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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唇腭裂的影像学特征分析

张翠红,张学珍

[摘要]目的:总结二维超声的三平面正交法及三维超声在胎儿唇腭裂检查中的影像学特征,提高唇腭裂的产前诊断率。 方

法:应用颜面部三平面正交法(横切、冠状切及矢状切三平面相互垂直)及三维超声对 12 522 例胎儿面部进行扫查,三个面上

影像学特征比较分析,并追踪随访与产后结果对照、分析。 结果:68 例唇腭裂,产前超声诊断 67 例,诊断率 98. 5% ,横切面显

示 63 例(92. 6% ),鼻唇冠状切面显示 64 例 (94. 1% ),矢状切 /旁矢状切面显示 44 例 (64. 7% ),三维成像显示 56 例

(82. 3% )。 结论:二维三平面正交法及三维超声在诊断胎儿唇腭裂中有独特的影像学特征,能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值得广泛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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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fetal cleft lip and palate
ZHANG Cui鄄hong,ZHANG Xue鄄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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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鄄dimensional ultrasonography and three鄄plane orthogonal
method for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nography in the examination of fetal cleft lip and palate,and improve the prenatal diagnosis rate of
cleft lip and palate. Methods:A total of 12 522 fetal faces were scanned using three鄄plane orthogonal method( cross鄄section,coronal
incision and sagittal incision) and three鄄dimensional ultrasonography.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three plan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and the results of postpartum and following鄄up were analyzed. Results:Among 68 cases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the prenatal ultrasound diagnosis in 67 cases was identified,and the diagnosis rate of which was 98. 5% . Sixty鄄three(92. 6% ),
64(94. 1% ),44 (64. 7% ) and 56 (82. 3% ) cases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were showed in the cross section,coronal section of
nasolabial,sagittal section / parasagittal section and three鄄dimensional imaging,respectively. Conclusions: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fetal cleft lip and palate using three鄄plane orthogonal method and three鄄dimensional ultrasonography are special,which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and is worthy of wide application.
[Key words] ultrasonic diagnosis;fetal cleft lip and palate;three鄄plane orthogonal method;imaging characteristics

摇 摇 唇腭裂是胎儿颜面部最常见的畸形,占胎儿所

有先天性畸形的 9% ~ 14% ,且在不同种族中发病

率也存在一定差异。 我国报道的胎儿唇腭裂的发生

率为 0. 18% [1]。 唇腭裂不仅影响患儿容貌的美观,
而且因面部结构发育异常可导致新生儿的吞咽、吸
吮、发音等生理功能受损,而致患儿身心发育不良给

患儿及家庭、社会带来沉重负担[2],且约 30% 的唇

腭裂、单纯唇裂,50%的单纯腭裂合并与染色体异常

高度相关的遗传综合征。 因此,产前超声准确地诊

断胎儿唇腭裂对降低人口出生缺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对 12 480 例孕妇(12 522 例胎儿)进行中 /晚
孕期超声筛查并随访,确诊 68 例唇腭裂患儿;通过

对这 68 例唇腭裂患儿的超声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
总结胎儿唇腭裂畸形在颜面部三平面正交法(横

切、冠状切及矢状切面)及三维超声的影像学特征。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

在我院产前诊断中心超声诊断组接受中 /晚孕期超

声筛查的 12 480 例孕妇 (包括 12 522 例胎儿)的检

查资料。 追踪随访至足月产或引产,确诊唇腭裂 68
例,发生率为 0. 54% 。 此 68 例孕妇年龄 18 ~ 43 岁;
孕 16 + 4周至 34 周。 对这 68 例患儿产前筛查时的颜

面部横切、冠状切、矢状切面及三维超声图像及孕妇

相关信息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
1. 2摇 方法摇
1. 2. 1 摇 仪器设备 摇 三星鄄WS80A 型及东芝鄄790 型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二维凸阵探头,频率 1. 5 ~
5. 5 MHz,三维容积探头频率 1. 5 ~ 7 MHz。
1. 2. 2摇 检查方法 摇 孕妇仰卧位(必要时侧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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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置于孕妇前腹壁扫查胎儿。 根据胎头及脊柱位

置判定胎方位及胎儿左、右。 然后按一定顺序对胎

儿行系统超声检查,扫查胎儿各系统、进行生物学测

量、估测胎儿孕周及胎重并保存至工作站。 (1)用

二维探头横切、矢状切及冠状切三平面正交扫查胎

儿颜面部:探头置于胎儿面部正前方以鼻尖水平横

切面为起始向下依次扫查上牙槽突、上唇水平、下唇

水平、下牙槽突水平横切面;转动探头取胎儿面部正

中矢状切面扫查,胎儿侧面像呈“S冶形曲线,声束向

左或右平移至旁矢状切面扫查;然后探头旋转 90毅
并倾斜,使鼻、唇冠状切面清楚显示。 (2)三维超声

扫查:将三维容积探头放在胎儿面部,于矢状位保持

不动,借助 4D 容积采集框收集容积数据,分析容积

数据合成胎儿颜面部的表面成像,观察胎儿双唇连

续性[3]及面部整体结构,完成更直观、立体的颜面

部成像。

2摇 结果

2. 1摇 三平面及三维成像上的影像学特征摇 横切面

上:单纯唇裂表现为上唇单侧或双侧回声连续性中

断,单侧唇裂伴腭裂除唇裂征象外,上牙槽呈“错
位冶征象(见图 1),双侧唇裂伴腭裂表现为双侧上唇

及上牙槽突回声连续性中断,中央唇腭裂表现为上

唇及上腭正中部连续性中断。 冠状切面:单纯唇裂

表现为上唇单侧或双侧回声中断(见图 2),单侧唇

腭裂表现为单侧上唇回声中断,患侧鼻翼塌陷,双侧

鼻孔不对称;双侧唇裂伴腭裂表现为鼻下方可见前

向突出的颌骨前突(见图 3);中央唇腭裂表现为上

唇及上腭正中部连续性中断,裂口宽大(见图 4)。
矢状切面:单纯唇裂表现为旁矢切面裂口处上唇回

声消失(见图 5),单侧唇裂伴腭裂表现为腭连续中

断,鼻腔口腔相通(见图 6);双侧唇腭裂表现为鼻下

方明显的颌骨前突;中央唇腭裂表现为颜面部曲线

形态失常,裂口处上唇回声消失(见图 7)。 三维超

声成像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唇腭裂裂口的位置、
深度及对鼻的影响可提供直观立体的影像(见图

8 ~ 9)。
2. 2摇 三平面及三维图像的诊断符合率摇 横切面显

示率为 92. 6% (63 / 68),鼻唇冠状切面显示率为

94. 1% (64 / 68),正中矢状切 / 旁矢状切面显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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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7% (44 / 68),三维成像显示率为 82. 3% (56 / 68)
(见表 1)。

表 1摇 68 例唇腭裂产前超声三平面及三维扫查结果

检查方法 显示例数 唇 / 腭正常 唇 / 腭异常

三平面正交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横切面 67 4 63

正中矢状切 / 旁矢状切面 63 19 44

鼻唇冠状切面 68 4 64

三维成像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61 5 56

3摇 讨论

摇 摇 唇腭裂是胎儿最常见的颜面部畸形,胎儿一经

出生,便可准确无误地呈现。 为减少假阳性与假阴

性,本研究采用三平面正交法[即横切面、冠状切

面、矢状切面(包括正中矢状切和旁矢状切)三平面

相互垂直扫查]结合三维表面成像检查从不同角

度、不同切面判断唇及腭是否完整、连续。 单纯唇裂

在胎儿颜面部的横切和冠状切面上最清楚,表现为

一侧或双侧上唇连续性中断,中断处为无回声暗带;
矢状切面显示为在裂口处上唇回声消失。 单侧唇裂

合并腭裂时除唇裂征象外,横切面上颌骨牙槽突回

声的连续性中断,正常强回声的弧线消失,裂口内侧

牙槽突前向突出,裂口外侧牙槽突相对后缩,内外侧

牙槽突不在同一水平线,而呈现“错位冶征象[4];冠
状切面可见患侧鼻翼塌陷,双侧鼻孔不对称;矢状切

腭连续中断,鼻腔口腔相通。 双侧唇裂伴腭裂时横

切面上双侧上唇与牙槽突连续性均中断,冠状切面

在鼻的下方可显示一明显前突的强回声块,悬挂于

两鼻孔之间,鼻孔显示不清,这一结构称为颌骨前

突,颌骨前突在正中矢状切面上显示最明显[5]。 中

央唇腭裂常发生在前脑无裂畸形和中部面裂综合征

中,横切和冠状切面上表现为上唇及上腭正中部连

续性中断,裂口多宽大,正中矢状切面表现为颜面部

S 曲线形态失常,裂口处上唇回声消失[4]。 中央唇

腭裂多伴面部其他结构如鼻、眼的异常,本次研究中

中央唇腭裂 5 例,均为前脑无裂畸形的伴发表现,其
中 2 例合并眼距窄,1 例合并独眼,4 例合并无鼻畸

形。 不伴唇裂和牙槽突裂的单纯继发腭裂在常规三

切面上难以显示,有学者采用某些特殊切面如斜横

面法、通过梨状孔向后下等切面扫查可显示单纯腭

裂。 但这些特殊切面对胎儿的体位要求较高,且依

赖于操作者丰富的经验及熟练的扫查手法[6],在产

前筛查时不能常规应用。 三维超声主要是在二维超

声的三平面联合应用的基础上,为胎儿颜面部畸形

拓展了研究空间,是二维超声的有益补充[7]。 它是

通过采集多个切面的容积数据进行体表重建的立体

成像,能够提供更细微的面部结构特征,以及相互间

的空间关系,特别是唇腭裂的程度、单侧裂时左右的

辨别及对鼻立体形态的改变,使图像更直观形象,一
目了然。

三平面中的鼻唇冠状切和横切扫查是胎儿颜面

部筛查的基础,亦是唇腭裂数据测量的基础,矢状切

(包括正中矢状切及旁矢状切)面能获得唇部、硬腭

部更全面的信息,特别是伴腭裂时对鼻的影响,如双

侧唇腭裂时的颌骨前突更是其典型特点。 任何一种

检查都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次研究 68 例唇腭裂患儿

中横切面显示率不同。 因二维超声图像质量受孕妇

腹壁脂肪层厚度、孕妇腹壁瘢痕、羊水量等影响使鼻

唇冠状及横切面难以完美显示。 三维超声对胎儿体

位要求更高,需要胎儿面部有充足羊水衬托且避开

自身肢体遮挡。 分析本次研究中部分唇腭裂存在三

切面及三维成像未能清楚显示的原因如下:孕周太

小唇部显示不清、胎儿过大胎位固定无法显示标准

切面、羊水过少或颜面部无充足羊水衬托、胎儿肢体

遮挡。 胎儿颜面部于妊娠 14 周时发育完成,在妊娠

21 ~ 28 周胎儿器官结构已基本发育完成,颜面部结

构已较丰满,同时羊水量适中,胎位尚未固定,胎儿

在宫内的可活动范围相对较大,鼻唇的正交三切面

及三维表面成像更容易探及,图像相对更清晰,故此

孕周内对胎儿行产前超声筛查对唇腭裂等畸形的检

出率较高[8]。 关于唇腭裂的病因,目前尚无明确意

见,但多数认为与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有关,遗传因

素主要包括家族史及不良孕产史,环境因素主要包

括孕妇在妊娠早期用药不当、营养不良、感染、酗酒、
抽烟、胎儿父母双方的职业等因素密切相关[9]。 在

对孕妇进行产前超声检查时,如果发现孕妇存在以

上高危因素,应引起重视,多角度、全方位扫查。 检

查过程中如遇胎儿体位不佳,如面部紧贴宫壁、脐带

或肢体遮挡,可指导孕妇左右翻身,或用探头轻推孕

妇腹部,或嘱孕妇活动 15 ~ 30 min 待胎儿体位变动

时再检查。
综上所述,唇腭裂当前发病率较高,虽为非致死

性畸形,但给病人及家庭、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在产

前如能获得该病的明确诊断则意义重大[10]。 三切

面正交和三维超声联合应用在唇腭裂的产前诊断中

有其独特的影像学特征,能有效提高唇腭裂的产前

(下转第 9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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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有关。 子痫前期,孕妇胎盘血管异常,可引起血

管内皮细胞激活、血小板黏附、同时产生大量毒性因

子,最终形成微血栓。 PLT、PDW 及 MPV 是反映血

小板功能的重要指标,同时 MPV 是反映血小板活化

的指标,本研究发现,子痫前期组与对照组的 PDW
和 MPV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DW 在对照组

与重度子痫前期组之间差异较大,轻度与重度子痫

前期组之间无差异。 MPV 在对照组与轻度子痫前

期组、对照组与重度子痫前期组之间有较大差异,这
与 CINTESUN 等[8]研究结果相同。

近几年有报道称 RDW鄄CV 与炎症及血栓相

关[9]。 炎症时,铁代谢受损,进而影响红细胞寿命,
增加的未成熟红细胞进入血液循环造成 RDW鄄CV
值的增大。 但目前关于 RDW鄄CV 与子痫前期之间

有无相关性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10 - 11]。 本文统计

结果显示 RDW鄄CV 在正常妊娠与发生子痫前期的

孕妇之间无差异。 但也可能是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数

量不大,且未对孕妇体内铁、维生素 B12含量进行评

估等原因造成。
有研究指出孕妇年龄逸35 岁是子痫前期发生

的独立危险因素[12],本文中对照组与子痫前期组之

间的年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高龄孕妇应当

注重加强产前检查,尽早发现并实施临床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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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在大力倡导优生优育的今天有着重要的临

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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