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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三角瓣法修复单侧不完全性唇裂 25 例

朱云琳,程新德,杜摇 金,张摇 莉,马红丽

[摘要]目的:探讨改良三角瓣法修复单侧不完全性唇裂的治疗效果。 方法:对 25 例单侧不完全性唇裂患者采用改良三角瓣

法修补术,手术定点参考健侧人中嵴,唇红缘上皮肤小三角瓣加唇上方弧形切口,分离鼻翼基底的肌肉,重建完整口轮匝肌肌

环,并保持唇高一致。 结果:鼻孔对称;瘢痕位于人中嵴处;唇弓形态自然;红唇饱满;25 例手术效果均满意。 结论:改良三角

瓣法术后唇鼻部对称,外形自然,是修复单侧不完全性唇裂简单有效的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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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triangular flap for repair of incomplete unilateral cleft lip:report of 25 cases
ZHU Yun鄄lin,CHENG Xin鄄de,DU Jin,ZHANG Li,MA Hong鄄li

(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improved triangular flap in repairing the unilateral incomplete cleft lip.
Methods:Twenty鄄five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incomplete cleft lip were treated with the improved triangular flap. The contralateral
philtrum ridge acted as a reference in fixing the surgery point;the nasal alar basal muscles were separated,a complete orbicularis oris
muscle ring was reconstructed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lip were kept at the same height. Results:Th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in all the
cases. The nostrils were in symmetry,the scars were at the philtrum ridge,the labial archs in good shape and the rosylips well鄄stacked.
All the twenty鄄five pati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Conclusions: The improved triangular flap may present a symmetrical
nasolabial region and natural shape. It is an effective procedure for repair of the unilateral incomplete cleft 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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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唇腭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发
生率约为 1. 8译。 外科手术是治疗唇裂不可缺少的

重要手段。 现代的手术方法较多[1 - 5],每种手术方

法均有各自的优缺点。 尽管手术方法多种多样,每
种方法都由基本的三个技术组成:直线技术、三角瓣

技术和旋转推进技术[6]。 一般三角瓣法由于插入

的三角瓣过大,破坏了人中的形态且使术后双侧唇

部生长不对称,国内较少应用。 自 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我们尝试对先天性不完全性唇裂采用

改良三角瓣法修复单侧不完全性唇裂,获得了满意

的效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本组 25 例患者中男 17 例,女 8
例,年龄 3 个月至 17 岁。 患者均无其他先天性畸形

及手术和外伤史。 多数患者表现为整个红唇及部分

白唇裂隙,鼻翼和穹窿部稍塌陷,鼻孔左右不对称,
鼻底完整但患侧较宽大,鼻小柱部分偏斜;少数患者

鼻部畸形不明显。
1. 2摇 手术方法摇
1. 2. 1摇 定点摇 在人中切迹定点 1,健侧唇峰定点 2,
健侧裂缘唇峰定点 3,患侧唇峰点通常按红唇由厚

转薄处定点,取此点为 3忆点(此点切忌过低,否则术

后患侧红唇将严重内翻,二期手术矫正困难)。 由 3
点垂直于唇红缘定点 4,一般 3 ~ 4 点的长度不超过

5 mm;患侧唇红缘及白唇定点 4忆、5,使 3 ~ 4 = 3忆 ~
4忆 = 4忆 ~ 5。 6 点、7 点分别在患侧鼻底定点,使 6 ~ 7
点的距离等于健患两侧鼻底宽度之差,在鼻底定点

8,使 6 ~ 8 点的距离等于 7 ~ 8 点。 弧形连接 3、6、8
点及 5、7、8 点弧度凸向裂隙缘(见图 1)。

1. 2. 2摇 手术步骤摇 沿定点线全层切开上唇组织,松
解梨状孔外缘的纤维连结,剪断鼻孔底部的口轮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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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使鼻翼外角充分松解和移位,分离口轮匝肌。 健

侧裂缘唇峰点 3 处的切口与唇缘的长轴垂直,解剖

健侧唇口轮匝肌约 3 mm,使之形成游离的健侧唇口

轮匝肌瓣。 患侧裂缘在点 3忆处解剖口轮匝肌,保留

边缘部口轮匝肌,形成一个含口轮匝肌的唇红瓣。
在红唇部,近唇珠部位按长庚法[7] 的红唇处理,在
健侧裂缘唇峰点 3 处沿红线切开红唇全层,使裂侧

唇红唇瓣插入切开的缺口中。 确定患侧唇峰,将组

织瓣 3忆4忆5 插入 3 ~ 4 点所形成的切口中,下降两侧

唇弓,使唇弓保持水平位置,将双侧鼻底的口轮匝肌

重叠缝合,此时患侧鼻翼被拉向内侧,鼻孔的横向外

畸形被部分纠正,同时鼻底部被抬高,与健侧在相同

水平形成鼻槛;在上唇将患侧口轮匝肌缝比健侧唇

的肌肉稍高,以重建患侧的人中嵴。 分层缝合黏膜、
口轮匝肌和皮肤。 术后常规应用瘢痕贴、硅胶鼻孔

成形模 3 ~ 6 个月。
1. 3摇 测定指标摇 观察术后鼻底宽度、瘢痕位置、唇
弓形态及红唇的饱满度。

2摇 结果

摇 摇 25 例术后随访 1 个月至 1 年,术后鼻底宽度相

仿,双侧唇峰高度基本一致,唇弓形态自然,红唇饱

满,瘢痕位于患侧人中嵴处且不明显,效果满意(见
图 2)。

3摇 讨论

摇 摇 唇裂修复术要求良好的术后外形,但目前尚无

一种术式能将唇、鼻畸形矫治完美。 不完全唇裂因

裂隙相对小,组织移位程度相对较轻,患者及家属的

要求更高。 近年来,患者接受手术时的年龄也在逐

渐减小。 因此,方法简单、易于操作、手术时间短而

效果较好的术式将成为唇裂修补术的主流。 本手术

方法源于三角瓣法的设计原则,采用唇上部弧形切

口的设计,可以延长上唇的高度;针对患侧唇较高的

患者,健侧裂隙缘的弧度要大,患侧裂隙缘的弧度宜

平直,使健患侧唇高相仿。 三角瓣的长度以唇弓下

降的高度为准,一般不超过 5 mm;其基底宽度尽量

小,既可减小对人中凹的破坏,使术后的瘢痕接近人

中嵴,又防止术后上唇高度过长。 定点的同时参考

健侧鼻底的宽度,使双侧鼻底达到术后等宽,保证鼻

孔对称,防止术后鼻孔畸形。 勿行鼻底横切口,保留

原有的鼻槛结构,使两侧鼻翼的形态一致,进一步减

少手术损伤,避免鼻底横行瘢痕,方便二期手术矫

治。 注意非裂隙侧鼻小柱和鼻翼的位置,应将鼻小

柱及裂隙侧鼻翼基底的异常附丽充分离断,切断上

唇系带,增加上唇活动度。 强调口轮匝肌的解剖对

位,有效地恢复口轮匝肌连续性及功能,使鼻小柱和

鼻翼恢复到与非裂隙侧相对应,达到术后外形对称,
即患侧鼻翼基底恢复到正常生理解剖位。 不做口轮

匝肌的广泛分离,缝合时将患侧口轮匝肌缝比健侧

肌肉稍高,使术后形成的瘢痕与健侧人中嵴一样凸

起。 术后常规应用瘢痕贴、硅胶鼻孔成形模 3 ~ 6 个

月,可保持手术的效果,还可引导鼻翼软骨的发育。
该术式定点相对固定,解剖标志明显,变化小,

初学者易于掌握。 弧线切口与小三角瓣结合的手术

方法设计简单,组织损伤小,节约手术与麻醉时间,
减少手术风险。 25 例术后效果均良好,患者及家长

满意度高。 由于此术式组织损伤小、去除的组织相

对少,即使术后效果不理想,二期手术矫治也相对

容易。
[ 参 考 文 献 ]

[1] 摇 王炜. 整形外科学[M].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653 - 657.

[2] 摇 罗慧夫. 单侧唇裂修复术[M]. 台北:罗慧夫颅颜基金会出版

社,2000:31 - 41.
[3] 摇 李增健,张斌,王超,等. 单侧不完全性唇裂改良修复术[ J] . 中

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2010,21(7):396 - 398.
[4] 摇 丁常春,陈传俊,陈晓阳,等. 改良 Millard 法修复单侧不完全性

唇裂[J] . 中国临床保健杂志,2009,12(1):28 - 29.

533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5 年 3 月第 40 卷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