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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单侧腹直肌罕见缺失变异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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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报道 1 例罕见的右侧腹直肌完全缺失并不伴有其他器官系统变异尸体的腹部解剖过程，腹壁

肌群及其供血情况。方法 解剖并观察尸体腹壁肌、血供、神经支配，对比两侧腹直肌发育和形态差异。结果 该

尸体右侧腹直肌缺失，腹直肌鞘完好，腹壁上动脉和腹壁下动脉仍在腹直肌鞘内走行并相吻合，肋间神经及肋下神

经( T7 ～ T12) 由鞘内穿出达皮下。左侧腹直肌发育正常并有代偿性增生。男尸腹壁未见疤痕和手术切痕，腹内器

官无缺失，腹膜除肝区外无黏连。结论 该尸体右侧腹直肌缺失可能是胚胎发育第 6 周之前出现异常所导致。目

前腹直肌肌皮瓣常用于多项外科重建手术，全面了解腹直肌的相关变异，对于扩展重建手术的应用范围和作好术

前准备，确保手术成功均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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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re case of unilateral complete absence of rectus
abdominis in adult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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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port a rare case of unilateral complete absence of rectus abdominis muscle in an adult
male without any other malformations，and reveal the abdominal dissection process，abdominal wall muscles and their blood
supplies． Methods The abdominal wall muscles，their blood supplies，and innervations were dissected and observed． The
development and morphology of rectus abdominis on both sides were compared． Ｒesults The cadaver had no rectus
abdominis muscle on the right side．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epigastric arteries met with each other and remained intact
in the substitutional connective tissue within the rectus sheath． The intercostal and subcostal nerves ( T7-T12) pierced the
sheath and reach the superficial fascia． The left rectus abdominis muscle was complete with compensatory hypertrophy． No
scar or signs of surgery were found on the skin． No abdominal organ was absent，and no adhesion was found in the
peritoneum except the liver area． Conclusion The absence of right rectus abdominis may result from abnormal embryonic
development before the 6th week． Ｒectus abdominis flaps are used in many surgical reconstruction surgeries． The
knowledge of the related mutations is clinically significant for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and the use of rectus abdominis f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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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直肌位于腹前壁正中线两侧，起自耻骨联合

上缘和耻骨嵴，止于胸骨剑突以及 5 ～ 7 肋软骨前

面，通常有 3 ～ 4 条腱划。该肌被包于由腹外斜肌、
腹内斜肌和腹横肌腱膜形成的腹直肌鞘内，其功能

为前屈脊柱和维持腹内压及稳定盆骨。两侧腹直肌

被腹前壁正中的白线分隔而相互独立［1，2］。
腹直肌的血供包括: 髂外动脉的分支腹壁下动

脉，越过弓状线上行进入腹直肌鞘，贴于腹直肌后

面，供应肌的下半部分; 胸廓内动脉的终支腹壁上动

脉，自上方进入腹直肌鞘，行于腹直肌后面供应肌的

上半部分并与腹壁下动脉吻合; 此外，还有下 6 对肋

间后动脉的细小分支。腹直肌受下 6 或 7 位胸神经

前支支配［1，3］。
常见变异有腹直肌下方锥状肌的存在［2］。在

1 /50 000 ～ 1 /35 000 的人群中发现有腹前壁肌肉的

部分或全部缺失，导致腹腔内脏器官易扪及、腹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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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皱褶，称为皱梅腹综合征［4］，该缺失常常与泌尿

生殖系统的变异相关［5］。与泌尿生殖系统变异无

关的腹肌单独缺失则很少见，其中最常缺失的是腹

横肌，其次为腹内斜肌和腹外斜肌，单独腹直肌的部

分缺失极其罕见，单独腹直肌的单侧全部缺失尚鲜

见报道［6］。
本文中我们报道一例老年男尸右侧腹直肌完全

缺失，并未见其他系统器官变异的解剖，并讨论其可

能的胚胎发育机制以及对应用腹直肌肌皮瓣的多项

重建手术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尸体为 90 岁男性，解剖前观察腹壁皮肤完整光

滑，未见疤痕和手术切口痕迹，无腹壁疝，腹部整体

略内凹，两侧对称。尸体脊柱生理弯曲正常，未见侧

弯和驼背。
皮肤切口: 上方于肋弓、剑突下缘倒Ⅴ切口，下

方自髂前上棘至耻骨结节连线间，自剑突向下沿前

正中线达耻骨联合做一垂直切口，在脐周做环形切

口。自正中向两侧翻开皮肤达腋中线。在浅筋膜内

可见肋间神经前皮支穿出腹直肌前鞘。去除浅筋膜

暴露深筋膜和腹壁肌，两侧可见浅层的腹外斜肌覆

盖腹部外侧，其前部腱膜向内，于中线处与对侧腱膜

相交形成白线。沿腋中线在肋弓下缘做一垂直切口

直达髂嵴( 仅切断腹外斜肌) ，并在切口上、下端向

内做一水平切口达腹直肌鞘外缘，仔细分离并向内

翻开腹外斜肌，可见其深面的腹内斜肌。继续在腹

内斜肌做上述切口并向内翻开，显示最内层的腹横

肌。沿腹白线向外旁开一横指，自剑突两旁向下做

垂直切口达耻骨联合上缘外侧，切开腹直肌鞘的前

层，自切口的上、下端分别向外横切 3 ～ 4 cm，将前

鞘向外翻开，显露出垂直走行的腹直肌，在翻开前鞘

时用刀将其与腱划附着处分离开，完整暴露出呈分

段状的腹直肌。在腹直肌下端的前面寻找三角形的

锥状肌。在脐水平横断腹直肌并翻向上下方，以显

示腹直肌后鞘，观察在腹直肌后面的重要血管。检

查腹直肌鞘后层，在脐下观察弓状线。检查腹直肌

鞘外缘半月线。
以脐为中心做“十字”形切口打开腹腔: 自剑突

沿腹白线向下达脐，绕脐一侧到脐下缘再沿白线向

下达耻骨联合上缘。

结 果

经过上述解剖，检查发现尸体右侧腹直肌完全

缺失，但腹直肌鞘完整。右侧腹直肌鞘内清晰可见

腹壁上动静脉和腹壁下动静脉相互吻合，腹壁上动

脉本干细小，肋缘分支较粗，与正常人腹直肌上部血

供相同［7］。在缺失的腹直肌原位填充有一长约 30
cm、宽 3. 5 cm 的类似肌外膜样的薄层结缔组织，内

含脂肪组织，但未见肌纤维，相互吻合的腹壁上、下
动静脉贴附在薄层结缔组织后表面。肋间神经和肋

下神经( T7 ～ T12) 穿过该结缔组织包裹的脂肪组织

和腹直肌前鞘浅出。
与右侧相比，左侧的腹直肌发育良好，厚度约

0. 6 cm，宽度约 6. 5 cm，有 3 条腱划。相比其全身肌

肉，尤其是腹壁的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和腹横肌，左

侧腹直肌明显粗壮肥厚。左侧腹直肌鞘，腹壁上、下
动静脉和肋间神经等结构均无异常( 图 1) 。

图 1 腹前壁解剖

A． 右腹直肌后鞘( 腹直肌缺失) ; B． 左侧肥厚的腹直肌;

C． 替代右侧腹直肌的脂肪和结缔组织实心箭头示鞘内正

常血管，空心箭头指示穿出后鞘的肋间神经

Fig． 1 Dissection of the anterior abdominal wall

A，Posterior sheath of the absent right rectus abdominis; B，

Hypertrophic left rectus abdominis; C，Substitutional fat and

connective tissue in the right rectus sheath; Black arrow

showing the vessels in the right rectus sheath; hollow arrows

showing the intercostal nerves piercing the posterior sheath

尽管右侧没有腹直肌，但两侧都有发育均衡的

锥状肌，起自耻骨上缘，止于白线。
通观腹直肌鞘，其结构完整，弓状线、半月线未

见变异。腹外斜肌较薄，厚约 1 mm，腹内斜肌和腹

横肌形态相似。检查腹腔内脏无缺失和异常，除肝

区外腹膜无黏连，未见手术遗迹。
在确认腹直肌单侧缺失后，与其家属取得联系，

确认此人生前未曾接受过腹部手术，腹直肌缺失未

影响其日常生活及运动。其子女及其他后代腹直肌

正常存在，无发育异常相关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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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腹直肌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 支配该肌

的神经纤维发生了退化，导致腹直肌萎缩并进一步

被胶原纤维替代成为腱膜［8］; 供给该肌的血管在发

育过程中发生堵塞，腹直肌缺乏足够营养而影响其

正常发育［4］; 腹直肌发生的相关生肌节发育受到干

扰，未能正常发育成完整肌肉［9，10］。虽然支配腹直

肌的肋间神经和肋下神经( T7 ～ T12) 都进入腹直肌

鞘并从前鞘穿出，但不能排除这些神经多为感觉成

分而缺少支配腹直肌的肌支导致萎缩，由此引起的

肌萎 缩 性 退 化，尚 能 存 部 分 肌 组 织 和 剩 余 的 腱

膜［8，11］。一侧腹直肌完全缺失的异常，鲜见报道。
由于血管发育正常，所以考虑是胚胎发育过程中出

现的异常。
躯干肌和骨骼系统是由侧板中胚层和轴旁中胚

层发育而来的，其中侧板中胚层分化出的体壁中胚

层部分 进 一 步 分 化 成 腹 壁 和 外 侧 体 壁 中 的 肌 肉

等［12］。轴旁中胚层进一步发育成体节，又分化成腹

内侧的生骨节、背外侧的生皮节和生肌节。腹前外

侧壁的肌肉是从轴下肌节和体壁中胚层的成肌细胞

分化而来［13］。在腹肌的发育过程中，两个板层样的

间充质聚集体在未来腹直肌和腹外侧肌的位置于第

5 周出现。将来发育成腹直肌的成肌细胞在第 6 周

开始于脐上方分化并向脐下方延伸［14］。在第 7 周

时，腹直肌的脐上部分已经发育完整，而脐下方的部

分直到第 8 周才出现或成型，到第 9 周才变宽变厚，

此时腹直肌鞘形成并包裹该肌。有报道提示单侧脐

下方腹直肌缺失，可能与第 8 ～ 9 周的发育受影响有

关［10］。而对本案例来讲，胚胎应在发育第 6 周受到

干扰而发生了单侧成肌细胞没有在腹直肌位置聚集

的现象。而腹直肌鞘的形成没有受到干扰，可能腹

直肌本身不作为腹直肌鞘形成的诱导者( inducer) 。
腹直肌皮瓣近年来被应用于很多外科重建手

术，最早报道于 1982 年，Gandolfo［15］使用腹直肌皮

瓣重建乳房。目前腹直肌皮瓣也作为应用最多的移

植物被用于 24%创伤后的外科重建［1］，但皮瓣转移

重建手 术 后 也 存 在 发 生 并 发 症 如 腹 壁 疝 等 的 可

能［16］。本例右侧腹直肌缺失解剖中，尸体腹部形态

完整，无变形和腹壁疝发生，缘于左侧腹直肌代偿性

增厚加宽，弥补了右侧缺失的不足，确保其生前的运

动和内脏活动的正常。说明单侧腹直肌可以作为移

植和重建肌瓣，而不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腹直肌肌皮瓣被用于很多重建手术，了解该肌

的变异和代偿则尤为重要。据 Matteucci 等［10］ 报

道，在应用腹直肌瓣进行乳房重建手术过程中发现

腹直肌脐下部分缺失，虽然术后证明此变异未对手

术造成影响，但要避免在术中出现意外，术前全面了

解该肌是否变异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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