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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轮匝肌预缝合缩短术在中老年睑袋整复中的应用

王摇 洁,徐东卫,李摇 勇,章祥洲

[摘要]目的:探讨眼轮匝肌预缝合缩短术在中老年睑袋整复中的效果。 方法:将 60 例做睑袋整复治疗的中老年病人随机分

为 2 组,每组 30 例,其中,接受传统经皮入路下睑袋整形术者为对照组,接受眼轮匝肌预缝合缩短术者为观察组。 观察组在传

统的睑袋整形术的基础上,游离眼轮匝肌,在距离外眦角约 0. 5 cm 处作垂直于眼轮匝肌的设计线,沿垂线离断眼轮匝肌,在断

端各缝合牵引丝线,预先将一侧断端缝合至另一断端深面,根据轮匝肌的张力,酌情调整缝合位置,当轮匝肌达到较好外形以

及张力时,嘱病人睁眼向额部看,观察睑袋整复效果,切除重叠部分,断端精细缝合。 最后对比和分析 2 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差

异。 结果:术后 1 年,观察组病人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 01)。 2 组病人并发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应
用眼轮匝肌预缝合缩短术,能够明显提高治疗效果及病人满意度,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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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presuture shortening of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
in blepharoplasty in middle and old aged patients

WANG Jie,XU Dong鄄wei,LI Yong,ZHANG Xiang鄄zhou
(Department of Burn and Plastic Surgery,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presuture shortening of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 in blepharoplasty in the
middle and old aged patients. Methods:Sixty middle and old aged patients with palpebral bag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 30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percutaneous lower eyelid
blepharoplasty,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resuture shortening of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blepharoplasty. The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 was separated,and the line perpendicular to the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 at a distance of
0. 5 cm from the outer canthal angle was designed,the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 was cut off. The traction thread was sutured at the broken
end,the one side broken end was sutured into the deep surface of the other end in advance,and the position of suture was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tension of orbicularis muscle. When the orbicularis muscle reached a better shape and tension,the patients were asked
to open their eyes to the forehead for observing the effects of blepharoplasty. The overlapping part was excised,and the broken end was
finely sutured. The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wo scheme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After 1 year of operation,the satisfaction
degre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 Conclusions:The application of presuture shortening of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blepharoplasty;shortening of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middle and old aged people

摇 摇 睑袋整形术是最常见的面部美容外科手术,主
要手术方法包括内入路和外入路两大类型。 针对不

同的睑袋类型应选择适当的手术方法。 由于中、老
年人的睑袋形成除了眶隔松弛、脂肪膨出外,均伴有

不同程度的下睑皮肤和眼轮匝肌松弛[1 - 2],因而在

睑袋整复术中,要想获得长久的手术效果,减少睑袋

的复发,术中除了去除脂肪和皮肤外,还应加强重建

下睑支持结构的作用。 在眼轮匝肌的处理上应尤为

谨慎,眼轮匝肌预缝合缩短术可避免眼轮匝肌缩短

过程中,去除轮匝肌的量过多或过少,对术后效果起

着重要作用。 我院采用眼轮匝肌预缝合缩短术及传

统法治疗中老年人的睑袋,现将这 2 种方式的临床

疗效作一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择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

在我科做睑袋治疗的 60 例中老年病人,年龄 45 ~
65 岁,均为不同程度的下睑皮肤及眼轮匝肌松弛、
皱纹明显、眶隔脂肪疝出,无瘢痕体质,排除心血管、
血液系统疾病等。 将 60 例病人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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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例,其中观察组男 10 例,女 20 例,采用眼轮匝肌

预缝合缩短术;对照组男 13 例,女 17 例,采用传统

法睑袋整形术。 2 组病人、性别及年龄均具有可

比性。
1. 2摇 手术方法 摇
1. 2. 1摇 观察组摇 采用眼轮匝肌预缝合缩短术:距离

下睑缘 1 ~ 2 mm 处,以美兰作平行于下睑缘划线,
切口内侧至内眦角,外侧超外眦外缘 3 ~ 8 mm,而外

侧切口线延伸长度以病人皮肤松弛的程度所决定。
外缘的切口线平行于与鱼尾纹。 标记好切口线后,
以 1%利多卡因于术区行皮下组织局部浸润麻醉,
每侧约 1 mL。

眶隔脂肪的处理:切开皮肤全层及眼轮匝肌,血
管钳钝性分离轮匝肌,暴露眶隔,横行剪开眶隔,轻
压眼球,让眶隔内脂肪组织向外疝出,分别切除内、
中、外三隔中的部分脂肪组织,至轻压眼球时无眶隔

脂肪组织疝出为准。
眼轮匝肌的处理:在眼轮匝肌浅面分离下睑皮

肤至眶下缘处,自外眦角向内游离眼轮匝肌,长度

2 ~ 3 cm,用美兰在距离外眦角约 0. 5 cm 处作垂直

于眼轮匝肌的垂线,用眼科剪沿垂线离断眼轮匝肌,
预先将一侧断端缝合至另一断端深面,根据轮匝肌

的张力,酌情调整缝合位置,嘱病人睁眼向额部看,
观察睑袋整复效果,当轮匝肌达到较好外形以及张

力时,切除重叠部分,断端精细缝合,确切止血,嘱病

人睁眼向额部看,观察睑袋整复效果,酌情调整缝合

位置、丝线拉力大小以及方向。
切除皮肤:轻轻向上牵拉下睑皮肤,嘱病人眼睛

向上看,将皮肤展平拉直与切口主线自然对合,适度

剪除多余皮肤。
缝合皮肤:注意下睑皮肤对合平整,无凹凸不

平,最后以 6鄄0 间断皮外缝合,局部加压包扎 24 h,
口服广谱抗生素,术后 7 d 拆除缝线。
1. 2. 2摇 对照组摇 病人选择从下睑皮肤入路,应用局

部麻醉后,从下睑睫毛至外眦做切口,将眼轮匝肌与

皮肤组织进行组织分离,打开眶隔后按压眼球,将膨

出脂肪清除后,再将多余皮肤切除,最后以 6鄄0 间断

皮外缝合皮肤,局部加压包扎 24 h,术后 7 d 拆除

缝线。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 3. 1摇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摇 如睑外翻、血肿等;
比较 2 组病人随访 1 年后眼袋复发、眶周皱纹复发

情况等。
1. 3. 2摇 术后 1 年的满意率[3] 摇 满意:术后病人的下

睑皱纹、松弛、下垂、臃肿完全消失,下睑皮肤紧致,
且无并发症出现。 基本满意:病人的下睑皱纹、松
弛、下垂、臃肿基本消失,且无并发症出现。 不满意:
病人的下睑皱纹、松弛、下垂、臃肿消除不明显,与治

疗前比较无明显差异。 总满意率 =满意率 +基本满

意率。
1. 4 摇 统计学 方 法 摇 采用秩和检验、 字2 检验及

Fisher忆s 确切概率法。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治疗满意度比较 摇 2 组病人均随访

1 年,观察组病人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
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满意度情况比较(n)

分组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 % uc P

观察组 30 28 2 0 100. 0摇

对照组 30 19 7 4 86. 7 6. 20 < 0. 01

合计 60 47 9 4 93. 3

2. 2摇 2 组病人并发症比较摇 术后 1 年,2 组病人并

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
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并发症情况比较(n)

分组 睑外翻 血肿
切口

感染

1 年后

眼袋复发

1 年后

眶周皱纹复发

观察组 0 1 0 0 1

对照组 0 2 1 5 7

字2 — 0. 00 — 3. 49 3. 61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Fisher忆s 确切概率

3摇 讨论

摇 摇 下睑组织从外向内依次为皮肤、皮下组织、眼轮

匝肌、睑板、睑结膜。 眼轮匝肌位于皮下,是一组环

绕眼眶的肌群,肌纤维分为睑板前、眶隔前和眶部三

个部分,睑板前的眼轮匝肌分为浅、深两头,浅头与

睑板联合组成内眦韧带,止于泪骨前嵴,而深头达泪

囊后方,止于泪骨后嵴,这样使眼睑与眼球紧贴并维

持眶鼻钩的深度。 以内眦韧带为起始部,环绕睑裂

后终止于内眦韧带。
睑袋的形成有先天性及后天形成两种,前者 30

岁以下的青年人居多,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多为先

天性眶隔脂肪过多所致,表现为睑袋靠近下睑缘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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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连续分布,无皮肤松弛。 然而中老年人的睑袋

后天形成居多,目前对中老年人的睑袋形成认识尚

未达成共识,早期的睑袋整形理论认为中老年人下

睑眼袋的形成是眶脂肪过多和下睑皮肤松弛所

致[5]。 近年来对于中老年人下睑眼袋的研究[6] 表

明睑袋的发生是眶脂肪量与下睑支撑结构之间的正

常平衡关系遭到破坏的结果。 睑袋整形术分为皮肤

径路和结膜径路。 结膜径路并不去除多余皮肤,仅
可去除疝出的眶隔脂肪,在临床中此方法多用于无

下睑皮肤松弛的青年人;皮肤径路手术适应证广泛,
尤其在中年人的睑袋整复中。 传统的睑袋整复术只

单纯切除多余的皮肤及眶隔疝出的脂肪组织,并未

对眼轮匝肌在下睑支持结构中产生的作用引起重

视,这种手术方法极易导致睑球分离,甚至下睑外

翻,虽然手术后的近期效果比较满意,但时间稍长,
易出现睑袋复发的现象,即“假性睑袋冶 [7],甚至发

生因结合膜与眼球分离现象而引起流泪等,导致二

次手术可能。 因此,下睑支持结构的加固是老年人

睑袋整复的重点。 HAMRA 等[8 - 9] 认为眼轮匝肌的

紧缩对于下睑结构保持张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目

前国内学者提到眼轮匝肌的处理方法,如董岩等[10]

提出将眼轮匝肌提紧缝合;杨志祥等[11] 提倡将眼轮

匝肌楔形切除再缝合固定;朱亮等[12] 提出,游离眼

轮匝肌后,在外 1 / 3 处切断并重叠缝合;笔者认为,
单纯地将眼轮匝肌提紧缝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松弛的轮匝肌,术后易出现皮下硬结,影响手术效

果。 对于轮匝肌作楔形切除,术中在拉拢比对时,不
易调整,很难把握切除的量,对于初学者不易掌握,
眼轮匝肌去除过多易造成睑外翻和睑球分离,过少

达不到睑袋的整复效果。
在传统的去睑袋手术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睑袋

的解剖结构,采用眼轮匝肌缩短术增强肌肉张力,解
决睑袋向下向外的作用力。 适度的眼轮匝肌缩短不

仅矫正了松弛的睑袋,对下睑皮肤的提紧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同时改善了明显凹陷的下眶缘沟、眶鼻

沟,起到了一举双得的作用效果。 此术式依据中老

年人睑袋形成的原因及特点,选择个性化治疗方案,
重建、加固下睑的支持结构,缩短的眼轮匝肌增加了

下睑缩肌的力量,恢复皮肤对眼轮匝肌的牵制作用,
可避免下睑外翻,防止睑袋的复发,获得较长期的术

后效果[3]。 因下眼睑皮肤附着点在轮匝肌上,所以

重塑后紧致的轮匝肌可以为表皮提供较平整的基

底,可长期维持下眼睑皮肤紧致,减少复发率。 本文

所介绍的术式,在病人放松状态下,将离断后的轮匝

肌,相向拉拢重叠时,先将其预缝合,观察其轮匝肌

外形及张力,再酌情调整缝合位置,最后将多余轮匝

肌切除。 本术式应用于中老年下睑袋病人中,通过

观察结果可见:观察组满意 28 例,基本满意 2 例,效
果良好。 对照组治疗满意者 19 例,基本满意者 8
例,不满意者 3 例,可见观察组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 可以初步认为此术式更适用于中老年人,且其

术后复发时间及对眶颧部皱纹的复发率明显低于观

察组。
总之,本研究采用的眼轮匝肌预缝合缩短术,相

较于其他报道的相关处理眼轮匝肌的术式,对于新

手来说简单、易行,可较好把握和调整去除眼轮匝肌

的量,也可为病人提供较好的术后外形。 合理的缩

短眼轮匝肌,重塑了支持结构,减少了术后下睑外翻

等并发症的出现,可防止睑袋的再度复发,延长手术

的有效时间,使手术效果满意率得到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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