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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肠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 

修复足踝部皮肤缺损 

周平辉 ，赵玉振 ，张宝玉 。阮传江 ，张 莉 

791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观察腓肠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修复足踝部皮肤缺损临床疗效。方法：对 20例足跟、踝关节和足背皮肤缺 

损的患者采用腓肠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修复，供区的切口直接缝合或游离植皮覆盖，皮瓣面积 4 cm x 5 cm～1 1 cm× 

10 cnl。结果：术后 18例皮瓣全部成活，供、受区创面均愈合；皮瓣远端坏死 2例。术后 12例获随访 6～12个月，皮瓣外形满 

意，颜色与周围组织相同，未出现破溃。结论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是修复足踝部皮肤缺损的一种理想皮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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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skin flap with sural nerve nutrient vessels for 

repairing skin defects in ankle and 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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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island skin flap with sural nerve nutrient vessels on repairing skin defects in 

ankle and foot．M ethods：Twenty patients with skin defects in ankle and foot were treated by improved island skin flaps with sural nerve 

nutrient vessels．The flap area ranged from 4 em x 5 CH1 to 1 1 em x 10 em．The donor sites were sutured directly or covered with free 

flaps．Results：Eighteen flaps survived，and the donor and recipient sites healed well；two cases presented distal necrosis．Twelve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to 12 months；the contour of the flap was satisfactory and the color was similar to that of normal skin；no necrosis 

occurred．Conclusions：The island skin flap with sural nerve nutrient vessels is an idea1 flap for repairing skin defects in ankle and 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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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踝部皮肤缺损临床比较常见，目前多应用植 

皮、邻近皮瓣、游离皮瓣等方法转移修复足踝部皮肤 

缺损，但这些方法存在缺点，不能满足临床的需 

要 J̈。Masquelet等 报道应用腓肠神经营养血 

管逆行岛状皮瓣修复足踝部创面，并取得很好的术 

后效果。2008年6月至2010年4月，我们应用腓肠 

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修复足踝部皮肤缺损 

20例，疗效满意，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l2例，女 8例；年龄 20～ 

65岁。损伤部位：胫骨下端 4例，踝部 3例，足跟部 

6例，足背部 7例。损伤原因：车祸伤 6例，重物砸 

伤 8例，慢性溃疡6例。合并胫骨远端骨折2例，跟 

腱外露4例，足背跟腱外露2例，跖骨外露 2例。缺 

损面积4 cm x5 am～11 cm×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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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术 方 法 

1．2．1 术前准备 对于感染的创面，术前应给予换 

药至创面新鲜；对于伴有骨外露的患者，根据换药的 

情况可以咬除死骨；而对于新鲜的创面，可以直接转 

移皮瓣治疗。手术前 1天用多普勒超声探测外踝后 

间隙腓动脉的穿支，特别是外踝上 7 cm以内的动脉 

穿支，并用亚甲蓝标记(见图 1)；同时做好术前常规 

检查 。 

图 1术前皮瓣设计 

1．2．2 手术过程 患者在持续硬膜外麻醉成功后 

取侧卧位，患肢大腿处予气压止血带止血，常规消毒 

铺巾。首先应用过氧化氢溶液、生理盐水、聚维酮碘 

溶液彻底清洗创面，并用圆刀片切除创面周围的坏 

死组织和炎性 肉芽组织，以聚维酮碘溶液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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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后用生理盐水冲进严格止血。有骨折者给 

予复位后行钢板或外固定架固定，骨质缺损者若无 

明显感染予以植骨。再以亚甲蓝连接外踝及跟腱中 

点至胭窝中点，以此连线为皮瓣轴心线，旋转点设计 

在外踝上4～7 cm任意一点，切取范围为小腿下 2／3 

的后侧，皮瓣两侧不超过小腿前后正中线；将清洁纱 

布贴敷于皮肤缺损处，依据皮肤缺损形状及大小裁 

剪后放至供区设计皮瓣，皮瓣在轴线的两侧，皮瓣的 

面积比缺损皮肤面积大 15％。用刀片沿没计好的 

皮瓣近端横行切开皮肤至肌膜的表层，找到小隐静 

脉并予以结扎，同时切断腓肠神经，应用丝线在皮瓣 

的近端将皮肤和深筋膜缝合数针，在深筋膜的深层 

从近端向远端分离至旋转点，同时要观察小隐静脉 

和腓肠神经是否包含在皮瓣中。我们于皮下分离在 

旋转点以下皮瓣的蒂部，不要过于解剖出动脉的穿 

支，保留蒂部的筋膜宽约为3～4 cin̈ ，蒂部的皮肤 

桥为 1～2 CITI，将皮瓣旋转覆盖于创面，为了保证皮 

瓣的血供，无张力缝合皮瓣。供区的创面直接缝合 

或植皮。 

1．2．3 术后处理 术后给予石膏外固定并将患肢 

抬高，其他处理依据显微外科的方法。 

2 结果 

18例皮瓣全部成活，皮瓣远端坏死 2例，经换 

药后愈合。皮瓣供区经直接缝合 4例，部分缝合后 

游离植皮 16例，创面均愈合。12例术后随访6～12 

个月，皮瓣质地柔软，厚薄均匀一致，颜色与周围皮 

肤相当，供区皮肤颜色与周围一致，外形 良好，功能 

尚可(见图2)。 

图 2术后随访 

3 讨论 

胫前下 1／3、足踝部、足跟、足背软组织的缺损 

大部分是由外伤引起的，其修复是骨科和整形外科 

医生面临的一个难题。临床中应用植皮、邻近皮瓣、 

交腿皮瓣、游离皮瓣等来修复这些部位的软组织缺 

损，取得～定疗效，但是存在许多缺点，无法满足临 

床的需要。这就要求临床医生寻找新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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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Taylor等 研究发现腓肠神经周围存在血 

管网；1992年 Masquelet等 通过研究提出腓肠神 

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应用于临床并取得一定 

效果；1996年王和驹等 在国内首次提出该皮瓣并 

应用于临床。 

3．1 解剖学基础 20世纪 80年代提出了筋膜皮 

瓣的概念。所谓筋膜皮瓣是指包括深筋膜结构的皮 

瓣，分为浅静脉营养血管皮瓣、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 

及皮神经 一浅静脉营养血管皮瓣 3种类型。腓肠神 

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属于皮神经 一浅静脉营养 

血管皮瓣 。腓肠神经主干是由来 自胫神经的腓 

肠内侧神经和来自腓肠外侧神经和腓肠外侧神经交 

通支神经汇合而成，其汇合部位大部分在小腿的中 

部。腓肠神经常有血管伴行，其上端的伴行血管主 

要来自胭窝中间皮动脉的深支，在小腿的上 1／3传 

出深筋膜，行程中发出营养神经的血管；其下端的伴 

行血管与腓动脉肌问隔穿支在深筋膜层吻合成血管 

网，根据解剖研究其最低的吻合处在外踝上 5～ 

6 cnq。这些动脉再发出许多皮支营养小腿后侧的皮 

肤0 。根据解剖研究深筋膜的上下和内部均有丰 

富的血管网，其血供主要来 自：皮肤血管，筋膜膈穿 

支血管，肌皮血管穿支和其他结构的营养血管 。 

小隐静脉起于足背静脉弓的外侧端，伴随腓肠神经 

于小腿的后方上行汇人胭静脉，沿着小隐静脉伴随 

着营养血管。深筋膜的血管、腓肠神经伴行的营养 

血管、小隐静脉伴行的营养血管、腓动脉的穿支血管 

等相互吻合，形成血管网，营养小腿后侧的皮肤筋膜 

等组织。这些血管网的形成是该皮瓣的血供来源。 

3．2 手术要点 (1)手术前常规应用多普勒超声 

探测外踝上腓动脉的穿支血管，根据最低的穿支动 

脉点设计皮瓣既可以保证皮瓣的血供，又可以满足 

创面修复的需要。本组病例中最大的修复创面面积 

为 11 cm x 10 cm，皮瓣转移至足背的远端，术前未 

探测腓动脉的穿支血管，皮瓣的旋转点选在外踝上 

7 CITI，保证皮瓣的血供。(2)游离皮瓣蒂部时不要 

过于游离穿支动脉，防止破坏皮瓣的血供。处理筋 

膜蒂部时也要小心，在皮下游离不要过深，以防影响 

血供。旋转皮瓣时最好选用明道，因为足踝部的组 

织特殊，软组织少，选用暗道不能满足皮瓣蒂部的通 

过，即使通过也影响了皮瓣的血供，皮瓣不易成活。 

(3)小隐静脉的处理。白字等 研究认为皮瓣转移 

后应用显微外科技术将其与另一静脉吻合，保证皮 

瓣的静脉回流和成活；张文庆等 提出直接结扎小 

隐静脉，因为他们通过研究认为皮瓣的静脉回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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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蒂部的静脉交通网回流，没有必要结扎静脉。 

本组采用结扎小隐静脉的方法，术后皮瓣成活良好。 

3．3 优缺点 优点：(1)皮瓣设计简单。以外踝与 

跟腱的中点到胭窝的中点为皮瓣的轴心线，皮瓣以 

该线为轴心线设计在小腿的中下 1／3，两侧不超过 

小腿前后正中线；有时设计皮瓣也无须多普勒超声 

探测动脉穿支，只须将皮瓣的蒂部设计在外踝上 

7 cm就能保证皮瓣的血供。(2)游离皮瓣简单，在 

皮瓣的近端横行切开皮肤后，很容易找到小隐静脉 

和腓肠神经，将它们缝合于皮肤并包含在皮瓣中，游 

离的平面也容易找到，只要在深筋膜的深层游离即 

可，这就能保证皮瓣的血供。(3)皮瓣转移后对供 

区的影响也小，不牺牲主要的血管和组织；术后供区 

的外形尚可，同时皮瓣转移后也不臃肿；术后随访的 

病例外形可，也不影响穿鞋。缺点：(1)由于该皮瓣 

有多层血供，目前对于其设计的最大面积没有定论， 

尚须进一步研究；(2)对于足跟部的修复还不太满 

意，因为不能满足功能需要；(3)术后皮瓣的感觉重 

建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吻合神经后其感 

觉恢复的功能也不全 。 

该皮瓣适合于修复胫前下 1／3、足踝部、足跟、 

足背软组织的缺损，尤其是伴有骨外露、肌腱外露的 

创面，术后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在应用该皮瓣修 

复创面时，要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如皮瓣坏死、创面 

修复后的感觉重建不满意、修复的创面面积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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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不满意等，我们应该掌握好适应证，手术中操作 

细致，特别是对皮瓣蒂部的处理，以免破坏皮瓣的血 

供，导致皮瓣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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