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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青年群体对现代整形美容技术
个性化要求的现况分析
何 强，李昱昊，何淑芬，刘雅榕，王榕峰，许南松，张培华 *
（广东医科大学，广东 湛江，524000）
【摘 要】 目的 分析广东省中青年群体对现代整形美容技术个性化要求的现况。 方法 于 2017 年 5-7 月，采用分层随
机抽样方法抽取广东省中青年群体 1250 名，自编调查问卷，调查中青年群体对整形美容部位、方式等个性化要求以及安全意
识等现况，并采用 SPSS20.0 进行卡方分析等描述性分析。 结果 此次调查研究共发放问卷 1250 份，有效回收 1195 份，有效
率为 95.6%。调查人群中 31.8% 曾接受过整形美容，男性整形美容率为 30.0%，女性为 33.0%；18-28 岁、29-38 岁、39-48 岁、
49-59 岁的整形美容率分别为 24.6%，51.3%，45.6%，为 47.9%。同时，期待整形美容的部位前六是皮肤（37.8%）、牙及牙
周（36.7%）、眼部（26.9%）、面部轮廓（21.7%）、鼻部（18.5%）、乳房躯干（15.2%）；期待的方式前五是牙科美容方式（46.6%）、
生活美容方式（46.2%）、皮肤激光美容方式（33.1%）、注射微整方式（26.1%）、外科美容方式（20.5%）。而各年龄层对
整形美容个性化要求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中青年群体整形美容的部位倾向于皮肤、牙及牙周等浅表部

位，方式倾向于牙科、生活美容等较为保守的方式，且不同影响因素下的需求及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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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demands about plastic and cosmetic surgical technique among middleyoung people in Guangdong province
HE Qiang,LI Yu-hao,HE Shu-fen,LIU Ya-rong,WANG Rong-feng,XU Nan-song,ZHANG Pei-hua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Guangdong Province 52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rsonalized demands, which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request with regard to plastic and cosmetic surgical technique in Guangdong province. Methods A total of 1250 middle-young people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each place was select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in the
study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dividual demands of plastic parts of body, plastic surgery or cosmetic ways and orthopedics and
hairdress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medical safety consciousness，by SPSS20.0 software to carry outdescriptive analysis such as chisquare test. Result A total of 125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1195 retrieved, with a recovery rate of 95.6%.The rate among
middle-young people who accepted plastic surgery was 31.8%,in addition, the plastic rate of the female and the male was 33.0% and
30.0% respectively, moreover, among the group of the age of 18 to 28, 24.6% had plastic work done, and the rate of the group of the
age of 29 to 38, 39 to 48, 49 to 59 was 51.3%, 45.6%, 47.9% respectively who had plastic behaviors. What’s more, the top 6 anticipated
plastic body parts were skin(37.8%), tooth and periodontia(36.7%), eye and periorbit(26.9%), facial contour(21.7%), nose(18.5%),
breast and somatotype(15.2%). Furthermore, the top 5 anticipated plastic manner were orthodontics(46.6%), daily beauty care(46.2%),
cosmetic laser surgery(33.1%), micro-plastic surgery(26.1%) and tranditonal plastic surgery(20.5%).Regar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lastic body parts and manner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gender, age, income per month, purpose of plastic
behavior(P <0.01). Finally, 44.85% among the respondents regarded business certificate of plastic surgery organization or certificate of
medical practitioner not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ir plastic behavior, and only 16.32% trusted medical organization
and staff when they acquired the knowledge of plastic risk. Conclusion Most of people are fond of superficial places to have plastic
surgery, such as skin and tooth and periodontia ,besides, they go for conservative plastic manners, for example, orthodontics and daily
beauty care.There is a variety of plastic and cosmetic demands among middle-young people affected by differe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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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整形医学的临床实践不同于其他医学领域，
患者的期望以及他们的需求不尽相同，所以人们对
于整形的不同需求也决定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和行业
的前进方向 [1-2]。根据 ISAPS（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esthetic Plastic Surgery， 国 际
美容整形外科协会）在 2016 年的全球调研显示，
2015 年女性手术整形项目数量前五依次是隆胸术、
脂肪抽吸术、眼部手术、腹壁成形术、乳房固定术；
同年男性前五依次是眼部手术、性乳腺发育症手术、
鼻整形术、脂肪抽吸术、毛发移植术 [3-4]。但此项
调查的所涉及的 24 个国家不包括中国，而我国美
容手术例数和整形医生人数都达到全球第三，在亚
洲范围内排名第一 [5-6]。因此，本研究小组希望通
过对广东地区中青年人群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
中青年群体对整形美容的个性化需求，并希望通过
本次调查得出能够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的客观数据
资料。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调查研究人群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
法，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划分的广东省四大经济区，
选取各经济区内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珠三角地区、
粤西地区 、粤东地区、粤北地区 [7]，兼顾各地区
相对人群比例，选取 1250 名具有整形美容意向或
对整形美容有所了解的中青年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本调查研究整形美容技术，为排除整形美容定义的
混淆对研究的影响，根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
会 2009 年制定的《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
按整形美容部位标准，分为头面部（眼部、鼻部、
面部轮廓）、乳房躯干、皮肤、牙及牙周等部位进
行问卷调查；按整形美容方式标准，分为外科美容
方式、注射微整方式、牙科美容方式、皮肤激光美
容方式、生活美容方式等方式进行问卷调查。
1.2 调查方法
本调查研究问卷调查开展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7
共同第一作者：何强（1993-）男，在读硕士；
李昱昊（1990-），男，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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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再生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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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问卷发放方式分为两方面，其一为培训后的调
查员开展现场调查，调查前阐明调查的目的和填写
方式，由调查对象自填并当场收回，经审核整理剔
除无效问卷；其二通过网络问卷进行随机调查，文
字阐明调查的目的和填写方式，针对调查对象 IP
限定广东省、填写时间大于一分钟以及质量控制题
进行问卷筛选、剔除无效问卷。
1.3 调查工具
本调查研究采用自编整形美容个性化要求调查
[8-10]
表
，包括个人情况（性别、年龄、居住地、文
化程度、职业、月收入、整形次数等），整形美容
个性化要求（整形美容部位、整形美容方式等）等
两方面内容。
1.4 统计方法
本调查研究主要运用 SPSS20.0 分析软件，对广
东省中青年群体对现代整形美容技术个性化要求进
行描述性分析统计，并采用卡方检验等统计学方法，
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研究总计发放问卷 1250 份，有效回
收问卷 1195 份，有效率为 95.6%。其中性别、年龄、
地区、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分布详见图 1。其
中性别分布：男性 490（41%）人，女性 705（59%）
人，男女性别比例为 1：1.43；年龄分布：18-28
岁有 843（70.54%）人，29-38 岁有（15.65%）人，
39-48 岁有（7.7%）人，49-58 岁有（6.11%）人。
地区分布 : 珠三角地区 545 人（45.61%），粤东地
区 183 人（15.31%），粤西地区 312 人（26.11%），
粤北地区 55 人（4.6%），其他 100 人（8.37%），
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比例为 1:1.92；文化
程度分布：高中及以下 75 人（6.28%），专科 127
人（10.63%），本科 672 人（56.23%），硕士及以
上 321 人（26.86%）；职业情况分布：机关及事业
单位 331 人（27.70%），企业职员 274 人（22.93%），
务 农 17 人（1.42%）， 经 商、 个 体 工 商 户、 自 由
职 业 108 人（9.04%）， 学 生 465 人（38.91%）；
月 收 入 分 布：5000 元 以 下 为 770 人（64.44%），
5001-10000 元 为 321 人（26.86%），10001-20000
元为 79 人（6.61%），大于 20000 元为 25 人（2.09%），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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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调查对象各基本信息构成比。A、性别构成比；B、年龄构成比；C、地区分布构成比；D、文化程度构成比；
E、职业构成比；F、月收入构成比

2.2 整形行为个性化要求现况
2.2.1 整形美容基本情况
在 本 次 研 究 调 查 中， 调 查 人 群 中 31.8%
（380/1195）曾接受过整形美容，68.2%（815/1195）
未接受过整形美容，接受过整形美容与未接受过
整形美容的比例为 0.47:1。其中男性整形美容率
为 30.0%，女性整形美容率为 33.0%，性别上并未
有明显差异。18-28 岁整形美容率为 24.6%，29-38
岁 整 形 美 容 率 为 51.3%，39-48 岁 整 形 美 容 率 为
45.6%，49-59 岁 整 形 美 容 率 为 47.9%， 年 龄 上 以
29-38 岁整形美容率明显上升。

2.2.2 部位的整形美容个性化要求
在调查人群中，曾接受过整形美容的前六部位
依 次 为 牙 及 牙 周 62.9%（239/380）、 皮 肤 25.5%
（97/380）、 眼 部 21.8%（83/380）、 鼻 部 21.8%
（83/380）、 面 部 轮 廓 12.1%（46/380）、 乳
房 躯 干 3.4%（13/380）， 而 期 待 整 形 的 前 六 部
位 为 皮 肤 37.8%（452/1195）、 牙 及 牙 周 36.7%
（439/1195）、眼部 26.9%（321/1195）、面部轮
廓 21.7%（259/1195）、鼻部 18.5%（221/1195）、
乳房躯干 15.2%（182/1195）。曾接受过整形的部
位与期待整形的部位前三者均为牙及牙周、皮肤、

图 2：曾接受过整形的部位与期待整形的部位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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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仅有顺序的不同，其中曾接受过的整形部位
中牙及牙周占有明显高的百分比，而期待整形部位
中皮肤、牙及牙周百分比同时领先，且期待整形部
位为面部轮廓、乳房躯干所占百分比与曾接受过整
形的部位百分比相比较，则呈明显上升，见图 2。
此外，按年龄阶段划分，所对应的期待整形部位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18-28 岁最期待
整形美容部位为皮肤，占比 38.55%，而 29-38 岁、
39-48 岁最期待整形美容部位为牙及牙周，分别占
比 40.11%、40.22%，此外，49-59 岁显著不同于前
三个年龄层，其最期待整形美容部位为眼部，占比
46.58%。各年龄层对应期待整形部位所占百分比见
表 1。
2.2.3 方式的整形美容个性化要求
被调查人群里，曾接受过的整形美容方式前五
类依次为生活美容方式 66.3%（252/380）、牙科
美容方式 51.3%（195/380）、外科美容方式 24.7%
（94/380）、注射微整方式 17.9%（68/380）、皮
肤激光美容方式 17.4%（66/380）；而对整形美容
方式不了解的调查对象为 347 人，其余 848 名调查

对象中期待的整形美容方式前五类为牙科美容方式
46.6%（395/848）、生活美容方式 46.2%（392/848）、
皮 肤 激 光 美 容 方 式 33.1%（281/848）、 注 射 微
整 方 式 26.1%（221/848）、 外 科 美 容 方 式 20.5%
（174/848）。从中可分析出，曾接受过的与期待
的整形美容方式均最倾向于生活美容方式和牙科美
容方式；但期待的整形美容方式较曾接受过的整形
美容方式而言亦有不同，外科美容方式所占百分比
下降，注射微整方式和皮肤激光美容方式所占百分
比有所上升，见图 3。
此外，按年龄阶段划分，所对应的期待整形方
式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0.01）。18-28 岁、
29-38 岁、39-48 岁最期待牙科美容方式，所占百
分 比 分 别 为 50.4%、44.7%、40.8%， 其 次 多 为 生
活美容方式，在 29-38 岁阶段期待整形美容方式
中，皮肤激光美容方式 40.0% 与外科美容整形方式
30.0% 的所占百分比相对其他年龄层较为突出，在
48-59 岁最期待为生活美容方式，牙科美容方式期
待度下降，而注射微整方式青睐程度在随年龄增加
呈逐渐上升趋势，各年龄层对应期待整形部位所占
表1

牙及牙周

皮肤

眼部整形

鼻部整形

面部轮廓

乳房躯干

χ2

P

18-28 岁

37.37%

38.55%

24.79%

18.39%

22.89%

14.59%

40.01

＜ 0.01

29-38 岁

40.11%

38.50%

30.48%

21.93%

18.72%

21.93%

39-48 岁

40.22%

39.13%

22.83%

19.57%

17.39%

15.22%

49-59 岁

16.44%

26.03%

46.58%

9.59%

20.55%

5.48%

图 3：曾接受过的整形方式与期待的整形方式所占百分比
表2

4

牙科美容方式

生活美容方式

皮肤激光美容

注射微整方式

外科美容方式

18-28 岁

50.40%

48.50%

33.20%

24.30%

19.60%

29-38 岁

44.70%

38.70%

40.00%

31.30%

30.00%

39-48 岁

40.80%

40.80%

23.90%

26.80%

16.90%

49-59 岁

21.70%

50.00%

26.70%

28.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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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52.36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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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见表 2。

3

讨

论

本次研究调查显示，女性整形美容率为 33.0%，
男性整形美容率为 30.0%，其中，29-38 岁年龄段
整形美容率最高，为 51.3%，从中可以看出男性在
整形美容方面需求并未明显低于女性，二者无统计
学差异，而 29-38 岁作为青春期向中年时期过渡的
年龄阶段，该年龄段人群可能由于对自身期望高、
而机体开始走向衰老等心理变化以及生理变化等导
致对整形美容率为最高 [11-12]。
关于部位，曾接受过整形美容的最常见部位为
牙及牙周，最期待整形美容的部位为皮肤与牙及牙
周，可见牙及牙周是整形美容的热门部位。之所
以许多人一提及整容便嗤之以鼻，而口腔正畸却
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是因为在大家普遍意识中误
认为其并不属于整形美容范围内，在国外也被称
为 disabled（残疾）。香港大学 Chu CH 等发现，
28% 的大学生有口腔正畸治疗的主观需求，有 13%
已经接受口腔正畸治疗 [13]；Krey 等发现在德国儿
童和青少年中有 33.5% 正在接受口腔正畸治疗 [14]；
Bjerklin 等发现瑞典 20 岁成年人有 46.3% 已经
接受或正在接受正畸治疗 [15]。“为了治病”较“为
了美观”更容易让大家接受认可。此外，年龄方面
有两点较为突出，其一 29-38 岁已接受过整形美容
的百分比相对其他年龄层更高，其二 49-59 岁年龄
层不同于 49 岁以前的人群最关注皮肤或牙及牙周，
而更关注眼及眼周，可能与该年龄层皮肤松弛、眼
部明显老化有关。本次调查研究发现，整形美容者
的缺陷和畸形大部分分布在体表，除了牙及牙周外，
皮肤、眼部、鼻部这些直接影响面部美观的部位也
越来越受人青睐，而且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整形
美容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群体以抗衰老为目
的的整形美容已经成为整形美容的新亮点。
关于方式，曾接受过整形美容的最常见方式是
生活美容方式，而最期待的整形美容方式是牙科美
容方式，此外，随年龄增加，注射微整方式的青睐
程度呈逐渐上升趋势，在 29-38 岁年龄层较其他年
龄层尤其青睐皮肤激光美容，可见绝大多数人仍倾
向于保守的日常生活美容护理，同时手术方面更青
睐注射微整、激光美容这类创伤小、恢复快的方式，
而传统的外科手术热度有所降温。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虽然男女整形美容率高达

30% 与 33%，但在整形美容部位方面最喜好牙及牙
周与皮肤，并未最青睐眼鼻乳房躯干等部位，且整
形美容方式方面最喜好牙科及生活美容这类较为保
守的方式。同时，29-38 岁人群作为整形美容最活
跃群体，尤其在皮肤激光美容、注射微整美容方面
较其他年龄层有更高的兴趣，49-59 岁人群热衷眼
及眼周等抗衰老方面整形美容，医疗机构应根据整
形美容对象的不同性别、年龄阶段等影响因素，结
合其所处群体的整体个性化要求现况，为其制定合
理的整形美容方案，同时引导合理的整形寻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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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内镜辅助鼻前庭切口矫正创伤性歪鼻畸形的实际价值评价
王江允，杨林琳，陈春丽，李晓玲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河南 郑州，450000）
【摘 要】

目的 研究创伤性歪鼻畸形疾病患者采用鼻内镜辅助鼻前庭切口技术实施矫正治疗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创伤性歪鼻畸形疾病患者 88 例，采用数学随机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治疗组，平均每组 44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开放手术矫正治疗；治疗组实施鼻内镜辅助鼻前庭切口技术实施矫正治疗。比较两
组患者创伤性歪鼻畸形手术矫正效果、手术操作时间、鼻部外观恢复正常时间、术后住院治疗总时间、围手术期出现的不良
反应。结果 治疗组患者创伤性歪鼻畸形手术矫正总有效率达到 90.9%，优于对照组的 70.5%，组间差异显著（P ＜ 0.05）；
手术操作时间、鼻部外观恢复正常时间、术后住院治疗总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 0.05）；围手术期仅出现 2 例不
良反应，少于对照组的 8 例，组间差异显著（P ＜ 0.05）。结论 创伤性歪鼻畸形疾病患者采用鼻内镜辅助鼻前庭切口技术实
施矫正治疗，可以缩短操作时间和术后恢复时间，减少围手术期不良反应，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 创伤性歪鼻畸形；鼻内镜；鼻前庭切口；矫正
DOI:10.19593/j.issn.2095-0721.2017.11.002

Evaluation of nasal endoscope assisted nasal vestibule incision for correction
of traumatic deviated nose
WANG Jiang-yun, YANG Lin-lin, CHEN Chun-li, LI Xiao-ling
（ENT & HN Surgery Department,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Henan Province 45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 of nasal endoscope assisted nasal vestibule incision for correction of
traumatic nasal deformity. Methods 8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deviated nose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March -2017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with an average of 4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open surgery,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asal endoscope
assisted nasal vestibule incision technique. The surgical correction effect, operation time, nasal appearance recovery time,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deviated nose deformity correction surgery,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0.9%, better than 70.5%
in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P ＜ 0.05); operation time, nasal appearance recovery time,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5); perioperative only 2 cases of adverse
reactions, less than 8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traumatic deviated nose
deformity patients with nasal endoscopic nasal vestibule incision technique implementation of orthodontic treatment, can shorte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recovery time after surgery, reduce perioperative adverse reactions, improve treatment effect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KEY WORDS] traumatic deviated nasal deformity; nasal endoscope; nasal vestibule incision; correction

目前临床上对创伤性歪鼻畸形进行治疗的时候，
要求美观性与功能性兼顾，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患者
作者简介：王江允（1981-），男，汉族，河南安阳人，本科，
主治医师，主要从事耳鼻整形与再造临床工作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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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质量与面部形态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1]。本文
主要研究创伤性歪鼻畸形疾病患者采用鼻内镜辅助
鼻前庭切口技术实施矫正治疗的临床价值。

1 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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