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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改进和完善下腹部横行腹直肌( transverse rec tus abdom in is myocutaneous, TRAM)肌皮瓣乳房再造术式。方法:将

TRAM瓣改进为保留腹直肌及其前鞘的下腹部横行腹壁下动脉穿支(deep inferior epigastric perforator, DIEP)皮瓣用于乳房再

造 4例 , 并复习文献阐述其优点。结果:皮瓣全部成活 , 不仅再造了乳房 , 同时又有腹壁整形的效果 , 患者满意。结论:该皮瓣

具有 TRAM瓣的所有优点 ,又避免了腹部并发症;DIEP瓣的大小 、厚薄 、血管蒂的长短应用都有很大的灵活性 ,从而大大拓宽

了临床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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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improve the techniques o f harvesting the free inferior epig astric arte ry transve rse rectus abdom inis

myocu taneous(TRAM) flap on the basis o f the ana tom ic stud ie s. Methods:W e perfo rm ed breast reconstruction fo r four pa tients after

m aste ctom y w ith th is deep infe rio r epigastric perforato r(DIEP) flap, spa ring the who le rectus abdom inis musc le, and preserving

adequa te abdom ina l wa ll com petence. We a lso rev iew ed re lated lite ra ture and d iscussed its advan tages. Resu lts:This flap had a ll the

advan tages inherent in TRAM flap brea st reconstruc tion and the donor site m orb idities w ere avoided. The varie ty of the dim ension and

thickne ss o f the flap and the leng th o f its pedicle increa sed its flexibility in c lin ica l applica tion. Conc lu sions:DIEP flap can repa ir

va rious defec ts as requ ired. A s it spa res the w ho le rec tus abdom inis musc le, it has m inim al insu lt to the abdom ina l wa ll and has the

e ffec t of abdom inoplasty fo r m iddle-aged w om en. The applica tion of this k ind of flap repre sen t the direc tion o f p la stic surge ry’ s

developmen.t

[ Keyw ords] breast /surg ery;surg ical flaps;breast reconstruction;a ra tomy, regiona l

　 　横 行腹 直 肌 ( transve rse rec tus abdom inis

muscu locutaneous, TRAM)肌皮瓣乳房再造已成为自

体组织乳房再造广泛采用的方法 ,但该法的肌皮瓣

带有部分腹直肌及其前鞘 ,破坏了腹壁的完整性 ,有

时还需要用合成材料关闭腹壁 ,术后腹壁疝和腹壁

臃肿等并发症的发生率高
[ 1]

。下腹部横行腹壁下

动脉穿支(deep inferio r ep igastric perfo rator, D IEP)皮

瓣不带腹直肌及其前鞘 ,只含有皮肤 、皮下脂肪和血

管蒂 ,具有 TRAM瓣的所有优点 ,又避免了腹部并

发症的发生 ,同时对中年妇女和肥胖者可起到腹部

整形的作用 ,是一非常有发展前途的皮瓣 。目前国

内这方面的报道很少 。我们应用此皮瓣用于乳房再

造 4例 ,现结合文献作一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组 4例 ,年龄 32 ～ 54岁。分别

为乳腺癌根治术后 3 ～ 12年 ,术后复查确定均无肿

瘤复发 ,因手术切口瘢痕及胸壁缺损影响心理及外

观 ,患者要求施行乳房再造。

1. 2　手术方法　(1)术前设计:根据健侧乳房体积

(排水法测量 )、形态及患侧锁骨下凹陷情况 ,大致

确定所需组织量 ,设计以双侧腹壁下动静脉为蒂的

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 13 cm ×42 cm。胸部切口按

原瘢痕设计 ,注意潜行剥离至与健侧乳下皱襞对称

的位置。 (2)手术操作:全麻插管麻醉成效后 ,患者

取仰卧位 。手术分胸 、腹两组同时进行 ,分别行腹壁

下动脉穿支皮瓣的切取及胸廓内动 、静脉的准备。

将带有双侧腹壁下动 、静脉为蒂的腹壁下动脉穿支

皮瓣转移至胸部。先将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两组血

管蒂的一组与腹壁上动静脉分别行端端吻合 ,然后

将另一侧的腹壁下动静脉与胸廓内动静脉行端端吻

合。以健侧乳房为标准进行乳房塑形 ,同时将腹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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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动脉穿支皮瓣两端部分去表皮后充填以矫正锁骨

下凹陷及腋前皱襞缺如畸形。

2　结果

　　皮瓣全部成活 ,不仅再造了乳房 ,同时又有腹壁

整形的效果 ,患者满意 。术后随访 10 ～ 26个月 ,无

腹部薄弱或腹壁疝等并发症的发生。

　　典型病例:40岁 , 6年前因左乳房 Ⅱ期腺癌行改

良根治术 ,术后未做放射治疗 ,于 2002年 4月 2日

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行横行下腹部腹壁下动脉穿

支皮瓣乳房再造 。术前用超声多普勒测出供 、受区

血管(供区:腹壁下动脉及其穿支;受区:胸背动脉 、

乳内动脉),并于站立位定出患侧乳腺下皱襞的位

置及左乳所缺的皮肤 、组织量。患者平卧位 ,左上肢

外展。手术分供 、受区同时进行。供区在腹部游离

皮瓣。设计皮瓣:皮瓣的上缘平脐孔 ,向下腹部设计

横椭圆形皮瓣 ,长 28 cm ,宽 12 cm (见图 1)。先做

右侧:沿设计线切开皮肤 、皮下脂肪 ,于腹外斜肌腱

膜浅层由外向内掀起皮瓣 ,至腹直肌前鞘浅层发现

3个腹壁下动脉的穿支 ,它们的穿出点的纵轴均在

脐外侧约 4 cm ,水平位置分别平脐上缘 、脐下 3 cm

和脐下 6 cm ,外径约 0. 8mm、1mm和 0. 8mm(见图

2);同法掀起左侧皮瓣 ,几乎得到了同样的发现 ,最

后决定左 、右侧均只保留中间一支比较粗大的穿支

(外径 1mm),余两支结扎 ,沿保留的穿支切开腹直

肌前鞘 ,在腹直肌及其后鞘之间找到腹壁下动脉 ,并

可追寻到其起点(髂外动脉 ),在此过程中发现肋间

神经跨过腹壁下动脉的浅层呈阶段性进入腹直肌

(注意保护 ),在穿支进入腹直肌处顺肌纤维方向钝

性分离一小孔 (约 1 cm),确定其与腹壁下动脉的关

系后 ,保留腹壁下动脉蒂长 10 cm ,将其离断 ,从该

孔中抽出 ,腹壁上动脉保留血管蒂 3 cm ,确定皮瓣

血运后 ,同法处理左侧血管蒂并离断之 (见图 3)。

皮瓣离体后腹壁下动 、静脉一束与受区的胸廓内动 、

静脉吻合 ,一束与对侧的腹壁上动 、静脉吻合以确保

Ⅳ区的血供 。供瓣区腹直肌前鞘用可吸收缝线缝

合 ,上 、下创缘游离后拉拢缝合 ,脐孔上移 。术后皮

瓣全部成活 ,乳房和腹部外形满意 ,无并发症发生

(见图 4)。

3　讨论

3. 1　乳房再造现状　众多组织瓣转移再造乳房的

方法中 , TRAM瓣不仅可以再造外形自然 、逼真的乳

房 ,再且可以改善腹部形态 ,因而成为自体组织再造

乳房的首选方法 , 但由于该瓣损伤了腹直肌 ,腹壁

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 ,腹壁变得薄弱 ,术后常伴有腹

肌活动受限 、腹壁疝 、腹壁臃肿等并发症
[ 1]

,经过不

断的探索 ,发现这些并发症可通过保留腹直肌的术

式避免 。 1989年 K oshim a等
[ 2]
首先报道了不含腹

直肌的腹壁下动脉脐旁穿支皮瓣修复多种缺损 ,
1994年 A llen等

[ 3]
报道了应用游离 DIEP皮瓣成功

地再造乳房的经验。这些方法因保存了腹直肌的完

整性 ,从而保持了腹壁的强度 ,避免了上述的并发

症 ,受到广泛的欢迎。这种皮瓣被广泛接受体现了

人们对现代整形外科的发展方向 ,即不但能修复缺

损或再造完美外形的体表器官 ,更重要的是要使供

区的损伤减少到最小 ,甚至可同时改善供区的状况。

这也是目前 “穿支皮瓣 ”能够成为国际显微外科研

究热点的原因之一 。目前国内贯穿着对供区损伤最

小 、又起到供区整形的横行下腹部腹壁下动脉穿支

皮瓣的临床应用报道很少
[ 4]

。

3. 2　D IEP解剖学基础　下腹壁的血供主要由腹壁

下动脉供应 ,该动脉从髂外动脉发出 ,经腹股沟韧带

的内 2 /5与外 3 /5交界处斜向内上方 ,有两个伴行

静脉 ,长度为 10. 3(9. 0 ～ 13. 0) cm ,外径为 3. 6(2. 8

～ 5. 0)mm ,继经腹直肌外侧进入其后方。在腹直肌

的深层分为内 、外两分支 ,外侧支较明显 ,其肌皮穿

支多而恒定 ,是支配腹前外侧壁最主要的血管 ,穿支

依其粗细又分为两种
[ 5]

:在脐下外侧腹壁 4 cm的范

围内每侧平均有 5. 4个大的穿支(直径 >0. 5 mm),

它们从腹壁下动脉发出 ,穿腹直肌及其前鞘进入皮

下脂肪到皮肤 ,与皮肤平行形成真皮下血管网;小的

穿支不到皮肤 ,而是从腹直肌前鞘穿出后终止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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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脂肪深层 , 主要供应深层脂肪的血供 。另外 ,

He itmann等
[ 6]
在 40具新鲜尸体中发现在脐下 8 cm

为半径的范围内每侧腹壁下动脉有 1 ～ 2个直径 >1

mm的穿支 ,它将横行下腹部皮瓣完全游离后只保

留一个腹壁下动脉穿支 ,在该穿支内注射蓝色染料 ,

发现 Tay lor的腹部分区Ⅰ ～ Ⅲ区蓝染 ,而Ⅳ区染色

很淡或根本不染色 ,这正是 TRAM瓣带蒂转移时容

易出现Ⅳ区部分坏死的原因。

3. 3　DIEP皮瓣优点　横行下腹部 DIEP瓣不仅是

乳房再造的最好方法 ,随着对腹壁下动脉穿支血管

的解剖学研究的深入 ,它的应用范围已大大得到扩

展 ,我们根据这 4例的体会加上复习文献总结该皮

瓣有如下优点:(1)利用该皮瓣进行乳房再造时体

位方便 ,不需要变换体位 ,供 、受区手术可同时进行

以缩短手术时间 。 (2)游离该皮瓣时可保留腹直肌

和其前鞘 ,做到供区微创 ,常规 TRAM 瓣的腹部并

发症因而得以避免。 (3)对中年妇女和体胖者选择

该皮瓣修复缺损可同时起到腹壁整形和美容的作

用 ,一举两得 。 (4)该皮瓣的血管蒂可长可短 ,增加

了转移的灵活性:血管蒂最长可取到其髂外动脉起

点处 ,约 10 cm。(5)该皮瓣的大小选择也有很大的

灵活性:其纵向长度可取到 10 ～ 20 cm ,横向长度可

达 20 ～ 42 cm ,故皮瓣最大可取 20 cm ×42 cm ,从而

可用以修复严重的组织缺损 ,如严重手外伤 、头皮撕

脱伤 、肢体 、腰背部和骶部缺损等
[ 7]

。 (6)该皮瓣可

以一期去除皮下脂肪使之成为很薄的皮瓣 ,甚至只

保留真皮下血管网而去除几乎所有的皮下脂肪 ,如

此该皮瓣既可以用于修复需要很多组织量的缺损

(如乳房再造 ),也可以用于需要较薄皮瓣的部位

(如手背和足背)
[ 8]

,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它的适用范

围 。 (7)可将该皮瓣去表皮做成真皮脂肪瓣用以充

填软组织缺损 ,修复半面萎缩 、短小等
[ 9]

。 (8)还可

取腹壁下动脉一套系统的复合皮瓣 (脐旁穿支皮瓣

联合其耻骨上支支配的耻骨瓣 )修复颊区严重的

骨 、软组织复合伤所致的凹陷畸形
[ 10]

。

3. 4　注意事项　对 D IEP瓣解剖学的研究促进了

临床对该皮瓣的应用 。我们术中发现在脐的外侧约

4 cm有 3个腹壁下动脉的穿支穿过腹直肌前鞘而

支配到皮肤 ,它们分别平脐上缘 、脐下 3 cm和脐下

6 cm ,外径约 0. 8mm、1mm和 0. 8mm ,与以往的研

究结果
[ 5, 6]
相符。我们选取了两侧各为 1个穿支

(外径 1 mm)的皮瓣 , 带有两侧的腹壁下 (10 cm

长 )、上 (3 cm长 )血管。这种做法的优点是:(1)可

于穿支的入肌点顺肌纤维方向钝性分离约 1 cm的

腹直肌 ,以便将腹壁下血管从中抽出 ,这样腹直肌就

可以完全保留 ,而且几乎没受到任何损伤 ,另外肋间

神经发向腹直肌的分支也没受到损伤 ,从而对供区

的创伤达到了最小的程度。 (2)腹壁下动 、静脉一

束与左胸廓内动 、静脉吻合 ,一束与对侧的腹壁上动

脉吻合 ,这样就确保Ⅳ区的血供 ,术后不会发生如带

蒂 TRAM瓣的Ⅳ部分坏死 。若选用 2、3个穿支的皮

瓣则需顺腹直肌的方向少量离断肌纤维以抽出腹壁

下血管。

　　D IEP瓣是对游离 TRAM瓣的进一步完善。术

中只切取皮肤及脂肪 ,将血管蒂从腹直肌中分离出

来 ,其最大优点是保留腹直肌及其前鞘 ,避免了术后

腹壁薄弱及腹部疝的发生 ,使患者术后恢复快 ,拥有

良好的远期效果。由于同时具有腹壁整形的效果 ,

D IEP瓣已成为自体组织移植乳房再造的首选方法。

该皮瓣的缺点是手术时间长 ,技术要求高 ,腹壁下动

脉及其穿支的解剖有时也存在变异 ,需要有熟练的

显微外科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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