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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 形美容切口在腮腺区良性病变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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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 V、N 形美容切口在腮腺区良性病变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手术治疗的腮腺区良性病变患者 84 例，V、N 形美容切口组 42 例，常规 S 形切口组 42 例。除手术切口不同外，所
有患者均解剖保护耳大神经、面神经、腮腺咬肌筋膜，切除肿物及周围 0.5cm 腮腺。根据缺损情况，选择胸锁乳突肌瓣、临
近腮腺组织瓣、口腔修复膜等修复，跟踪观察手术的美容效果及术后并发症。结果 采用两种切口治疗的腮腺良性病变患者，
在手术操作时间、切口长度、术后暂时性面瘫、耳周区皮肤麻木、味觉出汗综合征、涎瘘等方面无明显统计学差异；V、N
形切口瘢痕比较隐蔽，美容效果好，获得更高的满意度。结论 与常规 S 形切口比较，V、N 形切口并不会明显增加腮腺区良
性病变手术操作的难度和并发症，具有切口隐蔽，瘢痕少，美容效果好，患者满意度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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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bout the clinical value of V or N-shaped cosmetic incision in surgery of parotid gland
benign lesion.Methods There were 84 cases of benign lesion in the parotid gland from January 2014 to October 2016 in our hospital,
there were 42 cases of the V or N-shaped, and 42 of the S-shaped incision group. In addition to the surgical incision, all patients
dissected and protected the Auriculotemporal nerve, the facial nerve, the parotid muscle fascia, the tumor were removed with 0.5
cm,observe the cosmetic effect of surgery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Results Theoperation time, length of incision, postoperative
temporary facial paralysis, ear area numbness, gustatory sweating syndrome and salivary fistula in Two group were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but V or N shape incision group have hidden scar, good cosmetic effect, a higher degree of satisfaction.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shaped incision, V or N shape incision will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and complication of
benign parotid glandsurgery operation, and have hidden incision, less scarring, good cosmetic effect, high pati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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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腺区良性病变以腮腺良性肿瘤较为常见，约
60%-80% 为多形性腺瘤 [1]，其发病的高峰年龄为 60
岁。手术治疗是其主要治疗手段，以腮腺多形性腺
瘤的手术方式作为标准 [2]。S 形切口下腮腺肿瘤区
域切除是目前的常规术式，但存在瘢痕及凹陷畸形
明显，暂时性面瘫、耳周麻木、味觉出汗综合征等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的缺点。有报告结合改良美容
除皱下的腮腺肿物区域切除术，可以减轻术后瘢痕
及畸形 [3]，但缺乏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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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我们比较了 V、N 形美容切口与常规“S”形切口下
腮腺肿物及腺体区域切除术的美容效果及手术并发
症，发现 V、N 形美容切口在满足手术操作和不增
加并发症的前提下，具有切口隐蔽，术后瘢痕少，
美容效果好，患者满意度高等优点，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实验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我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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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的腮腺区良性病变。所有患者均为首次治
疗，术前无面瘫或肿痛，行术前 B 超检查。将试验
对象随机：采用 V、N 形美容切口手术治疗组（A 组），
采用常规“S”切口手术治疗组（B 组）。每组各 42 例，
其中男性 44 例，女性 40 例，年龄范围（20-82）
岁， 平 均 年 龄 50.8 岁， 肿 物 的 最 大 径 在（1.04.0）cm；术后病理为多形性腺瘤 55 例（65.4%），
Warthin 瘤 14 例（16.6%），基底细胞腺瘤 4 例（4.8%），
肌上皮瘤 3 例（3.6%），炎性肉芽肿 1 例（1. 2 %），
毛母质瘤（钙化上皮瘤）1 例（1.2%），嗜酸细胞
腺瘤 1 例（1.2%），淋巴结结核 2 例（2.4%），纤
维组织增生 1 例（1.2%），腮腺囊肿 1 例（1.2%），
淋巴上皮良性病变 1 例（1.2%）。
1.2 手术方法
V、N 形美容切口手术治疗组 (A 组 )：顺沿耳屏
游离缘内侧 1-2mm 切开，向下经过耳屏间切迹，并
沿耳垂前褶皱环绕耳垂至耳垂后沟和耳廓后沟，类
似“V”形。若肿瘤较大，为充分暴露肿物，耳后
切口可延伸至外耳道上壁平行处呈弧形拐角至耳后
发髻内，似“N”形。
S 形切口手术治疗组 (B 组 )：自耳屏前上方皮
纹向下，沿耳垂褶皱环绕耳垂至颌后，弧形向下，
距下颌角约 2cm 处转向前，止于下颌骨下约 2cm 处。
按照设计手术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腮腺咬
肌筋膜，于腮腺咬肌筋膜深翻瓣，注意保护耳大神
经的耳垂支及耳后支，于胸锁乳突肌前缘及外耳道
下缘解剖至乳突尖，在乳突尖前上方约 1cm 钝性分
离腮腺腺体，寻找面神经总干，顺行解剖临近肿物
面神经分支，保护腮腺导管，以 0.5cm 为边界完整
切除肿物及周围腺体，切除物送冰冻病理，根据缺
损大小，选择胸锁乳突肌瓣、临近腮腺组织瓣、口
腔修复膜等修补缺损，减轻术后凹陷，预防涎瘘及
味出汗综合征，分层缝合，放置引流，弹性头套加
压二周，禁酸性饮食 2 周，术后 24-48h 撤除引流。
术后 7 天拆线并继续加压包扎。

图 1 常规 S 形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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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V 形切口

2

结

果

所有病人均能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约 90 分
钟，V 形切口的长度均值为 6.58cm，N 形切口的长
度平均值为 10.12cm；常规 S 形切口的长度均值为
10.28cm。术后 A 组出现 1 例涎瘘，B 组无涎漏患
者。A 组出现暂时面瘫患者 5 例，B 组 7 例，按照 H-B
面瘫评级为 II-III 级。A 组出现耳周区皮肤麻木
6 例，其中一例术中切断耳垂支，行神经吻合，B
组 4 例。使用神经营养治疗后面瘫及麻木均在 6 月
内消失。两组患者各出现 1 例 Frey 综合征；术后
并发症两组无显著差异。
术后跟踪观察 6-36 月，观察期无肿瘤复发，观
察发现常规“S”形切口瘢痕相对明显，美观效果
较差；而 V、N 形切口由于利用正常的沟纹，耳廓
及头发的掩盖，瘢痕小而隐蔽，美容效果好。术后
6 月调查患者及家属对手术的满意度，A 组非常满
意 14 人（33.3%），较为满意 21 人（50%），满意
5 人（11.9%），不满意 2 人（4.8%），不满意原因：
1 人因涎漏，加压包扎时间延长；1 人暂时性耳周
麻木及面瘫。B 组非常满意 5 人（11.9%），较为
满意 11 人（26.2%），满意 14 人（33.3%），不满
意 10 人（23.8%），非常不满意 2 人（4.8%），不
满意的原因：年轻患者多是因为瘢痕明显，老年患
者多是因为耳周麻木及暂时面瘫。

3

讨

论

手术治疗腮腺区病变的不可避免改变腮腺形态
与丰满度，从而影响患者面部的外形及美观。早期
的腮腺肿物手术方式是任意切口下的剜除术，该术
式相对美观，但彻底性差，复发率高达 20-40%。
为了控制复发率，20 世纪 50 年代，“S”形切口
下保存面神经的腮腺浅叶或全叶切除术的逐渐成为
腮腺肿物切除的标准术式 [4]，肿瘤复发率显著降低，
但是术后凹陷畸形及瘢痕不可避免，耳周麻木、暂
时性面瘫、味觉出汗综合征等并发症的发生率高，

图3

N 形美容切口术后一周

图4

N 形美容切口术后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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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腺腺体分泌功能丧失，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5]。
随着组织学研究，多形性腺瘤包膜外浸润及出芽距
离被证实为 0.113-0.221cm[6]，切除肿物周围 0.51cm 腺体，保留剩余的腮腺腺体，即腮腺区域性切
除术，依然可以保证较低的肿瘤复发率，其具有减
轻术后凹陷畸形，减少神经功能障碍、保存腮腺的
分泌功能，提高生存质量等优点。20 世纪 70 年代，
美容除皱切口被应用于腮腺手术，利用皮肤皱褶及
毛发掩盖瘢痕，减少患者的术后可视瘢痕，获得较
好的美容效果。
随着功能性外科的发展，俞光岩等提倡在腮腺
肿物手术中使用功能性外科：①在充分暴露手术视
野的情况下，改进手术切口或入路，使瘢痕隐蔽；
②在彻底切除肿瘤的原则下，尽可能保留正常的腺
体组织，保留腮腺的分泌功能；③用过适当的修复
方法，减少术后畸形及并发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7]
。基于腮腺功能性外科观点，美容除皱切口结合
腮腺区域切除将是腮腺手术的发展方向 [8]。
本研究中 A 组 42 例患者采用 V 或 N 形美容切口，
术中可以向耳后发际延长切口充分暴露术野，其利
用皮肤沟纹、耳廓及头发的掩盖，能显著减少及隐
蔽瘢痕，美容效果好。术中在腮腺咬肌筋膜深面翻
瓣，保留腮腺咬肌筋膜的完整性，保证耳后瓣的厚
度，翻瓣后直接暴露腮腺后缘，有利于寻找面神经
总干及顺行解剖减轻面神经的损伤，区域性切除肿
物及周围 0.5cm 的腺体，将翻起的腮腺组织制备成
腺体瓣填塞缺损，必要时制备胸锁乳突肌瓣或植入
口腔修复膜修复，减轻术后凹陷畸形及预防味觉出
汗综合症，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获得患者
更高的手术满意度。但是术中也发现，由于耳大神
经与耳垂至耳后切口的交角接近垂直，位置表浅，
术中容易损伤，需要术者熟练掌握耳大神经的解剖
及术中仔细操作；虽然两组患者在术后涎漏的发生
几率上无统计学差异，但 V 或 N 形美容切口不能低
位引流，术后需要适当的延长引流物放置时间，更

加仔细的加压包扎，才能有效预防术后积液及涎瘘。
综上所述，与常规“S”形切口比较，V、N 形切口
并不会明显增加腮腺区良性病变手术操作的难度和
并发症，其具有位置隐蔽，术后瘢痕少，美容效果
佳，患者满意度高的优点。与此同时需要特别强调
的是，该术式需要术者较丰富的解剖学知识及丰富
的腮腺外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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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锆全瓷冠用于前牙美容修复的临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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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临床疗效。方法

目的 通过二氧化锆全瓷冠与镍铬合金烤瓷冠在前牙修复的临床对比，来评价二氧化锆全瓷冠美容修复中的
选取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期间来我院门诊就诊 18-45 岁进行前牙缺损修复治疗的患者 67 名，其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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