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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血管旁路在下肢动脉硬化长段闭塞治疗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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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人工血管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治疗临床经验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圆园园远 年 远 月耀圆园员员 年 远 月收治的

要暂

圆苑 例渊圆苑 条肢体冤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实施人造血管动脉重建术资料遥 结果院术后 圆缘 条下肢疼痛消失袁圆 例肢体溃疡愈合袁
疼痛减轻袁随访 员耀猿 年袁圆 例术后 远 个月人工血管血栓形成袁无死亡病例遥 结论院人造血管旁路术是治疗主髂尧股腘动脉长段闭塞
性疾病的主要治疗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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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渊葬则贼藻则蚤燥泽糟造藻则燥泽蚤泽 燥遭造蚤贼藻则鄄
葬灶泽袁粤杂韵冤是血管外科常见病袁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
趋势遥 粤杂韵 所引起的重度下肢缺血患者预后差袁因
其高死亡率尧高截肢率袁所以袁需积极外科干预遥 本
文回顾性分析了本院 圆苑 例 粤杂韵 所致重度下肢动脉
缺血患者的外科治疗结果袁结果显示动脉旁路手术
是治疗 粤杂韵 的有效方法遥 现对其总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组 圆苑 例渊圆苑 条肢体冤袁男 圆圆 例袁女 缘 例袁年龄
远员耀愿猿 岁袁平均 远愿 岁遥 病程 猿 个月耀缘 年袁平均 猿缘 个
月遥均有肢体发冷尧麻木尧静息痛或重度间歇性跛行袁
体检均未触及明显的腘动脉尧足背动脉和胫后动脉袁
皮温低于正常肢体遥 伴有静息痛 圆猿 例尧重度间歇性
跛行 源 例渊跛行距离约 缘园 皂冤袁足趾溃疡 圆 例袁合并高
血压 怨 例袁冠心病 源 例袁糖尿病 苑 例袁长期吸烟 圆园
例遥 所有的患者均给予彩色超声尧悦栽 血管造影术
渊悦栽粤冤及踝肱指数渊粤月陨冤检查袁所有患者的 粤月陨 都
在 园援猿 以下袁动脉造影检查 员远 例遥 悦栽粤 结果院骼动脉
闭塞 缘 例袁股浅动脉闭塞 员愿 例袁股腘动脉闭塞 源 例袁
闭塞段均在 缘 糟皂 以上遥
员援圆 方法
全组进行 栽粤杂悦 分期袁均属 栽粤杂悦 悦尧 阅 级渊长
或多发的闭塞性闭塞冤袁均采用血管旁路移植术重建
下肢动脉循环遥 术中选用 藻孕栽云耘 人工血管袁直径 远耀
愿 皂皂遥 腹主动脉原单股动脉旁路术 缘 例袁股原股动脉
旁路术 员愿 例袁股原腘旁路 源 例袁圆 例术中发现腘动脉
血栓形成袁用 云燥早葬则贼赠 导管取栓后袁行股腘旁路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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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袁术后常规抗凝治疗遥
圆 结 果
本组无手术死亡遥 术后肢体疼痛消失 圆缘 条下
肢袁圆 例远端溃疡术后 圆耀源 周愈合遥术后测定 粤月陨 平
均为 园援远园 依 园援员园袁下肢供血明显改善遥 圆猿 例患者获
得随访袁随访时间 员耀猿 年袁员怨 条肢体症状无复发遥 有
圆 例 远 个月后出现人工血管血栓形成袁 经股动脉切
开导管取栓后恢复通畅袁员 例远端流出道闭塞肢体
坏死行膝下截肢遥
猿 讨 论
猿援员 诊断及鉴别诊断
粤杂韵 是血管外科常见的疾病袁主要表现是下肢
动脉缺血袁狭窄或闭塞段常见于腹主动脉远端尧骼动
脉尧股动脉及腘动脉袁其中以骼动脉和股浅动脉最为
多见咱员暂遥 最早和最常见的症状是间歇性跛行袁病变严
重时出现静息痛袁尤以夜间为典型袁甚至出现组织坏
死和溃疡遥因此袁早期诊断及早期干预治疗显得尤为
重要遥检查时因彩色超声检查价廉和无创袁可作为筛
选检查的首选袁也是术后随访尧监测移植血管通畅情
况常用方法遥确诊仍需要做动脉造影遥应注意和急性
动脉栓塞和动脉炎鉴别遥 近年来随着多排 悦栽 和三
维血管重建技术的应用袁悦栽粤 及磁共振血管造影
渊酝砸粤冤 对年龄较大且有心肾功能不良不能耐受血
管造影的患者有了较大的帮助袁创伤更小袁越来越受
到欢迎遥
猿援圆 手术适应证和方法的选择
栽粤杂悦 分级标准对人造血管旁路治疗方案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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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遥 对于 栽粤杂悦 分级中 悦
级和 阅 级渊长或多发的闭塞性闭塞冤病变首选人造
血管旁路重建手术方式咱圆暂遥 出现溃疡或肢体坏疽是
手术的绝对适应证袁有间歇性跋行影响日常生活尧工
作者也应视为手术的适应证咱猿暂遥 手术前常规动脉造
影不仅是诊断动脉闭塞性疾病袁而且对于选择动脉
旁路的手术方式也是必须的袁做出综合评估袁制定手
术方案遥
人造血管旁路是治疗主髂动脉长段闭塞性疾病
的主要方法袁主要有主原髂渊股冤动脉人造血管旁路
术袁适于主髂动脉闭塞不能进行腔内治疗的患者袁大
多为闭塞段跃 缘 糟皂 以上且腔内治疗失败者袁单侧髂
动脉闭塞多见袁双侧少见遥 且患者多为老年人袁伴有
心脑血管疾病袁如果能够耐受手术袁则选择解剖性旁
路术袁否则宜选择解剖外旁路袁股原股转流术或腋原
股转流术等遥 解剖外旁路血流量小袁术后远期通畅
率低袁而解剖性旁路则相反咱源暂遥 股原腘动脉病变袁人造
血管旁路膝上吻合口者袁缘 年平均通畅率为 苑园豫袁膝
下吻合口者为 猿园豫咱缘暂遥 也有文献报道袁在膝上的人造
血管旁路中袁虽然人造血管较自体大隐静脉旁路的
一期通畅率低袁但二期通畅率基本相近袁圆 年的二期
通畅率分别是 苑远豫和 苑缘豫袁缘 年的二期通畅率分别
是 远源豫和 远圆豫咱远暂遥 膝下动脉及其远端动脉狭窄或闭
塞袁远端流出道直径较小袁血管壁有不同程度的硬化
和钙化袁因而应采用自体静脉袁可获得 远园豫左右的 缘
年通畅率咱苑暂遥 孕栽云耘 人工血管在膝下动脉重建中的疗
效有了较大的提高袁但与自体大隐静脉的 源 年通畅
率 苑园豫耀愿园豫及救肢率 愿圆豫相比袁还有差距咱愿暂遥
猿援猿 手术要点及注意事项
人造血管的长度要适当袁过短使吻合口张力太
大袁易使吻合口撕裂袁容易形成吻合口出血遥 根据两
吻合口的距离袁 将人工血管拉直后再加 猿耀源 糟皂袁且
人工血管要走行于深筋膜下袁这样两端修剪吻合后袁
一般可使吻合口角度为 猿园毅耀源园毅袁 保持良好的顺应
性袁利于远期通畅曰于选择适当口径的人工血管曰盂
减少旁路血管流出道的阻力遥
大多情况下下 粤杂韵 病变广泛袁传统治疗方式是

系列旁路术袁由于创伤大袁并发症和围手术期的风险
均很大遥对于髂动脉狭窄合并股腘动脉闭塞患者袁可
采用术中髂动脉腔内治疗结合股腘动脉旁路术的联
合治疗咱怨暂遥 虽然取自体大隐静脉作为旁路移植材料
远期通畅率略高于人造血管袁但由于 粤杂韵 患者多为
高龄患者且合并糖尿病较多袁 取自体血管增加手术
和麻醉时间袁手术创伤增加袁易导致围手术期并发症
增加袁 本组资料显示人造血管旁路移植是治疗下肢
动脉硬化闭塞症有效治疗方法袁 尤其适合初期开展
血管外科工作的医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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