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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上颌窦含牙囊肿 1例 

汪国栋 。史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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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82 [文献标识码]B 

患者男性 ，21岁，因双侧面部交替性肿痛半年余、加重 2 

周于 2008年7月就诊。患者于半年前无明显诱 因下出现右 

面部肿痛，伴发热 、鼻腔流脓涕 ，应用抗生素后好转 ，肿痛消 

退。15天后，左侧面部出现同样症状，抗感染治疗后肿胀消 

退，但双侧面部有持续性 闷胀感。专科检查：双侧面颊部 略 

隆起 ，右侧上颌骨有轻度压痛 ，按压无乒乓球感。右侧第一 

磨牙前庭沟处有瘘管，探诊有脓液渗出，双侧第一磨牙缺如。 

患者无牙体治疗、拔牙史。鼻内镜检查：双鼻腔内未见新生 

物，双侧鼻腔外侧壁无向内膨胀。鼻窦 CT检查示双侧上颌 

窦含牙囊肿，右侧界位于上颌窦顶壁，左侧界位于上颌窦外 

侧壁，牙冠形态清晰可见(见图 1、2)，诊断为双侧上颌窦含 

牙囊肿。局麻下行双侧上颌窦囊肿取出术 +双删上颌窦根 

治术。术中可见上颌窦内有完整的囊肿壁，囊肿破溃后可见 

其内有大量黄色黏脓样液体，囊肿壁上可见一 白色骨样物， 

取出后为一完整牙齿，牙根较短小。彻底清洗上颌窦腔后， 

用碘仿纱条填塞，并于下鼻道引流出纱条。病理诊断双侧上 

颌窦含牙囊肿，囊液内有胆固醇结晶。随访 1年无复发，症 

状?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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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左侧上颌窦内牙冠 图 2 右侧 上颌窦 内牙冠 

讨论 含牙囊肿是环绕着未萌出牙或多生牙的牙冠上 

附着于牙颈部的囊肿，约占颌骨囊肿的 15％ 一17％，多发生 

于下颌骨，上颌骨较少 ，累及上颌窦者更少。囊肿形成的原 

因是由于停留在牙槽内的未萌出牙或多生牙刺激成釉细胞 ， 

使其产生增殖性变化和分泌物，形成囊肿。囊肿生长缓慢， 

但可不断增长。增长的囊肿可压迫吸收周围骨质，破坏局部 

结构及功能。该患者的特点是囊肿位于双侧上颌窦内，几乎 

占满整个上颌窦 ，罕见。 

对于上颌窦含牙囊肿小者，可采用前庭沟进路切除，不 

进入上颌窦；对于囊肿较大者，可采用上颌窦根治术，将囊肿 

全部取出。本例采用双侧尖牙窝开窗，行囊肿取出 +上颌窦 

根治术。随访 1年无复发，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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