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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 T 型引流装置应用于开窗减压术治疗颌骨囊性病变
51 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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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颌骨囊性病变的临床特征以及治疗方法袁提高该类疾病的临床诊疗水平袁改善预后遥 方法 对
我院 2008 年 1 月耀2012 年 6 月的 51 例采用开窗引流术治疗的颌骨囊性病变进行回顾性分析袁 对相关内容进

行统计描述与分析遥 结果 颌骨囊性病变男性为 54.9%袁含牙囊肿为 71.0%袁年龄在 0耀30 岁之间为 61.3%袁巨大

颌骨囊肿为 29.4%遥 采用口内切口行开窗减压术治疗并随访 30 个月袁90%囊性病变痊愈无需二次刮治袁10%进
行了第二次刮治术遥 无一例复发袁无一例面部畸形遥 结论 开窗引流术是一种经济尧简单尧安全尧有效的治疗颌骨
囊性病变的手术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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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homemade T drainage device used in window decom鄄
pression therapy for 51 patients with jaw cystoid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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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of jaw cystic change method, improve the
level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and improve prognosis. Methods A total of 51 cases with win鄄

dow drainage treatment of jaw cystic chang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8 to June 2012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鄄

lyzed, and were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content. Results Jaw cystic change male was 54.9%, in鄄
cluding tooth cyst was 71.0%, aged between 0 to 30 was 61.3%, a huge jaw bone cyst was 29.4%.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mouth incision line window decompression and followed-up 30 months, 90% cystic changed well without
second blow, 10% were treated for the second time. No one had a relapse, none facial deformity. Conclusion Window
drainage is a kind of economical, simple, safe, effective surgical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jaw cystic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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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骨囊性病变是颌面外科中一种常见的疾病袁目前
功能性外科及微创外科的概念被广泛接受袁各类牙源性
囊肿其是巨大囊肿可以采用减压术袁减压术的目的不是
根除囊肿袁而是通过开窗减压而使囊肿缩小袁恢复颌骨
外形袁从而最大程度的保护颌骨的外形及功能 [1-3]遥 本文

采用开窗减压术治疗 51 例颌骨囊性病变袁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本院 2008 年 1 月耀2012 年 6 月间收治的 51 例采用

开窗减压术治疗的颌骨囊性病变患者研究对象遥 囊腔直径
均跃35 mm袁经病理学确证证实遥 其男 28 例袁女 23 例袁年龄
6耀75 岁袁平均渊33.4依9.2冤岁遥
1.2 方法
查阅病历袁对患者的人群特征尧病变部位袁病理诊断尧
手术方法尧术后处理尧预后等分析[4]遥

2 结果
2.1 患者年龄及性别分布
见表 1遥

表 1 51 例颌骨囊性病变患者年龄分布

例数
构成比渊%冤

6耀12
4
9.8

13耀22 24耀33
6
11.7

11
21.5

年龄渊岁冤
34耀45 46耀55 50耀59
12
23.5

12
23.5

4
9.8

逸60
2
3.9

2.2 病变部位分布

病变部位总共 51 例袁其中上颌骨前牙区 21 例渊41.1%冤袁
上颌骨磨牙区 7 例渊13.7%冤袁下颌骨前牙区 5 例渊9.8%冤袁
下 颌 骨 磨 牙 区 15 例 渊29.4% 冤袁 下 颌 骨 升 支 区 3 例
渊5.8%冤遥

2.3 病理分型

51 例颌骨囊性病变病理分型院含牙囊肿 30 例渊58.8%冤袁

角化囊肿 17 例渊33.3%冤袁成釉细胞瘤(单囊性)4 例渊7.9%冤遥
CHINA MODERN DOCTOR 中国现代医生 141

窑临床探讨窑

2013 年 3 月第 51 卷第 7 期

2.4 囊肿巨大合并面部畸形情况
本组 51 例颌骨囊性病变中有 15 例为巨型颌骨囊肿
并合并有较大面部畸形袁如图 1尧2遥

在着一定的缺陷袁 因为开窗减压术需要橡皮管引流管袁但
是橡皮管易于老化袁异物容易掉进囊腔袁会引起口腔难以
清洗而受到感染遥 另外袁它也会引起开窗口堵塞袁导致需要
重新手术开窗造口袁给患者带来了不必要的伤痛遥
本次研究袁患者男女比例为 1.2颐1袁以 2耀55 岁发病率较

高袁上颌骨发病率偏高袁从病理分型来看袁含牙囊肿较多袁
占 58.8%遥 颌骨囊性病变是颌面外科中一种常见的疾病袁
手术方法有很多种袁 随着功能性外科越来越受到重视袁开

图 1 颌骨囊性病变术前

图2

颌骨囊性病变术后 4 个月

窗减压术也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师的亲睐袁该方法在可以保
留颌骨的同时还可以降低术后复发率而且操作简便袁创伤
小袁风险低[5]袁能克服传统方法的缺点袁减少创伤性袁最大程
度保留了患区累及的牙齿以及神经感觉功能了遥 本研究二

2.5 处理方法及预后

本组所有 51 例患者均通过 CT 诊断为颌骨囊性病变
患者袁所有患者均在全麻下口内切口于颌骨隆起最明显部
位切黏膜充分显露病变部位袁 去除部分颌骨凿开直径约

1.5 cm 的类圆型引流口袁开窗减压袁术中除含牙囊肿囊腔
内的牙齿外袁尽可能不拨牙袁囊腔填塞碘仿纱条袁术后第 3
天袁拆除囊腔内碘仿纱条袁红蜡片制成直径约 1.5 cm 的蜡
柱袁置于囊腔袁印模袁灌注石膏模型袁在模型上使用自凝牙
托粉制作 T 型引流装置袁精细打打磨后置于囊腔内袁出院
后自行拆洗引流装置袁自行清洗囊腔袁每天 1耀2 次袁每半个

月或 1 个月复诊 1 次袁检查引流口是否通畅袁囊腔有无感
染袁囊腔有无明显减小袁磨改引流装置袁51 例中 100豫3 个
月后囊腔均明显减小袁 囊腔均无明显感染袁18 个月后其中

有 5 例进行了二次手术袁4 例进行了囊壁刮治术袁这四例均
是由于未及时复诊袁 磨改引流装置而导至引流装置不适袁
疼痛袁从而长时间未戴引流袁导至引流流口缩小袁引流不
畅袁1 例 9 岁患儿再次做了一次开窗减压术袁因为该患者牙
囊肿中含有 13 和 14 两个牙袁 第一次开窗减压术让 13 牙

成功萌出袁而 14 牙没有萌出袁所以第 2 次换了 1 个减压引
流口袁半年后 14 牙亦成功萌出袁囊腔完全消失遥
3 讨论
开窗减压术应用于临床治疗下颌骨大型囊性病变袁存

次手术的 4 例都是由于引流装置的遗失或磨改袁清洁不及

时袁导至引流口缩小或关闭袁从而本研究认为开窗减压术
成功的关键在于能长期保持引流口的通畅袁以及定期清洗
囊腔保持囊腔的清洁遥 本研究所采用的自治引流装置经
济尧简单袁能很好解决引流口缩小尧甚至闭缩等问题袁并能
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及生活遥
综上所述袁自制 T 型引流装置应用于开窗减压术治疗
颌骨囊性病变的临床效果俱佳袁能够彻底清除下颌骨大型
囊性病变袁改善面部畸形袁是一种实用性治疗下颌骨大型
囊性病变的微创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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