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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新版枟局部解剖学枠一书，以系统解剖学为引导，以局部解剖内容为重

点，密切联系临床实际，按理论与解剖操作顺序分为绪论、下肢、上肢、胸部、
腹部、盆会阴部、颈部、头部和脊柱区八个区域，将系统解剖知识、局部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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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本书附有较齐备的局部解剖学中文及英文名词索引，并附有参考书
目，供进一步使用与研究。
本书既是２１世纪临床医学七年制（本、硕连读）局部解剖学课程专用教

材，又适宜于五、六年制本科及八年制（本、硕、博连读）医学生选择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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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枟实用解剖学与解剖方法枠在我院 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大学本科五、六年制以及高、中级解剖学
师资班所用教材的基础上，于８０年代初修订编写，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该书是我教研室
历代前辈的教学经验和我院近百年解剖教学实践的总结。 新世纪伊始，为适应医学科学技术的发
展，为提高医学教学包括解剖学的教学，为医学七年制、八年制学生学习解剖学的需要，在校、院各
级领导支持下，解剖学系同仁再次修订编写，出版枟局部解剖学枠这本书。 这种继承好的、修正不足
的，并有所前进、有所发展的学风是值得庆幸的。

正如枟实用解剖学与解剖方法枠一版前言中所说“现代科学技术深入发展，新学科、新理论、新技
术层出不穷，新的知识迅速增长，更新周期进一步缩短，教学理论也随之变化，传统的实质教育论观
点，正在逐渐被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注意发展学习者的能力的观点所代替。 传授知识主要是总结
过去，而掌握求得知识的方法才真正是为了未来。 十分明显，在教学过程中，过分偏重知识传授，忽
视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和业务上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不利于培养优秀的
科技人才。所以当前教学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动手的能力”。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科学，解剖学更是如此，我院解剖学教学历来注重实地解剖操作，因为这种教学方法对学习者来说，
不仅可获得人体结构基础而又实用的知识，而且还能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观察、综合分析、思维
表达和创造能力。

事物是发展的，而且是永无止境的，解剖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改进。本
书的更新和修订继续坚持和发展基础联系临床，服务于临床，学以致用的原则，较前一版有大的改
进，但不当或遗漏之处恐所难免，尚请同道和广大读者指正，以期未来能进一步改进。

本书为五、七年制共用教材，因考虑学时不同，其中属七年制较高要求部分以小字体编排，供使
用时取舍。

王健本

２００２年仲夏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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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 局部解剖学定义和学习目的

　　局部解剖学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ｔｏｍｙ 是研究人体各个局部器官、结构的形态特点、位置、毗邻、层次和
联属关系的科学、是外科学、妇产科学、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等手术相关学科以及神经科学、医学
影像诊断学等临床学科的基础课程，为重要的医学桥梁学科，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指导作用。

局部解剖学将为临床医学各科、法医学、妇幼卫生、护理学系等学科未来的专业学习奠定坚实
的基础。

二、 本书的宗旨与特色
为适应我国多层次医学教育特别是临床医学七年制教育发展的需要，本书继承以往版本“以系

统解剖学为指导，以局部解剖学为重点”的特点的同时，在本书的每一局部后新增与医学影像学（Ｘ
线诊断学、超声诊断学、ＣＴ 诊断学、ＭＲＩ 诊断学）紧密相关的人体断层解剖学全新内容，做到合理
取舍、有机结合、三位一体，使本书具有鲜明的基础联系临床的特点；新版努力做到内容的科学性、
先进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结合，使本书具有极强的前瞻性；新版本中适度引入系统解剖学知识，而局
部解剖学内容最为详尽，并特别将实际操作融入其中，便于独立动手操作与自学，具有较强的指导
性与实用性；书中努力做到内容详尽、结构严谨、主次分明、层次清楚，便于不同层次的使用者（学
生、研究生及解剖学专业人员）应用。

本书既是临床医学七年制（本、硕连读）局部解剖学课程专用教材，又适宜于五、六年制（德、英
语专业）本科及八年制（本、硕、博连读）医学生选择使用，本书亦是医学院校解剖学教师的专业用书
和临床医生的备用参考书。

三、 解剖技术简介
解剖技术一般分为大体解剖技术和显微解剖技术。这里所介绍的主要是大体解剖技术，即仅用

肉眼观察的解剖技术，它将运用于局部解剖学的实际操作中。
（一） 解剖器材及应用
解剖操作时所用器材，可分为常用的和偶尔用的两种。前者为每次解剖必须用的，有刀、剪和镊

等；后者如弓锯、板锯、骨剪、肋骨剪、凿、探针、绳、线等作为辅助工具。刀主要用于切剥皮肤、分离神
经、清理血管、解剖肌肉、剖割脏器等。 剪除用作剪物外，尚可用以钝性分离血管、神经和器官等，血
管钳或剪用来分离结构，对组织的损伤较少，速度亦快，但分离的血管、神经不够光洁美观。 镊分有
齿镊及无齿镊，前者剥皮时用，后者用以夹持神经、血管等。

（二） 解剖技术简介
解剖操作是一重要的实验技术，通过它既获得具体知识，又培养严谨认真的作风。 解剖操作包

括观察、扪认、剖割等。进行剖割时，应认真学习与训练解剖操作技术，即熟悉所解剖的内容、各结构
的剖割方法及各种工具的使用技巧，精确地辨认到达的层次， 反复琢磨所要剖割的结构，辨认出剖
割的结构。 下面依解剖步骤简单介绍有关技术要求：



１．持刀法　分手术持刀法和解剖持刀法两种方式：
（１） 手术持刀法（执琴弓法）：右手拇指伸直，中、环、小指屈曲将刀捏于拇指与中、环、小三指之

间，示指伸直按于刀背上，靠肩关节与肘关节的运动延长切口，靠食指的压力调节刀口的深浅，优点
是用力均匀，适用于作皮肤切口。

（２） 解剖持刀法（执笔法）：用拇指、示指尖与中指末节的桡侧缘夹持刀柄，此种持刀法与使用
钢笔的执笔法相似，是指关节、掌指关节与肘关节的运动，其运动范围小而精，适于分离一般组织时
使用。

２．切剥皮肤法　首先将皮肤表面根据所拟定的切口用刀背背面划一痕迹，然后将刀尖垂直于
皮肤表面刺入切口的起始点，当刺入的刀尖突然传来失去抵抗力的感觉时，说明刀已达浅筋膜层，
将刀刃下压，使之与皮面呈 ４５°角，然后向拟定的切口末端割划，但需用力均匀，抵达终点后将刀刃
恢复与皮面垂直位而后提出。

切口完成之后，用有齿镊提起切口的皮角，用刀将皮肤与其深面的浅筋膜剥离。在剥离时，将皮
肤拉紧，见皮肤与浅筋膜牵拉张力最大处，于此处使刀尖对向皮肤做长距离的割划，用力务必均匀，
恰在皮肤与浅筋膜交界处剥开，不可过深或过浅，以免伤及皮下的血管和神经。

翻起的皮片，应彼此连结而不全部脱离，便于解剖后恢复原位进行包裹，避免干燥，从而保护深
层组织。

３．皮下血管及神经的剖剥辨认法　首先了解其穿出深筋膜的部位及其分布范围，然后在穿出
处或沿其分支的去向切开皮下脂肪寻认，寻得后用无齿镊提起，用刀或剪紧贴分支清除其周围的结
缔组织。血管和神经的辨认，应以其结构特点为依据，即神经呈索状，有光泽；动脉壁有弹性；静脉壁
塌陷常充有血液，色较深。

４．皮下脂肪的剥除　皮下神经、血管等解剖观察之后，按照剥皮的切口切开皮下脂肪层达深
筋膜，注意边切边用镊子分开脂肪层，确定已到达致密的深筋膜表面，然后将脂肪层从深筋膜上整
层地翻起、切除。 注意保留浅血管、神经。

５．淋巴结及淋巴管的解剖　淋巴结多群聚，沿血管排列，用刀尖在其所在部位轻轻分开脂肪
层即可见。 初步分离出淋巴结轮廓后，用镊子提起淋巴结，用刀尖背面沿淋巴结的边缘放射状向四
周轻轻推划，即可暴露淋巴结的一部分输出或输入淋巴管。其他淋巴管只有在经特殊处理的标本方
可解剖出，经药物固定的材料一般是无法解剖的。如影响继续解剖时，在观察之后可将淋巴结摘除。

６．筋膜的解剖　筋膜分为浅、深两层，除某些特定部位（如腹壁）的浅筋膜需要仔细剖割外，身
体大部分浅筋膜均不做专门解剖。对各部的深筋膜需首先观察其附着情况，继而剖割其所形成的特
殊结构及其与肌的关系。 观察后成片剥除，剥除时刀刃方向应与肌纤维平行，于紧靠肌纤维束处用
刀划割，则既不损伤肌纤维，又能较完全地剥除深筋膜。

７．肌的解剖　最好先使肌处于紧张状态，看清肌的边缘，清除其筋膜及脂肪（有的肌边缘处有
肌的神经血管出入，勿损伤）。 观察肌的位置、层次、起止（若起止位置不易观察时，可用骨标本核
对），并结合活体验证其功能，然后在肌的深层或侧缘寻认肌的支配神经和营养血管，当需切断一块
肌时，切口应与肌纤维方向垂直，肌群中不同肌肉的切口应不在同一平面。

８．深部血管和神经的解剖　深部的神经血管周围多被结缔组织或脂肪包裹，故必须先清理这些
结构方可进行观察。清理之前，务必暴露血管或神经主干。暴露方法：即以刀尖沿其表面纵行划开包绕
在其周围的结缔组织（注意最好直达神经、血管的外膜），然后用无齿镊提起主干，用刀尖背或剪刀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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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两侧分离，分离中可见其分（属）支。 当解剖的血管或神经几乎全部暴露后，即可清除其周围的结缔
组织或脂肪，清除的方向仍应平行于血管或神经的走向。 深层的动脉和神经的操作常受到粗大、繁多
的静脉的影响，不仅效率低，而且不易清楚显露动脉和神经，必要时可于静脉的两端结扎后切除之。对
血管发出的肌支 （有实用意义的肌除外）只观察其来源即可，如影响操作，亦可切除。

９．脏器的解剖　首先观察它们的形态、位置、毗邻、血管供给及神经支配；其次，根据需要，做
不同处理。 中空性管道器官多在游离后剖开，以观察管壁层次及腔内有关结构；实质性器官多在游
离后观察其内外结构，或以示教标本补充观察该器官之分叶、分段、管道。

四、 局部解剖学学习方法
为学好局部解剖学知识，巩固和深化相关解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培养，

局部解剖学的教学综合采用理论讲授、解剖操作、局部标本观察与活体观察、多媒体教学及自学等
方式进行。 其中特别关键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自己动手进行尸体解剖操作。 操作时，应做到紧密联
系局部解剖学和系统解剖学的理论知识，动手用脑，做到观察、操作、思维、表叙紧密结合，只有进行
了科学、认真、系统而又扎实的解剖操作，通过亲身感触和剖割，才可能牢固掌握人体各层次的结构
与毗邻。 进一步结合理论讲授、标本观察、多媒体影视、自修及复习等方式，才能较好地把所观察的
内容和所学的知识升华为扎实的理论，为将来的临床各学科的学习奠定牢固的基础。

五、 全身皮肤切口
常用全身皮肤切口见图 １唱１。

图１唱１　皮肤切口
（李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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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下　　肢
下肢包括臀部、股部、小腿部和足部。 臀部位于骨盆的侧面和背面，上界为髂嵴，向下以臀褶与

股部为界，两侧臀部之间以一沟——臀裂隔开，该处可扪及骶骨的下部及尾骨，再向前方则为会阴
部。 股部的范围由髋至膝，其近侧部界限为：在前面以腹股沟与腹部为界，在后面以臀褶与臀部为
界，两侧股部之间为会阴部；股部的远侧界限为膝关节和腘窝。 小腿的范围位于膝关节与踝关节之
间。 踝关节以下为足部。

第一节　股前区和股内侧区
一、 表 面 解 剖

　　从体表扪认以下结构：①髂嵴和髂前上棘； ②耻骨结节；③腹股沟韧带；④股骨大转子；⑤股骨
内、外侧髁及股骨内、外上髁；⑥髌及髌韧带；⑦胫骨粗隆和胫骨前嵴；⑧腓骨头。

【解剖与观察】
按图１唱１作皮肤切口１４、１５、１６，由内侧向外翻起第⑦区皮肤。在作切口１４时，勿过深，以免伤及

深面结构。
二、 股部浅筋膜

股部浅筋膜含脂肪组织较多，向上续于腹壁浅筋膜，向下续于小腿浅筋膜。 在腹股沟韧带稍下
方，浅筋膜分为深、浅两层。 深层为腹壁浅筋膜深层的延续，该层于此处与股部阔筋膜相愈合，并与
会阴浅筋膜相移行。 在浅筋膜内含有皮下静脉、皮神经和淋巴结等。 此外，在髌骨前面的皮下，有一
较大的黏液囊，称髌前皮下囊，与关节腔不相通。 当膝前部经常受摩擦时，此囊可因过度刺激而肿大。

【解剖与观察】
在皮下脂肪中，解剖寻认下列各结构：于股前部的内侧可见到呈蓝色条索状的大隐静脉，伸展

于膝关节内侧至腹股沟韧带内侧份的下方。若该尸体皮下脂肪较厚而不易看到时，则于上述部位纵
行切开皮下脂肪，即可寻得。然后向下追至膝关节内侧，向上追至腹股沟韧带下方，见其潜入深层为
止。当清理大隐静脉上端时，往往见到收集股前部及内侧部的两条较大的静脉支，分别注入其上部。
用镊子提起各属支，清理一段即可。 另在大隐静脉注入深层处，还可见到三条细小的属支及伴行浅
动脉，依其行走方向清理一段。在清理大隐静脉过程中，可能遇到皮神经分支，慎勿切断，容后再查。

三、 浅血管和皮神经
（一） 大隐静脉
大隐静脉ｇｒｅａｔｓａｐｈｅｎｏｕｓｖｅｉｎ（图 ２唱１）为人体最长的皮下静脉，于足内侧缘起自足背静脉弓，

经内踝前方，小腿及大腿内侧上行，至腹股沟韧带内侧份下方的隐静脉裂孔（卵圆窝）处，穿筛筋膜
注入股静脉前壁处。 在大隐静脉内，多处有瓣膜。 大隐静脉除收纳足部及小腿浅层的静脉外，还接
受股前部、股内侧部、外阴部及腹前壁下部的浅静脉，其属支有：



图２唱１　大隐静脉及腹股沟浅淋巴结
１．腹壁浅静脉　为腹前壁下部浅层的静脉，从上方注入大隐静脉。
２．阴部外静脉　为来自外阴部的静脉，从内侧注入大隐静脉。
３．旋髂浅静脉　为来自髂前上棘附近的静脉，从外上方注入大隐静脉。
４．股内侧浅静脉　来自股内侧的浅静脉支。
５．股外侧浅静脉　来自股外侧的浅静脉支。
上述五条属支均较恒定，在进行大隐静脉高位结扎以治疗大隐静脉曲张时，必须同时结扎其近

侧端的全部属支，以防复发。
（二） 股动脉的浅支
１．腹壁浅动脉　在腹股沟韧带下方，由股动脉发出，于隐静脉裂孔上部穿出，向上内行，分布

于脐以下的皮肤及浅筋膜，并与腹壁下动脉的分支及对侧的同名动脉的分支相吻合。
２．旋髂浅动脉　在腹股沟韧带下方直接由股动脉发出，自隐静脉裂孔出皮下，沿腹股沟韧带

下缘向外上斜升，至髂前上棘附近，分布于皮肤和筋膜。 以上两动脉可用于带血管皮瓣移植。
３．阴部外动脉　有 ２～３支，自股动脉分出后，穿阔筋膜，分布于阴阜、阴囊（或大阴唇）。
【解剖与观察】
在大隐静脉注入股静脉处附近，纵行切开大隐静脉前壁，观察静脉瓣。当清理大隐静脉上部时，

还可见到一群形如蚕豆的淋巴结，即腹股沟浅淋巴结。 选一最大的淋巴结，用刀尖剥去其表面的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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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膜，用镊子从其侧方提起，再用刀尖背向两端稍作清理，即可见到连于淋巴结远侧端的小管（即输
入淋巴管）和连于淋巴结近侧端的小管 （即输出淋巴管）。 淋巴管的数目甚多，不必一一检查。

（三） 腹股沟浅淋巴结
腹股沟浅淋巴结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图 ２唱１）位于腹股沟韧带下方，阔筋膜的表

面，可分为两群：近侧（上）群 ５～６个，恰在腹股沟韧带下方与其平行排列；远侧（下）群 ４～５ 个，沿
大隐静脉上段纵行排列。 足部、小腿内侧部及大腿的浅淋巴管与大隐静脉伴行，注入腹股沟浅淋巴
结的远侧群；脐以下的腹壁、臀部、会阴部及外生殖器的浅淋巴管注入近侧群。故当上述部位发生炎
症时，常引起腹股沟浅淋巴结肿大、疼痛。腹股沟浅淋巴结发出输出淋巴管，穿筛筋膜注入腹股沟深
淋巴结及髂外动脉周围的髂外淋巴结。

【解剖与观察】
于皮神经的穿出部位，寻认股前部的皮神经（寻认 １～２支即可）。 或在以后成层翻剥清除浅筋

膜时，见各皮神经穿阔筋膜浅出至皮下时，清理显露数支即可。
（四） 股前部的皮神经
股前部的皮神经属脊神经皮支的一部分，为掌握其分布规律，在此先简介脊神经的分布规律与

特点。

图２唱２　脊神经在皮肤的带状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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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神经的皮支在躯干和颈部呈环绕体躯的带状分布（图 ２唱２）。 相邻脊神经的两皮支相互重叠，
故只有相邻的三条脊神经损伤，才会出现一个带状区的感觉丧失，如果仅一条脊神经损伤，则该神
经分布区域感觉减弱或改变。在四肢，脊神经皮支的节段性分布不如躯干明显，但如使身体弯曲，上
肢与地面垂直，掌心向内，下肢髋关节外旋，足尖向外时，上、下肢脊神经皮支的分布仍呈带状。

掌握躯干、四肢脊神经皮支的分布规律后，在以后的相关章节中，各局部的皮神经除少数神经
外，将不再一一详细解剖与观察。

１．股神经前皮支　发自股神经，继分为股中间皮神经和股内侧皮神经，各有２～３支，穿阔筋膜
分布于股前部及内侧部的皮肤。

２．股外侧皮神经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ｅｍｏｒａｌ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ｒｖｅ　发自腰丛，于髂前上棘内侧穿腹股沟韧带
外侧份的深面，继经缝匠肌的深面，于髂前上棘下方３～４ｃｍ 处穿出阔筋膜，分布于股外侧部及臀部
外侧的一小部分皮肤。

【解剖与观察】
在保留血管和皮神经的原则下，清除浅筋膜及腹股沟浅淋巴结，直至看到青白色发亮的阔筋膜

为止。但需注意，在清除大隐静脉上端两旁的淋巴结及浅筋膜时，不宜过深，以免伤及深层结构。清
除浅筋膜后，观察阔筋膜的形势及其特殊结构。

四、 深筋膜——阔筋膜
股部的深筋膜称阔筋膜ｆａｓｃｉａｌａｔａ，是人体最厚的筋膜，呈筒状，包裹在大腿及臀部的表面。 上

端附着于髂嵴前部、髂前上棘、腹股沟韧带、耻骨结节、耻骨联合、耻骨弓、坐骨结节、骶结节韧带、骶
骨，下端附着于胫骨内、外侧髁、胫骨粗隆和膝关节周围的韧带和肌腱并与小腿的深筋膜相延续。此
外，股部深筋膜还伸入肌群之间附着于骨面，构成肌间隔。

阔筋膜形成的特殊结构：
（一） 髂胫束
阔筋膜包在下肢肌群的表面，在大腿内侧部较薄，在大腿外侧部则甚为发达，增厚为髂胫束

ｉｌｉｏｔｉｂｉａｌｔｒａｃｔ，张于髂嵴（靠近髂前上棘处）与胫骨外侧髁之间，其上份包于阔筋膜张肌的两侧
面。 　

（二） 隐静脉裂孔
隐静脉裂孔ｓａｐｈｅｎｏｕｓｈｉａｔｕｓ，位于耻骨结节的外下方，为阔筋膜的薄弱处。该裂孔围绕大隐静

脉注入深层的周围，分为上脚、镰状缘及下脚。 裂孔表面被覆的筋膜为神经、血管及淋巴管穿行，形
同筛状，称筛筋膜。

【解剖与观察】
用镊子提起大隐静脉上端，用刀柄将附近的筛筋膜推向上方，则于大隐静脉的后方，可见一明

显的环形边缘，此即隐静脉裂孔的下脚，继沿下脚向外上方，用刀柄轻轻向内推移筋膜，即可见到隐
静脉裂孔的镰状缘，再沿此缘向上、向内清理，即可见到隐静脉裂孔的上脚。观察隐静脉裂孔的全貌
后，即可清除大隐静脉周围的筛筋膜。

用镊子提起隐静脉裂孔的上脚，沿腹股沟韧带下缘１ｃｍ 处斜向外侧将阔筋膜切至髂前上棘处，
再于隐静脉裂孔镰状缘与下脚交界处将阔筋膜切至髌上缘内侧，再由此处横行切开阔筋膜至股骨
外侧髁，将阔筋膜翻向外侧。 由于阔筋膜还包裹于缝匠肌的前、后面，故在翻起的过程中，需在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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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小心剥离，始可观察阔筋膜的全貌，并暴露其深面的股前肌群。
于髂胫束上端内侧，纵行切开长达 ５～１０ｃｍ 的切口，翻开髂胫束，可见阔筋膜张肌。
翻起阔筋膜，在刀刃运动方向与肌纤维平行的原则下，稍剥除肌表面薄而疏松的纤维性结构，

观察股前部各肌，即股四头肌、缝匠肌。
略观上述各肌后，在各肌尚未移动之前，观察股三角的境界及内容。

五、 股　三　角
（一） 境界
股三角ｆｅｍｏｒ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底边为腹股沟韧带， 内侧边为长收肌的内侧缘，外侧边为缝匠肌的内

上侧缘。股三角的尖位于缝匠肌与长收肌相交处，此尖端向下与收肌管的上口相连续。股三角的底
为髂腰肌、耻骨肌和长收肌及其筋膜（图 ２唱３）。

图２唱３　股前内侧区浅层肌及血管神经
（二） 内容
１．腹股沟深淋巴结ｄｅｅｐ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　３～５个，在股三角内排列于股动脉起始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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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 它收纳腹股沟浅淋巴结的输出管、股部的深淋巴管和腘淋巴结的输出管，其输出淋巴管注入
髂外淋巴结。

２．股鞘ｆｅｍｏｒａｌｓｈｅａｔｈ　由股三角底部中点伸至股三角的尖端，由前、后、内、外四壁构成。 前
壁由腹横筋膜下延而成，后壁由髂耻筋膜形成，内、外侧壁由前、后壁融合而成。 鞘内有前后方向的
两个间隔将鞘分为三部，分别包含股动、静脉及容有一个腹股沟深淋巴结的股管（图 ２唱４）。

图２唱４　股鞘与股管
股管ｆｅｍｏｒａｌｃａｎａｌ为一漏斗状间隙，长约１～２ｃｍ，位于腹股沟韧带后方内侧，前壁为腹横筋膜

图２唱５　股疝

及阔筋膜，后壁为耻骨肌筋膜，上口称股环ｆｅｍｏｒａｌｒｉｎｇ。股环前界为腹股沟韧带，后界为耻骨梳韧
带，内侧界为腔隙韧带，外侧借纤维隔与股
静脉相邻。 股环是股管上通腹腔的通道，被
薄层疏松结缔组织覆盖，即股环隔ｆｅｍｏｒａｌ
ｓｅｐｔｕｍ或内筛板，隔上面衬有腹膜，呈一向
下的小凹，称股凹。 股管的下口对向阔筋膜
所形成的隐静脉裂孔。 如腹腔内容物经股
环、股管突出至隐静脉裂孔，则形成股疝（图
２唱５）。

【解剖与观察】
依次检查股血管鞘的结构：
于腹股沟韧带中部的下方，纵行切开鞘

的前壁，即可见其中的股动脉，然后环行剥
开股动脉的血管鞘，并观察其前、后、内、外
四壁。

沿大隐静脉末端向上，轻轻切至腹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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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带下方，即可见到其中的股静脉，然后环行剥开股静脉的血管鞘（股静脉壁薄、无弹性、易切破），
观察其前、后、内、外四壁。

小心地于股静脉内侧，紧贴腹股沟韧带下方，纵切长约 １ｃｍ 的切口，则见此间隙内含有一腹股
沟深淋巴结，即所谓Ｃｌｏｑｕｅｔ或Ｒｏｓｓｅｎｍüｌｅｒ淋巴结。 子宫癌后期癌细胞常经子宫圆韧带的淋巴管
达外阴，从而扩及腹股沟浅、深淋巴结（包括Ｃｌｏｑｕｅｔ淋巴结），故做子宫癌根治术时，必须清除此淋
巴结。容纳此淋巴结的短小腔隙即股管。去除淋巴结后，用小指探股环，验证它与腹腔的关系，然后
配合骨盆韧带标本观察股环的四界。

清理股动脉及其分支：自腹股沟韧点的深面至股三角尖端清理股动脉主干。该动脉上端发出的
三条浅动脉前已查过。在腹股沟韧带下方约５ｃｍ 处，于股动脉的后外侧壁寻找股深动脉的起点， 然
后清理其分支旋股内、外侧动脉和穿动脉。前二者主要根据血管行走方向寻找，后者寻认的标志是：
各穿动脉均在内收肌的止点处贴近股骨而转向股后部，这也是鉴别穿动脉与股动脉肌支的标志。另
外，在收肌管前内侧壁的外面寻找膝降动脉及与之伴行的隐神经。 上述各动脉均有伴行静脉，可一
并检查。

３．股动脉ｆｅｍｏ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ｙ　为髂外动脉的直接延续，与股静脉伴行，经腹股沟中点的深面进入
股部，继在股三角内下行至其尖端进入收肌管。其体表投影为当大腿微屈并外展、外旋时，髂前上棘
与耻骨联合连线的中点至收肌结节的连线的上 ２／３段。 股动脉的分支有：

（１） 在上端发出而分布于浅层结构的三条小动脉：即腹壁浅动脉、旋髂浅动脉及阴部外动脉
（前已查过）。

（２） 股深动脉ｄｅｅｐｆｅｍｏ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ｙ：在腹股沟韧带下方约３～６ｃｍ 处发自股动脉的后外侧壁，先
在股动脉的外侧，以后行在股动脉的深方，在股内侧肌与内收肌之间而分支。

１） 旋股外侧动脉：此动脉的变异情况较多，其起始部位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况：发自股深动脉的
起始部、发自股动脉或与旋股内侧动脉共干，发自股深动脉。 该动脉起始后，在髂腰肌与缝匠肌、股
直肌之间，行向外侧，分支供应附近各肌。

２） 旋股内侧动脉：起始处的变异情况与旋股外侧动脉相似。发出后，其一支在耻骨肌与髂腰肌
之间转入深层，其余各支供应邻近各肌。

３） 穿动脉：一般有三条，分别于耻骨肌下缘、短收肌下缘及长收肌下缘高度发自股深动脉，穿
内收肌腱而转向股后部。

（３） 肌支：较多，供给股前部及内侧部各肌（不必细查）。
（４） 膝降动脉：为股动脉在收肌管内发出的分支，穿该管的前内侧壁，与隐神经伴行，分布于膝

部（先观察此动脉在收肌管外的部分，收肌管内的部分留待解剖收肌管时再查）。
４．股静脉ｆｅｍｏｒａｌｖｅｉｎ　在股三角内位于股动脉内侧，除接受股动脉分支的同名静脉外，还收

纳大隐静脉。
【解剖与观察】
于腹股沟韧带中点下方剥起髂腰肌筋膜，在髂腰肌的表面寻认粗大的股神经，并追踪其分支。

在缝匠肌中部横行切断该肌，翻向两端，寻认由其深面进入而支配该肌的股神经分支；在股直肌中
部横断，翻向两端，在其深面或内侧缘寻认支配该肌的股神经分支；用刀柄从股外侧肌内侧缘探入，
寻认支配该肌的股神经分支；检查由股中间肌表面穿入该肌的股神经分支；于股内侧肌上端检查进
入该肌的股神经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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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股神经ｆｅｍｏｒａｌｎｅｒｖｅ　发自腰丛，在腰大肌外侧与髂腰肌一同穿经腹股沟韧带深面的肌腔
隙至股部，立即分为数支。

（１） 肌支：至大腿肌前群及耻骨肌。
（２） 皮支：分布于股前部及股内侧部皮肤。
（３） 关节支：至膝关节，此支细小，不必寻认。
（４） 隐神经ｓａｐｈｅｎｏｕｓｎｅｒｖｅ：为终支，初在收肌管中，后与膝降动脉伴行，穿出收肌管，沿缝匠

肌下降，至皮下后又与大隐静脉伴行，分布于小腿内侧面及足内侧缘皮肤（在收肌管内及膝关节以
下的部分待以后解剖）。

六、 股前部各肌
（一） 阔筋膜张肌
阔筋膜张肌ｔｅｎｓｏｒｆａｓｃｉａｅｌａｔａｅ位于髂胫束上部两层之间。该肌可紧张髂胫束，协助屈大腿，对

维持人体的直立姿势甚为重要。 受臀上神经分支支配。
（二） 缝匠肌
缝匠肌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为全身最长的肌，自髂前上棘斜向内下方，绕股骨内上髁后方，以较宽的腱膜

止于胫骨内侧面的上部。该肌收缩时可屈小腿，使已屈的小腿内旋，并协助髂腰肌及股直肌屈大腿。
受股神经分支支配。

（三） 股四头肌
股四头肌ｑｕａｄｒｉｃｅｐｓｆｅｍｏｒｉｓ该肌由四个头合成，即股直肌起自髂前下嵴及髋臼上缘，股中间

肌起自股骨体前面，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分别起于股骨粗线的内、外侧唇，四肌合并，通过髌骨和髌
韧带附着于胫骨粗隆。 股四头肌可伸小腿，股直肌可屈大腿。 该肌受股神经支配。

在髌韧带和髌骨处常可有滑膜囊，如髌下深囊（在髌韧带和髌骨间）、髌前皮下囊、髌前筋膜下
囊，后二者常发生滑囊炎。

图２唱６　肌腔隙与血管腔隙

【解剖与观察】
由于上述各肌的起始处位置较深，故应以骨标本辅助核对其起点，结合活体检验其功用。 在腹

股沟韧带中点下方与髋骨的髂耻隆起

之间可见一韧带——髂耻弓相连，其外
侧为肌腔隙，内侧可见股动脉、股静脉
及股环共居于一腔隙中——即血管腔
隙，后者与腹腔相通。 检查肌腔隙及血
管腔隙的各壁及内容。
七、 肌腔隙和血管腔隙
（一） 肌腔隙
肌腔隙ｌａｃｕｎａｍｕｓｃｕｌｏｒｕｍ（图２唱６）

前界为腹股沟韧带外侧部，后外界为髂
骨，内侧界为髂耻弓。 内有髂腰肌、股神
经和股外侧皮神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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髂腰肌ｉｌｉｏｐｓｏａｓ由髂肌与腰大肌合成，经腹股沟韧带深方的肌腔隙至髋关节前面，止于股骨小
转子，属髋肌前群，可屈和外旋大腿，当下肢固定时，可使骨盆和躯干前屈。

（二） 血管腔隙
血管腔隙ｌａｃｕｎａｖａｓｏｒｕｍ该腔隙的前壁为腹股沟韧带内侧部，后壁为耻骨肌筋膜及耻骨梳韧

带，外侧壁为髂耻弓，内侧壁为腔隙韧带。
八、 收　肌　管

收肌管ａｄｄｕｃｔｏｒｃａｎａｌ位于缝匠肌的深方，管的前外侧壁为股内侧肌，后壁为长收肌及大收肌，
前内侧壁为内收肌与股内侧肌之间的腱纤维板及缝匠肌，管的下方为大收肌止腱所形成的收肌腱
裂孔。 管内容有股血管和神经，管的前内侧壁有隐神经及膝降动脉穿出（图 ２唱７）。

图２唱７　股前内侧区深层肌及血管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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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与观察】
用刀尖轻轻切开横跨于内收肌与股内侧肌间的腱纤维板，用刀柄向前外侧推起股内侧肌，观察

经过收肌管前部的隐神经和膝降动脉、中部的股动脉及位于后内侧的股静脉，再沿股动脉追至收肌
管的下口。

九、 股内、外侧肌间隔
股内、外侧肌间隔为阔筋膜在大腿肌前群两侧深入，附着于股骨粗线，分隔前群肌与内侧群肌

及后群肌而形成。 前者称股内侧肌间隔，后者称股外侧肌间隔。
【解剖与观察】
由前方将手插至股外侧肌与阔筋膜之间，检查股外侧肌间隔。但由于此间隔为股外侧肌起点之

一，所以多不能将手一直追至其附于骨面的部位。因此，可用刀尖顺肌纤维方向剥离其起始纤维，再
检查股外侧肌间隔的附着处。用刀柄向前外方推起股内侧肌，观察介于股内侧肌与内收肌之间的薄
弱的股内侧肌间隔。

十、 股内侧肌群
【解剖与观察】
分离、检查股内侧群肌（内收肌群）：该群有五条肌，浅层三条，自外上向内下为耻骨肌、长收肌

及股薄肌；深层二条，上部为短收肌，后下部为大收肌。 耻骨肌已在髂耻窝中查过，现观察股薄肌和
长收肌。 暴露深层的短收肌和大收肌，并观察大收肌止点下部所形成的内收肌腱裂孔。

（一） 耻骨肌
耻骨肌ｐｅｃｔｉｎｅｕｓ为股内侧肌群肌之一，系长方形短肌。此肌收缩时，使大腿屈曲、内收和旋外。

它由股神经及闭孔神经支配，因神经穿入该肌的位置较高，此处不必寻找。
（二） 股薄肌
股薄肌ｇｒａｃｉｌｉｓ位于股内侧最浅层，呈带状，起于耻骨下支前面，经股骨内上髁和膝关节后方的

内侧，止于胫骨粗隆内侧。收缩时使大腿内收，小腿屈曲，并使屈曲的小腿旋内。受闭孔神经前支支
配。 股薄肌的支配神经和主要营养血管 （绝大多数来自股深动脉）较恒定地于该肌上１／３外侧面近
前缘处入肌。 该肌是带血管神经蒂肌瓣移植常选用的供肌之一。

（三） 长收肌
长收肌ａｄｄｕｃｔｏｒｌｏｎｇｕｓ为位于股内侧最靠前面的一条，上窄下宽。 收缩时，使大腿内收并旋

外。 受闭孔神经前支支配。
（四） 短收肌
短收肌 ａｄｄｕｃｔｏｒｂｒｅｖｉｓ位于长收肌的后方，为近似三角形的扁肌。 收缩时使大腿屈曲、内收。

受闭孔神经前支支配。
（五） 大收肌
大收肌ａｄｄｕｃｔｏｒｍａｇｎｕｓ为股内侧群肌中最宽大者。 肌腱与股骨之间有一裂孔称内收肌腱裂

孔，是收肌管的下口。 此肌收缩时，使大腿内收。 受闭孔神经后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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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闭 孔 神 经
【解剖与观察】
检查闭孔神经的分支支配股内收肌群的情况：在股薄肌上 １／３外侧面近前缘处、长收肌深面及

短收肌的前面寻认支配它们的闭孔神经前支。然后，将刀柄自短收肌的内侧缘紧贴短收肌钝性分离
其后方的深筋膜，将闭孔神经后支连同深筋膜推向大收肌侧，再在短收肌的上端横断该肌，翻向起
止端，寻认闭孔神经后支。

闭孔神经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ｎｅｒｖｅ发自腰丛，伴闭孔血管穿闭膜管进入股内侧部，于闭膜管内分为前、
后两支，向下分别行于短收肌的前、后面，除分支支配股内侧群肌外，前支的末梢尚穿阔筋膜分布于
股内侧的皮肤。前支于近闭孔处发出一支至髋关节，后支有一细支穿大收肌或经腱裂孔至膝关节囊
后部。 与闭孔神经伴行的还有闭孔动脉及静脉。

第二节　臀　　部
一、 表 面 解 剖

　　将尸体俯卧于台上，由体表扪认下列结构：①髂后上棘；②骶中嵴；③尾骨尖；④坐骨结节。在髋
关节位置正常时，坐骨结节、股骨大转子和髂前上棘可连于一条直线上，即所谓Ｎｅｌａｔｏｎ 线，对诊断
髋关节脱位有实用价值。

【解剖与观察】
按图 １唱１作皮肤切口２７、２４、２６。 自中线向外侧翻剥第晼晱区皮肤。 翻起皮肤后，在皮下脂肪中寻

认臀部皮神经。此处为人体皮下脂肪最厚的地方，尤其女性更厚，因此，剥认皮神经比较困难。故应
先了解各皮神经的来源、穿出部位及分布，然后在穿出部位切开脂肪寻找 １～２支（如臀上、下皮神

图２唱８　臀部浅层

经），或在下一步清除脂肪时，遇见皮神经
清理显露 １～２支即可。

二、 皮　神　经
臀部皮神经可分三组（图 ２唱８）：即臀上

皮神经、臀内侧皮神经和臀下皮神经，现主
要介绍臀上皮神经和臀下皮神经。 ①臀上
皮神经：来自第 １～３ 腰神经后支，是臀部
皮神经最大的一组，为数三支，分别自股骨
大转子与上 ３腰椎间连线交于髂嵴处平行
穿出深筋膜，分布于臀上部的皮肤；②臀下
皮神经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ｃｌｕｎｉａｌｎｅｒｖｅｓ：来自骶丛的
股后皮神经，有 ２～３ 支，在臀大肌下缘中
１／３处穿出，绕臀大肌下缘向上，分布于臀
下部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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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与观察】
自内向外成层整块剥除皮下脂肪，其时如遇到皮神经，清理显露 １～２ 支即可。 观察臀部深筋

膜，或只部分剥除皮下脂肪，观察深筋膜，而后浅、深筋膜一次剥除。
三、 深　筋　膜

臀部深筋膜不如股前部的深筋膜发达，但其上外侧部（位于臀大肌的前方，臀中肌的表面）较致
密，具有腱膜性质，它在臀大肌的外上缘分为两层包裹臀大肌，此两层深入臀大肌内，将该肌分成许
多肌束。 臀部深筋膜向上附于髂嵴，向内附于骶、尾骨背面，向外参与髂胫束，向下与股部深筋膜相
延续。

四、 臀　大　肌
【解剖与观察】
由于深筋膜深入臀大肌内，不易清除干净，此处只清除臀大肌及臀中肌表面的筋膜即可。
臀大肌ｇｌｕｔｅｕｓｍａｘｉｍｕｓ为人体强有力的肌，起于髂骨背面，骶、尾骨背侧及骶结节韧带，向外

下方大部分止于髂胫束，小部分止于臀肌粗隆。该肌伸和外旋大腿，当下肢固定时，伸直躯干并防止
躯干前倾。 该肌由臀下神经支配。

在臀大肌的深面有三个滑膜囊，分别位于臀大肌与坐骨结节、臀大肌与股外侧肌上部及臀大肌
与大转子之间，以减少臀大肌收缩时与以上三者之间的摩擦。 滑膜囊的炎症可使滑液分泌增多、滑
膜囊肿胀，引起疼痛，也可影响邻近结构的功能。

【解剖与观察】
观察臀大肌后，以骨标本对照检查起止点，并结合活体审度其功能。 先清理该肌上缘使之与臀

中肌分开，然后在此肌中１／３与上侧１／３交界处切断。切断线与肌纤维方向不完全垂直，要一层层地
切，当看到此肌深面菲薄的结缔组织时即可，否则将损伤其深面的神经、血管。 然后，将该肌翻向两
端，并同时清理各神经、血管，注意勿在翻起过程中拉断分布于该肌的神经、血管。

检查臀大肌深面的滑膜囊中最大的一个，即在臀大肌与大转子间的滑膜囊。可用探针或注射有
色液体检查其范围。

五、 臀大肌深面的结构
臀大肌深面的结构（图 ２唱９）：
（一） 骶结节韧带和骶棘韧带
前者为一长而强大的纤维束，该韧带除作为会阴的后界，亦作为坐骨大、小孔的后界。骶棘韧带

为一短的三角形纤维束，是坐骨大、小孔的分界。
（二） 梨状肌
梨状肌ｐｉｒｉｆｏｒｍｉｓ位于小骨盆后壁，呈三角形。 收缩时可使大腿外旋。 由第 １、２骶神经前支支

配。 该肌通过坐骨大孔，将该孔分为梨状肌上孔 ｓｕｐｒａｐｉｒｉｆｏｒｍｉｓｆｏｒａｍｅｎ及梨状肌下孔
ｉｎｆｒａｐｉｒｉｆｏｒｍｉｓｆｏｒａｍｅｎ。通过梨状肌上孔的有臀上动、静脉及臀上神经；通过梨状肌下孔的有臀下
动、静脉，臀下神经，股后皮神经，坐骨神经，阴部神经及阴部内动、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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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唱９　臀部的血管神经
（三） 臀上动、静脉
臀上动脉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ｇｌｕｔｅａｌａｒｔｅｒｙ发自髂内动脉，穿出梨状肌上孔。 其浅支分布于臀大肌，深支

分布于臀中、臀小肌。现只检查进入臀大肌上部的分支。臀上静脉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ｇｌｕｔｅａｌｖｅｉｎ与臀上动脉
伴行，经梨状肌下孔入盆腔，注入髂内静脉（为了清楚地显示动脉及神经，可将此静脉于进入梨状肌
上孔处结扎后摘除）。

（四） 臀下动、静脉
臀下动脉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ｇｌｕｔｅａｌａｒｔｅｒｙ发自髂内动脉，由梨状肌下孔穿出，分布于臀大肌，清理之。臀

下静脉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ｇｌｕｔｅａｌｖｅｉｎ与臀下动脉伴行，由梨状肌下孔穿入盆腔，归入髂内静脉 （于梨状肌下
孔处结扎摘除）。

（五） 臀下神经和股后皮神经
臀下神经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ｇｌｕｔｅａｌｎｅｒｖｅ发自骶丛，与臀下动脉及静脉伴行，支配臀大肌。 股后皮神经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ｆｅｍｏｒａｌ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ｒｖｅ位于臀下神经外侧，发自骶丛，出梨状肌下孔后，除分出臀下皮
神经支配臀下部皮肤外，还分出会阴支，向内前而分布于会阴部皮肤 （前者已经查过，此时可清理
会阴支至会阴部即可。 股后皮神经的本干分布于股后部，容后再查）。

（六） 坐骨神经
坐骨神经ｓｃｉａｔｉｃｎｅｒｖｅ为人体最粗的神经，发自骶丛，出梨状肌下孔，行于坐骨结节与股骨大

转子连线的中点，向下于腘窝上界分为胫神经和腓总神经。坐骨神经分支分布于股后部肌肉及膝关
节以下部分肌肉及皮肤。坐骨神经干的体表投影位置为股骨大转子与坐骨结节连线的中、内１／３交
点至股骨内、外侧髁之间中点的连线。

【解剖与观察】
由梨状肌下孔向下检查坐骨神经在臀部的情况，注意其穿出部位与梨状肌的关系及其表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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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坐骨结节与大转子连线的中点）。
（七） 阴部内动脉及阴部神经
阴部内动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ｄｅｎｄａｌａｒｔｅｒｙ发自髂内动脉，出梨状肌下孔后绕坐骨棘及骶棘韧带，经

坐骨小孔入坐骨直肠窝，分布于会阴部各结构。阴部神经ｐｕｄｅｎｄａｌｎｅｒｖｅ来自骶丛，出梨状肌下孔，
伴行于阴部内动脉的内侧至坐骨直肠窝，分布于会阴部皮肤及其他结构。

【解剖与观察】
以上二者在臀部的行程较短，且位于臀大肌起点的深面，故需将臀大肌的起端用手翻起，推向

内侧，然后用镊子在坐骨棘的外侧寻认阴部内动、静脉及阴部神经，寻得后清理之。
由于臀大肌深面的内侧和下方有许多血管神经通过，故临床上一般选择臀部的外上 １／４ 象限

进行臀部肌肉注射（臀部注射安全区）。
（八） 臀中肌和臀上神经
臀中肌ｇｌｕｔｅｕｓｍｅｄｉｕｓ位于髂骨背面，部分被臀大肌遮盖。收缩时外展大腿，其前部纤维可内旋

大腿。 该肌由臀上神经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ｇｌｕｔｅａｌｎｅｒｖｅ支配。
【解剖与观察】
以骨标本核对该肌的起止点，并结合活体审度其功用。在靠近止点处切断该肌。由于该肌的前

部位于髂胫束的深面，同时与其深面的臀小肌仅隔薄层筋膜，故在切断该肌时，应于其后缘向前，边
用镊子分离，边用刀切，亦应注意勿切断其深面的血管和神经。翻起该肌后，清理并检查其深面的血
管臀上动、静脉的深支和臀上神经的分支。

臀上神经发自骶丛，与臀上动脉伴行，穿梨状肌上孔出盆腔，除分布于臀中、小肌外，并向前上
方进入阔筋膜张肌（故除追查支配臀中、小肌的分支外，亦应追查进入阔筋膜张肌的分支）。 　

（九） 臀小肌
臀小肌ｇｌｕｔｅｕｓｍｉｎｉｍｕｓ位于臀中肌的深面。该肌的起止、功用、血液供应及神经支配均同于臀

中肌。
臀中肌和臀小肌除有上述作用外，二肌对人体在行走、跑步时维持人体躯干（实际上是骨盆）不

倾斜于对侧有重要作用。 此二肌损伤或发育不良时，行走常呈“鸭步态”。
【解剖与观察】
以骨标本核对起止，结合活体审度其功用后，用刀柄插入该肌起端的深面，从骨面剥离，翻向止

端，补查起于髂前下棘及髋臼上缘的股直肌腱。
（十） 闭孔内肌
闭孔内肌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ｕｓ附于闭孔膜内面，向外聚成一条细腱，穿经坐骨小孔，跨越髋关节

的后方，止于转子窝。 该肌作用为使大腿旋外。 由骶丛的分支支配。 在该肌止腱的上、下方，各有一
副头，称上、下孖肌，分别起自坐骨棘及坐骨结节，止点与主腱者相同 （以骨标本核对其起止点即
可）。

（十一） 股方肌
股方肌位于闭孔内肌与大收肌之间。起于坐骨结节，水平向外止于转子间嵴。收缩时使大腿旋

外。 该肌由骶丛分支支配。
【解剖与观察】
以骨标本核对其起止点后，从该肌止点剥离，翻向起点，在其深面寻找发自骶丛的分支。另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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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肌深面还可见到旋股内侧动脉的终支，它在股方肌深面分为两支，一支向上分布于股方肌与闭孔
内肌之间；一支向下分布于股方肌与内收肌之间，与旋股外侧动脉、臀下动脉及第 １ 穿动脉吻合（十
字吻合）。

（十二） 闭孔外肌
闭孔外肌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ｕｓ位于股方肌深面，起自闭孔膜的外面，向后外上方，经髋关节囊的

下方，止于转子窝。 收缩时外旋大腿。 为闭孔神经的分支支配。
【解剖与观察】
在股方肌的深面检查闭孔外肌的止点。 然后翻转尸体，将耻骨肌从起点剥离，检查闭孔外肌的

起点。 结合骨盆标本，观察闭孔神经和闭孔动脉穿经闭膜管的情况。
（十三） 闭孔动脉
闭孔动脉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ａｒｔｅｒｙ起自髂内动脉，伴随闭孔神经，沿骨盆侧壁向前，穿经闭膜管至大腿

内收肌群、股方肌及髋关节。 只检查闭孔动脉于股部的分支分布。

第三节　股后部及腘窝
一、 表 面 解 剖

【解剖与观察】
扪认位于膝关节后方的菱形凹陷——腘窝（其边界后述）及小腿上端外侧的腓骨头。 按图 １－１

作皮肤切口２８，由内向外翻起第晼晲区皮肤。当剥至股外侧时，最好不使它与股前部剥起的皮片通连，
以便于包扎。 翻起皮片后，在皮下脂肪中寻认下列各结构：沿臀部解剖时已暴露的股后皮神经向远
端追查，观察其分布范围。然后沿小腿背侧中线切开皮下脂肪，寻认小隐静脉，并向上追至进入深层
处（该处有腘窝浅淋巴结）。 继沿腓骨头的内上方寻找腓肠外侧皮神经。

二、 浅血管、皮神经
（一） 股后皮神经
股后皮神经在股部行于股后群肌表面，阔筋膜深面，向下行至腘窝始至浅层，其分支分布于股

后部及腘窝皮肤。
（二） 小隐静脉
小隐静脉ｓｍａｌｌｓａｐｈｅｎｏｕｓｖｅｉｎ起自足背静脉弓的外侧缘，经外踝后方，沿小腿后面上行，过腓

肠肌内、外侧头之间至腘窝，穿腘筋膜注入腘静脉。 在注入深层以前，还接受来自股后部的浅静脉。
小隐静脉在行程中借许多小支与大隐静脉吻合。

【解剖与观察】
只检查小隐静脉的上段。 在清理小隐静脉时，可能遇到皮神经的分支，不要损伤，容后检查。
（三） 腘窝浅淋巴结
腘窝浅淋巴结位于小隐静脉注入腘静脉处附近，收纳小隐静脉及其属支分布区的淋巴管（即足

跟、足外侧缘及小腿下段后外侧部的浅淋巴管）。
（四） 腓肠外侧皮神经
腓肠外侧皮神经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ｕｒａｌ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ｒｖｅ在腘窝的外下发自腓总神经，穿出腘筋膜后，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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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腿背侧下行，沿途分支至小腿外侧皮肤，至小腿下部与腓肠内侧皮神经吻合，形成腓肠神经。
三、 深　筋　膜

【解剖与观察】
在保留小隐静脉及皮神经的原则下，剥除皮下脂肪，观察股后部及腘窝处的深筋膜。 然后沿中

线自上向下纵行切开，翻向两侧，检查深面的股后部肌群。
股后部及腘窝的深筋膜均为阔筋膜的一部分，向上与臀部深筋膜，向下与小腿部的深筋膜，向

两侧与股前、内侧深筋膜相延续。
四、 股后部肌群

股后部肌群包括三个肌：
（一） 股二头肌
股二头肌ｂｉｃｅｐｓｆｅｍｏｒｉｓ在股后部的外侧份，有长、短二头。二头会合，以腱止于腓骨头。 作用：

当骨盆固定伸大腿、屈小腿；小腿固定时，可协同臀大肌伸躯干；屈膝时，亦可外旋小腿。受坐骨神经
分支支配。

【解剖与观察】
以骨标本核对起止，结合活体验证其功用后，分别在该肌二头的内侧寻找支配长头的胫神经分

支及支配短头的腓总神经分支。
（二） 半腱肌、半膜肌
半腱肌ｓｅｍｉｔｅｎｄｉｎｏｓｕｓ位于半膜肌的浅面。 此二肌与股二头肌长头共同起于坐骨结节，向下以

腱止于胫骨上端的内侧（半腱肌腱在股薄肌及缝匠肌腱的深面及下方，止于胫骨粗隆内侧）。半膜肌
ｓｅｍｉ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ｓｕｓ在半腱肌腱的深面至小腿。 作用：当骨盆固定时，伸大腿和屈小腿；小腿固定时，
可协同臀大肌伸躯干；屈膝时亦可内旋小腿。

【解剖与观察】
以骨标本核对起止，结合活体验证其作用后，沿其外侧寻认支配它们的坐骨神经分支。
由背侧复查股外侧肌间隔。 同时，于半腱肌、半膜肌与大收肌之间寻认薄而不明显的股后肌间

隔。
五、 坐骨神经及其分支

坐骨神经发自骶丛，穿梨状肌下孔入臀部，经坐骨结节与大转子连线的中点，进入股后部，在股
二头肌与半膜肌之间向下，至腘窝的尖端分为胫神经与腓总神经两大终支，沿途分支支配股后部肌
群（图 ２唱１０）。

【解剖与观察】
自梨状肌下孔清理坐骨神经至腘窝尖端，注意两大终支的分出部位。
提起或推移股二头肌，沿大收肌的止点自上向下追查清理，观察各穿动脉之间臀部动脉的吻合

情况。 这些动脉亦有同名静脉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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