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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评价腔镜下下肢交通静脉离断术渊杂耘孕杂冤治疗下肢静脉性溃疡的中期疗效遥 方法院回顾分析下肢静脉溃疡行

杂耘孕杂 治疗 苑源 条肢体临床资料遥 其中愈合溃疡渊悦缘冤缘园 例袁活动性溃疡渊悦远冤圆源 例遥 杂耘孕杂 同时行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垣抽剥术 员源

例遥 术后平均随访时间 猿员 个月渊员耀源圆 个月冤遥 结果院手术成功率 员园园豫遥 悦远 期溃疡中 圆园 例术后愈合渊愿猿援园豫冤袁平均愈合时间 缘援苑
个月遥 无复发率 员圆 个月为 愿愿援园豫曰圆源 个月为 愿缘援怨豫曰猿远 个月为 愿圆援怨豫遥 悦缘 期 缘园 条肢体溃疡无复发率 员圆 个月为 怨猿援怨豫袁圆源 个月

为 怨员援园豫遥 悦远 期溃疡愈合的 圆园 条肢体溃疡无复发率在 员圆 及 圆源 个月均为 苑员援愿豫遥 两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渊孕越园援员袁蕴燥早鄄则葬灶噪冤遥 结

论院杂耘孕杂 治疗下肢静脉性溃疡中期效果满意袁但是仍然需要大规模尧随机研究来进一步证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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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愿缘 年 匀葬怎藻则 首 次 行 腔 镜 下 交 通 支 离 断 术
渊泽怎遭枣葬泽糟蚤葬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责藻则枣燥则葬贼燥则 泽怎则早藻则赠袁杂耘孕杂冤袁 该
术式具有安全尧微创且并发症少的优点咱员暂遥 但目前在
其手术疗效及适应证方面仍然存在较大争议遥 常规
大隐静脉手术辅以 杂耘孕杂 治疗合并溃疡的下肢静脉
功能不全的近期疗效满意咱圆原猿暂袁但远期疗效报道较少遥
本研究总结了本院血管外科 杂耘孕杂 治疗下肢静脉溃
疡 缘 年的临床资料袁评价该术式的中期疗效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园远 年 缘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期 间共对经顺 行
性下肢静脉造影证实存在功能不全的交通支渊直径
跃圆 皂皂冤 的 员员圆 例患者的 员圆愿 条肢体行 杂耘孕杂 手术遥
在这 员圆愿 条肢体中存在活动性或者已经愈合的静
脉性溃疡肢体共 苑源 条渊苑员 例冤袁其中男 缘缘 例渊缘苑 条
肢体冤袁女 员远 例渊员苑 条肢体冤遥 患肢中愈合溃疡渊悦缘
期冤缘园 条渊远苑援远豫冤曰活动性溃疡渊悦远 期冤圆源 条渊猿圆援源豫冤袁
其中初发溃疡 员员 例袁溃疡反复发作 员猿 例遥 活动性溃
疡肢体平均溃疡发生时间为 员员 个月渊员耀源圆 个月冤遥 溃
疡平均面积渊长度伊宽度冤为 圆援员渊园援圆耀员缘猿援圆冤糟皂圆遥 患者
平均年龄 远圆 岁渊源源耀苑远 岁冤遥 所有病例术前踝原肱比值
渊粤月陨冤均跃园援愿袁排除动脉性溃疡遥 既往存在下肢深静脉
血栓经造影检查深静脉仍然闭塞病例除外遥
员援圆 方法
既 往 已 经 行 杂耘孕杂 手 术 员源 条 肢 体 袁悦远 期 员园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缘冤园员鄄员园圆鄄园猿

例袁悦缘 期 源 例遥 其余病例均在行 杂耘孕杂 手术的同时
行浅静脉手术遥 杂耘孕杂 手术方法简述如下院硬膜外麻
醉或者全身麻醉下袁取头低脚高位袁用纱布垫高膝关
节袁 取小腿内侧胫骨结节下 员园 糟皂 胫骨旁 猿 糟皂 处做
员 糟皂 横切口袁切开皮肤直至深筋膜下袁适当分离疏松
间隙后置入 员园 皂皂 腹腔镜 栽则燥糟葬则 粤袁钝性分离深筋膜
下间隙形成多个隧道袁然后插入光源并同时灌注 悦韵圆

气体袁压力维持在 员缘 皂皂匀早渊员援怨缘 噪孕葬冤左右袁在摄像
引导下袁于原切口内侧旁开 源耀缘 糟皂 处做同样皮肤切
口穿刺进入另一 员园 皂皂 栽则燥糟葬则 月袁放置操作钳袁分离
和剪断疏松结缔组织袁发现交通支后对于粗大的交
通支用钛夹钳夹后剪断或使用 缘 皂皂 超声刀袁 先用
低频凝固袁后用高频予以逐支离断遥 术后用弹力绷带
压迫患肢袁常规用低分子肝素抗凝 圆耀猿 凿 预防下肢深
静脉血栓形成遥 圆耀猿 凿 内减少活动袁避免筋膜腔内出
血导致血肿并发症遥
大隐静脉曲张采用传统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垣
主干抽剥术垣曲张静脉点式剥脱术遥 手术中首先取
腹股沟部位袁顺皮纹切口显露大隐静脉主干袁离断
结扎各属支遥 在大隐静脉汇入股静脉处高位离断主
干袁并抽剥主干至膝关节或者以下水平遥 浅表静脉曲
张采用点式切口行节段性剥脱遥小隐静脉曲张尽量高
位结扎主干袁为了避免腘窝神经损伤不必要行绝对的
高位离断袁然后行主干的抽剥遥 所有患者术后穿弹力
袜至少 圆 个月袁同时服用静脉活性药物治疗遥
术后 员 个月门诊随访袁 第 猿尧员圆 个月电话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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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随访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对结果进行统计处理遥 溃疡愈合
率采用 运葬责造葬灶鄄酝藻蚤藻则 生存分析遥 组间比较采用 蕴燥早鄄

则葬灶噪 分析袁检验水准为 琢越园援园缘遥
圆 结

果

所有患肢手术都取得成功袁成功率 员园园豫遥 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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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期无手术相关重大并发症如下肢深静脉血栓形

成等发生遥 有 源 例渊缘援源豫袁源 辕 苑源冤小腿切口下发生血
肿袁经穿刺抽出积血后治愈遥 可能与小腿静脉曲张
较严重同时伴有血栓性静脉炎有关遥 圆 例渊圆援苑豫冤术
后发生下肢局部严重肿胀伴局部发红尧疼痛袁经抗
炎治疗后痊愈遥 未见下肢严重神经损伤尧皮肤烫伤尧
皮肤坏死等并发症发生遥
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 猿员 个月渊员耀源圆 个月冤遥 随
访自觉下肢酸胀尧疼痛尧瘙痒等症状明显缓解的患
者 远缘 例 渊愿苑援愿豫袁远缘 辕 苑源冤遥 悦远 期活动性溃疡肢体中
圆园 例愈合袁溃疡愈合率为 愿猿援园豫渊圆园 辕 圆源冤袁其平均愈
合时间为 缘援苑 个月遥 悦缘 期 缘园 条肢体术后随访共有 远
条肢体溃疡复发袁悦远 期溃疡愈合的 圆园 条肢体随访过
程中共有 缘 条肢体溃疡复发遥采用 运葬责造葬灶鄄酝藻蚤藻则 法计
算 悦缘 期 缘园 条肢体及 悦远 期溃疡愈合的 圆园 条肢体共
苑园 条肢体术后溃疡无复发率院员圆 个月为 愿愿援园豫袁圆源
个月为 愿缘援怨豫袁猿远 个月为 愿圆援怨豫渊图 员冤遥 悦缘 期 缘园 条肢
体溃疡无复发率院员圆 个月为 怨猿援怨豫袁圆源 个月为 怨员援园豫遥
悦远 期溃疡愈合的 圆园 条肢体溃疡无复发率院员圆 及 圆源
个月均为 苑员援愿豫遥 两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渊孕越园援员袁
造燥早鄄则葬灶噪袁图 圆冤遥 悦缘 期 缘园 条肢体在随访过程中有 远
条肢体溃疡复发袁其平均复发时间为渊圆园援圆 依 员员援愿冤
个月袁悦远 期术后溃疡愈合病例中有 缘 条肢体溃疡复
发袁平均复发时间为渊愿援圆 依 员援愿冤个月遥 两组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统计袁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越 园援园怨冤遥
悦缘 期 缘园 例及 悦远 期溃 疡愈合 圆园 例共 苑园 例
随访袁运葬责造葬灶鄄酝藻蚤藻则 统计袁总体溃疡愈合无复发率
愿源援猿豫遥 估计溃疡无复发时间渊缘猿依圆冤个月渊怨缘豫悦陨
源愿耀缘愿 个月冤遥
猿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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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本研究报道了 杂孕耘杂 手术治疗伴有交通支功
能不全的下肢静脉性溃疡的中期治疗效果遥 在以
往一些研究中仅有少部分病例完成长时间的临床
随访咱源暂遥英国 耘杂悦匀粤砸 临床研究中证实咱缘暂院任何浅静
脉手术方式治疗静脉溃疡效果并不优于单纯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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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圆 悦缘 期与 悦远 期患肢溃疡愈合无复发率的比较

治疗袁主要原因为研究中没有针对功能不全的交通
支行手术治疗遥 单纯浅静脉手术组 员圆 个月静脉溃
疡复发率为 员圆援园豫遥 在本研究中袁员圆 个月溃疡无复
发率为 怨员援圆豫袁复发率为 愿援愿豫袁明显低于 耘杂悦匀粤砸
研究中的单纯浅静脉手术组袁 说明交通支在静脉溃
疡治疗中的重要作用袁这与 晕藻造扎藻灶 等咱远暂报道结果一
致遥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袁静脉性溃疡是否在活动期行
杂耘孕杂 手术袁对治疗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遥这对临床手
术时机的选择有一定指导作用遥
有文献报道袁功能不全的交通支在行浅静脉手术
之后其功能可能得到恢复 咱苑暂袁 但是这种效果并不持
久遥 在 耘杂悦匀粤砸 研究中袁在浅静脉手术之后有 员 辕 猿 功
能不全的交通支功能恢复正常袁但是 员圆豫的患肢出
现了新的功能不全的交通支遥 圆 辕 猿 患者残留有功能
不全的交通支咱愿暂遥 本课题组也报道了单纯行浅静脉手
术或者同时行 杂耘孕杂 对严重下肢静脉功能不全静脉
溃疡病例治疗效果的对照研究遥结果显示在行浅静脉
手术的同时行 杂耘孕杂 手术能降低下肢静脉溃疡的短
期复发率咱圆暂遥 因此袁提示在浅静脉手术时辅助行 杂耘孕杂
可能改善静脉性溃疡的治疗效果遥
有研究报道袁存在下肢深静脉阻塞的病例术后
溃疡复发率较高咱源暂袁因此本研究排除这种病例遥 耘杂鄄
悦匀粤砸 研究也报道了存在深静脉功能不全的肢体在
行浅静脉手术治疗后袁其功能得到改善袁静脉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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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咱源暂遥 在本研究中大部分病例同时合并深静脉功
能不全袁其治疗结果令人满意遥 提示对存在深静脉
功能不全的下肢静脉溃疡病例行浅静脉或者合并
行 杂耘孕杂 手术可以改善其预后遥

最近一项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在浅静
脉手术同时行 杂耘孕杂袁 能显著减少小腿交通支数目袁
但是对溃疡愈合尧复发没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咱怨暂袁可能
与该研究随访观察时间较短仅 员 年有关遥 在本研究
中没有比较单纯浅静脉手术与同时行 杂耘孕杂 手术对

下肢静脉性溃疡的治疗效果袁因此袁对 杂耘孕杂 疗效仍
然需要临床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来证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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