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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多个省级地区女性国人手术中取材的第六肋软骨形态结构及解割学参数，为进行耳鼻部整形再
造时需要肋软骨移植的临床应用提供设计依据。［方法］根据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一２０１１年７月的６０位女性国人肋软
骨移植鼻整形手术中取出的第六软骨在测量板上的照片所作的回顾性测量并进行多重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数
据统计结果提示，可取出的肋软骨的平均中轴曲线长度为（７．３７３±１．２００）ｃｍ，厚度（０．９１１±０．０９３）ｃｍ。软骨的厚
度与年龄呈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提供了相对较广地域范围国人女性的肋软骨数据，对需
要鼻再造、复杂鼻整形及耳再造等需要肋软骨移植的手术设计提供了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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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软骨因其供应量大，抗感染能力强，对血液供

医师在手术前的设计和手术后中的不确定性增大。

应及营养要求低，组织相容性好等诸多优点除了传

本研究选取了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７月份在大

统上广泛用于头面部的耳鼻等再造修复手术作为框
架的自体和异体材料…，也越来越为美容整形外科
医师在复杂耳鼻整形二次修复性手术中所重视¨ｏ。
由于自体材料的收获量的变异性较大。令很多

连王艇医疗美容诊所行肋软骨移植鼻整形手术过程

中经左侧乳房下皱襞切口的肋软骨可采集量进行了
测量，旨在为需要肋软骨移植的手术提供参考和依
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３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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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艇，等：鼻成形术中１１１Ａ－－ｋ－性软骨体积测量４８５
表２年龄、身高、体重与肋骨各测量值相关系数（ｒ）值

１资料与方法

Ｔａｂ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ｒ）ｏｆ

ａｇｅ－ｈｅ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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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测量对象
来自原籍为辽宁、吉林、北京、上海、广东、浙江、
江苏、四川、甘肃、内蒙、湖北、湖南、香港等多个地区
的６０名女性国人，年龄１９—３８岁，身体健康，发育

１）年龄与肋骨厚度呈正相关，Ｐ＜０．０５

正常，无明显胸廓畸形。
１．２测量方法及测量项目
测量所用照片为Ｓｏｎｙ ＤＳＣ—Ｈ３和Ｓｏｎｙ ＤＳＣ—
ＨＸｌ数码相机以焦距１０ ｍｍ在距离目标约２０ ｃｍ

处拍摄，经计算在测量板上像差所致的放大率不超
过５％。用软尺测量板背景上的肋骨的中线长和厚
度，由于肋骨的厚度不均一，所以取肋骨的最薄、最

厚及中位三处的厚度，取平均值作为肋骨厚度。
１．３取材方法
在乳头垂线内侧经乳房下皱襞位置做切口，切
口长度分布在３５—５０ ｍｍ之间。肋软骨远心侧切
割线为骨一软骨结合处，近心端为切口允许的范围
内视野下能直视用１５号手术刀片下安全切割量最
大为限。
可采集的长度为３５～８０ ｍｍ的第六根全厚度

的肋软骨，见图１，收集的肋软骨可能根据术前设计
需要而包含少量壁层胸膜侧的软骨膜。
１．４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各项测量指标
的孑±ｓ，并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
析，检验水平ｄ＝０．０５。
２

图ｌ

典型的从乳房下皱襞３０ ｍｍ长切口采集的左侧第六
肋软骨

Ｆｉｇ 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ｆｔｓ ｏｆ ｌｅｆｔ ｓｉｘｔｈ ｒｉｂ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３０ ｍｍ

ｉｎｆａｒｍａｍｍａｒｙ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

近中线侧靠近胸骨较厚的长臂和外侧靠肋骨软骨结合处的较短
臂形成常见的Ｌ型。这里分别展示了取材体积较小的和较大的照片。

３讨论

鼻整形手术是最古老的整形外科手术之一，可
以看到大量的低矮短小国人鼻型需要增大性的隆鼻

结果
一般项目及第六肋骨项目各指标见表１。在年

手术。从古至今曾出现了多种隆鼻材料。目前常用

龄、身高、体重与肋骨中线、肋骨厚度各测量项目的
相关性分析中，只有年龄与肋骨厚度呈正相关（Ｐ＜

的材料包括固体硅橡胶、膨体聚四氟乙烯、Ｍｅｄｐｏｒ
或其他多孔聚乙烯Ｌ３ Ｊ、自体真皮、自体软骨、羟基磷
灰石微粒等。固体硅橡胶，简称硅胶，由于使用历史
悠久、严重并发症少、价格相对低廉，目前应用依然
广泛，但其不能与周围组织形成直接的黏连，隆鼻后
假体会对周围软组织慢性压迫导致局部的缺血，使
周围组织萎缩，尤其是角度尖锐的位置，皮肤血供末

０．０５）（表２），将年龄与肋骨厚度、肋骨中线长度之

间的关系进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下：年
龄＝１４．４２３＋１１．９９１厚度（ｏｍ）。
典型的从乳房下皱襞３０ ｍｍ长切口采集的第
六肋软骨见图ｌ。

梢区域和重力低点，结果表现为有假体下滑、显形现
表ｌ

６０例中国女性第六肋骨测量结果

Ｔａｂ 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６ｔｈ ｒｉｂ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 ｉｎ ６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象，甚至出现假体外露。硅胶假体或多或少都会引
发包膜生成，包膜会在中远期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挛

缩，加上上述的周围组织变薄和与生俱来的对自身
原来形状强烈的弹性或者说记忆性，可能造成“真
空包装食物”样的假体显型。当然硅橡胶原来质地
较硬的问题，由于材料工程的改进已经不是很突出，
但柔软度的改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上述若干问

题可能是个很有趣的课题。
膨体聚四氟乙烯（ｅＰＴＦＥ）应用时其最大的优点
是柔顺性和与组织的有效粘附，前者有助于改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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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边缘的平滑感，部分代替软组织。但在植入腔隙

差及密度有变得疏松的退化趋势。此外，在年轻且

过小的时候反而引起可触及的边缘卷曲，膨体聚四

优点，但如果出现并发症需要取出假体时便成为缺

低体重患者取得的肋软骨偏缅的现象常可见到，但
数据统计结果没有体现出来，今后作者会扩大统计
样本的数量，可能发现更多参数的相关性，也能提高
上述结论的准确性。

点，但目前，临床上技术的改进可以相当程度地克服

由于肋软骨分为核心的髓质和周围的皮质两部

这一问题。其柔软的质地使雕刻塑形稍微困难。需
要隆起较高鼻尖时，支撑欠佳不易形成较挺拔的鼻
尖；而且如果发生感染，由于材料的微孔中容易藏匿
细菌，感染过程缓慢隐袭且常常难以控制，多数情况
下不得不取出假体，这显著限制了其在鼻头区，特别
是有鼻头区皮脂腺感染倾向的患者中的应用。

分。髓质离体后有膨胀率超过皮质的特点，这会导
致鼻整形中切割设计好的移植物，尤其是纤细和末

氟乙烯不易发生排异反应、与周围组织可以形成牢
固的结合。假体与周围组织的结合在正常情况下是

自体软骨的抗感染能力强，不必依靠直接血液

供给，依靠体液渗透可以保证其营养，没有排异反
应，吸收比没有充分血供并合理固定的骨少，易与鼻
部组织愈合”１，且牢固、有弹性、易于塑形，可提供
较好的结构支持，维持正常的鼻软骨支持结构外形。
自体的软骨在美容整形外科目前常见的取材有耳甲
腔软骨，鼻中隔软骨和肋软骨，其中耳甲腔软骨的取

梢的位置，在近至数小时，远至数月有可以定向但难
以定量的偏曲。这些偏曲如果设计得不恰当可能严
重影响术后满意率，甚至需要通过二次手术雕刻以

纠正一Ｊ。所以术前能够预期平均可移植体积和偏
曲趋势就显得更为重要¨…。
本研究获得的数据对复杂耳鼻整形，唇裂继发

鼻畸形整形等手术的术前预估可移植量及与体重年
龄等的相关性和术后效果预测，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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