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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moto分类[8]、Brown分类[9]等。
1.1   Spiro分类
Spiro分类简单可行，分为以下几类。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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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眶底的重建方法

上颌骨部分切除术，一侧窦壁受损；二类：上颌
骨次全切除术，两侧以上窦壁受损（包括腭

2.1   自体软组织瓣移植联合赝复体修复

板）；三类：上颌骨全切除，眶内容物常不保
留。
1.2   Cordeiro分类
Cordeiro等通过对患者的咀嚼、语音、视觉功

并联合赝复体修复上颌部缺损。皮片移植主要起
覆盖作用，缺乏骨性支持，眶内容物可向下移

能及美学效果评价，将缺损分为4类。一类：上颌
骨部分切除，上颌骨1~2个壁的缺损；二类：上颌

肌皮瓣悬吊眶内容物的方法简单易行。Cinar
等 报道了运用携带腹直肌前鞘的游离腹直肌皮瓣

骨次全切除，上颌骨低位5个壁的缺损，但保留眶
底；三类：上颌骨全切除，切除上颌骨6个壁，再

支持眶内容物的方法，利用前鞘筋膜血供良好、
光滑坚韧的特点重建眶底，肌组织可修复上颌部

根据眶内容物是否保留分为3a和3b亚类；四类：
眶及上颌骨全切术，不保留眶内容物，但保留腭
板。
1.3   Yamamoto分类
Yamamoto等根据上颌骨3个重要支柱结构的

缺损的范围。
垂直向分为四类。一类：上颌骨低位切除，
无口腔上颌窦瘘；二类：上颌骨次全切除，保留
眶底；三类：上颌骨全切除术，眶底不予保留；
四类：上颌骨扩大切除术，眶内容物被摘除。
再由腭水平缺损，分3个亚类。a类为一侧牙

缺损并关闭腭部创面。术后眼球位置正常，运动
自如，无复视，但该报道仅有1例，疗效是否可靠
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Joo等[10]报道了22例带蒂阔
筋膜-股前外侧皮瓣重建此类缺损的新方法，带蒂
阔筋膜用于重建眶底和鼻腔，股前外侧皮瓣作为
内衬软组织，获得了满意的效果。虽然该类方法
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眼球位置及功能，但大多数
学者[1,6]认为其效果有限，尚不能完全避免并发症
的发生。皮瓣术后肿胀明显，难以评估眼球位
置，且皮瓣体积会随水肿消退、肌肉萎缩而变
化，继而导致眼球位置和眼眶体积的改变。此类
方法可能更适用于预后较差或复发率高的肿瘤患
者。
赝复体常用于修复上颌骨及腭部的较小缺
损，起到封闭口鼻腔交通，改善发音及咀嚼功能
的作用。但对于较大缺损，赝复体固位和稳定性
不佳，口鼻瘘，鼻音重，口腔卫生差等问题较严
重。长期以来，虽然赝复体技术有很大改进[11-12]，
但仍难以满足患者对功能及外形恢复的要求。目

槽骨与硬腭的缺损；b类为双侧牙槽骨与硬腭的缺
损；c类为上颌牙槽骨和硬腭的完全缺损。

前，赝复体多用于单纯的腭部缺损，对其他缺损
类型，如上颌骨全切除或扩大切除所引起的眶底

由于各分类侧重不同，量化方式的差异，故
其临床应用尚未形成统一。其中，Brown分类和
Cordeiro分类较为详尽，尤其强调眶底的缺损情

及颌骨缺损，多考虑外科方法予以修复[6,13]。
2.2   非血管化骨移植联合带蒂或游离皮瓣

缺损情况将缺损分为三类。一类：上颌骨部分切
除术和上颌骨次全切除术后，鼻额支柱和翼突支
柱缺损；二类：眶上颌骨切除术和眶颧上颌骨切
除术后，颧突支柱和鼻额支柱缺损；三类：上颌
骨全切除术和上颌骨扩大切除术后，3个支柱均缺
损。
1.4   Brown分类
Brown等从垂直和水平2个方向剖析了上颌骨

此类缺损的传统方法是自体软组织瓣移植，

位，引起上述并发症，严重者可导致眼球功能丧
失，尤其是对于术后放疗的患者。
[2]

况。以Cordeiro分类为例，保留眶内容物的上颌骨

非血管化自体骨移植优势明显，其良好的硬
度可为眶内容物提供有效的支持，并且可与周围

全切除术后缺损为3a类。重建此类缺损应当包括
以下目标[1]：1）对眶内容物提供坚实的支持；2）
封闭眼眶与鼻咽部交通；3）修复腭部缺损；4）
恢复面部对称性及美观。尤其要对眶底进行有效
的重建，防止复视，眼球下陷，下睑外翻等并发
症的出现。

骨质生长融合，避免了排斥反应的发生。肋骨、
髂骨、颅骨、上颌窦前壁、下颌骨外板、鼻中隔
软骨、耳屏软骨均可用于重建眶底 [14-17]。颅骨瓣
可为较大缺损提供理想支持，适用于有颅顶部切
口的患者，避免开辟第二术区，且切口隐蔽，美
观性好，但易引发脑脊液漏，硬膜血肿，神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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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等问题。上颌窦前壁骨质薄，易于塑形，可用

为：较大的组织瓣会遮盖肿瘤复发的表现，尽管

于眶底的小型缺损，但对较大缺损则面积不足。
下颌骨瓣切口隐蔽，功能损伤小，Rudagi等 [17]报

理论上存在此可能性，但并无数据报道给予支
持。随着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等诊断技术的迅猛发展，医生完

道了11例自体下颌骨移植重建眶底缺损的方法，
患者术后眼球位置及功能恢复良好。但该瓣制取

全可以凭借影像手段判断肿瘤复发的情况，因

过程中术区易被唾液污染，并可能造成下牙槽神
经的损伤。

此，目前大多数学者支持即刻重建此类缺损[23]。
2.3   带蒂肌骨瓣或游离血管化骨肌皮瓣移植   

非血管化自体骨移植联合带蒂或游离皮瓣的
应用，不仅可有效地重建眶底，颌骨及口内缺损

上颌骨肿瘤患者术后常需要配合放疗，移植
骨良好的血供对于防止感染、减少骨吸收及降低

也能得到理想的恢复。带蒂颊脂垫具有操作简
单，易于成活，术后挛缩小，可上皮化等优点，

放疗并发症至关重要。带蒂肌骨瓣血运丰富，成
活率高，无需血管吻合，尤其适用于局部血运较

但组织量较少，不适用于较大缺损 [18]。带蒂颞肌
瓣血运丰富，抗感染能力强，可覆盖移植骨及充

差的骨缺损修复。Curioni等[24]报道运用带蒂颞肌
喙突瓣成功修复眶底缺损，眶内容物得到有效支

填死腔，矫正面部塌陷，且修复口内缺损时可自
行上皮化，无需植皮。颞肌亦可矢状劈开分为内
外两层，同时修复眶底、鼻腔及口腔，两层之间
可即刻植骨，使上颌骨缺损进一步修复 [19-20]。有
学者认为：带蒂颞肌瓣常需术后佩戴赝复体，仅
适用于不宜行游离组织瓣移植的老年患者。但对
于腭部完整且保留眶内容物的缺损，游离皮瓣的
血管吻合难度较大，颞肌瓣则是较理想的选择[1]。
联合游离腹直肌瓣应用于上颌骨的三维立体重建
获得了满意的效果，与血管化骨肌皮瓣相比，此
法血管吻合难度较低，骨质、皮瓣和软组织易于
就位。腹直肌瓣制备简单，组织量多，血管蒂较
长，可双组手术，是充填死腔和修复腭部缺损的
理想选择。Chen等 [4]运用保留髂嵴的髂骨内板重
建眶底，并引入建筑学设计，报道了Tongue-ingroove方法。用动力设备在预留颧骨上横向切割

撑，眼球位置及运动均正常。且该方法在同一术
区即可完成手术，切口隐蔽，供区并发症少[25]。
Kalyoussef等[26]报道了带蒂鼻中隔黏膜软骨骨瓣重

呈凹槽结构，以容纳移植骨的突出部分，内侧用
微型钛板固定于鼻骨，外侧用单颗螺钉固定，游
离腹直肌瓣充填死腔，营养移植骨。此设计可避

建眶底缺损的新方法，此瓣由鼻中隔软骨和骨构
成，能有效支持眶内容物，较适用于需术后放射
治疗的患者。但带蒂肌骨瓣软组织量较少，对于
上颌骨全切除术后的眶底重建，无法有效充填颌
骨死腔及修复腭部缺损，常需与其他方法联合应
用。
许多学者支持应用游离血管化骨肌皮瓣重建
此类缺损，较常见的是游离桡骨肌皮瓣，游离腓
骨肌皮瓣，游离肩胛骨肌皮瓣和游离髂骨肌皮
瓣。McCarthy等[1]运用桡侧前臂骨肌皮瓣成功修复
双侧上颌骨次全切术后缺损，前臂皮瓣薄且柔韧
性好，可携带长达10 cm的桡骨，但软组织量较
少。Yamamoto等[8]介绍了肩胛骨联合肋软骨重建
上颌骨重要支柱结构的方法，肩胛缘处骨质较
厚，可用于重建眶下缘、牙槽嵴及颧突支柱，肩
胛骨的薄骨板则是重建腭部及眶底的理想选择，

免移植骨水平及垂直向移位，保证了眶内容物的
稳定，获得了理想的面部形态、眼球运动及视觉

联合前锯肌或背阔肌皮瓣可用于充填死腔、修复
口腔及面颊部缺损。但肩胛骨瓣亦有术中需翻转

功能效果。肿瘤切除导致的眶底缺损往往较大，
髂骨内板面积足够且强度理想，不易损伤股外侧

患者，血管蒂长度不理想等缺点[27]。
腓骨瓣在颌面部修复重建中的应用日趋广

皮神经，因此该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非血管化骨移植较常见的争议是术后骨吸收

泛，Chang等 [5]报道了3例腓骨肌皮瓣重建眶下缘
和上颌骨前壁的方法，术后功能及美观效果满

和感染，尤其对于术后放疗的患者[21]。但Cordeiro
等 [22]认为：通过与游离软组织瓣的联合应用，移
植骨位于眶内容物和游离皮瓣之间，形成“三明
治”结构，可有效防止骨吸收，其疗效安全可
靠，联合眦固定术可进一步恢复眼睑功能及美观
效果；另外，反对即刻重建上颌骨缺损的学者认

意。腓骨双重血供的特点为其三维立体塑形奠定
了基础，且可植入种植体，提高了颌骨功能的重
建效果。双组手术可缩短手术时间，无需翻转体
位即可完成制备与移植[28-29]。然而，Futran等[30]认
为：游离腓骨肌皮瓣难以同时重建颧面外形，眶
下缘和眶底。携带比目鱼肌虽可增加组织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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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颧面部轮廓的同时应用皮岛修复腭部缺

组织接触后，其表面可逐渐发生上皮化，无需分

损，手术难度极大。
Genden等[31]介绍了运用髂嵴-内斜肌复合组织

隔钛网与口鼻腔，但应运用软组织瓣覆盖钛网，
尤其对于缺损较大或术后放射治疗的患者，以防

瓣的重建方法，髂嵴用于重建眶下缘，内斜肌用
于修复腭部及鼻腔侧壁缺损，4例患者术后均面部

止钛网暴露等并发症的出现。

对称。Iyer等[32]报道了7例筋膜阔张肌-髂嵴骨肌皮
瓣的新方法重建上颌骨切除术后缺损，髂嵴形成

3    结语  

眶下缘，髂骨的凹面形成眶底，此法可同时关闭
腭部缺损。7例患者术后无复视，语音及吞咽功能

上颌骨肿瘤切除后眶底缺损的修复重建对于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显微外

正常。尽管此类方法操作复杂，但相比较而言，
髂骨肌皮瓣骨量充足，可重建牙槽突、颧突和眶

科学和材料学的不断发展，计算机三维成像、快
速成型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越来越多新方法的

下缘，髂嵴可水平或垂直放置，并能携带大量软
组织瓣，因此临床使用较多。
2.4   生物材料

提出，已使患者术后的基本功能和外形美观得到
较好的恢复，外科医生应根据缺损类型，患者全

生物材料已广泛应用于眶底缺损的修复，主
要包括同种异体组织和高分子材料[14,33-35]。同种异
体组织包括骨、冻干硬脑膜、冻干软骨、筋膜
等，具有减少手术时间，可术前预制，避免开辟
第二术区的优点，但可能传播肝炎、艾滋病等传
染性疾病，并引发排斥反应，目前临床使用较
少。
近年来，随着材料科技、计算机辅助设计和
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的不断成熟，预制钛网和游
离组织瓣的联合应用能够完美重建颌骨的外形及
功能，使眶底及上颌骨缺损的修复重建上升到新
的高度。Dediol等[6]报道了预制钛网联合游离软组
织瓣修复Brown三类缺损的新方法，术前于3D模
型上将钛网塑形，用于重建牙槽嵴、上颌窦前
壁、颧突、眶下缘和眶底，术中制备股前外侧皮
瓣或背阔肌皮瓣用于覆盖钛网和重建腭部，术后
面部外形、眼球位置、运动及视觉功能均良好。
股前外侧皮瓣和背阔肌皮瓣组织量大，可用于封

身状况，个性化需求及经济条件，选择合适的修
复重建方法。与此同时，如何更精确地矫正眼球
位置功能和面部外形，恢复窦腔结构及黏膜功能
等难题仍需进一步的探索。总之，发展眶底及上
颌骨的功能性美学重建，需要临床各学科互相协
作，不断吸纳各领域的新成果，方能使修复重建
效果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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