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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锁乳突肌瓣联合异体脱细胞真皮基质

预防腮腺部分切除术后 Frey 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韩立显,马新亮,朱守莉,周摇 洲,钱苏辉,殷秀琴,常秀林,刘宝森

[摘要]目的:探讨胸锁乳突肌瓣联合应用异体脱细胞真皮基质(ADM)医用组织补片预防腮腺部分切除术后 Frey 综合征的临

床应用效果。 方法:103 例腮腺良性肿瘤患者随机分成腮腺部分切除术 +胸锁乳突肌肌筋膜瓣转移修复术组(A 组)和腮腺部

分切除术 +胸锁乳突肌肌筋膜瓣转移修复术 + ADM 修复术组(B 组)各 35 例,不采用任何修复方式直接关闭手术创面组

(C 组)33 例。 随访 6 ~ 42 个月。 统计 3 组患者术后半年碘 -淀粉试验阳性例数和主观评价阳性例数。 结果:A 组和 C 组复

查时碘 -淀粉试验阳性率和主观评价阳性率均明显高于 B 组(P < 0. 01),而 C 组患者碘 -淀粉试验阳性率和主观评价阳性率

均明显高于 A 组(P < 0. 01)。 结论:应用胸锁乳突肌肌筋膜瓣转移修复术预防腮腺部分切除术后 Frey 综合征的效果满意,联
合应用 ADM 则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腮腺肿瘤;外科手术;胸锁乳突肌瓣;Frey 综合征

[中图法分类号] R 739. 87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5. 03. 016

The effect of sternocleidomastoid flap combined with amorphous decellularized dermal matrix
on the prevention of Frey syndrome after partial parotidectomy

HAN Li鄄xian,MA Xin鄄liang,ZHU Shou鄄li,ZHOU Zhou,QIAN Su鄄hui,YIN Xiu鄄qin,CHANG Xiu鄄lin,LIU Bao鄄sen
(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Huaibei,Huaibei Anhui 23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sternocleidomastoid flap combined with amorphous decellularized dermal matrix
(ADM) medical organization patch in the prevention of Frey syndrome after partial parotidectomy.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hree
patients with parotid benign tumo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 group A and B(35 cases each group) and group C
(33 cases). Group A and B were treated with sternocleidomastoid flap and sternocleidomastoid flap combined with ADM,respectively.
The wounds in group C were directly closed without any repair.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to 42 months. The positive cases of
iodine鄄starch test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 3 groups were observed in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Results:The positive rates of iodine鄄
starch test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 group A and C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P < 0. 01),the positive rates of iodine鄄starch
test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 group C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A(P < 0. 01). Conclusions:The effect of sternocleidomastoid
flap in the prevention of Frey syndrome after parotidectomy is good,but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sternocleidomastoid flap combined with
ADM is better.
[Key words] parotid benign tumor;surgery;sternocleidomastoid flap;Frey syndrome

摇 摇 对于腮腺良性肿瘤,传统术式是采用腮腺肿瘤

及腮腺浅叶一并摘除,面部术区会遗留较明显凹陷

畸形,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 随着功能性外科

的兴起,对于位于腮腺浅叶、体积较小以及位于腮腺

后下极的良性肿瘤,现在多采用肿瘤及其周围 5 ~
10 mm 正常腮腺组织部分切除术,使手术创伤明显

减少,得以保存更多的正常腮腺组织。 但现在患者

对健康美容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术区凹陷畸形、Frey
综合征等术后并发症的出现已不能满足患者对术后

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1]。 我科自 2008 ~ 2012 年对

腮腺良性肿瘤扩大切除术后采用胸锁乳突肌肌筋膜

瓣和异体脱细胞真皮基质(ADM)医用组织补片联

合应用预防腮腺术后 Frey 综合征,取得较理想的治

疗效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我院口腔颌面外科住院治疗

的腮腺良性肿瘤患者 103 例。 其中男 56 例,女 57
例;年龄 18 ~ 71 岁;病程 6 个月至 11 年。 所有病例

均通过术中快速冷冻切片和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良

性肿瘤。 术前签署使用生物材料知情同意书。 103
例中,多形性腺瘤 78 例,沃辛瘤 19 例,肌上皮瘤 3
例,基底细胞腺瘤 2 例,嗜酸粒细胞肉芽肿 1 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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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患者随机分为腮腺部分切除术 +胸锁乳突肌肌筋

膜瓣转移修复术组(A 组)和腮腺部分切除术 + 胸

锁乳突肌肌筋膜瓣转移修复术 + ADM 修复术组

(B 组),不采用任何修复方式直接关闭手术创面组

(C 组)33 例。
1. 2摇 材料摇 ADM 呈乳白色,半透明,主要成分胶原

蛋白。 由烟台正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根据面

积大小,一般选用 3 cm 伊4 cm 和 4 cm 伊6 cm 两种。
1. 3摇 手术方法摇 所有预入选患者术前均行腮腺区

CT 增强扫描,以了解肿瘤大小、性质、肿瘤三维周界

等信息。 麻醉选择气管插管气静复合全麻,体位采

取垫肩头后仰并偏向健侧,常规的腮腺区手术行 S
形切口,翻瓣时注意保留腮腺咬肌筋膜。 是否解剖

面神经将根据肿瘤大小及肿瘤所处腮腺部位来决

定。 包括肿瘤及其界外部分正常腮腺组织完整切除

即送快速冷冻切片检查,快速病理检查报告为腮腺

良性肿瘤,即可正式入选。 A 组患者制备胸锁乳突

肌肌筋膜瓣充填术区凹陷,再将皮瓣覆盖手术创面。
为减少对胸锁乳突肌功能的影响,胸锁乳突肌瓣制

备采取半层肌肉厚度,长度视缺损部位大小而定。
一般肌瓣长宽比例控制在 2颐 1 以内,必要时考虑增

加肌瓣厚度,以免影响血供导致肌瓣缺血坏死。
B 组首先制备胸锁乳突肌肌筋膜瓣充填术区凹陷,
方法同 A 组,然后根据手术创面大小选用规格与创

面大体吻合的 ADM,并严格按照 ADM 使用说明书

要求进行植入前准备。 术中将 ADM 浸泡于无菌

0. 9%氯化钠注射液中,保证水化时间足够并更换二

次无菌 0. 9%氯化钠注射液,待 ADM 充分水化成半

透明状后备用。 将生物膜覆盖在创面表面,并将生

物膜与周围组织缝合固定,以防移位。 C 组在肿瘤

切除后不进行任何组织瓣修复处理,直接缝合。
1. 4摇 随访评价摇 术后随访 6 ~ 48 个月。 所有患者

术后均未行其他治疗,以免干扰临床资料的可比性。
手术半年后复查,对患者进行主、客观评价,通过问

诊及两名医生临床检查得出结论并记录。 主观评价

主要询问患者在进食过程中,尤其是进食辛辣刺激

食物时,患侧腮腺区皮肤是否出现潮红或出汗现象,
当患者有前述症状时即认定为主观评价阳性。 客观

评价采用腮腺区碘 - 淀粉试验,即在术侧面部皮肤

上涂布碘溶液(碘 3. 0 g,蓖麻油 20 g,加无水乙醇至

200 ml 形成),干燥后在面部均匀涂上淀粉,嘱患者

咀嚼维生素 C 片 0. 2 g,2 min 后观察结果,有点片状

蓝色反应为碘 -淀粉试验阳性。 行碘 -淀粉试验检

查前排除患者碘过敏史。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A 组和 C 组复查时碘 -淀粉试验阳性率和主观

评价阳性率均明显高于 B 组(P < 0. 01),而 C 组患

者碘 -淀粉试验阳性率和主观评价阳性率均明显高

于 A 组(P < 0. 01) (见表 1)。 C 组中 3 例出现积

液,穿刺抽液 +局部加压包扎,三餐前口服阿托品每

次 0. 3 mg,均在术后 1 个月内治愈。

摇 表 1摇 3 组患者术后 Freys 综合征发生情况比较[n;阳性

率(% )]

分组 n 碘 - 淀粉试验阳性 主观评价阳性

A 组 35 9(25. 7) 8(22. 9)
B 组 35 1 (2. 9)** 0(0. 0)**

C 组 33 25 (75. 8)**
银银 20(60. 6)**

银银

合计 103摇 35 ( 34. 0) 28(27. 2)
字2 — 41. 85 32. 02
P — <0. 01 < 0. 01

摇 摇 率的两两比较:与 A 组比较**P <0. 01;与 B 组比较银银P <0. 01

摇 摇 典型病例:患者女,45 岁,因“偶然发现右侧腮

腺区无痛性肿块 2 周冶入院,检查:右侧耳垂后下方

可触及一椭圆形肿块,约 2. 5 cm 伊 1. 5 cm 伊 1. 5 cm
大小,质地中等、界尚清、与周围组织无明显粘连、无
明显压痛,双侧面神经功能及腮腺导管分泌正常。
术前增强 CT 诊断:右腮腺多形性腺瘤。 2010 年 12
月 5 日在全麻下行右腮腺肿块及腮腺部分切除术 +
胸锁乳突肌肌瓣修复 + ADM 植入术。 胸锁乳突肌

肌瓣修复前须常规进行手术标本快速冷冻切片检查

确认为良性肿瘤。 术后常规负压引流。 1 周后切口一

期愈合。 半年后复诊未见明显并发症(见图 1 ~3)。

3摇 讨论

摇 摇 腮腺浅叶良性肿瘤传统术式采用解剖保护面神

经 +瘤体及腮腺浅叶切除;腮腺深叶肿瘤的常规术

式是保护面神经 + 全腮腺及肿瘤摘除;传统术式必

然要切除过多的正常腮腺组织,术后各种并发症的

发生率较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今,对腮腺

良性肿瘤提出了腮腺部分切除术(不解剖面神经或

解剖部分面神经),以减少手术并发症[2]。 上述术

式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面神经损伤的概率,但
患者其他术后并发症依然较多,如面部凹陷畸形、
Frey 综合征等。

Frey 综合征又称味觉出汗综合征、耳颞神经综

合征,是腮腺手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目前对 Frey
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尚未明了,比较公认的是迷走神

经再生学说[3] 。该学说认为是手术中切断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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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腮腺和汗腺及皮肤血管的副交感、交感神经纤维,
在切口愈合过程中神经末梢发生了再生错位连接,
患者在进食过程中接受刺激腮腺分泌时引起副交感

神经兴奋,腮腺区皮肤出现潮红或出汗现象,从而导

致了 Frey 综合征的发生。 Frey 综合征的治疗方法

包括药物治疗、放射治疗、手术治疗等,但各种治疗

方法效果均不理想,所以如何预防 Frey 综合征的发

生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 有研究[4 - 5]表明通

过腮腺切除术后创面覆盖各种阻隔性填充物,防止

手术切断神经纤维的再生连接,可达到预防 Frey 综

合征的目的。
腮腺咬肌筋膜深面翻瓣术,通过保留腮腺咬肌

筋膜预防 Frey 综合征。 该术式手术相对简单、安
全、可不增加额外创伤、以减少术后并发症。 但对来

源于腮腺浅叶的表浅位置肿瘤,在行腮腺咬肌筋膜

下翻瓣术时,有导致肿瘤破损,增加肿瘤细胞种植的

风险。 另较大肿瘤切除后会遗留较明显面部凹陷

畸形[6]。
ADM 是将同种异体的片状组织去除细胞成分,

完整保留细胞外基质和三维框架结构。 该组织补片

排异小、容易固定和成形。 相比切取自体组织筋膜

瓣,缩短了手术时间,避免了第二术区损伤。 且因价

格适中,患者乐于接受[7]。 但若单独应用 ADM,在
修复较大肿瘤切除术后遗留的组织缺损时往往不能

达到恢复面部外形的理想效果。 另需要指出的是,
理论上机体对 ADM 无排异性,但毕竟临床上属于

手术植入物,发生感染的概率高于自体组织筋膜瓣。
一旦发生感染则需二次手术取出 ADM,给患者增加

痛苦和经济负担,术后并发症也将会增多。 我们的

做法是除了手术中严格无菌操作,B 组患者常规术

前 30 min 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对个别手术时间超过

2 h 者术中追加应用抗生素 1 次。 本研究中 B 组 35
例无一例发生感染,切口均一期愈合。

自 2006 年以来,我科对于腮腺良性肿瘤在进行

腮腺局部切除术后采用胸锁乳突肌肌筋膜瓣填塞腮

腺术后腔隙,并重建腮腺嚼肌筋膜这一创新手术模

式,解决了患者术后面部凹陷畸形,Frey 综合征的发

生率也明显降低[8]。 在手术中我们体会,制备胸锁

乳突肌肌筋膜瓣应根据手术切除组织后容积大小进

行稍大于缺损容积来切取肌瓣,但要求不超过胸锁

乳突肌表面宽度 1 / 2 和横断面深度的 1 / 2,避免损

伤该肌的营养血管和副神经。 旋转肌筋膜瓣填塞术

腔时,注意肌筋膜向外,尽量完全覆盖腮腺断缘。 为

重建腮腺嚼肌筋膜要把胸锁乳突肌筋膜与切断的腮

腺筋膜对位缝合。 使用 ADM 应能够完全覆盖重建

之腮腺嚼肌筋膜部分,术中进行可靠缝合固定,术后

局部进行适度加压包扎。 负压引流管置于胸锁乳突

肌瓣深面,尽量少影响重建腮腺嚼肌筋膜的完整性。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B 组术后碘 - 淀粉试验阳

性仅 1 例,无主观症状阳性病例,提示 ADM 和胸锁

乳突肌肌筋膜瓣联合应用在预防腮腺术后并发症方

面比单独应用胸锁乳突肌瓣能够取得更理想的临床

疗效。 此术式操作简便,材料来源充足,在不影响手

术安全的前提下减少创伤、减轻术后畸形,提高患者

术后生活质量,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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