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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微血管吻合器结合 3D 打印数字化手术导板（VSP）在头颈外科颌骨肿瘤切除术后
下颌骨重建中的应用体会。 方法 收集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南充市中心医院口腔颌面外科 60 例
下 颌 骨 肿 瘤 患 者 的 相 关 资 料，下 颌 骨 原 发 灶 切 除 范 围 均 涉 及 下 颌 体 部 及 下 颌 升 支，重 建 均 采 用 腓 骨
肌 瓣。 术 中 使 用 3D 打 印 数 字 化 导 板 截 骨 及 塑 性 且 使 用 吻 合 器 吻 合 血 管 的 患 者 纳 入 VSP+ 吻 合 器 组
（n=30）；术中行传统手术（常规切除及手工缝合血管）的患者纳入对照组（n=30），术后通过超声多普
勒监测皮瓣成活情况。通过比较两组术中原发灶截骨时间、腓骨塑型时间、静脉吻合所需时间、术中静
脉吻合后血管漏血情况、术后腓骨瓣存活情况及张口度等指标对两组病例的修复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VSP+ 吻合器组在术中截骨时间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71），但 VSP+ 吻合器组在腓
骨塑形所需时间、静脉吻合时间、术中静脉吻合完毕时吻合口漏血情况及张口度恢复情况方面均优于
对照组（P ＜ 0.05），VSP+ 吻合器组在术后远期腓骨瓣存活情况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76），但 VSP+ 吻合器组患者术后腓骨全部存活，而对照组出现 3 例坏死病例。 结论 VSP 结合微
血管吻合器在下颌骨肿瘤一期切除重建手术中，提高了手术效率，减少了术后并发症，具有较高临床应
用价值。
[ 关键词 ] 头颈部肿瘤；腓骨肌皮瓣；血管吻合器；显微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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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crovascular anastomosis combined with 3D printing
digital virtual surgical palatein mandibular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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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microvascular anastomosis combined
with 3D printing digital virtual surgical palate (VSP) in mandibular reconstruction after resection of
maxillofacial tumor in head and neck surgery. Methods The relevant data of 60 patients with mandibular
tumors admitted to Nanchong Central Hospital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from August 2017 to August
2019 were collected. The resection scope of the primary mandibular lesions involved both the mandibular
body and the mandibular ramu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was all performed with fibular flap. Patients
who used 3D printing digital VSP for osteotomy and plasticity and anastomosis for blood vessels were
included in the VSP combined with anastomosis group (n=30), while those who underwent conventional
surgery (conventional resection and manual suture of blood vessel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n=30).
The survival of the flap was monitored by Doppler ultrasound after operation. The indexes of intraoperative
primary osteotomy, reconstruction of fibular, time required for venous anastomosis, blood leakage after
intraoperative venous anastomosis, postoperative survival of fibular flap and degree of mouth open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repair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SP combined with anastomosi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intraoperative osteotomy time (P=0.771).However, in respects of the fibular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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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ous anastomosis time , anastomotic leakage after venous anastomosis during the operation and recovery
of degree of mouth opening were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 0.05）. In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the fibular flap after the oper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SP combined
with anastomosi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76). However, all patients in the VSP combined with
anastomosis group were survived in the fibula after operation, while there were 3 necrotic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small sample size. Conclusion The 3D printing digital VSP
combined with microvascular anastomosis in the stage Ⅰ of res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andibular
tumor can improv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hich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Head and neck tumor; Fibular flap; Vascular anastomosis; Microsurgery

头颈部肿瘤切除术后颌骨缺损修复是口腔颌
面外科医师面临的难题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近年来，随着 CAD 和

纳入标准：术前检查适合手术治疗、术区需行

CAM 及三维（3D）打印技术的发展，已有学者使用

下颌骨节段性切除、接受术前数字化外科重建及导

手术导板辅助手术

板制作、接受血管化腓骨肌 / 皮瓣修复的患者。

[3-5]

[1-2]

。在手术导板的引导下进行

下颌骨重建，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小了手术创伤，降
低了供区并发症，
且提高了下颌骨重建的精确性

[6-9]

排除标准：拒绝术前行数字化外科重建导板制

。

作者、术区既往有手术、放疗史者，伴有糖尿病病史

微血管吻合器在欧美国家已成为吻合微小血管的

者，伴有高凝状态者，下肢深静脉血栓者，下肢功能

常规方法。近年来在国内的应用日渐增多，得到了

障碍者，远处器官转移者。

广泛认可

1.3

[10-12]

。本研究通过比较两组患者原发灶

术前准备

截骨所需时间、腓骨瓣塑形时间、静脉吻合所需时

术 前 所 有 患 者 术 区 进 行 CT 扫 描 后 获 得

间、术中吻合口漏血情况、术后皮瓣存活情况、术后

DICOM 格式数据，详实记录患者原发灶及供区的数

患者张口度恢复情况探讨微血管吻合器联合 3D 打

据信息，其中 VSP+ 吻合器组进行三维建模，重建下

印数字化手术导板（virtual surgical palate，VSP）在

颌骨与腓骨三维数字模型，利用专用的数据处理软

颌骨肿瘤切除同期下颌骨重建中的应用价值。

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重建（图 1a），根据健侧下颌骨曲

1

资料与方法

面形态及牙列镜像患侧复原模型，镜像对患侧进行

一般资料

数字化三维重建，构建 3D 的骨骼虚拟模型。在此

收 集 2017 年 8 月 至 2019 年 8 月 南 充 市 中 心

基础上进行虚拟手术设计，设计术中使用的截骨导

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下颌骨肿瘤 70 例患者的相关资

板（图 1b），模拟重建之后下颌骨外形（图 1c）在 3D

料，术前交流手术方式，讲明 VSP 及微血管吻合器

打印模型对重建板进行术前预弯，通过 3D 打印制

的优缺点后，符合本研究纳入及排除标准的患者，

备手术中使用的手术导板，消毒备用。

1.1

选择使用 VSP 及微血管吻合器的纳入 VSP+ 吻合

由于血管存在变异，术前血管检查定位和术中

器组，选择传统手术不使用导板且要求手工缝合血

微血管解剖吻合技术是皮瓣吻合成功的重要环节，

管的纳入对照组，其余情形（如要求使用 3D 打印数

本研究中所有病例术前均进行供区血管彩色多普

字化导板及手工缝合血管）患者排除本研究；最终

勒超声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血管通畅度，以及是否

VSP+ 吻合器组和对照组各纳入 30 例，
共 60 例患者。

存在血管畸形。结合术中探查结果对穿支血管进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

行定位，初步确认营养血管后设计切取皮瓣的大概

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范围，并于体表做出标记。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平均年龄（x ± s，岁）

组别

性别 [n（%）]

疾病种类 [n（%）]

男

女

成釉细胞瘤

牙源性角化囊性瘤

软骨肉瘤

磨牙后区癌

VSP+ 吻合器组（n=30）

42.90±9.86

14（46.7）

16（53.3）

16（53.3）

7（23.3）

2（6.7）

5（16.7）

对照组（n=30）

44.47±9.78

17（56.7）

13（43.3）

15（50.0）

9（30.0）

4（13.3）

2（6.7）

t/χ2 值

0.618

0.601

2.235

P值

0.539

0.438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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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腓骨肌皮瓣制备完成

（a）患者术前螺旋 CT 及全景片 ；
（b）数字化模拟下颌骨切
除范围及腓骨取骨导板的设计 ；
（c）预期下颌骨重建效果图
图 1   三维数字模型

1.4

手术方法

1.4.1

肿瘤切除及腓骨瓣制取

VSP+ 吻合器组

患者及对照组患者均由两组医师同时进行手术，
一组负责原发灶切除，另一组负责腓骨肌皮瓣的制
备。VSP+ 吻 合 器 组 患 者 在 数 字 化 手 术 导 板 辅 助
下确定截骨区域，完成重建板固定孔位制备后按照

图 3   血管吻合器吻合血管

术前设计切除下颌骨病变，在术前设计位置安放
重建板并固定，完成后在预定位置制备受植区血

9-0 血管吻合线缝合动脉，微血管吻合器吻合静脉。

管；根据术前设计取骨长度和范围，在数字化手术

对照组动静脉均使用 9-0 血管吻合线吻合，
两组患者

导板的引导下制备血管化腓骨肌（皮）瓣（图 2），骨

均吻合一根动脉一根静脉。血管蒂进行端端吻合时，

瓣制备完成后用含有稀释的低分子肝素钠（Vetter

供血动脉常选用面动脉、甲状腺上动脉，静脉常选用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KG，进口药品注册号：

颈内静脉、
面总静脉、
面静脉及颈外静脉等（图 3）
。

H20170037）及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河北天成，国

1.5

术后处理及随访

药准字 H13022313）盐水纱布包裹，骨瓣血管蒂周

切口处放置负压引流，勿加压包扎，密切观察

围保留 2 cm 以上结缔组织，根据骨瓣术前模拟设计

皮瓣颜色、是否肿胀，必要时利用毛细血管充盈试

利用 3D 打印导板，结合术中情况和重建板外形对

验、Doppler 超声血流探测以及皮肤对针刺的出血

腓骨瓣进行分段及塑形，骨块固定后检查确认重建

反应判断皮瓣血流情况。术后常规使用低分子右旋

后的髁突在关节窝内的位置。对照组患者常规暴

糖酐（四川科伦，国药准字 H51020230）每日 500 ml

露术区后于肿瘤外正常组织内（良性肿瘤 0.5 cm，

及 抗 生 素 静 脉 滴 注 5 ～ 7 d。 使 用 地 塞 米 松 磷 酸

恶性肿瘤 2 cm）直接截骨，根据术前 CT 影像检查

钠注射液（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判断腓骨切取范围，制备腓骨瓣后结合术区情况手

H41020036）静脉注射 3 d 抗炎消肿，术后前 3 d 观

工弯制重建板或者钛板，手工对腓骨进行塑形，并

察皮瓣血运 1 次 /h，4 ~ 7 d 每 4 小时观察皮瓣血运

根据术区情况适当调磨。

1 次。记录出现血栓的血管数量。对于出现血管危

1.4.2

营养血管的准备

对血容量进行扩容后，将

受区及供区血管断端周围 1 cm 内血管表面的纤维、
脂肪组织修整干净，修整血管外膜，以使血管断端
平整。
1.4.3

象的皮瓣，首先判断血管危象的类型，再通过检查
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和教训。
所有病例于术后 1、3、6 个月复诊，评估患者术
后功能恢复情况，主要包括患者面部外形、咬合功

血管吻合

VSP+ 血管吻合器组患者手工

能及以咀嚼为主的包括吞咽、语音等功能的恢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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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术后 6 个月进行头部螺旋 CT 的检查。术后

骨骨髓炎也可以引起骨坏死，往往会造成下颌体高

6 个月复查时记录患者的张口度恢复情况。

度不足 [13-14]。下颌骨边缘性缺损的修复，恢复其轮

1.6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廓和形态是重点之一。对于大范围的下颌骨缺损，

术中记录两组患者血管吻合的时间，通过比较

除恢复其原有外形外，还需考虑咬合关系的恢复，

两组患者术中截骨所用时间、腓骨塑形所用时间、

因为咬合关系恢复不好会增加后期假牙修复难度。

吻合静脉血管所需时间及血管吻合后即时吻合口

因此，大范围下颌骨缺损的修复重建是口腔颌面重

漏血情况评估微血管吻合器在提高手术效率及手

建领域的难点 [15-17]。

术质量方面的价值；术后 2 周内通过 B 超检查患者

颌骨缺损重建方法主要包括自体骨游离移植、

腓骨瓣血供情况，并记录患者腓骨肌 / 皮瓣存活情

同种 / 异种异体骨移植、骨组织替代性材料等，然而

况，通过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出现组织瓣坏死情况评

上述方法很难同时兼顾不同类型下颌骨缺损的修

估微血管吻合器在提高显微外科血管吻合成功率

复需要 [13，18-19]，并且存在感染、骨吸收、免疫排斥等

方面的价值；术后 6 个月记录患者张口度，通过患

不良反应，影响修复效果，甚至导致修复失败。随

者术后张口度恢复情况评估 3D 打印数字化导板对

着显微外科技术在口腔颌面外科的应用，显微仪器

下颌骨精确修复的应用价值。

的进步以及可靠组织瓣供区的出现，带血管蒂的游

1.7

统计学分析

离组织移植已经成为头颈部肿瘤切除术后颌骨缺

采用 SPSS l7.0 统计学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进行

损重建的主流选择。借助组织瓣原有的血供应系

分析，计量资料以（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统，许多血管化游离组织瓣已经成功应用于临床，

料以 [n（%）] 表示，采用 χ 检验，P ＜ 0.05 为差异

如腓骨瓣、髂骨瓣及肩胛骨瓣等均用于颌骨缺损的

有统计学意义。

修复重建，特别是在下颌骨血供相对不佳的区域，

2

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自 1989 年，Hidalgo 等 [20] 首

2

结果
VSP+ 吻 合 器 组 在 术 中 截 骨 时 间 与 对 照 组 比

先将血管化的腓骨肌皮瓣应用于下颌骨缺损的修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71），但 VSP+ 吻合器

复重建以来，经过大量临床与基础研究证实，血管

组在腓骨塑形所需时间、静脉吻合时间、术中静脉

化自体骨移植修复下颌骨却缺损无论是从外形还

吻合完毕时吻合口漏血情况及 6 个月后张口度恢

是功能上来看都是安全有效的手段。由于血管化

复情况方面均优于对照组（P ＜ 0.05），VSP+ 吻合

自体骨有充足的营养血供，且具有较强的抗感染能

器组在术后远期腓骨瓣存活情况方面与对照组比

力，成活率高，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已经熟练掌握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76），但 VSP+ 吻合器

并加以运用，
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下颌骨修复重建方法

组患者术后腓骨全部存活，而对照组出现 3 例坏死

之一，
术中将腓骨折叠形成双层骨瓣利于后期牙颌功

病例。见表 2。

能的恢复 [21-23]，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 [24-25]。随

3

着显微外科技术的成熟，如何进行精准重建又成为

讨论
下颌骨是颌面部唯一可以活动的骨骼，参与颞

临床医生追求的目标。而仅凭借临床医生的手术

下颌关节的组成，也是面下 1/3 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经验，往往很难做到精准化，而且无法通过流程化

容貌及生理功能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颏部

的操作实现重建。为解决这一难题，很多国内外医

或体部缺损将对患者的容貌及功能产生严重影响，

生做了不同的尝试，Rohner 等 [25] 根据术前牙列咬

同时也会给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沉重的负

合模形制作带孔的导板引导手术；Strackee 等 [26] 则采

担。临床中下颌骨缺损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分为先

用模型外科和截骨引导系统来转移颌骨位置关系。

天性缺损，如发育性畸形，以及后天性获得性缺损，

而 VSP 技术的发展和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极大的

如颌骨肿瘤术后和严重外伤引起的缺损，此外，颌

促进了下颌骨重建的精确性。术前通过 VSP 技术

表2   两组截骨时间、腓骨塑形时间、静脉吻合时间、术中吻合口漏血情况、术后皮瓣存活情况、术后6个月患者张口度恢复情况比较
截骨时间
（x ± s，min）

塑形时间
（x ± s，min）

静脉吻合时间
（x ± s，min）

吻合口漏血情况
[n（%）]

腓骨瓣存活情况
[n（%）]

6 个月后张口度
（x ± s，cm）

VSP+ 吻合器组（n=30）

14.97±3.50

46.60±6.13

9.60±1.71

0（0.0）

30（100.0）

3.06±0.25

对照组（n=30）

组别

15.23±3.56

53.07±4.98

11.27±2.05

4（13.3）

27（90.0）

2.87±0.29

t/χ2 值

0.293

4.482

3.416

4.286

3.158

2.681

P值

0.771

0.000

0.001

0.038

0.076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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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重建供区骨的制备及塑形导板并通过 3D 打印

血管弹性好，血流速率快，吻合器目前价格较为昂

技术打印术区模型和手术引导板，可以借助导板将

贵，我科目前仍采用两定点法或任氏血管吻合法进

术前设计精准地应用到实际手术当中，进一步简化

行吻合，微血管吻合器在动脉吻合方面的应用仍待

了颌骨重建的手术操作流程、缩短了手术时间，降

进一步研究。

低了感染风险，同时，VSP 辅助手术又进一步减小

近年来，有学者报道了对于可行非血管化骨移

了手术创伤、降低了供区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大

植重建的上述疾病，采用口内入路切除病灶并行下

大提高了颌骨重建的精确性，也为后期种植体植入

颌骨重建 [30-31]，但由于术野暴露不良，对术者的临

和咬合重建等下颌骨功能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条

床技能要求较高，有待进一步发展与普及。经过较

件

。此外，下颌骨与颅面部通过颞下颌关节相

为大量的临床病例实践证明数字化虚拟手术设计

连，颞下颌关节为联动关节，其运动复杂而精细；截

可以极大的提高手术效率，而微血管吻合器的使

骨后双侧下颌骨不相连，咀嚼肌肌力平衡被打破，

用可以缩短血管吻合实时间，吻合效率高，安全性

会造成双侧髁突的进一步移位。此时若无导板辅

好，对于管径差别两倍以下的静脉都可采用微血管

助，因地制宜的颌骨重建会导致关节的盘髁关系紊

吻合器进行血管吻合，且皮瓣存活率可以达到 99%

乱，从而严重影响患者术后关节运动及功能。而借

以上 [32]。

[27-28]

助 VSP 技术，术中配合使用截骨导板及就位导板，

综上所述，通过本研究 60 例患者的临床效果

可更加精确地将髁状突复位到正确的位置上。本

观察，3D 打印数字化导板在腓骨塑型方面能显著

研究 VSP+ 吻合器组中，患者术后 6 个月张口度恢

提高手术效率且能实现双层腓骨瓣修复骨缺损，为

复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说明术中使用截骨导板及

术后种植创造更佳条件；微血管吻合器能够有效提

就位导板，有助于患者双侧髁突恢复到正常位置，

升血管吻合效率，提高术后腓骨肌皮瓣存活率，减

从而保存了患者术后颞下颌关节的功能。

少术后血管危象发生可能性，3D 打印数字化导板的

各类游离骨、肌、皮瓣的长期存活最重要的影

应用可以提高手术准确性，减少患者术后颞下颌关

响因素是成功的血管吻合。传统显微外科吻合血

节并发症。两者结合使用，提高了手术效率，减少

管手术中主要采用手法缝合的方式，吻合成功率与

了术后并发症，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可以初步

术者的技术以及供受区血管情况息息相关，因此不

认为对于下颌骨肿瘤，采用数字化虚拟手术设计结

可避免地会伴随一些影响皮瓣存活的问题。有文

合微血管吻合器的可以较大提升下颌骨重建手术

献报道，传统手工缝合吻合法的可接受手术失败率

效率，有效减少手术创伤，提高血管吻合质量，减少

为 2% ～ 5% ，当血管外翻不充分时进行缝合可能

术后并发症，实现下颌骨的功能性重建，恢复下颌

会导致外膜组织暴露管腔内而形成血栓；而当缝线

骨和周围软、硬组织关系，尽可能的恢复到术前的

位置不匀称平整时则可能导致吻合口漏血、瘀血、

功能和外形。但不能忽视的是本组病例较少，统计

形成涡流从而形成血肿甚至血栓。误缝合到管腔

结果可能有一定偏差，有待进一步积累病例总结经

对侧组织时可能导致管腔狭窄和血栓形成。而微

验，深入研究探索。

[29]

血管吻合器的使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问
题。微血管吻合器操作简单，吻合静脉速度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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