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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评估小腿后外侧复合组织营养血管岛状皮瓣的临床应用及其疗效遥 方法院研究对象为自 圆园园缘耀圆园员圆 年于本院

接受小腿后外侧腓肠神经尧小隐静脉及筋膜等复合组织营养血管岛状皮瓣移植手术治疗小腿远端尧足跟部及足踝部皮肤组
织缺损患者共 猿苑 例袁均进行术前皮肤缺损严重程度及术后皮瓣成活状况评估遥 结果院患者术前皮肤缺损面积 源 糟皂 伊 远 糟皂耀
员猿 糟皂 伊 员怨 糟皂遥猿苑 例皮瓣术后成活率高达 怨苑援猿豫渊猿远 辕 猿苑冤遥结论院小腿后外侧复合组织营养血管皮瓣的临床应用袁皮瓣切取面积
较大袁血运可靠袁操作简便安全袁可有效的修复小腿及足部皮肤缺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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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袁小腿远端和足部是外伤较为常见的部
位遥 由于该区域解剖结构特点袁皮下即为肌腱和骨胳袁
局部软组织很少袁损伤后常使肌腱及骨骼外露遥此外袁
此区域皮肤移动度差袁血液循环差袁使皮肤缺损的修
复变得更加困难遥 因此袁此区域皮肤缺损常常导致骨
外露尧伤口感染袁皮肤移植后坏死等严重并发症咱员原源暂遥
收集 圆园园缘 年 圆 月耀圆园员圆 年 怨 月本院采用小腿后外侧
复合组织营养血管皮瓣修复小腿远端及足部的缺损
猿苑 例患者资料袁总结分析其疗效与经验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组患者 猿苑 例袁其中男 圆怨 例袁女 愿 例袁年龄 愿耀
源员 岁袁平均年龄 圆苑 岁遥 修复部位院小腿远端 员缘 糟皂
范围内皮肤缺损骨外露 圆猿 例袁其中有 猿 例利用桥式
交叉修复对侧小腿的外伤创面袁员源 例修复足踝足跟
部皮肤缺损袁软组织损伤创面最大为 员猿 糟皂 伊 员怨 糟皂袁
最小 源 糟皂 伊 远 糟皂袁旋转点在外踝上 缘 糟皂袁蒂长 远耀
员猿 糟皂尧蒂宽 圆援缘耀猿援园 糟皂遥
员援圆 方法
在持续硬膜外麻醉或全麻下袁取侧卧位或俯卧
位袁应用大腿气囊止血带袁小腿和踝部垫高遥 先清创
扩创袁根据创面大小设计皮瓣遥 皮瓣的轴线为腘窝
中点至外踝与跟腱中点的连线袁即小隐静脉与腓肠
神经的体表投影遥 皮瓣的旋转点在外踝上 缘 糟皂 处遥
皮瓣可根据创面大小设计成岛状尧网球拍样尧水滴样
或其他不规则形状袁较创面大 员耀圆 糟皂 为宜遥 先行在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怨鄄员圆苑苑鄄园猿

皮瓣近端切开袁依次切开皮肤尧浅筋膜尧深筋膜袁深筋
膜与皮下组织间段缝合以防分离遥 两侧可达小腿内
外侧中线袁深部在深筋膜与肌膜之间袁皮瓣内确保包
含腓肠神经及小隐静脉袁蒂部保留 圆援缘耀猿援园 糟皂 的深
筋膜遥蒂部与创面间经开放性或皮下隧道转位袁隧道
宜宽松容纳蒂部为准遥松开止血带观察血运袁将皮瓣
逆行转移缝合在受区创面上遥 猿 例行桥式交叉修复
对侧小腿远端创面袁带 猿 糟皂 宽的皮蒂袁蒂部创面以
刃厚皮覆盖袁 双小腿以外固定架固定袁 以防蒂部受
压袁术后 猿 周断蒂遥 供区宽度约 缘 糟皂 可以直接缝合袁
较大的创面可用下腹部或同侧大腿游离皮片植皮遥
圆

结 果

本研究共 猿苑 例患者入选袁 平均随访 远耀员圆 个
月遥 结果显示 猿苑 例中 猿远 例成活袁员 例远端部分坏
死遥该远端坏死皮瓣经游离植皮后亦成活遥所有患者
皮瓣转移后轻度肿胀袁术后 源耀缘 凿 逐渐消退袁员 个月
后 猿缘 例外形良好袁圆 例皮瓣稍显臃肿袁远 个月后行二
期整复术袁整复后外形良好曰皮瓣色泽术后 员 个月内
较暗袁后逐步改善袁猿耀远 个月后与周边相似曰皮瓣弹
性起初较为疆硬袁随着血液循环的改善后变软袁远 个
月后良好曰皮瓣感觉 猿员 例 远 个月后有不同程度的恢
复渊图 员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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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解剖学研究发现皮神经及浅静脉行走区域
血供较为丰富袁常常伴有营养血管网的存在咱缘原远暂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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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右内踝皮肤缺损骨外露曰月院术前选取所需皮瓣区域曰悦院 术中取皮瓣过程曰阅院踝部外伤皮瓣修补后状况遥

图 员 小腿后外侧复合组织营养血管皮瓣手术

于这一解剖学发现袁由浅静脉原皮神经原深筋膜组成
的神经血管复合组织营养血管皮瓣开始应用于临床
治疗外伤所致大面积皮损咱苑原怨暂遥 此类皮瓣血供较单纯
皮神经周围血管网更加丰富遥 而其静脉回流主要依
靠筋膜内伴行静脉尧深筋膜静脉网尧小隐静脉及腓静
脉穿支之间的交通支形成的迷宫样血管网咱员园暂遥此外袁
小腿后外侧皮肤均有相对宽度较大尧延展性较好的
特点遥 因此袁此区域皮瓣具有不牺牲主干血管尧部位
隐蔽尧损伤小尧切取快速方便尧血供可靠尧切取面积大尧
蒂部可长可短尧修复效果好等优点咱员员暂遥 但同时在临床
工作中也发现一些问题院淤如患者皮瓣较厚袁修复浅
表创面时常会造成修复区域局部臃肿袁 需行二次手
术进一步修整曰 于由于术中可能损伤相关区域皮神
经袁术后可能出现该神经支配区感觉障碍曰盂如该皮
瓣中无贯穿全长的轴行血管袁则只能进行带蒂移植遥
虽然既往文献对小腿后外侧复合组织营养血管
皮瓣已有所报道袁如梁军等咱苑暂开展了 员员 例此类皮瓣
手术修复小腿远端及足部皮损袁发现此类皮瓣术后
愿 例玉期愈合袁余下 猿 例经过术后处理后也亦成活袁
从而验证了这一皮瓣的临床价值遥 而曹卫刚等咱愿暂则
总结了 远 例接受小腿后外侧复合组织营养血管皮瓣
治疗足部皮损患者临床及随访资料袁发现此类皮瓣
术后成活率高达 员园园豫袁 进一步提示此类手术较高
的成功率遥 但上述文献中研究样本均较少袁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可信性遥 因此本研究收集大量足

部大面积皮损患者进一步研究小腿后外侧复合组织
营养血管皮瓣的临床疗效遥
本组术后随访结果显示 猿远 例患者接受手术后
皮瓣玉期愈合袁 仅 员 例患者经术后处理后皮瓣域期
愈合袁圆 例患者 远 个月后行二期皮瓣整复术遥 本研究
结果与既往文献结果相较基本一致袁 而本文从治疗
过程中得出以下经验院 淤本组将小隐静脉纳入皮瓣
蒂内袁而浅静脉周围有营养血管存在袁使皮瓣的血供
更加丰富曰有 员远 例将小隐静脉在其远端结扎以防止
皮瓣瘀血遥但从皮瓣成活来看袁是否结扎小隐静脉无
明显区别袁 结扎小隐静脉应注意不能损伤其周围组
织袁也不必切断袁另有 圆员 例将小隐静脉与受区静脉
吻合袁这样皮瓣的血液回流更符合生理曰于如蒂部较
长袁 切取皮瓣时应防止近端皮瓣与深筋膜或神经分
离袁影响皮瓣血供袁造成手术失败曰盂皮瓣逆转做皮
下隧道时要使隧道足够宽敞袁以免蒂部受压遥 本组 员
例部分坏死袁主要由于蒂部折返受压袁术后皮瓣肿胀
淤血袁远端部分坏死曰 榆文献报道 咱员圆暂腓肠神经营养
血管的穿出部位在外踝上 缘 糟皂 处遥小隐静脉在外踝
上 缘 糟皂 处以近与腓肠神经伴行袁因此皮瓣的旋转点
不能低于外踝上 缘 糟皂袁 这样的皮瓣血供更丰富袁成
活率更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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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援参数与偏差范围的表示院
渊员冤 数值范围院缘耀员园曰注意 猿伊员园猿耀愿伊员园猿袁不能写成 猿耀愿伊员园猿曰
渊圆冤 百分数范围院圆园豫耀猿园豫袁不能写成 圆园耀猿园豫曰
渊猿冤 具有相同单位的量值范围院员援缘耀猿援远 皂粤 不必写成 员援缘 皂粤耀猿援远 皂粤曰
渊源冤 偏差范围院渊圆缘依员冤益不写成 圆缘依员益袁渊愿缘依圆冤豫不能写成 愿缘依圆豫曰
缘援附带尺寸单位的量值相乘写为院缘园 糟皂伊愿园 糟皂伊员园园 糟皂袁不能写成 缘园伊愿园伊员园园 糟皂袁或 缘园伊
愿园伊员园园 糟皂猿遥
渊本刊编辑院接雅俐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