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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唇冠状切面与常规三切面加特殊切面法超声

在胎儿唇腭裂筛查中的应用

王薇薇,方建强,赵维安

[摘要]目的:探讨鼻唇冠状切面及常规三切面加特殊切面法超声在胎儿唇腭裂畸形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对 2 530 例胎

儿的唇腭部进行超声筛查,包括鼻唇冠状切面组 1 000 例(A 组),常规三切面加特殊切面法 1 530 例(B 组);将检查结果与出

生儿检查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A 组漏诊率和符合率分别为 40. 00% 、60. 00% ,B 组漏诊率和符合率分别为 4. 76% 、95. 24% 。
产前超声声像表现上唇皮肤连续性中断的发生率为 84. 38% ,均明显高于上牙槽突裂、上腭连续性回声中断及鼻孔塌陷的发

生率(P < 0. 01)。 结论:常规三切面加特殊切面法能更准确地诊断胎儿唇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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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ingle nasolabial coronal section and conventional three
section combined with special cross section in the screening of cheilopalatoschisis

WANG Wei鄄wei,FANG Jian鄄qiang,ZHAO Wei鄄an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Xianyang Central Hospital,Xianyang Shanxi 71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ingle nasolabial coronal section and conventional three section combined
with special cross section in the screening of cheilopalatoschisis. Methods:Among 2 530 foetuses,the nasolabial coronal section in
1 000 cases(group A) and conventional three section combined with special cross section in 1 530 cases(group B) were detected using
ultrasound. The results of whose were compared with neonates. Results:The rates of misdiagnosis and consistent in group A and group B
were 40. 00% & 60. 00% ,and 4. 76% & 95. 24% ,respectively. Prenatal sonographic manifestations show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upper
lip skin discontinu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alveolar cleft,palate discontinuity echo and nose collapse(P < 0. 01).
Conclusions:The conventional three section combined with special cross section can accurately diagnose the fetal cheilopalatoschisis.
[Key words] ultrasonic diagnosis;cheilopalatoschisis;nasolabial coronal section;three section combined with special cross section

摇 摇 唇腭裂是较为常见的一种颜面部畸形,包括唇

裂、腭裂、唇腭裂 3 种[1]。 以往常用的筛查方法是鼻

唇冠状切面法,但是这种方法的负荷率较低,尤其对

于单纯腭裂的检出率非常低,仅仅达到 5%左右[2]。
由于唇腭裂新生儿无法正常吸吮母乳及饮水,严重

影响成长发育,且畸形会随着患儿的生长发育而发

生变化,通常唇腭裂患者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因此提高唇腭裂胎儿筛查

的准确性非常重要。 常规三切面加特殊切面法与鼻

唇冠状切面法相比,筛查的结果更为准确[3]。 为了

探讨这一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我们总结了 2 种筛

查方法的超声声像图的特点,并与新生儿面部检查

结果进行比较,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08 年 4 月至 2014 年 1 月于我科

行产前超声检查的孕妇 2 530 例,经孕妇同意,随机

分为鼻唇冠状切面组 1 000 例(A 组)和常规三切面

加特殊切面法 1 530 例(B 组)进行唇腭裂筛查。 A
组年龄 19 ~ 43 岁,孕 19 ~ 36 周;B 组年龄 20 ~
45 岁,孕 18 ~ 36 周。 2 组孕妇年龄、孕周等一般资

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 摇 方法 摇 所用仪器为 GE Voluson E8、GE鄄L9,
IE33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仪,探头频率 4. 5 ~
9. 0 MHz。 软件以及超声工作站为麦迪克斯产前超

声检查系统。
A 组采用鼻唇冠状切面法进行颜面部畸形超声

筛查。 B 组采用常规三切面加特殊切面法,即鼻唇

冠状切面、唇水平横切面及颜面部正中矢状切面三

切面,如果发现胎儿唇部异常,需要增加特殊切面加

以筛查,包括:(1)下唇或者下颌矢状切面和冠状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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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硬腭裂直接征象显示的有效切面,出现腭裂时

硬腭的回声会出现连续性中断;(2)通过面额部斜

横切面及梨状孔硬腭斜冠状切面对胎儿颜面、唇部

的异常表现和强回声腭的连续性进行观察,上腭连

续性回声出现中断时,可以经此切面从鼻腔对舌的

运动进行观察,会发现舌在口腔与鼻腔之间往复运

动。 要求对每例胎儿进行口唇部检查切面存 3 幅图

左右,超声检查后随访直至产后 1 个星期,胎儿出生

后进行颜面部检查,将检查结果与产前超声检查进

行比较。
1. 3摇 观察指标摇 观察鼻唇冠状切面与常规三切面

加特殊切面法超声筛查方法的符合率、漏诊率以及

唇腭裂胎儿产前超声检查异常的声像图表现。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2 组胎儿产前超声检查和出生后检查唇腭裂

结果比较摇 2 组胎儿产前超声检查和出生后检查唇

腭裂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A 组的漏

诊率和符合率分别为 40. 00% 、60. 00% ,B 组漏诊率

和符合率分别为 4. 76% 、95. 24% (见表 1)。

摇 表 1摇 2 组胎儿产前超声检查和出生后检查唇腭裂结果的

比较[n;百分比(% )]

分组 n
产前超声

检出唇腭裂

出生后

证实唇腭裂

产前超声检查

符合率 / %

A 组 1 000 6(0. 60) 10(1. 00) 60. 00

B 组 1 530 20(1. 31) 21(1. 37) 95. 24

合计 2 530 26(1. 03) 31(2. 37) 83. 87

字2 — 2. 97 0. 69 —

P — >0. 05 > 0. 05 —

2. 2摇 唇腭裂胎儿唇部畸形类别及不同扫查切面超

声的异常表现摇 产前超声声像表现上唇皮肤连续性

中断发生率为 84. 38% ,均明显高于上牙槽突裂发生

率 50. 00%、上腭连续性回声中断发生率 40. 63% 及

鼻孔塌陷的发生率 40. 63%(P <0. 01)(见表 2、3)。

3摇 讨论

摇 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2 530 例胎儿经过产前超声检

查发现唇腭裂 26 例,出生后检查唇腭裂畸形 31 例,
A 组的漏诊率和符合率分别为 40. 00% 、60. 00% ,B
组漏诊率和符合率分别为 4. 76% 、95. 24% ,与文

献[4]报道符合,由此可见,与鼻唇冠状切面法相比,
常规三切面加特殊切面法的符合率更高,更具有临

摇 表 2摇 32 例唇腭裂胎儿产前超声检查的异常表现[n;百分

比(% )]

唇腭裂类别 n
上唇皮肤

连续性中断

上牙槽

突裂

上腭

回声中断

鼻孔

塌陷

单侧唇裂 14 11(78. 57) 0(0. 00) 0(0. 00) 0(0. 00)

单侧唇腭裂 12 10(83. 33) 10(83. 33) 10(83. 33) 10(83. 33)

双侧唇裂 3 3(3 / 3) 3(3 / 3) 0(0 / 3) 0(0 / 3)

双侧唇腭裂 2 2(2 / 2) 2(2 / 2) 2(2 / 2) 2(2 / 2)

中央唇腭裂 1 1(1 / 1) 1(1 / 1) 1(1 / 1) 1(1 / 1)

合计 32 27(84. 38) 16(50. 00) 13(40. 63) 13(40. 63)

表 3摇 各种异常结果表现比较(n)

上唇皮肤

连续性中断

上牙槽突裂

有摇 无摇 合计摇
上颚连续性回声中断

摇 有 摇 无摇 合计

鼻孔塌陷

有摇 无 摇 合计摇

有 14 13 27 12 15 27 12 15 27

无 2 3 5 1 4 5 1 14 5

合计 16 16 32 13 19 32 13 19 32

字2 6. 67 10. 56 10. 56

P <0. 01 < 0. 01 < 0. 01

床应用的价值。 鼻唇冠状切面法仅可以有效确诊唇

裂,对于腭裂的确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评价出

胎儿是否为唇裂合并腭裂[5 - 6]。
行常规三切面加特殊切面筛查法,如果怀疑胎

儿唇裂,通过横切面、冠状切面及矢状切面即可显示

胎儿唇部,若胎儿两个以上正交切面均显示唇裂特

征则可确诊胎儿唇裂;同时可以通过唇横切面显示

单纯唇裂、经口唇或者下颌向上扫查可显示唇腭裂、
向下扫查获得经口唇或下颌的矢状切面、斜冠状切

面或者经梨状孔硬腭的斜冠状切面,直接显示硬腭

征象。 由于这些特殊切面在诊断腭裂过程中可对腭

和腭裂裂口直接显示,所以对显示硬腭、硬裂腭及上

牙槽而言,这些特殊切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7 - 9]。
出现产前超声检查唇腭裂漏诊的主要因素有:

(1)唇裂裂口深度没有达到胎儿的口腔内黏膜层,
胎儿黏膜层连续[10];(2)患病胎儿上唇前部羊水较

少,且上唇呈带状中等连续回声,很难通过上牙槽突

横切面扫查进行确诊;(3)胎儿不仅存在唇腭裂,且
患有其他系统畸形,因为其他畸形更为显著而使检

查人员疏忽了口唇部筛查[11]。 本研究唇腭裂胎儿

产前超声声像表现上唇皮肤连续性中断的发生率为

84. 38% ,明显高于上牙槽突裂、上腭连续性回声中

断及鼻孔塌陷的各发生率,表明胎儿唇腭裂畸形的

主要超声表现是上唇皮肤连续性中断,因此在筛查

的过程中应当密切关注各种异常现象,减少漏诊的

可能。 唇腭裂的致病因素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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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妊娠期内分泌异常、食物中营养缺乏、病毒感染等

是其主要的发病原因[12]。 为了预防唇腭裂的发生,
孕妇在妊娠期应该摄取各种营养,避免挑食,保证充

分摄入钙、铁、磷及维生素;还应该调整好情绪,通过

听音乐等方式缓解紧张的精神状态;禁止服用抗惊

厥药及安眠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吸烟、酗酒

并避免放射线、微波的辐射等[13 - 14]。
综上所述,为了筛查胎儿唇腭裂而进行产前超

声检查时不宜采取单一鼻唇冠状切面法,采用常规

三切面加特殊切面法更能精准地检查胎儿的唇腭

裂,可减少漏诊,尤其是对唇腭部复合畸形胎儿的检

查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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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异常包括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异常,超声诊断的

基础主要是胎儿形态学的改变。 形态改变大,则产

前诊断率较高;改变小或无改变则诊断率较低,某些

功能方面出现的异常亦不容易做出诊断,且孕妇过

胖导致皮下脂肪层增厚、胎儿过大、羊水过少、胎位

不正等而影响诊断的准确率也可能下降,所以即使

是四维超声检查也不可能发现所有的胎儿畸形,这
也是四维超声需要继续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综上所述,联合超声检查胎儿畸形已成为产前

诊断的首选工具,二维超声探头轻巧,便于操作,成
像速度快,且具有全面成熟的理论支持和完善的切

面图像,在胎儿畸形的检查中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10],而四维超声能够连续动态显示胎儿在宫内

的活动,并且准确直观显示胎儿体表形态结构及骨

骼系统,包括少见的、轻微的畸形。 因此,在实际工

作中,应充分发挥二维超声、四维超声检查的各自优

势,进行优势互补,为产前胎儿畸形的诊断提供更

多、更准确的依据,联合超声检查能有效提高胎儿畸

形诊断的准确率对实现优生优育,降低出生缺陷胎

儿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有重要意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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