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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血管多普勒指引下改良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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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微型血管多普勒指引下改良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要

圆园员缘 年 苑 月共 圆远 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临床资料袁平均年龄 圆缘援远 岁渊员愿耀源圆 岁冤遥 患者均接受微型血管多普勒指引下改良显微

精索静脉结扎术遥 术中应用血管多普勒分辨精索动尧静脉袁防止误扎导致动脉损伤遥 结果院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袁术中无精索内

动脉损伤曰术后随访 远耀圆源 个月袁员愿 例少精弱精症患者复查精子密度及活动率有明显改善袁员怨 例患者阴囊隐痛不适症状消失尧苑例减

轻袁复查 月 超显示无明显阴囊血肿尧睾丸萎缩或鞘膜积液发生袁未见复发遥 结论院微型血管多普勒指引下改良显微精索静脉结扎
术安全有效袁避免了手术对动脉的损伤袁可明显改善重度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症状和精子质量袁疗效确切袁具有推广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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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症状遥 圆园 例患者有生育要求袁精液分析提示少

管形成蔓状静脉丛袁而静脉瓣膜因为先天缺陷或功能

精弱精症遥 术前诊断主要依据为院体格检查尧灾葬造泽葬增葬

不全袁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及逆流袁从而引起血液淤滞袁

实验尧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及精液检查遥

并以受累静脉的异常膨大和血液逆流为特征咱员暂袁被认
为是导致男性患者 源员豫原发性不育和 苑缘豫耀愿员豫继

员援圆

方法
手术采用连续硬膜外或静脉复合麻醉袁取平卧

发性不育的潜在原因 遥 其损害包括同侧睾丸体积

位袁 于外环向下平行于精索走行方向做一斜行切

及生育能力降低 遥 精索静脉曲张的外科治疗有几

杂糟葬则责葬 筋膜遥游离显露精索后提起袁术者于显微视野

咱圆暂

减小袁精液生成受损袁导致精子减少甚至无精症袁以
咱猿暂

种方法袁包括开放手术尧显微外科手术及腹腔镜技
术

遥 但腹股沟处精索中包含细小的动静脉袁并且

咱源原缘暂

具有较多分支袁术中辨认动静脉较困难袁即使是显
微手术也容易漏扎尧误扎袁因此本中心将微型血管
多普勒渊灾栽陨 圆园 酝匀扎 皂蚤糟则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阅燥责责造藻则冤应用于

口袁长约 圆 糟皂袁逐层切开皮肤尧皮下组织尧悦葬皂责藻则 和
下切开精索外筋膜尧提睾肌遥 分离精索外静脉袁用微

型血管多普勒确认后结扎精索外静脉曰 将输精管尧
输精管动脉和静脉与精索内筋膜内组织分离袁牵拉

到一侧曰纵形切开精索内筋膜袁常规用 员豫利多卡因
滴注袁用血管多普勒探测精索内动脉位置袁发现脉

该手术以辨别动脉而加以保护袁现完成 圆远 例袁具体

冲式回声后加以保护曰细致分离所有精索内静脉及

报告如下遥

属支袁注意保护淋巴管袁血管多普勒确认为静脉后袁

员

分别切断并挤压阴囊内曲张静脉袁切除部分静脉后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要圆园员缘 年 苑 月袁 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共 圆远 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袁 平均年龄
圆缘援远 岁渊员愿耀源圆 岁冤袁病程 圆 个月耀员园 年袁平均 员苑 个

月遥 患者均为芋度精索静脉曲张袁员 例双侧伴有阴囊
坠胀不适袁另 圆缘 例均为左侧袁并伴有阴囊左侧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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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泽燥灶早灶蚤灶早澡燥灶早岳灶躁皂怎援

鄢

藻凿怎援糟灶

的远近断端予以结扎并牵拉打结曰结扎完毕后用多
普勒再次检查动脉血流情况袁 确认无误扎或损伤遥
逐层缝合遥 术中常规抗感染治疗 员 次袁术后第 圆 天
即出院遥
圆

结

果

圆远 例手术均顺利完成袁 术中无精索内动脉损

伤遥 术后随访 远耀圆源 个月袁圆园 例少精弱精症患者中

员愿 例复查精子密度及活动率有明显改善曰员怨 例患
者阴囊隐痛不适症状消失尧苑 例减轻袁复查 月 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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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阴囊血肿尧睾丸萎缩或鞘膜积液发生袁精索

动脉损伤袁且随访期间无明显阴囊血肿尧睾丸萎缩

静脉曲张未见复发遥

或鞘膜积液发生袁无复发遥 本文认为要获得良好的

猿

治疗效果袁应注意一下要点院淤术者具有熟练的显

讨

论

微操作技术袁在分离动尧静脉时减少对血管不必要

员怨怨圆 年袁郧燥造凿泽贼藻蚤灶 等 首次报道了显微外科技

的触碰袁 运用利多卡因可以有效避免动脉痉挛曰于

术在精索静脉曲张手术治疗中的应用袁此后显微精

运用微型多普勒检测以确保精索内尧外静脉的彻底

索静脉结扎术逐渐成为精索静脉曲张的首选治疗

结扎袁而对睾丸动脉尧淋巴管加以保护袁这是显微精

咱远暂

咱苑暂

方式遥 此外袁粤造鄄运葬灶凿葬则赠 等 将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

索静脉结扎术的关键遥

与非显微技术进行对比研究袁发现显微手术后无鞘

本研究表明微型血管多普勒指引下改良显微

膜积液发生袁而开放手术和腹腔镜手术的发生率分

精索静脉结扎术安全有效袁值得进一步推广遥 限于

别为 员猿豫和 圆园豫曰术后精液质量改善率显微手术为

样本例数有限袁未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遥 在今后的

远苑豫曰术后复发率显微手术为 园援圆缘豫袁而开放手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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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远豫 袁 而 开 放 手 术 和 腹 腔 镜 手 术 分 别 为 远缘豫 与

腹腔镜手术分别为 员苑援缘豫与 圆圆援缘豫遥 可见显微手术

与非显微手术相比具有显著优势遥 其优点总结如

研究中会加大样本量袁进一步探索该方法的疗效遥
咱员暂

下院淤显微手术使用显微镜袁分离结扎较为精确袁且
利于术中保护精索动脉和淋巴管袁避免术后相关并
发症曰于手术切口在外环下方袁此处无腹腔脏器等
干扰袁利于操作袁可较为彻底地结扎睾丸静脉及其
分支袁尽可能避免复发曰盂创伤较小袁利于恢复袁缩

咱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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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住院时间曰榆此位置较为隐蔽袁术后无明显疤痕遥

国外 匀燥责责泽 等咱愿暂通过研究外环下水平精索的显

微解剖发现院精索外静脉平均 缘援源 条曰精索内静脉平

咱源暂

均为 员员援员 条袁其中小静脉渊约圆 皂皂冤为 苑援怨 条袁中静脉

渊圆耀缘 皂皂冤为 圆援愿 条袁大静脉渊跃缘 皂皂冤为 园援源 条袁且直
径跃圆 皂皂 精索内静脉数量随精索静脉曲张分度增

高而增加遥 可见显微精索静脉游离尧结扎较为复杂袁

动尧静脉袁因此容易出现漏扎尧误扎等现象袁存在一

咱缘暂

实际操作中发现袁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动脉在多普勒
检测前被误认为是静脉袁这些动脉较细尧血管壁薄尧
搏动不明显袁而多普勒检测可有效发现血流搏动声
而加以鉴别袁避免被误扎遥 同时袁有一些静脉在镜下
观察管壁较厚袁呈现动脉样外观袁导致术中无法决
定是保留还是结扎袁而多普勒检测后可以放心地进
行结扎遥 本研究中 圆远 例手术均顺利完成袁无精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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