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6

【文章编号]1000-2200(2009)03-0216-03 ·临床医学·

旋髂浅动脉岛状皮瓣修复手部软组织缺损

章祥洲。袁振奋，李勇，徐东卫。王飞

【摘要]目的：探讨旋髂浅动脉岛状皮瓣修复手部软组织缺损的临床效果。方法：采用旋髂浅动脉岛状皮瓣转移修复手部创面

9例。2例供区游离植皮，其余供区直接缝合，皮瓣远端1／3修簿2例。结果：14—30天断蒂，9例均一期完成手术，皮瓣全部

成活，术后随访3个月一1年，皮瓣痛、温、触觉稍迟钝，血运、弹性较好，外形满意。结论：旋髂浅动脉岛状皮瓣修复手部软组

织缺损方法简单、实用，血管解剖恒定，皮瓣成活率高，无任何术后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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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uperficial iliac circumflex artery island flaps in repairing tissue defects in hand

ZHANG Xiang·zhou，YUAN Zhen-fen，LI Yong，XU Dong—wei，WANG Fei

(Department ofBurns and Plastic Suegery，Bengbu Third People’s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uperficial iliac circumflex artery island flaps in repairing soft tissue defects

in hand．Methods：Superficial iliac circumflex artery island flaps wag used to repair nine casesof wound hands．The split-thickness skin

grafting Wag applied to recover the donor sites of the defects in 2 cages and the other donor sites were sutured directly．The flaps at the

dista【nee of one third were thinned in 2 cases．Results：The pedicles were severed for 14 to 30 days．A1l the 9 cages were repaired at one

stage．The flaps were all survived and achieved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3 months to 1 year7S follow-up，excepting that the sense of pain，

temperature and touch were a little dull．Conclusions：The procedure of repairing soft tissue defecs in hand with superficial iliac

circumflex artery island flap is easy and practical，with the adavantages of stable blood vessels，high survival rate and few complications．

This method is worth popularizing．

[Key words]surgical flaps；hand injuries；bums

手部解剖结构特殊，手部外伤往往伴有皮肤软

组织缺损，临床修复方法较多，而传统创面植皮不能

满足手功能及美观要求，处理不当也将引起手部畸

形和功能障碍，严重者可丧失劳动能力¨’2o。2002

年10月至2007年8月，我们采用旋髂浅动脉岛状

皮瓣修复手部软组织缺损9例，疗效满意，现作报

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组男7例，女2例；年龄6～56

岁。致伤原因：电击伤6例，热压伤2例，爆炸伤1

例。创面均有肌腱、血管、掌指骨外露，创面面积4

cm×5 am～16 am X 8 cm。修复时间：急诊一期清创

皮瓣转移修复7例，择期皮瓣转移修复(清创后3～

5天)2例，皮瓣远端1／3修薄2例，14—30天断蒂。

1．2手术方法 (1)皮瓣设计：在腹股沟韧带下

2 am股动脉搏动处与髂前上棘做连线，并沿髂嵴向

上方延伸，以此线为轴线设计旋髂浅动脉岛状皮瓣，

按扩创后手部创面的大小和形状设计皮瓣切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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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术步骤：先作皮瓣内侧切口，显露腹股沟韧带

及股动脉，沿股动脉向远侧小心解剖，并寻找源自股

动脉外侧、行向外上的旋髂浅动脉，沿旋髂浅动脉向

外侧解剖至深浅主支分叉处，结扎切断深主支，沿浅

主支由近向远顺行切取皮瓣，若皮瓣内要包含深主

支，则应沿深主支在深筋膜下解剖直至深主支穿出

深筋膜后，皮瓣掀起时要一边解剖一边将皮瓣边缘

皮肤与深筋膜间断缝合，否则皮瓣与深筋膜脱离，皮

瓣易坏死，继续向远侧掀起皮瓣，皮瓣掀起后将其覆

盖手部创面，周边缝合固定，皮瓣下常规置引流条。

术后患肢制动。

2结果

本组9例皮瓣全部成活，1例因皮瓣边缘静脉

回流受阻，继发感染，皮瓣远端表皮坏死，经换药创

面愈合。术后随访3个月一1年，9例皮瓣痛、温、触

觉稍迟钝，血运、弹性较好。其中2例皮瓣较臃肿，

二期行皮瓣修整术。

典型病例：男，43岁。被10 kV高压电击伤右

手2 h入院。Ⅲ度面积1％，手背部、食指近节背侧

肌腱、掌骨外露，12 am x 14 cm中心区碳化坏死。

人院第2天行右手扩创，一期行旋髂浅动脉岛状皮

瓣转移修复。术后3周断蒂，创面愈合，外形较好，

 



随访1年，患者手部外形功能均较理想。

3讨论

3．1应用解剖 旋髂浅动脉为股动脉的分支，分

浅、深两主支，为比较粗大的直接皮动脉。浅主支出

现率为86％E3]，穿人浅层的位置在股动脉起点向下

1．0 cm，向外1．5 cm，半径1．5 cm的圆圈内，穿入浅

层后沿腹股沟韧带方向向外上方行走。深主支出现

率为100％。在腹股沟韧带下方1．5 cm平行该韧

带向外上方行走。在髂前上棘下方2 cln处为中心

以半径为1．5 cm的圆圈内穿入浅层至皮肤。两主

支同时存在率为86％，其中56％起于同一动脉干。

3．2皮瓣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组9例深度

手烧伤，均有肌腱、骨骼、血管外露，单纯游离植皮无

法覆盖创面，我们认为在吻合血管游离皮瓣或带蒂

的旋髂浅动脉岛状皮瓣转移，能达到同样效果时，应

首选旋髂浅动脉岛状皮瓣。且吻合血管游离皮瓣移

植因对设备条件要求高，风险大而不适宜基层医院。

带蒂的旋髂浅动脉岛状皮瓣转移修复，因血管相对

恒定，皮瓣成活率较高，更适合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3．3皮瓣设计的要点和注意事项 旋髂浅动脉岛

状皮瓣是以旋髂浅动脉为轴线的皮瓣，以腹股沟韧

带中点下1．5 cm×2 cm为皮瓣设计旋转轴，以该点

到髂前上棘连线为轴线设计皮瓣。顾玉东H1报道

该皮瓣切取面积最大26 cm X 8 cm，本组皮瓣最大

面积16 cm X 8 cm，要注意旋髂浅动脉出现率为

86％。该皮瓣为带皮蒂的皮瓣移位，据国内统计，即

使旋髂浅动脉缺如，皮瓣仍有较强的存活力∞J。但

笔者认为，术前仍需要用超声多普勒血流探测仪预

先探测，如有血管变异则慎重考虑此术式。皮瓣宜

设计稍长的蒂，并缝合成皮管，以便术后体位摆放舒

适，以减少患肢活动对皮瓣的牵拉。

3．4手部创面扩创和皮瓣处理要点 手部深度烧

伤的手术治疗效果好坏与创面扩创有很大关系。对

失活的组织要彻底清除，对清创时难以确定组织活

力者应用抗生素湿敷3～5天∞J，再经清创，这样做

有利于对间生态组织包括肌腱、神经、血管好坏的判

断，便于彻底清除坏死组织，最大限度的保护健康组

织，更有利于后期手部功能的康复。

为防止动脉血供或静脉回流障碍，应注意：(1)

皮瓣掀起时应在旋髂浅动脉深面解剖，动脉的浅面

不能游离，否则血管和皮瓣分离；切取皮瓣时应将深

筋膜包含在皮瓣内，为此，可在切开皮肤和深筋膜时

边切开边把皮肤和深筋膜间断缝合在一起。蒂部要

保留一定的宽度，缝合成皮管时应无张力。(2)皮

瓣切取要比受区创面大0．5—1 cmul，缝合至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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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求无张力，并且受区止血要彻底，以防血肿形

成，皮瓣下常规放置引流条，对于无法彻底扩创且有

感染的创面，可行皮瓣下持续冲洗3～5天。(3)无

创操作对皮瓣成活非常重要，切取皮瓣时一定要注

意保护皮下筋膜内血管网，切忌钝性分离或电刀烧

灼，必要时可采用双极电凝止血。(4)手术适应证

选择必须恰当，术后酌情使用活血化淤药物，如丹

参、前列腺素E等，有利于减轻皮瓣水肿、血管痉挛

栓塞哺1。对腹股沟皮瓣断蒂时间的传统要求一般

在3周以上一o。我们术后2～3天起用橡皮筋或肠

钳阻断皮瓣血运，每天2—3次，起始每次15～
30 min，以后可逐渐延长至每次O．5一1．0 h，如钳夹

时间>1 h，而皮瓣无紫钳改变，即可断蒂。经过这

样的训练，我们将腹部皮瓣随意提前，断蒂时间提前

为14天左右，皮瓣成活良好。断蒂时间的提前，使

患者治疗周期大大缩短，能早期更好地活动手部诸

关节，有利于患手功能康复。

对于体形肥胖的患者，因皮下脂肪较厚，旋髂浅

动脉岛状皮瓣稍显臃肿，术中可对皮瓣远端适当修

薄，也可术后3个月再行二次整复。本组2例皮瓣

术中行皮瓣远端1／3修薄，外观较好，患者满意。断

蒂后早期手关节的功能锻炼非常重要，配合理疗、水

疗等康复治疗对减轻组织水肿、预防瘢痕挛缩、防止

肌腱粘连以及关节僵硬有重要作用¨引。

3．5皮瓣的优缺点优点：(1)皮瓣血管解剖较恒

定，手术安全可靠。(2)供区皮肤较薄，弹性好，与

手部组织接近，大部分无需再次修整。(3)解剖层

次清楚，切取简便，对设备和技术条件要求不高，而

皮瓣成活率较高，适合基层医院。(4)皮瓣蒂部较

长，患肢体位舒适，患者宜于接受；供区多可直接缝

合，避免供区再次植皮。缺点：(1)需2次断蒂，手

术周期长；(2)部分皮瓣稍显臃肿，需要再次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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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行为测定预测高危儿预后的临床价值

查会芳

[摘要]目的：了解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分(NBNA)对高危儿预后评估的价值。方法：对54例围生期高危儿于生后7～28天进行

NBNA评分，NBNA≤35分者为异常组，NBNA>35分者为正常组。临床观察两组高危儿至3～6岁，用中国儿童发展量表

(CDCC)婴幼儿智能发育测验随访其发育状况。结果：异常组在其生后3—6岁内预后不良率明显高于正常组(P<0．005)。

结论：NBNA对高危儿预后有很高的预测价值，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有利于d,JL智力发育。

[关键词]婴儿，新生，疾病；智力测验；预后；高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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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 in forecasting prognosis of hiigh-risk neonates

ZHA Hui-fa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ongling Rker General Hospital ofAnhui，Anhui Tongling 24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value of 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NBNA)in the prognosis of high·risk

neonates．Methods：NBNA was carrried out in 54 hi曲-risk neonates 7 to 28 days after birth．The neonates with marks below or equal to

35 were included into the abnormal group，while those with marks above 35 were in the normal group．All the children were followed叩

to 3 tO 6 years of age and China Child Developmental Centre Checklis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ir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Results：The rate of poor prognosis Was much higher in the abnormal group than in the normal group during 3 to 6 years

after birth(P<0．005)．Conclusions：The dynamic marking of NBNA is of great value in forecasting the prognosis of hish-risk neonates

in perinatal period，which may provide basis for early intervention．

[Key words]infant，newtorn，diseases；intelligence tests；prognosis；high—risk neonate

围生期高危儿远期神经系统后遗症，是4,JL重

要致残因素之一；对其远期预后进行预测，是抢救治

疗及早期干预的重要参考依据⋯。新生儿行为神

经评分(NBNA)可全面评价新生儿的行为能力，早

期发现新生儿的脑功能异常及预测预后嵋J。本研

究应用NBNA预测高危儿预后，从新生儿期开始干

预，用中国儿童发展量表(CDCC)婴幼儿智能发育

测验评估其发育商，旨在研究NBNA对高危儿预后

的预测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00～2004年住我院高危新

生儿54例，男39例，女15例；孕周(37．3±2．7)周。

体重(2 838 4-640)g。早产儿12例，颅内出血8例，

缺氧缺血性脑病(HIE)8例，高胆红素血症23例，

化脓性脑膜炎l例，核黄疸2例。

1．2方法采用鲍秀兰旧1制定的NBNA 20项评分

法和CDCC婴幼儿智能发育测验[4’评估发育商，由

培训班结业人员进行。高危儿病情稳定，早产儿至

纠正年龄40周，于生后7～28天进行NBNA。按鲍

秀兰"o制定的早期干预大纲，指导家长实施，早期

干预高危儿至3—6岁。临床追踪随访的时间为年

龄3～6岁。期间做CDCC婴幼儿智力测验、体格检

查、神经运动检查、头颅CT等。
1．3 评定标准 高危儿标准采用鲍秀兰p o的定

义。NBNA≤35分者为异常，NBNA>35分为正常。

预后正常包括CDCC婴幼儿智能发育测验智能正常

和边缘状态，预后不良包括智能落后和死亡。

1．4统计学方法采用∥检验、秩和检验和四格

表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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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11-03

[作者单位]安徽省铜陵有色金属总公司职工总医院儿科，244000 2．I 高危儿NBNA评分与预后的关系 异常组

[作者简介]查会芳(1965一)，女，副主任医师． NBNA≤35分24例，随访结果为l 5例(62．5％)预

[7]焦毛峰，李耀胜，郭延章，等．第5掌骨尺侧逆行筋膜岛状皮

瓣修复小指软组织缺损[J]．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07，21

(1)：11—12．

[8]章样洲，袁振奋。扬蔚．足底深支或(和)第一跖背动脉逆行

足背岛状皮瓣的临床应用【J]．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07，23

(3)：199—201．

[9]顾玉东。王澍寰．侍德主编．手外科手术学[M]．上海：上海

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185—187．

【lO]张涤生．整复外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683—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