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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吸收线埋置术在面部提升中的临床应用及体会
刘正茂，袁 希，石海山，曹 川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整形美容科，重庆 400038）
【摘 要】 目的 探讨可吸收双向倒刺线埋置术在治疗面部松垂中的临床应用及体会。方法 对 35 例受术者，在局麻下行
颞部发际线内单侧皮下置入 5 － 10 根恒生 0 号钝针提拉线，置入到位后向上提拉并打结使局部组织上移并固定，线头埋于皮下，
并将 30 － 50 根平滑线埋置于额部、颧颊部及中下面部真皮下。结果 术后肿胀轻，无出血、感染等严重并发症，本组 35 例
受术者面部松垂得到明显改善。有 3 例患者术后左右不对称，术后 3 周在局麻下再次埋线调整后双侧对称，自觉术后效果满意。
结论 可吸收双向倒刺线埋置术提升面部松垂软组织效果明显，此法可在局麻下进行，无需拆线，手术时间短、术后肿胀轻、
恢复快，可重复手术，但维持时间相对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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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bidirectional barbed absorbable line embedded in the face lifting operation
LIU Zheng-mao, YUAN Xi, SHI Hai-shan, CAO Chuan
（Department of plastics, Southwest Hospital Aﬃliated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ity, 4000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bsorption line of bidirectional barbed buried technique i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loos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experience in the vertical. Methods 35 cases of patients, unilateral subcutaneous placement in 5 - 10, Hang
Seng 0 root blunt needle pulling line under local anesthesia for the temporal hairline, placed in place after the pull and knotting of the
local tissue and fixed up, head buried in the skin, and the 30 - 50 smooth line embedded in the forehead Department, zygomatic and
the subdermal. Result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re were no severe complications such as bleeding, infection, and so on. 35 cases of the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3 cases of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asymmetry, 3 weeks after surgery under local anesthesia
again after the adjustment of catgut embedding in bilateral symmetry, self satisfied after operation. Conclusion the absorbable line
embedded with bidirectional barbed enhance facial sagging soft tissue has obvious effect, which can be done under local anesthesia, no
stitches, short operation time, postoperative mild swelling, quick recovery, repeatable operation, but mainta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KEY WORDS]Face lifting; Two directions of hook line; Absorbable line embedding

随着年龄增长以及重力作用，面部的皮肤、皮
下组织、肌层及骨骼逐渐退变、萎缩，出现颧脂肪
垫下移、鼻唇沟加深、颊部饱满度减弱，从而影响
人的面部美观。早期患者多选择面部的拉皮除皱手
术，但这种手术创伤较大，容易损伤面神经，且有
瘢痕性秃发的危险，随着近几年肉毒素、玻尿酸、
射频等新技术新材料的广泛应用，拉皮手术渐渐少
有医生使用了 [1]。对于面部皮肤松弛、下垂明显的
患者，单纯使用注射、射频等非手术治疗很难达到
理想的效果。可吸收双向倒刺线埋置术是通过在颞
部发际线内皮肤打孔将倒刺线植入皮下 SMAS 筋膜
层，上提颧弓韧带、颧颊部脂肪垫，并固定于颞筋
万方数据

膜表面，达到面部提升的效果。我们于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对来我院要求面部年轻化提升又不
愿意手术的患者通过可吸收双向倒刺线埋置进行面
部提升手术，术后提升效果较好，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 35 例均为女性患者，最大年龄 61 岁，最
小 38 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中下面部皮肤软组织
松垂，要求改善鼻唇沟及中下面部松垂，2 例患者
曾有行拉皮手术史。
埋置线采用国内恒生公司生产的聚对二氧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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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可吸收双向倒刺悬吊线［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1 第 3651580 号］，主要用 0 号长 15cm 悬吊线
和 5/0 号长 5.5cm 平滑线。
1.2 方 法
1.2.1 术前设计
取坐立位，根据患者面部松垂程度，在颞部发
际线内平眉尾水平线上 2 点作为提拉线进针固定
点，以此点为中心，向中下面部作扇形标记线，内
侧不超过鼻唇沟及木偶纹，下端不超过耳垂至嘴角
连线（图 1）。

要时取患者半卧位，观察两侧面部提升达到预期效
果并对称后，线尾两两打结防止提拉线向下滑脱，
紧贴皮肤剪去多余缝线，将线结完全置于皮下，清
理头发，防止发丝进入针孔引起术后感染。平滑线
则视患者面部的情况，左右分别将 30 － 50 根平滑
线埋置于额部、颧颊部及中下面部真皮下。针孔处
外涂金霉素眼膏。术后 48 小时内局部冰敷，戴头
套 1 周。
1.2.4 随访及疗效评价
嘱患者术后第 1 周、1 月、半年来院复查，观
察患者鼻唇沟是否变浅，询问患者术后效果的满意
度并拍摄术后照片，患者满意度评价分为满意、不
满意。

2

图1

手术操作图示（a,b 两点为进针点）

1.2.2 麻醉
局 部 麻 醉， 麻 醉 液 配 制 比 例 :2% 利 多 卡 因
5ml,0.1% 肾上腺素 0.1ml。进针孔及埋线隧道局部
浸润麻醉，个别对疼痛耐受比较差患者可选择基础
麻醉下行局麻注射。
1.2.3 手术操作过程
固定头发，暴露颞部进针点。常规消毒铺巾，
进针点局部注射局麻醉液 0.2ml，用 20ml 空针针
头在进针点皮肤打孔，用 10cm 长 25G×1/2 英寸钝
针沿每条标记线皮下注射 0.2ml 局麻液后，将带钝
形导针的 0 号提拉线由颞部皮肤进针点进入皮下达
SMAS 筋膜层，再沿体表标记线在 SMAS 筋膜浅层向
下穿行达远端预设位置，将针尾处线体轻轻沿套管
针送入少许，使线头从针尖处进入组织，左手食指
在面部相应位置压住线头，右手退出套管针，左手
轻压皮肤使皮下 SMAS 筋膜层与线的倒刺充分接触。
拔出导引针后，将提拉线向上适度提紧使中下面部
组织向上移并固定，使松弛组织提拉至适当位置，
抚平面部皮肤。按上述操作方法，分别将 5 ～ 10
根提拉线埋置于皮下 SMAS 筋膜浅层。同样方法埋
置对侧面部提拉线。逐渐调整收紧两侧提拉线，必
万方数据

结

果

本组 35 例患者局部肿胀多在 1 周左右消退，2
周内皮下偶有刺痛感，术后基本不影响工作及生活。
多数患者术后 3 周上述症状完全消失，对比术前鼻
唇沟均变浅、面部皮肤较术前饱满、有光泽（图 2）。
1 例患者术后右侧外眼角处疼痛明显，经局部热敷
5 天后疼痛基本消失；有 3 例患者由于术中左右提
拉力度不均引起两侧不对称，术后 3 周在局麻下将
效果欠佳侧再次埋线向上提拉调整后双侧对称。其
余患者术后效果均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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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术前
图2

3

右：术后半年

可吸收双向倒刺线埋置手术前后对比照片

讨

论

面部的松垂主要是骨骼的萎缩、韧带稳固性减
弱、SMAS 张力降低，使面部皮肤及颧、颊脂肪垫
等软组织松垂，出现泪沟、鼻唇沟明显加深等衰老
面容。目前解决面部组织松垂的办法很多，如：肉
毒素注射，透明质酸、胶原蛋白、自体脂肪注射；
激光、射频、黄金微针、超声刀等仪器治疗；面部
SMARS 筋膜提升及内窥镜下小切口面部拉皮提升术
[2]
等等。临床上，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疗效，微创
注射、仪器等治疗效果有限，去皮手术创伤较大，
手术时间较长，术后可能出现头皮麻木、脱发、瘢
痕，且需要较长时间恢复，因此大多数患者难以接
受 [3-4]，可吸收双向倒刺线埋置术通过微创的方法，
获得较好的提升效果，是一个理想的面部提升的微
创手术方法。
可吸收双向倒刺线面部提升术是用特殊的导引
钝针将提升线导入面部对应层面软组织内，利用双
向倒刺将面部松垂软组织上移并相对固定，使松垂
的面部皮肤及软组织得以均匀提紧复位。由于提升
线可被人体吸收，体内胶原蛋白替代性生成新生的
支持韧带维持原有张力，提紧效果能够维持较长时
间 [5]。与传统的拉皮手术相比，通过可吸收双向倒
刺线皮下埋植法，手术创伤小，不会出现大量出血
和面部神经受损等，且术后恢复快，具有创伤小、
出血少、无手术痕迹等优点。此手术维持时间在 1 －
2 年左右，但因创伤小、线可以完全吸收，所以可
重复多次手术，易被患者接受。
早期手术因经验不足，也有出现双侧面部松紧
不一致、左右不对称等现象 [6-7]，因此我们的体会

万方数据

是 ：术前设计先让受术者坐立位，根据患者面部
松垂情况设计埋线路径和埋线数量；手术中应注意
弹力线不要埋置过浅，以免缝线条索状显影及发生
局部凹陷，弹力线不可牵拉过紧，固定时各线的牵
拉力尽量均匀一致，以免由于力度不均，造成面部
不对称，术中可让受术者取半坐位，观察两侧提紧
程度对称情况并及时调整；剪断提升线后线头要埋
在皮下组织深部，针孔处的头发需清理干净，以防
针孔及术区感染。术后避免面部过度运动，如大笑、
用力咀嚼，尤其避免面部挤压、按摩等。
综上所述：在面部提升手术中，可吸收双向倒
刺线埋置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有效提升松弛下垂
的中下面部软组织，改善面部皮肤肤质，但要实现
面部年轻化需要多种技术联合应用，在微创埋线的
同时，还需结合肉毒素、透明质酸注射、自体脂肪
填充，甚至拉皮手术等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8]。
总之，可吸收双向倒刺线面部提升术是一种手术操
作相对简单、创伤小、出血少，术后肿胀轻、恢复
快，无手术痕迹、可多次手术、易于被患者接受，
是一种值得推广的面部年轻化微创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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