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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腿内侧穿支皮瓣交腿治疗糖尿病足底溃疡的临床试验研究
张延祠，张建华，王浩汀，李军勇，秦永辉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 骨科，河北 石家庄 050051）

要 ： 目 的 探讨小腿内侧穿支皮瓣交腿治疗糖尿病足底溃疡的临床疗效。 方 法 选取自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27 例糖尿病足患者，采取小腿内侧穿支交腿皮瓣给予创面修复。结 果 27 例患者手术后观察皮瓣
血运良好，皮瓣全部成活。其中 29 例患者供、受皮区伤口一期愈合良好，1 例患者受皮区伤口愈合欠佳，经过
二期清创后伤口愈合良好。结 论 小腿内侧穿支交腿皮瓣治疗糖尿病足，简单有效，临床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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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逐渐升
高，并且不仅其本身会影响患者生命健康，而且糖尿病还会
引起多种并发症，糖尿病足便是其中一种 [1]。糖尿病足作为
糖尿病的一种严重并发症，常会引起肢体溃疡，严重时导致
截肢或引起死亡，具有很强的致残性和致死性。因此，对糖
尿病足的治疗至关重要，随着显微外科的发展，正确的治疗
不仅可以降低截肢平面或避免截肢，更重要的是可以挽救生
命 [2]。我科针对糖尿病足溃疡采取健侧小腿内侧穿支皮瓣交
腿治疗，均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现报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自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27
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所有病例均符合 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
（WHO）。患足均符合糖尿病足 Wagner 分级法 4 级。并
且患者患侧下肢 CTA 显示血管条件差，不适合切取同侧皮瓣。
其中男 12 例，女 15 例。
1.2 术前准备。术前请我院糖尿病管理中心医师会诊，指导
患者控制饮食、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口服降糖药物或者皮下注
射胰岛素，使空腹血糖控制在 6-9 mmol/L，餐后 2 小时血
糖控制在 12 mmol/L 以下，肝肾功能、凝血四项等各项生
化检查正常或基本正常，老年患者为防止麻醉意外，术前查
心电图、胸片等，请相关科室会诊提高患者心肺功能。取患
足伤口交界区分泌物做细菌培养 + 药敏，可连续取药敏 2-3 天，
药敏回报之前，应用 2 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待药敏回报后
足量、足疗程应用敏感抗生素。
1.3 手术设计。设计皮瓣前用多普勒超声血流测定仪确定胫
后动脉穿支的部位，以穿支部位为皮瓣蒂部旋转点；以胫骨
内侧髁后与内踝、跟腱连线中点的连线为皮瓣轴线；深筋膜
深层为皮瓣解剖平面。
1.4 手术操作。患者采取连续硬膜外或者全麻，患肢不驱血，
抬高 3-5 min 后气囊止血带控制下手术。彻底清创，清除坏
死组织及死骨、外露肌腱组织，双氧水冲洗伤口，稀释碘伏
浸泡伤口 10 min。按皮肤缺损大小、形状设计皮瓣布样。重
新消毒后，于健侧小腿内侧按布样放大 2 mm 及设计线切取
皮瓣。将皮瓣转移至患侧，与患侧创缘缝合。于同侧或者对
侧大腿前内用取皮刀取中厚皮片植于供皮区，沙包加压固定
皮片。用皮片闭合皮瓣桥皮肤。对于局部伤口感染较重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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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炎患者，将皮瓣设计为肌皮瓣，带部分肌组织，填塞骨
髓炎潜腔，并且植入抗生素骨水泥链珠。根据细菌培养结果，
革兰氏阳性菌或者没有培养出细菌者应用万古霉素链珠，革
兰氏阴性菌应用妥布霉素水泥链珠。术后患者两腿之间垫纱
垫，选择绷带弹性固定，术后 2 周后行夹蒂实验，术后 3 周
断蒂。

2

结果

27 例患者手术后观察皮瓣血运良好，皮瓣全部成活。
其中 26 例患者供、受皮区伤口一期愈合良好，1 例患者受皮
区伤口愈合欠佳，经过二期清创后伤口愈合良好。术后随访
12-18 个月，受皮区恢复良好，皮瓣地质弹性好，无明显臃肿，
受皮区皮肤感觉恢复可，无糖尿病足复发。

3

讨论

3.1 小腿内侧穿支皮瓣解剖特点及优缺点
3.1.1 小腿内侧穿支皮瓣解剖特点：小腿内侧穿支皮瓣包括
胫后动脉中段穿支皮瓣和内踝上动脉穿支皮瓣，都是以胫后
动、静脉为蒂的穿支皮瓣，皮瓣血供来自胫后动脉发出的肌
间隙皮动脉，肌皮穿支和骨膜皮穿支。小腿内侧中下部的皮
肤血供直接来源于胫后动脉的肌间隙皮动脉的皮肤分支。在
内踝尖上 9-12 cm、17-19 cm、22-24 cm 处恒定 3 对较大的
穿支存在，且各部位的皮支互相吻合成网。选择上中下任何
一肌间隙皮动脉为蒂，均可在小腿内侧切取较大面积的筋膜
皮瓣，从而为胫后动脉内踝上皮支皮瓣的成活提供可靠的解
剖学基础。
3.1.2 小腿内侧穿支皮瓣优点：小腿内侧穿支皮瓣部位隐蔽，
质地好，皮瓣切取面积大，抗感染能力强，同时可避免损伤
主要动脉。该皮瓣解剖关系较恒定，血管变异少，皮瓣分离
容易。设计较随意，不受长宽和形状的限制，厚薄适中，外
形美观 [3-5]。
3.2 交腿皮瓣给患者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并且该术式通常在
健侧肢体切取皮瓣，影响健侧肢体的美观及功能。但由于糖
尿病足主要血管病变，血管条件欠佳，在主要血管周围出现
代偿血管，切取皮瓣有可能破坏代偿血管，进而会影响肢体
远端血运，糖尿病足末梢神经敏感增高，同侧皮瓣术后疼痛
因素刺激引起血管痉挛，血管痉挛进一步引起神经缺血缺氧，
加速缺血病变。交腿皮瓣有效减轻同侧下肢创伤引起疼痛，
减轻患肢血管痉挛，提高手术成功率。并且由于糖尿病足周
围血管病变使微血管及微循环存在不同程度障碍，在下肢血
管病变较重时，有可能影响皮瓣成活。所以我们设计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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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腿皮瓣修复患侧血管堵塞较重的糖尿病足。交腿皮瓣我们
使用绷带弹性固定，术后在保持健患侧小腿相对固定情况下，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进行下肢关节功能锻炼，能较为自由翻身，
及在床上大小便。未发现影响皮瓣血运的蒂部扭转。皮瓣断
蒂术后，皮瓣切取侧肢体通过逐步的功能锻炼，关节功能、
肌力均在 2 周内恢复术前水平。供皮区皮瓣切取后的形成的
凹陷，在植皮加压包剪除后逐渐变平，术后 6 周凹陷基本消失，
半年后供区外观饱满。
术后皮瓣与创缘愈合较非糖尿病足患者愈合较慢，有的
患者需要经过清创才能愈合。交腿皮瓣不像其他局部转移带
蒂皮瓣，断蒂后皮瓣蒂部血运阻断后。皮瓣有两个血液来源
只有：①皮瓣创缘与周围组织建立血管吻合；②皮瓣与创面
基底深部组织建立血液循环。由于断蒂后皮瓣血运来源，必
须保证两种途径血运畅通，其一、皮瓣前必须彻底清创，彻
底清除伤口内外露肌腱、死骨等异物，并且应用抗生素骨水
泥链珠，严格控制术后感染，保证皮瓣底部血运建立。其二、

皮瓣与伤口创缘缝合时严把皮肤缝合质量，一定对皮良好，
杜绝皮肤内翻。断蒂时机选择至关重要，为了保证皮瓣成活，
断蒂之前应该进行皮瓣夹蒂实验，根据皮瓣血运情况逐步增
加夹蒂时间，当夹蒂时间达到 15 min，皮瓣血运良好时，行
断蒂手术。确保皮瓣成活。

（上接第 60 页）
研究表明及早终止妊娠能够减轻胎盘早剥对个体的伤害，改
善母婴结局。虽然单纯 B 超的误诊率、漏诊率较高，但是随
着胎盘剥离面积的增加，B 超检查检出率也相应地提高，因
此 B 超仍然是进行胎盘早剥早期确诊的重要方式。国内报道
胎心监护有利于医护人员判断胎儿宫内情况，若胎儿出现宫
内压迫则可通过胎心监护检出，表现为胎动减少，因此联合
B 超与胎心监护能够大幅度提升胎盘早剥的早期确诊率 [4]。
3.3 胎盘早剥患者终止妊娠的方式。胎盘早剥一经确诊需立
即终止妊娠，娩出胎儿和胎盘，这样才能保证子宫收缩止血，
避免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对胎盘早剥患者一般选择剖宫产结
束分娩，若存在以下指征需立即行剖宫产：①重度胎盘早剥；
②合并胎儿窘迫；③超声检查脐动脉血流 S/D 值 >4[5]。若产
妇一般情况较好或轻度胎盘早剥能在短期内结束分娩，可考

虑经阴道分娩，并严密观察产妇血压、脉搏、心率等生命体征，
加强母婴监护。

（上接第 37 页）

分期、血管和淋巴管的侵润情况、再有就是有无睾丸网的侵润，

睾丸肿瘤的临床分期和病理分型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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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瘤体所占的比例；③睾丸网的侵润情况，是复发独立后

提升医院病理科的综合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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