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颏下皮瓣修复咽喉恶性肿瘤术后缺损11例临床分析

王启俊1,徐志文2

(1.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民族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南宁 530001;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分析颏下皮瓣在咽喉恶性肿瘤切除术后缺损修复中的应用。方法:对11例咽喉恶性肿瘤患者,行肿瘤扩大切除

及颈部淋巴结清扫术后,设计颏下皮瓣对其术后缺损进行Ⅰ期修复。结果:11例患者中9例术后皮瓣顺利存活,颈部供瓣区外

观基本满意,吞咽及呼吸功能良好,2例发生咽瘘,予加强换药及营养治疗,分别于术后3周及1个月后逐渐愈合;其中2例术

后采用放疗,2例选择同步放化疗治疗。术后随访2个月~3年,3例复发,1例失访。结论:颏下皮瓣适用于病变范围局限的

中晚期咽喉恶性肿瘤术后修复,具有取材方便、设计和制作简单、质地适中等优点,但需严格把握皮瓣使用的适应证。
关键词 颏下皮瓣;咽喉恶性肿瘤;术后缺损;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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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喉恶性肿瘤根据病理学特点及临床分期,多
采用以手术治疗为主,放疗和化疗为辅的综合治疗
方案。其中手术为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是在安全
范围内行肿瘤根治切除术后如何对遗留缺损进行

Ⅰ期修复与重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发音、呼吸及
吞咽功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已成为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发展的重点及面临的挑战。1993年,Martin
等[1]首次报道颏下皮瓣用于头颈外科手术术后的修
复,该皮瓣具有取材方便、血供稳定、供区隐蔽的优
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舌、硬腭及咽喉部肿瘤或外伤
缺损的修复。本文采用颏下皮瓣修复咽喉恶性肿瘤
术后缺损11例患者,取得较为良好的效果,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2月至2016年2月
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民族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接
受治疗的咽喉恶性肿瘤患者11例,均为男性,年龄

46~79岁,平均58岁。所有患者术前均经病理学
检查确诊。11例患者肿瘤病灶部位、TNM 分期及
病理类型,见表1。
1.2 治疗方法 手术经口气管插管在全麻下进行:
(1)颈淋巴结清扫术:3例N0期行分区性颈淋巴结清
扫术(Ⅱ~Ⅳ区),6例N1期行患侧功能性颈淋巴结
清扫术,2例N2期在行患侧功能性颈淋巴结清扫术
的同时行对侧分区性颈淋巴结清扫术(Ⅱ~Ⅲ区)。
(2)原发灶切除:9例经咽前或咽侧入路切除病变组
织以及受累的部分喉或全喉组织,2例于下颌骨正
中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骨膜,电锯切开下颌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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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舌侧诸肌,切断和结扎舌下神经及舌动、静脉,充
分暴露病灶后在安全缘范围内将其切除,术毕用钛
板将下颌骨固定修复,所有患者术中取切缘组织送
快速冷冻,病理检查均为阴性。(3)颏下皮瓣的制
备:处理受区病变后,根据术中缺损的大小及形状设
计颏下皮瓣,其组成部分包括皮肤、皮下组织及颈阔
肌。具体方法:所有患者于患侧下颌角处所触及面
动脉搏动点作为颏下动脉起始部,并以之作为皮瓣
旋转点,用划线笔设计皮瓣,上界距离下颌骨下缘

1cm,下界与手术切口下缘相平,将颏下皮瓣远心端
从对侧下颌舌骨肌及二腹肌前腹的浅面掀起,至中
线后继续在同侧下颌舌骨肌及颏舌肌表面分离皮
瓣,游离至颏下动、静脉位于面动、静脉分出处,结扎
并切断面动、静脉远心端,皮瓣制作完成后将其经过
皮下隧道转移至缺损区域,与缺损处周边黏膜行对
位间断缝合。术中如考虑皮瓣供区有可疑淋巴结转
移,需要将其清扫后送术中冷冻,结果若为阳性,皮
瓣则须弃用。(4)术后辅助治疗:11例手术患者出
院后4例术后2个月开始行放疗,剂量为60~
70Gy,其中2例行放疗并同步顺铂单药化疗2个周

期。

表1 11例患者肿瘤病灶部位、TNM分期及病理类型情况

病灶部位 n TNM分期    病理类型

喉咽 7 T3N0M01例
T3N2bM01例
T3N1M02例
T4N1M02例
T4N2M01例

高分化鳞状细胞癌1例,
中分化鳞状细胞癌1例;
低分化鳞状细胞癌5例

口 咽 1 T4N1M01例 低分化鳞状细胞癌1例
喉部 1 T4N1M01例 低分化鳞状细胞癌1例
扁桃体 1 T3N0M01例 低分化鳞状细胞癌1例
舌根 1 T2N0M01例 低分化鳞状细胞癌1例

2 结 果

  9例患者术后颏下皮瓣顺利存活,颈部供瓣区
外观基本满意,颈部活动及张口无受限,吞咽及呼吸
功能良好。另外2例患者术后发生咽瘘及皮瓣感染
并发症,予加强换药及肠内外营养治疗,分别于术后

3周及1个月逐渐愈合。术后随访2个月至3年,
3例复发,1例失访。其中1例患者术前和术后的临
床资料见图1。

a:术前喉部增强CT;b:术前喉镜检查;c:肿瘤切除术后缺损范围;d:颏下皮瓣设计;e:颏下皮瓣修复咽部缺损;f:术后2个月

喉镜检查。
图1 患者手术资料及术后2个月喉镜检查情况

3 讨 论

3.1 颏下皮瓣的应用解剖 颏下皮瓣位于颈上部
的颏下三角和颌下三角区,以颏下动、静脉为蒂,其
中,颏下动脉起源于面动脉,是面动脉的一个恒定的
分支[2-3],且100%出现,容易定位。沿其走向有多
个分支,同时有1~2根较为固定的伴行静脉汇入面
静脉[4],因此,在设计皮瓣的时候可以制作成以颏下
动脉近心段为蒂的顺行组织瓣或以面静脉远心端为
蒂的逆行皮瓣。同时,国内外学者采用染料行颏下
动脉灌注的方法来了解其分布的范围,Martin等[1]

研究得出的范围是4.0cm×5.0cm~15.0cm×
7.0cm,而国内学者王伯钧的研究结果是4.5cm×

5.0cm~7.0cm×12.0cm。以上的解剖学基础均
可以作为外科医师临床应用颏下皮瓣的理论依据。
3.2 影响皮瓣制作的因素 主要从供瓣区淋巴结
受累情况及放疗的时机两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
国外学者曾提出,利用颏下皮瓣修复术后缺损需要
遵循无瘤原则,考虑该区域是否存在淋巴结转移,从
而判断能否使用颏下皮瓣进行修复重建。其次,
Ferlito等[5]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后提出:原发于声
门上及下咽的肿瘤,很少侵犯颌下及颏下淋巴结,用
颏下皮瓣进行肿瘤切除术后的缺损修复是可行的,
而常见于颏下淋巴结转移的是口腔颌面部的肿瘤,
需要根据颏下淋巴结是否受累而慎用颏下皮瓣。但

Byers等[6]提出不同观点:颈深部淋巴组织与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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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血管因为颈深筋膜的“屏障”作用,相互隔离,
只要淋巴结包膜及筋膜屏障未破坏,术中均可将其
完整切除,彻底清扫,不影响皮瓣的使用。综合上述
的观点,笔者术前应完善影像学检查及病理检查,根
据肿瘤的类型、部位、临床分期及组织学特点拟定手
术方案,如颏下和颌下淋巴结阴性或虽然有淋巴结
转移,但直径<2cm,且与颏下动静脉有足够距离的
也可以使用颏下皮瓣修复,但后者需要严格进行颈
部淋巴结清扫[7]。另外一个影响皮瓣的成活因素是
放疗,但目前对于放疗时机的选择仍然存在争议。
王中和等[8]认为术前放疗影响皮瓣的存活,其报道
的88例行术前放疗后皮瓣的愈合时间及存活率均
低于无放疗组。此外,有学者也认为放疗可引起血
管损伤性改变,局部形成微血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血管的再生与重建,手术愈合时间较长。因此,多数
学者主张采用手术联合术后放疗的综合治疗方案,
但移植皮瓣与受区黏膜之间血管重建并形成有效的
侧支循环的时间大约需要22d[9],而术后超过6周
的放疗其疗效受到影响,复发概率升高,因此术后放
疗的安全时间建议选择术后3~6周。
3.3 如何降低皮瓣坏死的发生率 皮瓣坏死主要
表现为转移皮瓣出现瘀黑、切口感染、愈合不良、伴
有黏膜下瘘道形成。本研究2例患者发生咽瘘,其
可能的原因为:(1)分离远端皮瓣至中线时,未能在
二腹肌前腹的深面进行分离,因此损伤了其部分分
支,影响了皮瓣的血供;(2)术腔缺损较大,皮瓣设计
不合理,导致皮瓣牵拉缝合张力过大,且未作减张处
理,术后出现吻合口撕裂[10]。此外,通过对其他9
例皮瓣存活的成功病例的分析,笔者也获得了一些
成功的经验:(1)术前应充分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
(2)围手术期正确应用抗生素及血管活性药物,术
中、术后密切观察皮瓣供血情况;(3)术后加强口腔
及手术切口护理;(4)正确放置负压引流,保证移植
创面的通畅引流;(5)禁食足够的时间。不仅如此,
本文对手术方式也进行了部分改良,包括:(1)在颈
阔肌深面进行皮瓣的游离,对颏下动、静脉不进行解
剖;(2)在二腹肌前腹的深面、颏舌肌及下颌舌骨肌
深面游离皮瓣;(3)如术腔缺损过大需要进行局部减
张处理;(4)在不影响手术根治效果的前提下,尽可
能保留颈内及颈外静脉,保证皮瓣的有效静脉回流,
提高其成活率。如果术后出现不可避免的皮瓣坏死
情况,应尽早清理坏死的病变组织,并采用局部转移
皮瓣或游离皮瓣进行Ⅱ期修复。
3.4 颏下皮瓣应用的优、缺点 颏下皮瓣相比其他
的修复皮瓣,其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皮
瓣的主供血管位置恒定,侧支循环丰富,移植成功率
高;(2)皮瓣设计简单,不需要进行血管蒂精细解剖
及显微镜下血管吻合,大大节省了人力及手术时间。
(3)厚薄适中,容易塑性,能有效减少下咽狭窄及吞
咽误吸等并发症。局限的方面包括:(1)男性患者颏

下皮瓣富含毛囊,术后早期因胡须较浓密,吞咽时伴
有咽异物感或梗阻感。(2)对于早期容易发生Ⅰ区
淋巴结转移的舌根及口咽癌患者,颏下皮瓣应该慎
用,可疑淋巴结转移的,必须结合术中冷冻确定切缘
阴性者方可使用;(3)由于颏下皮瓣自身取材面积方
面的限制,不适合应用于面积较大的下咽环周或近
环周缺损[11],否则容易引起术后下咽狭窄而继发的
吞咽困难及误吸等并发症。
  综上,颏下皮瓣适用于病变范围局限的中晚期
咽喉恶性肿瘤术后修复,具有取材方便、设计和制作
简单、质地适中等优点,但需严格把握皮瓣使用的适
应证。

参考文献:
[1] MARTIND,PASCALF,BAUDETJ,etal.TheSub-

mentalislandflap:anewdonorsite.Anatomyandclini-
calapplicationsasafreeorpedicledflap[J].PlastRe-
constrSurg,1993,92(5):867-873.

[2] ROJANNNINS,IGARASHIT,RATANNVICHITR-
ASINA,etal.Experimentalstudyofthefacialartery:
relevancetoitsreverseflowcompetenceandcutaneous
bloodsupplyoftheneckforclinicaluseasanewflap
[J].HeadNeck,1996,18(1):17-23.

[3] KIMJY,KIMSK,KOSHIMAJ,etal.Ananatomic
studyandclinicalapplicationsofthereversedsubmen-
talperforator-basedislandflap[J].Plast Reconstr
Surg,2002,109(7):2204-2210.

[4] FALTAOUSAA,YETMANRJ.Thesubmentalartery
flap:ananatomicstudy[J].PlastReconstrSurg,1996,
97(1):56-60.

[5] FERLITOA,RINALDOA.LevelⅠdissectionforla-
ryngealandhypopharyngealcancer:isitindicated?
[J].JLaryngolOtol,1998,112(5):438-440.

[6] BYERSRM,WOLFPF,BALLANTYNEAJ.Rational
forelectivemodifiedneckdissection[J].HeadNeck
Surg,1988,10(3):160-167.

[7] 罗小宁,邱前辉,陈良嗣,等.颏下岛状皮瓣临床应用的
经验与教训[J].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3,
27(18):1022-1024.

[8] 王中和,邱蔚六,黄光斌.放射治疗对口腔颌面部组织
瓣修复影响的临床观察[J].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
1999,34(3):177-179.

[9] SERAFIND,SHEARINJC,GEORGIADENG.The
vascularizationoffreeflaps:aclinicalandexperimental
correlation[J].PlastReconstrSurg,1977,60(2):233-
241.

[10]许志辉,洪育明,梁振源.咽喉恶性肿瘤术后咽瘘的原
因分析和防治措施[J].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2012,18(1):73-77.

[11]陈 杰,黄文孝,包荣华.改良颏下岛状皮瓣在下咽癌
喉功能保留手术中的应用[J].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2015,29(15):1342-1344.

(本文编辑:张宏亮) 

·3801·王启俊,等.颏下皮瓣修复咽喉恶性肿瘤术后缺损11例临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