摇 2. 36* <0. 05

摇 摇 *示 t 值

表 2摇 血管危象发生的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自变量 茁 Wald P OR 95% CI

糖尿病史 1. 536 9. 122 < 0. 01 4. 646 1. 715 ~ 12. 590

血糖值 0. 012 0. 011 > 0. 05 1. 012 0. 802 ~ 1. 278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显微技术的发展,游离皮瓣在口腔颌面外

科的应用也更加成熟,但皮瓣移植的成活率是一直

以来大家关注的重点。 张国润等[4] 发现口腔颌面

部的游离皮瓣成活率为 85% ~ 95% ,而出现血管危

象后抢救成功率只有 55% ~ 65% 。 这与我科统计

的游离皮瓣成活率及出现血管危象后抢救成功率相

一致。 故本研究旨在探讨影响血管危象发生的危险

因素,以期在临床治疗中降低术后血管危象发生率,
从而提高游离组织瓣的成活率。

大量研究对可能影响皮瓣成活的相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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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统计分析,而其中关于糖尿病与血管危象发

生是否有关一直未能达成共识[2 - 4]。 本研究对 226
例行前臂皮瓣游离移植手术修补口腔肿瘤术后组织

缺损的病人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史是

影响发生血管危象的危险因素,患有糖尿病的病人

发生血管危象的概率是非糖尿病病人的 4. 646 倍。
探究其原因,糖尿病病人出现游离组织瓣血管危象的

概率增加。 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抑制血栓形成的关键在于血管内皮细胞是否完

整。 而游离皮瓣的吻合血管在人为地离断重吻后,
血管内皮细胞是否能够快速覆盖创面,恢复血管抗

凝功能,是血管吻合是否出现血栓的关键。 但对于

糖尿病病人来说,血糖浓度过高本身就会损伤血管

内皮细胞,使其抗栓能力减弱并暴露内皮下组织。
其通过多种途径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如氨基己糖和

多元醇途径、蛋白激酶 C 亚型途径、丙酮醛活性羰

基化合物形成途径和乙二醛途径[5]。 而体内葡萄

糖的氧化还原反应中会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及活性

氧,可以直接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ALPERT
等[6]发现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高血糖抑制了葡萄

糖转运蛋白的表达,无法将多余的葡萄糖转运出,这
使得内皮细胞内葡萄糖浓度增高,从而损伤内皮细

胞。 内皮细胞的损伤与功能紊乱与高血糖的持续时

间呈正比,而这种损伤只有在血糖恢复正常水平才

能中断[7]。 同时糖尿病所诱导的炎症反应及胰岛

素抵抗同样会造成血管内皮细胞的凋亡,引起内皮

功能紊乱。 而且根据常利民等[8] 对糖尿病与血管

吻合口愈合规律的研究得知,糖尿病改变了血管吻

合口正常的愈合规律,使正常的吻合口愈合过程转

变为慢性炎性、纤维增殖过程,血管吻合口部位的重

塑呈现病理性。 至 14 d,吻合口被内皮细胞覆盖,但
相较于正常病人,其吻合口部位内膜增生明显,吻合

口局部管腔明显变窄。 所以无论是内皮细胞的功能

紊乱,还是吻合口狭窄,糖尿病对于游离组织瓣移植

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高血糖的状态将促进糖化血小板蛋白的形

成,并使得血小板内的葡萄糖代谢增加,结果导致活

性氧的增加。 活性氧通过促进钙离子的释放,直接

激活血小板。 故对于糖尿病病人,不受控制的血糖

大幅度波动将导致血小板习惯性活化[9]。 换个角

度说,胰岛素可以对高活性血小板起到拮抗作用。
但糖尿病病人的胰岛素拮抗或胰岛素分泌不足将导

致血小板高活性的不可控。 高血糖在增加了血小板

凝集的同时,也减弱了纤维溶解蛋白的活性[10]。 破

坏了纤维蛋白溶解系统,最终导致吻合口周围微血

栓形成后无法自体消融,从而成长为动静脉血栓。
而从血流变学分析来看,糖尿病病人的血流动

力学与健康人群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郭婷等[11] 对

100 例糖尿病人血流变的相关性分析显示,糖尿病

病人的全血高切黏度、全血低切黏度与病人的血脂

指标呈正相关关系,糖尿病病人的血液处于高黏、高
稠、高凝的状态。 而这种高黏度、高血脂导致了皮瓣

术后病人形成动静脉血栓的可能性加大。
综上所述,结合本研究提示,对于合并糖尿病的

口腔肿瘤病人行组织缺损区域修复手术时,尽可能

选用临近瓣或岛状瓣等不需要离断血管从而避免损

伤血管内皮细胞的组织瓣。 如必须使用游离组织瓣

时,术后需注意观察皮瓣成活情况,做到早发现早处

理,以减少皮瓣坏死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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