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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闭合切口的鼻中隔软骨移植在单侧
唇裂术后鼻畸形矫正中的应用
林根辉，庄 兢，郑胜武，郑清健
（福建省立医院整形外科，福建 福州 350001）
【摘 要】目的
方法

探讨采用鼻中隔软骨游离移植增加鼻小柱的支撑力的方法，来治疗唇裂术后鼻翼塌陷畸形的临床应用效果。

选择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11 月，对 28 例唇裂术后继发较严重的鼻畸形患者，取中隔软骨约 3cm×2cm 大小，修剪后

将它置于鼻小柱内，后缘与中隔软骨前缘固定，再将患侧大翼软骨抬起，与重建鼻中隔软骨固定。结果 28 例患者均获得 3
个月 ---- 1 年随访，其中 25 例鼻外观保持与术后拆线时一样，双侧鼻翼高度对称，鼻尖形态好；3 例患侧鼻翼略低于健侧，
但较其术前也有明显改善，所用患者均对鼻外观满意。结论

该术式效果好，且持久，是一种临床上值得推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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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l septum cartilage transplant with closed incision in nasal deformity
caused by surgery of unilateral cleft lip
LIN Gen-hui,ZHUANG Jing,ZHENG Sheng-wu,ZHENG Qing-jian.
(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 Fujian Province Hospitals，Fujian Province,35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thod of Nasal septum cartilage transplant for the treatment on nasal deformity
caused by surgery of unilateral cleft lip. Methods From Jul. 2014 to Nov. 2016，Twenty eight patients with serious nasal deformity
caused by surgery of unilateral cleft lip were treated by this methods：Take nasal septum cartilage about 3 cm× 2 cm size，putted
it inside the columella nasi after pruning，the trailing edge fixed on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nasal septum，the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sal septum cartilage fixed on cartilago alaris major. Results 28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3 months to 1 years，25 cases of
effective with highly symmetrical on both sides of the nose and the beautiful appearance of the tip，3 cases of asymmetry of the nose.
Conclusion Th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with nasal deformity caused by surgery of unilateral cleft lip is effective and durable in
clinical.
[KEY WORDS] closed incision； nasal septum cartilage； free transplantation； unilateral cleft lip；nasal deformity

先天性唇裂患者，多数经一期修补后，随年龄
增长，或多或少均伴发患侧上唇、鼻翼及鼻尖的畸
形，鼻部多表现为患侧鼻翼及鼻尖塌陷，患侧鼻孔
扁平，特别抬头位时明显。唇部的修复结果患者均
容易满意且持久，但既往对鼻部大部分术式是通过
松解、复位错位的鼻翼软骨，同时延长患侧鼻翼内
脚，之后将患侧软骨固定在健侧软骨上，以抬高患
侧鼻翼，但手术效果不稳定，易出现复发，满意度
较差。2010 年 -2016 年我院对 28 例唇裂术后继发
鼻畸形的患者，采取松解、复位错位的鼻翼软骨，
同时延长患侧鼻翼内脚，之后采用鼻中隔软骨游离
移植增加鼻小柱的支撑力，后将复位的组织固定在
其上的手术方法，术后取得了较恒定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万方数据

1.1 临床资料
本组共 28 例，男性患者 12 例，女性 16 例，
年龄 16- 41 岁，平均年龄 24.5 岁，患者均有明显
的鼻尖向前下移位及鼻翼塌陷及其外脚移位，鼻孔
扁平宽大，鼻小柱基底向健侧偏斜及较健侧短。上
唇疤痕存在，唇弓不齐，红唇不对称等。手术均在
双侧眶下孔神经阻滞 + 鼻部局部浸润麻醉下进行。
1.2 手术方法
1.2.1 切口选择：患侧大翼软骨下、上唇齿龈沟（左
右侧切牙间）、患侧鼻底切口（鼻底皮肤黏膜交界
处切开，内侧向中隔延续达软骨间）、上唇切口（上
唇疤痕明显的患者）。
1.2.2 松解复位：先切开患侧大翼软骨下切口，紧
贴大翼软骨表面进行分离，向内侧分离到健侧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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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外脚，向上分离到患侧三角软骨及鼻骨下缘，
向外分离到患侧鼻翼外脚。患侧鼻底切口切开，延
续到软骨间，剪断三角软骨与大翼软骨上缘的畸形
连接，松解患侧大翼软骨内脚在鼻底处的牵拉，使
鼻小柱侧方皮肤及黏膜与鼻中隔软骨的附着松解
开，这样可以使裂侧鼻小柱内侧脚的软骨连同鼻小
柱皮瓣一起向鼻尖方向移位。上唇疤痕明显的患者，
可切除疤痕，并通过此切口进一步松解大翼软骨内
脚的短缩，同时修复上唇的畸形。通过以上分离，
使得患侧大翼软骨与鼻腔称里复合组织体完全与周
围组织松解开，可以较随意的复位到指定的位置。
齿龈沟切口切开，在骨膜与口轮匝肌间向上分离达
鼻底，松解鼻翼外脚基底在梨状孔外缘的粘连，显
露鼻棘及中隔软骨的前下缘，切开中隔软骨前下缘
的软骨膜，双侧软骨膜下向后分离达梨骨，将移位
到健侧的中隔软骨前下缘复位到患侧。
1.2.3 切取鼻中隔软骨：此时通过患侧鼻底切口
（鼻底皮肤黏膜交界处切开，内侧向中隔延续达软
骨间），可以清晰的暴露出鼻中隔的软骨，用旋切
刀切取鼻中隔的软骨的中央部分，距前缘及上缘均
5-8mm，以保证术后鼻背不塌陷，后缘达骨性中隔，
下缘达腭板，大小约 2.5cm×2.0cm（图 1）。
1.2.4 重建鼻中隔软骨前下段：将切取的鼻中隔软
骨约 3cm×2cm 大小，修剪后将它置于膜性鼻中隔
内，后缘用 6-0 丝线与中隔软骨前缘分三处，呈“品”
字型固定。（图 2）
1.2.5 鼻翼软骨复位重建：将患侧大翼软骨的穹窿
部向上提起，与健侧的穹隆部前后缝合 2 针，后将
其套在重建鼻中隔软骨前下段上，并在其中部及基
底部贯穿缝合。（图 3）
1.2.6 缝合切口：因切口均位于隐蔽部位，故均用
5-0 快微乔线间断缝合。双侧鼻孔用膨胀海绵填塞，

图1

图4 术 前

万方数据

以防止鼻中隔血肿形成，及患侧鼻孔的塑性。
1.3 术后处理
口服二代头孢抗生素 2 天，膨胀海绵鼻孔填塞
留置 3 天后拔除，患侧鼻孔放置鼻模 3 周。

2

结 果

术后切口均 I/ 甲愈合，28 例均随访 3 个月 -1
年，其中 25 例鼻外观保持与术后拆线时一样，双
侧鼻孔对称，鼻尖形态好；3 例患侧鼻翼略低于健侧，
但较其术前也有明显改善。
2.1 典型病例
患者男，28 岁，左侧唇裂术后伴鼻畸形，上
唇形态欠佳，红唇唇弓不对称，患侧鼻尖低垂，患
侧鼻翼塌陷，外脚向外下移位。无口鼻瘘，无鼻中
隔偏曲。术前检查无手术禁忌症，按本方案治疗，
术后肿胀 3 天，术后 5 天拆线，切口一期愈合，双
侧鼻孔对称，鼻尖挺拔，鼻小柱居中。术后随访 8
个月，鼻形态无明显改变。( 见图 4、5、6)

3

讨 论

东方人种软骨薄小，传统术式健侧的鼻翼软骨
不足以用来支撑患者塌陷的鼻翼软骨，术后常显鼻
翼抬高不足，导致复发；为显露软骨，常取飞鸟状
切口，掀起鼻小柱皮瓣，虽显露软骨满意，但带来
永久、丑陋的鼻小柱瘢痕。为解决以上缺点，我们
选择了新的手术入路及用鼻中隔软骨游离移植坚固
支撑患侧塌陷的鼻翼软骨。从唇粘膜及齿龈沟入路，
暴露可能错位的口轮匝肌、梨状孔下缘及外侧缘，
鼻嵴、鼻中隔软骨。通过该切口可轻松矫正：鼻翼
外脚在梨状孔外侧缘的粘连，使之抬起；延长患侧
鼻小柱；重建口轮匝肌；矫正偏曲的鼻中隔软骨；
切取鼻中隔软骨。

图2

图 5 术后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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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 6 术后 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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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裂继发鼻畸形既往曾有报道用肋软骨来移植
支撑 [1]，该术式增加了胸部切口，胸部切口又极易
形成增生性瘢痕，严重影响外观及生活质量，并且
肋软骨移植后易变形，使手术效果不确定。膨体聚
四氟乙烯 (e—PTFE) 和 L 形硅橡胶隆鼻假体作为
支撑材料时，因该手术切口位于口腔中，为 II 类
污染切口手术，人工材料的植入感染风险较大，一
旦感染，最终将导致整个手术的失败 [2]。本方法均
避免了以上的缺点，在同一术野内，较简单的切取
了需要的软骨，通过中隔软骨移植支撑鼻小柱和鼻
尖达到了以下目的：提供足够的支撑及组织量；能
够上提唇部的基部，使鼻唇角变钝；为鼻尖提供足
够的支撑，对抗鼻小柱和侧鼻软组织的牵拉 [3]。
通过鼻棘处中隔软骨的复位及鼻小柱基部的软
组织松解、鼻唇肌肉复位即可达到鼻小柱偏斜的矫
正 [4]。
我们先将患侧大翼软骨连同鼻腔称里作为一整
体进行松解分离，这样可使软骨在血供保证下，能
最大空间范围内移动复位，及避免了完全游离软骨
后鼻腔称里失去支撑后塌陷，导致患侧鼻孔狭小。
在穹窿部重建后，将软骨支撑在穹窿联合的下方，
这样使鼻尖抬起，避免移植软骨的上缘直接顶到鼻
尖皮肤，而导致鼻尖过尖或患者不适感。
关于手术年龄的问题，鼻部软骨的分离包括中隔软
骨的切取，是否影响鼻部的发育，目前尚无定论
[5]
。朱光辉 [6] 等指出根治性鼻整形应待 14 岁后，

Joanna [7] 等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即使早期行鼻畸形
矫正，并不会对颌骨发育造成负面影响；本组患者
平均年龄 24.5 岁，鼻中隔已发育完善 ，切除后不
会影响鼻部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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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带硅胶膜的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修复耳廓
的中小面积皮肤缺损
杨宇，仇雄文，郑清健，丁力，郑胜武，林根辉，庄兢，黄雄梅
（福建省立医院整形外科，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 目的 探讨带硅胶膜的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针对中小面积的耳廓皮肤缺损的创伤较小的修复方法。方法 选取 8 例
中小面积的耳廓皮肤缺损患者，先进行清创，然后在外露的耳廓软骨上打孔开窗，去除其中的软骨，暴露前方的软组织，然
后将带硅胶膜的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进行游离移植，覆盖外露的耳廓软骨，打包并予以适当压力固定和塑形，术后 21 天拆除
包堆并换药直至残余创面全部愈合。结果 8 例患者创面均全部愈合，耳廓形态良好，患者满意。结论 在耳廓中小面积的皮
肤缺损中采用带硅胶膜的植入式真皮再生支架进行移植修复，最终耳廓的外观良好，手术简便易行，破坏轻微，是一种值得
推广的修复方法。
【关键词】 人工真皮；耳廓皮肤缺损；植皮

Application of Grafted Artificial Dermis with Silica Gel Membrane as a Regeneration Scaffold in
Repairing Small and Medium Sized Auricle Skin Defect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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