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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下肢血管畸形的手术治疗
唐军，张艳阁，黄建琼，孟凡军，岑瑛，许学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美容整形-烧伤外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总结下肢血管畸形的手术方法及疗效。方法 2012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收治下肢血管畸
形患者 138 例。男 51 例，女 87 例；年龄 3～55 岁，平均 28.3 岁。静脉畸形 98 例，动静脉畸形 40 例。病变部位：
臀部 24 例，大腿 30 例，臀部及大腿 23 例，小腿 35 例，大腿及小腿 9 例，累及整个下肢 17 例。其中 106 例行单纯
手术切除，32 例行术前髂外动脉球囊栓塞+手术切除。结果 术后 4 例植皮区发生部分皮片坏死，经换药后 Ⅱ 期
愈合；余患者皮瓣及移植皮片均顺利成活，创面及供区切口均 Ⅰ 期愈合。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4 个月～3 年，
平均 18 个月。手术治愈率 84.8%（117/138）。复发患者均给予局部注射鱼肝油酸钠后，无再次复发。结论 在严
格掌握手术指征前提下，单纯手术切除或联合术前髂外动脉球囊栓塞可有效治疗下肢血管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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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血管畸形属于先天发育畸形，是由于胚胎发育

风样杂音。根据 Mulliken 分类方法 ，本组均属

时期“血管生成”过程异常，从而导致血管结构异

血管畸形。术前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示，流体

[1]

常 。体表血管畸形增生不仅影响外观，甚至随病

血流信号丰富。MRI 示下肢皮下或肌肉 T1WI 呈等

情进展可致严重机体功能障碍。手术切除是目前

高或高信号，T2WI 呈高信号，病变增强扫描可呈

治愈的唯一方法。2012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我院

不均匀强化。CT 血管造影、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示

共收治下肢血管畸形患者 138 例，均行手术切除治

瘤体有明确主干血管及其分支血供。

疗。现总结诊治经验，报告如下。

1.2 手术方法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06 例行单纯手术切除，32 例（病变位于
臀部 18 例、腹股沟及大腿上段 14 例）行术前髂外
动脉球囊栓塞+手术切除治疗。135 例完整切除病

本组男 51 例，女 87 例；年龄 3～55 岁，平均

变血管，其中 2 例行血管置换；3 例因病变包绕累

28.3 岁。血管畸形类型：静脉畸形 98 例，动静

及肛门括约肌未达完整切除，术后 3 个月予以局部

脉畸形 40 例。病变部位：臀部 24 例，其中侵及

鱼肝油酸钠注射治疗。术中病变切除后，创面直接

臀大肌 11 例，臀大、中、小肌 9 例，梨状肌 4 例；

缝合 72 例；局部皮瓣移位修复 42 例，其中臀部

大腿 30 例，其中侵及大腿前肌间室 18 例，后肌

22 例、大腿 10 例、小腿 10 例，供区直接缝合（38 例）

间室 8 例，中肌间室 4 例；臀部及大腿 23 例；小

或腹部取皮片修复（4 例）；游离植皮修复 24 例，

腿 35 例，其中侵及腓肠肌 5 例，比目鱼肌 9 例，腓

其中 12 例腹部取皮者其供区直接缝合，3 例大腿取

肠肌及比目鱼肌 16 例，小腿前部肌间隔 3 例，小腿

皮者其供区采用刃厚皮片游离移植修复，9 例采用

后部深层肌间隔 2 例；大腿及小腿 9 例，伴

切除病变后将其表层皮肤修剪为断层皮片原位回

膝关节受累 5 例；整个下肢呈弥漫性血管畸形

植覆盖创面。

17 例，其中 6 例伴明显跛行。主要临床特征为病变
部位呈红色斑块，见皮下肿块，部分高出皮面，部

2 结果

分肿块阻断静脉回流明显，可见皮下扩张扭曲的

术后 4 例植皮区发生部分皮片坏死，经换药后

动脉和静脉；动静脉畸形类型病变较静脉畸形

Ⅱ 期愈合；余患者皮瓣及皮片顺利成活，创面及

触之坚硬，有震颤感，皮肤温度高，听诊闻及吹

供区切口均 Ⅰ 期愈合。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4 个月～3 年，平均 18 个月。手术治愈率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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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38） ， 其 中 行 单 纯 手 术 切 除 者 治 愈 89 例
（84.0%），复发 17 例；行术前髂外动脉球囊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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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患者，女，15 岁，右大腿包块（静脉畸形）
7 个月 MRI

d

e

a. 术前外观；b. 术前 MRI；c. 术前 CT 血管造影；d. 术后 7 个月外观；e. 术后

塞+手术切除者治愈 28 例（87.5%），复发 4 例。复

变包绕血管神经时，可行重要血管切除+血管置

发患者均给予局部注射鱼肝油酸钠后，无再次复

换，或者保留血管神经，术后再行局部硬化剂注射

发。见图 1。

治疗。⑥ 病变侵袭肌肉时，支配非重要功能的肌
肉可完全切除，支配重要功能的肌肉切除远离病

3 讨论

变部分，其断端就近固定于附近肌肉上，使术后

影响血管畸形手术疗效的主要因素包括：①

肌肉功能部分代偿。例如大腿肌肉丰富，并且多块

复杂、巨大、侵袭范围大的血管畸形，其与周围正

肌肉共有同一功能，因此术中将肌肉与病变完整切

常组织界限往往不清，且常侵袭深部神经、肌肉、

除，也不影响肢体功能；股四头肌、半膜肌、半

血管等组织，手术完整切除困难。② 单纯手术切

腱肌对肢体功能的影响小，常予以完全切除；臀

除存在术中出血量大、术野暴露不佳、手术风险大

部的臀大、中、小肌，小腿的腓肠肌、比目鱼肌也

[2-3]

。③ 当血管畸形呈

可完全切除；而小腿前群肌肉功能相对单一，此

包绕式侵犯重要肌肉、血管、神经时，如切除上述

处肌肉整块切除或近端过多切除可导致明显肢

组织可能严重影响肢体功能，如保留可能导致病变

体功能障碍（如足下垂）；距肛门 7 cm 以远的括

等问题，影响手术顺利进行

[4]

残留 。④ 肌肉被病变侵袭时，常呈现密集的网织

约肌不能完全切除，否则将影响肛门括约肌的功

状结构，不易辨认并切除，致使病变残留导致术后

能，导致大便失禁。⑦ 若血管畸形侵及整个或者

复发。

大部分下肢，考虑病变侵袭范围过大，并伴有多

针对以上影响因素并结合临床治疗经验，我们

数肌肉的累及，手术切除会导致肢体残废，建议

总结了血管畸形手术治疗注意事项：① 术前充分

行选择性血管栓塞加术后局部硬化剂注射治

准备，通过辅助检查确定病变侵袭范围，并找到

疗 。

[7-8]

主要滋养血管，为术中结扎作准备。② 根据病变

血管畸形往往侵袭范围广，手术切除后常造成

部位、范围设计切口，以充分暴露术野；病变分

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若病变切除后术区皮肤

布范围不局限于术中肉眼所见，必要时可结合术中

软组织量足够多，则直接拉拢缝合；若缺损过大，

超声定位，保证病变完整切除；从靠近病变的外

但不伴有重要神经血管外露时，可游离植皮或病变

围正常组织向中央逐步分离，有效控制出血，保持

皮肤打薄回植；伴有重要神经血管外露时，则需要

术野清晰，保证完整切除病变。③ 止血带控制下

选择适当皮瓣修复。

进行手术，减少创面出血，保持视野清晰，利于术

综上述，在严格掌握手术指征前提下，单纯手

中对病变边缘的识别；病变位于臀部、腹股沟及大

术切除或联合术前髂外动脉球囊栓塞可有效治疗

腿上段时，因无法安置止血带，可先行血管栓塞。

下肢血管畸形。

④ 若术前明确血管畸形为高流量血管畸形或病
变巨大，则术前可予以主要供血血管栓塞，使病
变缩小，减少术中出血，缩短手术时间，提高完整
切除病变概率

[5-6]

。⑤ 术中重要神经血管仔细剥

离，可从正常部位开始逐渐向病变区剥离；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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