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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软骨移植在鼻尖整形修复中的应用☆
王 璐，刘林嶓，朱 莹，陈旻静

Application of fetal cartilage grafts in the reshaping of the nasal tip
Wang Lu, Liu Lin-bo, Zhu Ying, Chen Min-jing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fetal cartilage have the advantages of rich source, soft, easy to cut, low rejection and higher survival rate,
so it is widely used in cartilage tissue repair.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fetal cartilage grafts on the reshaping of the nasal tip.
METHODS: Eighty-four cases of patients were selected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because of nasal tip deformity between
January 2008 and January 2011. Nasal tip deformity was reshaped with fetal cartilage grafts in all patients.
RESALTS AND CONCLUSION: Eighty-four patients had good wound healing with no infection, no obvious rejection, no
discomfort, no fever, no thinning and red of the nasal tip skin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The morphology of the nasal tip was
natural and beautiful. The nasal tip extent, projection, angle between the lower lob of the nasal tip and columella, the ratio of
nasal tip high and nose length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ostoperative effect; the redress rate was above 96%. All pati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The morphology of the nasal tip reshaped with fetal cartilage grafts is natural, and beautiful. Fewer
symptoms, small injury and low rejection occur.
Wang L, Liu LB, Zhu Y, Chen MJ. Application of fetal cartilage grafts in the reshaping of the nasal tip.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2;16(5): 823-826.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
背景：胎儿软骨具有来源丰富、取材和冷存方便、质软、易剪裁、排斥反应小、成活率高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软骨组织修
复。
目的：观察胎儿软骨移植在鼻尖整形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于 2008-01/2011-01 利用胎儿软骨移植改善 84 例鼻尖形态不佳患者的鼻尖形态。
结果与结论：84 例患者术后切口均愈合良好，无感染，无明显排斥反应，患者无不适及发热症状，无鼻尖部皮肤变薄，鼻
尖发红等并发症发生，鼻尖形态自然美观。术后通过鼻尖宽度、鼻尖表现点、鼻尖下叶与鼻小柱形成的后旋角、鼻尖高与
鼻长的比例 4 方面对患者的矫正程度进行品评价，矫正率均达到 96%以上，患者均感满意。说明用胎儿软骨移植重塑的鼻
尖形态更生动、自然，并发症少，损伤小，排斥反应小。
关键词：胎儿软骨；移植；鼻尖整形；鼻美学；鼻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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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良好的效果。文章探讨了鼻尖的美学评价、
0 引言

鼻尖整形材料的优缺点、胎儿骨的生物学特征，
从而分析了胎儿软骨移植在鼻尖整形中应用的

随着人们对美容要求的提高，要求进行鼻

临床效果。

部整形者越来越多，隆鼻成为常见的美容手术
之一。在人体的外观形态中，鼻位于面部的中

1

对象和方法

央，它有制约五官的作用，其形态好坏对一个
人容貌的美丑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鼻尖的美是
[1]

鼻部整体美的关键 。目前应用于鼻尖整形的材
料为人工合成材料和其他生物材料，它们易发
生并发症和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而胎儿软骨

设计：自身对照观察。
时间及地点：病例来自2008-01/2010-01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
对象：

来源丰富，不增加受术者痛苦，取材和冷存方

纳入标准：①鼻尖低平、圆钝、圆隆上旋、

便，排斥反应小，成活率高，同时又由于其细

低垂者。②鼻小柱短小者。③鼻小住内陷者。

小、质软，易剪裁，克服了其他骨代用品的种

④对治疗方案均知情同意，且得到医院伦理道

种缺点。2008-01/2011-0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德委员会批准者。

医院整形外科对求美者利用胎儿软骨移植来改
善鼻尖形态84例，经6个月~3年的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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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①鼻尖低平，鼻翼软骨发育尚可，

通过缝合内侧角可行成鼻尖支架者。②鼻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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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或手术切口附近有皮肤炎症者及其他部位

间脚，来抬高、缩小鼻尖，稳固鼻尖的支撑结

有感染病灶。③患有免疫系统或造血系统的疾

构，将软骨移植物凸面朝上缝合于鼻翼软骨的

病及心、肝、肾等重要脏器有病变者。④精神

鼻尖位置；鼻尖上旋的患者要充分剥离鼻翼软

疾病或不切实际的要求的手术者。

骨外侧脚表面软组织，使鼻翼软骨外侧脚充分

纳入鼻尖形态不佳者84例，其中男6例，

松解，来部分缓解鼻尖上旋的表现，然后将软

女78例，年龄19~38岁，平均28.5岁。患者表

骨移植物缝合于鼻翼软骨的鼻尖位置；鼻尖低

现为鼻尖低平、圆钝、圆隆上旋、低垂、鼻小

垂的患者用6-0可吸收线缝合两鼻翼软骨中间

柱短小，鼻小住内陷。

脚在鼻尖上叶张开处，并将其缝合于中隔软骨

材料：

的中隔前角及侧鼻软骨处，这样可是使鼻尖的位

胎儿软骨：自备胎儿软骨、医用组织库捐献

置上提，也可部分抬高鼻尖的高度。缝合两鼻翼

的合格供体软骨组织，来自6~8个月终止妊娠

软骨中间脚的位置应根据情况而定，位置不宜过

的胎儿。孕妇无传染病史，胚胎HBsAg阴性。

低。然后将软骨移植物缝合于鼻翼软骨的鼻尖位

采用消毒、体积分数75%乙醇浸泡、冷冻等特

置调整软骨组织正好位于鼻尖部，缝合切口时均

殊加工制备而成，排斥反应轻微，柔韧似鼻尖

保持鼻小柱处皮肤无张力，对于鼻小柱较短的患

软骨。产妇自愿捐献。

者可以采用“V-Y”推进缝合，延长鼻小柱。

可 吸 收 线 缝 ： 为美国强生公司生产(薇乔

术后处理：清洁术区，鼻部切口涂抹红霉素

6-0)，具有良好组织相容性，无毒性及不良反

油膏，口服抗生素及地塞米松3 d，术后7 d拆

应，通过水解逐渐吸收，能与软骨组织牢固连

线，2个月复诊，术后随访6个月~3年。

接，缝线植入后4周才逐渐失去原有张力，在
56~70 d才被完全吸收。

主要观察指标：切口愈合情况，有无感染，
有无渗液，有无明显排斥反应，患者无不适及

方法：

发热症状，有无鼻尖部皮肤变薄，鼻尖发红等

设计切口：常规检查，充分与患者沟通，清

并发症发生及鼻尖形态。
根据美学标准：鼻尖的宽度(6~8 mm)、鼻

洁鼻腔，标记鼻中线、鼻根部“黄金点”
，选用
开放性鼻前庭鼻小柱飞鸟状切口划标记线。
麻 醉 ： 以 0.5% 利 多 卡 因 加 肾 上 腺 素
4

(1∶20×10 )鼻部术区皮下浸润麻醉。

尖表现点(突出)、鼻尖下叶与鼻小柱形成的后旋
角(适中为50°~60°)、鼻尖高与鼻长的比例(1/2)
四方面对术后患者的矫正程度进行评价。

胎儿软骨的采集和贮存：取胎儿，引产娩出

后用无菌巾包扎，2 h内取软骨，将娩出的胎儿

2

结果

用清水反复冲洗，2%碘酊、体积分数75%乙醇
消毒，在无菌条件下操作，切取四肢软骨及肋

2.1

软骨，去除骨膜及其他附着组织，如果移植立

析，无脱落。

参与者数量分析

84例患者均进入结果分

即进行可将胎儿软骨雕刻成帽状，软骨膜面朝

2.2

外，边缘修剪菲薄，置入消毒盒内，加入500 mL

好，无感染，无明显排斥反应，患者无不适及

生理盐水及庆大霉素24×104 U，放入4 ℃冰箱

发热症状，无鼻尖部皮肤变薄,鼻尖发红等并发

备用即可。对骨库长期保存者，目前大多采用

症发生,鼻尖形态自然美观。通过对术随访6个

体积分数75%乙醇浸泡，贴好标签，注明胎儿

月~3年，患者鼻尖宽度、鼻尖表现点、鼻尖下

的月龄及取骨时间，置于2~4 ℃冰箱内保存。

叶与鼻小柱形成的后旋角、鼻尖高与鼻长的比

随访结果

84例患者术后切口均愈合良

手术过程：11号尖刀沿美蓝标记切口线切开

例四方面对患者的矫正程度进行评价，矫正率

皮肤，眼科小剪刀在鼻尖范围内于鼻翼软骨表

均达到96%以上，所有就医者于术后接受随访

面充分剥离，鼻尖圆钝的患者若鼻尖两顶间距

均感满意。

离<10 mm，可直接将软骨移植物凸面朝上缝

患者鼻尖矫正程度评价情况：

合于鼻翼软骨的鼻尖位置；若鼻尖两顶间
距>10 mm，在剥离鼻尖部鼻翼软骨表面组织

病例数

矫正率(%)

时要注意，两侧鼻翼软骨内侧脚及中间脚之间

鼻尖宽度(6~8 mm/8~10 mm)

81/3

96.4

存在脂肪结缔组织，在此处将脂肪结缔组织剥

鼻尖表现点(突出/不明显)

81/3

96.4

离出来形成一个蒂在上方的脂肪结缔组织瓣。

后旋角(适中/不明显)
鼻尖高度(鼻长的 1/2/过高或低)

82/2
83/1

97.6

P.O. Box 1200, Shenyang

110004

6-0可吸收线水平褥式缝合两侧的内侧脚及中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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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典型病例分析 28岁女性患者，鼻尖低平，随访3
年，植入后鼻尖形态自然美观，见图1，2。

www.CRTER.org

改善鼻尖的外形，使其表现点更突出。
鼻尖的美学评价：整形外科最普通和实用的方法是
大体观察鼻尖的轮廓是否自然、均匀、清晰和柔和，它
与鼻部的其他结构是否协调对称。鼻尖表现点，由两侧
鼻翼软骨的穹隆顶部在皮肤的投影点和鼻尖上点、鼻尖
下点(或鼻小柱点)共同构成[1]，正面的宽度6~8 mm，鼻
尖表现点使鼻尖立体而自然生动。Sheen[3]从三维角度
给鼻尖定下了4个标记点：鼻尖上点、左鼻顶、右鼻顶、
鼻小柱-鼻尖交界点。这4点共同构成了立体的鼻尖形

a: Anteroposterior view

b: Right lateral view

状，连接上述四点及两顶点就形成了鼻尖上叶和鼻尖下
叶上下两个等腰三角形。理想的鼻尖形态表现为两顶间
距离为5.0~6.0 mm[4]，鼻尖上叶三角高为6 mm，鼻尖
下叶三角高为10 mm，鼻尖点位于该区域的最高点，鼻
尖高应为鼻长的1/2，侧面观鼻，鼻背与鼻小柱夹角为
85°~90°，鼻尖后旋角即鼻尖下叶所在平面与鼻小柱的
延长线之间的夹角，通常在50°~60°之间[5]，若沿鼻尖点

c: Left lateral view

Figure 1
图1

Preoperative conditions of a female patient with
nasal tip deformity
女性鼻尖形态不佳患者术前表现

及鼻尖-鼻小柱折角(即鼻尖正面观的最下缘)分别做平
行水平线，则双侧鼻孔上缘的连线应恰好将此线间距离
平分，且平行于上述任意一条线[6]。Rohrich等[4]认为鼻
尖两顶之间的距离若大于6 mm就表现为球形鼻尖，即
鼻尖圆钝；若鼻背与鼻小柱夹角小于85°表现为鼻尖低
垂、而该角度大于90°则表现为鼻尖上旋[7]；若鼻尖高度
小于鼻长的1/2被认为鼻尖过低[8]。因此，作者对术后患
者鼻尖宽度、鼻尖表现点、鼻尖下叶与鼻小柱形成的后
旋角、鼻尖高与鼻长的比例4方面对患者的矫正程度进
行评价。
胎儿软骨排斥反应十分轻微：胎儿组织尚未具备明

a: Anteroposterior view

b: Right lateral view

显的生物学特征，血型不定型，免疫系统处于不成熟状
态，骨中大多为不成熟的骨细胞，因而免疫性低[9-10]；
软骨内含有基质，基质对软骨细胞起着保护性屏障作
用，当基质完整时，软骨不会与机体的淋巴细胞和浆细
胞接触，也不会起任何反应[11]，文雪平等[12]已将其成功
应用于关节移植。胎儿骨大多用体积分数75%乙醇浸泡

c: Left lateral view

Figure 2
图2

Follow-up condition of a nasal tip deformity patient at
3 yr after reshaped with fetal cartilage grafts
女性鼻尖形态不佳患者胎儿软骨移植后 3 年随访表
现

保存，抗原组织基本上已经被灭活，又经过低温处理后,
其免疫性更弱[13]，这一点也被谢春韶等[14]证明。胎儿骨
最长保存时间为2年。而成人异体骨则不同，免疫性高，
排斥反应重，需采用深低温冷冻等处理[15-17]。
目前应用于鼻尖整形的材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

2.4

不良反应

84例患者经胎儿软骨移植后无不良反

应发生。

人工合成材料，一类是生物材料。人工合成材料主要为
多孔聚四氟乙稀和固体硅胶，它们易发生排异反应、过
敏、感染、鼻头变薄、发红、破溃、假体外露等并发症；

3

讨论

生物材料主要为异种软骨移植、异体软骨移植、自体软
骨移植、软骨组织工程。异种软骨移植缺点是移植后免

鼻尖畸形的原因多为鼻翼软骨发育不良，鼻尖支撑
[2]

疫排斥反应较明显，失败率较高；软骨组织工程处在研

结构的支撑作用不足引起的 ，手术设计应该针对鼻尖

究阶段，而自体软骨移植取材时给患者造成新的创伤,

部鼻翼软骨的畸形，通过胎儿软骨的游离移植，根据美

给患者带来额外的痛苦，并且取材量受限制，过多则容

学标准有目的的弥补鼻翼软骨的不足，抬高鼻尖，从而

易引起局部轮廓变形和瘢痕[18]。尤其是正处于发育阶段

ISSN 1673-8225

CN 21-1581/R

CODEN: ZLKHAH

825

www.CRTER.org

的青少年，且有手术时间长、并发症较多等缺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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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较难接受；同种异体胎儿软骨移植的优点为胎儿骨来源
丰富，不增加患者痛苦，取材和冷存方便，排斥反应小，

[14]

成活率高，同时又由于其细小、质软，易剪裁，更被整
形美容医生所看好[19]。

[15]

胎儿软骨移植修复软骨组织，以往被广泛应用于骨
科领域[20-22]，整形美容科临床应用极少，本科经过临床

[16]

实践，应用胎儿软骨移植行鼻尖整形患者术后切口均愈
合良好，无感染，无明显排斥反应，患者无不适及发热

[17]

症状，效果良好，鼻尖形态自然美观，矫正率均达到96%
以上，所有就医者于术后接受随访均感满意。
总之，经过回顾性分析和总结发现应用同种异体胎
儿软骨进行鼻尖整形，既缩短了手术时间，也减轻了自

[18]
[19]

体软骨移植给患者带来的损伤和痛苦，术后并发症少，
克服了其他骨代用品的种种缺点，是异体软骨移植中一

[20]

种理想的软骨移植材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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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本文课题的更多信息-作者贡献：第一、二、三作者进行实验设计，第一、二、
三、四作者进行实施，第二作者进行实验评估，资料收集为
第一、三、四作者，第一作者成文，第二、四作者审校，第
一、二作者对文章负责。

利益冲突：课题未涉及任何厂家及相关雇主或其他经济
组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利益的赞助。

伦理要求：①患者已签署了治疗“知情同意书”，并“获
完全知情同意”；治疗方案，已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②
干预实施者均为临床医生，均有执业医师证书，副主任医师
以上职称，工作年限均＞20 年，同类手术既往完成 1 000
多例次，成功率为 100%。

本文创新性：鼻尖整形和鼻尖整形材料的植入都已经是
比较成熟的技术，到目前为止，国内胎儿软骨移植在鼻尖整
形中的应用方面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尚未见报道。文章应用同
种异体胎儿软骨进行鼻尖整形，克服了其他骨代用品的种种
缺点，对鼻尖畸形进行了科学治疗，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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