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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质酸注射隆颏联合颏肌放松治疗轻中度
小颏畸形的疗效观察
徐 爽 1，高 亮 1，李俊岑 1，陈 晶 1，金 昊 2，赵鑫鑫 2
（1. 成都武侯华人医联丽元医疗美容门诊部，四川 成都，610000；
2. 成都医学院实验技术教研室，四川 成都，610081）
【摘 要】 目的 观察透明质酸注射隆颏联合颏肌放松治疗轻中度小颏畸形的临床疗效。方法 收集小颏畸形伴颏肌紧张求美
者 36 例（轻度：24 例；中度：12 例），均采用透明质酸注射隆颏联合 A 型肉毒毒素注射颏肌治疗。采用双盲法，由两位美
容医生独立收集求美者治疗前后的数据：①测量求美者颏前点到 Richett's 审美平面的距离；②测定求美者面高比；③测定颏
点是否处于理想颏点位置。统计指标均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分析。结果 术后随访 3 ～ 6 个月，失访 3 例。注射后求美
者颏部矢状位满足 Richett's 审美平面，面高比例基本符合美学标准，颏点位于理想颏点区域。治疗后颏部轻度肿胀，4 ～ 7d
后逐渐消退，随访期间均未发生血肿、局部感染、皮肤坏死及填充剂过敏情况。求美者对注射后效果满意。经统计分析，求
美者治疗前（4.788±1.709）mm 和治疗后 3 月（0.969±0.684）mm 测量指标存在统计学差异（t =17.058，P ＜ 0.01）结论
透明质酸注射隆颏结合 A 型肉毒毒素注射颏肌，具有可逆性，术后效果明显。较单一的注射隆颏方式而言，颏部肌肉的放松
减少了透明质酸的用量，使透明质酸在颏部组织的分布更加均匀，面部轮廓更加自然，求美者满意度高，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小颏畸形；透明质酸；隆颏术；肉毒毒素；颏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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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Chin Augmentation with Hyaluronic Ac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entalis
Relaxation in Treatment of Mild to Moderate Chin Microsomia
XU Shuang1,GAO Liang1, LI Jun-cen1,CHEN Jing1, Jin Hao2, ZHAO Xin-xin2
(1.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Liyuan Medical and Beauty Clinic, Sichuan Province, 610000,China;2. Department of
Experimental Techonogy,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Sichuan Province, 61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hin augmentation with hyaluronic ac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entalis relaxation
in treatment of mild to moderate chin microsomia. Methods 36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chin microsomia and mentalis tension
underwent treatment of chin augmentation with hyaluronic ac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botulinum toxin A injection.Adopting a
double-blind method,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wo cosmetology doctors independently collected data which were comprised of
measur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gonion and the Richett's aesthetic plane, and measuring the surface height ratio,and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chin point was between the range of ideal location.The statistical indicators were analyzed by SPSS 19 statistical software.
Results To follow-up 3to 8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3 people were lost. After injection, the beauty of the chin sagittal position
satisfies Richett's aesthetic plane, the high ratio is basically in line with aesthetic standards, the chin point is located in the ideal chin
point area. After treatment, the chin area was slightly swollen and gradually subsided after 4 to 7D. No hematoma, local infection,
skin necrosis, and fill allergy were found during follow-up. The beauty seeker is satisfied with the effect after injection. According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measurement index between the three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chin augmentation with hyaluronic ac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type A 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 of chin muscle has
reversibility, and the postoperative effect is obvious.In terms of a single injection method, the relaxation of the chin muscles reduces
the amount of hyaluronic acid, so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hyaluronic acid in the chin tissue is more uniform, the facial contour is more
natural,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beauty seeker is high.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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颏部对形成美观的面部轮廓非常重要，小颏畸
形系因多种因素造成颏部发育畸形，严重影响人面
部的整体美观[1]。透明质酸（也称玻尿酸）注射隆
颏与传统手术方式相比，不仅创伤小，而且术后恢
复快，并发症也相对较少，越来越受到求美者青睐
[2]
。但是小颏畸形常常伴随不同程度颏肌紧张，单
纯的注射隆颏往往仅解决了下颌后缩的表面问题，
而颏肌紧张未得到解决。紧张的颏肌不仅会使皮肤
凹凸不平、颏部皮肤上提，使透明质酸在颏部组织
中分布不均，使注射隆颏术后效果欠佳[3]。为提高
注射隆颏术后效果，笔者采用透明质酸注射隆颏联
合A型肉毒毒素注射颏肌治疗小颏畸形，在临床中
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36例，全为女性，年龄19～42岁，均
为小颏畸形（轻度：24例；中度：12例）伴颏肌紧
张。
1.2 纳入标准
排除先天性面部畸形，无透明质酸填充注射禁
忌症，均为单纯颏部发育不足，上下颌骨咬合关系
正常。
1.3 审美标准
①术前确定 Richett's 审美平面，根据颏部
后缩程度，将小颏畸形分为轻、中、重度[4]，即：
颏前点距Richett's平面的距离小于7mm为轻度，
7～15mm为中度，大于15mm为重度（见图1A,1B）。
②协调的面部高度比例：根据黄金分割法则将面
高三等分，等分线为：经发际、眉间、鼻小柱基底
及颏下缘的水平线（见图1C）；③理想的颏点位置
[5]
：理想颏点应在通过软组织的鼻下点和鼻根点与
眶耳平面垂直的两条直线之间，超出该范围则被视
为小颏或巨颏（见图1D）。

注：A. 颏前点与鼻尖点连线所在平面为
Richett's平面；B.注射前，用上唇前点与鼻尖点
连线确定理想的Richett's平面，；C. 协调的面部
高度比例：根据黄金分割法则将面高三等分；D.
通过软组织的鼻下点和鼻根点作两条垂直于眶耳平
面的直线，理想颏点应位于两条垂线之间

2

方 法

2.1 A 型肉毒毒素注射颏肌
注射前，用2.5ml生理盐水溶解100U A型肉毒
毒素(兰州，衡力，产品批号：20190107)，然后分
装于无菌注射器（lml规格）中备用。注射点为距
颏部正中5mm处，同一水平的左右两点,注射总剂量
为4～10U。注射前应回抽注射器,确保针尖不在血
管内方可注射，注射后，用无菌棉签轻压进针处止
血。根据颏肌紧张程度，选择不同注射隆颏时机：
颏肌紧张不明显,可在注射隆颏术前30min注射；若
颏肌明显紧张，则在注射隆颏术前2周注射。
2.2 透明质酸注射隆颏
选用注射用修饰透明质酸钠凝胶（LG Chem，
Ltd. 规格：1.0ml/支，生产批号：IDC18018）,
术前标记填充区域，彻底消毒、铺巾、麻醉。第1
注射点为面中线与颏部下缘交点，深度为颏部骨
膜浅层；第2、3注射点为标记的颏部填充范围最
右侧和最左侧，采用“扇形”填充，注射层次为
皮下深层；注射总量为0.6～2.0ml，平均1.4ml。
注射后观察外观均匀对称，过渡平滑、颏部符合
Richett's审美平面，注射区皮肤无异常、无不适
感，即注射完毕。75%乙醇纱布覆盖注射区15min，
不包扎固定。
2.2 注射后注意事项
①注射区避免挤压碰撞和局部按摩，禁止桑
拿、汗蒸等高温活动；②避免服用庆大霉素、链霉
素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以及阿司匹林类药物。

图 1 注射隆颏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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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观察指标
①采用双盲法，治疗前后由两位美容医生独立
测量求美者颏前点到Richett's 审美平面距离并记
录；②测定求美者治疗前后的面高比；③测定治疗
后颏点是否处于理想颏点位置。
2.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分析，配对样本t检
验，检验水准α=0.05，P ＜0.05表示有统计学差
异。

3

结 果

本组36例求美者，术后随访3～6个月，失访3
例。注射后求美者颏部矢状位满足Richett's 审美
平面，面高比例基本符合美学标准，颏点位于理想
颏点区域。治疗后颏部轻度肿胀，4～7d后逐渐消
退，随访期间未发现血肿、局部感染、皮肤坏死及
填充剂过敏情况。求美者对注射后效果满意。经统
计分析，求美者治疗前（4.788±1.709）mm和治疗
后3月（0.969±0.684）mm测量指标存在统计学差
异（t=17.058，P ＜0.01）。

案例1：某女，23岁，轻度小颏畸形伴颏肌紧
张。术前测量颏前点到Richett's 审美平面的距离

案例2：某女，25岁，轻度小颏畸形伴颏肌紧
张，术前测量颏前点到Richett's 审美平面的距离
为6mm，面高比例1:0.9:0.8，颏点落于鼻根点与眶
耳平面垂线之后，先行A型肉毒毒素注射颏肌，注
射总剂量为10 U，然后行透明质酸注射隆颏，注射
总剂量为2.0ml。术后即刻，颏部形态明显改善，
颏部矢状位满足Richett's 审美平面，面高比例：
1:0.9:1，颏点位于理想颏点位置，求美者对治疗
效果满意，见图3。

图 2 案例 1 治疗前后对比照片

图 3 案例 2 治疗前后对比照片

4 典型病例

4

为4mm，面高比例1:0.9:0.9，颏点落于鼻根点与眶
耳平面垂线之后，先行A型肉毒毒素注射颏肌，注
射总剂量为8 U，然后行透明质酸注射隆颏，注射
总剂量为1.5ml。术后5月，颏部形态明显改善，颏
部矢状位满足Richett's 审美平面，面高比例：
1:0.9:1，颏点位于理想颏点位置，求美者对治疗
效果满意，见图2。
A，C为求美者术前正面与侧面照，术前求美
者颏前点到Richett's 审美平面的距离为4mm，面
高比例1:0.9:0.9，颏点落于鼻根点与眶耳平面
垂线之后；B，D为求美者术后5个月正面与侧面
照，治疗后颏部形态明显改善，颏部矢状位满足
Richett's 审美平面，面高比例1:0.9:1，颏点位
于理想颏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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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为求美者术前正面与侧面照，术前求美者
颏前点到Richett's 审美平面的距离为6mm，面高
比例1:0.9:0.8，颏点落于鼻根点与眶耳平面垂线
之后；B，D为求美者术后即刻正面与侧面照，治疗
后颏部形态明显改善，颏部矢状位满足Richett's
审美平面，面高比例1:0.9:1，颏点位于理想颏点
位置

5

讨 论

5.1 A 型肉毒毒素注射颏肌
A型肉毒毒素具有神经毒性，由厌氧肉毒梭状
芽孢杆菌产生，可抑制神经肌肉接头处乙酰胆碱的
释放, 能削弱肌力，抑制局部肌肉收缩[6]，因而能
达到放松颏肌的目的。但是A型肉毒毒素的治疗具
有可逆性，注射后3～6个月,因失活的神经末梢再
次建立传导通路,肌肉可恢复收缩功能 [7]。因此，
术后有再次注射A型肉毒毒素可能。颏肌收缩时可
上提颏部皮肤以及辅助闭唇。下颌中线两侧的左
右颏肌相距约12mm,中份纤维越过中线与对侧颏肌
连接,表层纤维向上走行与口轮匝肌相连 [8]。颏肌
的过度收缩，可使颏部软组织明显上提以及颏部皮
肤出现橘皮样皱褶，导致颏部形状不够立体，外观
短缩。本次A型肉毒毒素注射颏肌选取距颏部正中
5mm处同一水平左右两点为进针点，恰好处于两侧
颏肌中心位置，有利于药液扩散至全部颏肌，使颏
肌放松更完全。本组36例求美者中，34例颏肌紧张
不明显，选择术前当天注射颏肌；2例颏肌明显紧
张，选择术前两周注射颏肌，均取得了良好的术后
效果，使每个求美者的治疗更加具体化。刘乾坤等
[9]
运用自体脂肪移植隆颏，术前采用A型肉毒毒素
注射颏肌，采用两点注射法，注射点选取颏下缘
上方5～10mm，距中点5mm的左右两点，注射量为
5～10U，术后颏肌放松完全，求美者对效果满意。
IozzoI等 [10]研究也认为对于表浅的颏肌组织，选
取多点注射效果更佳。
5.2 透明质酸注射隆颏
笔者注射隆颏采用透明质酸为填充材料，透明
质酸又称玻尿酸或糖醛酸，主要存在于人体结缔
组织和真皮层中，为皮肤中的蛋白等提供空间支
持，并具有强保湿性[11]。本次颏部填充第1注射点
为面中线与颏部下缘交点，深度为颏部骨膜浅层；
第2、3注射点为标记的颏部填充范围最右侧和最左
侧，采用“扇形”填充，注射层次为皮下深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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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总量为0.6～2.0ml，平均1.4ml。笔者认为注射
填充时应在注射区域内侧填充，这样可尽量避免透
明质酸向边缘渗出，形成不自然的面部下缘轮廓；
注射填充时如果填充区域皮肤发白，则应立即停止
注射。注射填充后可轻轻按摩填充区域，使得透明
质酸与周围组织紧密结合并均匀分布；术后间断冰
敷可缓解疼痛，减轻组织水肿，缩短术后恢复时
间。玻尿酸填充后效果随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改变，
在人体内6～12个月可被吸收。因此，治疗前就应
详细告知求美者，术后需再次填充维持效果。再次
注射的时间和周期可根据自己情况作出调整。透明
质酸注射隆颏与传统手术方式相比不仅创伤小，而
且风险低，术后恢复周期短，求美者易于接受。徐
又心 [12]等,采用玻尿酸注射隆颏，并联合A型肉毒
素咬肌注射重塑面下部1/3轮廓，随访6个月，求美
者对术后效果满意,其认为玻尿酸颏部注射填充术
具有手术创伤小、可塑性强的优势，易被医患接受
等优点。张萍等 [13]把注射用透明质酸钠应用于面
部轮廓修饰与年轻化中,效果显著且稳定性高,并认
为透明质酸填充术对隆鼻和隆颏治疗效果更显著。
5.3 透明质酸注射隆颏联合颏肌放松的治疗优势
本组36例求美者，术后随访3～6个月，失访3
例。注射后求美者颏部矢状位满足Richett's 审美
平面，面高比例基本符合美学标准，颏点位于理想
颏点区域。治疗后颏部轻度肿胀，4～7d后逐渐消
退，随访期间未发现血肿、局部感染、皮肤坏死及
填充剂过敏情况。求美者对注射后效果满意。治疗
结果表明透明质酸注射隆颏联合A型肉毒毒素注射
颏肌治疗轻、中度小颏畸形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术前的三项评价指标使得求美者手术治疗方案更加
个性化，术后多指标评价使得治疗效果更加客观，
更有临床价值。笔者认为在颏肌紧张的情况下，
直接注射隆颏，颏部体积的增大会使得颏肌更加紧
张，使颏部形态不自然。紧张的颏肌也会影响透明
质酸在颏部组织的分布，不仅会增加透明质酸的用
量，而且过多的注射填充会使求美者术后颏部有紧
绷感，使注射隆颏术后效果欠佳。因此，对于颏肌
紧张的求美者，在注射隆颏前，应使用A型肉毒毒
素放松颏肌。周牮等 [14]预先对颏肌紧张的求美者
行A型肉毒毒素注射颏肌治疗，术后面部轮廓改善
明显，隆颏效果满意。
综上所述，透明质酸注射隆颏结合A型肉毒毒
素注射颏肌，具有可逆性，术后效果明显。较单一
zgylm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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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射隆颏方式而言，颏部肌肉的放松减少了透明
质酸的用量，使透明质酸在颏部组织的分布更加均
匀，减轻了注射填充后颏部紧绷感，使面部轮廓更
加自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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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交联小分子透明质酸联合 Filorga NCTF®BOOST135 HA
在面部年轻化中的临床探讨
刘 鹤 1，胡芹宝 2，袁 强 1
( 1. 北京市第六医院医疗美容科，北京，100007；
2.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甘肃 兰州，730046）
【摘 要】 目的 观察非交联小分子透明质酸联合 Filorga NCTF®BOOST135 HA 在面部年轻化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选自我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门诊 156 例患者，其中 36 例男性，120 例女性；随机分为治疗组 82 例（A 组）和对照组 74 例（B 组）。
治疗组年龄 25 岁～ 50 岁 ，平均年龄 34 岁，对照组年龄 26 岁～ 48 岁，平均年龄 35 岁 。A 组应用非交联小分子透明质酸
联合 Filorga NCTF®BOOST135 HA 治疗，B 组单独应用非交联小分子透明质酸治疗。通过两种方法，对面部皮肤状态进行分析，
评价治疗效果。结果 治疗后随访 3 ～ 6 个月，A 组病例中满意 73 例，不满意 9 例，满意率为 89.02%；B 组病例中满意 52 例，
不满意 22 例，满意率为 70.27%。结论 透明质酸联合 Filorga NCTF®BOOST135 HA 在面部年轻化中的治疗效果优于单独应用
透明质酸，患者获得较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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