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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固定治疗颧骨复合体骨折 24例

李建成, 廖圣恺,徐锦程

[摘要 ]目的:评价内固定治疗颧骨复合体骨折的临床效果。方法:对 24例颧骨复合体骨折患者通过头皮冠状切口 、眶周小切

口并联合口内上颌前庭沟切口进路,行骨折复位后, 对骨折处颧额缝 、眶下缘 、颧上颌缝行微型钛板坚强内固定。结果:24例

面部外形均明显改善 ,张口度恢复正常, 8例有眼功能障碍者均恢复。结论:三维内固定治疗颧骨体骨折尤其复杂性骨折 、粉

碎性骨折固位精确 、牢固,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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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ofzygomaticcomplexfracturewithinternalfixation
LIJian-cheng, LIAOSheng-kai, XUJing-cheng

(DepartmentofStomatology, 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effectofrepositioningzygomaticcomplexfractureswithinternalfixation.Methods:Twenty-four

patientswithzygomaticcomplexfractureswereapproachedwithcoronalincision, marginalincisionoftheeyelidandoralvestibular

mucousincisiontoexposeandrepositionthedislocatedzygomaticcomplex, andfixedwithmicrotitaniumplatesatinteriororbitalrim,

atzygo-maxillarysutureandzygo-frontalsuture, whichwasa3-Dimensionalfixationtoofferthesteadyofthefractures.Results:Twenty-

fourpatientsrecoveredwellfrom theirfacialdeformitiesandophthalmicdysfunctions.Noobviousdislocationoccurredagain.

Conclusions:Itisanidealmethodtotreatzygomaticcomplexfractureswithinternalfixaton, especiallytheoldfracturesandcomplex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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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颧骨复合体是面中部主要突起部位, 外力的作

用极易引起骨折的发生,造成严重的颜面部畸形 、眼

与口颌的功能障碍
[ 1]
。保守治疗已满足不了现代

人对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要求 。我科采用内固定治

疗颧骨复合体骨折取得满意的效果, 现作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4年 1月 ～ 2006年 9月, 我科

收治颧骨复合体骨折患者 24例。男 18例, 女 6例;

年龄 16 ～ 50岁 。 22例为单侧, 2例为双侧;16例为

单纯性颧骨复合体骨折, 8例伴有上颌骨骨折;半个

月以内早期骨折 16例,陈旧性骨折 8例。

1.2　诊断与分类　诊断主要根据临床表现和 X线

华特氏位片 、CT或螺旋三维 CT检查 。面部畸形 、

局部瘀血肿胀或塌陷, 眼功能障碍 、眼睑凹陷 、眼球

活动受限 、复视以及张口受限等临床表现, X线可见

颧骨一处或多处骨折。临床采用 Zingg分类
[ 2]
。 A

型:颧弓骨折及颧骨部分骨折, 又分为 A1型 (单纯

颧弓骨折 ), A2型 (眶外侧壁骨折 ) , A3型 (眶下缘

骨折 ) , 共 3例。 B型:完全性单发颧骨骨折, 即整

块颧骨体从颅面骨完全断离和移位, 共 18例 。 C

型:多发性颧骨骨折,即颧骨粉碎性骨折,共 3例 。

1.3　手术方法　

1.3.1　内固定指征　 ( 1)A2型 、A3型骨折且骨折

有移位,骨折处台阶感明显。 ( 2) B型骨折中, 面部

畸形, 眼功能活动障碍, 复视, 眼球凹陷, 张口受限

等, 有一种症状者均为内固定适应证 。 ( 3) C型骨

折均为手术固定适应证 。

1.3.2　手术切口的选择　 ( 1)头皮冠状切口 +下

眼睑切口 (平行于睫毛下 2 mm处 ) +口内切口

10例。主要适应不易复位陈旧性骨折 、C型颧骨体

后上部骨折。 ( 2) 眶周小切口 (眉弓 +下眼睑 )

3例,适用 A2、A3型骨折且骨折片移位 。 ( 3 )眶周

小切口 +口内切口 11例,适应于早期 B型和 C型

颧骨体前部骨折。

1.3.3　手术固定方法　颧骨体复位的原则先上后

下, 先外后内
[ 3]
。对 24例患者, 首先考虑上下颌骨

咬合关系恢复 。其次面部外形轮廓 (颧骨 、颧弓 )复

位, 面部两侧对称。最后恢复眶下缘连续性,包括植

骨, 并检查眼 、张口功能恢复情况。固定方法:我们

采用 2点或 3点固位, A2、A3型 3例行 2点固位;B

406 JBengbuMedColl, July2007, Vol.32, No.4
DOI :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07.04.011



型 、C型行 3点固位,即颧牙槽嵴 、颧上颌缝 、颧额缝

固位。

2　结果

　　24例中 22例切口一期愈合;2例因上颌窦积液

行上颌窦根治出现口腔瘘, 3周后完全愈合。术后 3

个月复诊,颧骨均无移位,临床表现两侧颧骨对称,

张口度正常,嚼咬食物无不适 。眼球功能无任何障

碍 。切口检查,仅 1例冠状切口表现秃头症,其它无

明显的瘢痕 。

3　讨论

3.1　颧骨复合体　颧骨又称颧骨复合体
[ 4]

, 是构

成面部骨和眼眶的重要部分,借助上端颧额缝 、内下

颧上颌缝 、外侧颧颞缝 、后内侧颧蝶缝分别与额骨 、

上颌骨 、颞骨 、蝶骨相连,组成眼眶下外侧壁 、上颌窦

的外上壁 、颧前部 。颧骨与上颌骨组成颧上颌支柱 、

眶下缘,与颞骨组成颧弓, 是构成颅合水平支柱和垂

直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发生颧骨骨折时, 颧骨

凹陷, 面部畸形;压迫下颌骨喙突或压迫颞肌, 下颌

骨活动受阻,张口受限;眼眶体积增大或眼内容物及

周围脂肪流失导致眼球凹限;骨折移位眼周肌嵌顿

或视平面改变引起复视。可见颧骨骨折不仅导致面

中部畸形,而且能引起口腔 、眼一系列功能障碍 。

3.2　手术切口进路的选择　颧骨复合体骨折治疗

的原则是矫正颜面部畸形和恢复眼口功能
[ 4, 5]
。因

此,手术切口进路的选择将有利颧骨复位和固定,以

及切口尽量隐蔽且创伤小有利面部的美观。目前,

临床常选用眶周小切口和头皮冠状切口。头皮冠状

切口早期被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应用于颧骨颅底肿瘤

的切除以及眶鼻颞区重建, 后结合前庭沟切口被应

用于颧骨上颌骨骨折的复位固定。我们对 10例患

者通过临床和 X线分析行头皮冠状加口腔前庭沟

切口,除 1例术后表现有斑秃症外,均取得满意的效

果 。该切口除了创伤大, 头皮一段时间内麻木不适

以及斑秃症外
[ 6]

, 最大的特点是暴露术区充分 、广

泛,特别适应于难以复位且范围广的骨折复位固定 。

因此该切口进路特别适应移位明显的陈旧性骨折 、

颧骨粉碎性骨折 、颧骨体后上部骨折。至于面神经

损伤 、颞部凹陷瘀血等,只要术者解剖层次清晰 、术

中细心是完全可避免的。眶周小切口目前已被广泛

运用颧骨骨折的复位固定, 它避免了头皮冠状切口

缺点,切口小隐蔽, 但对纤维粘连陈旧性骨折难以复

位, 对粉碎性骨折和颧骨体后上部骨折难以暴露。

本文 11例应用眶周小切口行颧骨骨折复位固定, 主

要为 B型新鲜的颧骨骨折。

3.3　复位与固定　颧骨骨折复位的目的是恢复眼

口功能,矫正面部畸形;将其内固定是防止复位的骨

折再移位 。手术中应注意:( 1)切口的选择 。良好

的切口将有利于骨折的复位和固定以及尽量减轻患

者痛苦。眶周小切口就能完成新鲜的 B型 、C型骨

折的复位与固定, 同时避免了因冠状切口创面大而

导致的痛苦。而陈旧性骨折 、粉碎性骨折以及颧骨

体后上部骨折应用眶周小切口难以将移位骨折复

位, 且需要固定部位不能完全暴露,必须用冠状切口

才能完成 。因此在眶周小切口不能完成的情况下,

必须考虑冠状切口 。 ( 2)松解复位。新鲜的骨折复

位较容易;陈旧性骨折必须清除纤维和骨痂组织使

粘连骨折断端游离达到准确复位;粉碎性骨折应尽

量保留骨组织,避免骨质组织的缺损;如因各种原因

导致颧骨骨质缺失,在缺口损失 3 mm以上时,才考

虑植骨,骨源可考虑邻近颅骨 、喙突,缺损较大时,可

考虑髂骨 。 ( 3)固定 。颧骨骨折的固位原则:先上

后下,先外后内;固定点可为 1点或多点 。我们除对

3例 A型患者行 2点固定外,其他均为 3点固定, 即

颧额缝 、眶下缘 、颧牙槽嵴处的固定。颧额缝虽然受

力不大,但往往是骨折旋转移位的轴点,因此必须首

先固定,然后固定眶下缘, 恢复眶外形,但此处固定

谨防螺钉进入眼内和颅内 。最后固定颧上颌缝, 恢

复上颌的肌力结构, 支撑颧骨和颧弓 。 ( 4)检查开

口度,恢复眼球正常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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