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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2200(2010)03-0269-02 ‘临床 医学 · 

持续负压引流与橡皮片加压包扎在腮腺手术中的对比观察 

马新亮。朱守莉，韩立显 

[摘要】目的：通过持续负压引流与橡皮片引流绷带十字加压包扎法在腮腺手术中的应用，观察持续负压引流术是否优于橡皮 

片引流绷带十字加压包扎法。方珐：51例腮腺手术患者随机分成持续负压引流组(A组)26例，橡皮片引流绷带十字加压包 

扎组(B组)25例，通过临床观察主客观评价标准进行对比研究。结杲：A组均较 B组具有自觉疼痛轻、痛苦小、进食影响小、 

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等优点(P<0．01)。站论：腮腺手术 持续负压引流术优于传统的橡皮片引流绷带十字加压包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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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observation of continuous negative pressure drainage and 

compacted rubber cross drainage in parotid gland surgery 

MA Xin—liang，ZHU Shou-li，HAN Li-xian 

(Department ofStomatology，Huaibei People S Hospital，Huaibei Anhui 235000，China) ’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ntinuous negative pressure drainage and compacted rubber 

cross drainage in parotid gland surgery．Methods：Fifty-one patients with parotid gl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inuous negative pressure drainage group(group A，26 cases)and compacted rub~r cross~mnage group(group B，25 cases)．The 

subjective comments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clinic effects were taken into comparative analyses．Results：Group A had the advantages of 

slighter pain，less interference with food intake，less complication and shorter hospital stay as compared with group B(P<0．O1)． 

Conclusions：Negative pmssum drainage is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rub~r cross drainage in parotid gland surgery． 

[Key words]parotid gland neoplasms；su~ery operation；continuous negative pressure drainage；rub~r drainage；complication 

腮腺肿瘤约占涎腺肿瘤的 80％。腮腺手术是 

口腔颌面外科常见手术之一，由于摘除瘤体及部分 

腺体后均留有空腔，再加之残留腺体仍在一段时间 

内分泌涎液，因此是否能消除死腔，减少积液，是手 

术成功的关键，从而达到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传统的橡皮片引流绷带十字加压包扎法存在包扎时 

间长、力量难以调整、绷带太松致脱落、加压无效等 

缺点；绷带过紧致患者张口受限，进食困难，血肿，积 

液，颜面部肿胀，疼痛甚至皮瓣坏死等。我科将手术 

治疗的腮腺肿瘤患者分成持续负压引流组和橡皮片 

引流绷带十字加压包扎组，前者效果较好，现作报 

道。 

l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3～2008年，我科腮腺区肿瘤 

患者51例，男 30例，女 2l例；年龄 12—8O岁。病 

史0．5—10年。其中多形性腺瘤 33例，腮腺腺淋巴 

瘤4例，黏液表皮癌4例，腮腺囊肿2例，涎腺导管 

癌I例，腮腺肌上皮瘤 I例，其他6例。随机分为持 

续负压引流组(A组)26例，橡皮片引流绷带十字加 

[收稿日期]2009-03—17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235000 

[作者简介]马新亮(1963一)，男，副主任医师． 

压包扎组(B组)25例。 

1．2 评价标准 (1)疼痛程度 J：0 cm代表无疼 

痛，为0分；10 CB表示剧烈疼痛以致无法忍受，为 

lO分。(2)A组及其绷带包扎时间：自负压引流管 

植入至取出时间，3～7天，放置负压引流管时间以 

引流管周围皮肤无红肿为宜；绷带包扎时间 3～ 

5天。B组皮片引流时间及绷带包扎时 间：一般 

48—72 h抽出引流皮片，绷带包扎时间指自术后至 

解除绷带包扎时间，10一l7天；术后住院时间指 白 

手术结束至术后创 口愈合出院时间，A组 8一l0天， 

B组 10—16天。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f 检验、 检验和秩和检 

验。 

2 结果 

A组无论是在减轻患者疼痛还是住院时间及并 

发症方面均优于B组(P<0．01)(见表 1～3)。 

表 1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可视疼痛评分比较(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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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比较(n) 

A组 26 0 0 

B组 25 6 1 

合计 51 6 1 

3 讨论 

腮腺肿瘤的外科手术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 

第三时期是 20世纪 80年代至今，由于保存面神经 

的腮腺浅叶切除术后并发症，如不同程度的面神经 

功能障碍、Frey综合征_3 的发生率较高以及过多牺 

牲正常腮腺组织，特别是发生在腮腺后下级部分的 

肿瘤或一些瘤体较小的病变，没有必要切除过多的 

腮腺组织，于是提出腮腺部分切除术 。随着腮腺 

部分切除术在临床上广泛应用，腮腺术后由于残留 

腺体而继续分泌唾液，血管扩张性出血，因此术后必 

须引流。传统的引流方式是橡皮片引流绷带十字加 

压包扎法，此方法存在不少缺点，包扎时间一般需要 

2周左右，力量难以调整，绷带太松常致绷带脱落、 

加压无效，可出现积液、感染等。绷带太紧常导致患 

者张口受限、局部血液淋巴回流受阻，引起眼睑及颜 

面部高度水肿并产生剧烈疼痛、进食障碍导致精神 

和营养障碍。本文A组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具 

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患者疼痛症状轻、痛苦 

小。在持续负压引流期间不需要绷带加压包扎，从 

而不影响下颌的运动及进食，对其精神和营养状况 

的改善也有益处。(2)有利于创 口的早期愈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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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持续负压引流，由于负压状态的持续存在，引流更 

充分，更彻底，从而促进创口的早期愈合，避免血肿 

及涎瘘的发生 J。也有学者_6 报道负压状态有利 

于组织的增生和修复。(3)住院时间短，减轻了患 

者的经济负担，一般拔除负压引流管后绷带加压包 

扎 2—3天即可出院。 

橡皮片引流为传统的被动引流，在切口内放置 

橡皮片，外以绷带缠绕加压包扎。其原理是利用体 

内液体与大气压之间的压力差及体位引流出体外。 

橡皮片引流有以下缺点：(1)加压不好掌握，多数加 

压过紧，使头皮、耳廓、颌下等突出部位压痛，易致局 

部血运不良，影响组织瓣的成活；(2)不利于创口的 

观察；(3)橡皮片引流局部组织严重肿胀，常影响呼 

吸和睡眠；(4)橡皮片引流为开放式引流，切口渗出 

浸透敷料，可造成逆源性和外源性感染，影响创口的 

愈合。 

持续负压引流为主动引流，通过负压吸引使引 

流更加通畅、彻底、可靠。具有以下优点：(1)局部 

创口无需加压固定，患者感觉舒适，不影响张口，有 

利于营养的摄人，促进创 口愈合；(2)皮瓣与组织贴 

合紧密，有助于消灭死腔，减轻局部肿胀，促进创口愈 

合；(3)负压引流装置可随身携带，使用安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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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中常见别字正误析(括号内是正确的) 

报导(报道) 笔划(笔画) 粘土(黏土) 注录(著录) 份子(分子) 惟一(唯一) 相嵌 

(镶嵌) 域值(阈值) 成份(成分) 局限与(局限于) 兰箭头(蓝箭头) 水蒸汽(水蒸气) 

花了5年功夫(花了5年工夫) 不惟实验结果(不唯实验结果) 所必须的(所必需的) 盈得 

××效益(赢得 ××效益) 粘蛋白沉淀(黏蛋白沉淀) 而非象常规一样(而非像常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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