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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颈部蜂窝织炎脓肿形成期超声引导下超微创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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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探讨老年颈部蜂窝织炎脓肿形成期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方法：2012 年 1 月—

2018 年 4 月的 45 例老年颈部蜂窝织炎脓肿形成期患者 45 例，所有患者在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放置一次性 7 F 猪尾巴穿刺套管
针，外接引流袋负压引流。结果：45 例局部红肿热痛在置管引流第 2~3 天后明显减轻，一段时间后脓腔变小，一般临床症状明
显好转，1 个月内均治愈，无明显并发症，且随访半年无复发。结论：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治疗老年颈部蜂窝织炎脓
肿形成期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超微创治疗方式，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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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蜂窝织炎是头颈部疏松结缔组织的急
性弥漫性化脓性炎症，患者多伴有下颌牙源性感
染，糖尿病、免疫力低下、年老体弱、晚期肿瘤等患
者更容易患该病。头颈部蜂窝织炎进入脓肿形成期
后，
病程发展迅速，
易出现呼吸困难、
喉头水肿等并发
［1］
症，
甚至导致死亡 。传统治疗方案为头颈部广泛切
开引流或/和气管切开，但是部分老年患者尤其是全
身状况较差、
症状较重，
不能耐受外科切开引流手术
或者害怕手术。本院自 2012 年起，经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在临床科室头颈外科、
五官科、
普外科、
急
诊外科的支持和配合下，
对老年不能耐受手术的颈部
蜂窝织炎脓肿形成期进行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
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
为老年颈部蜂窝织炎脓肿形
成期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方法，
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收集 2012 年 1 月—2018 年 4 月在本院行颈部蜂
窝织炎超声引导下置管引流的 45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包括：性别、发病年龄、伴发疾病、置管数量、导
管留置时间、是否治愈、随访半年是否复发。本治
疗方案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所有患者在穿
刺前均已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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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使用百胜 MYLab90 超声诊断仪，LA523 探头，
频率 4~13 MHz 及 PHILIPS IU 22 超声诊断仪，L12⁃5
高频探头；一次性穿刺套管针 7F 猪尾巴管［
“邦特”
猪尾巴引流导管组（直接穿刺型），规格：7FR⁃带线
表面亲水性涂层设计（卫署医器制第 000941 号），邦
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术前常规超声扫查颈部脓肿，判断脓肿的部位
和范围，明确脓肿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图 1A）。患者
常规取仰卧位，根据脓肿大小和分隔情况，在超声
引导下选择最佳穿刺路径，常规消毒铺巾，2%利多
卡因局麻，超声引导下避开重要脏器、血管神经，在
超声引导下实时监控穿刺导管针的位置，7 F 的猪尾
巴导管一步法快速进针，进入预定脓肿腔无回声区
最大部位，拔出针芯，置入猪尾巴引流管，20 mL 注
射器负压抽吸脓腔，及时给脓腔减压，抽出脓液送
检，同时做细菌培养+药敏试验。最后固定导管于
皮肤穿刺点附近，外接引流袋，常规少量负压引流
（图 1B）。根据脓腔大小和引流通畅程度，采取不同
的引流技巧，例如脓腔太大或者引流不畅，适当使
用适量生理盐水进行脓腔内清洗；若冲洗不畅则人
工疏通引流管、调整引流管位置或添加引流管，争
取引流通畅。置管引流后患者脓肿的临床症状消
失，2~5 d 以上无引流物流出后时复查超声，若超声
检查发现组织间隙内无积液，根据患者临床症状，
择期拔出引流管（图 1C）。脓肿引流的同时，相关抗
炎治疗方案按临床标准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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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颌面部间隙混合回声区，大小：56 mm×19 mm，部分无回声区可见液化；B：颌面部肌间隙内混合回声区，可见引流管声像（白色箭头）；

C：颌面部肌间隙内脓肿置管 7 d 后声像，脓肿基本消失，
可见引流管声像（白色箭头）。

图1

颈部蜂窝织炎超声检查结果

1.3

治愈标准
临床上红肿热痛等炎症症状消失，复查血常规
示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等正常、体温恢复正常、颈
部超声未探及炎性脓腔且无组织间隙内液性暗
区。记录留置管数量及留置时间，半年后随访是否
复发。若超声引导下置管引流方案无法控制病情，
则立即行气管切开及传统切开引流治疗方案。
2

结 果

3

讨 论

45 例患者，年龄 65~93 岁，中位年龄 78 岁，其中
男 27 例，
女 18 例；
10 例发病前有牙源性感染、
35 例合
并糖尿病、2 例合并胸腔积液、8 例有恶性肿瘤病史；
30 例置管 1 根，15 例置管 2 根；置管时间 6~20 d 不
等，平均留置天数 10.49 d；所有患者均治愈，随访半
年无复发。

颈部蜂窝织炎脓肿形成期传统的常规治疗手
段有单纯抗菌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广泛切开引
流。当患者存在明显呼吸困难时，气管切开联合脓
肿切开引流加药物抗感染仍然是首选的治疗方
式。随着广谱抗生素广泛应用于临床，耐药菌株和
新菌群出现使得该病的药物治疗效果不甚理想；传
统的广泛切开引流创面大，患者恢复缓慢，手术过
程中易出现神经损伤、血管损伤等并发症，甚至有
报道颌下脓肿在手术切开时导致颈总动脉破裂者；
同时头颈部处于人体暴露部位，广泛切开引流会影
响患者面容美观，从而影响患者心理；姚宏等［2］研究
发现，小切口负压引流残留瘢痕的大小和范围显著
小于常规广泛切开引流者；本研究是采用超声引导
下 7 F 穿刺套管针一步法一次性穿刺到位，创伤更
小，
治愈后几乎没有疤痕，所以更容易为患者接受。
头颈部急性蜂窝织炎的超声表现：①脓肿形成
初期，呈低回声区中伴有散在不规则无回声区，轮

廓欠清晰，血流丰富；②液化不全时呈多个团块状
低回声或呈蜂窝状；③液化坏死完全时则形成边界
清晰的无回声区，可伴有散在点状强回声浮动。
Shah 等［3］研究发现，超声是检测头面颈部脓肿或蜂
窝织炎的有价值辅助诊断手段。根据不同图像表
现，超声对脓肿发展时期、脓腔大小及周围大血管、
重要脏器有直观显示，脓肿形成初期或脓肿形成
后，在超声引导下穿刺是脓肿穿刺的适应证，而且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基本可以避免出现颈总动脉破
裂等并发症。
马占成［4］研究表明，颈深部脓肿使用超声引导
下穿刺引流极大地降低了手术风险，尤其是颈深部
肌间隙多而结构复杂，即使手术切开也不能打开所
有脓腔，但是超声可对深部间隙脓肿准确定位，并
可根据脓腔大小及个数，选择多个引流管，放置在
不同的脓腔内，从而贯穿所有脓腔，引流充分；熊国
锋等［5］发现超声引导下置管引流治疗头颈部间隙感
染与常规手术切开引流有效率无明显差异，且可缩
短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林元强等［6］研究
发现多点置管后对冲引流对头颈部蜂窝织炎脓肿
形成期的治疗效果良好；程泽星等［7］认为超声检查
对颈部脓肿大小、定位、动态观察脓肿变化及穿刺
抽脓至关重要，尤其是颈部小脓肿的穿刺引流价值
更大；Gaspari 等［8］通过回顾性分析后发现，超声引导
下引流软组织脓肿较非超声引导引流失败率显著
降低。本研究采用超声引导下将 7F 猪尾巴导管置
入脓肿腔内进行置管引流，抽取首次引流液进行药
敏试验及细菌培养，45 例均痊愈，取得了较好的临
床疗效。而且所有患者均为重症患者，贸然手术必
定要承受巨大风险，但是所有患者在置管引流一段
时间后脓腔变小、第 2~3 天后局部红肿热痛明显减
轻，生命体征平稳，一般临床症状明显好转，血常规
恢复正常，1 个月内均治愈，无明显并发症，且随访
半年无复发，治愈率达到 100%（45/45）。因此，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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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肿的超声引导下置管引流效果好，相对传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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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下置管引流可减少住院费用，减轻脓肿切开的
痛苦。糖尿病是头颈部感染最常见的全身性疾病
之一，糖尿病患者切口愈合较一般患者困难，置管
引流相对于手术切开引流的创口显著减小，有利于

其切口愈合，本研究中同时合并糖尿病的 10 例患者
虽愈合时间稍延长，但并无明显差异（10.77 d vs.
9.50 d，P=0.38）。

超声引导下颈部化脓性蜂窝织炎的脓肿置管

引流存在一定的禁忌证：①有凝血功能障碍、严重
出血倾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者；②意识不清、不能

配合者。林元强等 认为气性坏疽也是其禁忌证，
［6］

但本研究中有 1 例气性坏疽患者，经超声引导下穿
刺置管抽脓并留置导管后 10 d，脓肿消失，治愈出

院，因此认为气性坏疽也可尝试置管引流。头颈部
生理解剖结构复杂，众多筋膜间隙内由疏松的结缔
组织填充，炎症极易扩散，因此穿刺引流时应注意
避免脓液外渗至其他组织间隙中，最重要的是，一
般引流管放置时间均较长，留置导管期间，应注意
导管护理，保持引流管通畅，防止引流管滑脱、折断
和引流不畅。
综上所述，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治疗
老年颈部蜂窝织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超微创治疗
方式，具有实时监控、定位准确可靠、损伤小、并发
症少、无手术瘢痕等优势，对老年不能耐受手术或
不愿意手术切开引流的急性蜂窝织炎脓肿形成期
的患者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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