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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胆碱的释放，BTX-A还能抑制局部疼痛神经

结果发现，这2种药物注射后疗效均显著，但两种

肽，如P物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谷氨酸以及瞬
时受体电位V1型的释放 [2] 。而上述作用机制为
BTX-A的美容应用及口腔颌面部的治疗性应用提

方法的疗效无明显差异。
2.1.4   咬肌肥大   咬肌肥大是指肌肉双侧或单侧无

供了理论依据。

痛肿大，是由睡眠期间紧咬牙、过度嚼口香糖或
先天畸形引起，以往的治疗需要从口外或口内手

2   临床应用

术去除肌肉，这种治疗方法的缺点包括：全身麻
醉风险及术后出血、水肿、血肿、感染、瘢痕、

2.1  美容应用
2.1.1   除皱  皱纹是由皮肤萎缩和面部肌肉反复收

面神经损伤等。而注射BTX-A可以使咬肌萎缩，
效果可能持续3~18个月，可能需要重复注射 [9]。
Wei等[10]发现，咬肌肥大患者于双侧咬肌注射35单

缩形成的，小剂量BTX-A注射到过度活动的肌肉

位BTX-A后，咬肌萎缩期时加强咀嚼运动可以延

使局部肌肉放松，抚平皮肤、减少皱纹。BTX-A
对于动态皱纹如眉间纹、抬头纹、眼周纹、口周

缓再次咬肌肥大的时间。不过可能会存在因BTX
扩散程度不同而导致注射后微笑不对称的不良反

纹等起效快，持续时间长（超过4个月）[3]。Semchyshyn等[4]对18例口周垂直皱纹患者注射BTX-A

应[11]。
2.1.5   口角下垂   降口角肌过度收缩可导致嘴角的

（每个注射点1~4单位，总注射量6~18单位），注
射点位于唇红缘或唇红缘外7~9 mm的口轮匝肌
处，注射前后给予冰袋冰敷，以减少肿胀，术后
2~3周发现，口周皱纹变平滑且上唇变丰满。
2.1.2    露龈微笑    露龈微笑是指微笑时暴露上颌
2 mm或以上的牙龈组织，是由上唇肌肉功能亢进

下垂。Qian等 [12]在36例口角下垂患者的降口角肌
局部注射BTX-A，注射部位为双侧降口角肌的运
动区域，每个部位注射2~4单位，观察发现，1个
月后可以有效提升患者下垂的嘴角，从而改善抑
郁、不苟言笑和面部老化的外观，并且效果可维
持6~9个月，且患者注射后无擦伤、感染、开闭口
功能障碍、微笑不对称、流口水或构音障碍等并
发症。BTX-A的美容除皱、面部轮廓重塑作用在
临床上已有广泛应用，但对于颌面部肌收缩过度
及唾液腺腺体分泌过多的疾病治疗尚未得到推广
应用。
2.2   治疗方面的应用
2.2.1    颞下颌关节紊乱（temporomandibulardisorder，TMD） TMD出现的疼痛症状可由肌肉

引起的，尤其是提上唇鼻翼肌[5]。传统治疗上唇肌
功能亢进的方法包括牙龈成形术、正畸治疗、正
颌外科、骨切除术和切开术。微创的方法是通过
注射小剂量BTX-A来限制上唇肌肉的收缩，从而
减少微笑时牙龈暴露。Hwang等[6]提出了治疗露龈
微笑的BTX-A注射点，并将其命名为“延世点”，
该点位于由提上唇肌、提上唇鼻翼肌和颧小肌组
成的三角形的中心点，推荐注射剂量为每部位每
次3单位。Suber等[5]在14位露龈微笑患者每侧上唇
提肌、提上唇鼻翼肌注入4~6个单位BTX-A，在注
射2周后发现，患者上中切牙及上颌尖牙牙龈分别

或颞下颌关节引起，其表现为慢性面部疼痛，常
伴有头痛、耳部症状和颈椎疾病。传统治疗方法
包括药物治疗、理疗、按摩、针灸、外科治疗

平均下降85%和83%。
2.1.3   增生性瘢痕   在创伤修复过程发生异常，可

（如关节穿刺、关节内注射类固醇、关节镜和关
节切开术）等。而对于传统治疗无效的患者来

以导致组织过度增生而形成增生性瘢痕，目前的
治疗方法有手术切除植皮、激素治疗等。Chang

说，可以使用BTX-A治疗。BTX-A注射部位是颞
肌、咬肌、翼内肌和翼外肌。Pihut等 [13] 对42例
TMD伴头痛患者的咬肌注射21单位BTX-A，24周

等[7]将60例单侧唇裂术后患者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
照组，试验组在口轮匝肌注射BTX-A，对照组注
射生理盐水，随访6个月后发现，试验组较对照组
瘢痕变窄。由于唇裂伤口垂直于面部肌肉纤维方
向，肌张力会对伤口边缘愈合产生干扰作用，因
此，减少伤口周围的张力可以降低增生性瘢痕发
生的概率。不过Shaarawy等[8]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比
较了BTX-A与糖皮质激素对于瘢痕疙瘩的疗效，

后发现，双侧颞区的疼痛及牵涉疼痛发作减少。
但是Ernberg等 [14] 对21例有持续性肌筋膜疼痛的
TMD患者进行了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将50单位
BTX-A或生理盐水（对照）随机注入患者咬肌，
并未发现不同组间存在明显差异。有些TMD症状
只是暂时的，此时微创治疗方案可能是最好的选
择。在目前许多治疗方法都不理想的情况下，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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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放松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当肌肉放松时，
紧咬反射减少或消除，从而达到减轻症状的目的。
2.2.2   颞下颌关节脱位   颞下颌关节脱位是指下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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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而未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影响。
2.2.5   流涎   流涎是因为过量的唾液分泌或不能吞
咽唾液，它出现在许多神经系统疾病，如脑瘫、

骨髁突运动时超过正常限度，脱出关节凹不能自
行回位，可以通过手法复位进行治疗，但单纯的

多发性硬化症和神经退行性病变，治疗方法为减
少唾液分泌，常用的治疗药物为抗胆碱能药物，

手法复位不适合肌肉性脱位。在颞下颌关节周围
肌肉中注射BTX-A，可削弱使颞下颌关节错位的

但其可能产生便秘、尿潴留、烦躁、嗜睡和记忆
障碍等不良反应；外科手术治疗则包括神经、唾

肌肉力量。Stark等[15]对1例复发性颞下颌关节脱位
次数大于40次且病因不明的儿童患者，在肌电图

液腺切除和唾液腺导管结扎等，但是可能会有涎
瘘、囊肿、感染、构音障碍、味觉及听力丧失等

引导下于其翼外肌注射了20单位BTX-A，4个月后
复发时再次注射，结果发现，疗效维持了9个月。

风险。作为一种替代治疗方法，将BTX-A注入唾
液腺，能抑制对胆碱能受体的刺激，减少唾液的

虽然注射BTX-A是一种安全、保守的慢性复发性
颞下颌关节脱位的姑息治疗方案，但是美国食品

分泌。Barbero等[19]在超声引导下于患者每侧颌下
腺、腮腺分别注射BTX-A 50单位、75单位，注射

和药物管理局还未批准将BTX-A用于儿童。Oztel
等[16]对1例患有脑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症的颞下颌
关节脱位的无牙颌患者，开始采用颌间固定治疗
失败后，于患者两侧翼外肌注射20单位BTX-A，
观察6个月，患者颞下颌关节脱位的症状未复发。
2.2.3   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以单

时稍微回针和改变方向，使药物扩散，结果发
现，其疗效可维持6个月，注射后患者能够维持唾
液基础分泌率，从而降低了口干、龋齿和口腔感
染的风险。另外，超声引导提供了一种简单、非
侵入性的、使肌肉和腺体组织及其周围结构实时
可视化的方法，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和安全性。
2.2.6   面肌痉挛   面肌痉挛是同侧面神经支配的肌

侧发作为主的疼痛综合征，其疼痛具有“扳机点”
特征，常用治疗方法包括服用药物、注射封闭及
射频消融术等。Zhang等[17]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将
三叉神经痛患者分成BTX-A 25单位、BTX-A 75单
位和生理盐水安慰剂3组，在疼痛点进行皮下注
射，注射后每周进行随访，研究总时间为8周，结
果发现与安慰剂组相比，BTX-A组的疼痛程度均
降低，但25单位和75单位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这
表明BTX-A注射是安全有效的，而且低剂量（25
单位）和高剂量（75单位）的短期疗效相似，疗
效可维持几个月。其可能的机制是，在疼痛部位
注射BTX-A，除了抑制神经肌肉接头处乙酰胆碱
的释放，还抑制了外周和中枢神经递质释放致痛

肉发生不自主的抽搐，是由从脑干出口的周围血
管压迫神经引起的 [20]，常见的治疗方法有药物治
疗、物理治疗和外科手术。BTX-A通常是注入眼
轮匝肌、皱眉肌、额肌、颊肌和降口角肌。Sorgun
等 [20]对68例面肌痉挛患者，于其睑板前和眶膈前
平均每人使用34.5单位BTX-A，结果发现，73.7%
患者的病情有所改善，首次改善是注射8 d后，维
持了14.8个星期，其中79.7%患者未见不良反应，
4.9%的患者出现红斑、瘀斑及注射部位肿胀，3.6%
面部不对称，3.4%眼睑下垂，3.2%复视，2.3%闭
目困难，2.9%其他。Li等 [21]随机抽取20例面肌痉
挛患者，分别给予注射每毫升50单位和每毫升25单

物质，如谷氨酸和P物质，从而产生镇痛效果。
2.2.4   磨牙症   磨牙症是指研磨或紧咬牙齿，其病

位BTX-A，采用的是手动定位多点注射法，每个
注射部位间隔2~4 cm，结果发现，两组的起效时

因尚不明确，可能是由心理压力引起的，磨牙症
会导致牙齿磨损、牙周病、头痛及TMD等，传统

间及疗效无显著差异（1~5 d起效），但高浓度组
的药效持续时间更长，可维持6个月，两组患者均

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咬合调整等。AlWayli [18] 对25例磨牙症患者于每侧咬肌（3个位

未出现过敏反应和全身毒性反应，但高浓度组的
不良反应较严重，持续时间也较长。
2.2.7   肌张力障碍   肌张力障碍是肌肉功能障碍，

点）注射20单位BTX-A，另外25例采用传统治疗
方法，在3周、2个月、6个月和1年后对患者进行
评估，结果发现，BTX-A注射组的平均疼痛指数
明显下降，而常规治疗组的平均疼痛指数没有随
时间改善。研究表明，注射BTX-A能减少疼痛、
减轻磨牙症症状，这有可能是因为减少了咬肌的

包括咀嚼肌、唇舌肌，它可以导致不自主的开闭
口、侧向偏斜或突出，咀嚼肌的不自主运动往往
会导致咬舌头、面颊或嘴唇等问题。Alexoudi等[22]
在肌电图引导下为1例偏颌患者于翼外肌、咬肌、
颈阔肌、颞肌共注射220单位BTX-A，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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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1个月后其症状减轻了80%，患者的言语和吞
咽功能都有明显改善，但是还存在轻微的开口困
难和侧颌偏斜，再次于左侧翼外肌注射100单位
BTX-A，1个月后患者症状完全缓解。
2.2.8   涎瘘   涎瘘是腮腺肿瘤切除术后常见的并发
症，虽然大多数瘘可自愈，但是有些可能造成面
部畸形，传统治疗方法包括反复穿刺抽吸、放置
引流、加压包扎、结扎导管等。而在腮腺注射
BTX-A使唾液分泌减少，腺体萎缩，可以使涎瘘
最终治愈。Melville等 [23]对3例外科手术后出现涎
瘘的患者，在放置引流的同时给予腮腺区域皮下
注射50~70单位BTX-A，观察24 h后发现，其引流
量小于5 mL，且涎瘘愈合良好。
2.2.9   辅助骨折固定术   咀嚼肌的松弛可以防止骨
折骨痂的形成。于咀嚼肌注射BTX-A可以松弛肌
肉，为骨折愈合创造更稳定的环境。Kayikçioğlu
等 [24]在5例颧骨骨折患者的患侧咬肌注射100单位
BTX-A，作为骨折内固定术的辅助措施，以减少
微孔板的数量并防止颧骨脱位。BTX-A辅助下颌
骨及髁突骨折手术复位时也有类似的作用。Akbay
等[25]对1名下颌骨颏部不完全性骨折和髁突骨折的
3岁男孩，用不对称咬合夹板颌间固定术代替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并于咬肌、颞肌、翼内肌注射
BTX-A（咬肌注射20单位、下颌及面神经颊支下
缘之间的水平面注射15单位、翼内肌注射6单位、
经口内咬肌注射6单位），15 d后拆除夹板，1个
月后发现下颌骨髁突几乎完全恢复。
3   禁忌证及操作注意事项
3.1   禁忌证
BTX-A禁忌证包括：1）过敏体质；2）精神
疾病患者；3）使用干扰神经冲动的传递或增强
BTX-A作用的药物，如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钙通
道阻滞剂、琥珀胆碱、多粘菌素、青霉胺等；4）
神经肌肉接点疾病，如重症肌无力、肌萎缩性侧
索硬化症；5）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21]。
3.2   操作注意事项
BTX-A应保存于2~4 ℃冰箱中；使用4 mL无
菌生理盐水稀释100单位的BTX-A，则每0.1 mL生
理盐水中含有2.5单位BTX-A；稀释过程应缓慢轻
柔，避免产生气泡，否则易使BTX-A失活；配制
后4 h内使用完毕；用1 mL结核菌素注射器和30号
针头进行吸入及注射；注射前行皮肤消毒，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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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冷敷以减少血肿；垂直或倾斜注入皮肤，微
量多点注射；首剂应使用较低剂量，随后根据患
者反应调整剂量；男性患者因肌肉体积大需使用
相对大的剂量；注射后2 h内不要按摩、挤压注射
部位。建议每12周最多注射1次BTX-A，避免产生
抗体。
4   并发症及治疗
4.1   并发症
目前BTX-A对人类的致死剂量尚未知，估计
约3 000单位，口腔应用推荐的最大剂量是80~100
单位。其用于部位明确的病例时，发生不良反应
的可能性较小，在临床操作中，要把握好适应证
及禁忌证，熟悉颌面部解剖，注意操作细节，避
免不良反应的发生。BTX-A的并发症包括：1）过
敏反应如皮疹、流感样症状；2）注射疼痛；3）
局部水肿；4）注射后淤青；5）注射后肌无力、
短暂麻木、局部蔓延致附近肌肉麻痹；6）轻度恶
心；7）注射到眼部周围肌肉可引起复视、溢泪、
上睑下垂、面瘫等；8）进入颈肌可导致吞咽困
难，甚至窒息；9）其他，如嗜睡、头痛[11,17,20]。
4.2   治疗
目前应对医源性的BTX-A并发症案例鲜见报
道，如果意外注射过量的时间在数小时内，可用
抗毒素中和毒素，抗毒素采用肌注或静脉滴注，
第1次注射10 000~20 000单位，以后根据患者病情
决定，可每隔12 h注射1次；还可配合支持治疗。
但抗毒素不能改善已经出现的全身无力症状，因
此应对有全身无力或麻痹症状的患者进行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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