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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干预对口腔颌面部缺损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患者术前焦虑、抑郁情
绪的影响

任起辉 、 李福军

【摘要】目的　研究正念减压对口腔颌面部缺损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患者术前焦虑、抑郁情绪的影

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6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 135 例口腔颌面部缺损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术

患者资料，根据干预方法，将给予常规干预的 65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进行正念减压干预的 70 例患

者分为试验组。比较两组的手术情况、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焦虑自

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并发症。

结果　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的住院时间、供

区创面愈合时间、受区创面愈合时间显著高于试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两组术前

VAS、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术后 VAS、SAS、SDS 评分显著

高于试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23.08％，显著高于试验组的

并发症发生率 8.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正念减压干预可显著降低口腔颌面部

缺损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术后的创面愈合时间、疼痛及焦虑抑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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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ndfulness and decompression intervention on anxiety/Depression before free flap transplanta-
tion and repair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defects　　REN Qihui，LI Fuju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
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Jinghua Hospital，Luoyang 471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and decompression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before free flap transplantation and repair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defects. Methods　A total of 135 cases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defects free flap transplant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6 to December 2018 were retrospec-

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vention method，65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intervention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the 7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ressure intervention were set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operation 

conditions，visual analogue scale（VAS），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complic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wound healing time in 

the donor area，and wound healing time in the recipi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P<0.0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eoperative VAS，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VAS，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ex-

perimental group（P<0.01）.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3.08％，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8.57％）（P<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 and decompression inter-

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wound healing time，pain，anxiety and depression after oral flap repair and free skin 

flap repair，and promote clinical efficacy.

【Key words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Intervention；Oral and Maxillofacial Defects；Free Flap Transpl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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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颌面部的畸形和缺损，既影响了患者的外

在形象，也易造成各项生理功能障碍 ［1-2］。游离合适

的皮瓣进行口腔颌面部移植修复，是改善缺损区域

解剖形态与功能的首选方式 ［3］。但手术容易使得患

者出现过度情绪和应激反应，导致术后修复区域愈

合不佳［4］。加强心理、营养护理可以改善疗效［5］，故

本文对 135 例口腔颌面部缺损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术

患者的干预方法进行回顾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6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 135
例口腔颌面部缺损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术患者资料，

根据干预方法，将给予常规干预的 65 例患者分为对

照组；进行正念减压干预的 70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

对照组男 35 例，女 30 例；年龄 19~72 岁，平均年龄

（46.2±6.4）岁；急性创面 21 例，慢性创面 44 例；

皮瓣面积最大为 10cm×5cm，最小为 3cm×2cm。试

验组男 39 例，女 31 例；年龄 18~69 岁，平均年龄

（45.9±6.2）岁；创伤分类：急性创面 20 例，慢性创

面 50 例；皮瓣面积最大为 9cm×6cm，最小为 4cm×

3cm。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具

有可比性。（1）纳入标准：① SAS ≥ 50 分，SDS ≥

53 分；②非哺乳期或妊娠期女性；③均符合口腔颌面

部缺损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术标准［6］；（2）排除标准：

①患有严重心脑血管、肝肾、凝血系统等疾病；②急

性感染期、循环衰竭者、意识障碍或伴有精神疾病；

③存在口腔颌面部缺损修复手术史。

1.2　方法

对照组：入院后即评估患者受区皮肤缺损深度

与范围、组织神经血管丰富程度、抗感染及愈合能

力、感知及功能等；了解供区游离皮瓣能否满足口

腔颌面部缺损需求，患者有无吸烟史、药物过敏史

等，详细告知患者手术方案、禁忌症及术前检查项

目。做好受区、供区皮肤准备，严格进行病室和床

位的消毒灭菌、术前抗感染治疗，使室内湿度保持

在 50~60％，温度保持在 22℃~25℃，为术后皮瓣

存活提供条件。

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正念减压干预。

（1）思想减压：根据患者的手术方案选择对应的成

功案例进行讲解，先使其了解到游离皮瓣移植修复

术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再按患者的 SAS、SDS 评分针

对性给予放松疗法，如多使用称赞、鼓励的语言与

重度焦虑抑郁患者交流，在公共区域播放正能量的

音乐、视频，指导患者进行适度体能锻炼，或给予

局部按摩治疗，以增强患者自信，缓解其紧张情绪；

（2）合理宣泄：可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或采取录

音、唱歌的方式让患者宣泄出心中的负面情绪，待

其放空自己后，再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其正确面对

手术，看待自己；（3）病情减压：密切关注患者受区

皮肤卫生、营养情况，若有瘙痒、红肿等，应禁止

患者抓挠，并进行止痒、消肿、抗菌处理，以尽可

能的降低受区组织的应激性疼痛；术后 72h 内，详细

记录受区与供区的皮瓣颜色、皮温、渗液、毛细血

管充盈情况、组织肿胀程度及范围等，若发现皮肤

变为紫红色、紫黑色或有脓性渗液、水疱、温度较

低等，立即告知医生进行抗血栓、抗感染治疗；（4）
体位减压：术前三天即进行头高脚低位或半坐卧位训

练，以改善患者术后血液回流及睡眠质量，减轻疼

痛，防止皮瓣及皮下神经血管牵拉受压；（5）用药

干预：手术前后，患者均需使用大量药物，医护人员

应耐心讲解如抗凝、扩张血管等药物的作用，引导

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消除其抵抗情绪。

1.3　评价方法

（1）手术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

时间、供区创面愈合时间、受区创面愈合时间；（2）
VAS：划一 10cm 的横线，从 0~10 来表示疼痛程度，

得分越高，痛感越强；（3）SAS：包括焦虑、害怕、

惊恐等 20 项评分，每项 1~4 分，得分越高，焦虑情

绪越严重；（4）SDS：包括忧郁、易哭、睡眠障碍等

20 项，每项 4 分，得分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5）
并发症，如皮肤感觉异常、血肿、创面愈合不良等。

1.4　统计学处理

用 EpiData3.1 软件校正所有数据，采用 SPSS22.0
处理；“n（％）”形式录入计数资料，并以 χ2 检验；

“x±s”形式录入计量资料，结果用 t 检验；检验水准：

P<0.05 示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情况

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的住院时间、供区创

面愈合时间、受区创面愈合时间显著高于试验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2.2　VAS、SAS、SDS 评分

两组术前 VAS、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术后 VAS、SAS、

SDS 评分显著高于试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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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见表 2。
表1　两组的手术及创面情况比较（x±s）

项目 对照组（n=65）试验组（n=70） t P

手术时间（min） 105.45±16.27 103.71±15.18 0.643 0.521

术中出血量（ml） 128.52±20.53 127.06±19.86 0.420 0.675

住院时间（d） 10.45±2.38 7.32±1.87 8.528 <0.01

供区创面愈合时间（d） 6.64±1.25 5.12±1.14 7.389 <0.01

受区创面愈合时间（d） 7.57±1.33 6.10±1.22 6.698 <0.01

表2　两组术前和术后VAS、SAS、SDS评分比较（x±s）

项目 对照组（n=65） 试验组（n=70） t P

VAS 术前 2.25±0.74 2.29±0.75 0.312 0.756

术后 6.23±0.98 4.66±0.85 9.963 <0.01

SAS 术前 70.08±6.21 69.48±6.09 0.567 0.572

术后 61.56±5.17 55.32±4.26 7.675 <0.01

SDS 术前 69.20±6.43 68.87±6.25 0.302 0.763

术后 60.42±5.05 53.29±4.13 9.007 <0.01

2.3　并发症

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23.08％，显著高于试

验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8 .5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并发症对比［例（n％）］

项目 对照组（n=65）试验组（n=70） χ2 P

皮肤感觉异常 4（6.15） 1（1.43） 3.055 0.080

血肿 2（3.08） 1（1.43） 0.618 0.432

创面愈合不良 2（3.08） 1（1.43） 0.618 0.432

感染 2（3.08） 1（1.43） 0.618 0.432

供区严重瘢痕 1（1.54） 0（0.00） 1.552 0.213

血栓或血管痉挛 1（1.54） 0（0.00） 1.552 0.213

肌力减退 0（0.00） 0（0.00） / /

肌肉坏死 0（0.00） 0（0.00） / /

皮瓣坏死 3（4.62） 2（2.86） 0.430 0.512

构成比（％） 15（23.08） 6（8.57） 7.903 0.005

3　讨论

口腔颌面部上接头颅、下连颈部，血运丰富且

包含多个带有细菌的腔窦，因各类因素形成缺损后，

除影响外貌外，还易引起细菌进入深部组织，引起

窗口感染、神经血管功能障碍，甚至并发颅脑损

伤［7-8］。因此，及早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既能减少软

组织、呼吸系统、颌骨等感染，也可最大程度的恢

复患者容貌、表情肌与面神经功能，使其回归正常

生活［9］。但术前焦虑抑郁常致患者主观痛苦并影响

预后［10］。本研究发现：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比较虽无明显差异，但对照组的住院时间、供区

创面愈合时间、受区创面愈合时间显著高于试验组，

可能是因为正念减压可以抑制机体应激反应，降低

血清炎症介质、疼痛因子的释放，减轻患者的症状，

促进皮肤愈合，并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11］。但 Rother

等［12］指出，过度的心理干预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故而在帮助患者进行思想减压、情绪宣

泄时，还需先评估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给予灵活

实用的照料干预。

两组的 VAS 评分相比术前均有一定程度的上

升，但对照组术后 VAS、SAS、SDS 评分显著高于

试验组，可见正念减压干预能增强患者自身的抗

压能力，降低负性情绪 ［13-14］。在进行正念减压干预

时，不要夸大手术效果，要让患者接受术后的常见

的皮肤感觉异常、血肿等反应［15-16］。对照组的并发

症发生率 23.08％，显著高于试验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8.57％，说明正念减压干预能有效降低术后风险事

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正念减压干预能缓解口腔颌面部缺

损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术前焦虑抑郁情绪，降低术后

疼痛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所以优化干预措施和提高

手术技术的同时，辅以正念减压治疗更有利于患者

的康复。但本研究样本量偏小，正念减压技术也有

改善的空间，后面还需要更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来

探索更合适的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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