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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口腔、颌面部是血管瘤的高发区
头面部浅表的血管瘤很容易
早期发现，但发生在头面深部的血
管瘤往往较隐匿，病变位于皮下甚
至是肌肉、腮腺等深部软组织内，
有的甚至占据面部几个间隙，病人
通常是发现局部肿块，特别是低头
或睡觉时明显增大才到医院就诊。

典型病例 1
5
2岁的徐先生是一位鄂、咽部
巨大血管瘤患者，3个月前发现腭
部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块，并
且有逐步增大的趋势，摸上去不疼
也不痒。睡觉时打鼾严重，并时有
憋闷感。他想取出瘤子，但却为“动
刀”而焦虑。
正当他左右不定时，市中心医
院口腔科为他带来了福音 --他的
血管瘤通过微创介入技术可以完
全治愈，无需手术切除。口腔科孟
箭主任为徐先生进行了经皮穿刺
DS
A下无水乙醇硬 化 栓 塞 术 ，目
前，徐先生的鄂部血管瘤已完全治
愈。

其实，头颈、口腔颌面部是血管瘤
的高发区，在临床上占血管瘤总数
的6
0
%。患上这种疾病的人往往会
由于咀嚼、语言、呼吸功能受损，并
且会带来外形上的不美观，导致病
人心理上感觉压抑、自卑，从而对
日常生活和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

传统治疗 仍有不足
以往由于对脉管性疾病的分类
和治疗方案不统一，临床医生很容
易将面深部静脉畸形当成“面部肿
瘤”
并开放手术治疗，
结果术中发现
病变并无边界和包膜，不但不能彻
底切除，术中还大量出血。其实静脉
畸形是静脉扩张造成，面部静脉畸

形容易向阻力较低的间隙扩张，所
以深部静脉畸形往往占据几个解剖
区域，如果实施切除，手术范围较
大，涉及头面部重要的器官和解剖
结构（如正常的血管和神经）较多，
手术切除和缺损修复的难度很大，
对术后面容的影响就更加严重了。

微创介入 安全有效

典型病例
典型病例一：
5
2岁的徐先生是一位腭、咽部
巨大血管瘤患者，
3个月前发现腭
部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块，并
且有逐步增大的趋势，摸上去不疼
也不痒。睡觉时打鼾严重，并时有
憋闷感。他想取出瘤子，但却为
“动
刀”而焦虑。正当他左右不定时，
市
中心医院口腔科为他带来了福音
--他的血管瘤通过微创介入技术
可以完全治愈，无需手术切除。口
腔科孟箭主任为徐先生进行了经
皮穿刺 DS
A下无水乙醇硬化栓塞
术，目前，徐先生的腭部血管瘤已
完全治愈。

典型病例二：
李先生今年 3
1岁，出生不久
即被家人发现左侧腮腺区有一紫
色肿块，因肿块生长缓慢故未进行
治疗。一个月前，因打鼾严重影响
睡眠，并出现间歇性呼吸困难来到
市中心医院就诊，诊断为“腭部、耳
后、
腮腺多处静脉畸形”。
口腔科孟箭主任为李先生实
施了经皮穿刺 DS
A下无水乙醇硬
化栓塞术，为他成功地消除了病
灶。
日前，李先生的多处血管瘤已
被完全治愈。

近些年，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
在对血管瘤的特点了解之后，逐渐
寻找到了一种既可以彻底治愈疾
病，又可以尽量减少创伤的微创治
疗方法。整个微创治疗之前需要进
行详细的影像学检查，首先让患者
作 MRI和彩色 B超检查，分别从
静态和动态、全面和局部充分了解
病变的性质、
范围、
涉及的部位和血
流动力学的变化。通过 MRI的检
查，
我们可以明确脉管畸形的类型，
可以鉴别血管瘤、动静脉畸形和静
脉畸形。通过 B超可以动态地了解
静脉畸形血流的变化。之后通过
DS
A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明确头面
部畸形血管团的形态、范围和回流
静脉，造影结束后，
可以立即进行血
管瘤的介入硬化治疗，利用硬化剂

使静脉畸形的血管内皮细胞破坏，
血管内形成血栓并机化，最后达到
治愈病变的目的。相比传统的手术
切除方法，费用低、创伤小，是一种
全新的治疗方法。
如今，运用微创介入技术治疗
口腔颌面部血管瘤在徐州市中心医
院口腔科已成为常规手术。在对以
往的针对浅表型血管瘤的介入治疗
研究巩固的基础上，口腔科目前对
于大型、复杂的头颈颌面部血管瘤
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安全、有效的治
疗方案，
病人术后复发率低、对肝肾
功能无损害。凭借专业的学科队伍
和现代先进的治疗手段的引入，将
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得到安全、有
效、
无创的现代化治疗。

产前检查应该怎么做？

产前检查使孕妇安全度过妊娠、分娩和产褥期
正的，也可尽早确定分娩处理方
案，做好准备工作。
另外，通过产前检查，还能使
孕妇及时得到优生优育及自我保
健指导，消除孕妇对妊娠分娩的不
正确看法和不必要的顾虑，增强孕
妇的信心，减少孕期并发症，尽可
能及早诊断和防治影响分娩和胎
儿生长发育的异常情况。

什么时候应该做产前检查
妇女一旦停经就应该到医院去
检查，及时确定是否怀孕，早期开始
孕期保健，此后定期进行检查。
通过
定期检查，及时发现怀孕中的异常
情况并得到及时治疗。
产前检查的时间及次数原则是
早期（受孕 3个月以内）开始，按规
定定期进行检查。

孟箭 主任医师
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
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深造
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口
腔医院。江苏省“3
3
3高层次人才工
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徐州市
医学重点人才；中华口腔医学会血管
瘤和脉管疾病学组成员，中华口腔颌
面外科专委会口腔颌面 -头颈肿瘤
内科协作组成员，江苏省口腔康复专
委会副主委，
江苏省医学会口腔美容
学组成员、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口
腔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徐州市医学
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被授
予徐州市首届青年科技工作者和江
苏省百名医德标兵称号。获省级科技
进步奖和新技术引进奖 3项，市科技
进步奖和新技术引进奖 7项。
专业特长：主要从事口腔颌面 头颈疾病的临床研究，擅长口腔颌面
颈部肿瘤、
种植牙、面部畸形、复杂颌
面骨折、
血管瘤、唇腭裂、三叉神经痛
等诊治，
对口腔和头颈部复杂疑难疾
病诊治有丰富的经验。
专家门诊时间：
周一、
周五上午
联系电话：
1895217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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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检查查什么

怀孩子虽然不是生病，但一个
妇女从怀上孩子到孩子出生，其间
要经过近 1
0个月（4
0周）的漫长过
程。在这个妊娠过程中，孕妇和胎
儿都将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如
果遇到来自孕妇自身或者外来的
有害因素，都可能使妊娠过程出现
各种病理变化，造成孕产妇疾病或
胎儿异常，如流产、早产、胎儿宫内
发育迟缓、死胎与先天性畸形，严
重者还可造成孕产妇或胎儿死亡。
所以说，孕产妇在整个妊娠期
内，应该而且必须要受到有效的监
护和良好的保健，而产前定期检查
则是孕期保健和监护的主要环节。

通过产前检查，可以早期发现
疾病，早期治疗，使孕妇安全度过
妊娠、分娩与产褥期。例如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若能早期发现，防治
于最轻阶段，可望治愈。反之，
一旦
发展成子痫，就十分危险了。再如，
如果有产道异常或胎位不正等异
常情况，有些就可以通过产前检查
早期发现，及时纠正。一时不能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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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查。最好在受孕 3个月以
内进行。
2.
复查。孕 3个月（孕 1
2周）后
每 4周检查 1次，2
8周后每 2周检
查 1次，孕 3
6周后每周检查 1次，
直至分娩。若在检查中发现异常要
酌情增加检查次数，以便及时纠正
异常情况。

1.
询问病史。询问孕妇以往情
况，包括孕妇以往月经史、孕产史
及有关疾病史，丈夫及家庭中成员
的有关疾病史。询问本次妊娠的经
过，包括早孕反应、疾病及接触有
毒有害物质和服药情况等。
2.
全身检查。包括全身各器官
系统检查，重点放在身高、血压、体
重、
乳房及心脏功能检查。
3.
产科检查。包括阴道检查、
腹
部检查及骨盆测量。
阴道检查：通过阴道检查可以
了解阴道及盆腔有无阻塞、畸形或
其他异常，子宫大小是否符合妊娠
月份。没有特殊情况妊娠晚期慎做
阴道检查。
腹部检查：怀孕 3个月后可进
行腹部检查,
了解胎儿大小、胎位及
胎心等以预测胎儿生长发育情况。

骨盆测量：检测骨盆内外各径
线，了解骨盆情况，
预测分娩方式。
4.
化验检查：初次产前检查应
该做血、尿常规等检查。全面化验
有利于对孕期母子情况的了解，早
期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治疗和纠
正。
此外，根据上述检查结果，酌
情增加其他项目检查并做孕期保
健指导。
初诊后仍然应定期进行复诊，
了解前次检查后至此次检查的情
况变化，如了解胎动，有无腹痛、阴
道流血及头痛、胸闷等不适，有无
水肿。每次复诊都要称体重,测血
压,
测腹围,
测子宫高度，听胎心，摸
胎位，根据情况选择需要做的辅助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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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算算哪天生孩子
怀孕的平均天数是 2
80天，相
当于 9个多月。因此，我们只要将
最后一次月经的月数加 9
，日数加
7
，即可自己计算出预产期。
例如，某孕妇最后一次月经的
第 1天是 2月 8日，那么，
2
+9
=11
月（预产月），8+7
=15日（预产日），
计算出来的预产期是 11月 15日。
如果最后一次月经是在 4月份以
后，日期是在月底，则月数变成减
3，
日数加 7不变。
但加 7后超过预产月的天数
时，预产日应减去预产月的天数，

而预产月则须加 1。例如，某孕妇最
后 一 次 月 经 的 第 1天 是 6月 2
8
日。那么，6
-3
+1=4月 （预产月），
2
8+7
-3
1
（3月是 3
1天）=4日（预
产日），计算出来的预产期是来年 4
月 4日。
由于预产期的计算法没有考
虑个人的排卵日或月经周期，一律
从最后月经的第 1天算起，所以会
有较大的误差。据统计，真正在预
产期当天分娩的孕妇只占 8%，有
80
%的人是在预产期前后 2周内分
娩。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

李爱丽
主任医师
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副主任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
3
0余年，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及丰富的临床经验，掌握本
专业的发展动向。能熟练诊
治妇产科疑难杂症。
擅长妊娠与分娩的管
理、妊娠合并症和病理产科
的处理，以及产科急危重病
人的救治。

专家门诊时间：
每周四全天
联系电话：
18952170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