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鼻子占据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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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 决定了一个人面部五官的

精致程度，鼻子美了会更令面部姿色加倍。当提到美化鼻

部，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隆鼻，然而想要塑造出适合自

己特点、挺翘流畅的鼻型并不容易。那么，究竟是哪些因

素制约着隆鼻效果？ 西婵整形美容医院鼻整形学科带头

人、韩国整形医师协会会长赵晟弼教授，首次在媒体上为

人们解读亚洲顶尖隆鼻技术的黄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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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1

、因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事迹，成为民

营医疗代表被省卫生厅收录入 《多难兴邦》

专册的机构；

2

、四次受访

CCTV

，并因高难度指畸形

整形得到

CCTV

“健康之路”专题报道；

3

、 因专业成就与影响力， 先后成为新浪

网、腾讯网、成都电视台战略合作品牌，成都电

视台主持人美容与抗衰老唯一专业管理机构；

4

、凭借专业团队与严谨医风，先后成为

世界七大激光美肤设备商中国区培训中心、

西门子牙科中国西南示范中心、包括世界最

大医疗美容材料供应商艾力根在内的众多

全球知名行业企业中国认证机构；

5

、阿曼、科威特、巴林、也门四国驻华大

使、皇室成员等曾到西婵参观体验，盛赞其

“国际一流，亚洲领先”；

6

、西婵“钧阁会 ”会员包括世界花泳冠

军、世界选美冠军、众多时尚演艺明星及资

深名媛。 （黄文娟 图据西婵）

完美的鼻型应该是鼻高相当于鼻长的l/2，鼻宽相当于鼻长的

70%，鼻梁挺拔、俏丽，给人雅致而又独具魅力的印象。赵晟弼教授

介绍，大部分东方人鼻子不够完美，并非只是简单的“鼻梁低”，

而是鼻部的整体形态不理想。

科学的隆鼻方法讲究从鼻子的各个纬度部分，以及对脸型和

其他五官的和谐比例进行整体考虑，再根据求美者自身条件进行

个性化设计。说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想要塑造一个完美的鼻

型，专家实力、设计理念、前沿技术三大美鼻黄金要素缺一不可。

行业人士告诫整形求美者，

隆鼻手术的安全性除了需要有

正规机构以及安全材料的保障

之外，选择权威尖端的隆鼻专家

团队，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由赵晟弼教授权威领衔、代

表亚洲最高整形水平的西婵国

际级鼻整形专家团队，囊括了从

业2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鼻部整

形专业造诣深厚的邵文辉教授、

蒲兴旺教授两位院长级专家大

师，以及因鼻部综合塑形改造成

就显著的鼻部综合整形专家周

仪、整体美学隆鼻理念倡导者廖

连平等在内的大量鼻整形大师，

他们因精湛的医术受到了众多

求美者好评和喜爱。西婵国际级

鼻整形专家团队以丰富的临床

手术经验，对美丽执著的专业秉

持，常年潜心研究各种精品隆鼻

术式， 首创五维度整体美学隆

鼻，结合中韩隆鼻前沿技术创新

研发了综合美鼻打造技术，为各

类求美者的隆鼻蜕变提供人性

化、科技化、安全化的专业医学

美容保障。

美鼻的最高水平在于根据

求美者个体情况， 实现全鼻综

合塑形, 而想要全面改善鼻部

形态必须做到从鼻梁到鼻尖的

全面调整。所以，研究每个鼻部

形态和结构，对其鼻部形态、位

置、 大小等要素进行分析，以

“整体观”和人体美学的标准，

设计全方位综合性鼻部形态重

整方案， 是进行隆鼻术前最为

关键的部分。

赵晟弼教授介绍， 西婵鼻

整形中心实施的每一例隆鼻手

术均是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单

一隆鼻观， 以精准领先的设计

理念进行美鼻方案打造———兼

顾鼻部与脸型、五官的“自然

美”和“协调美”，以“三庭五

眼”的面部美学标准、“黄金三

角区”等美鼻理念，展开整体考

虑， 根据求美者自身条件进行

个性化设计。

在如何达到鼻部完美形态

的问题上， 赵晟弼教授强调，鼻

部整形使人们尽量向完美靠近，

但是完美最重要的是要体现自

己最大的个性、特色，而不是照

着模板雕刻。为此，西婵美鼻专

家还会着眼于几个关键的面部

美学黄金点来设计最适合的鼻

部形态，结合完美鼻型参考指标

进行综合性的设计。 为不同年

龄、不同脸型的求美者，针对性

提供符合自身身份、个性及整体

协调性的鼻部改造方案，让美鼻

丢掉千篇一律，真正美丽动人。

作为最常见的整形手术之

一，隆鼻术后效果是否完美，更与

手术主刀医生的技术有着直接关

系。

最完善的隆鼻技术不仅应该增

加鼻梁高度， 在兼顾鼻尖鼻翼的角

度、弧度之外，还应从鼻的长度、鼻

在面部的位置以及鼻部正面外形、

侧面高度、鼻面角、鼻唇角、鼻尖高

度、 鼻翼面等十多个参数进行全面

设计，以保证鼻部塑形效果最佳化。

往往一例隆鼻手术， 需要融合多种

技术,而以往传统的隆鼻技术，更多

的仅仅倾向于对鼻子局部的精细操

作，对于全鼻塑形、面部美学和谐方

面重视不足。

考虑到每一种可能存在的情

况， 西婵鼻整形中心针对性拟定

完美的问题解决方案， 为每一位

求美者量身定制了前沿隆鼻技术

方案以达到鼻型的最佳生态。针

对鼻尖过大、鼻尖过低问题，实施

鼻尖三角区软骨重塑技术和鼻尖

延长技术； 针对鼻小柱过短求美

者，进行鼻小柱延长术、鼻宽与鼻

长协调重塑术；为解决歪鼻、驼峰

鼻、全鼻缺损问题，综合进行宽鼻

歪鼻矫正技术、耳软骨移植技术、

鼻中隔软骨移植技术； 而对深受

朝天鼻困扰的求美者， 西婵也能

以鼻翼鼻孔重塑技术进行改善

……

同时， 西婵美鼻专家还致力

于精准掌握个体解剖的细微差

异，以独特的超隐蔽切口术、精细

皮下分层缝合技术避免美的瑕

疵。以给予求美者最真实、最生态

并且属于个人本身独特的美丽，

精雕细琢，打造完美的性感面部。

美鼻三大黄金规则

权威专家团队 为美鼻保驾护航

美鼻三大黄金规则

精准设计理念 让鼻子美丽动人

美鼻三大黄金规则

创新前沿技术 塑鼻部最佳生态

亚洲医疗美容典范企业

:

实力沉淀 八年升华

成立八年， 西婵整形美容医院坚持

以不断开拓的先锋精神和创新美学理

念，尽力在高端的环境中提供安全、先进

的医学美容服务， 不断满足和超越时尚

求美者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走出了一

条具有西婵特色的发展路线———用智慧

铸就最具影响力的品牌。

八年来， 西婵整形美容连锁以丰富

的高端专家团队、亚洲首个2万平方米的

定制级高端美丽MALL———西婵泛亚全

美容综合体等极具影响力的发展成就，

成功成为亚洲医疗美容行业的领军企业

之一。 这是西婵八年来飞速发展并逐渐

引领城市风尚魅力的完美业绩， 也是西

婵一如既往以诚信的经营、优质的服务、

专业的技术、卓越的塑美理念，为更多求

美者奉献健美人体和优质生命的根本。

未来，西婵更将以国际化的专业技术、

对美丽精雕细琢的极致追求，推动医学美容

行来的加速前进，让美动人间，美耀世界。

明天会更好

品牌升华

2005

年，荣膺“中国十大美容机构”

2006

年，荣膺“影响中国科技美容十大精英

品牌”

2007

年，成为嫣然天使基金四川合作医院

2008

年，荣膺“美丽经济成都影响力大奖”、

“最佳整形医院”

2009

年，荣膺“榜样中国

2009

医学美容行业

贡献奖”、成都市“爱心医院”

2010

年，独家总冠名“第

50

届国际小姐世界

大会全球总决赛”

2010

—

2011

年，蝉联医疗行业“中国诚信企

业”

2011

年， 开办当时亚洲最大整形美容医院

“西婵泛亚整形美容医院”

2012

年，成功承办亚洲医学美容界的“奥斯

卡”盛会———“泛亚医学美容大会”

品质升华

亚洲鼻整形最具影响力医

师、 西婵整形美容医院鼻整形

学科带头人、 韩国整形医师协

会会长 赵晟弼教授

NO.

1

NO.

2

NO.

3

明天会更好·传媒大奖评选活动推荐机构

亚洲鼻整形最具影响力医师之一赵晟弼:�

解密美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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