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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部软组织解剖与注射填充的相对安全层次
顾天一

马继光

王克明

【提要】 颞部的美学在于其外形的平滑过渡，没有明显的凹陷。通过注射填充来改善凹陷的颞部是确实有效的方法之
一。颞部解剖较复杂，其软组织由浅至深分层可多达 10 层，且有颞浅动静脉、颞中动静脉、颞深动脉和面神经等重要结
构在不同层次走行。对解剖认知不充分易造成血管栓塞等严重并发症。为了给临床的颞部填充提供较充分的理论支
持，本文综述近年来的文献，系统总结颞部解剖和注射填充的相对安全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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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Ｒegion： Anatomy and Safe Spaces for Injectable Filler 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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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h 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Plastic Surgery Hospital，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ijing 100144，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Keming（ E－mail： davidwkm@ 126．com） ．
【Summary】 The beautiful temples should exhibit a smooth contour without obvious concavity and depress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effective volumization of the temple using injectable fillers is a useful method to treat volume loss． However，in
the temple region，there can be up to 10 horizontal layers from superficial to deep including superficial temple artery / vein，
middle temple artery / vein，deep temporal artery as well as the facial nerve running at different layers． The complex anatomy of
this region is incompletely understood，which may lead to severe complications such as vascular occlusion． In order to provide
fully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o temporal region volumization，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were synthesized to summarize the systematic
anatomy knowledge on temporal region and the safe spaces for temple augmentation．
【Key words】 Concave contour of temple；

Anatomy of temporal region；

伴随着衰老，面部软组织容量会逐渐缺失，颞部会趋于

Safe places for injectable filler placement

组织、颞浅筋膜、疏松组织、颞深筋膜浅层、颞浅脂肪垫、颞深
［4－7］

凹陷。凹陷的颞部形态会影响整体的面部美感，特别是当眶

筋膜深层、颞深脂肪垫、颞肌和骨膜

外缘、颧弓等骨性边界显现时，更加重衰老憔悴之感。注射

布范围不尽相同，并非每一层都完整覆盖下一层。垂直于上

填充技术已被广泛接受，可应用于改善颞部凹陷，临床常使

述各层，有 2 条韧带结构分割部分层次。沿着上颞线起源于

用透明质酸和自体脂肪作为填充材料。但是，相较于面部其

骨膜的韧带结构称为上颞隔 （ Superior temporal septum） ； 另

。上述各层次的分

。此外，失明、脑栓

一条韧带结构称为下颞隔（ Inferior temporal septum） ，是由颞

塞、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的报道也使得临床在应用时变得审

浅筋膜和颞深筋膜浅层在垂直方向上融合而成，大致从上颞

［1］

它区域，颞部填充术后患者满意率较低
［2－3］

慎

。临床常关注的颞部凹陷区上至上颞线，下到颧弓上

［8－10］

线的最前侧斜向下走向耳轮脚
［8－9］

缘，前侧为眼眶外缘，后缘是颞部发际线。此区域软组织分

前侧的位置融合

层复杂，内有诸多血管神经走行。考虑到软组织解剖对于注

1. 1

射填充技术临床应用的重要性，本文针对颞部软组织解剖以
及颞部注射填充的相对安全层次进行综述。

皮肤及皮下组织
颞部皮肤与其深面的皮下脂肪紧密相连。相比面部其

他区域，颞部皮下脂肪较少，且伴随着年龄的增大，皮下脂肪
［6］

1

颞部软组织解剖
颞部软组织可分为多个层次，由浅及深包括皮肤、皮下

。上、下颞隔在上颞线最

。

会更少

。颞部皮下组织层可再进行分区，有文献报道在临

床关注的凹陷区内，皮下组织层可由下颞隔分为上、下两个
脂肪室，下 颞 隔 上 方 的 脂 肪 室 为 颞 颊 外 侧 脂 肪 室 （ Lateral
temporal－cheek fat compartment） ，下颞隔下方的脂肪室为眶

作者单位： 100144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整形十七科。
通信作者： 王克明（ E－mail： davidwkm@ 126．com） 。

［6，
11］
。靠近眼眶
外侧脂肪室（ Lateral orbital fat compartment）

外缘的皮下组织层有前哨静脉走行，部分患者可在仰卧位的
［6，
12］

时候，通过肉眼观察到充盈的前哨静脉

。有些患者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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眦附近的皮下组织层可发现颞中静脉的穿支血管

垫被颞深筋膜深浅两层之间的纤维网格分割成数个小叶，且

。

颞浅筋膜

1. 2

该纤维网格作为颞浅脂肪垫的悬吊系统与颞深筋膜浅层连

紧邻皮下脂肪层的是颞浅筋膜，凭借纤维结缔组织与皮

［16］

接更为紧密，和深层连接松弛

。颞浅脂肪垫内有重要血

肤紧密连接，属于面部浅表肌肉腱膜系统（ Superficial muscu-

管穿行，为颞中静脉和颞中动脉。颞中静脉在颧弓附近发自

loaponeurotic system，SMAS） 的延续。在上颞线位置，颞浅筋

颞浅静脉主干，在临床关注凹陷区内呈弧形或成角向前上方

膜和帽状腱膜相连。在前方和前上方，颞浅筋膜和眼轮匝

向走行于颞浅脂肪垫内

肌、额肌相连。颞浅筋膜是比较致密的结缔组织，柔软、菲
［4，
6］

薄，且富含血管

。颞浅动脉和颞浅静脉在颧弓上方走行

于颞浅筋膜中，位于筋膜的 浅 层，动 脉 和 静 脉 均 可 发 出 分
［4－6］

支

。在临床关注的凹陷区范围内，常可见的是颞浅动静

［17］

［17］

Jung 等

。其主干距离颧弓约为一指宽，

的研究表明，颞中静脉主干距离眶额颧交汇点平

均为 23. 5 mm，距离颧弓水平约 18. 5 mm。颞中静脉一般比
较粗大，有研究表明颞中静脉的直径最粗可达 9. 1 mm，平均
5. 1 mm［17］ 。颞中静脉走行时可有多个分支，有些分支周围
［13］

脉的额支血管及从额支再发出的细小分支，还可见到前哨静

还有小血管丛

脉和颞中静脉的穿支血管穿过颞浅筋膜走向 更 深 层 次 组

至皮下组织层也可以和眶周静脉相吻合

［12－13］

织

。凹陷区内有面神经额支走行。面神经额支跨越颧

弓时紧贴颧弓表面，过颧弓后即走行在疏松组织层中，且紧
［8，
14－15］

贴颞浅筋膜的底面

［13，
17，
18］

。颞中静脉

的穿支还可与位于颞肌层次的颞深前静脉、颞深后静脉相
［13，
18］

通

。此外，前哨静脉穿过颞深筋膜浅层在颞浅脂肪垫
［6，
12，
18］

内注入颞中静脉

。

。所以，颞中静脉同时关联浅层和深
［13，
18］

层组织的静脉回流，可以视为颞部重要的 桥 梁 血 管

疏松组织层

1. 3

。颞中静脉的穿支血管在外眦附近可浅出

。

颞浅筋膜深面是一层疏松网状结缔组织，颞深筋膜通过

颞中动脉从颞浅动脉发出，分为肌支和筋膜支，肌支穿过颞

疏松组织层与颞浅筋膜分隔。疏松组织层在上方延续于帽

深筋膜深层后最终分布到颞肌的后部，筋膜支在颞浅脂肪垫

状腱膜下疏松组织层。在前方，附着于眶外侧壁的骨膜表

中伴行颞中静脉

面。在颧弓表面，颞浅筋膜、疏松组织和骨膜连接紧密。跨

［16］

组织层

过颧弓后，疏松组织层与面部 SMAS 下脂肪组织相延续。在

颞神经从颧额缝附近穿过颞深筋膜深层进入颞浅脂肪垫，有

［4，
6］

疏松组织层有薄层纤维脂肪组织，尤其是靠近颧弓处

。

疏松组织层可由下颞隔分为上、下两个筋膜室，下颞隔上方
的筋膜室为颞上筋膜室 （ Upper temporal compartment）

［6，
9］

。

其上界是上颞隔，前界是上、下颞隔融合，在临床关注凹陷区
内呈顶角向前的三角形。颞上筋膜室内无重要血管神经穿
［8－9］

行

［4］

。筋膜支走行过程中可发出穿支至疏松

。颞浅脂肪垫中还可有颞深动脉的穿支［16］ 。颧

时该神经会在颞浅脂肪垫分支，然后继续向浅层组织走行并
［8，
16］

最终分布于颞部皮肤
1. 5

。

颞深脂肪垫、颞肌和骨膜
颞深筋膜深层的深面是颞深脂肪垫，是颊脂肪垫的颞突
［5］

在颞部的延伸，覆盖颞肌下部的表面

。颞肌位于颞深筋膜

。下颞隔下方的筋膜室为颞下筋膜室（ Lower temporal

和颞深脂肪垫的深面，呈扇形，其肌肉纤维向前下方会聚，故

compartment） ［6，9］ 。在颧弓下缘，颞浅筋膜和骨膜紧贴，可认

颞肌前下区最厚。重要的血管、神经位于颞肌深面，紧贴颅

为是颞下筋膜室的下界。其前界不完全封闭，在眶外侧增厚

骨走行。颞肌主要的血供来源于颞深前动脉、颞深后动脉和

［9］

区的上方和下方各有间隙

。在颞下筋膜室，有前哨静脉和

［6，
8，
16］

颞中动静脉的穿支血管走行

。Huang 等［6］ 报道在眶外

侧缘和颧弓前半部交界的区域，颞中血管的穿支较密集，且
距颧弓的平均距离为 24 mm。面神经额支位于颞下筋膜
［8］

室

。如前所述，面神经额支始终走行于疏松组织层，但紧

贴颞浅筋膜。在颞下筋膜室还可发现颧颞神经从更深层次
组织穿入到疏松组织层，并可与面神经颞支发生吻合，然后
［8－9，
16］

继续浅出，并分布于颞部皮肤

颞深前动脉在颞肌前部的深面走行，颞深后动脉在颞肌中后
［19］

部的深面走行

。如前所述，颞中动脉的肌支会向深处穿

行至颞肌后部。颞深动脉的穿支血管也可向浅层穿行至颞
浅脂肪垫。颞深动脉走行时伴行有静脉和神经，静脉可发出
穿支和颞中静脉吻合。颞肌再往深处的层次即是颅骨骨膜。
颞部凹陷区若以下颞隔所在平面为界，可分为上、下两
个部分。在上半部分的大部分区域，由浅至深仅有 7 层，分

。

别为皮肤、皮下组织（ 颞颊外侧脂肪室） 、颞浅筋膜、疏松组

颞深筋膜浅层、颞浅脂肪垫及颞深筋膜深层

1. 4

颞中动脉。颞深前、后动脉均发自上颌动脉向上走行，其中

疏松组织层深面为颞深筋膜和颞深筋膜浅层。颞深筋

织（ 颞上筋膜室） 、颞深筋膜、颞肌和骨膜。仅在其靠近下颞

膜致密坚韧，从上颞线开始延续于额部、颅顶骨膜，紧贴颞肌

隔的小部分区域存在 10 层组织。而下半部分基本上都有

表面。走行至眶上缘上方约 1 cm 位置，颞深筋膜分为浅、深

10 层结构，即皮肤、皮下组织（ 眶外侧脂肪室） 、颞浅筋膜、疏

［4－6，
9］

两层

。颞深筋膜浅层为颞上筋膜室下部和颞下筋膜室

松组织（ 颞下筋膜室） 、颞深筋膜浅层、颞浅脂肪垫、颞深筋

的底面，向下止于颧弓上缘外侧面。颞深筋膜深层亦向下走

膜深层、颞深脂肪垫、颞肌和骨膜。由于颞上筋膜室内无重

行，
止于颧弓上缘后内侧面。颞深筋膜浅层和深层之间的组

要神经血管结构，且在上半部分的大部分区域颞浅、深脂肪

织层次是颞浅脂肪垫。颞浅脂肪垫是被颞深筋膜浅层和颞

垫缺如，所以相对而言，下半部分的解剖较上半部分更复杂，

［5］

深 筋 膜 深 层 包 裹 的 脂 肪 组 织，大 致 呈 贝 壳 形 状
［9］

O＇Brien

。

等发现可以透过颞上筋膜室的底面看到颞浅脂肪

垫上缘 0. 5 cm，且其上缘要略高于颞下筋膜室。颞浅脂肪

走行其中的重要血管神经更多。因为颞肌向前下逐渐增厚，
且下半部分一般拥有更多的层次，所以下半部分和上半部分
相比，下半部分更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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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填充相对安全层次

2

的交汇处

考虑到颞部软组织分层较多，且血管神经分布较复杂，
对该区域解剖的清晰认识有助于提高注射填充的安全性。
皮下脂肪层

2. 1

［6］

层内主要血管和神经相对较少。Huang 等

认为，恢复天然

脂肪室的体积，有助于获得更自然的外观，也有利于脂肪成
活。因此，皮下脂肪层被认为是自体脂肪填充的理想层次，
在该层次填充脂肪，组织、血管和神经损伤的风险较小。孙
［5］

认为在颞部皮下脂肪层使用钝针进行透明质酸注射

安全可靠。需要注意的是，该层次在外眦附近有前哨静脉穿
行，
有些患者可以直接透过皮肤观察到该静脉走行。在填充
过程中，操作轻柔，应尽量减少颞浅筋膜中颞浅动静脉的损
伤。颞浅动 静 脉 走 行 于 颞 浅 筋 膜 的 浅 层，突 向 皮 下 脂 肪
［20－21］

层

。自体脂肪填充前的局麻药物注射，会使血管发生

收缩，可增加脂肪注射的安全性。而在该层注射透明质酸则
是完全盲视操作，需要小心谨慎。在皮下脂肪层进行透明质
酸注射前需观察并触摸颞浅动脉搏动，注射时需要格外注意
［22－23］

钝针的位置

。颞部皮下组织层相对薄，注射填充应均
［5］

匀，否则容易产生凹凸不平的外观

。

疏松组织层

2. 2

Sykes［23］ 把疏松组织层作为注射填充相对安全层次，多
个研究证实该层次作为自体脂肪填充的目标 区 域 安 全 有
［6，
24］

效

。利用该层次进行透明质酸注射比较困难，因为盲视
［5］

下很难使针头精准进入疏松组织层

。疏松组织层有两个

被下颞隔分隔的筋膜室，颞上筋膜室内无重要血管神经穿
［8－9］

行，作为填充的目标区域相对安全

。颞下筋膜室作为填

充目标区时需要谨慎，特别是该筋膜室的前半部，有较多颞
［6，
8，
16］

中血管的穿支和前哨静脉走行

。进针的深浅也需要注

意，
面神经额支可在疏松组织层出现，并紧贴颞浅筋膜走行。
疏松组织层的更深处有颞中血管，尤其是在距离颧弓 2 cm
左右的位置，更深组织层次中可能有粗大的颞中静脉主干
［17］

走行
2. 3

。

颞肌 －骨膜层次
该层次容易定位。需要注意的是，在针尖直抵骨膜的过

程中，有可能损伤血管。为了尽量减少血管损伤，选择相对
无血管区域进行操作至关重要。如前所述，颞部凹陷区的下
半部分较厚，穿刺经过的层次会较多，走行的神经血管也比
上半部分更多。且颞肌深面的血管管径由下向上逐渐减小，
建议尽量在上半部分的颞肌 － 骨膜层次进行注射，这样损伤
［22－23］

血管的风险会大大降低

。姜平等［25］ 也认为，下半部分

的颞肌 － 骨膜层次不是理想的透明质酸注射层次，除了穿刺
深度增加易损伤血管神经外，可能需要大容量注入才能起到
填充效果。相比较而言，颞部凹陷区上半部分的颞肌 － 骨膜
层次更加安全有效。越靠近颞肌的上缘和前缘，颞肌越薄，
且颞肌前上部分仅有颞深前动脉分支走行分布。“One Up，
One Over”注射点，
即眶外上缘 1 cm 与上颞线垂直方向 1 cm

，
此处肌纤维稀疏且血管相对少，利用此点位

进行颞肌－骨膜层次的透明质酸注射较安全。回抽和注射操
［5，
22－23］

作时始终保持针尖抵住骨膜，
可减少血管栓塞的风险
3

如前所述，皮下组织层被分为两个脂肪室，且皮下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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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颞部软组织解剖较复杂，在颞部没有绝对安全的注射填

充区域，普遍认为相对安全的层次是皮下脂肪层、疏松组织
层和颞肌 － 骨膜层次。为了提高注射填充的安全性，避免发
生严重并发症，在严格规范操作的基础上，需要熟悉颞部软
组织的分层及重要血管神经的走行。在相对安全区域进行
轻柔操作，能有效规避风险，取得良好的术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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