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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分别阐述A型肉毒素在瘦
脸和协调面部比例中的应用。A
型肉毒素除了近几十年来 知名的
除皱和延缓衰老的功效外，还被
用于瘦脸以及重塑面下部1/3和
下颌线，是一种高效持久且非手
术的治疗选择。

治疗效果从最轻微程度到极端的
瘦脸有所 不同，会产生很多细微
差别。这种差别由有经验和资质
的医师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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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咬肌决定面下部
1/3轮廓
A型肉毒素除了近几十年知名的
除皱和延缓衰老的功效外，还被
用于瘦脸以及重塑面部面下部1/3
和下颌线，是一种高效持久且非
手术的治疗选择。治疗效果从最
轻微程度到极端的瘦脸会有不
同，会产生很多细微差别。这种
差别由有经验和资质的医师来实
现 (1)。

谈到面部轮廓的审美形态，近几
年来特别是在亚洲，A型肉毒素
在协调面下部1/3比例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亚洲面孔的面下部1/3
比欧洲人的要宽，其特征由下颌
骨的大小、宽度，其周围肌肉的
厚度和皮下脂肪组织决定 (2)。

从审美角度来看，圆脸或者有 
棱角的面部轮廓主要表现出男 
性化的特征。因此为了获得纤 

细流畅的面部线条而做出的努力
带来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像是咬
肌切除手术或者呆板下颌骨的切
除术。但很难预计术后效果。另
外，肌肉切除也许会导致出血、
不对称、骨质疏松、面部线条不
流畅等许多其他副作用 (3)。和
上述治疗方法相比，为了让面下
部 1 / 3 变 窄 ， 运 用 A 型 肉 毒 素
来“瘦脸”的方法是一种微创、
性价比高又安全的门诊治疗方
案。

A型肉毒素治疗咬肌肥
大的原理
运动性肥大和废用性萎缩能够解
释咬肌肥大的治疗原理。咬肌的
过度运动导致面下部1/3肥大，
由于肌肉和筋膜形态学原因，这
使得面部轮廓有棱角且宽大。相
应 地 ， 在 废 用 性 萎 缩 的 情 况
下，A型肉毒素能够通过阻断神
经冲动，使肌肉松弛，减小肌肉
体积。因此咬肌会经历四个阶段
的变化：第一阶段肌肉放松，第
二阶段肌肉体积变小，第三阶段
肌肉恢复紧张，最后一个阶段肌
肉体积再次恢复。

注射A型肉毒素后咬肌以这种方
式慢慢恢复，16周后应再次重复
治疗。为了维持A型肉毒素的治
疗效果，推荐的治疗频率为每年
2-4次。

效果的持久性
其他神经肌肉疾病的临床研究表
明，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的治疗
效果通常持续4-6个月。与之不同
的是，肉毒素治疗咬肌的效果更
长久。这意味着肌肉体积在注射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缩小的状
态，且会随着再次注射继续保持 
(4)。 

用A型肉毒素除皱和治疗咬肌肥
大不同。前者旨在抑制肌肉收
缩，后者旨在缩小肌肉体积。肌
肉收缩被抑制的时候，除皱治疗
就产生了效果；当新的神经肌肉
连接建立后，肌肉重新获得收缩
功能。而肌肉活动恢复后，肌肉
体积才会慢慢恢复，所以咬肌治
疗的效果比除皱要持久。如图1
所示 (4)，基于Kim等的深入分析
结果，能够预测最大效果和持续
效果之间的关系。

型肉毒素的应用及副作
用
根据参考文献的不同，用于瘦脸
的剂量为保妥适（Botox®）10-
100 IU 和丽舒妥（Dysport®
）30-450 IE。

Kwon等在每侧咬肌分别注射了
25-30 BU（保妥适Botox®单
位），每侧颞肌注射了15-20 BU 
(5)。患者享受到了可维持1.5至6
个月的长效治疗效果。由有经验
的医生正确使用肉毒杆菌素，极
少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来自A型肉
毒素对于临近组织产生的效果，
副作用除了常见的风险，如出
血、疼痛、水肿、出现红斑和注
射位置感染之外，特殊情况下会
出现唾液减少、吞咽困难、口干
和咀嚼过程中感到吃力的情况。
肌肉连接点处的注射，特别是颅
部注射，必须要考虑到口角歪斜
的风险（对笑肌和颧小/大肌的
浸润）。

3D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
研究表明，绝经后的妇女注射过
肉毒素后骨密度会变小，不过两
者并不具有功能相关性 (6)。未
来将对这一过程的意义和可逆性
进行研究。

注射位置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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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脸：注射A型肉毒素后面部轮
廓的变化

用A型肉毒素使面部变窄（即瘦
脸），特别是改善方下巴（亚洲
人中出现频率高）时，要区分面
部变窄是通过治疗良性咬肌肥大
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治疗下颌
角肥大。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整
形美容领域，将A型肉毒素用于
咬肌来实现瘦脸效果以及塑造纤
细的下颌线条是常见且受欢迎的
治疗方案。根据To等的数据，超
声波和肌电图显示，咬肌在注射
后3个月缩小了31%。他们的报
告称，9例咬肌治疗测试中的6
例保持了一年萎缩状态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咬肌萎缩而
导致的咬合力下降，能够暂时改
变咬合状态，从而有助于预防磨
牙症。咬合力最多会降低20-
40% (7)。图3展示了一位亚洲女

性患者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的面
部轮廓变化。注射后6个月面部
两侧呈现了变窄的最大效果。左
侧 变 窄 了 5 . 7 m m ， 右 侧
5.6mm。之后面下部1/3宽度的
增长证明了再次注射的必要性。
期待未来能看到检测剩余部分咬
肌可能出现的代偿性肥大以及分
析 其 对 面 部 轮 廓 的 影 响 的 研
究。Nikolis、Cotofana等已经
通 过 锥 状 射 束 电 脑 断 层 扫 描
（DVT）证明，用A 型肉毒杆菌
毒素（Incobotulinumtoxin 
type A）进行咬肌治疗后，颞
肌的代偿性肥大会导致颞窝处肌
肉体积增大 (8)。

实践总结
1. 使用肉毒素的咬肌治疗法有
效、非常安全、温和且相比较来
说性价比很高，能够让面下部

1/3变窄，特别是改善多见于亚
洲人的方下巴。

2. 面部变窄只通过治疗良性咬肌
肥大实现，而不是通过治疗下颌
角肥大。

3. 通过所谓“瘦脸”的面下部 
1/3 变窄治疗，许多患者因拥有 
V 型面部线 条而从美学方面获
益。其效果在亚洲人中更显著，
因为其面下部 1/3 相对面上中 部
来说更宽。 

4. 为预防面上部可能出现的代偿
性肥大，可同时或之后进行颞肌
治疗。

5. 治疗效果从最轻微程度到极端
的瘦脸会有不同，会产生很多细
微差别。这种差别由有经验和资
质的医师来实现。有经验和资质

图1: 最大效果和持续效果的预测关系。保持最大效果时（肌肉弛缓），重复注射产生累积效应，使得由于低血压
而萎缩的面部轮廓能够长久保持（持续反应）。

之前 之后

图2a、图2b: a. 肉毒素咬肌治疗法使面下部1/3产生V型线条的示意图。b. 3个可能的注射点。注射点位于一条连
接嘴角、耳屏和下颌角的线构成的三角形区域内。注射深入肌肉，不接触骨膜。（MVZ Dres. Raulin und Kolle-
gen诊所，卡尔斯鲁厄，2021年）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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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师只需要通过简单的注射即可
完成这一过程，甚至不到5分钟。

患者总结
用肉毒素治疗过大的咬肌有效、
持久，相较于手术是非常安全而
且性价比高的治疗法，能够让面
下部1/3变窄并缓解夜磨牙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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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h：一位亚洲女性患者注射肉毒素后的面部轮廓变化。类型一“方下巴”：主要由于咬肌肥大而导致的下颌
角凸出。就其骨骼结构而言，在类型一中为正常。a. 注射前 b. 注射后3个月（左侧14.1mm；右侧13.7mm）c. 注
射后6个月（左侧8.4mm；右侧8.1mm）d. 注射后12个月（左侧10.6mm；右侧10.3mm）e. 注射后20个月（左侧
10.9mm；右侧10.5mm）f. 注射后24个月（左侧11.5mm；右侧11.1mm）g. 注射后40个月（左侧11.2mm；右侧
10.9mm）h. 注射后68个月（左侧12.1mm；右侧1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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