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眶颧骨折的治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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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眶颧骨折的修复时机和方法。方法本组４３例患者，其中４１例在受伤早期行切开

复位和内固定，根据不同伤情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和相应的固定点。结果伤口均Ｉ期愈合，术后６个月
一１年随访，骨折愈合良好，外观及功能恢复满意。结论眶颧骨折应在伤后早期复位和坚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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眶颧骨位于头面部暴露部位，外伤时容易发生

之缝联节。此缝联节较宽，能准确反映骨折存在与否及

骨折，早期如未作及时处理，后期常遗留明显畸形，

移位程度。冠状位ＣＴ图像可显示眶底有无骨折及眶

修复起来非常困难。我们自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００６年

内容物是否向上颌窦内疝出。

１０月共收治４３例眶颧骨折患者，２例采用保守治

３治疗方法

疗，４１例在损伤早期采用切开复位内固定的方法，
术后外观及功能恢复良好。

Ｉ类骨折患者采用保守治疗，早期可在局部用
冰块冷敷，避免颊部患区受压，宜进流食以防咬肌运

’

临床资料
１一般资料

动致骨折移位。
Ⅱ类骨折采用半冠状切口入路，于帽状腱膜下

本组共４３例，男性３１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１９～

层向下翻瓣，在颧弓上方１ｃｍ处切开颞深筋膜，于其

６５岁。眶颧骨折按Ｋｎｉｇｈｔ和Ｎｏｎｈｕｌ分类分为６类：

深面向下分离显露颧弓。在直视下将颧弓骨折段复

Ｉ类：无明显移位，但ｘ片上能看见骨折线（占６％）；

位，用五孔微型钛接骨板固定。

Ⅱ类：颧弓骨折，向内塌陷，眼眶及上颌窦未受累（占

Ⅲ、Ⅳ、Ｖ类骨折采用Ｄｉｎｇｍａｎ人路、下睑缘及

１０％）；Ⅲ类：体部骨折，向内及向下移位，但无旋转

上颌前庭入路，固定颧上颌缝、眶下缘及颧牙槽嵴３

（占３３％）；Ⅳ类：体部骨折，向内、后、下移位，并向

个点。Ｄｉｎｇｍａｎ切口设计在眉尾皮肤，长约１．５ｃｍ。

内旋转（占１ｌ％）；Ｖ类：体部骨折，向内、后、下移

切开皮肤、眼轮匝肌和骨膜，于骨膜下剥离，可显露

位，并向外旋转（占２２％）；Ⅵ类：粉碎性骨折

颧额缝、眶外侧壁及颧蝶缝。下睑缘入路切口选择

（１８％）。本组分布Ｊ隋况为：Ｉ类２例，Ⅱ类３例，Ⅲ类１２

在睑缘下１～２ｍｍ处，切开皮肤及眼轮匝肌，于眶隔

例，Ⅳ类７例，Ｖ类１１例，Ⅵ类８例。

筋膜层向下分离，至眶下缘５ｍｍ处用电刀切开骨

２术前检查及诊断

膜，于骨膜下剥离，显露眶下缘、眶底及眶外侧壁，并

眶颧骨折早期多表现为眶周严重肿胀和面颊部麻

与Ｄｉｎｇｍａｎ入路连通。上颌前庭人路切口选择在同

木，后者乃因三叉神经上颌支受影响而致。伤后的肿胀

侧前庭沟，切开黏骨膜，于骨膜下剥离，显露上颌骨

常掩盖了颧骨的向后和向内移位，这种移位在后期才会

前壁、颧牙槽嵴。自眉尾切口放人剥离子，可将颧骨

表现出来。诊断的关键是作Ｃ１１检查，注意观察轴位切

轻松复位。参照颅底及对侧颧骨重建颧骨的突度是

面上的眶外侧壁影像，该区显示颧骨与蝶骨大翼所构成

最重要的。在侧方力柱（颧上颌支柱）准确排列后，
用０．８ｍｍ厚钛接骨板分别固定颧额缝、眶下缘和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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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上颌缝。完成上述复位后，观察眶外侧壁确保颧蝶

·３２２·

缝准确复位，以保证颧骨的正常突度。颧蝶缝并不

闭合骨折在伤后７～１４天行切开复位和内固定，伤

需要用钛接骨板连接及固定。完成上述操作后，颧

口均Ｉ期愈合。随访６个月～１年，骨折愈合良好，

弓多可恢复正常解剖结构，不需再做固定。

钛接骨板等内固定物未发生感染、排异等不良反应，

Ⅵ类骨折较为复杂，需采用头皮冠状切口入路
及下睑缘入路。经冠状切口入路可完全显露颧额

眶颧部、睑裂及外眦等部位外形恢复满意，未发生眼
球内陷、复视、斜视及张口受限等并发症。

缝、眶外侧壁、蝶骨大翼眶外侧壁部、颧骨体大部及

典型病例，男性，３５岁。车祸致右侧头面部受

颧弓。经下睑缘入路可显露眶下缘、眶底及眶外侧

伤，诊断为“右侧眶颧骨折（Ⅳ类）”。受伤ｌ周后，

壁。在直视下可将粉碎的眶颧骨块仔细拼接，用微

在全麻下行眶颧骨折切开复位、小钛板坚强内固定

型钛板和钛网坚强固定。

术。术中取头皮冠状切口及下睑缘下切口联合人
路，行骨折复位后，用小钛板分别固定颧额缝、眶下

结果

本组４３例，２例采取保守治疗，１５例开放性眶

缘及颧弓三点。术后观察恢复满意（图１～３）。

颧骨折在受伤后８小时内行清创及内固定术，２６例

图１

ａ：术前；ｂ：术后

图２术前ｃＴ图像

讨论
ｌ手术时机

图３术中内固定

皮肤或结膜入路并向外眦部略作延长，可清楚显露
眶下缘、眶底、蝶骨大翼眶外侧壁部；口腔内上颌前

因面部血液循环丰富，眶颧骨折早期多已出现眶

庭切口可清楚暴露颧上颌连接及部分颧骨体旧’３ Ｊ。

周严重肿胀，如未伴有危及生命的其他伤情，则不宜急

经此３个人路能显露６个参照点中的５个，一般固

诊手术。开放的眶颧骨折本身即属急诊，需要立即手

定颧额缝、眶下缘及颧上颌缝３点即可。颧蝶缝复

术。开放、污染的伤口并不是作内固定的禁忌，在彻底

位的程度是衡量眶颧骨折复位的重要指标，但颧蝶

清创和有效的抗生素保障下，利用开放伤口人路作眶颧

缝处并不需要另作固定ＨＪ。颧弓点对眶颧骨折复位

骨折的复位和内固定是切实可行的。面部一般很快消
肿，伤后７～１４天是闭合骨折的最佳手术时机。

的意义并不重要，用内窥镜或作冠状切口去显露并

２复位及固定方法

３合并眶底、上颌骨折的处理

固定该点往往得不偿失。

早期的方法有经颞部小切口，放人剥离子，挑起

眶颧骨折属中等能量骨折，多合并有眶底或上

颧骨，用克氏针或巾钳外固定或上颌窦填塞等。因

颌骨折。在完成眶颧骨折的复位与固定后，需将眼
眶内容物复位，破碎的眶底可用ＭＥＤＰＯＲ ６３３１型薄

复位及固定效果不理想，现已多为采用颅面外科显
露技术及坚强内固定所取代。头皮冠状切口入路可

片状修复体或三维钛网修补”Ｊ。同侧的上颌骨折应

清楚显露颧额缝、颧骨体大部、颧弓及眶外侧壁等解

在完成眶颧骨折的复位与固定后，以恢复咬合关系

剖结构，适合于复杂的眶颧骨折及合并额鼻筛眶区

为标准完成上颌骨折复位，在颧牙槽嵴及梨状孔缘

骨折或颅内血肿患者。但因其手术创伤较大、存在

分别用钛板内固定，并在上颌牙列上用牙弓夹板作

损伤面神经的风险、术后切口区秃发及瘢痕等不利

外固定，术后辅以颌间弹性牵引∞ｊ。

因素，目前对Ⅲ、Ⅳ、Ｖ类骨折倾向于选择局部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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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简易可控气囊局部加压止血带的压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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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战地四肢大出血现场急救时应用止血带所
需的最佳压力，将并发症减少到最低程度，延长止血带安全

９７ｍｍＨｇ和１３０ｍｍＨｇ时，血氧饱和度监护仪观测到肢体末端
血氧饱和度信号再次出现，动脉血流开始复通。

时限。

讨论

关键词：止血带；充气压力；四肢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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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伤急救中止血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因远端组
织发生缺血性损伤，易引起组织坏死感染，导致截肢甚至危

我科利用气囊止血带达到止血效果，并应用彩色多谱勒

及生命。因此，止血带充气压力适宜与否，直接影响着战地

超声诊断仪和多参数病人监护仪共同监测肢体远端动脉血

四肢出血伤员急救效果和肢体安全。战地急救四肢止血带

流被完全阻断来确定止ｍ带的充气压力，研究战伤急救时有

的应用目的是控制四肢动脉大出血，以便后送分级救治。因

效安全的压力界限，发现应用该止血带所需压力比传统低得

此，气囊止血带充气压力的选择不能直接照搬传统。为此，

多。现报道如下。

我院利用彩超诊断仪和监护仪共同监测肢体远端动脉血流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某部战士６０名，均为男性；年龄１７—２２岁，

的技术研究血流被完全阻断和复通情况，确定止血带所需的

充气压力，利用计算机统计学原理研究战伤急救时有效安全

平均１８．３岁。

的压力界限，９５％参考值上限：上肢彩超监测压力为

２仪器与方法

１２６ｍｍＨｇ，血氧饱和度监测压力为１１４ｍｍＨｇ；下肢彩超监测

２．１

仪器美国通用ＬＯＧＩＱ５ＰＲＯ彩色多谱勒超声诊断仪，

１２Ｌ探头，频率范围５～１２ＭＨｚ；ｕＴ４０００多参数病人监护仪；
自制“战地简易可控气囊气压式止血带”；普通医用血压计
压力表和打气球。
２．２方法常规方法测量血压；平卧位，在上臂的中上１／３
处和大腿根部缚自制气囊止血带；应用彩超诊断仪和监护
仪分别常规检查桡动脉、足背动脉血流和肢体末端血氧饱和
度…；充气加压至上肢１８０ｍｍＨｇ、下肢２００ｍｍＨｇ，观测血流

信号或血氧饱和度信号消失成直线后，缓慢放气，血流信号
或血氧饱和度信号再次出现时记录压力数值。
３

结果本组６０名战士平均血压１１５／７３ｍｍＨｇ。上、下肢

止血带压力分别在１８０ｍｍＨｇ和２００ｍｍＨｇ时，彩超和监护仪
血氧饱和度示所有战士四肢动脉血流被１００％阻断，缓慢放

气压力平均下降到１０９ｍｍＨｇ和１３９咖Ｈｇ时，彩超示动脉血
流信号再次出现，动脉血流开始复通，压力平均下降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ｌ一１９；修回日期：２００７—０３一１４

万方数据

压力为１６７ｍｍＨｇ，血氧饱和度监测压力为１５７ｍｍＨｇ。本次
研究中彩超观测血流比利用血氧饱和度观测反映血供更为
敏感，战地四肢大出血急救时以上肢１３０ｍｍＨｇ、下肢
１７０ｍｍＨｇ作为气囊止血带充气压力为宜，下肢稍高于肢体收
缩压，上肢约等于肢体收缩压，两者均远低于传统的充气压

力”１。本研究结果应用于战伤急救后，突出了战地急救对
象、应用目的特殊性，更加适合战争卫勤保障的需要；既可达
到传统充气压力相同的止血效果，又可降低止血带使用并发
症发生率，可适当延长止血带应用时间，争取更长的后送时
间以便分级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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