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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四肢精准显微外科：认知艺术化和技术人文化
姚建民徐靖宏谢庆平

当今世界，“低碳”已成为共同的认知。以此观念

能作用、部位等。③准确估计供区所需的组织量、部位，

将显微外科技术也引入环保、绿色、高效和数字的轨

力争缺啥补啥，缺少补少，不多不少，不偏不倚。④精

道，实现高效、安全和微创的多目标优化的外科范式。

细操作：术中做到稳、准、轻、快，不遗不漏。准确到位，

以获得在四肢最优化的修复疗效和最大康复，称其为

不伤无辜。对于重要、关键但不确定的因素．通过概率

四肢精准显微外科。

量化测算、多元素分析，结合临床，科学决策，以控制

一、倡导“艺术设计、精准手术”理念

和降低风险。（２）预见性：采用回顾性研究，结合循证

随着现代外科的不断发展，一系列高科技手段、
技术的引入与渗透，对外科领域的各个分支学科提出

医学，在设计手术方案时．充分考虑手术的难易程度，
预计可能出现的手术危机、危象及转归预后等．最大

更高、更精、更完善的要求和目标［川。显微外科在我国

可能的提示预期效果和不良后果。（３）可控性：做好应

医疗外科领域一枝独秀。能提高临床实践中的创面修

急预案和变通的方法、术式。准备几套应急预案。（４）

复、器官再造和组织移植水平并具有独到之处㈣］。然

规范化：不断积累、分析和总结，不断完善规范、规定

而，在开展这项工作的同时，一旦失败或取材过度，会

和标准，智能管控手术流程、治疗全程。（５）个性化：对

增加创伤和用材浪费。如何提高成活率？如何减少供

少见、特殊部位的组织缺损，根据其各自的缺损特点，

区的损伤并保留和保护其功能与外形？创造定量准
确、损失得当、得多失少、功能及外形俱佳的显微外科

根据显微外科、美容外科的基本原则，综合应用，分别

手术作品，需要我们艺术、精准的显微外科工程。用这
个理念、设计与操作贯穿于整个手术过程，还需要跨

对待。（６）艺术化：人体本身就是艺术品，其艺术的结
构与外形，为完成人体的基本活动功能奠定了基础。
没有完美的外形，就没有完美的功能。用整形美容的

学科、多手段．依赖精密仪器、先进技术及基础科学发

理念与显微外科技术去修复、重建人体的创面、器官，

展等，才能创造精准、艺术的显微外科作品。因此，“艺

使治疗更加完善、美好。在艺术设计时，应结合患者的

术设计、精准手术”指的是注重组织取舍，权衡手术利

性别、年龄、婚否、职业、工种、特需等因素；在艺术技
巧上．综合采用数理化知识、技巧和手段．应用减少、

弊，借助设备、仪器，精细艺术操作，得多失少，精准无
误的显微外科临床实践过程。

避免瘢痕形成的整形外科的原理及操作；在艺术修饰

二、四肢精准显微外科范畴与目标

点．注重人体的轮廓、转角及关键点、表演点变化与作

１．范畴：（１）作为受区：应用在手足、四肢部为主的

用．起到画龙点睛、微妙神奇的功效。
三、四肢精准显微外科的标准

显微外科技术，包括各种游离皮瓣移植修复四肢创面；
足趾移植进行手指、拇指再造；骨瓣游离移植修复四肢

四肢精准显微外科的标准有如下几点：①组织移

骨缺损；断指（肢）足趾再植等。（２）作为供区：以手足、
四肢作为供区材料．修复及再造其他体表创面及器官，

植、器官再造手术成功率大于９０％。例如皮瓣游离移
植、手指再造的失活率小于１０％。②切取的组织与需

如游离四肢皮瓣舌再造、游离腓骨瓣下颌骨修复等。
２．目标：要达到精准、艺术的显微外科作品，需具

修复的创面的长、宽误差各小于５％。即切取皮瓣、肌
皮瓣或骨瓣等的长或宽，不多不少，在允许、控制的

备以下６个特征：（１）准确性。具体体现在：①准确估

５％以内。③术中知名动脉、静脉、周围神经、单一管道

计受区组织的缺损性质：如皮肤、血管、神经、肌腱、肌

（腔）等误伤发生率小于５％。④形态上，术前设计与术

肉、骨和关节等。②准确估计创面大小（面积）、组织层

后结果相差小于２０％。手术前、后拍照，成像，术后２

次、深度，损伤血管的长度、口径，血供范围，神经支配

周借助计算机．用重复图片查找软件（Ａｌｉｋｅ

的区域；骨和关节损伤的属性和长度、粗细、曲线，功

Ｉｍ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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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杭州市卫生局科技计划（Ｂ）类项目（２０１１８０２９）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４杭州，杭州整形医院（姚建民）；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徐靖宏）；浙江省人民医院手外科（谢庆平）

万方数据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Ｆｉｎｄｅｒ）、成像辅助系统分析处理．相似率大于

８５％。⑤功能设计与结果相差小于２０％。按相关的功
能评定标准，如手功能评定标准。
精准显微外科评分：５项中达标５项为优。４项为
良，３项为良，２项为一般，１项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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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肢精准显微外科方法

作．注意保护指神经及血管分支。④遇指动脉伴行静

１．术前：（１）二套或以上的手术备选方案。（２）术前
复习、回顾显微临床解剖学：每一次手术都当做第一

脉细小、难以吻合时，必须带上指背静脉。
４．股前外侧穿支皮瓣进行舌再造：该治疗着重应

次．虽然术者手术已经很熟悉，但是还需要再次、重新
复习有关显微解剖的章节、知识。（３）手术条件的完

用精准外科的技术，应注意：①术前多普勒血管探查、
确定穿支血管的分布走形、范围。②以舌缺损面积为

备：①手术供区、受区准备：术前１ ｄ完成拍照、摄像

大小．设计等大的皮瓣面积。③血管蒂长度可适当增

等，完善术区的皮肤准备，标好切１３设计线、投影线等。

加ｌ ｃｍ．提高成活率［１０］。

②器械、仪器的准备：应用超声多普勒血流计（ＵＰＦ）、

５．皮瓣预购、干细胞辅助扩张换脸技术：李青峰

彩色多普勒（ＣＤＳ）、多层ＣＴ血管造影（ＭＤＣＴＡ）等。③

等［¨－－ｚ］对全脸皮肤的修复，首先用计算机图像分析、

手术室的准备：术者应在手术前１天完成对显微手术

处理系统，设计手术方案；然后采用了显微外科切取

器械的准备与调试及显微镜的检查与调试。

大腿的血管束、筋膜瓣移植于胸前部，形成新的皮瓣；

２．术中：按手术设计、步骤进行，掌握原则、精细

进行半年左右的组织扩张，又结合干细胞辅助皮肤扩

操作、灵活机动，力争稳、准、轻、快。
３．术后：一般要求术后跟踪、随访３年以上。患者照

张技术，预构了适用、形态接近和美观的新皮瓣，获取

片、录像及数据等资料要建档留存，并及时变更通讯录。

材料．修复了五官集中、形态丰富、差异和难度较大的

五、四肢精准显微外科流程
１．精准设计：根据临床多因素量化表，智能、精确

了具有足够面积、相近肤色和较薄的皮肤质地的修复
全脸，被张涤生院士称为“中国式换脸”。
七、精准显微外科学术支撑

设计显微手术供区的皮瓣面积、形态、层次；血管和神

精准显微外科与临床外科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

经的解剖的定位、标记，移植骨的选取、部位、长度和宽
度的确定。受区：智能测量、确定创面缺损的范围和大

是一门历久弥新的科学与艺术，同样需要、依赖基础
学科的发展与进步。笔者认为更为密切相关的有以下

小；需吻接血管、神经的长度；需要移植骨的长度、量和

几个方面。

１．临床基础研究：一切皮瓣或组织的切取、转移。

形态，确定允许可调范围，电脑视频显示可作为参考。
２．精确操作：术中动静结合，无创原则．镜下显微

修复或再造都有赖于解剖学基础、临床显微解剖基础

操作，规定、规范标准执刀、血管钳、剪刀和镊子的使

的研究与发展［１３］。

用技巧和方法。尽量手持工具指端化，提高敏感度和

２．多元化、跨学科理念与技术的组合：达到精准、
艺术的显微外科的治疗目的。必须结合多方面的理

灵活性。做到层次分明、解剖到位，精细操作。
３．精细调整：修复、重建组织或器官完成后摄录图

念，有大外科的基础知识、整形外科与美容外科的概

像，对照设计，校对、核查结果，智能对比，符合率大于

念，又有显微外科的技术、手段、器械与材料革命、革

８５％，得出精确度数。如有差距，不够理想，略作微调。
六、四肢精准显微外科实例

新，以及再生医学、组织、基因工程等相结合，掌握包

１．第二指蹼双叶岛状皮瓣再造拇指［ｓ］：该术式着

的基础科学，如血管造影ＡＣＴ、超声波、医学电子技

重以艺术化设计，保留再造拇指的良好外形。以精准

括先进的医疗仪器、科研基础的开发、利用．及跨学科
术、机器人（达芬奇机器人）、电子机械工程等［１４］。

显微外科的理念，最小的损伤，富有感觉功能，获得最

３．智能化：现代科学的发展．计算机等科学技术为

佳的拇指功能与外形。
２．筋膜蒂指蹼皮瓣后退术治疗单纯性先天性并

智能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内容涉及资料储

指：该术式改变传统的局部皮瓣治疗并指．从认知艺

准确和高效无比，现已有应用报道［１５。１ ８｜。我们期待着计
算机能为显微外科带来更多、更广、更深的应用。并用

术化和技术人文化设计了这块皮瓣，有以下特点［６－７］：
①保留了指蹼原来的皮肤，质薄、软并且有感觉。②有

存、资料分析，优化、辅助设计、资料整理迅速、及时、

充分的皮肤面积，常不需要皮片移植。③指蹼两边具

计算机创造出显微外科智能的、完美的软件、程序。
４．数字化：数字化技术在医学的应用——数字医

有良好的外形、手指功能，不牺牲手指动脉。

学，日趋成熟，前景广阔。它是计算机技术在医学临床

３．断鼻再植术和指动脉游离皮瓣的临床应用：该

多个科室、多个疾病治疗的具体应用，其兴起可能为

术式着重应用精准显微外科的技术Ｅ８－９］。在手术过程

显微外科的精准化提供了基础…１。

中应注意：①复习动脉、静脉显微解剖，熟悉其主干、
分支走形、口径、层次、分布等。②切取皮瓣的部位于

中国数字人（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的构建、叠加制造技
术（ＡＭ）和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ＣＡＮＳ）的问世与在
显微外科领域的应用，其发展必将为实现精准显微外

指根部，面积大小与创面相等。③显微解剖中仔细操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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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目标提供巨大的能量与作用［１９－２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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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精准显微外科的临床探索

１．对皮瓣而言，血管的研究是其主要探索内容．把
动脉血管的干与支，比如为地球表面的江、河、沟，对应
的人体血管由近向远（由深至浅）的是主干动脉（轴型动

３１５

·

ｎｏ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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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ｏｎｓｔｒ Ｓｕｒｇ，１９９８，［０２

（１）：１７１—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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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ｅｒｙ ｆｌａｐ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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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ｄ［Ｊ］．Ｐｌａｓ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

Ｓｕｒｇ，１９９９，１０３（３）：

９８０．９８３．

脉）、穿支动脉（穿支动脉）和皮支动脉（真皮下血管）。现

［１０］陈洁，蒋灿华，尹乒，等．股前外侧ｆｒｅｅ．ｓｔｙｌｅ穿支皮瓣在口

状是前两者的皮瓣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完善，后者虽然

腔颌面部缺损修复重建中的应用『Ｊ］．中华显微外科杂

以皮下血管为血供的皮瓣应用研究已有进展．但该皮瓣
的很多基础问题尚未或有待于弄清。对于浅于这三类血

［１１］李青峰．关注面颈部重建治疗理念和技术的转变［Ｊ］．中华

管的真皮内血管，以其为血供的带蒂皮片的研究，我们

在临床上已经有尝试ｆ生应用研究［引。但还有待于临床显
微解剖学和组织形态学基础研究的支持。

志，２０１５，３８（１）：２０．２４．
整形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２．
［１２］ＬＩ Ｑ，Ｚａｎ

Ｔ，Ｌｉ Ｈ，ｅｔ ａ１．Ｆｌａｐ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ｈｏｗ ｗ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ｆｏｒ ｆｕｌｌ ｆａｃｅ

２．对体表器官再造而言，更应该探索艺术的设
计，开发计算机人体体表器官模拟设计软件，更侧重
于形态追求，这是它的生命。如中国式换脸、数字化技

ｒｅｓｕｒｆａｃｉｎｇ［Ｊ］．Ｊ

Ｃｒａｎｉｏｆａｅ

ａ

ｍｏｎｏｂｌｏｃｋ ｆｌａｐ

Ｓｕｒｇ，２０１４，２５（１）：

２１．２５．

［１３］丁白海，王增涛，钟世镇．皮瓣解剖学研究的三个阶段［Ｊ］．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２０１０，３３（３）：１８０．１８１．
［１４］芮永军，张雁，杨红，等．术前不同定位方法在股前外侧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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