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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重睑术中部分切除眼轮匝肌深层脂肪
矫正上睑臃肿疗效观察
董彦慧，曹哲，梁晓琴，崔久林，吴军，解植伟，吉彩霞
潍坊医学院整形外科研究所（山东潍坊 261042）

【摘要】 目的 探讨 Park 重睑术中同时切除部分上睑眼轮匝肌深层脂肪矫正上睑臃肿的效果。方法 2015 年
9 月—2016 年 7 月，对 32 例双侧上睑臃肿患者行 Park 重睑术时，同时切除部分眼轮匝肌深层脂肪。男 10 例，
女 22 例；年龄 19～32 岁，平均 25 岁。均为双眼手术。提上睑肌肌力均正常，均无重睑手术史。结果 患者切口
均 Ⅰ 期愈合，无明显淤血肿胀、提上睑肌功能障碍、眼睑内翻外翻畸形发生。术后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2～
14 个月，平均 10 个月。患者重睑线弧度自然流畅，内眦赘皮无牵拉变形，重睑形态达自然状态，无凹陷性瘢痕形
成，上睑臃肿明显改善，提上睑肌功能正常。患者对手术效果满意。结论 Park 重睑术中部分切除眼轮匝肌深层
脂肪可有效改善上睑臃肿患者重睑术后的美学效果，达到功能与形态完美结合的目的。
【关键词】 上睑臃肿；Park 重睑术；眼轮匝肌深层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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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tro-orbicularis oculi fat resection in Park double eyelid
surgery to correct the puffy upper eyelid. Methods Between September 2015 and July 2016, partial resection of the retroorbicularis oculi fat was performed on 32 cases with bilateral puffy upper eyelids in Park double eyelid surgery. There were
10 males and 22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5 years (range, 19-32 years). The patients had normal function of the
levator muscle, and had no history of double eyelid surgery. Results All the incisions healed by first intention. There was
no obvious congestion, swelling, levator muscle dysfunction, entropion and valgus deformity.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2-14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10 months. The double eyelid fold was naturally smooth, without depressed
scar; blepharochalasis was obviously improved, and the function of upper eyelid levator muscle was normal. All patients
were satified with the aesthetic effect. Conclusion Park double eyelid surgery and partial resection of retro-orbicularis
oculi fa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esthetic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puffy upper eyelid, and can achieve the perfect
function and appearance.
【Key words】 Puffy upper eyelid; Park double eyelid surgery; retro-orbicularis oculi 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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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睑臃肿在东方人中普遍存在，主要与大部分
东方人眶隔中的脂肪过多、上睑眼轮匝肌增生肥

大、较多的深层脂肪堆积在上睑眼轮匝肌深面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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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重睑术中仅适度切除眶隔中的脂肪

组织以及少量眼轮匝肌，上睑臃肿患者经以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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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上睑臃肿改善不明显，往往会影响患者对重睑手
术效果的满意程度。2015 年 9 月—2016 年 7 月，我
们对 32 例上睑臃肿患者实施 Park 重睑术时，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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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去除眶隔脂肪和部分眼轮匝肌同时切除部分眼

晚冷敷 1 次，每次 30 min。常规给予抗炎、消肿等

轮匝肌深层脂肪，达到重睑成形与矫正臃肿的目

处理。

的，获得较好疗效。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2 结果
本组患者切口均 Ⅰ 期愈合，无明显淤血肿胀、

1.1 一般资料

提上睑肌功能障碍发生。术后患者均获随访，随访

本组男 10 例，女 22 例；年龄 19～32 岁，平均

时间 2～14 个月，平均 10 个月。患者重睑线弧度

25 岁。均为双眼手术。术前评估患者均为眼轮匝

自然流畅，内眦赘皮无牵拉变形，重睑形态自然，

肌深层脂肪肥厚堆积造成的上睑臃肿，提上睑肌肌

无凹陷性瘢痕形成，睑裂变宽增大，睫毛自然上

力均正常。均无重睑手术史。

翘，上睑臃肿明显改善，提上睑肌功能正常。患者

1.2 手术方法

对手术效果满意。见图 2。

术前常规设计重睑线并标记。采用含 0.3 mL
肾上腺素的 2% 利多卡因 5 mL 局部浸润麻醉后，
沿标记线切开皮肤，去除少量皮肤以及垂直于切
口下方的部分眼轮匝肌，逐层钝性分离，打开眶

3 讨论
3.1 上睑臃肿患者重睑术式选择
目前重睑术式主要有埋线法重睑术、传统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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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前壁，充分暴露眶隔脂肪，去除部分眶隔脂肪，

法重睑术、Park 重睑术

去除眶隔脂肪时注意彻底止血。在眼轮匝肌深

明显低于其他方法，且上睑臃肿无法得到改善；传

面进行钝性分离，暴露眼轮匝肌深层脂肪，从切

统切开法重睑术后患者重睑线处凹陷较明显，这一

口侧向眶缘侧分离，分离范围上达眉骨，上外侧

凹陷性瘢痕会使重睑的上唇显得臃肿，因此不适合

等，埋线法重睑术持久性

超过外眦。可见黄白色脂肪，术中测量该处脂肪
厚度为 3～4 mm（图 1），从眶上神经外侧起，逐
渐剪除上睑眼轮匝肌深层脂肪的中外侧部，内侧
可留薄层，呈羽毛状切除，避免突然性切除眼轮
匝肌深层脂肪，使上睑外侧出现阶梯型凹陷，造
成术后凹陷畸形。在切口横轴中央处，用 7-0 尼
龙线将切口下唇眼轮匝肌和提上睑肌腱膜缝合固
定。嘱患者配合睁眼平视，观察睫毛自然上翘，
重睑宽度适中、形态自然后，分别向内眦、外眦
处间断缝合切口下唇眼轮匝肌和提上睑肌腱膜。
切口处皮肤用 8-0 尼龙线间断缝合，适当包扎。术
后即刻冰袋冷敷 20～30 min；之后 3 d 内每天早

图2

患者，女，19 岁，先天性上睑臃肿伴单睑

图1

术中可见肥厚的眼轮匝肌深层脂肪

Fig.1 Hypertrophy of the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 during
operation

a. 术前；b. 术后即刻；c. 术后 7 d；d. 术后 3 个月

Fig.2 A 19-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congenital puffy upper eyelid single eyelid
operation; c. At 7 days after operation; d. At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a. Before operation; b. At immediat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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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睑臃肿患者。该术式术中解剖结构分离不清晰，

还纳，避免将脱垂泪腺切除。③ 去除眼轮匝肌深

不能彻底分离眼轮匝肌深层脂肪，导致该部位脂肪

层脂肪时，注意分离范围充足，上达眉骨，上外侧

去除不够，上睑臃肿不能获得完全改善。Park 重睑

超过外眦。术中应尽量钝性分离，注意勿损伤神

术术中结构解剖明确，术后肿胀较轻，能够形成自

经、血管，引起功能障碍等。④ 常规 Park 重睑术前

然美观的上睑形态，但对于上睑臃肿患者，常规去

局麻时一般左右两侧各需 1 mL 利多卡因，若需去

除眶隔脂肪后上睑仍显臃肿，无法形成良好的上睑

除眼轮匝肌下脂肪，则用量药稍增加、范围也需扩

形态，术后效果不理想。研究表明，对于上睑臃肿

大，除在重睑线皮下注射外，还需在眉骨，靠近骨

患者，Park 重建术联合眼轮匝肌下脂肪去除是目前

膜，注入部分利多卡因，这样可以达更理想麻醉效

最理想方法，能改善患者上睑臃肿，且术后肿胀较

果，大大减少患者手术过程中的疼痛，使患者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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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能够形成自然上翘的睫毛，获得美观的上睑

易接受。

形态，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
都适合去除眼轮匝肌深层脂肪，医生需要正确判断
其眼轮匝肌深层脂肪和眶隔脂肪的关系，从而确定
正确手术方式，避免盲目去除眼轮匝肌深层脂肪而
[11]

形成三眼皮 等并发症。
上睑眼轮匝肌深层脂肪在上睑臃肿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它是睑板筋膜和眶隔筋膜前的一层纤
维脂肪层，是眉脂肪垫向下的延续，分布范围相当
于整个上睑大小，并且上睑眼轮匝肌深层脂肪厚薄
不一，薄者如同一层筋膜，不足 1 mm，最厚者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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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部分切除眼轮匝肌深层脂肪的必要性

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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