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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面部衰老主要表现在皮肤皱褶，脂肪容量萎缩流
失，软组织、韧带及SMAS筋膜的松弛下垂及骨骼退化
等，这些均会导致面部的明显凹陷及轮廓改变。埋线
提升通过植入的线材提拉复位下垂的软组织，同时启
动机体创伤修复功能，刺激自身胶原蛋白产生，是一
种安全有效且操作简易的微创美容外科技术[1]。本共
识旨在阐明美国强生鱼骨线及螺旋线的操作术式及要
点、围术期管理及与其他治疗方式的联合应用，为广
大医生同道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及技术参考，从而更好
地提高求美者对强生鱼骨线及螺旋线埋线提升的满意
度。

2

术前评估

东方人的解剖结构特点：颧弓复合体肥大，颧骨
凸出，上颌骨发育欠佳。随着年龄增长，面部全层组
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征象。
面部线技术治疗前，要对面部做整体评估及局部
分区评估。首先从轮廓，下颌缘的流畅度和清晰度，
有无颞区或颧弓下凹陷；其次评估面中部颧骨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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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睑颊沟、泪沟、颧颊沟、鼻唇沟纹及木偶纹是
否明显，苹果肌下垂情况；同时观察皮肤的松垂情况，
如果皮肤过于松垂，则不再属于线技术治疗适应证。

3

适应症与禁忌症

3.1 适应症
① 下面部面型改变；②眼尾松垂（上睑松垂不
明显）或眉下垂；③ 额部下垂（眉间区）；④鼻
唇沟加深；⑤局部轻度凹陷（颞部、面颊、颧脂肪
垫）；⑥中下面部松垂，口角囊袋及颏颈角增大；⑦
度眶颧沟形成；⑧ 对于细小静态皱纹、粗大毛孔以
及肤色及皮肤弹性也有一定程度改善；⑨早期颈阔肌
及颈部皮肤松弛。
3.2 相对禁忌症
①面部皮下脂肪量过多或过少；②面部皱纹明
显、松弛严重；③曾经接受过除皱手术及面颊溶脂
术；④曾接受过较为大量的填充剂注射或脂肪移植；
⑤有瘢痕疙瘩或瘢痕增生史；⑥颏下脂肪过多；⑦
颈部皮肤松弛严重；⑧鱼骨线折叠法在面部脂肪偏薄
的患者谨慎使用。
3.3 绝对禁忌症
① 生理期期间；②患有严重的全身性疾病；③
正在应用抗凝药物；④面部患有囊性痤疮、湿疹、牛
皮藓、感染等严重皮肤疾病；⑤对手术的预期效果过
高。

4 术前准备
4.1 病史
大部分受术者不需住院治疗，按常规询问病史。
询问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①出血性疾病史；②慢
病史如高血压、糖尿病、原发性心脏病史等；③用
药史如曾服用阿司匹林、双嘧达莫、维生素E和激素
类，以及中药人参、丹参等，应停用5-10天，后方可
手术；④月经史，手术时间避开月经期。
4.2 体检
埋线麻醉和治疗前我们必须对受术者进行常规物
理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包括：① 血常规包括血小板
计数，有条件加做血细胞比容（Hct）；② 凝血机
制包括凝血酶原时间(P)、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及纤维蛋白含量；③ 感染疾病方面的检查主要包括
HBV、HIV等相应检查；④ 常规心电图检查；⑤ 尿常
规包括镜检及尿比重；⑥ 肝功能包括血浆蛋白、胆
色素、转氨酶测定；⑦ 肾功能包括血尿素氮（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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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肌酐（C）测定；
注：局麻前4点体检项目可以，如果是静脉麻
醉，则需要以上7点体检。

4.3 特殊准备
① 术前照相：包括面颈部正位、侧位及45°角
斜位；②术前用药：如果是单纯局部麻醉可提前40分
钟面部敷麻醉药膏，以减轻注射局部浸润麻醉时的疼
痛感，提前30分钟口服止痛药；③术前头发准备：若
是发际内入路剪去入针附近区域的头发，按区域需要
将长发扎成小辫；④消毒：无菌包准备，常规消毒铺
单，注意发际线内消毒要彻底；⑤医助配台物品准
备：碘伏，25G长钝针、2.5ml注射器，18G锐针、弯
盘、生理盐水、2%利多卡因注射液、肾上腺素注射
液、专用引导针（SDN套管针或W型引导针）、强生鱼
骨线/螺旋线、剪刀、持针器及若干纱布。

5

麻

醉

根据顾客的自身情况及要求选择局麻或静脉辅助
麻醉。

5.1 局 麻
5.1.1 表面麻醉：利多卡因乳膏。
5.1.2 浸润麻醉：0.5%-1% 含肾上腺素（5 万 -10 万
分之一）的利多卡因作进针点至线末端皮下浸润麻醉；
5.1.3 神经阻滞麻醉：① 眶上神经阻滞：眶上神经
从眶缘中内 1/3 交界处的眶上切迹穿出，距离中线约
2.5cm。左拇指保护眶缘，左食指扪及眶上孔，垂直
进针至骨面有触感或进入眶上孔时注药 1.5ml 阻滞神
经。② 滑车上神经阻滞：滑车上神经在眼眶上鼻角
处出眶，距离中线约 1.7cm，两条神经均位于骨膜浅面。
在眼眶上鼻角处垂直进针，给药 1ml 阻滞滑车上神经。
③ 颧面神经阻滞：颧面神经位于眶下，外侧壁交界
处外侧 1.5cm 直径范围内。在此直径中心范围内给药
1.5ml。
5.2 静脉辅助麻醉
须由麻醉医师根据麻醉相关规范操作。

6

强生蓝钻鱼骨线及螺旋线通用原则

6.1 线材特点
6.1.1 强生蓝钻鱼骨线 （StratafixTM Symmetric
PDS™ Plus 含抗菌剂带倒刺可吸收缝合线）是一种
抗菌单股合成可吸收缝线，由染色（紫色）聚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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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对二氧环己酮制成，其分子式为 (C4H6O3)X。缝合
线约在 210 天时间内在体内完全水解成二氧化碳和
水。PDS™ Plus 是 对 PDS II 原 材 料 采 用 高 纯 度 的
IRGACARE+MP 进行熏蒸，体外抑菌圈试验表明其可以
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金
黄色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
和肺炎克雷伯杆菌在装置上的定植 [2]，2016 年世界
卫生组织（WHO）、2017 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
美国外科医师协会（ACS）和感染学会（SIS）、及中
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均推荐使用含有三氯生的缝线来
降低手术部位感染风险 [3]。此外，含抗菌剂缝线也在
中国普外缝合共识 [4]，中国手术部位感染预防指南 [5]，
剖宫产缝合技术及材料选择专家共识 [6] 中得到推荐。
强生蓝钻鱼骨线采用了新一代一体压制成型的倒刺工
艺，比切割型倒刺线具有更强的组织抓持力 [7]，能片
状提升组织，避免产生凹陷及僵硬。同时，一体压制
成型技术还能避免因切割对线材的核心张力造成的损
伤，让线材具有更高的核心抗张强度。其次，线材具
有的灵活操作方式，用较少的线材即可达到理想效果。
另外，钝缘设计的拱型对称（5 对 /cm）倒刺，使埋
线对于组织的损伤更小，恢复期更短。 陈通过术后
随访 41 例患者 5-25 个月，平均（12.95±6.29）个月。
发现鼻唇沟、“木偶纹 "、中面部皮肤松弛等衰老症
状均得到明显改善，且手术切口较隐蔽，术区无出血、
感染、鱼骨线外露等并发症发生，患者整体满意度为
92.7%[8]。见图 1.

图 1 强生蓝钻鱼骨线

6.1.2 强 生 螺 旋 线（StratafixTM Spiral PDS™ Plus
含抗菌剂带倒刺可吸收缝合线） 同样采用 PDS™
Plus 材质，材料理化性质与上述相同，与 Symmetric
主要区别在于成刺方式不同，其表面分布着 360°螺
旋式倒刺，倒刺双向分布，由中心向两边延伸，张
力分布更加均匀。每厘米 8 个倒刺，成刺深入内核
30%，成刺角度约 15 度，更小的切割深度改善抗张强
度，倒刺更小，固定效果更好。螺旋线可带来良好的
立体支撑和提拉效果，提拉力均匀，塑形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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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 该产品已在美国上市，正在引进中国。

6.2 操作技术要点
6.2.1 破皮进针 在破皮处用手将组织捏提起来，用
20ml 注射器空针或者刀片尖部破皮，并适当扩大针孔
（必要时要用小尖刀或者剪刀扩大开口），分开颞浅
筋膜层，在颞浅筋膜下形成容纳线结的腔隙。引导针
手柄有缺口处朝上，先垂直进入引导针达破皮处，再
倾斜引导针大约与针行方向的面部呈 15°角，行针在
浅脂肪层。
6.2.2 层次判断 引导针垂直进针点进入后再平行皮
肤在浅脂肪层穿行（轻抬引导针，看得到皮肤组织隆
起，但看不到明显针形。若抬针时整体组织隆起，左
手触摸不到针感，说明太深。若抬针明显显示针形，
左手清晰感觉到针体，则表示过浅，这些情况都要退
针并重新走针）。
6.2.3 线材埋置及退针手法 剪掉尾部垫片、缝针
及前端 1.9cm 无倒刺区域线体，顺鱼骨方向将线材导
进引导针内，直至线体不能继续前行为止（线端已导
出引导针孔抵住组织），引导针后退 2-3mm，继续将
线体向前推，此时再后撤引导针，线体没有跟随引导
针后退，说明鱼骨倒刺已挂住组织。左手按压线体，
右手慢慢退针，大约退出来 1cm 后，可以牵拉线体尾
部，每退一段引导针，线体尾部收紧一段，使鱼骨倒
刺更好的钩挂住组织。待引导针全部退出后再沿布线
设计的方向再次提拉线材。若是 L 型布线法（需打结），
引导针退出后留线 2cm 剪断以方便打结。若是折叠法，
无须将引导针全部退出，在进针口下 1cm 处返回折叠，
一般 3-4 个折叠后退针剪断或者将尾线埋置在颞深筋
膜浅层。
6.2.4 打结要领 鱼骨线是单向倒刺，建议打结锚定。
将两根线尾进行打结，在破皮口处拉伸双侧线材，将
第一个结打紧，再打第二个结，必要时打三个结。当
破皮口足够深或层次正确，在打完结后，线结会自动
弹回至皮下组织内，剪线一般留一个齿足够，以起到
固定作用。然后向上推动组织，将线结埋入。要注意
避免打成滑结或假结。

图 2 强生螺旋线
zgylm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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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剪线技巧 打完结剪线时，应在直视下将剪刀
尖端稍张开，沿拉紧的缝线滑到结扎处，剪刀头稍向
上倾斜，然后剪线。剪刀倾斜角度一般为 25 ～ 45 度，
但取决于留下线头的长短，剪刀与缝线的倾斜角度越
大，留的线头越长。
6.3 术后注意事项
①术后48小时内适当冷敷，每次10～20分钟，每
天3～4次；②术后至少3天内创口保持清洁干燥，口
服消炎药3天，创口处涂抗生素眼膏、创口贴，减少
创口感染的可能；③术后2个月内避免剧烈运动及剧
烈的面部表情，避免面部搓揉、按摩和其他牵拉动
作；④忌辛辣海鲜，忌过硬食物，特别忌烟酒；⑤术
后2周禁止泡温泉、蒸桑拿等高温活动。

7

面部分区设计及操作要点

7.1 上面部埋线治疗
7.1.1 整体提眉 强生鱼骨线悬吊法（图 3） ①
材料选择：3-0 强生鱼骨线、专用引导针。②布线点
选择：S 点为眉峰垂直线与发际边缘交点（根据眉形
需要调整具体进针位置），E1 点为眉尾处（眉峰备选），
E2 点为眉头处。③布线层次：皮下浅脂肪层。④操作
步骤：a）出入针点局部浸润麻醉；b）S 点破皮进针，
到达骨膜层，并贴近骨膜浅层潜行 1cm 后转入额肌上
额部脂肪间隔层，到达 E1 点，植入强生鱼骨线，退
针后留 2-3cm 剪线；c）S 点进针，穿行到达 E2 点，
植入强生鱼骨线，退针后留 2-3cm 剪线，与前一根线

图 3 强生鱼骨线悬吊法整体提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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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打结，将线结深埋。
①材料选择：
强生螺旋线悬吊法（图4）
2-0，10cm×10cm或者14cm×14cm双向螺旋倒刺线专
用引导针。②布线点选择：S点为眉峰垂直向上与发
际线交叉点，E1、E4点为眉峰处，E2点为眉尾处，E5
点为眉头处，E3、E6点为出针点。③布线层次：皮下
浅脂肪层。④操作步骤：a）出入针点浸润麻醉；b）
S点破皮入植入引导针，引导针到达骨膜层，并贴近
骨膜潜行1cm后转入额肌上额部脂肪间隔层，E1、E4
点出针，同孔、同层次进入，至E2、E5点出针，再同
孔、同层次进针，E3、E6点出针；c）患者坐立位，
调整线体，确定眉形对称无误后，剪线。
7.1.2 眉外侧区双向螺旋线提升法（颊外侧区上部、
眉尾）（图 5）
①材料选择：2-0，10cm*10cm或者14cm*14cm双
向螺旋倒刺线、专用引导针。②进针点选择：S点位
于垂直眉尾上方，发际线内0.5cm，避开颞浅血管。
E1点为眉尾，S-E1与E1-E2连线呈15度。E3点为S点向
下垂直线与颧弓上缘的交叉点，S-E3与E3-E4连线呈
15度。③布线层次：皮下浅脂肪层。④ 操作步骤：
a）S、E1、E3点破皮植入引导针；b）引导针到达骨
膜层，并贴近骨膜潜行约为1cm后转入皮下及眶外侧
脂肪间隔层，至E1，E3点出针，植入线材。提紧线
尾，将眉尾及颞部组织向S点推挤，适度提升至需要
的高度；c）图3眉外侧区双向螺旋线提升法引导针再
次进入E1，E3点，分别从E2，E4点出针，确定布线在
同一层次。调整两侧眉尾高度后剪线。

图 4 强生螺旋线悬吊法整体提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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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强生双向螺旋线眉外侧区提升法

图 6 强生鱼骨线悬吊法提升颊脂肪垫（苹果肌）

脂肪间隔层，至E1，E3点出针，植入线材。提紧
线尾，将眉尾及颞部组织向S点推挤，适度提升至需
要的高度；c）图3眉外侧区双向螺旋线提升法引导针
再次进入E1，E3点，分别从E2，E4点出针，确定布线
在同一层次。调整两侧眉尾高度后剪线。

皮下浅脂肪层；b）苹果肌区则用左手将苹果肌向外
上方复位，右手用适当长度引导针垂直进入该腔隙后
改平行于皮肤面向线末端行进，跨越颧弓后改在SMAS
表面行走，直至E1，反折至颧弓下缘后，向E2点行
进，反折至颧弓下缘后向E3行进反折退针至S点，此
时不要出针，逆向将引导针向颞浅筋膜穿行，反折几
次将线体全部送入该层次。

7.2 中面部埋线治疗
7.2.1 颊脂肪垫（苹果肌）提升 强生鱼骨线悬吊
法（图 6） ①材料选择：2-0 或 3-0 强生鱼骨线、
专用引导针。②布线点选择：S 点为眉尾延长线与发
际线交叉点，E1、E2 位于颧脂肪垫内，注意不要进入
表情区，E3、E4 位于发际深处 5cm 左右。③布线层次：
皮下浅脂肪层。④操作步骤：a）S 点破皮进针，植入
引导针，倾斜引导针大约与针行方向的面部呈 15°
角，行走在皮下浅脂肪层；b）左手将眼尾向上复位，
苹果肌区则用左手将苹果肌向外上方复位，右手用适
当长度引导针垂直进入该腔隙后改平行于皮肤面向线
末端行进，跨越颧弓后改在 SMAS 表面行走，直至近
中线末端点 E1，顺鱼骨方向将线材置入引导针内，直
至线不能继续前行为止，后撤并拔出引导针，线尾留
2-3cm 后剪线；c）S 点破皮进针，将引导针逆向向颞
中后区行进到达 E4 点，埋置线长度 5cm 即可，方向
与近中段基本在一条直线上，不宜过度成角，以免成
角点切割组织而使线材松弛，行针时无需复位。植入
强生鱼骨线后，退针剪线，留足 2-3cm 线尾与上一根
线尾两两打结，线结深埋皮下。按同样方法布线 S-E2，
S-E3。
强生鱼骨线折叠法（图7） ① 材料选择：2-0
或3-0强生鱼骨线、专用引导针。②布线点选择：S点
为外眦延长线与发际线交叉点，E1为法令纹起点，E3
为口角上方法令纹止点，E2为E1与E3中点。③布线层
次：皮下浅脂肪层。④操作步骤：a）S点破皮进针，
倾斜引导针大约与针行方向的面部呈15°角，行走在
China Medical Cosmetology Vol.10 No.9(Total No.85)Sept2020

图 7 强生鱼骨线折叠法提升颊脂肪垫（苹果肌）

7.3 下面部埋线治疗
7.3.1 强生鱼骨线矫正口角囊袋提升法（图 8）
①材料选择：2-0 或 3-0 强生鱼骨线、专用引导针。
②布线点选择：L 为口角纹，S 点为耳垂后锚定点，
E1，E2 为布线远端止点。③布线层次：皮下浅脂肪层。
④ 操作步骤：a）S 点破皮开口，蚊式钳皮下分离，
利于打结固定；b）穿入针体前，左手要先将下垂组
织向上、后进行推挤复位。穿入引导针，皮下行至 E1
点，将线材植入导针内，慢慢退出导针，收紧线尾，
留出 2-3cm 剪线；c）同理操作 S-E2，将线尾进行两
两打结，线结深埋皮下。
zgylm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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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缘，E4 点为 S 点的垂线与 L2 的交叉点。③布线层次：
皮下浅脂肪层。④操作步骤：a）S 点破皮进针，蚊式
钳皮下稍作分离；b）将引导针沿 S-E1 穿行，到达 E1
点后植入强生鱼骨线，稍向后撤针，确保线体已经挂
住组织。左手将组织向上推挤进行手法复位，后沿 S—
E1—L3—E2—L3—E3—L3—E4—S， 进 行 反 复 穿 插 折
叠，到达 S 点后不退针，逆向将针行至颞浅筋膜层，
直至将线全部送入该层次。

图 8 强生鱼骨线矫正口角囊袋提升法

7.3.2 下颌缘强生鱼骨线垂直提升法（图 9） ①
材料选择：2-0 或 3-0 强生鱼骨线、专用引导针。②
布线点选择：S 点为位于颧弓上缘与发际线交叉点，
S1 为耳屏前 1cm。L 为口角纹，E1 咬肌前缘约 0.5cm，
E2 为 S 点垂直向下（提升颈阔肌耳韧带，提升颊外侧
脂肪垫），E3 为 S1 与 L 交点，E4 为口角囊袋下缘。
③布线层次：皮下浅脂肪层。④操作步骤：a）S 点破
皮进针，穿过颧弓韧带穿行至 E2 点植入强生鱼骨线，
左手对组织向上推挤，进行手法复位，推出引导针，
收紧线尾，留出 2-3cm 打结，剪断线尾；b）S 点进针，
同方法行至 E2 退针剪线，将线尾进行两两打结深埋
皮下；c）同理操作 S1-E3，S1-E4。过程中注意左手
进行手法复位，并且在退针过程中逐步收紧线尾。

图 10 强生鱼骨线下面部扇形提升法（折叠法）

7.4 中下面部埋线治疗联合布线
7.4.1 强生鱼骨线韧带提升法（图 11） ①材料选
择：2-0 或 3-0 强生鱼骨线、专用引导针。②布线点
选择：遵循解剖复位原则，提拉面部各主要韧带，让
下垂的面部脂肪垫得到有效提升。L1 为外眦与耳屏的
连线，L2 为法令纹延长线，L3 为口角与耳垂连线。
S1 为颞线与发际线的交叉点，S2 为颧弓上缘、耳前
1cm。E1 为颧弓粗隆（提拉颧主韧带浅层，提升颧脂
肪垫），E2 为 L2/L3 的交叉点（颊上颌支持韧带，提
升法令纹及口角），E3 为 L3 与咬肌前缘略后方 1cm（提

图 9 强生鱼骨线下颌缘垂直提升法

7.3.3 强生鱼骨线下面部扇形提升法（折叠，图
10） ①材料选择：2-0 或 3-0 强生鱼骨线、专用引
导针。②布线点选择：L1 为眶外侧缘垂直线，L2 为
距下颌缘 1cm 平行线，L3 为颧弓下缘。S 点位发际线
与颧弓上缘的交叉点，E1 点为平行于口角与 L1 的交
叉点，E2 点为与 L2 口角囊袋边缘交点，E3 点为咬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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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强生鱼骨线韧带提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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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咬肌皮韧带，提升頬中间脂肪垫），E4 为 S2 垂直
向下（提拉颈阔肌耳韧带，提升頰外侧脂肪垫）。③
布线层次：皮下浅脂肪层。④操作步骤：a）在 S1 点
破皮进针，用蚊式钳皮下稍作分离；b）引导针皮下
穿行至 E1 点，植入强生鱼骨线，左手向上推挤组织，
进行手法复位退针，线尾留足 2-3cm 后剪线，同理操
作 S1-E3 推荐剪断线尾，两两打结；c）同理操作 S2E2，S2-E4。

7.4.2 强生鱼骨线 L 型布线法（图 12） ①材料
选择：2-0 或 3-0 强生鱼骨线、专用引导针。②布线
点选择：S 点为颧弓上缘与发际线交叉点，S1 为耳屏
1cm 与发际线交叉点，E1 点位于鼻唇沟脂肪垫上缘，
E3 点进入口角囊袋。E4 点位于垂直于 S 点与下颌缘
上方 1cm。③布线层次：皮下浅脂肪层。④操作步骤：a）
在进针点 S（颞区边缘或发际线内）破皮开口，用蚊
式钳皮下稍作分离；b）引导针从 S 点进入，跨越颧
弓行至 E1 点（鼻唇沟脂肪垫上缘），左手将颧脂肪
垫向外上方进行手法复位，右手慢慢退针。留足 2-3cm
打结长度后剪线；c）引导针再次从 S 点进针，逆向
行针，在颞浅筋膜层行进 5-6cm 后退针。留足 2-3cm
打结长度后剪线。与 S-E1 线尾进行两两打结，线结
深埋皮下后剪线；d）同方法操作 S1-E3-E4，S-E5-E6。

皮下脂肪层后，转折平行于下颌骨走行于浅脂肪层中，
至颈阔肌耳韧带区域有突破感 E1 点后停止行针。c）
将强生鱼骨线穿入引导针中，一手将颏底部组织向耳
后方向复位，并按压 E1 点处，另一手缓慢退针并适
当牵拉线材，确保线材和组织结合稳固，至进针点出
针后预留出打结所需线材长度剪线。另一侧亦按照此
方法进行布线，双侧线材打结锚定，将线结深埋。d）
在进针点 S1 重复操作并打结锚定，剪线并将线结深
埋。

图 13 强生鱼骨线双向布线法

8

图 12 强生鱼骨线 L 型布线法

7.5 下颏脂肪袋埋线治疗
7.5.1 强生鱼骨线双向布线法（图 13） ①材料选
择：3-0 强生鱼骨线、专用引导针。②进针点选择：S
点位于中线处（甲状软骨突起上方 0.5-1cm），S1 点
位于 S 点上方 0.5-1cm 处。做出耳垂标记线，斜向颈后，
与垂直线呈 30 度，标记出 E1、E2 点，E3、E4 点，每
点相距 1-2cm。③布线层次：浅筋膜层。④操作步骤：
a）S 点破皮进针，用蚊式钳皮下稍作分离，可减少穿
刺点凹坑的出现；b）S 点进针，垂直于颏底部进针至
China Medical Cosmetology Vol.10 No.9(Total No.85)Sept2020

术后护理

①线性提升手术操作结束后，进出针点处可涂抹
强生多抹棒（皮肤粘合剂），30s后形成防水保护膜
闭合伤口，7日后自然脱落；②术后冰敷，止疼止血
消肿；③按需选取合适的临时固定方式，如颈颌套，
固定胶布行外固定，以减轻肿胀，预防血肿；④关于
抗生素，非常规使用，在有感染可能的特殊情况下，
比如此前有基础疾病、或目前还在临床治愈条件下，
可以使用抗生素；⑤避免破皮口进水，进头发；⑥清
淡饮食，软食或者流食；⑦勿自行按摩或者剧烈运
动；⑧局部肿胀严重或者进针口始终流血不止请复
诊。⑨术后3个月勿做深达皮下层的光电治疗。

9 并发证处理及其应急处理
①术后线头外露：线体顶出，在顶出处破口，直
接用镊子顺锯齿方向取出即可，术后涂抹消炎药。②
术后左右不对称：可用强生鱼骨线进行修正和矫正。
zgylm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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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肌肉运动引起，则需肉毒素矫正。③操作部位凹
凸不平：局部可通过手法松解，大面积跨度较大处，
可通过松解针反向提拉松解。④局部线体感染或创面
感染：取出线体或线头，局部抗感染治疗，严重者口
服抗生素治疗。⑤表情受限：因置入线材的原因，术
后会有异物感，可能会出现轻度面容僵硬现象，一般
1 个月后感觉会逐渐好转。⑥血肿：一般血肿会在一
周内消失，如果出现严重血肿，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
复诊。⑦皮下有结节或异物感，无红肿疼痛情况下多
数因为皮下脂肪薄或者线材埋植过浅导致。如果伴有
疼痛可以热敷和外涂活血化瘀药物加强组织代谢。

10 与其他项目联合治疗
埋线提升可与玻尿酸、水光注射材料、肉毒素、
减脂手术及超声刀及射频等光电仪器联合治疗。①联
合玻尿酸的填充：适合组织容量缺少的顾客，在提升
组面部的轮廓同时，补充它的面部组织容量，可以达
到更加完美的轮廓效果。②联合水光注射材料：联合
应用可以达到轮廓和肤色双重的改善。③联合肉毒
素：对于咬肌较大及下颌缘欠清的顾客，注射咬肌联
合肉毒素的下颌缘提升打法联合线提升可以减轻下面
部组织松弛对于线的影响，显著的增强面部提拉线的
维持时间。④联合减脂手术：适用于面部脂肪比较肥
厚的顾客，单纯的线提升只能够改善轮廓，联合减脂
手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⑤联合射频及超声刀等光
电仪器治疗：射频等光电仪器的出现，能刺激胶原纤
维紧致及再生，为埋线提供连接支点，联合应用使效
果更加持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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