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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动脉下端为蒂的鼻唇沟轴型皮瓣修复口腔癌术后软组织缺损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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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总结以面动脉下端为蒂的鼻唇沟皮瓣转移修复口腔癌术后软组织缺损的经验遥 方法院口腔鳞癌术后软组织缺

损 员园 例袁其中口底 远 例袁舌缘 猿 例袁下牙龈 员 例袁采用以面动脉下端为蒂的鼻唇沟皮瓣进行修复遥 结果院员园 例患者袁口腔尧面部等

创口玉期愈合袁皮瓣成活率 员园园豫遥 随访 远 个月耀猿 年袁无肿瘤复发或淋巴结转移袁外观形态满意袁语言与咀嚼等生理功能良好袁面部
取瓣区无明显畸形遥 结论院以面动脉下端为蒂的鼻唇沟皮瓣与口腔下部渊口底尧舌腹尧下颌牙龈冤缺损区邻近袁皮瓣取材范围增大袁移

位距离延长袁活动度更灵活袁可用于修复大面积的口腔癌术后缺损遥 具有血供丰富尧成活率高的优点袁尤其适用于年长患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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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的手术治疗临床上多采用病灶扩大切
除并颈清扫术遥 术后会造成口腔内软组织的缺损袁
对患者的面容和功能造成较大影响遥 鼻唇沟皮瓣是
以鼻唇沟附近组织设计成的任意或者带血管蒂的
轴型皮瓣遥 由于其良好的组织学特点及供区瘢痕的
隐蔽性袁为口腔内缺损的修复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材
料遥 本研究应用保留面动尧静脉血管干的颈清扫术
式袁并将以此为蒂的鼻唇沟轴型皮瓣同期修复口腔
癌术后缺损袁效果满意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院收治的 员园 例口腔癌患者袁男 苑 例袁女 猿 例袁
年龄 源缘耀苑猿 岁袁平均 远圆 岁袁所有患者术前病理活检为
鳞状细胞癌遥 其原发部位分别为口底 远 例尧舌体 猿 例尧
下颌牙龈 员 例遥排除远处转移征象后袁均行单侧或双侧
保留面动尧静脉血管干的颈清扫术袁并采用面动脉下端
为蒂的鼻唇沟皮瓣同期修复口腔内软组织缺损遥 本组
病例缺损的面积最大为一侧下颌第二磨牙至对侧下
颌第一磨牙的口底缺损袁长约 员园 糟皂袁最宽处约 源 糟皂袁
皮瓣最大切取范围达 怨援园 糟皂伊猿援缘 糟皂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原发灶切除和颈清扫术
所有患者均采用经鼻插管全麻下进行手术遥 行
患侧颈清扫术袁口底癌位于正中时需行双侧肩胛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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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颈清扫术袁术中分离并保留面动尧静脉遥为保证静脉
回流袁本组患者术中均保留颈内静脉遥 然后常规按无
瘤原则袁行病灶扩大切除术或病灶尧颌骨联合根治术遥
员援圆援圆 皮瓣设计和制备
在组织缺损同侧做与鼻唇沟平行的纵行切口
设计遥 根据切除原发灶时是否切开口角袁鼻唇沟瓣
分 圆 种设计院淤如不切开口角袁颈清扫切口与口内
切口不相连袁 则设计蒂在下方口角外侧约 员援缘 糟皂袁
并与口角平面高低一致袁其宽度为 员援缘耀圆援缘 糟皂遥 内侧
切口在鼻唇沟皱褶处袁上 圆 辕 猿 应与鼻唇沟皮皱精确
吻合袁下 员 辕 猿 可向内靠口角方向移 猿耀源 皂皂遥 外侧切
口视修复区宽度而定袁一般可达 猿耀源 糟皂遥 皮瓣的内
外侧缘向上逐渐变细袁 在内眦前 园援缘 糟皂 处汇合 咱员暂
渊图 员粤冤遥皮瓣于面肌浅层掀起袁避免损伤面神经袁切
除蒂部的部分皮肤制成皮岛袁在下龈颊沟处打隧道转
入皮瓣用来修复口底及下牙槽部的缺损遥 本组 缘例口
底鳞癌尧员 例舌体前分鳞癌尧员 例下颌牙龈鳞癌患者
采用此切口曰于如需切开口角袁颈清扫切口与口内
切口相连袁则设计成上方起于鼻翼旁袁内侧切口沿鼻
唇沟弧度向下经口角再向下越过下颌下缘约 圆 糟皂 与
颈清扫切口相连袁外侧切口根据缺损宽度以面动脉
血管蒂为中心在鼻唇沟外侧向下也越过下颌下缘
约与颈清扫切口相连渊图 员月冤遥 皮瓣切取翻开后袁形
成以面动尧静脉血管为蒂的岛状皮瓣袁同时口角被
切开袁翻起后可以方便进行原发灶的切除遥 切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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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管蒂为中心在下颌骨外侧或内侧将皮瓣旋转
进入口内修复缺损袁供区皮肤与颈清扫切口一起直

接拉拢缝袁恢复口角外形遥 本组 员 例口底鳞癌尧圆 例
舌腹中分鳞癌患者采用此切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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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口正常袁舌运动自如袁面神经无损伤遥整复后无局部

感觉和运动障碍袁随访超过 圆 年者可见皮瓣化生为口

腔黏膜袁供瓣区的瘢痕隐蔽在鼻唇沟的皱褶处袁多不
明显袁无继发畸形遥 随访 远 个月耀猿 年袁无复发遥

圆援圆

典型病例
病例 员袁男袁远猿 岁袁因右侧口底隆起糜烂破溃袁

后又逐渐发展波及到左侧收入院遥 活检病理诊断为
口底鳞形细胞癌域级遥 在全麻下行口底病灶扩大切
除术加下颌骨方块切除术加保留面动尧静脉的双侧
粤

肩胛舌骨上颈清扫术遥 术后形成右侧下颌第二磨牙
至左侧下颌第一磨牙区的大范围口底缺损袁长度近

月

员园 糟皂袁最宽处约 源 糟皂遥 开始设计双侧蒂在下的鼻唇

粤院蒂在下方口角外侧约 员援缘 糟皂 与口角平面高低一致曰月院蒂部

与颈清扫切口相连袁形成以面动尧静脉血管为蒂的岛状皮瓣遥

图 员 鼻唇沟皮瓣的 圆 种设计方法

圆 结

果

圆援员 整体疗效
本组 员园 例患者袁切口均玉期愈合袁无 员 例发生皮
瓣坏死现象遥外形较满意袁口内修复后局部不显臃肿袁

沟皮瓣修复袁所以保留了双侧面动尧静脉袁但左侧鼻唇
沟皮瓣先设计切取后已达 怨援园 糟皂伊猿援缘 糟皂袁经左下龈颊
沟处打隧道转入口底后剩余组织稍加牵拉已够修复
缺损袁再使用双侧鼻唇沟皮瓣反而口底组织臃肿袁所以
只取了一侧鼻唇沟皮瓣修复遥术后口内皮瓣成活袁张口
不受限袁舌运动不受限袁面部无明显畸形渊图 圆冤遥
病例 圆袁女袁远愿 岁袁因发现右舌腹中分糜烂破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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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口底癌术前病灶渊从 源远耀猿远冤曰月院设计左侧鼻唇沟皮瓣 怨援园 糟皂伊猿援缘 糟皂袁箭头指向面动尧静脉蒂曰悦院鼻唇沟皮瓣被翻起袁面动脉被包含在内曰

阅院术后 员愿 个月袁口底皮瓣变软袁接近口腔黏膜曰耘院术后 员愿 个月袁面部疤痕近似鼻唇沟遥

图圆

一侧蒂在下方口角外侧的鼻唇沟皮瓣修复口底癌术后大面积组织缺损

结入院遥 活检病理诊断为舌高分化鳞癌遥 在全麻下
行右舌病灶扩大切除术加右下颌骨方块切除术加
保留面动尧静脉的右侧肩胛舌骨上颈清扫术遥 术中
设计上方尖端在鼻翼旁 园援缘 糟皂袁下方蒂部与颈清扫
切口相连的鼻唇沟皮瓣袁 皮瓣大小 苑援园 糟皂伊圆援缘 糟皂遥
切取鼻唇沟皮瓣同时也切开口角袁方便原发灶扩大
切除及切除部分下颌骨遥 然后以保留的面动尧静脉

为蒂在已被部分切除的右下颌骨内侧转入皮瓣修
复右舌及部分口底缺损遥 术后口内皮瓣成活袁舌运
动及语音良好渊图 猿冤遥
猿

猿援员

讨 论
鼻唇沟区的血管解剖学基础
鼻唇沟区血管供应丰富袁 皮下有丰富的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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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组织有一定的延展性袁猿 个月后组织就扩张完
全松弛了遥 如有必要可再联合双侧鼻唇沟皮瓣袁修
复的面积更大遥 所以袁对于一些中尧大型缺损袁由于
有面动静脉蒂的血供保证袁鼻唇沟皮瓣可在血管范
围内取得足够大袁还可以双侧联合应用袁完全可以
修复一些较大的缺损遥
粤

月

粤院鼻唇沟切口与颈清扫切口相连曰月院箭头所指处为转移到口内

修复舌组织缺损的鼻唇沟皮瓣遥

图猿

一侧蒂部与颈清扫切口相连袁以面动尧静脉血管为蒂的
岛状皮瓣修复舌癌术后组织缺损

网袁有多条知名血管支配袁如面动脉尧面横动脉尧眶
下动脉和内眦动脉遥 鼻唇沟区域面动脉部分分支与
上唇动脉向上分支尧 鼻翼下缘动脉的分支相吻合袁
营养鼻唇沟区前下大部曰来自上颌动脉的眶下动脉
分支与面动脉部分分支相吻合袁营养鼻唇沟区后上
部遥 唇沟区动脉未见紧密伴行静脉袁其静脉回流至
面静脉遥 由上述动脉形成的皮下动脉网和真皮下动
脉网袁构成所谓的野筛网冶状立体结构 咱圆原猿暂袁为鼻唇沟
区组织提供了足够的灌注压袁以此可形成多种形式
的鼻唇沟皮瓣袁使鼻唇沟皮瓣成为颌面部修复的重
要组织来源遥
猿援圆 面动静脉蒂鼻唇沟皮瓣的优点
虽然有学者咱源暂认为即使结扎一侧面动脉也不影
响同侧以下方为蒂鼻唇沟皮瓣的血运袁但不携带知
名血管的鼻唇沟皮瓣袁 切取面积及修复创面有限遥
而含知名动脉的鼻唇沟皮瓣袁扩大了皮瓣的切取范
围袁提高了皮瓣成活的可靠性遥 其中以面动脉下端为
蒂的轴型皮瓣袁由于保存了面动尧静脉袁保证了大面
积尧长宽比例大的鼻唇沟皮瓣成活袁是口腔下部恶性
肿瘤袁如舌癌尧口底癌尧下牙龈癌术后缺损较为理想的
修复材料咱缘原苑暂袁可制成单侧或双侧鼻唇沟皮瓣遥
以往的观点袁鼻唇沟皮瓣只适合修复较小的缺
咱愿暂
损 遥但近年来 灾葬则早澡藻泽藻 等咱怨暂报道皮瓣最大可达 愿援缘 糟皂
伊 猿援缘 糟皂袁本组 员 例口底癌患者取瓣范围达 怨援园 糟皂 伊
猿援缘 糟皂袁一侧皮瓣就修复了双侧的口底缺损袁虽然皮
瓣略小于缺损范围袁刚开始拉拢缝合后稍紧袁但因

在颈清扫过程中需分离并保留面动尧 静脉袁笔
者认为袁在选择良好适应证的情况下袁只要认真仔
细袁熟练的手术医师完全可以做到很好地分离并保
留袁不会损伤到血管蒂遥 另只要淋巴结无明显固定
粘连及侵蚀袁哪怕颈部有淋巴转移袁面动尧静脉也能
被仔细解剖剥离出来袁其他脂肪结缔组织也能被完
全清扫袁不会影响到颈清扫的彻底性遥
本组病例观察袁术后 猿 个月袁面部疤痕变浅袁半
年到 员 年后袁面部疤痕不明显遥 随时间延长袁疤痕越
趋同于鼻唇沟袁使疤痕得到较好的隐蔽遥 该皮瓣尤
其适合皮肤较松弛尧面部起皱纹的中老年人咱员园暂遥 相较
于游离皮瓣袁鼻唇沟皮瓣临近取材袁不需要再开辟第
二手术野遥 手术过程相对简单袁成功率高袁患者创伤
小袁术后恢复快袁无身体其他部位的继发畸形遥尤其对
于全身状况不佳的患者袁可作为修复的首选遥
猿援猿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淤切取皮瓣时袁 皮瓣底部不可超过表情肌深
面袁以免损伤面神经曰于皮瓣转移时血管蒂应无张
力尧不扭曲袁在隧道内不受压袁否则会影响皮瓣的动
脉供血与静脉回流曰盂设计鼻唇沟皮瓣的宽度不宜
过宽袁以免供区关闭带来较明显的面部畸形袁一般
不超过 源援缘 糟皂曰榆在颈清扫时袁要仔细解剖保护好
面动尧静脉血管干袁解剖血管干要留有 园援缘 糟皂 周围
组织袁防止损伤血管袁确保移植成功曰虞皮瓣应保留
一定厚度的皮下脂肪组织袁以保留完整的真皮下血
管网袁一般以保留 圆耀源 皂皂 为宜遥
该皮瓣对于面部皮肤光滑的年青人袁对面部要
求较高者袁或者是面部较丰满者袁应慎用咱员员暂遥 由于鼻
唇沟皮瓣蒂部靠前袁对于涉及舌根尧软腭等口腔后
部的大面积缺损袁也应慎用该瓣袁而应尽量选择解
剖位置靠近口咽部的其他皮瓣遥 恶性肿瘤颈部淋
巴结转移袁面动尧静脉及深部保证回流的颈内静脉
被粘连及侵蚀袁无法剥离保留时袁也是该瓣使用的
禁忌遥
咱参考文献暂
咱员暂 杂蚤灶早澡 杂袁杂蚤灶早澡 砸运袁孕葬灶凿藻赠 酝援 晕葬泽燥造葬遭蚤葬造 枣造葬责 则藻糟燥灶泽贼则怎糟鄄

贼蚤燥灶 蚤灶 燥则葬造 糟葬灶糟藻则 咱允暂援 宰燥则造凿 允 杂怎则早 韵灶糟燥造袁圆园员圆袁员园

渊下转第 员源苑猿 页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