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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编写，用第三人称撰写，

篇幅在 100-300 字，排印在作者工作单位下一行。英文摘

要应与中文摘要相对应。中文摘要前加“【摘要】”作为

标识，英文摘要前加【Abstract】”作为标识。

3.6　关键词：论文均应附关键词，排印在摘要下一行。

一般每篇文章可选 3-8 个关键词。多个关键词之间应以分

号分隔。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中文关键词前应冠

以“【关键词】”，英文关键词前冠以“【Key words】”

作为标识。

3.7　文稿中标题层次，一律按下列格式：

第一级标题 1

第二级标题 1.1

第三级标题 1.1.1

最多分三级，之后用①……。

3.8　图表应力求少而精：正文及图表中各项数据均

采用阿拉伯数字。数据应核对无误。每幅图（表）均应有

图（表）题。原稿中图、表集中附于文后，分别按其在正

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每幅图表应冠有图（表）题。

说明性的文字应置于图（表）下方注释中，并在注释中标

明图表中使用的全部非公知公用的缩写。采用三横线表（顶

线、表头线、底线），如遇有合计和统计学处理内容（如

t 值、P 值等），则在此行上面加 1 条分界横线；表内数据

要求有效位数一致，小数点后保留 2 位有效位数。照片图

要求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若刊用人像，应遮盖其能

被辨认出系何人的部分（遮盖眼部）。大体标本照片在图

内应有尺度标记。组织（病理）学照片要求注明染色方法

和放大倍数（如 HE×100）。图表中如有引自他刊者，应

注明出处。

3.9　统计学方法

3.9.1　统计学符号按 GB 3358-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

的有关规定书写，常用如下：①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 x-（中

位数用 M）；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 s；③标准误用英文小

写 s；④ t 检验用英文小写 t；⑤ F 检验用英文大写 F；⑥

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 χ2；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 r；⑧自

由度用希文小写 υ；⑨概率用英文大写 P（P 值前应给出

具体检验值，如 t、χ2、q 值等）。以上符号均用斜体。

3.9.2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 x-±s 表达近似服从正

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 M（Q1，Q3）或 M（IQR）表达呈

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

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

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

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20，要注意区分百分

率与百分比。

3.9.3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

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

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

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及分析

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对于回归分析，应结

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对具有重复

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

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

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

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地解释和评价。

3.9.4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 P< 0.05（或P< 0.01）

时，应描述为对比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描

述为对比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

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统计量和 P 的具体值（如：

t=3.45，χ2=4.68，F=6.79 等）；P 值为 0.000 时，应写为 

P ＜ 0.001 而不写 P=0.000。当涉及总体参数估计（如总体

均数、总体率、RR 值、OR 值、HR 值等）时，在给出显

著性检验结果（统计量、P 值）的同时，给出 95% 置信区间。

3.9　基金项目：如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应以“【基

金项目】”作为标识，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并在括号内注

明其项目编号，并附项目批复证明（需上传基金项目批文

扫描件或照片）。如涉及保密问题，需附有关部门审查同

意发表的证明。基金项目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

正式名称填写；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其间以分号隔

开，排印在篇首左下角。

3.10　参考文献

3.10.1　应尽量精选，以公开发表并亲自阅读过的文

献为限，内部刊物、药厂宣传资料及待发表资料均不能作

参考文献引用。论文的参考文献限 5-20 条。

3.10.2　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标注法：①按正文中引

用的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②同一

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方括号中全部列

出，各序号间用“，”；如遇连续序号，可标注起讫号“-”。

③如同一文献在正文中被引用多次，只编 1 个号，引文页

码放在“［］”外，文献表中不再重复著录页码。

示例：张三［1］指出……，李四［2-3］认为……，形成

了多种数学模型［5，7，9-12］……。

3.10.3　文献著录项目

① 主要责任者（著者、编者、学位论文撰写者、专

利申请者或所有者、报告撰写者、标准提出者、析出文章

的作者）。多个责任者之间以“，”分隔，注意在本项数

据中不得出现缩写点“.”。主要责任者只列姓名，其后不

加“著”、“编”、“主编”、“合编”等责任说明；不

超过 3 人者全部写出，超过者只写前 3 名，后加“等”或

拉、西语采用“et al”、日语用“他”、俄文用“пup”。

② 题名项（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③其

他责任者（任选）。④版本项（初版可省略）。⑤出版项（出

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3.10.4　文献类型和标志代码：
文献
类型

普通
图书

会议
录

期刊 汇编 标准 报纸 报告 专利
学位
论文

标识
代码

M C J G S N R P D

对于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建议采用单字母“Z”。

皮
肤
病
与
性
病

二○

二
二
年
二
月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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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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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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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严正声明
近期有作者反映，存在个别单位和个人冒用《皮肤病与性病》杂志（以下简称“我刊”）

编辑部的名义向相关作者收取编审费、版面费、工本费等费用，并要求向个人账户汇款。为

维护广大作者的合法权益及本刊的声誉，郑重声明如下：

一、我刊未授权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更不会要求作者向个人账户

汇款！请广大作者（读者）不要轻信！

二、对冒用《皮肤病与性病》名义进行收费的行为非我刊授权行为，付款者造成损失自

负；我刊保留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为进一步规范我刊收稿、审稿工作，做好统一管理，加强作者与编辑部的沟通，我

刊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 停用 部分收稿邮箱和联系电话，具体为：

停用邮箱：pfbyxb@vip.163.com

停用电话：0871—67434176

自公布声明之日起，因采用以上方式投稿而产生的相关问题，与我刊无关！我刊也不会

采用上述方式与作者沟通！

四、我刊在线投稿、审稿网站已于 2021 年 6 月正式开通使用，作者可登录投稿并查看

相关审稿进度。

五、我刊仅保留以下邮箱、电话作为唯一官方联系方式，并绝不会采用任何个人方式与

作者联系。

投稿邮箱：pfbyxb@vip.126.com   （唯一投稿邮箱）

工作邮箱：pfbyxb@yeah.net 

联系电话：0871—63321468   （唯一官方电话）

投稿网站：http://pfbyxb.kmyxh.org.cn/  ( 唯一官方网站 )

六、我刊唯一官方银行账户为：

开户名：昆明医学会

账号：9120 2101 0000 4778 84（富滇银行昆明明通支行）

我刊不存在其他任何银行账户信息，请广大作者（读者）注意甄别。

特此声明。

《皮肤病与性病》编辑部

昆 明 医 学 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皮肤病与性病》稿约

《皮肤病与性病》杂志创刊于 1978 年，为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皮肤性病专业双月刊，标准国际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2-1310，标准国内连续出版物号：CN 53-1082/R。

以宣传交流皮肤病、性病、艾滋病、麻风病等防治知识，

介绍国内外该领域的学术动态和先进的诊疗技术，并面向

广大基层从事皮肤病性病的医务科技人员为宗旨的专业期

刊。现由昆明报业传媒集团主管，昆明医学会主办并承担

出版发行工作。主要读者对象为皮肤性病相关的专业人员、

皮肤性病防治人员和研究生，并兼顾相关学科的医药卫生

和科研人员及基层医药卫生工作者。目前设有论著、综述、

性病艾滋病防治、临床研究、麻风病防治、临床病例、护

理之窗、医学教育探索等栏目。

1　本刊征稿范围

1.1　论著：皮肤病、性病、艾滋病的临床研究、基

础研究、流行病学研究、临床病例分析等。

1.2　防控经验：皮肤病、性病、艾滋病、麻风病的

流行病学、调查报告、防控对策等。

1.3　皮肤性病治疗：皮肤病、性病、艾滋病、皮肤

保健和医学美容的治疗经验，新药物、新剂型、新技术的

治疗研究。

1.4　病例报告：首见病、少见病及具有特殊临床表

现的典型病例报告。

1.5　综述和专题论坛等：反映国内外皮肤性病学新

进展、新技术的文献综述。

1.6　皮肤性病护理经验、方式方法等。

1.7　会讯、医学教育探索等。

2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2.1　请通过官方投稿方式投稿，勿要通过第三方投

稿。投稿同时附上盖单位公章的《推荐信》及所有作者签

名的《版权转让协议》（本刊网站下载），将电子版上传

至投稿系统中。

2.2　 请 通 过《 皮 肤 病 与 性 病》 官 网 http://pfbyxb.

kmyxh.org.cn/ ( 唯一官方网站 ) 投稿，可实时查询稿件审核

进度。或者，通过邮箱 pfbyxb@vip.126.com（唯一投稿邮箱）

投稿。鼓励采用线上网站投稿，便于作者与编辑部沟通。

2.3　文稿应力求有严谨的科学性、有理论和实践意

义，力求有新意和有益于读者。应主题明确、重点突出、

数据可靠。文字要求精炼、通顺、层次清楚，字体清楚规范，

标点符号正确，数字准确。

2.4　医学伦理问题及知情同意：须遵循医学伦理基

本原则。当论文的主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时，作者应说明

其遵循的程序是否符合伦理审核委员会（单位性的、地区

性的或国家性的）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并提供该委员会

的批准文件（批准文号著录于论文中）及受试对象或其亲

属的知情同意书；当论文主体以动物为研究对象时，需说

明是否遵循了单位和国家有关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

批准文号著录于论文中。

3　稿件撰写基本要求

3.1　文稿应按题名、作者、作者单位、中文摘要、

关键词、英文 ( 目前本刊只有论著栏目及综述栏目要求题

名、作者、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 )、正文、

参考文献的顺序撰写。

3.2　医学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

会公布的名词。尚未通过审定的学科名词，可选用最新版《医

学主题词表（MeSH）》《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中医

药主题词表》中的主题词。对没有通用译名的名词术语（自

译名词）于文内第 1 次出现时应用括号注明原词全称。中

西药名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国药品

通用名称》（均由中国药典委员会编写）为准。确需使用

商品名时应先注明其通用名称。中药应采用正名，药典未

收录者应附注拉丁文名称。

3.3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概括文章的要旨，

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并有助于选择关键

词和分类号。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必要时可加

副题名。题名中应避免非公知公用的缩略号、字符、以及

结构式和公式。中、英文题名含义应一致。

3.4　作者及其工作单位：文章均应有作者署名。中

国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采用如下写法：姓前名后，中间为

空格；姓氏的全部字母均用大写，复姓应连写；名字的

首字母大写，名字不缩写。如：ZHANG Ying（张颖），

WANG Xilian（王锡联），ZHUGE Hua（诸葛华）。外国

作者的姓名写法遵从国际惯例。主要作者的工作单位包括

单位名称、所在省市名及邮政编码，单位名称与省市名之

间应以逗号分隔。整项用圆括号括起，并直接排印在作者

姓名下一行。英文摘要中的作者工作单位还应在省市名及

邮编之后加列国名，其间以逗号分隔。多位作者的署名之

间应以逗号隔开，如：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China（中山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广州 510080，中国）。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应在

姓名右上角加注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序号，并在其工作单位

名称之前加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数字；各工作单位之间

连排以分号隔开。例：

曾凡钦 1，顾有守 2，佟菊贞 3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皮肤科，广东 广州 510120；

2. 广东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广东广州 510500；3. 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广东 广州 510080）

3.5　摘要：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不应出现

图表、长的数学公式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缩略语。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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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云南省曲靖市暗娼人群艾滋病、性病感染状况及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影响因素分析

马　娜，张琬悦，杨朝军，张小斌，陈会超，刘春桃，张祖样，马艳玲

����������������������������（01）

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及性伴口腔、生殖器 HPV 感染情况

王建彬，梁春梅，廖玉英，陈惠茹，赖嘉希，柯吴坚�����（05）

免疫组化与 PCR 检测梅毒患者皮损组织蜡块中梅毒螺旋体的敏感性评价

付　钰，杨　羚，刘栋华�����������������（08）

果酸治疗藏族人群面部轻、中度痤疮 356 例临床疗效分析

索朗曲宗，慈仁央吉，白　央，扎　珍，德吉央宗，张　韡��（12）

·综　述·

艾滋病低病毒血症的影响因素及临床意义研究进展

吕海伟，刘　莉，卢洪洲�����������������（15）

瘢痕评估方法研究进展

王淑娟，李　娜���������������������（19）

痤疮与皮肤微生物

刘馨镁，鲁　莎，席丽艳�����������������（23）

生物钟与皮肤病的关系

雷小雨，付丽新，陈　涛�����������������（27）

雄激素性脱发的治疗进展

高淑萍，李　刚���������������������（32）

·性病艾滋病防治·

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培养模式的实践及效果评价

王春俊，蒋　庆，王宏程�����������������（37）

多发性硬下疳合并二期梅毒 1 例

赵文军，王　坤，黄池清，陈文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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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曲靖市暗娼人群艾滋病、性病感染状况及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影
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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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云南省曲靖市暗娼人群艾滋病、性病（梅毒、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淋球菌）的感染现状以及该人群对
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分析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2020 年 4-6 月，在曲靖市麒麟区招募 200 名
暗娼，进行现场一对一问卷调查，同时采集尿液和静脉血标本。其中尿液样本进行生殖道沙眼衣原体（CT）和淋球菌（NG）
核酸检测，血液样本进行艾滋病、梅毒抗体检测，并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HIV 感染率 0.5%（1/200），梅毒感
染率 1.0%（2/200），CT 感染率为 17.0%（34/200），NG 感染率为 1.5%（3/200）。暗娼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 96.0%（192/200）。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暗娼在本地工作时间不足一年（aOR=3.720，95%CI：1.107-12.504，P<0.05）以及最近一年被诊断
患过性病（aOR=49.143，95%CI：11.590-190.218，P<0.001）是 CT 感染的影响因素。结论　曲靖市麒麟区暗娼 CT 感染
率较高，暗娼在本地的工作时间以及既往是否患过性病是 CT 感染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应持续进行健康教育，并加
强 CT 监测检测和治疗，避免 CT 重复感染。
【关键词】　暗娼；艾滋病；性病；感染状况；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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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prevalence of HIV/ STD infection and the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lamydia 
trachomatis infection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Qujing City，Yunnan Province

MA Na1#，ZHANG Wanyue2#，YANG Chaojun2，ZHANG Xiaobin2，CHEN Huichao2，LIU Chuntao2，ZHANG 
Zuyang2，MA Yanling2

（1.School of Public Health，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500，China；2.Yunn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Kunming，Yunnan 6500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HIV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STDs）including syphilis，

Chlamydia trachomatis and Neisseria gonorrhoeae among the female sex workers（FSWs）and investigating the awareness of which for AIDS 

knowledge in Qujing City，Yunnan Province.In addition，the related influence factors of chlamydia trachomatis（CT）infection are analyzed.

Methods　Performing the face-to-face questionnaires survey among 200 FSWs from April to June in 2020 and sampling the urine and venous 

blood specimens，the urine specimens were conducted for nucleic acids testing for CT and Neisseria gonorrhoeae（NG）infection，and the blood 

specimens were carried out for serum detection of HIV and syphilis antibody.Moreover，the corresponding collected information and experimental 

data are performed to statistical analysis.Results　The infection rates of HIV，syphilis，CT and NG are 0.5%（1/200），1.0%（2/200），17%（34/200）

and 1.5%（3/200），respectively and the rate of awareness for HIV knowledge is 96.0%（192/200）.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FSWs had working locally for less than one year（aOR=0.259，95%CI：0.072-0.932，P<0.05）and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STDs 

in the last year（aOR=49.143，95%CI：11.567-208.794，P<0.001）have impact on the CT infection.Conclusion　The rate of CT infection is 

relatively high in Qujing City，the working times and past sexual disease history of FSWs a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T infection.It is suggested 

that continuously conduct the health education，strengthens the monitoring，testing and treatment to avoid reinfection of CT.

【Key words】　Female sex workers；HIV/AIDS；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Prevalence；Knowledge

艾滋病、梅毒、生殖道沙眼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s，CT） 和 淋 球 菌（neisseria gonorrhoeae，

NG）感染都是最常见的全球性性传播疾病。据世界卫

生组织估计，截至 2020 年，约有 3300 万人死于艾滋

病［1］。2016 年全球约有 630 万例梅毒病例，1.3 亿

例 CT 感染病例，8700 万例 NG 感染病例［2］。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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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CT 和 NG 感染还会增加感染 HIV 的风险［1，3］。

暗娼人群的特殊性使得该人群有更高的性病感染风

险，且感染后有持续传播的风险。曲靖市的人口数

仅低于昆明市，居云南省第 2 位，调查该地暗娼人

群艾滋病、梅毒、CT 和 NG 的感染现状以及艾滋病

知识知晓率，可为艾滋病和性病防控提供相关依据。

在本研究中，由于暗娼人群艾滋病、梅毒和 NG 感染

率较低，未进行统计学分析，CT 感染率较高，因此

对 CT 感染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相关调查和

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的暗娼人群。

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4 ～ 6 月，结合艾滋病哨点监测工

作开展此次研究。根据 2020 年文献报道［4］云南省昆明

市暗娼人群 CT 感染率为 13.2%，根据样本量估计公式：

，（其中：n 为样本量，P 为感染率的大小，
Z 为显著性检验的统计量，δ 为容许误差），Z 取 1.96

（α=0.05），δ 取 0.05，计算出 n=176。考虑到无

效应答的情况及样本的代表性，确定最终样本量为

200 人，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直至完成所需样本量。

由于不同娱乐场所的暗娼危险行为情况不同，对艾滋

病性病的知识、态度、行为也不同，为了保证样本

的代表性，选择的调查对象覆盖了不同层次的暗娼，

包括街头流动暗娼和乡镇暗娼。

1.2　方法　本次调查属于横断面研究，由经过培训

的专业工作人员向调查对象解释调查问卷内容，强调

保密原则，调查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展一对一问

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础信息，一般人口学特征，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8 个问题中能回答 6 个及以上

的视为知晓），吸毒及商业性行为情况，最近一年

患性病情况等。问卷结束后，采集尿液及血液样本，

进行核酸和血清学检测。

1.3　实验室检测　本次调查采集了尿液样本及血液样

本，送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制所的

实验室进行检测，其中尿液样本进行 CT、NG 核酸检测，

使用美国罗氏 cobas4800 全自动核酸提纯及荧光 PCR

分析系统以及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生产的

试剂和耗材；血液样本使用 ELISA 进行 HIV 抗体和梅

毒血清抗体检测，筛查阳性样本进行确证检测。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

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描述，计数

资料用构成比和率来描述。采用 χ2 检验进行单因素

分析以评估 CT 感染率与人口学特征和行为学特征等

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

析，以评估 CT 感染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招募了 200 名暗娼，调查

对象年龄（17 ～ 52）岁，平均年龄为（30.68±7.25）

岁。调查对象来自不同的场所，按照不同暗娼所在的

场所档次来分，高档暗娼占 51.5%（103/200），其

中，夜总会的暗娼占 48.5%（97/200），宾馆 / 酒店

的暗娼占 3%（6/200）；中档暗娼占 35%（70/200），

主要来自于卡拉 OK 厅 / 歌舞厅 / 酒吧；低档暗娼

占 13.5%（27/200），其中，洗脚屋 / 发廊的暗娼占

12.5%（25/200），出租屋的暗娼占 1%（2/200）。

人口学情况详见表 2。

2.2　实验室检测结果　200 名调查对象中，血清学检

测结果显示，HIV 抗体阳性者有 1 人（0.5%），梅

毒抗体阳性者有 2 人（1.0%）。核酸检测结果显示，

CT 阳性者有 34 人（17.0%），NG 阳性者有 3 人（1.5%），

有 1 人合并感染 CT 和 NG，CT 感染情况详见表 2。

2.3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暗娼人群中，96.0% 的

（192/200）的调查对象了解艾滋病基本知识，在婚 /

同居的暗娼知晓率较高；高档 / 中档场所的暗娼知晓

率较高；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暗娼知晓率较高；接受

过同伴教育的暗娼知晓率较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详见表 1、表 2 和表 3。

表 1　艾滋病知识回答正确率

艾滋病相关知识
回答正确率

（%）

1. 艾滋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严重传染病吗？ 100.0

2. 性传播是我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吗？ 99.0

3. 通过生殖器外观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
吗？

83.5

4. 感染其他性病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吗？ 88.5

5. 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
的风险吗？

97.5

6. 使用新型毒品（如冰毒、摇头丸、K 粉等）会增加
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吗？

97.0

7. 发生高危行为后（共用针具吸毒 / 不安全性行为等），
应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与咨询吗？

97.5

8. 故意传播艾滋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99.5

2.4　CT 感染的人口学调查情况　暗娼人群的一般

人口学特征与 CT 感染率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未婚和离异的暗娼 CT 感染率高于在婚或同居者

（χ2=6.443，P<0.05），在本地工作时间较短的暗娼

CT 感染率较高（P<0.001），各组间 CT 感染率差异

均有统计学差异，详见表 2。

2.5　CT 感染的行为学调查情况 暗娼人群的行为学特

征与 CT 感染率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没有坚

持使用安全套的暗娼 CT 感染率更高（P<0.05），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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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暗娼人群不同行为学特征的 CT 感染率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情况

变量 人数 构成比（%） CT（+） CT 阳性率（%） χ2 值 P 知晓（n） 知晓率（%） χ2 值 P

最近一个月使用安全套的频率 - 0.047* - 0.003*

从未 / 有时使用 9 4.5 4 44.4 6 66.7

每次都使用 191 95.5 30 15.7 186 97.4

找客人的主要场所 - 0.475* - 1.000*

固定场所 185 92.5 33 17.8 177 95.7

电话 / 上门服务 / 网络 15 7.5 1 6.7 15 100.0

最近一年是否被诊断患过性病 - <0.001* - 0.536*

是 18 9.0 15 83.3 17 94.4

否 182 91.0 19 10.4 175 96.2

最近一年是否接受过同伴教育 0.642 0.423 - 0.024*

是 168 84.0 27 16.1 164 97.6

否 32 16.0 7 21.9 28 87.5

注：*fisher 确切概率法

表 2　暗娼人群不同人口学特征的 CT 感染率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情况

变量 人数 构成比（%） CT（+） CT 阳性率（%） χ2 值 P 知晓（n） 知晓率 (%) χ2 值 P

年龄 7.127 0.068 4.138 0.193*

15 ～ 24 44 22.0 13 29.5 40 90.9 

25 ～ 34 104 52.0 16 15.4 100 96.2 

35 ～ 44 43 21.5 4 9.3 43 100.0 

45 ～ 55 9 4.5 1 11.1 9 100.0 

婚姻状况 6.443 0.040 6.471 0.027*

未婚 70 35.0 18 25.7 64 91.4 

在婚 / 同居 108 54.0 12 11.1 107 99.1 

离异 22 11.0 4 18.2 21 95.5 

户籍所在地 0.182 0.669 - 0.599*

本省 175 87.5 29 16.6 167 95.4 

外省 25 12.5 5 20.0 25 100.0 

民族 - 0.743* - 1.000*

汉族 182 91.0 32 17.6 174 95.6 

少数民族 18 9.0 2 11.1 18 100.0 

文化程度 5.806 0.055 3.188 0.177*

初中及以下 134 67.0 17 12.7 129 96.3 

高中或中专 50 25.0 12 24.0 49 98.0 

大专及以上 16 8.0 5 31.3 14 87.5 

场所档次 1.867 0.393 22.580 <0.001*

低档 27 13.5 3 11.1 20 74.1 

中档 70 35.0 10 14.3 70 100.0 

高档 103 51.5 21 20.4 102 99.0 

在本地工作时间 - 0.003* - 0.327*

一年或以上 171 85.5 23 13.5 165 96.5 

不足一年 29 14.5 11 37.9 27 93.1 

上一个工作地点 - 0.739* - 1.000*

外省 16 8.0 3 18.8 16 100.0 

本省 184 92.0 31 16.8 176 95.7 

注：*fisher 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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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被诊断患过性病的暗娼 CT 感染率更高（P<0.001），

各组间 CT 感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详见表 3。

2.6　CT 感染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的变量作为自变量，CT 感染

情况作为因变量，并对各变量进行赋值，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本地工作时间不足一

年（aOR=3.720，95%CI：1.107-12.504，P<0.05） 和 最

近一年被诊断患过性病（aOR=46.954，95%CI：11.590-

190.218，P<0.001）是 CT 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详见表 4。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曲靖市麒麟区暗娼人群艾滋病、

梅毒、NG 的感染率分别为 0.5%、1.0%、1.5%。CT

感染率为 17.0%，高于昆明市（13.2%）［4］和埃塞俄

比亚（6.8%）［5］暗娼人群的 CT 感染率；接近墨西

哥（15.9%）［6］和中国大陆（16.39%）［7］暗娼人群

的 CT 感染率。研究显示，CT 感染对女性的生殖健

康有重要的影响，感染后，70% 的女性没有明显症状，

有症状者主要表现为宫颈炎、尿道炎、盆腔炎等，严

重者可致输卵管堵塞、异位妊娠和慢性盆腔疼痛等，

感染 CT 会增加宫颈癌的发风险，还会通过母婴传播，

造成新生儿眼炎症和肺炎［8，9］。

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是影响暗娼发生性行为

时正确规范使用安全套的重要因素［10］，在此次调查

中，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达到了 96.0%（192/200），

其中低档场所的暗娼知晓率较低，此外，有 95.5%

（191/200）的暗娼最近一个月发生性行为时每次都使

用安全套，但是 CT 患病率仍然不低，这可能是由于

暗娼没有长期坚持持续使用安全套，对性传播疾病的

认识和对安全套的使用只停留在认知层面，没有落实

到行动中，提示应持续推广安全套使用，并强调规范

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性，加强暗娼对性传播疾病的防范

意识，提升主观能动性，减少高危性行为的发生，并

且关注低档场所的暗娼，加强对该人群的宣传教育。

在此次调查中，未婚或离异以及工作时间不足

一年的暗娼 CT 感染率较高，这可能是由于有固定性

伴的暗娼更注重性传播疾病的预防，以及暗娼的性伴

侣数量不同而导致 CT 感染率不同，这需要在今后的

研究中继续探索。此外，本研究显示，在本地工作时

间不足一年以及最近一年被诊断患过性病是 CT 感染

的危险因素，且工作时间不足一年的暗娼更容易感染

CT。提示要及时对暗娼规模数进行估计，加强干预

频次，暗娼应提升主动就医和主动检测的意识，关注

自身健康，定期进行性传播疾病的检查；除了继续在

暗娼人群中进行宣传教育和干预活动，应加强 CT 筛

查和治疗；在女性中，CT 重复感染会增加并发症的

发生风险［11］，在此次调查中，最近一年被诊断患过

性病的暗娼占 9.0%（18/200），其中最近一年感染

过 CT 的暗娼有 7.5%（15/200），最近一年患过梅毒

的暗娼有 1.0%（2/200），最近一年患过淋病的暗娼

有 0.5%（1/200）。提示既往患过性病的暗娼经过治

疗后，仍然应该复查复检，并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进

行诊疗，避免重复感染，以及感染其他人。

由于暗娼与潜在的高风险性伴（嫖客）和低风

险 / 非商业性伴（如丈夫或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

更容易发生安全套使用不规范以及多性伴等高风险

行为，被视为性传播疾病的核心群体。患病后，性传

播疾病更容易在普通人群中传播和蔓延，如果进行及

时有效的干预、检测和治疗，可以预防艾滋病和性病

所导致的不良结局。对于 CT 感染，由于感染的无症

状特性，有较大的传播风险，提示在今后的艾滋病、

性病防治工作中，也需要将其作为工作重点，结合艾

滋病、梅毒、淋病的防治工作开展 CT 干预与治疗，

在暗娼人群中实施相应的全面预防保护措施，使用新

的策略和方法，扩大筛查覆盖面，持续提供健康教育，

加强公共卫生功能，这不仅将有助于减轻暗娼的疾病

负担，改善性传播感染在暗娼中的预防和控制［3］，

还可以防止其将性病继续传播给嫖客和其他性伴。
（下转 18 页）

表 4　CT 感染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值 P OR 95%CI

婚姻状况（以离异为对照）

未婚 -0.452 0.772 0.343 0.558 0.636 0.140-2.887

在婚 / 同居 -0.877 0.729 1.448 0.229 0.416 0.100-1.736

你本次在本地工作时间（以一年或以上为对照）

不足一年 1.314 0.619 4.511 0.034 3.720 1.107-12.504

最近一个月使用安全套频率（以每次都使用为对照）

从未使用 / 有时使用 1.213 0.900 1.816 0.178 3.363 0.576-19.624

最近一年是否患过性病（以否为对照）

是 3.849 0.714 29.08 ＜ 0.001 46.954 11.590-1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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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及性伴口腔、生殖器 HPV 感染情况

王建彬 1，梁春梅 2，廖玉英 2，陈惠茹 2，赖嘉希 2，柯吴坚 2

（1.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医院，广东　汕头　515800；2.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东　广州　510009）

【摘要】　目的　明确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口腔和生殖器 HPV 的检出率及其性伴 HPV 感染对女性就诊者口腔、生殖器
HPV 感染的影响。方法　招募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 200 人，最终完成入组并获得本人及其固定男性伴侣口腔、生殖器 HPV
标本分别各 167 份，采用 PCR 法扩增 HPV MY 通用引物扩增 L1 片段检测 HPV 检出率。结果　性病门诊女性口腔 HPV
检出率为 4.79% 低于男性的 8.38%（χ2=25.066，P<0.001）。性病门诊女性生殖器 HPV 检出率为 56.89% 低于男性 58.08%
（χ2=9.671，P=0.002）。与性病门诊女性口腔 HPV 阴性组相比，口腔 HPV 阳性组平均年龄为（36.25±7.48）岁，高于阴
性组的（30.34±8.16）岁（t=2.005，P=0.047）；有主动口交史为 62.50%，与阴性组的 54.72%（χ2=0.186，P=0.666）无显
著性差异；性伴生殖器 HPV 感染为 87.50%，高于阴性组的 56.60%（χ2=2.986，P=0.084）；性伴口腔 HPV 感染为 62.50%
高于对照组的 5.66%（χ2=32.040，P=0.001）。与性病门诊女性生殖器 HPV 阴性组相比，生殖器 HPV 阳性组平均年龄为
（30.93±8.49）岁，与阴性组（30.22±7.84）岁无显著性差异，（t=0.548，P=0. 585）；有被动口交史为 69.47% 高于阴性
组的 36.11%（χ2=18.426，P=0.001）；性伴生殖器 HPV 感染为 68.42% 高于阴性组的 44.44%（χ2=9.671，P=0.002）；性
伴口腔 HPV 感染为 13.68% 高于阴性组的 1.38%（χ2=8.062，P=0.005）。结论　女性口腔、生殖器 HPV 检出率均低于男性
性伴；女性口腔 HPV 感染与年龄和性伴口腔 HPV 感染有关；女性生殖器 HPV 感染与被动口交史、性伴口腔 / 生殖器 HPV
感染有关。提示 HPV 除了可以通过生殖器 - 生殖器接触途径造成交叉感染，还可通过口—口和口—生殖器的接触途径传播。
【关键词】　性病门诊；口腔 HPV 感染；生殖器 HPV 感染

中图分类号：R75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2-1310.2022.01.002

The oral and genital HPV infection situation of female patients in STD clinics and their sexual 
partner

WANG Jianbin1，LIANG Chunmei2，LIAO Yuying2，CHEN Huiru2，LAI Jiaxi2，KE Wujian2

（1.Shantou Hospital of Ski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ure，Shantou 515041，China；2.Dermatology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oral and genital HPV detection rate of female patients in STD clinics,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oral and genital HPV infection on their sexual partners. Methods　200 female patients in STD clinics were recruited in the dermatology clinic. 

167 male sexual partners were finally completed the enrollment. 167 oral and genital HPV specimen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women and their 

male sexual partners, respectively. PCR method was used to amplify HPV L1 fragments by using MY universal primers for HPV detection. Results　
The oral HPV positive rate of female patients in STD clinics were 4.79%, which lower than  their male sexual partners of 8.38%（χ2=25.066，

P<0.001）. The genital HPV positive rate of female patients in STD clinics were 56.89%, which lower than their male sexual partners of 58.08%

（χ2=9.671，P=0.002）.The average age of oral HPV positive women was 36.25±7.48 years, which higher than the negative patients of 

30.34±8.16 years（t=2.005，P=0.047）.62.50% oral HPV positive women had given oral sex history，which higher than the oral HPV negative 

patients of 54.72% （χ2=0.186，P=0.666）；87.50% oral HPV positive women with genital HPV positive male sexual partners，which higher 

than the oral HPV negative patients of 56.60%（χ2=2.986，P=0.084）；62.50% oral HPV positive women with oral HPV positive male sexual 

partners，which higher than the oral HPV negative patients of 5.66%（χ2=32.040，P=0.000）.The average age of genital HPV positive women 

was 30.93±8.49 years，which higher than the negative patients of 30.22±7.84 years（t=0.548，P=0.585）.69.47% genital HPV positive 

women had receive oral sex history，which higher than the genital HPV negative patients of 36.11%（χ2=18.426，P=0.000）；68.42% genital 

HPV positive women with genital HPV positive male sexual partners，which higher than the genial HPV negative patients of 44.44%（χ2=9.671，

P=0.002）；13.68% genital HPV positive women with oral HPV positive male sexual partners，which higher than the genital HPV negative 

patients of 1.38%（χ2=8.062，P=0.005）.Conclusion　The HPV detection rates in oral and genital areas of female patients in STD clinics 

were lower than their male sexual partners. Female oral HPV infection had associated with age and male oral HPV infections. Female genital HPV 

infection had associated with received oral sex history，HPV detection rates in male oral and genital areas. These results suggesting that HPV 

transmitted not only through the genital-genital pathway，but also could be through the oral-oral and oral-genital pathways.

【Key words】　Female patients in STD clinics；Oral HPV infection；Genital HPV infection；Sexual partner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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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

染是全球最常见的性传播感染之一［1］。HPV 可在多个

部位（如生殖器、口腔、肛门、直肠等）出现良性、

潜在恶性或恶性肿瘤等病变，对患者身体和心理造成

极大的危害［2］。虽然 HPV 疫苗近年来在国内外得到

广泛接种，使得 HPV 检出率出现大幅下降，然而对于

未接种 HPV 疫苗者或疫苗无法保护的其他 HPV 型别

而言，其检出率却出现不断增加的趋势［3、4］。通过生

殖器与生殖器的直接性接触导致男女双方 HPV 交叉感

染的传播途径已获得足够认识［5］，但男女双方是否

通过口—口和口—生殖器等其他部位的直接接触导致

HPV 传播的认识，相关临床研究则相对不多［6］。为

进一步明确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口腔和生殖器 HPV 的

感染情况，以及其性伴 HPV 的感染能否造成女性就诊

者口腔和生殖器的感染，我们招募 200 名性病门诊女

性就诊者及其男性性伴侣，对男女双方口腔和生殖器

进行 HPV 核酸检测和临床危险因素分析，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患者招募　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

我们共招募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 200 名，其中 167 对

女 / 男性伴共同完成口腔和生殖器部位的 HPV 标本

采集。入组标准：男女双方在过去 1 年内为固定性伴

侣关系，且每月发生性行为次数平均超过 1 次。排

除标准：年龄均小于 18 岁、孕妇、无固定性伴侣者、

确诊 HIV 或性病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

制剂者、合并其他系统并发症者。

1.2　样本采集［7］　嘱咐女性就诊者及其男性性伴侣

在采集样本前的 24 小时内禁止性行为。医务人员采

用专用的 HPV 取样细胞刷，分别对入组者口腔、女性

外阴和阴道壁内、男性包皮和龟头等部位取样。每个

部位用细胞刷反复 10 次，以获得足够多的脱落上皮

细胞标本。将细胞刷放入提前编号且含有专门细胞保

存液的取样管中。所有样本低温保存或直接进行检测。

1.3　DNA 提取［7］　样本的 HPV DNA 提取采用 HybriBio

公司的细胞裂解液进行提取。具体方法如下：① 移

液枪吸取临床样本 500ul，置于离心机中 14000 rpm

离心 1min 后，去除离心管中的上清液体；② 溶液 I

在 45℃水浴锅中提前预热并振荡混匀。在去除上清

的离心管中加入 400 ul 溶液 I，100℃水浴锅中加热

15min 后，常温下静置 2min；③ 点动离心加热后的

离心管。取振荡混匀的溶液 II 400ul 加到离心管中，

常温下静置 2min。再次将离心管置于离心机中 14000 

rpm 离心 5min 后，去除离心管中的上清液体；重复

该步骤 2 次后，常温静置 2min；④ 取溶液 III 60ul 加

入离心管中，常温放置 10min，置于离心机中 14000 

rpm 离心 1min；⑤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离心后

的上清液 OD 260/280 比值，当 OD 260/280 比值介于

1.7~2.0 时则达到所需检查纯度，将符合检测纯度的

DNA 低温保存或进行 PCR 检测。

1.4　PCR 检测［7］　HPV PCR 检测采用 HPV 通用 L1 引物：

MY 09/11（MY09：5’-CGT CCM ARR GGA WAC 

TGA TC-3’；MY11：5’-GCM CAG GGW CAT AAY 

AAT GG-3’；M：A/C；R：A/G；W：A/T；Y：C/T），

引物由上海生工合成并经 PAGE 纯化。PCR 反应体

系：样本 DNA、上海生工 HPV 通用引物、Promega 

Go Taq Polymerase、Promega Go Taq Buffer、Thermo 

dNTP、Sigma MgCl2、Sigma H2O。PCR 反 应 条 件：

95 ℃ 加 热 2min；95 ℃ 变 性 1min，55 ℃ 退 火 1min，

72℃延伸 1min，共 40 个循环；72℃延伸 10min。扩

增片段大小 450 bp。扩增产物置于 70V 的 1.5% 琼脂

糖凝胶电泳 40min，将电泳后的琼脂糖凝胶置于凝胶

成像仪中观察 HPV PCR 扩增结果。

1.5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配对 t 检验对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及其性伴

侣年龄进行比较，采用两个独立样本 t 检验分别对男

女双方口腔和生殖器 HPV 的检出率、就诊者年龄进行

比较，采用 χ2 检验分别对女性就诊者口腔和生殖器

HPV 的检出率、口交的危险因素、性伴侣口腔或生殖

器 HPV 的检出率进行比较，当 P<0.05 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及其性伴侣口腔和生殖器

HPV 检出率　入组 167 位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的平

均年龄为（30.62±8.21）岁，低于其男性性伴侣平均

年龄的（32.57±8.86）岁（P<0.001）。女性 167 份

口腔样本中有 8 份 HPV DNA 阳性，阳性率为 4.79%。

女性 167 份生殖器样本中有 95 份 HPV DNA 阳性，

阳性率为 56.89%。男性性伴侣 167 份口腔样本中有

14 份 HPV DNA 阳性，阳性率为 8.38%。男性性伴侣

167 份生殖器样本中有 97 份 HPV DNA 阳性，阳性率

为 58.08%。性病门诊女性口腔 HPV 为低于男性口腔

HPV 检 出 率（χ2=25.066，P＜ 0.001）。 性 病 门 诊

女性生殖器 HPV 检出率低于男性生殖器 HPV 检出率

（χ2=9.671，P=0.002）。详见表 1。

表 1　性病门诊女性患者及其男性性伴口腔、生殖器
HPV 感染情况

女性患者
（n=167）

男性性伴
（n=167）

t/χ2 P

年龄（岁） 30.62±8.21 32.57±8.86 9.670 <0.001

口腔 HPV（%） 4.79 8.38 25.066 <0.001

生殖器 HPV（%） 56.89 58.08 9.671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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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年龄、主动口交和男性性伴侣口 / 生殖器 HPV

的感染情况对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口腔 HPV 检出率

的影响 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口腔 HPV 阳性组平均年

龄为（36.25±7.48）岁，高于阴性组的（30.34±8.16）

岁，（t=2.005，P=0.047）。性病门诊女性患者口腔

HPV 阳性组中有主动口交史为 62.50% 高于阴性组的

54.72%（χ2=0.186，P=0.666）。性病门诊女性患者

口腔 HPV 阳性组中性伴生殖器 HPV 感染为 87.50%

高 于 阴 性 组 的 56.60%（χ2=2.986，P=0.084）。 性

病门诊女性患者口腔 HPV 阳性组中性伴口腔 HPV

感 染 为 62.50% 高 于 对 照 组 的 5.66%（χ2=32.040，

P<0.001）。以上结果表明女性口腔 HPV 的感染情况

与女性主动口交史和男性性伴侣生殖器 HPV 感染无

明显关系，而与女性年龄和男性性伴口腔 HPV 感染

有关。提示女性口腔的 HPV 感染情况可能通过男女

双方的口—口直接接触途径传播，且随着年龄增大感

染几率增加。详见表 2。

表 2　年龄、主动口交及性伴 HPV 感染情况对女性口
腔 HPV 检出率的影响

口腔 HPV
阳性（n=8）

口腔 HPV
阴性（n=159）

t/χ2 P

年龄（岁） 36.25±7.48 30.34±8.16 2.005 0.047

主动口交（%） 62.50 54.72 0.186 0.666

性伴生殖器 HPV（%） 87.50 56.60 2.986 0.084

性伴口腔 HPV（%） 62.50 5.66 32.040 <0.001

2.3　年龄、被动口交和男性性伴侣口腔 / 生殖器

HPV 的感染对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生殖器 HPV 感

染的影响　性病门诊女性就诊者生殖器 HPV 阳性

组平均年龄为（30.93±8.49）岁，与性病门诊女性

生 殖 器 HPV 阴 性 组 的（30.22±7.84） 岁 无 显 著 性

差 异（t=0.548，P=0.585）。 性 病 门 诊 女 性 生 殖 器

HPV 阳性组中有被动口交史为 69.47% 高于阴性组

的 36.11%（χ2=18.426，P<0.001）。性病门诊女性

就诊者生殖器部位 HPV 阳性组中性伴生殖器 HPV

感 染 为 68.42% 高 于 阴 性 组 的 44.44%（χ2=9.671，

P=0.002）。 性 病 门 诊 女 性 生 殖 器 HPV 阳 性 组 中

性伴口腔 HPV 感染为 13.68% 高于对照组的 1.38%

（χ2=8.062，P=0.005）。以上结果表明性病门诊女

性就诊者生殖器部位的 HPV 感染情况与年龄无关，

而与被动口交史、性伴口腔 / 生殖器 HPV 感染有关。

表明女性生殖器 HPV 感染可能通过男女双方的口 -

生殖器、口 - 口和生殖器 - 生殖器途径传播。详见表 3。

表 3　年龄、被动口交及性伴 HPV 感染情况对女性生
殖器 HPV 检出率的影响

生殖器 HPV
阳性（n=95）

生殖器 HPV
阴性（n=72）

t/χ2 P

年龄（岁） 30.93±8.49 30.22±7.84 0.548 0.585

被动口交（%） 69.47 36.11 18.426 <0.001

性伴生殖器 HPV（%） 68.42 44.44 9.671 0.002

性伴口腔 HPV（%） 13.68 1.38 8.062 0.005

3　讨论 
HPV 是全球性病病原体中检出率最高的双链环

状闭合 DNA 病毒，临床可分离出出 200 多种亚型［1］。

可根据 HPV 致癌性的高低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1］，

其中 HPV 低危型与发生在肛门、生殖器、口腔等部

位的良性病变相关，而 HPV 高危型可引起宿主细胞

过度增殖，从而与肛门、生殖器、口腔等部位的潜在

恶性或恶性肿瘤高度相关［2］。HPV 可感染人体的肛

门生殖器、咽喉、口腔、鼻腔等部位的皮肤和黏膜［6］。

国外学者为明确男女双方口腔 HPV 感染情况对 5579

位参与者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年龄在（14~69）岁的

男女双方口腔 HPV 的总检出率 6.9%，其中女性 HPV

检出率为 3.6% 低于男性的 10.1%［8］。该研究结果与

我们本次研究发现的性病门诊就诊者中男女双方口

腔 HPV 的总检出率 6.6% 结果接近，其中性病门诊

女性就诊者口腔 HPV 检出率为 4.79%，低于其男性

性伴侣的 8.38%，与上述研究发现基本相同。性伴

侣 HPV 的交叉传播是造成 HPV 感染增加的重要原

因之一［1、2］。Pickard 等［9］对 1000 位年龄介于（18~30）

岁的研究者进行长达 3 月的随访中发现，口腔 HPV

检出率的增加与是否有口交和舌吻高度相关。我们研

究显示，在 8 例女性性病门诊就诊者口腔 HPV 的感

染者中，其 62.50% 的男性性伴侣口腔检测出 HPV，

其结果明显高于阴性对照组；同时，在 95 例女性性

病门诊就诊者生殖器 HPV 感染者中，69.47% 有被动

口交史，且其男性性伴侣口腔 HPV 检出率明显高于

阴性组。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口腔 HPV 的感染或许

增加性伴侣间口腔或生殖器 HPV 的检出率，结果显

示 HPV 不仅可通过生殖器 - 生殖器的直接接触传播，

或许还可以经由口腔和口腔或口腔和生殖器的直接

接触传播。

综上所述，女性口腔 HPV 感染与主动口交史和

男性性伴侣生殖器 HPV 的感染无关，与年龄和性伴

口腔 HPV 感染有关；女性生殖器 HPV 感染与年龄无

关，与被动口交史、性伴口腔 / 生殖器 HPV 感染有关。

性伴侣之间或夫妻双方 HPV 的交叉传播是造成不同
（下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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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化与 PCR 检测梅毒患者皮损组织蜡块中梅毒螺旋体的敏感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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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免疫组织化学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与聚合酶链反应法（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检测梅毒患者皮损组织蜡块中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TP）的敏感性。方法　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皮肤科 26 名诊断为梅毒的患者皮损组织蜡块分别进行 IHC 和 PCR 检测。结果　26 份样本均显示 IHC 阳性，阳性率
为 100%；有 7 例 Tp47-PCR 阳性，9 例 poIA-PCR 阳性，阳性率分别为 27% 和 35%，其中 poIA-PCR 阳性样品中包含了
Tp47-PCR 阳性样品。结论　IHC 对梅毒患者皮损组织蜡块中 TP 的检测敏感性高于 PCR，对于临床出现多样化皮疹，高
度怀疑梅毒却出现诊断困难时，IHC 可作为一种针对皮损组织蜡块的准确、敏感的特异性检测方式，帮助临床诊断。
【关键词】　梅毒；梅毒螺旋体；免疫组织化学；PCR；敏感性

中图分类号：R759.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2-1310.2022.01.003

Sensitivity evaluation of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PCR for the detection of Treponema 
pallidum in paraffin-embedded skin biopsies from syphilis patients

FU Yu1,2,3，YANG Ling1,2,3，LIU Donghua1,3※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21，China；2.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21，China；3.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Nanning，Guangxi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sensitivity of immunohistochemistry（IHC）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to TP in paraffin-embedded skin biopsies from syphilis patients. Methods　IHC and PCR were performed on paraffin-embedded 

skin biopsies of 26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syphilis in the Dermatology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Results　All the 26 samples showed positive IHC，with positive rate of 100%. 7 cases were positive for TP47-PCR and 9 

cases were positive for poIA-PCR，with positive rate of 27% and 35%，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samples of poIA-PCR included the 

positive samples of TP47-PCR. Conclusion　IHC is more sensitive to the detection of TP in paraffin tissue of syphilis patients than 

PCR. For patients with diverse clinical rash lesions and highly suspected syphilis，IHC can be regarded as an accurate and sensitive 

specific detection method to help clinical diagnosis.

【Key words】　Syphilis; Treponema pallidum; Immunohistochemistry; PCR; Sensibility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逐渐多元化、思

想的开放化以及人口流动性增大，我国的梅毒发病

率呈上升趋势。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

TP）是一种“拒绝”体外培养的病原体［1］，因此，

相对其他可体外培养、增殖的传染病病原体来说，

关于 TP 的研究受到了很大限制，且由于其体积小、

重量轻、不易着色，临床对梅毒的病原学检测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目前，暗视野显微镜观察和镀银染

色为常用的 TP 病原学检测方式，而免疫组织化学

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和聚合酶链反应法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是较为特异的检

测方式。IHC 是通过抗原抗体相结合的原理呈现出皮

损组织中 TP 的分布情况，并加以苏木素复染来表现

组织细胞的形态，而 PCR 则是在分子水平上检测样

品中 TP 的基因片段，间接性反映 TP 的存在，既往

采用 PCR 检测 TP 的研究大多针对早期梅毒患者的血

液和皮损组织或分泌物样本［2，3］，如今该方法已经

成为一种成熟的检测方式。

二期梅毒患者的皮损通常缺乏特异性且呈多样

化，可出现红斑、丘疹、斑丘疹、斑块、结节、脓

疱或者溃疡等，因此从皮损的形态容易误诊为其他

皮肤性疾病。另外，包括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

试验（rapid plasma reagin test，RPR）、性病研究实

验 室 试 验（venereal disease research laboratory test，

VDRL）、苯甲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oluidine red 

unheated serum test，TRUST）在内的梅毒血清学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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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敏感性高而特异性低，尽管梅毒螺旋体颗粒凝聚

试 验（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gglutination test，

TPPA）为 TP 特异性诊断，但以上检测方式均容易在

二期梅毒中出现前带现象，导致检测结果假阴性，同

时，其假阳性也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疾病、麻风患者，

海洛因成瘾者，少数孕妇或老人中［4］。因此，当患

者出现多形性皮损，高度怀疑梅毒却出现诊断困难

时，可取患者的皮损组织进行 IHC 或 PCR 帮助临床

医师进一步确诊。为了探讨两种方法检测 TP 的敏感

性，本次研究均选择梅毒患者皮损组织蜡块作为检测

样本，分别使用 IHC 和 PCR 方法进行检测。

1 　资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　 选取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皮肤科 26 名诊断为梅毒的患者的皮损病理活检组织

（包括早期梅毒患者的硬下疳、二期梅毒疹和其他类

型的皮损），其中 8 名患者合并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 感染，

所有组织均进行福尔马林浸泡固定后用石蜡包埋，以

组织蜡块的形式进行保存和运输（表 1）。

1.2　研究方法
1.2.1　IHC 过程　① 将患者皮损的组织蜡块切成

3um 的薄片，贴附于载玻片上；② 烘烤切片 0.5h 后

用环保脱蜡液进行梯度脱蜡，再用递减浓度的乙醇

溶液（100%，95%，85%，75%）进行梯度水化；③ 

高温水浴的环境下用 pH 8.0 的 EDTA 修复样本抗原；

④ 滴加正常山羊血清于切片上孵育 30min 进行抗原

封闭；⑤ 用纸吸干正常山羊血清，将梅毒螺旋体抗

体工作液（中杉金桥，中国）均匀地滴在组织上，

尽量使抗体工作液布满整个组织，37℃孵育 4h 或室

温孵育过夜；⑥ 清洗一抗 5min×3 次，将山羊抗兔

抗体原液（Abcam，英国）进行适当比例稀释后滴加

在切片上，于室温或 37℃孵育 30min；⑦ 清洗二抗

5min×3 次后用纸吸干玻片上多余的水分；⑧ 滴加

DAB 显色溶液（中杉金桥，中国）进行切片显色；

⑨ 温水终止显色，用苏木素染液复染组织细胞核 20s

后用盐酸酒精分化、温水反蓝；⑩ 用纸吸干切片多

余水分，自然风干；  滴加透明护甲油封片，光镜

下观察切片。

1.2.2　DNA 提取　① 将每个皮损组织蜡块切成 5um

的薄片，收集包裹完整组织的切片（10~15）片（视

组织大小适当增减切片数量），放入 1.5ml 的微型

离心管中；② 离心管中加入适量二甲苯，涡轮振荡

15s，使样品充分脱蜡后暴露出组织；③ 室温下离

心样品（13000 rpm）3 min，弃掉上清液；④ 向沉

淀中加入无水乙醇，将混合物再次充分振荡 15s 后

离 心（13000rpm）2min； ⑤ 弃 掉 上 清 液， 打 开 微

型离心管盖子，放置室温直至乙醇完全挥发。⑥ 使

用 QIAamp DNA FFPF TISSUE 试剂盒（QIAGEN，德

国）进行组织的 DNA 提取：① 将 180uL ALT 溶液

和 20uL 蛋白酶 K 加入沉淀中充分震荡 15s 后将样

品置于 56℃水浴过夜直至样品完全裂解；② 次日，

将水温升至 90℃后继续水浴 1h（此步骤用于修复组

织福尔马林固定期间发生的部分核酸修饰）；③ 水

浴后取出离心管，快速离心，加入 200μl Al 溶液和

200μl 无水乙醇；④ 将混合物转至核酸吸附柱中，

离 心（8000rpm）1min， 弃 掉 洗 脱 液（ 吸 附 柱 不 用

更换）；⑤ 加入 500μl AW1 溶液至吸附柱，离心

（6000rpm）min，弃掉洗脱液（吸附柱不用更换）；

⑥ 加入 500μl AW2 溶液至吸附柱，离心（14000rpm）

3min，弃掉洗脱液（吸附柱不用更换）；⑦ 加入

120uL AE 溶液，室温孵育 1~5min，离心（6000rpm）

1min，留取洗脱液，洗脱液内则包含组织的全部

DNA。⑧ 检测洗脱液中核酸纯度与浓度（Thermofisher 

NanoDrop，USA）。

1.2.3　TP 基 因 鉴 定　 选 择 Tp47 基 因 和 poIA 基

因 分 别 对 组 织 中 的 TP 进 行 检 测。 采 用 巢 式

PCR 对 Tp47 基 因 片 段 进 行 扩 增， 以 Tp47K-1 

（5'-GTTGAGTATTGGGCCGAAA-3'） 和 Tp47K-2

（5'-ATACCGTTCGCAATCAAAG-3'）作为其外引物，

用 K03A（5'-GAAGTTTGTCCCAGTTGCGGTT-3'） 和

K04（5'-CAGCCATCAGCCCTTTTCA-3'）作为其内引

物，最终扩增得到大小为 261bp 的基因片段［6］。采

用普通 PCR 方式对 poIA 基因进行扩增，以 poIA-1

（5'-TGCGCGTGTGCGAATGGTGTGGTC-3'） 为 上

游 引 物，poIA-2（5'-CACAGTGCTCAAAAACGCCT

GCACG-3'）为下游引物，最终获得大小为 378bp 的

基因片段［7］。PCR 反应体系中包含 25uL 2×Santaq 

PCR Mix（上海生工生物，中国）、X uL DNA 模板

（X 为 DNA 模板体积量，测量并计算维持核酸浓度

在 1~10 ng/μl 之间）、上下游引物各 2uL，最后用 dd 

H20 补充至 50uL。 PCR 的 热 循 环（SimpliAmp PCR

仪，ABI，USA）过程如下：预变性 94℃ 5min；变性

94℃ 30s，退火 55℃ 30s，延伸 72℃ 40s，变性至延

伸一共持续 35 个循环；终延伸 72℃ 10min；PCR 产

物保存于 4℃。使用 3% 琼脂糖凝胶（索莱宝生物，

中国）电泳进行 PCR 产物纯化，Marker 选用 50bp 

DNA Ladder（天根生物，中国），通过紫外线凝胶成

像仪（Syngene G：BOX，英国）显像。

2　结果 
一 共 26 例 样 本 均 为 IHC 阳 性， 阳 性 率 为



10 ·论　著· 皮肤病与性病  2022 年 02 月第 44 卷第 1 期  Dermatology and Venereology，Feb.2022，Vol.44，No.1

100%。可见 TP 沿着表皮中、下部分及血管上皮周

围 分 布（ 图 1）。7 例 样 本 显 示 Tp47-PCR 阳 性，

9 例样本显示 poIA-PCR 阳性（图 2），阳性率分别

为 27% 和 35%，同时，poIA-PCR 阳性样本包括了

Tp47-PCR 阳性样本。

图 1　IHC 结果图
（1a：TP 沿表皮中、下部分布（IHC×200）；b：TP 浸润

血管上皮及其周围（IHC×400））。

图 2　TP-PCR 结果
（2a：Tp47-PCR，2-8 泳道为阳性样本，9 泳道为阴性对照

样本；2b： poIA-PCR，1-9 泳道为阳样本，10 泳道为阴性对照样

本，11 泳道为空白对照）。

3　讨论
梅毒螺旋体 PCR （TP-PCR）检测现已被推荐为

诊断一期或二期梅毒的有效手段［5］，TP 的感染与否

可以在基因水平上得到证实，为梅毒的诊断提供病

原学证据。Tp47 基因编码一种参与 TP 细胞壁合成的

表 1　患者一般特征和实验结果

编号 年龄（岁）/ 性别 部位 分期 TPPA TRUST HIV IHC poIA-PCR Tp47-PCR

1 17/M 右肘 Ⅱ期 + 1：128 + + - -

2 25/M 手背 Ⅱ期 + 1：8 + + + +

3 28/M 前胸 Ⅱ期 + 1：64 + + - -

4 31/M 阴囊 Ⅱ期 + 1：1024 + + + -

5 26/M 前臂 Ⅱ期 + 1：128 - + - -

6 20/M 左掌 Ⅱ期 + 1：256 - + - -

7 47/M 肛周 Ⅱ期 + 1：16 - + - -

8 26/M 阴囊 Ⅱ期 + 1：128 - + - -

9 28/M 躯干 Ⅱ期 + 1：64 - + - -

10 25/M 左臂 Ⅱ期 + 1：256 - + - -

11 54/M 左前臂 Ⅱ期 + 1：256 - + - -

12 0/M 左下肢 先天性梅毒 + 1：32 - + - -

13 32/M 肛周 Ⅱ期 + 1：32 - + - -

14 41/M 腹部 Ⅱ期 + / - + - -

15 15/F 会阴部 Ⅱ期 + 1：64 - + - -

16 23/M 背部 Ⅱ期 + 1：128 - + - -

17 26/M 左前臂 Ⅱ期 + 1：512 + + + +

18 34/M 指甲 Ⅱ期 + 1：128 + + + +

19 28/M 硬下疳 Ⅱ期 + 1：16 - + + +

20 19/M 硬下疳 Ⅱ期 + 1：64 - + + +

21 48/M 肛周 Ⅱ期 + 1:2 + + - -

22 29/F / Ⅱ期 + 1:1 - + - -

23 34/M 足趾 Ⅱ期 + 1：128 + + - -

24 35/F 膝盖 Ⅱ期 + 1:32 - + + -

25 76/F 下肢 Ⅱ期 + 1：512 - + + +

26 22/M 肛周 Ⅱ期 + 1：64 - + + +

注：F，男性； M，女性； TPPA，梅毒螺旋体颗粒凝聚试验；TRUST：甲苯胺红未加热血清梅毒试验；HIV：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

+，阳性； -，阴性； /，数据缺失

1a 1b

2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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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质膜蛋白（47KDa）［5，6］，是最常用的 TP-PCR

检测的靶基因。本研究采用巢式 PCR 扩增 Tp47 基

因片段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普通 PCR 检测中目标

DNA 片段数量较少时普通 PCR 灵敏度低、不稳定、

重复性差，而巢式 PCR 则可以通过二次扩增提高其

检测敏感度［8］；另一方面，第二次扩增的片段是第

一次扩增片段的一部分，提高了检测的特异度。

poIA 编码 DNA 聚合酶 I，参与 DNA 的修复，尽

管 poIA 基因在大多数细菌的生理过程中参与其遗传

物质的复制，但在 TP 的基因表达中表现出很强的特

异性［9］。在 Gayet-Ageron 等人的研究中，比较了

Tp47-TP-PCR 与 poIA-TP-PCR 在相同临床标本上的

检测［10］，发现两者敏感度性几乎完全一致，甚至可

以相互替代检测，因此，本研究选择在检测 Tp47 基

因同时，同时检测 poIA 基因作为对比。从实验结果

可看出，两个靶基因的的阳性率也极为接近。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表明，IHC 检测梅毒患者皮损

组织蜡块中 TP 的阳性率明显高于 PCR（表 1）。在 

Hoang 等人的研究中，比较了 17 例二期梅毒患者 19 例

皮损组织样本蜡块中的 IHC 和银染色结果，显示 IHC

检测敏感度为 71%，优于银染色的 41%（p=0.084）［11］；

在 Buffet 等人的研究中，将 12 例二期梅毒患者的皮

损活检组织蜡块分别进行 IHC（91%）与基于 TP47

基因的 PCR 检测，结果显示 IHC（91%）检测敏感

度优于 PCR 检测（75%）［12］；Behrhof 等人的研究中，

20例二期梅毒患者皮损组织蜡块标本通过免疫组化、

银染色或和 PCR 检测，免疫组化检测 17/35（48.6%）

例 阳 性， 银 染 色 9/35（25.7%） 例 阳 性，PCR 检 测

14/36（38.9%）例阳性［13］。可见无论是相较于银染

或 PCR，IHC 对梅毒患者皮损组织蜡块的检测敏感性

均较高。

在既往的报道中，Cuini Wang 等人运用 PCR 检

测 262 例不同分期梅毒患者（84 例一期梅毒、97 例

二期梅毒和 81 例潜伏梅毒）的全血 TP-DNA，结果

显示，初期与二期梅毒患者的 DNA 检测阳性率分别

为 53.6% 和 62.9%，远高于潜伏梅毒患者（7.4%）

（p < 0.001）［2］；Palmer 等 人 对 梅 毒 患 者 肛 门 -

生殖器或口腔溃疡拭子新鲜标本进行 PCR 检测，

结果显示在一期梅毒的检测中，PCR 的敏感度为

94.7%，特异度为 98.6%，阳性预测值为 94.7%，

阴性预测值为 98.6%；二期梅毒的灵敏度为 80%，

特异性为 98.6%，阳性预测值为 88.9%，阴性预测值

为 97.2%［3］。由此得知，PCR 在检测非蜡块的样本

敏感度相对蜡块样本高。

对于本研究中 PCR 检测组织蜡块敏感性较低

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为以下几点原因：① 福尔

马林容易在空气中氧化成为甲酸，甲酸对于 DNA

有很强的降解作用，因此使用陈旧的福尔马林溶液

固定组织或固定时间过长都会使样本中的 DNA 降

解，从而使得扩增效率降低；② 组织固定后，核酸

蛋白广泛地交联，使 DNA 与蛋白质形成牢固的复合

物，DNA 容易断裂成为不完整的片段，导致 DNA

不容易被提取；③ 在福尔马林固定过程中，嘌呤基、

碱基与组蛋白之间形成了以多聚甲醛为介体的甲基

桥，导致 DNA 的交联，在石蜡包埋过程中随机降

解［14］；④ 尽管在从标本中提取 DNA 的过程中，

采用高温水浴尽可能减少福尔马林溶液对抗原的交

联抑制。但由于每块组织的大小不均匀，选择的切

片数量也不相同，人为因素会导致裂解和修复过程

不完全；⑤ 操作过程中样本量的损失；⑥ 样本中

的病原体载量小。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IHC 对于梅毒患者皮损组

织蜡块样本来说，是一种特异性与敏感性都很高的

病原体检测方法，显色后可在光镜下清楚观察到皮损

中 TP 的分布。但是，IHC 具有检测样本的局限性，

对于血液、唾液、分泌物样本，即便可风干固定于玻

片之上，仍不能避免样本在 IHC 过程中反复被清洗

而导致的损耗。另一方面，这些样本的内容物多样，

若涂片不均，则会导致视野背景杂乱，影响阅片质量。

PCR 检测可以避免上诉非组织蜡块样本造成的影响，

因此对于无皮疹的梅毒患者的血液、唾液、分泌物样

本，PCR 不失为一种敏感度和特异度相对较高的检

测辅助性检测。

综上所述，IHC 对梅毒患者皮损组织蜡块中 TP

的检测敏感性高于 PCR，对于临床出现多样化皮疹损，

高度怀疑梅毒的患者却出现诊断困难时，IHC 可作为

一种针对皮损组织蜡块的准确、敏感的特异性检测方

式，帮助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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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酸治疗藏族人群面部轻、中度痤疮 356 例临床疗效分析

索朗曲宗 1，慈仁央吉 1，白　央 1，扎　珍 1，德吉央宗 1，张　韡 1，2

（1.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　拉萨　850000；2.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江苏　南京　210042）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西藏高原地区 356 例面部轻、中度痤疮中果酸治疗的临床疗效及相关不良反应，探索高原地
区痤疮果酸治疗的最优方案。方法　选取符合诊断标准的某院门诊面部轻、中度痤疮患者 356 例为研究对象，行果酸治疗，
每两周一次，四次为一个疗程，观察临床疗效、统计治疗中、治疗后的不良反应。结果　患者第 3 周，第 5 周、第 7 周、
第 9 周的总疗效分别为 68.8%、76.7%、84.0% 和 93.8%，呈明显上升趋势。经过前三次治疗，刺痒、灼热、轻微浅红斑、中
度红斑的发生率轻度升高，第 4 次治疗后，自觉症状和皮肤反应下降；然而，“刺痛症状”发生率在治疗的整个阶段中一
直下降。无病例出现重度红斑反应。结论　果酸换肤治疗藏族人群面部轻、中度痤疮的效果明显，安全性好，值得在高原
地区推广。
【关键词】　果酸；高原地区；藏族；痤疮

中图分类号：R751.05；R758.73+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2-1310.2022.01.004

Clinical efficacy of Alpha Hydroxy Acids in the treatment of 356 cases of facial mild and 
moderate acne in Tibetan population

Solang quzong1，Ciren yangji 1，Bai yang1，Zha zhen1，Deji yangzong1，ZHANG wei1，2

（1.People's Hospital of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Lasa，Xizang 850000，China；2.Hospital for skin diseases，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Nanjin，Jiangsu 21004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related adverse reactions of Alpha Hydroxy Acids in 

356 cases of facial mild- moderate acne in Tibet Plateau，and to explore the optimal scheme of Alpha Hydroxy Acids treatment of acne 

in Tibet Plateau. Methods　356 patients with facial mild or moderate acne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treated with Alpha Hydroxy Acids once every two weeks and four times as a course of therapy.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observed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unt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acy of the patients at the 3rd，

5th，7th and 9th weeks were 68.8%，76.7%，84.0% and 93.8% respectively，showing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After the first three 

treatments，the incidence of itching，burning，slight light erythema and moderate erythema increased gradually. However，after 

the fourth treatment，the conscious symptoms and skin reactions finally decreased；During the whole therapy，the rate of“stinging 

symptoms”had decreased. No severe erythema reaction occurred. Conclusion　Alpha Hydroxy Acids skin replacement is effective and 

safe in the treatment of mild and moderate facial acne in Tibetan population. It is worthy to be used in plateau areas.

【Key words】　Alpha Hydroxy Acids；Plateau area；Tibetan；Acne

痤疮是一种好发于面部的毛囊皮脂腺单位慢

性炎症性皮肤病，中国人群截面统计痤疮发病率为

8.1％，但研究发现超过 95％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痤疮

发生。3%~7% 痤疮患者会遗留瘢痕，给患者身心健

康带来较大影响［1］。

中国西藏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日照时间长。

拉萨市年日照量达 3005 小时，被誉为“日光城”。

藏族人肤色多较黝黑，在高原日照强烈、相对干燥等

特殊气候下，对藏族人群进行果酸治疗的疗效及不良

反应观察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对我科就诊的 356 例藏

族痤疮患者使用果酸治疗，并对其治疗痤疮及其有效

性及安全性进行评价，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入 选 标 准 及 排 除 标 准　 入选标准：① 签署

知情同意书并愿意完成整个疗程的治疗；② 年龄

（18~45）岁，男女不限，符合 Pillshury 痤疮诊断

标准患者。③ 依从性好，受试者愿意在整个研究期

间不食辛辣、甜食和酒，治疗后能有效保湿防晒。

排除标准：① 排除面部病毒等感染、接触性皮炎、

瘢痕体质、妊娠、拟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明确系统

性器质性疾病，严重心、肾、肝、内分泌等系统疾

病者；② 受试者研究前 2 周内未使用过其他祛痘产

品、暴晒或接受其他治疗方法，如：药物、果酸、

激光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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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 般 资 料　356 例 患 者 均 为 2019 年 1 月 至

2020 年 11 月就诊于我科门诊的藏族面部轻、中度痤

疮。其中男性患者 138 例，女性患者 218 例，年龄

（15~35）岁。病程（1~120）个月（平均 60.5 个月）。

根据中国痤疮治疗指南（2019 修订版）［1］的标准进

行皮肤分类。干性 0 例，中性 40 例，油性 123 例，

敏感型 1 例，混合型 192 例；肤色：非常白 0 例，白

8 例，白偏黄 37 例，黄 82 例，黄偏棕 207 例，棕偏

黑 22 例。

1.3　治疗方法
1.3.1　药物浓度　分别使用 20%、35%、50%、70%

的果酸（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成分为甘醇酸；碱性中和液（10% 碳酸氢钠）。

外加透明质酸修护面膜。

1.3.2　具体用法　患者取仰卧位，清洁面部皮肤后，

对患者的白头粉刺、黑头粉刺、丘疹、脓疱进行计数，

用棉签蘸取少量凡士林涂抹于眼角、鼻唇沟、口角

及皮肤破损处，起保护作用。所有患者以 20% 的果

酸为起始浓度，在（30~60）s 内快速涂于患者面部，

停留（3~6）min 观察，待患者皮肤出现白霜、变红

或感到明显刺痛灼热感时立即用中和液（10% 碳酸

氢钠液）中和。随即使用提前冰箱制冷后的透明质酸

修复贴冷敷 30min，缓解皮肤灼痛、发红、肿胀等不

适，起到镇静、舒缓作用，亦可减轻副反应的发生，

其后使用医学护肤品来改善皮肤敏感症状。禁止患者

在治疗 24h 内使用彩妆。治疗后 1 周建议患者使用透

明质酸修复面膜，每天一次外敷。日间外出，无论阴

晴，均使用防晒系数大于 15 倍（SPF15）的防晒霜，

并打伞或戴帽子，做好双重防晒。根据患者的耐受及

疗效程度逐渐延长果酸停留于皮肤表面的时间或增

加果酸浓度。每 2 周进行一次果酸治疗，4 次为一个

疗程，具体根据患者意愿、疗效及耐受程度调整。

1.4　疗效观察及判定标准　每次治疗前统计患者的

皮损数量（非炎症、炎症性），并使用数码相机拍照，

2 周随访一次，记录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的不良反应，

下一次治疗前进行前一次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估，共 4

次。评判标准：皮损改善率 =（治疗前皮损总数 - 治

疗后皮损总数）/ 治疗前皮损总数 ×100%。痊愈：

改善率≥ 90%；显效：60% ≤改善率 <90%；有效：

20% ≤改善率 <60%；无效：改善率 <20%。有效率

以治愈 + 显效 + 有效计算。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处理及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n（%）表示，并

采用配对 χ 2 检验进行差异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 床 疗 效　356 例患者均完成整个疗程的治

疗。为研究患者的有效率随疗程的变化情况，结果显

示，与第 1 次随访时疗效（68.8%）相比，第 2 次、

第 3 次、第 4 次随访时有效率均逐渐升高，分别为

76.7%、84.0% 和 93.8%，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1。

表 1　果酸治疗各个阶段患者的有效率比较［n（%）］

时间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第 1 次随访
0

（0）
8

（2.2）
237

（66.6）
111

（31.1）
68.8

第 2 次随访
3

（0.8）
21

（5.9）
249

（69.9）
83

（23.3）
 76.7*

第 3 次随访
20

（5.6）
145

（40.7）
134

（37.6）
57

（16.0）
 84.0*

第 4 次随访
87

（24.4）
189

（53.0）
58

（16.2）
22

（6.1）
 93.8*

注： 与 第 1 次 随 访 时 疗 效（68.8%） 相 比， 第 2 次、 第 3

次、第 4 次随访时有效率均逐渐升高，分别为 76.7%、84.0% 和

93.8%，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良反应　 对果酸治疗各个阶段的患者自觉

症状及皮肤反应进行描述统计，结果显示，第 1 次

治疗后，刺痒、灼热、刺痛、轻微前红斑、中度红

斑的发生率分别为 52.5%、86.8%、13.2%、64.6% 和

33.7%；第 2 次治疗后，刺痒、灼热、刺痛、轻微

前红斑、中度红斑的发生率分别为 55.6%、90.0%、

10.1%、62.6% 和 36.2%；第 3 次治疗后，刺痒、灼

热、刺痛、轻微前红斑、中度红斑的发生率分别为

56.4%、93.8%、6.1%、57.0% 和 43.0%，第 4 次治疗后，

刺痒、灼热、刺痛、轻微前红斑、中度红斑的发生

率 分 别 为 52.0%、84.6%、3.1%、56.2% 和 33.1%。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前三次治疗，刺痒、灼热、轻

微浅红斑、中度红斑的发生率逐渐升高，然而，第 4

次治疗后，自觉症状和皮肤反应最终下降；而随着治

疗阶段的增加，刺痛症状发生率一直下降（见表 2）。

无病例出现重度红斑反应。

表 2　果酸治疗中患者自觉症状及皮肤反应的例数及
百分比［n（%）］

时间 微痒 灼热 刺痛 轻微浅红斑 中度红斑

第 1 次治疗
187

（52.5）
309

（86.8）
47

（13.2）
230

（64.6）
120

（33.7）

第 2 次治疗
198

（55.6）
320

（90.0）
36

（10.1）
223

（62.6）
129

（36.2）

第 3 次治疗
201

（56.4）
334

（93.8）
22

（6.1）
203

（57.0）
153

（43.0）

第 4 次治疗
185

（（52.0）
301

（（84.6）
11

（3.1）
200

（56.2）
118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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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不同治疗阶段果酸治疗患者的面部红斑、

脱屑、刺痛、色素沉着等不良反应情况，以治疗后 2

周为随访期，记录面部红斑、脱屑、刺痛、色素沉着

等不良情况及发生率。与第 1 次随访时皮肤总不良反

应发生率相对比，第 2 次随访、第 3 次随访、第 4 次

随访面部红斑、脱屑、刺痛、色素沉着发生率均较高，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治疗后 2 周随访时不良反应的例数及百分比［n（%）］

时间 面部红斑 脱屑 刺痛 色素沉着 总不良反应

第 1 次随访
0

（0）
7

（2）
0

（0）
0

（0）
7

（2）

第 2 次随访
3

（0.8）
9

（2.5）
4

（1.1）
2

（0.6）
18*

（5.1）

第 3 次随访
2

（0.5）
6

（1.2）
8

（2.2）
2

（0.6）
18*

（5.1）

第 4 次随访
1

（0.3）
12

（3.3）
6

（1.6）
1

（0.3）
20*

（5.5）

注：第 2 次、第 3 次、第 4 次随访时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与

第 1 次随访比较均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　讨论

痤疮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遗传背景下激素

诱导的皮脂腺过度分泌、毛囊皮脂腺导管角化异常、

痤疮丙酸杆菌等毛囊微生物增殖及炎症和免疫反应

等与之相关［2］。果酸（alpha hydroxy acids）是一类

生理、天然、无毒的有机酸，既可以抑制痤疮丙酸杆

菌的生长，控制炎症，又可以使皮肤角质层粘连性减

弱，纠正毛囊上皮角化异常，使毛囊漏斗部引流通

畅，皮脂顺利排出，从而有效治疗痤疮［3-5］。同时，

果酸还可激活角质形成细胞新陈代谢，更新或重建表

皮，并促进黑素颗粒的排除，减轻色素沉着。 果酸

可启动损伤重建机制，激活真皮成纤维细胞合成和分

泌功能，使胶原纤维、弹性纤维致密度增高，皮肤更

加紧实，富有弹性。果酸还可激发内聚葡萄糖胺与

其他细胞间基质的合成，促进真皮释放出更多的透

明质酸，增强皮肤的保水能力，使皮肤柔润。 果酸

治疗是一种促进皮肤新生的较新且安全的特殊技术，

果酸透皮吸收好，副作用小［6］。

本研究中，共有 356 例藏族痤疮患者采用果酸

治疗，浓度选择以 20% 和 35% 为主，果酸治疗（1~2）

次后有明显疗效，四次治疗后总有效率达 93.8%。内

地所开展的多项果酸换肤治疗研究中，果酸治疗痤疮

的总有效率为 50%~100%［7-11］。因此，果酸换肤治

疗在藏族人群面部轻、中度痤疮的治疗效果明显。

果酸治疗过程中患者局部皮肤可出现暂时性不

良反应，包括：刺痛、灼热、红斑、肿胀、白霜等不适。

治疗后可出现面部紧绷感、红斑、脱屑、结痂等不良

反应，但一般（3~7）天后均可恢复［7-11］。本研究中

所入选的患者在治疗后的各阶段中面部红斑、脱屑、

刺痛、色素沉着等不良反应出现率与内地相关研究中

相对均不高［7-11］，且加强保湿防晒后都可以有效缓解。

我们考虑可能是由于入选的患者中皮肤深色肤质（黄

色、黄偏棕、棕偏黑）占总数的 87.4%，且多为油性

及混合性皮肤为主有关。同时，与治疗时根据病情及

皮肤状况选择适当的果酸液浓度，控制好换肤液在皮

肤上停留时间的长短，及时中和，冰敷足够的时间，

术后注意保湿、防晒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果酸换肤治疗在藏族人群

面部轻、中度痤疮的治疗中效果明显，安全性好，未

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值得在高原地区推广，但选择依

从性好、能严格防晒的患者仍较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中国痤疮治疗指南专家组 . 中国痤疮治疗指南（2019 修订版）

［J］. 临床皮肤科杂志，2019，48（9）：583-588.

［2］ 赵辩 . 中国临床皮肤病学［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1288-1293.

［3］ 刘蔚，许贵霞 . 果酸换肤术应用进展［J］. 中华医学美学美

容杂志，2019，25（1）：78-80.

［4］ 赵珏敏，项蕾红 . 果酸在皮肤科的应用［J］. 中国麻风皮肤

病杂志，2016，32（8）：500-504.

［5］ 吴艳，朱学骏 . 化学换肤［J］. 临床皮肤科杂志，2006，35（4）：

262-263.

［6］ 徐晓云，章伟，吴琰瑜，等 . 果酸治疗寻常痤疮疗效观察［J］.

临床皮肤科杂志，2015，44（01）：47-49.

［7］ 简杏玲，秦晓蕾，李惠，等 . 果酸换肤治疗 464 例轻中度痤

疮疗效评价［J］.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16，32（4）：

238-240.

［8］ 李琳，夏莉华，李晓燕 . 果酸换肤治疗痤疮的疗效观察［J］.

中国美容医学，2011，20（1）：105-106.

［9］ 王聪敏，余明莲，李海涛 . 果酸换肤治疗轻中度痤疮的疗

效观察及护理［J］. 实用皮肤病学杂志，2017，10（3）：

175-176.

［10］ 康金陵 . 果酸焕肤术治疗寻常性痤疮疗效观察［J］. 中国美

容医学，2016，25（5）：79-81.

［11］ 曹文婷，毛越苹 . 果酸治疗痤疮的效果观察［J］. 中华医学

美学美容杂志，2012，18（5）：353-356.



·综　述· 15皮肤病与性病  2022 年 02 月第 44 卷第 1 期  Dermatology and Venereology，Feb.2022，Vol.44，No.1

【通信作者】  卢洪洲，E-mail: luhongzhou@fudan.edu.cn
【基金项目】  上海市感染性疾病（艾滋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XK-KW-2020-01）
【收稿日期】  2021-10-28

·综　述·

艾滋病低病毒血症的影响因素及临床意义研究进展

吕海伟 1，2，刘　莉 2，卢洪洲 2

（1. 蚌埠医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　201508）

【摘要】　目前对于艾滋病低病毒血症的定义仍没有统一的共识，不同研究对于同一临床影响因素得到的结果也不完全相
同。现将近年来国内外对低病毒血症的研究进行综述，总结与其有关的临床影响因素及其临床危害。通过现有论著结果表
明抗病毒治疗前的 CD4

+T 淋巴细胞水平、基线病毒载量、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可能是低病毒血症的影响因素。艾滋病低病毒
血症也会增加病毒学治疗失败的风险，从而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临床医生必须密切关注低病毒血症的危害及其影响因素，
对有相关危险因素的患者进行密切随访做到及时处理，以防止艾滋病低病毒血症的发生。
【关键词】　艾滋病低病毒血症；影响因素；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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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review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Low-level HIV viremia

LV Haiwei1，2，LIU Li2，LU Hongzho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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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There is still no unified consensus on the definition of Low-level HIV viremia（LLV）.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studies 

obtained for the same clinical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Recent studies on LLV at home and abroad are reviewed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influencing factors related to it and its clinical hazards. The results of the existing papers show that the pre-

antiviral treatment，the level of CD4
+ T lymphocytes，baseline viral load，and compliance with antiviral therapy may b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level viremia. LLV will also increase the risk of virological treatment failure，thereby increasing the risk of virus 

transmission. Clinician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hazar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 level viremia. Patients with risk factors should be 

closely followed up and dealt with in time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Low-level viremia.

【Key words】　Low-level HIV viremia；Influencing factors；Hazard

虽然目前艾滋病还没有有效预防的疫苗以及

治愈的方法，但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彻底改变了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感染者的管理。ART 能够有效地抑制病毒复制，通

过最大限度和持久地降低患者体内的病毒水平，使

患者的 CD4
+T 淋巴细胞（简称 CD4 细胞）水平得到

有效恢复，从而获得免疫重建以及维持免疫功能。

ART 可将血浆病毒载量（viral load，VL）控制在极

低水平（20copies/ml 以下），从而有效延长 HIV-1

感染者的生命［1］。尽管接受 ART 的 HIV 感染者的

存活率继续提高，但他们的总体死亡率仍高于一般

人群［2］。在一些个体中，尽管坚持抗病毒治疗且没

有出现病毒耐药性突变，血浆病毒载量在一定程度上

仍然可以检测到。低水平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

LLV），定义为在接受至少 24 周的 ART 后，连续两

个或两个以上病毒载量在 50~1000copies/ml 之间，估

计患病率在 5%~30%［3，4］。偶尔检测到的间歇低病毒

血症被定义为病毒波动（blip）［5］，而连续检测到

的 LLV 被定义为持续性低水平病毒血症（persistent 

low level viremia，pLLV）［6］。到目前为止，LLV 的

标准定义和临床意义尚不完全清楚。不同经济水平

的国家和地区对于 LLV 的定义存在差异。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WHO）指南［7］，LLV 被定义为病毒载

量 在（50~1000）copies/ ml 之 间。 美 国 DHH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DHHS） 指

南［8］，LLV 被定义为 VL 在（50~200）copies/ml 之间。

欧 洲 艾 滋 病 指 南［9］（the European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Clinical Society，EACS），LLV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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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 VL 在（20~50）copies/ml 之间。pLLV 临床意

义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 pLLV 导致病

毒学失败的风险更高，但另一些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

一结论［10-12］。虽然病毒 blip 也很常见，但目前还

不清楚它是否会预测病毒治疗失败或增加病毒学

治疗失败的风险［13，14］。

1　艾滋病低病毒血症的临床意义

1.1　艾滋病低病毒血症对病毒学失败的影响　由

于目前全球对病毒学失败的标准没有一个共识，所以

对于同一水平的病毒载量是否被定义为病毒学失败

有差异。一项研究［15］将 LLV 定义为 ART 期间患者

的 VL 为（50~1000）copies/ml，在此区间进一步分为

高水平（400~1000）copies/ml，HLLV、中水平（200~400）

copies/ml，MLLV 和 低 水 平（50~200）copies/ml，

LLLV 三组。任何持续时间内，HLLV 组发生 VF 的风

险均增加，危险度随时间延长而增加。此外，任何水

平的 LLV（持续时间大于 3 个月）联合 HBL 也显示

VF 风险增加。相比之下，在 MLLV 组和低 LLLV 组中，

即使在持续时间大于 12 个月的组中 VF 的风险也没

有增加。Fleming J 等人［16］的一项研究，LLV 被定义

为 ART 期间患者的 VL 为（51~500）copies/ml，其中

VL 在（51~200）copies/ml（aHR 1.83［1.10，3.04］）

和 VL 在（201~500）copies/ml（aHR 4.26［2.65，6.86］）

均与 VF 有关，特别是有 ART 治疗史的患者。对无

ART 治疗史患者亚组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VL 在

（51~200）copies/ml 的亚组中 LLV 不再与 VF 相关（aHR 

1.61［0.45，1.11］）。Gaifer Z 等人［17］的一项研究，

VF 定义为在 VL 小于 50copies/ml 后，VL 无法达到或

维持在 200 copies/ml 的水平以下。年龄、HIV 感染

持续时间、治疗前 VL、治疗前 CD4
+ 计数、ART 依

从性和服用 NNRTI 均与继发病毒学失败相关。与 VL

小于 50 copies /ml 相比，LLV 导致病毒学失败的风险

增加（HR 4.43［95% CI，1.26-15.55］P=0.02）。将

LLV 定义为 ART 期间患者的 VL 为（50~200）copies/

ml，与 VL 低于 50copies/ml 的患者相比，存在 LLV

的患者 VF 的风险更大。Claudie Laprise［11］的研究显

示即使在对潜在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后，与同期 VL 低

于检测限的患者相比 ，LLV（50~199）copies / ml 持

续 6 个月，VF 的风险也增加一倍（HR，2.22；95％

CI，1.60~3.09）。 在 LLV 持 续 9 或 12 个 月 的 患 者

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LLV 持续在（50 至 999）

copies/ ml 之间与 VF 风险增加相关。Esber A 等人［18］

的研究显示 pLLV ≥ 200copies/ ml 的患者与无法检

测到 VL 的患者相比，其发生 VF 的风险增加了一倍

（pLLV 200-499：HR，1.81［95％ CI，1.08-3.02］；

pLLV 500-999：HR，2.36［95％ CI，1.52-3.67］）。

一项研究［19］显示（200~499）copies/ ml 水平的 LLV

与 AIDS 事件 / 死亡（aHR 2.89；95％ CI，1.41-5.92）

和 VF（aHR，3.25；95％ CI：1.77-5.99）相关。（50~199）

copies/ml 水平的 LLV 患者组中，未发现 LLV 与艾滋

病事件 / 死亡（aHR，1.84；95％ CI：0.89-3.82）和

病毒学失败（aHR，1.42；95％ CI：0.78 至 2.58）［23］

相关。有许多因素可能造成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如

HIV RNA 检测方法的不同和对于病毒学失败的定义

不同等。但高水平的低病毒血症可以增加病毒学失败

的风险可以确定。

1.2　 艾 滋 病 低 病 毒 血 症 对 病 死 率 的 影 响　 虽

然低病毒血症增加病毒学失败的风险，但其对艾滋

病患者的病死率是否有影响仍需探究。Vandenhende 

MA 等 人［20］ 的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LLV 在（200~499）

copies/ ml 之间与 VF 密切相关（aHR 3.97，95％ CI，

3.05-5.17）。LLV 在（50~199）copies/ ml 之间与 VF

弱相关（aHR 1.38，95％ CI 0.96-2.00）。但均与艾

滋病死亡事件无关（aHR 1.13，95％ CI 0.81-1.68；

aHR 0.95，95％ CI，0.62-1.48）。

一项研究［21］将 VL 在（50~999）copies/ml 之间

定义为低病毒血症。与 VL<50copies/ml 相比，LLV 与

病死率增加相关（aHR 2.2，95% CI 1.3-3.6）。LLV 

在 50~199 copies /ml 之间的患者中也观察到同样的相

关性（aHR 2.2，95% CI 1.3-3.8），但 LLV 在（200-

999）copies /ml 之间与病死率增加无统计学意义（aHR 

2.1，95% CI，0.96-4.7）。LLV 在（50~999）copies/

ml 之间与艾滋病或严重非艾滋病事件的风险增加无

关，亚组分析中，LLV 在（200~999）copies/ml 之间

与严重非艾滋病事件相关（aHR 2.0，95% CI，1.2-3.6）。

与病毒抑制患者相比，LLV 在（200~999）copies/ml

之间的患者发生严重非艾滋病事件的风险更高［25］。

2　艾滋病低病毒血症的影响因素
目前对于艾滋病低病毒血症的影响因素尚不确

定，综合现有研究，应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而是

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Zhang T［15］等人在中

国的一项研究，LLV 被定义为 ART 期间患者的 VL

为（50~1000）copies/ml，结果显示年龄越大、一线

ART 持续时间越短、采用司他夫定（D4T）+ 拉米夫

定（3TC）+ 奈韦拉平（NVP）或含有 DDI（去羟肌苷）

的 2NRTI（核苷类药物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非

核苷类药物反转录酶抑制剂） 治疗方案、基线 VL 水

平越高、基线 CD4
+ 细胞计数越低、病毒 B 亚型，出

现 LLV 的风险更大。Leierer G 等人［22］的一项研究

将 VF 定义为 VL 超过 200copies/ml，所有小于此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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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量化的 VL 被分类为 LLV，结果同样显示接受 ART

治疗前 VL 较高且治疗时间较短的患者发生 LLV 的

风险较高，但发生 VF 的风险并没有增加。Taramasso 

L 等人［23］的研究显示 pLLV 的患者 ART 的依从性较

低，既往接受过多种治疗方案或有病毒学失败的经

历。Goupil de Bouillé J［24］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控

制了潜在的混杂因素后，依从性下降 5%，LLV 的风

险将增加大约 10%。但 LLV 与特定的抗病毒药物如

NNRTI 之间没有相关性。在 Palich R 等人［25］ 研究

中，LLV 被定义为 ART 期间患者的 VL 为（21~200） 

copies/ml，结果显示 pLLV 与病毒耐药或血药浓度不

足不相关。虽然我们对低病毒血症的影响因素仍在探

索阶段，但现有证据表明接受 ART 前 VL 较高、ART

时间较短、依从性较低和 ART 前 CD4
+ 计数越低的患

者发生 LLV 的风险更大。因此，应当尽可能避免这

些危险因素，维持持续的病毒学控制。

3　小结
虽然现在我们对低病毒血症发生的具体原因仍

不清楚，目前的研究结果提示一些因素可能与低病毒

血症的发生相关，如服药期间的依从性、ART 前的

CD4
+ 细胞水平、VL 等。可以通过尽早开始抗病毒治

疗和提高患者依从性预防低病毒血症的发生。持续的

LLV 可能会导致 VF 的发生，不仅会危害患者的健康

状况，也会增加疾病防治的难度。LLV 会导致抗病

毒治疗失败，增加耐药性风险，导致后续治疗方案的

选择性变少，甚至可能增加患者病死率。LLV 可增

加社会中病毒的传播风险，尤其是性传播。所以对于

接受 ART 的患者，要持续维持病毒学控制、提高依

从性，减少低病毒血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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瘢痕评估方法研究进展

王淑娟，李　娜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　瘢痕是人类创伤修复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会给患者带来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其发病机制至今仍存在争议。对
瘢痕的准确评估有助于医务人员选择正确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瘢痕患者不仅可以看到可测量的特征（色素沉着、厚度、
长度等），也经历着无形的不适（如瘙痒和疼痛），可能还会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目前还没有一种评估工具将这些
因素全部纳入其中。目前临床上主要通过主观瘢痕评估量表及客观测量手段等进行评估。本文对常用临床评估方法进行了
回顾。
【关键词】　瘢痕；评估；主观评估；客观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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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car evaluation methods

WANG Shujuan，LI Na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32）

【Abstract】　Scar is an inevitable product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trauma repair，which can bring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pain to patients，and its pathogenesis is still controversial.Accurate evaluation of scarring can help medical staff choose correct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treat scarring.Patients with scars not only have measurable features (pigmentation，thickness，

length，etc.) but also experience invisible discomfort (such as itching and pain) and may hav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There is no assessment tool that takes all of these factors into account.At present，subjective scar evaluation scal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methods are mainly used for clinical evaluation.The present clinical evaluation methods are summarized below.

【Key words】　Scar；Assessment；Subjective evaluation；Objective measurement

瘢痕是各种皮肤损伤所引起的正常组织外观形

态和组织病理学改变的统称，是人类创伤修复过程中

必然的产物［1］。适度的瘢痕形成是人类伤口修复的

正常表现，但如果在修复过程中出现真皮组织异常

过度增生会形成病理性瘢痕。病理性瘢痕不管处于

身体的哪个部位都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2-3］。

目前关于该疾病的发病机制仍存在争议，国内外有不

同的观点和看法［4］，尚没有定论。

准确评估瘢痕有助于选择正确有效的临床治疗

方案。理想的评估应该包括主观评估、客观测量以

及对瘢痕造成的功能受限、瘙痒、疼痛症状的评估，

且评估方法应简单易行、成本低廉、重复性好。随着

科技发展，许多客观和主观的评估工具和量表应运而

生。本文将对瘢痕的主观评分方法及客观测量工具进

行综述。

1　主观瘢痕评分量表
标准化的量表有助于监测瘢痕的进程，并有助

于比较预防和治疗的效果。目前世界上常用的瘢痕评

估量表有：温哥华瘢痕量表、患者和观察者瘢痕评估

量表、视觉模拟量表、曼彻斯特瘢痕评定量表等。

1.1　温哥华瘢痕量表（vancouver scar scale，VSS）
　VSS 广泛应用于各类瘢痕的临床评估。该量表［5］

重点从色素沉着（Pigmentation）、瘢痕厚度（Height）、

血管分布（Vascularity）和柔韧性（Pliability）4 个指

数来对瘢痕做出定义性评价。该量表总分为 15 分，

评分越高，瘢痕越严重。Yeong 等［6］则在 VSS 的基

础上，添加了对色素沉着的种类和病人自觉痛苦与瘙

痒程度的评价，构成了修改版的温哥华量表，总分值

调整为（0~18）分，总分值越高，瘢痕越重。而修

改后的温哥华量表比较注重于瘢痕对病人的总体影

响。VSS 不要求借助于特定的实验仪器或设备，仅通

过对测试人员的肉眼观察和徒手触诊来评价增生性

瘢痕的色素沉着、厚薄、血管分布情况以及柔软度等，

具备了操作简便、内容全面的优点，但其不从患者的

角度考虑瘢痕，且受评估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大。

1.2　 患 者 和 观 察 者 瘢 痕 评 估 量 表（Patient and 
Observer Scar Assessment Scale，POSAS）　POSAS［7］

由两种数字量表组成：患者瘢痕评估量表（患者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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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察者瘢痕评估量表（观察者量表）。患者量表和

观察者量表分别由患者和观察者完成。观察者的看

法受毛细血管分布情况、颜色、厚薄、表面粗糙度、

柔软度和瘢痕位置影响。患者的看法受痛苦程度、瘙

痒程度、色素沉着、厚度、自信程度和柔软度等影响。

分数依据量表的内容而来，从 1 分到 10 分，分数越

低代表瘢痕状况越接近于正常肤色。得分越高，代表

瘢痕状况越严重。POSAS 的主要优点是包含患者自

主症状。有学者［8-9］认为对于瘢痕疙瘩评估，POSAS

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近乎完美”的观察者间可

靠性，比 VSS 更全面。

1.3　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VAS［10］

是一种基于图像的评价体系，分别对血液供应、颜色

沉着、病人接受度、观察者舒适度、外形等做出评价，

并将各种评价结果相加，得到最高分值。得分越高，

瘢痕状况越严重。VAS 展示出对观察者的高度依赖性。

1.4　曼彻斯特瘢痕评定量表 （Matching Assessment 
of Photographs and Scars，MAPS）　该量表［11］从瘢

痕表面、边缘高度、厚薄、颜色以及色泽等五个方面

对瘢痕作出了评价。量表中色泽的分数评值为（1~3）

分，而其他分数评值为（1~6）分。分数越高，则

瘢痕越严重。与 VSS 不同，MAPS 将血液供应和色素

沉着都归在瘢痕颜色之下，不去具体区分瘢痕颜色变

化由血液供应还是色素沉着引起，而是比较瘢痕颜色

与周围正常皮肤颜色的差异。MAPS 的缺点［12］在于

其分数的综合性导致评分等级的不同（有些是定量

的，有些是半定量的，有些是定性的），不同的评估

者会导致不同的分数。

1.5　斯托尼布鲁克瘢痕评估量表（Stony Brook Scar 
Evaluation Scale，SBSES）　斯托尼布鲁克瘢痕评估

量表［10］是 Singer 等人在 2007 年制定的，一般用来

评估患者受伤或者外科术后短时间内（5~10 天）的

瘢痕情况。包括瘢痕宽度、高度、颜色、缝合痕迹、

综合外观等 6 个方面，分数从 0 到 5 分，得分越高越好。

SBSES 只适用于创伤后短期内的瘢痕。

科技日益发展，新的瘢痕评估量表层出不穷。

尽管各个量表均体现瘢痕的各项特征，但没有一个

量表可以概括瘢痕相关的所有项目，VSS、POSAS、

VAS 评估体系目前仍是接受范围最广的。2017 版《中

国临床瘢痕防治专家共识》［12］指出现行瘢痕评估量

表主观判断参数权重过大，临床应用存在短期精细

评估受限、长期判断一致性不足等问题。有学者［10］

指出量表的选择必须满足其将用于的每个测量目的

所需的标准（即评估性、预测性、鉴别性），需要

在可行性和良好的临床特性之间取得平衡。笔者认

为临床应用应结合实际并综合考虑患者治疗意愿及

期望值。

2　客观评估手段（无创性测量工具）
近年来，包括激光多普勒、经皮氧分压、三维

成像、超声等各种设备和方式被用于评估瘢痕的颜

色、灌注、表皮屏障功能、厚度、组织内的氧分压等。

2.1　 经 皮 氧 分 压（transcutaneous oxygen pressure，

TcPO2）　张刚［13］首先用经皮氧监测仪检查了兔耳

的瘢痕动物模型从产生到逐渐萎缩、成熟的过程，结

果发现，随着瘢痕的出现与进展，瘢痕组织内的氧分

压经历了一个先是减弱后逐渐恢复的过程。这与宋菲

等［14］将不同时期瘢痕组织使用经皮氧分压检测仪测

定氧分压发现一致，且这一结论得到组织切片染色和

免疫组化的支持。提示 TcPO2 的测量值可以用于判

断瘢痕的分期，指导临床医生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

TcPO2 测量值对应瘢痕所处的阶段以及缺氧与瘢痕形

成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2.2　瘢痕疙瘩的血流灌注　血流灌注量在瘢痕的发生、

进展与愈合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一些研究证实了

瘢痕疙瘩以及附近皮下血流灌注高于正常皮肤［15］。瘢

痕疙瘩血供与瘢痕疙瘩的外观、痛痒症状、内部炎症、

血管生成和缺氧呈正相关性。目前，较为先进的测量

瘢痕疙瘩血流灌注水平测量仪器是基于激光多普勒

技术原理和激光散斑对比分析，包括激光多普勒测速

仪、激光多普勒血流仪、激光多普勒血流成像仪和激

光散斑对比成像系统。其中，激光散斑对比成像系统

具备图像范围广、扫描速度快、空间变异性小、图像

分辨率高等优点，更适合评价瘢痕疙瘩的血流灌注水

平［16］。李硕［17］研究发现瘢痕疙瘩处的血流灌注值

明显高于远处正常皮肤。激光散斑对比成像系统测量

的血液灌注水平，为探讨瘢痕疙瘩的严重程度、选择

最佳治疗方案和预测术后复发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2.3　超声技术　超声检查可获得瘢痕厚度、回声、

形态、血流、硬度等信息。它简单、客观、真实。目

前皮肤超声检测［18］主要检测灰阶、彩色多普勒、弹

性和三维等方式，可以综合评估病理性瘢痕的严重程

度、厚薄、血流、硬度及形态。如陈燕璇等［19］曾使

用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检测瘢痕疙瘩和增生性

瘢痕等的组织硬度，发现瘢痕疙瘩与增生性瘢痕的长

轴平均杨氏模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得出剪切波弹性

成像能定性评估瘢痕疙瘩和增生性瘢痕的组织硬度，

给临床区分瘢痕疙瘩和增生性瘢痕带来帮助。但其效

度尚待进一步研究。

超声技术能够在评估病理性瘢痕时提取更多的

量化信息，以弥补目前主观瘢痕评分量表的缺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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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对明确诊断、精准治疗、随访效果评估提出了更

合理、精确的标准，值得大力推广。

2.4　三维扫描测量　三维扫描测量在评价瘢痕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进行三维重建，便于多角度观

察。它可以客观、定量地分析测试数据，如瘢痕的长

度、宽度、高度、体积和底部面积；提供手动测量

无法获得的数据，如瘢痕不同区域的高度值、表面

积和体积。沈丹枫［20］等选取了 10 名瘢痕疙瘩患者

．使用便携式高精度三维扫描仪对其病灶进行扫描，

发现便携式高精度三维扫描仪能通过三维重建显示

瘢痕外观特点，可有效进行定量分析，有望广泛应用

于瘢痕的诊断和疗效评估中。只是便携式三维扫描仪

需要专业人员专门设置，使用不够方便，而且样本例

数太少，临床推广实施还有一定时间。谢春晖等［21］

在临床应用中发现 Antera 3D 相机可以观察和测量瘢

痕疙瘩体积以及血红蛋白、黑色素水平等情况，为评

价瘢痕疙瘩的临床治疗效果提供依据。Antera 3D 相

机在临床应用中有优势也有不足，如不能评估瘢痕

的柔韧性及厚度、成像范围小、对操作者要求高等。

其在瘢痕的评估应用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2.5　经皮水分丢失 （transepiderma1 water loss，TEWL）

　柯昌能等［22］用 Dermalab 蒸发测定仪测定瘢痕及其

邻近正常皮肤 TEWL 的差异，衡量增生性瘢痕表皮

屏障功能障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增生性瘢痕的

TEWL 明显超过了邻近正常皮肤，表皮屏障功能障碍

程度与 VSS 评分结果和瘙痒的剧烈程度呈正相关性。

研究指出，增生性瘢痕的 TEWL 净丧失量极有可能成

为与瘢痕形态和生理相关的客观评估指标。樊华等人
［23］也发现了浅表性瘢痕、增生性瘢痕、萎缩性瘢痕

等患者瘢痕部位皮肤 TEWL 高于正常皮肤，且患者瘢

痕处与邻近正常皮肤 TEWL 差值和瘢痕 VSS 评分呈

明显正相关。因此瘢痕皮肤的 TEWL 可用于评价药

物治疗、光电治疗、放疗、手术等瘢痕治疗方法的疗

效，为治疗方案的选择和调整提供参考和指导［24-25］。

客观的瘢痕评估工具使瘢痕可以更详细地描述

和分析并比较治疗前后的差异。单独一种客观瘢痕评

估工具往往不能揭示瘢痕的全部特征，且因为经济、

时间、对操作者的高要求等限制了临床应用。其侧面

揭示瘢痕组织内部的病理生理变化，也许会为发现瘢

痕的发生机制提供另一种思路。

3　小结
瘢痕患者不仅有可测量的特征（色素沉着、厚

度、长度等），也经历着无形的不适（如瘙痒和疼

痛），甚至会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目前，没有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的评估工具。不同的学者根据研

究目的自行选择并组合使用各种主观及客观评估工

具，在工具的选择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例如在治疗关

节部位挛缩性瘢痕时，喜雯婧等［26］在治疗前后使用

PhotoshopCS6 对关节活动角度进行测量，用 VSS 对

瘢痕进行主观评价。而在治疗增生性瘢痕时，谢春晖

等［27］在治疗前后采用 VSS 行瘢痕评分，采用 Antera 

3D 相机客观测量瘢痕充血程度，并用李克特量表对

医患双方对疗效的满意度进行评价，陈烨等［28］采用

POSAS 评估瘢痕变化情况。但是具体哪几类工具组

合评估效果最好，目前没有统一的答案。

目前瘢痕发生机制未明，现有的治疗方式种类

繁多［12］。不同的治疗方式依据不同的瘢痕发生机制［29］。

对于治疗方式的选择、治疗效果的评价也正因为其在

临床应用中评估工具的不一致导致结果不具有可比

性。现有的评估工具在临床应用中未细致考虑患者的

年龄、性别、种族、瘢痕部位、瘢痕分期、患者视角、

治疗方式等因素，今后将是研究的一个热点。期待

未来有更合理的瘢痕评估指标和指标数据采集方法，

从而规范瘢痕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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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HPV 感染的原因之一，提示 HPV 可经由多

种性行为途径传播。因此，成功预防 HPV 通过性行

为交叉感染的关键，除了做到避免多性伴侣的同时，

在多种性行为方式（包括口交等）的过程中全程使用

安全套，这样才能更好的在 HPV 的性传播上进行预

防，从而最大化的减少 HPV 的性传播。此外，随着

HPV 疫苗在我国的普及和推广，积极接种 HPV 疫苗，

尤其尚未有性行为时接种，也有一种有效的预防和减

少 HPV 感染的防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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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与皮肤微生物

刘馨镁，鲁　莎，席丽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广东　广州　510030）

【摘要】　痤疮的四大发病机制是皮脂腺过量分泌脂质、毛囊皮脂腺导管角化异常、痤疮丙酸杆菌等皮肤微生物增殖、发
炎与免疫反应。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对痤疮的发病机制中皮肤常驻微生物，包括痤疮丙酸杆菌、表皮葡萄球菌、马
拉色菌的作用进行综述，同时综述耐药性痤疮丙酸杆菌的耐药机制，及在耐药率不断升高下，替代治疗以及物理疗法的发展。
【关键词】　痤疮；皮肤微生物；痤疮丙酸杆菌；葡萄球菌；马拉色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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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e and skin microbiota

LIU HSingmei，LU Sha，XI Liyan

（Sun Yat Sen Memorial Hospital，Sun Yat sen University，GuangdongGuangzhou 510030）

【Abstract】　The major pathogenesis of acne vulgaris （acne）include increased in sebum production，follicular 

hyperkeratinization，colony formation of Cutibacterium acnes，inflammation and immune response.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advanced at domestic and abroad，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ole of skin commensal microorganisms，including Cutibacterium acnes，

Staphylococcus，Malassezia spp.，in the pathogenesis of acne. Moreover，we summarized the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drug-

resistant Cutibacterium acnesand the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therapy，including the use of microbial interactions and physical therapy.

【Key words】　Acne；Skin microbiota；Cutibacterium acnes；Staphylococcus；Malassezia

痤疮是一种毛囊皮脂腺单位的炎症性疾病，颜

面部为主要发病部位，临床表现可分为非炎性皮损如

粉刺和炎性皮损如丘疹、脓疱、结节、囊肿。普遍认

为皮脂腺过量分泌脂质、毛囊皮脂腺导管角化异常、

痤疮丙酸杆菌等皮肤微生物增殖、发炎与免疫反应是

痤疮发生的四个要件［1］。近年学者在皮肤微生物与

痤疮之间的关联得到进展，现综述如下。

1　皮肤微生态与皮肤微生物
皮 肤 微 生 态（skin microbiome） 是 由 寄 居 在 人

体表上的微生物群落构成，皮肤微生态的存在使皮

肤黏膜发挥的生理功能更加完善。皮肤表面栖居的

正常皮肤微生物群（skin microbiota）包括长期存留

及短期存留两种，前者为皮肤常驻菌，如痤疮丙酸

杆 菌（Cutibacterium acnes，C.acnes）、 表 皮 葡 萄 球

菌（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S.epidermidis） 及 马

拉色菌等，常驻菌所产生的抗菌肽可以抑制和杀灭

病原菌；后者为皮肤暂驻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S.aureus）、链球菌及白念

珠菌等，它们是引起皮肤感染的主要病原菌［2］。皮

肤微生物群以自由漂浮的浮游状态和生物膜状态存

在，生物膜是由微生物群及胞外聚合基质组成，生物

膜会帮助微生物免受宿主免疫攻击［3］。人体受外伤、

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紊乱时会造成皮肤微生物组成发

生改变，皮肤微生态失衡导致病原菌繁殖或正常皮肤

微生物过量增殖、皮肤发生异常免疫反应，引起皮肤

疾病的出现或加剧，如 C.acnes 的增殖与痤疮相关；

马拉色菌分解皮脂所产生的代谢产物可导致脂溢性

皮炎的发生［4］；特应性皮炎患者的皮损和非皮损皮

肤部位中的 S.aureus 含量均高于健康人群［5，6］。

2　皮肤微生物在痤疮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毛囊皮脂腺单位的厌氧及含脂质的环境，使

C.acnes 成为优势菌群［7］。研究发现皮损区除常驻菌

如 C.acnes、S.epidermidis 外，还有其他细菌如棒状杆

菌、产色素的微球菌和需氧革兰氏阴性菌的增加，故

皮肤微生物群的改变所导致的皮肤微生态失衡与痤

疮的发生及发展相关［8］。

2.1　 痤 疮 丙 酸 杆 菌　C.acnes 可借由各种方式促

炎导致痤疮的发生，它不仅能将甘油三酯水解为游

离脂肪酸，还可以刺激角质形成细胞、皮脂腺细胞和

单核细胞释放各种炎症因子，促进炎症反应。C.acnes

通过刺激角质形成细胞上的 Toll 样受体 -2（Toll-like 

receptors，TLR-2） 和 TLR-4， 使 MAPK 和 NF-k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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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径 被 激 活， 导 致 白 细 胞 介 素 -1（interleukin，

IL-1）、IL-6、 IL-8、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和金属蛋白质 -9（matrix 

metalloprotein-9，MMP-9）的生成，从而加重促炎效

应。角质形成细胞上的白细胞分化抗原 -36（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CD-36）在识别 C.acnes 之后会释放

活性氧，活性氧在杀灭细菌的同时也会诱导炎症反

应。皮脂腺细胞和单核细胞的 TLR-2 被激活后也会

释放各种炎症因子，以及 C.acnes 可以增加单核细胞

中 NLRP3 炎性小体的基因表达，使 IL-1β 释放增加。

此外，C.acnes 还通过激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IGF-1）/IGF-1 受体信号通路，上

调聚丝蛋白的表达，使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和分化［8］。

Kelhala 等［9］利用 16S rRNA 基因扩增子测序分

析痤疮患者和健康人的毛囊皮脂腺的微生物组成，

发现在两者的毛囊皮脂腺中 C.acnes 均占主要地位，

且痤疮严重程度与其含量呈正相关。也有研究发现

C.acnes 的数量在痤疮患者与健康人的毛囊皮脂腺内

无显著差别［10］，以及认为成年女性及青少年的痤疮

更可能与非微生物因素有关，如激素引起皮肤变化、

先天免疫激活或环境因素［11］。Fitz-Gibbon 等［7］指出，

痤疮患者与健康人的毛囊皮脂腺内存在不同亚型的

C.acnes。初期 C.acnes 的分型是依据细胞壁糖含量、

血清凝集素反应和对噬菌体的易感性，将 C.acnes 分

为 I 型和 II 型，后来又将形态上具有细丝的分为 III 型。

近几年，C.acnes 利用全基因组多位点序列细分为

IA1、IA2、IB1、IB2、IB3、IC、II 和 III 型，与使用

16S rRNA 基因扩增子测序将 C.acnes 分类得到的核糖

分 型（ribotypes，RTs） 有 交 叉，IA2 型 主 要 为 RT4

和 RT5、IB1 型主要为 RT8 和 IC 型主要为 RT5，上

述几种主要可以在痤疮患者毛囊皮脂腺当中发现，与

痤疮发生密切相关；而主要在健康人毛囊皮脂腺内发

现的菌株亚型为包括 RT2 和 RT6 在内的 II 型菌株；

IA1、IB2 和 IB3 可在健康人或痤疮患者的毛囊中发现；

而 III 型菌株在面部很少见，主要存在于躯干，并与

进行性黄斑黑素减退症有关［8］。一项针对辽宁省痤

疮患者皮损进行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痤疮患者

的 II 型菌株远多于健康人，故认为 II 型菌株与中国

患者的痤疮有关，但这项研究的取材方式不是取毛囊

内容物，而是擦取皮肤表面后做检测，提示取材方式

的不同会影响 C.acnes 分型的检测结果［12］。研究还

指出，除Ⅲ型外，其他亚型的 C.acnes 均含有透明质

酸酶（hyaluronate lyase，HYL），HYL 能降解细胞外

基质，有助于 C.acnes 的定植，随着细胞外基质的分

解，炎症细胞侵入毛囊，使角蛋白、皮脂向真皮渗出，

促进炎症的扩散，导致痤疮瘢痕的形成［13］。

2.2　 葡 萄 球 菌　 与 皮 肤 相 关 的 葡 萄 球 菌 包 括

S.epidermidis 与 S.aureus，近期研究发现，比起健康

皮肤及痤疮患者的炎性皮损，非炎性皮损中所含的葡

萄球菌更加丰富，这可能与生物膜较高频率出现于粉

刺当中相关，生物膜为葡萄球菌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

环境且保护它不被杀灭［14］。

S.epidermidis 分泌的自溶酶可以抑制潜在致病菌

的繁殖，维持微生态平衡，还能释放琥珀酸来抑制

C.acnes 的定植，且可以阻断 TLR-2 的表达进而抑制

痤疮的炎症表现，因此 S.epidermidis 可能具有预防痤

疮的作用，但这一假设需要进一步验证［8］。以往分析

痤疮皮损中微生物的组成并未分离出 S.aureus［8，15］，

但近年 Jusuf 等［16］在厌氧的环境当中培养痤疮患者

的皮损以及非皮损部位的皮肤并做细菌鉴定，指出

S.epidermidis 在非炎性皮损以及炎性皮损当中培养的

样本含量相当 ; 而 S.aureus 在炎性皮损当中培养的样

本含量明显比非炎性皮损高。可以发现 S.aureus 与痤

疮的发生是相关的，且体外实验证明 C.acnes 所产生

的卟啉可诱导 S.aureus 聚集和促进其生物膜的形成［17］。

2.3　马拉色菌　马拉色菌是皮肤上最丰富的真菌，

它的体积是 C.acnes 的 100 倍，且具有较强的脂酶活

性，使毛囊导管异常角化，还可诱导角质形成细胞及

单核细胞分泌 IL-1β、IL-6、IL-8 及 TNF-α，并抑

制 IL-10 分泌，加剧炎症反应［18，19］。

使用 PCR 方法比较痤疮患者及健康人的皮损，

可发现痤疮患者的球形马拉色菌多于健康人，认为痤

疮与马拉色菌之间有显著相关性［15，19］；使用高通量

测序技术分析痤疮患者皮损的研究［18，20］，发现限制

性马拉色菌的显著上升与痤疮的发生发展相关，且

限制性马拉色菌在非炎性病变比炎性病变更多。刘

颖等［21］通过直接镜检痤疮皮损内容物，发现性别及

年龄与马拉色菌带菌率无明显关联，但与痤疮严重程

度明显呈正相关。多项对难治性痤疮使用抗真菌药物

的研究，在用药后皮损有所好转，因此认为马拉色菌

与难治性痤疮相关［22］，临床上对于病情反复的中重

度痤疮重视马拉色菌的检查。

3　痤疮的治疗与皮肤微生态

3.1　痤疮的抗生素治疗与耐药性痤疮丙酸杆菌
四环素类、林可霉素类、大环内酯类、头孢菌素类、

喹诺酮类、硝基咪唑类和磺胺类等是痤疮常见的抗

生素治疗的选择，而四环素类如多西环素、米诺环

素是我国推荐的一线抗生素［23］，而国外指南推荐红

霉素和克林霉素［24］。但长期口服抗生素会诱导耐药

性 C.acnes 产生，在欧洲国家当中，痤疮杆菌对红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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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耐药率超过 50%，在墨西哥北部对阿奇霉素的

耐药率达到 82%~100%，在英国对克林霉素的耐药性

从 1999 年的 4% 增加到 2016 年的 90.4%［22］。针对

我国痤疮患者所做的耐药性 C.acnes 的 Meta 分析显

示我国患者对大环内酯类、甲硝唑耐药率明显高于

四环素类抗生素，并且多种抗生素之间存在交叉耐

药［25］。耐药性 C.acnes 可能会在皮肤上停留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导致痤疮的复发，此外，当患者再次使

用抗生素治疗时，疗效会降低或无效［22］。

染色体突变和耐药基因的转移皆为 C.acnes 常

见的耐药机制，不同亚型的 C.acnes 会表现出不同

程 度 的 耐 药 性，RT4 和 RT5 型 占 耐 药 性 C.acnes 的

85%~95%。其潜在的耐药分子机制包括以下几种：

23S rRNA 结构域的 V 区点突变主要与 C.acnes 对红霉

素及克林霉素的耐药相关，可分为 G-T、A-G 突变，

又以 A-G 突变较为常见。此区域内不同位点的 A-G 

突变影响 C.acnes 对不同的抗生素耐药，红霉素耐药

与 2058 处的突变相关，红霉素和克林霉素交叉耐药与

2059 处的突变相关；erm（X）转座子的存在则使 C.acnes

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产生耐药；而 16S rRNA 中单个 

G-C 碱基交换介导使 C.acnes 对四环素类抗生素产生

耐药［22］。

C.acnes 抗生素耐药机制除与染色体突变、耐药

基因的转移和 C.acnes 菌株亚型相关外，还与生物膜

相关。生物膜会形成物理性屏障作用，起到延缓抗生

素流入的作用；且通过降低 C.acnes 的生长速率及代

谢速率，减慢 C.acnes 对抗生素的吸收［15］。比起其

他分型，RT4 和 RT5 型产生更多的生物膜［13］。

3.2　替代治疗与皮肤微生态平衡　长期使用抗

生素除了产生耐药性 C.acnes 外，也会使其他细菌产

生耐药性及皮肤微生态失衡，外用红霉素治疗 12 周

后耐药性 S.epidermidis 成为皮肤上的优势菌种，且鼻

腔的 S.aureus 相对丰度增加；在使用四环素类药物

6 周后，患者脸颊上丙酸杆菌的相对丰度降低，但

链球菌、葡萄球菌、微球菌和棒状杆菌的相对丰度

增加［22］。为了解决抗生素所造成的耐药性菌株日益

增加且皮肤微生态失衡的问题，越来越多针对微生物

的替代疗法出现。如老年人的痤疮患病率较低，可能

与老人皮肤含较多 C.acnes 噬菌体相关，提示可利用

噬菌体对抗 C.acnes，进而减少使用抗生素［11］；针对

高 毒 力 C.acnes 所 产 生 的 CAMP（Christie–Atkins–

Munch–Petersen）因子的痤疮疫苗在研发中，CAMP

因子可激活 TLR-2 进而诱发炎症，而痤疮疫苗可以

在不影响皮肤微生态下改善痤疮［26］；其次，有 54%

的痤疮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及数量下降，当肠道屏障

被破坏时，肠道菌群所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可以进入到

身体多个器官内包括皮肤导致痤疮的发生，益生菌可

以维持肠道和皮肤微生态平衡外，还可以抑制角质形

成细胞分泌的 IL-8 并促进 IL-10 的生成进而调节免

疫抑制炎症，因此外用和口服益生菌可以辅助治疗痤

疮［27］。

痤疮的其他药物疗法还包括口服异维 A 酸、

过氧化苯甲酰、果酸和水杨酸治疗，研究发现痤疮

患者使用异维 A 酸和赖甲四环素治疗后能显著降低

C.acnes 含量，异维 A 酸使皮脂分泌减少进而降低

C.acnes 含量以及使皮肤变得干燥，这一系列效应可

能改变皮肤微生物的组成，形成类似于特应性皮炎患

者皮肤微生物的组成，即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的比例

上升［9，28］；Ahluwalia 等［11］表明使用过氧化苯甲酰

并不会影响微生物多样性；果酸和水杨酸具有抗炎、

溶解粉刺和纠正毛囊导管角化作用，果酸还被证明有

杀灭 C.acnes 的作用［29］。

此外，目前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痤疮，物理治

疗也成为医师的治疗手段之一，物理治疗的作用有

以下几种，蓝光、磷酸钛氧钾激光、光动力疗法及

强脉冲光可激活 C.acnes 的内源性卟啉，使后者释

放活性氧进而抑制 C.acnes；其次，微针、二氧化碳

激光、光动力疗法及强脉冲光可利用光热效应破坏

皮脂腺，改变 C.acnes 的原有生态环境。其中，光

动力疗法被证实比外用阿达帕林和系统性多西环素

用药更有效［30，31］。物理治疗的疗程较短和不良反应

较轻，且不产生耐药性 C.acnes，所以患者依从性佳，

但各种激光或光设备、治疗参数的不同会导致结果的

异质性，这也是未来可再深入研究的方向。

4　结语
C.acnes 的增殖一直被视为导致痤疮的主要因素

之一，但并不是所有亚型的 C.acnes 都会导致痤疮，

主要与痤疮相关的是 IA2、IB1、IC 型，而 II 型主要

与健康皮肤相关。临床治疗痤疮时常选择抗生素，但

长时间使用抗生素使得耐药性 C.acnes 日益增多，并

在抑制与痤疮相关的亚型的同时，也抑制了与健康皮

肤相关的亚型。应利用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改变

皮肤微生态来治疗痤疮，不仅可以促进维持皮肤的健

康状态，又可以降低耐药性 C.acnes 的生成，为目前

研究的热点。相关的替代治疗包括使用 C.acnes 噬菌

体、痤疮疫苗和利用益生菌促进肠道微生态平衡进

而抑制痤疮的发生 ; 多种物理治疗也被证实可以激活

C.acnes的内源性卟啉以及破坏皮脂腺改变生长环境，

以上种种皆可达到抑制 C.acnes 生长的效果。然而这

些治疗方式尚未完全成熟，如何在除掉致病菌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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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保持皮肤微生态平衡也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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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钟与皮肤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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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地球上多种生物的生理生化过程，形成了以 24 小时为周期的节律性变化。生物钟通过整
合自然界的时间信息，使各生物的生理行为与环境同步，这就形成了昼夜节律。大量研究表明生物钟基因参与了睡眠 - 觉
醒周期、新陈代谢、激素的分泌、体温的变化以及各种免疫反应等，且昼夜节律的紊乱与心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癌症、
皮肤病等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就生物钟与皮肤病的关系作一综述。
【关键词】　生物钟；生物钟基因；皮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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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ological clock and skin diseases

LEI Xiaoyu 1, FU Lixin2, CHEN Tao1，2

（1.Zunyi Medical University，Zunyi，Guizhou 563003，China；2.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gdu Affiliated with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17，China）

【Abstract】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processes of many organisms on earth have formed a 24-hour cycle of rhythmic 

changes in the long-term evolution process. By integrating the time information of nature，the biological clock synchronizes the 

physiological behavior of various organisms with the environment，which forms the circadian rhythm.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iological clock genes are involved in the sleep-wake cycle，metabolism，hormone secretion，changes in body 

temperature，and various immune responses，etc.，and circadian rhythm disord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endocrine diseases，cancer，and skin diseas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ological clock and skin diseases.

【Key words】　Biological clock；Clock gene；Skin diseases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生物环境形成了以

地球自转一圈 24 小时为规律的昼夜节律性，同时，

各种生物的某些行为也跟着环境的变化形成了这种

昼夜变化。地球上生物的多种生理生化过程中都表现

出一定的昼夜节律，这种昼夜节律发生的物质基础是

分子计时器，又被称为昼夜节律生物钟［1］。人类生

物钟是一种精密的内在调节机制，它可以根据地球的

自转以及光线、温度和环境的变化来创造一个 24 小

时的节奏。目前已知有很多基因参与了生物钟的调

控，统称生物钟基因。生物钟就是由这些昼夜表达的

生物钟基因及其相关的蛋白产物作为核心元件组成，

这些生物钟基因经过转录 - 翻译反馈环路形成了生

物节律的基本分子机制［2］。生物钟基因驱动着生物

体内各种行为和生理活动，使它们能够适应环境的日

常变化。Hall 等［3］率先在果蝇体内发现了一种可调

控昼夜节律的基因，并将其命名为 Period（Per）基因，

随后其他的时钟基因，如 Bmal 1（brain and muscle 

aryl-hydrocarbon receptor nuclear translocator-like 1）、

Clock（circadian locomotor output cycles kaput） 和 Cry

（cryptochrome）等也相继被发现［4-5］。已有研究证

实，生物钟的异常与一些皮肤病的发生发展和症状存

在一定联系，包括过敏性皮肤病、银屑病、皮肤癌、

皮肤感染、皮肤瘙痒等［6］。现就生物钟与皮肤病关

系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生物钟基因与生物节律的基础研究
生物节律即生物钟是由中央生物钟和外周生

物钟组成，中央生物钟位于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

（suprachiasmatic nucleus，SCN）， 通 过 视 网 膜 - 下

丘脑束接收来自外部世界的光信息以启动一系列的

生理变化，而外周生物钟几乎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细胞

中，两者通过神经—体液网络相互连接［7-8］。生物

钟的节奏是由大脑中的中央生物钟控制的，外周生物

钟本身并不能产生节律性，它主要是受中央生物钟的

调控，从而达到一个同步的节奏［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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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哺乳动物中，核心分子时钟是由互锁的转录

和翻译反馈环组成，这些环互相协调配合，精准的调

节时钟基因的表达［11-12］。因此，生物钟有正负两条路。

研究证实［13-14］，Bmal 1和Clock可形成一个异源二

聚体，通过与基因启动子区的 E-box 元件结合并相互

作用，激活其他时钟基因的转录，并不断翻译产生目

的蛋白，转录输出的蛋白包括核受体维甲酸相关孤儿

受 体 RORα（RAR-related orphan receptor alpha）、

REV-ERBs（REV-ERBα，REV-ERBβ）、Periods 

1-3（Per1，Per2，Per3） 和 Cry（Cry1，Cry2）。

RORα 和 REV-ERBα/β 通过与靶基因的 ROR 反应

元件（RORE）结合而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在

细胞质中，Per 和 Cry 蛋白可形成一个活跃的阻遏复

合体重新进入细胞核，作用于 Clock/BMAL 1 负反馈

环，进而抑制 PER1/2/3 和 Cry1/2 的表达来减弱自身

的转录，从而启动新的转录周期［13-14］。这个负反馈

环，连同多层转录后调控，大约需要 24h 才能完成，

它作为一个分子振荡器，控制着数千个时钟控制基因

（clock-controlled gene，CCGs）的周期性表达，这些

CCGs 在其启动子 / 增强子区域均具有 E-box 序列。

大多数 CCGs 编码了新陈代谢、激素、神经和免疫功

能中各种细胞信号通路的关键调节因子。例如，在小

鼠巨噬细胞中，CLOCK/BMAL1 与 Toll 样受体（Tlr）

9 启动子中的 类 E-box 元件结合并以昼夜节律方式调

节其表达，从而介导小鼠 TLR9 相关先天免疫反应的

节律性［15］。由此可见，转录 - 翻译反馈网络在昼夜

节律的产生和维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生物钟与皮肤
皮肤附着于人体表面，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具

有屏障、吸收、感觉、体温调节、物质代谢、分泌和

排泄、免疫等多种功能，对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具有

重要作用。人类的皮肤主要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

织三层组成。Zanello［16］等人通过研究在培养的角质

形成细胞、黑素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 mRNA 和蛋白水

平上证实了 Clock 和 Per1 的表达，首次报道人类皮肤

可能受昼夜时钟的遗传成分控制。Sp rl［17］等人对

人类表皮中的昼夜节律基因表达进行了全基因组微

阵列分析，进一步证实表皮受昼夜节律控制，此外，

他们还发现了一种转录因子（Krüppel-like factor 9，

Klf9），该因子的表达呈现出昼夜节律性，并且调节

几个昼夜节律输出基因的表达。事实上，在皮肤的各

个层次的多种细胞类型中都可以观察到昼夜节律［18］。

Tanioka［19］通过废除小鼠控制昼夜节律的 SCN 消融

研究表明，表皮的振荡分子钟受控于 SCN。但最近

的一项研究［20］表明，表皮生物钟和时间设定机制独

立于 SCN，即使在没有 Bmal 的情况下，皮肤和其他

组织在没有光照、温度或其他外源性驱动因子的情况

下，转录组和蛋白质组在几天内也会出现 24h 的振荡，

说明表皮时钟不需要 SCN 时钟或其他组织的时钟。

因此，即使在没有关键时钟基因的情况下，也可能有

其他机制可以用来驱动昼夜节律。

3　生物钟与皮肤病
昼夜节律机制可调节许多皮肤过程，包括免疫、

细胞增殖、代谢和 DNA 损伤修复，因此昼夜节律失

调可能导致皮肤病的发生和发展。

3.1　生物钟与皮肤恶性肿瘤　常见的皮肤恶性肿瘤

主要包括皮肤癌和黑色素瘤。皮肤癌分为鳞状细胞

癌和基底细胞癌，都是由角化细胞引起的，黑色素

瘤则来源于黑素细胞［21］。长期日照和日光浴的紫外

线辐射，主要是 UVA 和 UVB，是导致皮肤恶性肿瘤

的主要原因［22］。UVB 会直接引起核苷酸的变化，

而 UVA 则 会 提 高 活 性 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水平，引起 DNA 突变，从而导致 DNA 损伤。

皮肤对紫外线辐射引起的 DNA 损伤的敏感性是由时

间决定的，而这种昼夜性是由生物钟控制的。有两种

可能的机制有助于 DNA 的日损伤模式，一是与细胞

周期 S 期对紫外线诱导的 DNA 损伤的敏感性有关［23］，

另一个与 DNA 修复的昼夜性有关［24-25］。

Geyfman［23］等人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将小鼠背

部皮肤暴露在 UVB 辐射下发现小鼠在夜间对表皮中 

UVB 诱导的 DNA 损伤最敏感。在人类表皮中，最大

数量的角质形成细胞在下午晚些时候经历 S 期，因

此，当细胞在复制 DNA 的过程中，DNA 可能更容易

受到 UVB 光产物的影响。此外，在缺乏昼夜时钟功

能的 Bmal1 敲除小鼠中，这种 UVB 光产物形成、增

殖的变异消失。该研究还发现下午的 ROS 水平高于

夜间，这种差异和细胞周期相关的基因表达有关。

紫外线辐射会导致 DNA 损伤的形成，这些损伤可

通过 DNA 修复去除，基底切除修复（base excision 

repair，BER）和核苷酸切除修复（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NER）［26］。研究表明［26-28］，在不同的器官

系统中，BER 蛋白 8- 羟基鸟嘌呤糖苷酶 1 重组蛋

白（recombinant oxoguanine glycosylase 1，OGG1） 以

及 NER 蛋 白 XPA（xeroderma pigmentosum group A）

的表达或活性均受昼夜节律钟的控制。DNA 合成在

人类皮肤表皮也具有昼夜节律性，人类皮肤在下午 /

晚上的 DNA 合成比上午更活跃［29］。由于小鼠是夜

间活动的，而人类一般是白天活动的，因此小鼠和

人类 XPA 的表达和 UVB 的反应表现出相反的表达

和功能模式。已有研究证实［30］，由 UVB 暴露诱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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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加合物会产生在皮肤肿瘤中发现的特征性突变。

Gaddameedhi［24］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早晨长期暴露在

UVB 辐射下的小鼠，比夜晚暴露在 UVB 辐射下的小

鼠更早发生肿瘤。而且，与晚暴露组相比，早暴露组

肿瘤数量更多，直径更大，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肿瘤

侵袭性更强。该研究表明暴露于 UVB 的时间会影响

皮肤癌的发展。早晨小鼠皮肤中 XPA 表达的减少和

DNA 合成的增加可能导致了 UVB 皮肤致癌的突变。

3.2　生物钟与银屑病　银屑病（psoriasis）是一种遗

传与环境共同作用诱发的免疫介导的慢性、复发性、

炎症性、系统性疾病，典型的临床表现为鳞屑性红

斑或斑块，境界清楚，皮损可发生于全身，多见于四

肢伸侧，多数患者的病情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冬季

复发或加重，夏季缓解［31］。研究发现［32］，夜间工

作者患银屑病风险增加，时差可能会影响疾病严重

程度评分（psoriasis area and severity index，PASI）和

皮肤病生活质量评分（dermatology life quality index，

DLQI）［33］，表明昼夜节律紊乱参与了银屑病的发生

发展。褪黑素（melatonin）作为表现节律性的神经内

分泌激素，在夜间分泌达到高峰，调控季节节律和

昼夜节律以及免疫反应。Kartha［34］等通过研究发现

银屑病患者的夜间褪黑素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而在早上及中午明显高于正常组，且褪黑素水平与银

屑病 PASI 评分呈负相关，更加证实了生物钟与银屑

病发病存在相关性。

Ando［35］ 等 人 通 过 构 建 咪 喹 莫 特（imiquimod，

IMQ）诱导的银屑病样皮肤炎症的动物模型比较野生

型小鼠和 Clock 功能丧失突变的小鼠、野生型小鼠和 

Period2（Per2）功能丧失突变的小鼠之间银屑病样皮

肤炎症的发展，发现 Clock 突变改善了 IMQ 诱导的

皮炎，而 Per2 突变则加剧了 IMQ 诱导的皮炎，这些

发现表明生物钟核心基因 Clock 和 Per2 对银屑病具

有调控作用。

Yang［36］的团队调查了在不同时间进行异相睡眠

（paradoxical sleep，PS）剥夺对 IMQ 诱导的银屑病

样小鼠模型皮肤炎症的免疫调节作用，实验结果显

示 PS 剥夺会通过调节免疫系统加剧小鼠银屑病样皮

肤炎症，且血浆中的炎症因子较正常睡眠的银屑病小

鼠明显升高。研究表明，睡眠剥夺和昼夜节律失常在

银屑病恶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先天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产生的 IL-23 会

刺激辅助 T 细胞亚群释放 IL-17，从而促进中性粒细

胞募集和角质形成细胞增殖。核受体 REV-ERB 被认

为是昼夜节律调节剂，可负向调节产生 IL-17 的辅

助 T 细胞，但其具体机制仍不清楚。Wang［37］等通

过用合成的 REV-ERB 激动剂 SR9009 在体外和体内

抑制 γδT17 细胞，将 SR9009 局部应用于皮肤可减

轻小鼠银屑病样皮炎的炎症症状。这项研究的结果

表明生物钟节律调节剂 REV-ERB 也参与了银屑病的

发生发展。

3.3　 生 物 钟 与 特 应 性 皮 炎　 特 应 性 皮 炎（atopic 

dermatitis，AD）是一种与遗传过敏素质有关的慢性炎

症性皮肤病，表现为瘙痒、多形性皮损并有渗出倾向。

AD 患者表现出夜间瘙痒加重的情况，这可能与其皮肤

屏障功能紊乱（例如经皮水分流失增多）相关，在 AD

患者和 AD 模型小鼠中均表现这种昼夜节律性［38］。已

有许多研究表明生物钟与 AD 夜间瘙痒加重密切相关。

Matsunaga［39］团队的研究发现了野生型小鼠表

皮水通道蛋白 3（Aqp3）的表达表现出昼夜节律性，

Aqp3 是水分和 TEWL 的调节因子，而这种节律性在

生物钟突变小鼠中消失。小鼠 Aqp3 和人 AQP3 为同

源基因，人 AQP3 在角质细胞表达，同样表现出周期

波动性，这种波动性是由分子生物钟调控的。因此，

AQP3 或其他导致瘙痒和皮肤屏障功能的关键分子的

表达很可能是由皮肤细胞中的分子生物钟控制的，使

得 AD 的病理或生理产生了昼夜节律变化。

肥大细胞是过敏反应的关键效应细胞［40］。研

究显示 AD 皮损中，肥大细胞数量显著上升且功能

显著活化，而在肥大细胞缺失小鼠 AD 模型中未出现

此现象，提示 AD 瘙痒与肥大细胞存在相关性［41］。

Nakamura［42］等发现野生型小鼠被动皮肤过敏反应

（passive cutaneous anaphylactic，PCA） 表 现 为 昼 夜

节律性，Per2 功能缺失型小鼠则不存在这种皮肤反

应的时间依赖性变化，而在肾上腺切除小鼠中，PCA

反应节律性也不复存在。这些结果表明，PCA 反应

节律性可能是受肥大细胞生物钟和糖皮质激素调控

中央 SCN 生物钟共同影响。

组胺是肥大细胞释放的介导 I 型变态反应瘙痒的

主要介质，它的水平也呈现一个昼夜波动，血浆组胺

水平在夜间达到峰值，而过敏症状通常也在夜间加

剧［43］。因此，生物钟可通过调控肥大细胞活性和炎

症介质释放，诱导或加重 AD 瘙痒。

IL-33 被证明在先天性和获得性免疫反应中执

行多种功能［44］。它通过与 ST2 受体结合强烈刺激

肥大细胞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包括 IL-6、IL-13 和

TNF-α。Clock 也可以通过直接结合 ST2 启动子区从

而诱导 ST2 表达，暂时性地调节肥大细胞对 IL-33 的

应答，而 IL-33 在时钟突变小鼠中缺失。这些研

究［44］表明生物钟基因可通过调控 ST2 受体表达，诱

导 IL-33 活化的肥大细胞昼夜节律性地分泌炎症因子



30 ·综　述· 皮肤病与性病  2022 年 02 月第 44 卷第 1 期  Dermatology and Venereology，Feb.2022，Vol.44，No.1

和瘙痒介质。

3.4　生物钟与皮肤感染　皮肤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包

括获得性免疫和天然性免疫。免疫系统是有昼夜节律

的［18］。大量研究［45-46］表明生物钟可调节包括呼吸、

消化系统在内的多个身体部位对感染的免疫反应。

有学者［47-48］通过动物研究发现皮肤感染的免疫反应

和临床症状受宿主昼夜节律和感染时间的影响。抗

菌肽（Antimicrobial peptides，AMP）是先天免疫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保护皮肤免受侵害。Bilska［47］

的研究表明，抗菌肽基因表达具有昼夜节律性，保护

小鼠皮肤免受细菌侵害。

4　总结
生物钟可调节人体的多种生理活动，在多种疾

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为

止，对于生物钟基因在皮肤病中的表达情况和意义仍

不清楚。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探索生物节律与皮肤

病在功能上的联系，在机制的研究上还要进行大量的

工作。迄今为止，很多皮肤病的病因和机制仍然还不

明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治疗上的进展。生物钟与

皮肤病的研究将会拓展我们对于皮肤病病因的认识，

为治疗提供新的方向和重要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King DP，Takahashi JS. Molecular genetics of circadian rhythms 

in mammals［J］. Annu Rev Neurosci，2000，23：713-742. 

［2］ Panda S，Hogenesch JB，Kay SA. Circadian rhythms from flies to 

human［J］. Nature，2002，417（6886）：329-335.

［3］ Callaway E，Ledford H.Medicine Nobel awarded for work on 

circadian clocks［J］. Nature，2017，550（7674）：18. 

［4］ Hastings MH，Smyllie NJ，Patton AP.Molecular-genetic 

Manipulation of the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Circadian Clock

［J］. J Mol Biol，2020，432（12）：3639-3660. 

［5］ Lee Y，Shen Y，Francey LJ，et al.The NRON complex controls 

circadian clock function through regulated PER and CRY nuclear 

translocation［J］.Sci Rep，2019，9（1）：11883.

［6］ Duan J，Greenberg EN，Karri SS，et al.The circadian clock and 

diseases of the skin［J］.FEBS Lett，2021，595（19）：2413-

2436.

［7］ Brown AJ，Pendergast JS，Yamazaki S.Peripheral Circadian 

Oscillators［J］.Yale J Biol Med，2019，92（2）：327-335.

［8］ Yagita K，Tamanini F，van Der Horst GT，et al.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the biological clock in cultured fibroblasts［J］.

Science，2001，292（5515）：278-281. 

［9］ Mohawk JA，Green CB，Takahashi JS. Central and peripheral 

circadian clocks in mammals［J］.Annu Rev Neurosci，2012，

35：445-462.

［10］ Astiz M，Heyde I，Oster H. Mechanism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Mammalian Circadian Timing System［J］.Int J Mol Sci，

2019，20（2）：343. 

［11］ Takahashi JS，Hong HK Ko CH，et al. The genetics of 

mammalian circadian order and disorder：implications for 

physiology and disease［J］.Nat Rev Genet，2008，9（10）：

764-775.

［12］ Ukai H，Ueda HR.Systems biology of mammalian circadian 

clocks［J］.Annu Rev Physiol，2010，72：579-603.

［13］ Ko CH，Takahashi JS.Molecular components of the mammalian 

circadian clock. Hum Mol Genet［J］.Hum Mol Genet，2006，

15 Spec No 2：R271-277. 

［14］ Partch CL，Green CB，Takahashi JS. Mole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mammalian circadian clock［J］.Trends Cell Biol ，2014，

24（2）：90-99. 

［15］ Silver AC，Arjona A，Walker WE，et al.The circadian clock 

controls toll-like receptor 9-mediated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J］.Immunity，2012，36（2）：251-261.

［16］ Zanello SB，Jackson DM，Holick MF.Expression of the 

circadian clock genes clock and period1 in human skin［J］.J 

Invest Dermatol，2000，115（4）：757-760. 

［17］ Sp rl F，Korge S，Jürchott K，et al.Krüppel-like factor 9 is 

a circadian transcription factor in human epidermis that controls 

proliferation of keratinocytes［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109（27）：10903-10908. 

［18］ Plikus MV，Van Spyk EN，Pham K，et al.The circadian clock 

in skin：implications for adult stem cells，tissue regeneration，

cancer，aging，and immunity［J］.J Biol Rhythms，2015，30

（3）：163-182. 

［19］ Tanioka M，Yamada H，Doi M，et al.Molecular clocks in 

mouse skin［J］.J Invest Dermatol，2009，129（5）：1225-

1231. 

［20］ Ray S，Valekunja UK，Stangherlin A，et al.Circadian rhythms 

in the absence of the clock gene Bmal1［J］.Science，2020，

367（6479）：800-806.

［21］ Sim es MCF，Sousa JJS，Pais AACC.Skin cancer and new 

treatment perspectives：a review［J］.Cancer Lett，2015，357

（1）：8-42. 

［22］ Watson M，Holman DM，Maguire-Eisen M.Ultraviolet 

Radiation Exposure and Its Impact on Skin Cancer Risk［J］.

Semin Oncol Nurs，2016，32（3）：241-254. 

［23］ Geyfman M，Kumar V，Liu Q，et al.Brain and muscle Arnt-

like protein-1（BMAL1）controls circadia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susceptibility to UVB-induced DNA damage in the epidermis

［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12，109（29）：11758-

11763. 

［24］ Gaddameedhi S，Selby CP，Kaufmann WK，et al.Control of 

skin cancer by the circadian rhythm［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11，108（46）：18790-18795. 

［25］ Sancar A，Lindsey-Boltz LA，Kang TH，et al. Circadian clock 

control of the cellular response to DNA damage. FEBS Lett. 

2010，584（12）：2618-2625. 

［26］ Sancar A.Mechanisms of DNA Repair by Photolyase and Excision 

Nuclease（Nobel Lecture）［J］.Angew Chem Int Ed Engl，



·综　述· 31皮肤病与性病  2022 年 02 月第 44 卷第 1 期  Dermatology and Venereology，Feb.2022，Vol.44，No.1

2016，55（30）：8502-8527. 

［27］ Manzella N，Bracci M，Strafella E，et al.Circadian Modulation 

of 8-Oxoguanine DNA Damage Repair［J］.Sci Rep，2015，5：

13752. 

［28］ Klungland A，Bjelland S.Oxidative damage to purines in DNA：

role of mammalian Ogg1［J］.DNA Repair（Amst），2007，6

（4）：481-488. 

［29］ Brown WR.A review and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circadian 

rhythms in cell proliferation in mouse，rat，and human 

epidermis［J］.J Invest Dermatol，1991，97（2）：273-280. 

［30］ Brash DE.UV signature mutations［J］.Photochem Photobiol，

2015，91（1）：15-26.

［31］ Hugh JM，Weinberg JM. Update o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psoriasis［J］.Cutis，2018，102（5S）：6-12.

［32］ Li WQ，Qureshi AA，Schernhammer ES，et al.Rotating night-

shift work and risk of psoriasis in US women［J］.J Invest 

Dermatol，2013，133（2）：565-567. 

［33］ Damiani G，Bragazzi NL，Garbarino S，et al.Psoriatic and 

psoriatic arthritis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jet-lag：does it 

matter for disease severity scores? 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from 

a pilot，prospective study［J］.Chronobiol Int，2019，36（12）：

1733-1740. 

［34］ Kartha LB，Chandrashekar L，Rajappa M，et al.Serum 

melatonin levels in psoriasis and associated depressive symptoms

［J］.Clin Chem Lab Med，2014，52（6）：e123-e125.

［35］ Ando N，Nakamura Y，Aoki R，et al.Circadian Gene Clock 

Regulates Psoriasis-Like Skin Inflammation in Mice［J］.J 

Invest Dermatol，2015，135（12）：3001-3008.

［36］ Yang H，Li X，Zhang L，et al.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sleep deprivation at different timing of psoriasiform process 

on skin inflammation［J］.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19，513（2）：452-459. 

［37］ Wang S，Kozai M，Mita H，et al.REV-ERB agonist suppresses 

IL-17 production in γδT cells and improves psoriatic 

dermatitis in a mouse model［J］.Biomed Pharmacother，

2021，144：112283.

［38］ Fishbein AB，Vitaterna O，Haugh IM，et al.Nocturnal 

eczema：Review of sleep and circadian rhythms in children with 

atopic dermatiti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J Allergy 

Clin Immunol，2015，136（5）：1170-1177. 

［39］ Matsunaga N，Itcho K，Hamamura K，et al.24-hour rhythm of 

aquaporin-3 function in the epidermis is regulated by molecular 

clocks［J］.J Invest Dermatol，2014，134（6）：1636-1644. 

［40］ Méndez-Enríquez E，Hallgren J.Mast Cells and Their 

Progenitors in Allergic Asthma［J］.Front Immunol，2019，

10：821. 

［41］ Yamashita H，Michibata Y，Mizukami H，et al.Dermal mast 

cell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incidence of scratching behavior 

in mice induced by multiple application of the hapten，2，4，

6-trinitrochlorobenzene［J］.Exp Dermatol，2005，14（6）：

438-444.

［42］ Nakamura Y，Harama D，Shimokawa N，et al.ircadian clock 

gene Period2 regulates a time-of-day-dependent variation in 

cutaneous anaphylactic reaction［J］.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11，127（4）：1038-1045. e1-3. 

［43］ Nakamura Y，Ishimaru K，Shibata S，et al.Regulation of 

plasma histamine levels by the mast cell clock and its modulation 

by stress［J］.Sci Rep，2017，7：39934. 

［44］ Cayrol C，Girard JP.IL-33：an alarmin cytokine with crucial 

roles in innate immunity，inflammation and allergy［J］.Curr 

Opin Immunol，2014，31：31-37. 

［45］ Chen L，Li S，Nie J，et al.Bmal1 Regulates Coagulation Factor 

Biosynthesis in Mouse Liver in Streptococcus oralis Infection［J］.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2020，10：530190. 

［46］ Sengupta S，Tang SY，Devine JC，et al.Circadian control of 

lung inflammation in influenza infection［J］.Nat Commun，

2019，10（1）：4107. 

［47］ Bilska B，Zegar A，Slominski AT，et al.Expression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 genes oscillates along day/night rhythm 

protecting mice skin from bacteria［J］.Exp Dermatol，2021，

30（10）：1418-1427. 

［48］ Kiessling S，Dubeau-Laramée G，Ohm H，et al.The 

circadian clock in immune cells controls the magnitude of 

Leishmania parasite infection［J］.Sci Rep，2017，7（1）：

10892.



32 ·综　述· 皮肤病与性病  2022 年 02 月第 44 卷第 1 期  Dermatology and Venereology，Feb.2022，Vol.44，No.1

【通信作者】  李刚，E-mail: Hutu0118@163.com
【收稿日期】  2021-10-09

雄激素性脱发的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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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雄激素性脱发 (androgenic alopecia，AGA) 在临床脱发疾病中是一种最常见的类型，男女均可发生，多见于男性，
对患者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主要临床表现为进行性脱发，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明显增加。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多
个方面，目前临床上缺乏有效、安全、快速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脱发；雄激素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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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androgenic alopecia

GAO Shuping1，LI Gang2※

（1.Central Health Center，longpeng Town，Shiping County，Yunnan，662200；2.People's Hospital of Gejiu City，Yunnan 
Province，Gejiu，661000）

【Abstract】　Androgenic alopecia (AGA)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clinical alopecia. It can occur in both men and women, mostly 

in men, and has many effects on patient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progressive alopecia, and the prevalence rat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ith age. Its pathogenesis is complex, involving many aspect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effective, safe and rapid treatment.

【Key words】　Hair loss；Androgen sex；Treatment；Progress

雄激素性脱发又称脂溢性脱发、男性型脱发，

2019 年，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毛发整

形美容专业委员会《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

统一命名为“雄激素性脱发”（androgenic alopecia，

AGA）［1］。多数 AGA 患者出现缓慢的进行性头发密

度降低是从青春期开始，并伴有头发直径进行性变

细以及头皮油腻。有文献报道［2］，在全球范围内，

高加索人 AGA 患病率是最高的，而我国 AGA 患病率

略低，男性患病率为 21.3%，女性患病率为 6.0%。

AGA 的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

致，包括多基因遗传因素、雄激素代谢因素、毛囊周

围环境炎症、精神因素、生活和饮食因素、环境因素

以及年龄等多个方面。多基因遗传是造成了 AGA 患

者个体发病情况不同的主要因素，但是 AGA 发病的

最终结果是毛囊微型化，主要是因为雄激素代谢因素

和 / 或毛囊周围环境炎症导致［3］。AGA 的病理特征

性改变主要为毛囊微型化和毛囊周期改变，退行期、

休止期毛囊增多，生长期毛囊减少，毛干粗细不均、

毳毛的数目增加［4］。男性 AGA 主要表现为前发际线

后移或顶部进行性脱发，最终发展为头皮明显外露，

并伴有头皮油腻。女性 AGA 临床表现主要为头顶弥

漫性稀疏，保留前额发际线。

AGA 虽然对患者身体健康无明显影响，但直接

影响患者的外观，对患者的个人形象、心理健康、工

作学习及社会认同感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可出现

生活质量下降，女性尤其明显。目前对于 AGA 的治

疗，临床上缺乏有效、安全、快速的治疗方法，现将

从系统性用药、局部给药、激光、植发、中医中药、

给药途径等多种治疗手段进行相关阐述。

1　系统性药物治疗
1.1　非那雄胺　非那雄胺是Ⅱ型 5α 还原酶竞争性抑

制剂，抑制睾酮生成双氢睾酮（dihy— drotestosterone，

DHT），进而减少对毛囊的破坏［1］。1997 年，非那

雄胺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男性 AGA，推荐用法：口

服 1mg/d。通常而言，持续使用非那雄胺治疗 3 月后

毛发脱落减少，6~9 月可见头发逐渐生长，1 年后的

有效率可达 65％ ~90％，推荐治疗时间至少 1 年或

更长，若规律服用 1 年疗效不明显则建议停药［1］。

非那雄胺可能有致畸的作用，加之其对双氢睾酮生

成的抑制作用，可能导致体内雌激素水平相对升高，

在理论上乳腺癌的风险将会升高［5］，因此不允许使

用于女性患者。此外，非那雄胺的不良反应主要是引

起性欲降低、勃起功能障碍、射精功能障碍、男性乳

房发育、过敏反应等。通过研制不同的剂型的非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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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如溶液型、凝胶、泡沫等，可能会减轻不良反

应的发生［6］。研究表明［7］，局部注射非那雄胺时，

头皮和毛囊中的药物浓度比口服更高，能提高疗效，

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口服带来的不良反应。

1.2　度他雄胺　度他雄胺是Ⅰ型和Ⅱ型 5α 还原

酶 双 重 竞 争 性 抑 制 剂， 可 以 显 著 下 调 Claudin1 和

β-catenin 的表达，减少双氢睾酮生成［8］。推荐低

剂量为 0.5mg/d，至少使用一年。其不良反应主要有

性欲下降、性欲发育不良、心境障碍、勃起功能障碍

等，但低剂量使用时其不良反应少，且停药后可恢复

正常［9］。度他雄胺较非那雄胺具有更佳的疗效和耐

受性，不良反应相对也较少，因此，对于使用非那雄

胺治疗 6 个月临床疗效不佳时，度他雄胺是一种优选

的替代治疗方案，但度他雄胺是否存在取代非那雄胺

作为 AGA 患者的一线治疗的可能，目前仍需进一步

研究［10-12］。度他雄胺是否能用于女性 AGA 的治疗

有待进一步研究。

1.3　螺内酯　螺内酯为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女性使

用时一方面可抑制肾上腺分泌睾酮，另一方面对双氢

睾酮和雄激素受体的结合也有轻度抑制作用，但仅针

对于部份 AGA 患者有效，用法：口服（40~200）mg/

d，推荐治疗时间至少 1 年［1］。其不良反应主要为高

钾血症、月经紊乱、性欲降低、乳房胀痛、胃肠道反应、

低钠血症、头痛、过敏反应等。由于螺内酯有导致男

性胎儿女性化的可能性，所以绝经前的女性服用螺内

酯治疗时建议口服避孕药，以避免怀孕［5］。

1.4　丹参酮胶囊　丹参酮胶囊是由中药丹参提取物所

制，主要成分包括隐丹参酮以及另外 9 种丹参提取物

成分［13］。丹参酮胶囊的主要作用包括调节性激素水

平、抑菌消炎、抑制皮脂腺分泌、改善局部循环。有

试验研究发现［14］，口服丹参酮胶囊治疗，1 次 1g，

3 次 /d，能降低体内双氢睾酮水平，改善头皮微环境，

减少油脂分泌，能有效治疗 AGA 患者，和非那雄胺

效果相当，但其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不良反应少，偶

见过敏反应。目前认为丹参酮胶囊对男女 AGA 患者

均适用，但是其远期治疗效果及确切的作用机制仍需

进一步深人研究。

2　局部涂擦治疗
2.1　米诺地尔　米诺地尔是哌啶 - 嘧啶的一种衍生

物，主要作用为舒张血管，可以增强毛囊周围的血流

量，能促进毛发生长，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15］。

目前常见的米诺地尔剂型浓度分为 2% 和 5%，5% 浓

度多用于男性 AGA 患者，2% 浓度多用于女性 AGA

患者，推荐使用剂量为 1ml/ 次，2 次 /d，局部涂擦

于患处，一般推荐规律使用 6 月后观察疗效，疗效好

继续维持治疗，疗效不佳则停用，平均见效时间为

（6~9）个月，有效率可达 50％ ~85％［1］。米诺地

尔的主要不良反应为偶见刺激性皮炎、过敏、低血压、

心率及脉搏的变化。

2.2　 盐 酸 西 替 利 嗪　 花 生 四 烯 酸 通 过 环 氧 化 酶

（COX）的作用可转变为前列腺素 G2 和前列腺素

H2，再由不同的前列腺素合成酶作用下可进一步加工

生成具有生物活性的前列腺素，包括 PGD2、PGE2、

PGF2α、PGI2 和 TxA2 等。然而经研究发现，PGE2

和 PGF2α 可以促进毛发的生长，而 PGD2 则加剧毛

囊微型化的发生和抑制毛发生长［16］。盐酸左西替利

嗪能促进人乳头细胞（hDPC）的生长、增殖，还能

对 PGD2-GPR44 通道上相关因子 COX -2、PTGDS、

PGD2、PGD2R、GPR44 的表达有明显抑制作用，因

此认为盐酸左西替利嗪能治疗雄激素性脱发，促进

毛发生长［17］。国外的一项研究发现，AGA 患者秃发

区局部外用 1% 西替利嗪后毛发的总密度明显增加，

毛发直径增粗，而毳毛的密度显著降低［18］。Hossein 

Mostafa Delaram［19］等进行了 1% 西替利嗪和 5% 米诺

地尔治疗 AGA 的对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16 周后，

米诺地尔组和西替利嗪组的总毛密度均显著增加，

相对而言，米诺地尔组疗效更显著，但由于实验研

时间较短，缺乏远期疗效对比，需进一步实验研究，

没有发现与西替利嗪溶液有关的重大不良反应。

多项研究表明［18-20］，西替利嗪对 AGA 患者有

潜在的疗效，其不良反应少，主要为头痛、头昏、嗜睡、

情绪不安、口干、腹部不适等，这为治疗雄激素性脱

发展开了另一方面的治疗思路，但具体治疗剂量及远

期疗效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3　局部注射治疗
3.1　 富 血 小 板 血 浆　 富 血 小 板 血 浆（platelet-rich 

plasma，PRP）是使用离心的方法从全血中分离提纯

得到浓缩的血小板和血浆，富含多种炎性调节因子

和生长因子，广泛应用于骨科、整形外科、皮肤科、

口腔科、颌面医学和运动医学；富血小板血浆中血小

板浓度通常超过 1000×109/L，其最佳工作浓度为全

血中血小板计数的（4~7）倍［21-23］。多种生长因子

存在于富血小板血浆中，且血小板还可以持续分泌各

种生长因子长达 7 天，从而促进细胞的增殖分化和组

织生成；同时富血小板血浆中纤维蛋白网含量丰富，

纤维蛋白网的立体空间结构不仅可以为新生细胞提

供立体支撑还能充当氨基酸供体［22］；因此认为富血

小板血浆可以改善毛囊周围环境的微循环和促进毛

囊生长的作用。富血小板血浆治疗 AGA 患者推荐使

用方法是：在脱发区域头皮，沿原毛发生长方向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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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局部注射富血小板血浆至真皮层直达毛囊

根部，每月 1 次，连续 3 次以上效果较明显［1］。富

血小板血浆可联合点阵激光治疗，效果优于单一治

疗，且每次注射量为（0.05~0.15）ml/cm2，使用总量

为（1.5~12）ml 时，促进毛发再生疗效更佳［22，24］，

其主要的不良反应为局部注射所致疼痛，偶见感染、

过敏、血肿。富血小板血浆联合其他治疗方法治疗

AGA 时疗效优于单一疗法，但目前尚缺乏富血小板

血浆的统一制备和治疗方案。

3.2　A 型肉毒杆菌毒素　肉毒素（botulinum toxin，

BTX）由有芽孢的厌氧杆菌产生的一种细菌外毒素，

具有很强的神经毒性，按其血清学和抗原特性的不同

分为 7 型，但是，A 型肉毒素的毒力最强，稳定性最

好，制备方便，低温下贮存时间长，因此是临床常

用的一类肉毒素［25-26］。A 型肉毒素在多个领域均已

应用，在皮肤领域主要用于除皱、咬肌肥大、多汗症、

瘢痕、带状疱疹性神经痛、银屑病、家族性良性天

疱疮、雄激素性脱发等方面。使用 A 型肉毒素局部

治疗时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局部注射所致疼痛、肿胀、

红斑、短暂性感觉功能障碍等，偶有口干、发热、恶心、

呕吐等［26］。

针对 72 例 AGA 患者的一项研究试验，将受试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5 例（局部注射肉毒素治疗），

对照组 37 例（口服非那雄胺），治疗 6 个月后，两

组症状均明显改善，对照组的有效率为 86.5%，治疗

组的有效率为 91.4%，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27］。

该研究表明［27］：对于 AGA 的治疗，使用 A 型肉毒

素局部注射治疗与口服非那雄胺治疗相比，A 型肉毒

素局部注射治疗方法简单，起效更快，疗效更佳，且

无明显副作用，依从性相对也较好，男女均适用。A

型肉毒素治疗 AGA 的作用机理可能是因为局部注射

可以松解局部肌肉、改善头皮微环境，并且能增加头

皮局部的氧浓度及营养，但具体的作用机理目前尚

不完全清楚［28］，另外具体的有效治疗剂量和持续治

疗时间尚无确定的数值，仍需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

4　激光治疗
4.1　低能量激光　低能量激光（LLLT）一般指能量

为 1J/cm2~4J/cm2 的激光，波长范围一般为 500nm~　

1100nm， 可 治 疗 多 种 疾 病， 如 促 进 伤 口 修 复 愈

合、毛发生长和神经再生。据报道，波长范围约

650nm~900nm、功率小于 5mW 时的低能量激光，可

穿透表皮层，促进毛发生长，其作用机制可能是改

善头皮局部血液循环、减轻毛囊炎症、增加细胞内

ATP 提供营养、诱导产生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促进

毛发生长、以及直接刺激角质形成细胞干细胞或真皮

乳头细胞，诱导毛囊进入生长期，加快毛发生长速

率作用，但其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明确［29-31］。推荐用法：

每次照射（15~30）min，两天照射 1 次，连续使用 3

个月以上才可观察到一定疗效，LLLT 的不良反应主

要是头皮瘙痒、头晕或机器重量所致的头皮压迫感

圈，但是这些不良反应出现的相对较少，可以作为

AGA 治疗的辅助手段。

4.2　点阵激光　点阵激光分为非气化型和气化型，

其中 1550nm 非气化型点阵铒玻璃激光对 AGA 的治

疗耐受性较好，有明显的疗效，可见毛发密度明显

增加［32］。多个研究发现［33-34］，其作用可能是改善

微循环、减轻炎症、促进和诱发毛发再生长，同时

光子作用于皮肤时可出现细密小孔，联合外用药物

治疗，能促进外用药物的吸收，充分发挥药物的作

用。目前推荐 2 周左右进行 1 个回合的治疗，每次

（2~3）个回合，治疗（4~5）次。不良反应主要包

括延迟性红斑、皮肤敏感度增强以及色素沉着，气

化型相比非气化型不良反应增多，能量越高不良反

应越多［32］。点阵激光联合外用药物治疗，其疗效

优于单一治疗，是 AGA 的一种新治疗方法，值得进

一步研究。

5　毛发移植
毛发移植是将个体的某一部位毛发用外科手术

的途径移植到自体另一部位或异体部位的一种游离

移植方法，雄激素性脱发是其最主要的适应症，也

可用于其他原因所致的毛发缺失或重建，如眉毛的

重建与改形、睫毛的种植及加密、男性鬓角或胡须

的再造等［35-36］。毛发移植手术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

件，其一供区供给提取的毛发量充足，而且供区的毛

囊被提取后对其外观无影响，其二受区微环境的组

织和血供丰富，能保障移植后毛囊的良好存活生长。

根据供体的不同可分为自体毛发移植和异体毛发移

植，根据毛囊获取方式的不同，又将其分为毛囊单

位头皮条切取技术和毛囊单位抽取技术，可选择后

枕部、胡须、腋窝等部位的毛囊。对于胡须资源丰

富的男性 AGA 患者，采用 FUE 技术钻取胡须毛囊种

植头发是一种既安全又有效的治疗方法［37］，既不影

响美观，同时可以减少日常生活中剃须带来的不变。

通常情况下，移植的毛发在毛发移植术后（2~4）周

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脱落，2 个月左右脱落较明显，术

后（4~6）个月左右开始重新生长，因此，大约在术

后（6~9）个月时才可看到明显效果［1］。毛发移植术

后可联合以上治疗方法，如富血小板血浆局部注射、

外用米诺地尔等，改善头皮微环境，形成互补，为

促进毛发生长取得更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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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医药治疗及植物提取物应用
在中医学将 AGA 分为肝肾不足、湿热浸润、血

热（虚）风燥三大证型，部份学者提出了一些比较

新颖的辨证论治方法，如：调和营卫”“升清降浊，

调理阴阳”“从“肝”论治等［38］。中医药治疗 AGA

时，只要辨证施治合理，毛发脱落量会有一定的减少，

能促进毛发的生长，同时对患者的头皮油腻、脱屑等

症状也有明显的改善，生活质量也有一定的改善［39］。

目前发现苦参、银杏、苹果、海娜花、当归、

何首乌等植物的提取物在治疗 AGA 方面也有很高的

药用价值［7］。目前关于植物成分也有较多的研究，

因此也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生发液。例如域发头皮营养

敷料，主要由欧洲落叶松木、人参、锯棕榈、日本獐

芽菜及茶叶等天然植物提取物成分为主要原料及 20

余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研制而成，主

要作用机制为促进生长因子 FGF 表达和毛乳头细胞增

殖、扩张血管、增加头皮血液循环、改善毛囊周围环

境，为毛囊生长提供营养支持，促进毛囊进入生长期，

防止脱发进展，使用后无明显的不良反应［34，41-42］。

家庭用法为 2 次 /d，早晚各一次，每次（10~15）喷，

院内用法为联合微针导入域发生发液，1 次 /1~2 周，

12 次为一治疗周期，推挤院内治疗联合家庭治疗以

及上述其他治疗方法疗效更佳。

7　给药途径进展
7.1　微针导入　属于一种中胚层疗法，作用机制主

要是外用药通过微针在皮肤角质层造成的大量“微孔

道”渗入，以增加药物浓度；另外，其对头皮造成的

损伤，可以刺激头皮分泌多种生长因子，参与头皮修

复和再生的同时能改善头皮微环境、促进毛发生长，

因此认为对 AGA 的治疗有辅助治疗作用［43］。微针

导入米诺地尔、富血小板血浆、生长因子、域发头皮

营养辅料等，效果优于单用外用药物。主要不良反应

为微针导入部位疼痛。

7.2　毫火针　毫火针治疗事的针刺以直刺为主、斜

刺为辅，直刺能更好的把握火针的进针深度。豪火针

治疗 AGA 的作用机制与微针类似，主要为扩张毛细

血管、改善局部微环境和微循环、加速新陈代谢的作

用，促进毛发生长，诱导促进毛囊进入生长期［44-45］，

但它具有的温热之性是微针不具备的，其温热之性不

仅可以激发经气，还能温经通络以及鼓舞气血运行。

8　展望
AGA 病程缓慢，发病机制涉及多方面，除雄激

素途径外，还有许多非雄激素介导的机制也参与了

AGA 的发生、发展，为治疗提供更多的思考和方法。

口服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局部用药是世界各国广泛

用于 AGA 治疗的主要手段。本文对药系统治疗、局

部治疗、激光治疗、毛发移植以及给药途径的新进展

进行了综述，同时发现，多重联合治疗疗效优于单一

治疗，减少不良反应。对于担心系统性药物治疗存在

较大不良反应的患者，可以优选外用药物联合激光或

微针、毫火针来促进药物渗透，以及联合富血小板注

射、A 型肉毒素注射等方式，进行多重联合治疗。但

部份治疗方法目前研究尚少，需要进一步的确定安全

疗效，有望成为新的一线治疗方案。另外还可考虑文

发、发片或假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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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培养模式的实践及效果评价

王春俊，蒋　庆，王宏程

（昆明市盘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41）

【摘要】　目的　对辖区高校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培养模式实施过程进行总结和效果评价，以期不断完善和进一步推
广，同时为今后促进盘龙区高校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有益经验。方法　（2016~2018）年在辖区 3 所高校践行该模式，培养
大学生同伴骨干宣讲员，再由同伴骨干滚雪球式不断发展新同伴，在高校持续开展艾滋病防治宣讲活动与行为干预，增强
学生检测意识。结果　该模式历时三年，现已建立了稳定的高校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团队，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由
2016 年的 85.01% 提高到 2018 年的 88.99%，年均增幅 2.31%，各年度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624，P=0.002），
HIV 检测发现阳性病例 5 例。结论　经过 3 年持续实践，该模式得到不断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值得继续深入推进。
【关键词】　预防宣讲；艾滋病；同伴骨干培养；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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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校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以男

男同性性传播为主，健康教育是高校预防和控制艾滋

病的重要措施［1］。同伴教育是适合高校大学生艾滋

病防治教育的有效模式［2］。（2016~2018）年昆明市

盘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国

内外高校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积极探索辖区高校艾

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培养模式，即通过培养大学生

同伴骨干宣讲员，再由同伴骨干滚雪球式不断发展新

同伴，在高校持续开展艾滋病防治宣讲活动与行为干

预，增强学生检测意识，提供检测渠道，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的工作模式。本文通过对该模式的实施过程

进行总结和效果评价，以期不断完善和进一步推广，

同时为今后促进我区高校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有益

经验。

1　探索高校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培养模式

的必要性
盘龙区作为昆明市主城区之一，辖区分布的 3

所高校分别为云南农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西南

林业大学，均为综合性大学，在校学生数量庞大。

（2012~2015）年疫情监测发现 3 所高校报告 HIV 阳

性病例增长较快，感染途径均为性接触。由于该年龄

段正处于性活跃阶段，一旦感染 HIV 会在自身不知

情的状况下再次感染他人，最终导致艾滋病疫情蔓

延。其次大学生对艾滋病的态度、行为、认知等存在

不足和缺陷，过于保守的性教育与日益开放的性观念

以及高校大学生男男同性恋的大量存在致使大学生

成为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3］。同时社交新媒体的

普遍使用增强了易感染艾滋病行为的隐蔽性，青年

学生感染人数增加较快［4］，目前常规宣传教育已不

能有效遏制日益增长的高校艾滋病疫情［5］。通过培

养高校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再由同伴骨干滚

雪球式发展新同伴辐射宣传，能不断壮大宣传队伍，

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与专业部门负担。此外同伴教育

有助于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和知信行水平［6］，亦可

通过他们影响周围人群。

2　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2.1　组建骨干团队，培养专业素养　一是按才能兼

备原则，在辖区 3 所高校分别招募 15 名学生骨干，

组成 45 人高校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团队。二是

组织骨干队伍到云南省艾滋病宣讲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树立防艾工作自信。三是每年由区疾控中心组织

对其进行 4 次专业技能培训，使其掌握艾滋病、性病

相关知识；并邀请省级专家为同伴骨干进行团队建设

与沟通技巧培训，提升团队整体综合素质。四是在签

署工作协议及保密承诺书的前提下，区疾控中心提供

见习工作岗位，通过亲身参与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

阳性告知、VCT 咨询检测及感染者随访管理等工作，

加深对高危行为风险的认识、对个人感染艾滋病后的

心理负担和健康影响的感悟，这些经历可作为同伴教

育的生动素材在防艾宣讲中发挥积极作用。

2.2　明确团队职责，促进团结协作　各高校骨干团

队设主要负责人 1 名，由 15 名骨干选举产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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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疾控部门落实本校艾滋病预防宣讲工作，与疾

控部门和学校建立长期联系，及时反馈校园防艾宣

讲工作进展及存在问题、困难，区疾控中心给予技

术指导和相应物资支持。负责人根据团队各成员特

长和能力细化成员分工，制定工作计划，团结协作

策划实施校园防艾宣讲，活动结束认真总结，资料

收集整理上报区疾控中心。

2.3　示范性讲座，引导骨干独立宣讲　区疾控中心

每年组织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到 3 所大学举办两次大

型艾滋病预防知识专题讲座，以示范和启发同伴骨干

思考如何独立开展宣讲。讲座期间要求同伴骨干做好

学生组织、场地安排、设备调试、礼品发放等工作，

对讲座内容和要点熟练掌握并能学以致用。 

2.4　独立策划实施，适时发展新同伴　高校防艾同

伴骨干需结合学校自身实际，每年在世界艾滋病日和

国际禁毒日分别策划实施 1 次大型艾滋病防治宣讲活

动，日常结合校园内社团活动组织开展不少于 5 次的

艾滋病预防宣讲。每次宣讲覆盖不同的院系、专业及

不同年级的学生，宣讲过程穿插核心知识竞答、播放

宣传动漫片、角色扮演、安全套使用演练及案例分

析等形式增强趣味性和参与度，同时提供宣传资料、

安全套和唾液检测试剂。活动过程中由同伴骨干滚雪

球式不断发展新同伴，并筛选其中能力出众且有防艾

志愿的低年级学生，将其推荐给疾控中心考察培养，

适时发展为新的同伴骨干。当发生同伴骨干因毕业、

考研或其他原因退出团队时，新发展的同伴骨干能无

缝衔接，维持团队人员队伍稳定，校园防艾宣讲持续

推进。

2.5　推荐唾液快检，扩大检测范围　为打消大学生

隐私顾虑，便于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有效防止

HIV 传播，区疾控中心重点推荐唾液快速检测。检测

试剂由区疾控中心统一配发至各高校同伴骨干，再

由同伴骨干在宣讲活动中发放给有检测意愿的学生。

每支试剂均配有详细的操作步凑与结果判读说明，适

用于大学生自行检测。对唾液检测结果有异议或有

血液检测需求的学生，区疾控中心提供静脉采血 HIV

检测服务，结果告知遵循保密原则。

3　实施成效
3.1　培养组建同伴骨干团队是关键　在辖区 3 所高

校分别建立了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团队，三年间

共培养大学生防艾同伴骨干 110 人，完成能力提升培

训 12 次，具备独立开展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讲座与

宣讲的能力，上万名学生通过该途径从中获取到艾滋

病防治知识，部分进行了 HIV 检测知晓自身感染状

况。团队注重发展新骨干，新老同伴骨干衔接顺畅，

工作延续良好。在疾控中心的指导下，由同伴骨干设

计制作的防艾专题宣讲册“青春要爱不要艾”在高校

广为流传。

3.2　行为学调查分析突出问题导向　采用规范的

艾滋病相关行为学问卷在 3 所高校开展调查，三年

里共计收回有效问卷 3241 份，分析结果显示调查

对象男女之比为 0.87：1，HIV 检测率较低，仅为

2.87%（93/3241）。其中发生过性行为的有 13.36%

（433/3241），多数为男性，第一次发生性行为年龄

表 1　发生过性行为学生性别与行为构成情况［n（%）］

性别 性伴数量 性伴类型 是否使用安全套

男 女 （1~5）个 5 个以上 同性 异性 是 否

322（74.36） 111（25.64） 407（94.00） 26（6.00） 25（5.77） 408（94.23） 299（69.05） 134（30.95）

集中在（18~20）岁，性伴数量多在（1~5）个之间，

异性性伴占比较大，安全套使用率有待提高，详见表 1。

3.3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有所提高　通过疾控部

门的专业讲座与同伴骨干持续开展的校园防艾宣讲，

3 所高校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由 2016 年的

85.01% 提高到 2018 年的 88.99%，年均增幅 2.31%，

各 年 度 知 晓 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12.624，

P=0.002）。

3.4　HIV 检测早期发现阳性病例　随着同伴骨干校

园防艾宣讲的不断深入，三年来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

的人数也逐年增多。期间共完成校园内 HIV 唾液快

速检测 1993 人，静脉采血 HIV、梅毒检测 1513 人，

共计检出 HIV 阳性 5 人，均为该模式实施一年后发现。

详见图 1。

图 1　2016~2018 年盘龙区高校艾滋病检测与阳性发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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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做好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必须依靠多部门合作［7］

　盘龙区首次针对高校学生开展预防艾滋病的专题

工作，从该模式的前期设想到具体实施离不开相关

部门的通力合作。全过程盘龙区防治艾滋病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负责统一管理，共青团盘龙区团委联系

辖区高校协调配合，构建高校与疾控部门之间的桥

梁，盘龙区疾控中心承担具体实施与效果评估。多

部门合作促使盘龙区高校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

培养模式推进更加顺畅、高效。

4.2　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同伴骨干团队至关重要　大

学生同伴之间因相似的知识背景、相近的兴趣爱好和

相仿的年龄，天然成为艾滋病宣传教育的理想人员。

王林等［8］研究发现培训学校核心同伴宣传员对增强

学生艾滋病认知、促进态度和行为改变作用明显，

有助于学校更好地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通过该模

式培养的高校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干团队，在模

式具体实施过程中承担起防艾宣传重任发挥了重要

作用，至今该团队仍与疾控中心保持着长期联系，

在世界艾滋病日、禁毒日和各社团活动中持续开展

艾滋病预防宣讲，同时不断发展新同伴骨干去影响更

多的在校学生。

4.3　HIV 唾液快检有助于扩大检测范围和阳性发现

　对辖区高校开展的行为学调查分析显示，调查对象

中最近一年做过艾滋病检测的仅有 2.87%，与广州地

区青年学生 HIV 检测率 3.1%［9］、珠海市大学生 HIV

检测率 3.66%［10］基本相符。艾滋病自检有利于保护

检测者隐私，赋予人们自我管理感染艾滋病风险的权

利［11］。唾液快速检测试剂能提供学生 HIV 自检，最

大程度的保护学生隐私和避免歧视，有利于扩大检测

范围，及早发现阳性感染者，减少二代传播。

综上所述，盘龙区高校艾滋病预防宣讲同伴骨

干培养模式经过三年持续实践，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

率得到提高，HIV 检测发现阳性病例，同伴骨干预防

宣讲团队在高校艾滋治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该模式值得继续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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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硬下疳合并二期梅毒 1 例

赵文军，王　坤，黄池清，陈文颖

（金华市第五医院皮肤科，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　患者男，27 岁。反复阴茎多发溃疡 3 月，手足红斑 2 周。查体：阴茎冠状沟近系带处、阴茎体及阴茎根部见多
个椭圆形溃疡，大小不一，条带状排列，触之软骨样硬度，触痛阳性；双手掌、足底多发大小不一的浸润性红斑、丘疹，
呈圆形，部分红斑边缘有领圈样鳞屑；两侧腹股沟可触及多个浅表淋巴结肿大，约蚕豆大小，活动度可，压痛。TP 染色示：
基底层及真皮浅层见大量梅毒螺旋体。诊断：多发性硬下疳合并二期梅毒。予苄星青霉素 240 万 U 分两侧臀部肌注，1 次 / 周，
连用 3 次后皮损消退。
【关键词】　硬下疳；二期梅毒

中图分类号：R759.1　文献标志码：B　doi：10.3969/j.issn.1002-1310.2022.01.011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27 岁。阴茎反复多发溃疡 3 月，手足

红斑 2 周。患者 3 月前阴茎底侧出现一黄豆大圆形

溃疡，无明显自觉症状，来我院就诊，查梅毒血清、

抗体 HSV 及 HIV 血清抗体均阴性，诊断为“外阴

溃疡”，给予莫匹罗星软膏外用，2 周后溃疡愈合。

2 月前阴茎系带处、阴茎体再次出现多个绿豆大溃

疡，表面湿润，少量分泌物，有触压痛，来我院就诊，

复查梅毒两项、单纯疱疹病毒 HSV 及 HIV 血清抗

体均正常，拟诊“多发性外阴溃疡”，予“莫匹罗

星软膏、复方甘草酸苷片”治疗，未见好转，后患

者在当地医院继续诊疗，自述口服“消炎药”治疗

（具体药物不详），疗效不佳，溃疡渐增多，增大，

融合成斑块。2 周前双手足出现浸润性红斑、丘疹，

无瘙痒等不适，来我院复诊，再次行梅毒两项及溃

疡处组织病理学检查后确诊。患者既往身体健康，

未婚，发病前曾有多次无套高危性生活。否认药物

过敏史、生殖器疱疹病史、吸毒史和国外旅游史。

体格检查：系统检查无特殊。皮肤科情况：阴

茎冠状沟近系带处、阴茎体及阴茎根部见多个椭圆

形溃疡，大小不一，条带状排列，触之软骨样硬度，

触痛阳性；双手掌、足底多发大小不一的浸润性红斑、

丘疹，呈圆形，部分红斑边缘有领圈样鳞屑，躯干、

四肢未见皮疹（见图 1、图 2）。两侧腹股沟可触及

多个浅表淋巴结肿大，约蚕豆大小，活动度可，压痛

（见图 3）。

辅助检查：梅毒两项检查示梅毒螺旋体抗体

TPPA（+），RPR 1：32，单纯疱疹病毒 HSV 及 HIV

抗体检测均未见异常。阴茎处皮损组织病理检查示：

表皮略增生，基底层液化，真皮浅层由较多淋巴细胞、

浆细胞、组织细胞组成的混合炎细胞浸润，含有黏液

样物质，伴血管扩张，内皮细胞肿胀（见图 4a，b）。

TP 染色示：基底层及真皮浅层见大量梅毒螺旋体（见

图 5）。

诊断：多发性硬下疳合并二期梅毒。

治疗：予苄星青霉素 240 万单位分两侧臀部肌注，

每周 1 次，连用 3 次。治疗后，患者有发热（体温未

测）、头晕症状，未经特殊处理，数小时后症状消失，

考虑为吉一海氏反应。治疗 1 月后，患者溃疡愈合，

皮疹消退。

图 1　阴茎
多发溃疡

图2　双手掌红斑 图 3　腹股沟淋巴结彩超 图 4　 表 皮 略 增 生，
基底层液化，真皮浅层由
较多淋巴细胞、浆细胞、
组织细胞组成的混合炎细
胞浸润，含有黏液样物质，
血管扩张，内皮细胞肿胀
（HE×200）。

图 5　 T P 染 色
示： 基 底 层 及 真 皮 浅
层 见 大 量 梅 毒 螺 旋 体
（DAD×200）。

【收稿日期】  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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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梅 毒（syphilis） 是 由 苍 白 螺 旋 体（Treponema  

pallidum）引起的一种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根

据发病时间、临床表现及传染方式，可分为一期梅毒、

二期梅毒、三期梅毒、神经梅毒、隐性梅毒及先天梅

毒等［1］。苍白螺旋体是一种人类特异性病原体，以

其侵袭性和免疫逃避性著称，临床表现源于梅毒螺旋

体在组织内复制引起的局部炎症反应［2］。原发性梅

毒表现为硬下疳和局部淋巴结病，硬下疳通常是原发

性梅毒的首发症状，一般于暴露后（10~90）d 出现（平

均 21 天）在身体的性接触部位，并在（3~10）周内

自愈［3］。典型的表现为一种孤立的、无痛的、硬结的、

圆形或卵圆形浅溃疡，触诊有软骨样硬度，通常发生

在龟头、冠状沟、阴唇、阴唇系带或会阴处，也可发

生在口腔、直肠、阴道、乳头、眼睑等生殖器外的任

何接种部位［4］。硬下疳由于合并其他细菌或疱疹病

毒感染，可能是多发性、疼痛性或非典型性的［5］。

硬下疳出现一到两周，单侧或双侧区域淋巴结肿大，

质硬，无触痛，不化脓。

二期梅毒多在暴露后 2 周至 6 个月（平均 2~12 周）

出现症状，可与硬下疳同时发生，或在硬下疳后 8 周

内发生。临床表现为皮肤黏膜及系统症状，皮损形态

多样，可以模仿其他任何皮肤病，因此长久以来它

被称为“宏大的模仿者”或“万能模仿者”［6］。部

分前驱症状明显，有低热、咽喉痛、体重减轻、肌肉

酸痛及头痛等症状；皮疹常表现为玫瑰疹或斑丘疹、

黏膜斑、扁平湿疣、虫蚀状脱发（4%~11%），环形

或伞房花性、大疱性等。早期皮损呈对称性、泛发性、

浅表性、发疹性、一过性和斑疹样，而后期通常呈多

形性、鳞屑性、脓疱样或颈部色素脱失斑等，分布于

面、躯干、四肢、掌跖部，以及肛门或生殖器区域，

严重程度各异，随着体征和症状消退，进入潜伏期，

可持续多年［7］。（1~2）年潜伏期的患者仍被认为是

有传染性的，有 25% 的风险继发性梅毒样复发。本

例患者硬下疳、二期梅毒疹共存，首次发生溃疡时，

梅毒血清学检查阴性，被误诊，后再次发生多发性溃

疡，合并双手足典型红斑时，最终被确诊，发病仍有

先后顺序，最先出现硬下疳，随后又两次出现硬下疳。

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患者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低

下以及多次口服不同种类抗生素，导致不合理治疗

有关，致使梅毒螺旋体未能迅速清除，故而一期梅

毒持续存在；同时梅毒螺旋体在体内大量快速繁殖，

进入血液导致二期梅毒疹，具体机制尚未阐明［8］。

梅毒各期的病理学表现为血管受累伴动脉内膜

炎和动脉周围炎，树胶肿期为肉芽肿性炎症。在一期

病变中，表皮增生，表皮突变宽和延长，溃疡表面覆

盖着由纤维蛋白、坏死组织和中性粒细胞组成的渗

出物，真皮浅层可见密集的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

也可见组织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肿胀。

银染色显示在真 - 表皮交界处血管周围见梅毒螺旋

体［9］。发生于外生殖器的硬下疳应与生殖器疱疹、

软下疳、固定性药疹、白塞病、急性外阴溃疡、下疳

样脓皮病和生殖器部位肿瘤进行鉴别［10］。二期梅毒

因其临床表现多样，组织病理学各不相同，可依据皮

疹特点及梅毒血清检查鉴别，本例患者临床表现及组

织病理较为典型，免疫组化染色见大量梅毒螺旋体，

且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诊断明确，但患者曾多

次梅毒血清学检查均阴性，被误诊，提示我们对有

生殖器病变或皮疹的性活跃患者，要高度怀疑梅毒，

必要时可多次检查梅毒两项。给予患者苄星青霉素系

统治疗，患者拒绝使用激素预防吉一海氏反应，治疗

过程发生吉一海氏反应，程度较轻，数小时后消退，

未予处理，治疗 1 月后手足红斑及阴茎溃疡消退，目

前仍在随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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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例皮肌炎相关肺间质病变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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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分析 65 例皮肌炎相关肺间质病变患者的病史资料，以加强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对 200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于四川省人民医院就诊的 65 例皮肌炎相关肺间质病变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内容包括临床特征、检验检查结果、
治疗及预后。结果　患者以中年女性居多，主要表现为肌无力（76.92%）、肌痛（61.54%）、关节痛（63.08%）、咳嗽咳痰（66.15%）、
Heliotrope 征（72.31%）、Gottron 征（68.00%）。60.00% 出现 CK 及 CK-MB 升高，91.18% 出现 α-HBDH 升高，65.22%
抗 MDA5 抗体阳性，14.52%Jo-1 抗体阳性，71.88% 抗 Ro52 抗体阳性。治疗方案主要包括糖皮质激素（96.92%）、免疫抑
制剂（56.92%）、丙种球蛋白（15.38%）、抗生素（69.23%）。经治疗，好转 56 例，加重 2 例，死亡 7 例。结论　皮肌炎
相关肺间质病变患者临床表现多样，死亡率较高，应综合考虑患者临床特点，避免误诊、漏诊。建议皮肌炎患者常规完善
抗 MDA5 抗体、抗 Jo-l 抗体、抗 Ro52 抗体以及胸部高分辨率 CT 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并治疗肺间质病变。
【关键词】　皮肌炎；肺间质病变

中图分类号：R593.26　文献标志码：B　doi：10.3969/j.issn.1002-1310.2022.01.012

皮肌炎（dermatomyositis，DM）是一种主要累及

皮肤和肌肉的特发性炎症性肌病，其他器官如肺、

心脏、关节、胃肠道等也可受累［1］。皮肌炎相关肺

间 质 病 变（dermatomyositis-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DM-ILD）是导致皮肌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2，3］。在 DM 患者中，有超过 1/5 的患者会发生

DM-ILD，随着病情发展，可发生肺纤维化、肺动脉

高压甚至呼吸衰竭等，严重威胁患者健康［4，5］。因此，

本研究系统回顾了于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的 65 名

DM-ILD 患者的临床特征、检验检查结果、治疗及预

后，以期进一步认识 DM-ILD 的特点，提高诊治水平。

1　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四川省人民医院收治入院的 65 例首次诊断为皮肌

炎相关肺间质病变的患者，上述患者均满足 Bohan 和

Peter 皮肌炎诊断标准［6］，同时具有以下任意 2 项：合

并咳嗽、咳痰、胸闷、胸痛、气促等症状；高分辨率

CT（high resolutioncomputed tomography，HRCT） 显 示 1

种或 1 种以上肺间质病变影像改变；肺功能检测结果

显示通气功能障碍和 / 或弥散功能减退；肺脏病理符合

2002 年欧洲协会指定肺间质病变病理表现。排除因职

业、药物、环境、病毒感染等因素导致的间质性肺炎。

1.2　方法　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

病史（病程、既往诊断、症状及体征）、实验室检查（白

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血沉 ESR、谷丙转氨酶

ALT、谷草转氨酶 AST、α- 羟丁酸脱氢酶 α-HBDH，

肌酸激酶 CK、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乳酸脱氢酶

LDH、甘油三酯、白蛋白、免疫球蛋白 IgE/G、铁蛋白、

癌胚抗原 CEA、补体 C3/C4、抗核抗体 ANA、抗中性

粒细胞胞浆抗体 ANCA、抗 MDA5 抗体、T 淋巴细胞

计数）、肺部及其他检查（胸部 CT、肺功能、肌电图、

心电图、心脏彩超、肌肉活检），治疗及预后。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

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用中位数（25% 分位数，75% 分位数）表示，

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定性资料采用例数（n）

和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检验分析。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65 例 DM-ILD 患者，男 15 例，女 50

例，男女比例 1：3.33。年龄在（28~81）岁之间，平

均年龄（52.46±12.82）岁。病程在（0.5~36）月不等，

中位病程 2 月。既往诊疗经过详细者 51 例，其中拟

诊为风湿免疫性疾病 27 例（52.94%）；肺炎 14 例

（27.45%）；过敏性皮炎 10 例（19.61%）；横纹肌

溶解症 2 例（3.92%）；药疹 1 例（1.96%）；药物性

肝损伤 1 例（1.96%）；药物过敏性心肌炎 1 例（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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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症状与体征　以皮疹肌痛等皮肌炎症状为首发

表现者 44 例（67.69%），以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肺

部症状为首发表现者 12 例（18.46%），二者同时出

现者 9 例（13.85%）。伴发肺部感染者 47 例（72.31%）。

65 例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详见表 1。

表 1　65 例 DM-ILD 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

临床表现 n（%）

肌无力 50（76.92）

肌痛 40（61.54）

关节痛 41（63.08）

吞咽困难 19（29.23）

饮水呛咳 10（15.38）

咳嗽咳痰 43（66.15）

呼吸困难 19（29.23）

发热 15（23.07）

Heliotrope 征 47（72.31）

Gottron 征 44（68.00）

V 领征 27（41.54）

技工手 20（30.77）

Velcro 啰音 16（25.62）

其他湿啰音 22（33.84）

表 2　DM-ILD 患者实验室检查结果

实验室检查 %

白细胞↓ 10/65（15.38）

血红蛋白↓ 25/65（38.46）

血小板↓ 3/65（4.62）

甘油三酯↑ 33/49（67.35)

白蛋白↓ 62/65（95.38）

ESR ↑ 57/61（93.44）

ANA 阳性 44/62（70.97）

抗 SSA 阳性 7/62（11.29）

抗 Jo-1 抗体阳性 9/62（14.52）

抗 TIF1γ 抗体阳性 5/62（8.06）

抗 Ro52 抗体阳性 46/64（71.88）

ANCA 阳性 13/41（31.71）

抗 MDA5 抗体阳性 15/23（65.22）

补体 C3 ↓ 27/60（45.00）

补体 C4 0/60（0.00）

IgE ↑ 26/55（47.27）

IgG ↑ 22/60（36.67）

T 淋巴细胞计数↓ 14/30（47.67）

铁蛋白↑ 50/58（86.20）

CEA ↑ 16/58 (27.59)

LDH ↑ 59/65（90.77）

AST ↑ 50/65（76.92）

ALT ↑ 49/65（75.38）

CK ↑ 39/65（60.00）

CK-MB ↑ 39/65（60.00）

α-HBDH ↑ 31/34（91.18）

2.3　实验室检查结果　ANA阳性44例，1：100 22例，1：

320 12 例，1：1000 8 例，1：3200 1 例，1：32000 1 例。

类型可见核颗粒型 27 例，胞浆颗粒型 19 例，核仁型

7 例，核均质型 6 例，胞浆纤维型 2 例，核点型 2 例，

着丝点型 2 例，核膜型 1 例，抗中性粒抗体型 1 例，

核胞浆型 1 例。其余实验室检验结果详见表 2。患者

出院时血清肌酶水平较入院时明显下降，详见表 3。 

表 3　DM-ILD 患者出入院血清酶比较

入院时 出院时 Z P

LDH 525（363,827） 383（281,580） -4.598 0.000

CK 215（77,1777） 113（33,462） -5.466 0.000

CK-MB 20（16,64） 23（16,46） -3.026 0.002

AST 99（57,167） 65（39,94） -4.421 0.000

ALT 68（41,131） 65（46,111） -1.575 0.115

α-HBDH 308（256,424） 290（221,374） -3.355 0.001

2.4　肺部检查　40 例 （61.54%）行 HRCT，17（26.15%）

例行胸部平扫，8 例（12.31%）行胸部增强 CT。结

果详见图 1。有 21 例（32.31%）病灶分布在双肺多

叶多段，21 例（32.31%）以双肺下叶为主。在 12 例

行肺功能检查患者中，9 例伴发通气功能障碍（轻度

3 例，中度 3 例，重度 3 例），10 例伴发弥散功能障

碍（轻度 4 例，中度 4 例，重度 1 例，极重度 1 例）。

图 1　65 例 DM-ILD 患者胸部 CT 结果

2.5　其他检查　肌肉活检阳性 29 例（29/30，96.67%），

其中，肌纤维变性 17 例，肌纤维萎缩 6 例，伴随炎

细胞浸润 24 例。肌电图阳性 40 例（40/56,71.43%），

提示肌源性损害 36 例，神经源性损害 1 例。心电

图阳性 27 例（27/64，42.19%），伴随 T 波改变 15

例，ST-T 改变 4 例。心脏彩超阳性 44 例（44/54，

81.48%），左室舒张功能降低 28 例，瓣膜关闭不全

27 例，肺动脉高压 7 例。

2.6　治疗　在 65 例患者中，63 例（96.92%）使用

了激素治疗，35 例（53.85%）使用大剂量激素（>1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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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d），22 例（33.85%）使用中等剂量激素（（0.5-

1）mg/kgd），6 例（9.23%）使用激素冲击治疗，使

用非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激素剂量平均（1.40±0.61）

mg/kgd。有 10 例（15.38%）使用激素联合静注丙种

球蛋白，35 例（53.85%）使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

2 例（3.08%）单用免疫抑制剂，免疫抑制剂包括羟

氯喹 13 例，甲氨蝶呤 12 例，环磷酰胺 10 例，吗替

麦考酚酯 4 例，他克莫司 4 例，硫唑嘌呤 2 例，环孢

素 1 例。45 例（69.23%）使用了抗生素治疗，包括

喹诺酮类 30 例，头孢类 14 例，青霉素 14 例，碳青

霉烯类 9 例，硝基咪唑类 2 例。6 例（9.23%）使用

抗真菌药物治疗，包括伏立康唑 5 例、伊曲康唑 1 例。

2.7　预后　经治疗，好转 56 例，加重 2 例，死亡 7 例，

死因包括重症肺炎 3 例、呼吸衰竭 3 例、急性呼吸窘

迫 1 例。

3　讨论
皮肌炎是一种发病原因及机制尚未明确，累及

多器官、多系统的疾病，临床表现多样，给临床诊

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而间质性肺病是皮肌

炎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临床疗效不佳。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对于改善 DM-ILD 患者的生存质量、

提高生存率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究中 65 例 DM-ILD 患者平均年龄 52 岁，

女性多见。与既往文献报道相符［2］。大部分患者以

皮肌炎症状而非肺部症状为首发表现。主要表现为肌

无力、肌痛、关节痛、咳嗽咳痰、Heliotrope 征阳性、

Gottron 征阳性、V 领征阳性、发热，上述症状的阳

性率均远高于付涛等人对中国皮肌炎患者的回顾性

分析结果［7］。但是，目前国内外关于皮肤表现与

DM-ILD 的关系尚缺乏统一的结论，仍需要大量的病

例及实验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既往诊断最多的是

风湿免疫性疾病（52.94%），其次是肺炎（27.45%）、

过敏性皮炎（19.61%）等。因此，临床医生在诊疗

过程中时，应从多学科、多系统、多角度看待疾病，

尽量减少误诊、漏诊。

本次资料统计发现 DM-ILD 患者可出现不同程

度的肌酶升高，以 LDH 及 α-HBDH 较敏感，分别

为 90.77%、91.18%，而 60% 出现 CK 及 CK-MB 升高，

且出院时与入院时比较，除 ALT 外，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由此可见，随着患者病情的好转，肌酶可逐

渐下降。但血清肌酶特异性不强，且并非所有患者均

会出现血清肌酶的异常，故仍需完善其他检验检查以

帮助诊断及判断预后。

皮肌炎是由补体调控的一类微血管病，补体的

沉积会引发内皮细胞膨大和空泡形成，最终导致缺血

和肌纤维破坏［8］。根据激活物的不同，补体系统可

分为 3 种激活途径：经典途径、甘露糖结合凝集素途

径和旁路途径。在旁路途径中，C3 分子被直接激活，

再完成 C5-C9 的激活过程，C4 没有参与其中。值得注

意的是，本次研究中有 45.00% 的患者补体 C3 降低，

所有患者 C4 正常，故推测，皮肌炎主要通过旁路途

径激活补体系统，从而产生一系列免疫炎症反应，通

过抑制旁路途径有望成为治疗 DM-ILD 的新方向。

目前认为，不同的肌炎自身抗体赋予了皮肌炎

不同的临床表型。抗 MDA5 抗体、抗 Jo-l 抗体、抗

Ro52 抗体近年来被认为与 DM-ILD 高度相关［9-11］。本

次研究中此三个抗体的阳性率均高于既往报道皮肌

炎患者阳性率［9，12，13］。并且本研究发现，2017 年之前，

无患者检测抗 MDA5 抗体，2017 年之后，检测率逐

年上升，近 2 年抗 MDA5 抗体检测率 71%，这意味

着抗 MDA5 抗体越来越受到临床上的重视。HRCT 是

诊断 ILD 的影像学金标准，可以评估病变程度，特

异性和敏感性均高达 80% 以上，为首选检查方法［14］。

本研究中，HRCT 检查的应用率仅 61.54%，作为一

种无创检查，应该推广其在皮肌炎诊治中的应用，

建议作为皮肌炎患者的常规检查，以便及早发现 ILD

并采取相关治疗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研究的 65 例患者中，无

患者合并恶性肿瘤。Satoshi Ikeda 等同样发现，DM-

ILD 患者发生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显著降低［15］。有学

者也发现，患有 DM 合并恶性肿瘤的患者发生间质

性肺病的可能性下降［16］。关于 DM-ILD 与恶性肿

瘤之间的关系，可能与肌炎自身抗体有关，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阐明［15］。

目 前， 针 对 DM-ILD 的 治 疗 尚 缺 乏 统 一 的 指

南。治疗方式主要包括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

免疫球蛋白、生物制剂以及血浆置换。在本研究中，

96.92% 系统使用了糖皮质激素，有 9.23% 使用激素

冲击治疗。糖皮质激素已被证明可以改善皮肌炎患

者的总体生活质量，减少疾病活动性。有研究显示，

使用冲击剂量激素治疗的患者与每日使用大剂量激

素的患者相比，治疗结果相似且副作用明显减少［17］。

有专家建议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 DM-ILD［18］。

本研究有 56.92% 使用了免疫抑制剂，主要包括羟氯

喹、甲氨蝶呤、环磷酰胺等。有 72% 的患者合并了

肺部感染，69.23% 使用了抗生素，9.23% 使用了抗

真菌药，不排除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导致感染风

险增加所致。因此在使用免疫抑制剂时，因注意监测

其副作用，如加重肺部感染，继发感染性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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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例儿童甲层裂的临床特征分析

任发亮，白晓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儿科学重庆
市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15）

【摘要】　目的　分析儿童甲层裂病例的临床特征，寻找其发病原因。方法　收集 2019 年 1 月 -2021 年 8 月由儿童甲层裂
病例全部资料，分类汇总（年龄、性别、发病时间、既往史、治疗史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76 例患儿的
平均发病年龄为（3.15±1.54）岁，平均发病时间为（11.61±10.07）d，其中有 43 例患儿曾患过手足口病，大部分患儿仅
指甲发生甲层裂（67 例，88.16%），趾甲发生甲层裂的仅有 6 例（7.89%），发病时间多集中于（7~9）月（40.79%）、（1~3）
月（26.32%）。结论　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可能是甲层裂的重要病因，具体原因及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关键词】　甲层裂；手足口病；临床特征；儿童；疱疹性咽峡炎

中图分类号：R758.72　文献标志码：B　doi：10.3969/j.issn.1002-1310.2022.01.013

甲病是皮肤科比较疑难的领域，甲病的病因和

诊断均为比较棘手的问题，与成人相比儿童甲病更为

少见。我们在儿童皮肤科的临床中发现甲层裂的病例

指趾甲具有显著的临床特征，表现为甲近端甲板出现

层裂，甲板脆弱，容易碎裂。有部分患儿（1~2）月

前有手足口病患病史，为了更详细的探讨甲层裂的病

因，我们收集了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8 月期间诊

断的甲层裂患者全部资料并对其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 床 资 料　76 例 患 儿 均 为 在 2019 年 1 月 至

2021 年 8 月期间由任发亮医生诊断的甲层裂患儿，

其中男 39 例，女 37 例，所有患儿均有部分指甲或

趾甲甲板近端层裂。

1.2　方法　借助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临床大

数据平台，调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8 月由任发亮

医生诊断的甲层裂患者的所有病历资料，包括患儿的

一般情况、疾病史、病甲情况及实验室检查等，并对

这些数据进行总结分析。

2　结果

1a：患儿双手指甲损害　                     1b：患儿趾甲损害
图 1　患儿甲损害

2.1　一般情况　76 例患儿中，男 51.32%，女 48.68%，

性别比为 1.05，发病年龄从 9 月龄到 10 岁 8 个月，

平均发病年龄（3.15±1.54）岁，所有患儿均有部分

指甲或趾甲甲板近端层裂（详见图 1）。从发病到就

诊时间为 1d~8 周，平均时间为（11.61±10.07）d。

2.2　既往病史　76 例患儿中，43 例曾患过手足口病

（56.58%），1 例患儿有手足口患者接触史（1.32%），

8 例曾患疱疹性咽峡炎（10.53%），5 例有发热病史

（6.58%），2 例曾患口周疱疹（2.63%），其余 17

例无特殊（22.37%），详见表 1。

表 1　76 例甲层裂患儿既往疾病史（n，%）

既往史 n 百分比

手足口病 43 56.58

疱疹性咽峡炎 8 10.53

发热病史 5 6.58

口周疱疹 2 2.63

手足口患者接触史 1 1.32

其他 17 22.37

总 计 76 100.00

2.3　 甲 受 累 情 况　76 例患儿中仅指甲发生甲层

裂的有 67 例（88.16%），趾甲发生甲层裂的有 6 例

（7.89%），其中 3 例（3.95%）指趾甲均出现了甲层裂，

详见表 2。所有患者均出现了部分指甲或趾甲甲板近

端层裂。

表 2　76 例甲层裂患儿甲受累情况（n，%）

甲受累情况 n %

指甲 67 88.16

趾甲 6 7.89

趾指甲 3 3.95

总 计 76 100.00

1a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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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甲层裂与季节　本研究中的甲层裂患儿，发病

季节主要集中在（7~9）月（40.79%），（1~3）月

次之（26.32%），详见表 3。既往曾患过手足口病的

43 例患儿中，手足口病（1~2）周后出现甲层裂的患

儿有 36 例（83.72%），（3~4）周后出现甲层裂的

患儿有 7 例（16.28%）。

表 3　76 例甲层裂患儿不同月份发病例数及百分比

月份 n %

1~3 20 26.32

4~6 13 17.11

7~9 31 40.79

10~12 12 15.79

总计 76 100.00

3　 讨论
在本次研究调查的 76 例甲层裂患儿中，其中

有 43 例曾在两月内患有手足口病，占比 56.58%，

提示了手足口病可能与甲层裂发生的相关性。曾有

文献首次报道 5 例手足口病患儿在（3~8）周后出

现甲层裂，国内也有很多关于甲层裂与手足口病相

关性的报道［1］。Kai-Che Wei 等［2］收集了 11 例手

足口病后出现脱甲症患者的指甲样本，对其中的人

类肠道病毒（HEV）进行了检测，发现 3 名患者和 

1 名埃可病毒患者的指甲样本中存在柯萨奇病毒 A6

（CoxA6），认为手足口病后脱甲症的主要原因是某

些新型病毒，主要是 CoxA 6，具有毒性，可能会损

坏指甲基质。金红星等［3］通过研究发现不仅 CoxA 

6 是手足口病引起甲脱落的主要病毒，另外 EV71、

CoxA 16 等也可以引起甲脱落。

手 足 口 病（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

是一种病毒性皮肤病，致病病毒主要为肠道病毒，

包括柯萨奇病毒（Coxsackievirus）、埃可病毒（Echo 

viruses）及肠道病毒 71 型（enterovirus71，EV71）等，

主要发生在儿童中，HFMD 的典型临床特征为发热和

手、足、口腔、臀部等部位发生皮疹、溃疡，严重者

甚至会出现其他系统的并发症［4］。

此外，在本研究中，有 8 例（10.53%）患儿曾

患过疱疹性咽峡炎，其甲层裂的表现与其他并无差

异。疱疹性咽峡炎（Herpangina，HA）是一种由柯萨

奇病毒 A 组（Coxsackievirus，CoxA）引起的肠道病

毒性传染病，主要临床症状为急性突发高热和咽

峡部疱疹性溃疡等［5］。汤建萍等［6］曾报道过 4 例

表现为疱疹性咽峡炎的患儿出现脱甲病。疱疹性咽峡

炎与手足口病的致病病毒基本相同，这也说明疱疹性

咽峡炎与甲层裂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本 研 究 发 现， 绝 大 部 分 甲 层 裂 患 儿 有 手 足

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病史，且甲层裂常见于指甲

（88.16%），而少见于趾甲（7.89%）。大部分手足

口病患者的表现为发热、皮疹，仅有部分患者会出现

脱甲症状，该现象是否由柯萨奇病毒导致，其具体原

因及致病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致谢：我科周小英老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整理

患者的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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呋喃西林溶液联用夫西地酸乳膏治疗窝状角质松解症的疗效观察

白　璐，朱才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皮肤病科，山东　潍坊　261031）

【摘要】　目的　观察 0.02% 呋喃西林溶液联合夫西地酸乳膏与单用夫西地酸乳膏治疗窝状角质松解症的疗效对比。方
法　将 73 例窝状角质松解症患者用分层因素权重值最小的方法分为联合治疗组 (36 例 ) 和单药治疗组（37 例），联合
治疗组以 0.02% 呋喃西林溶液湿敷或冲洗，每次 20min，每晚 1 次，联用夫西地酸乳膏 2 次 /d，单药治疗组 37 例仅外
用夫西地酸乳膏 2 次 /d。分别于治疗 14 天、30 天复诊。结果　治疗 14 天时联合治疗组和单药治疗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58.33% 和 29.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8，P<0.05）。治疗 30 天时两组的有效率分别是 97.22% 和 91.89%，无统
计学差异（χ2=1.00，P ＞ 0.05）。未观察到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结论　0.02% 呋喃西林溶液联用夫西地酸乳膏较单
用夫西地酸乳膏起效快，值得临床借鉴。
【关键词】　窝状角质松解症；呋喃西林溶液；夫西地酸乳膏；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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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状角质松解症（pitted keratolysis，PK）［1］是

一种局限于足跖角质层的感染性皮肤病，临床上表现

为多发性、孤立性的浅表漏斗状凹陷、糜烂，伴有恶

臭及滑腻感（图 1）。此病临床不常见，但由于军队

要在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及洪涝

灾害等的抢险救灾工作，尤其是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

长时间穿着封闭性强的鞋，无法及时更换晾晒，足底

出汗多合并微生物感染，因此军队中发病率相对较高。

传统治疗大多以外用抗生素为主，但临床发现起效较

慢，为寻找快速的治疗方法，笔者通过对 2018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共接诊的 73 例窝状角质松解症患者

进行研究对比，发现呋喃西林溶液联用夫西地酸乳膏

治疗起效速度优于单用夫西地酸乳膏，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 2018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本

院皮肤科门诊临床诊断为窝状角质松解症患者 73

例。入选标准：① 均符合 PK 的诊断标准［1］：双

足趾腹、足跖或足跟部潮湿、发白，在发白的斑片

上起浅表漏斗状凹陷，自觉瘙痒，散发恶臭，真菌

镜检及培养均为阴性；② 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该实验符合人体试验伦理学标准，并得到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排除标准：对观察药物及其赋形

剂过敏者。

采用分层因素权重值最小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

为联合治疗组和单药治疗组。联合治疗组 36 例，其

中男 30 例，女 6 例，年龄（17~35）岁，病程（10~60）d；

单药治疗组 37 例，其中男 32 例，女 5 例，年龄（19~34）

岁，病程（12~60）d。两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年龄、

病程、靶皮损占足底面积比例等基线资料的差异上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1。

表 1　联合治疗组和对照组基线资料对比

 组别 n 性别比
（男：女）

病程（d）
（x-±s）

年龄（岁）
（x-±s）

靶皮损占足底面积比例
（x-±s）

联合治疗组 36 30:6 34.17±13.01 25.52±5.02 （39.86 ±11.88）%

单药治疗组 37 32:5  34.94±12.33 26.27±4.31 （40.44±10.56）%

t 值
P 值

0.142
>0.05

0.260
>0.05

0.680
>0.05

0.220
>0.05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联合治疗组外用呋喃西林溶液（批

准文号：H20061301，海南东联长富制药有限公司）

湿敷或冲洗，每次 20min，每晚 1 次，联用夫西地酸

乳膏（批准文号：H20090122，爱尔兰利奥制药有限

公司）2 次 /d，单药治疗组仅外用夫西地酸乳膏 2 次

/d。治疗期间均尽量保持足部干燥，穿棉袜，经常更

换鞋子，分别于治疗 14d、30d 复诊。

1.2.2　疗效判定　治疗前和治疗结束，以靶皮损的

自觉症状和体征进行评分。以（0~4）分制评估皮损

症状体征及严重程度，无异味为 0 分，轻度 1 分，

明显 2 分，剧烈 3 分，严重 4 分。皮损全部消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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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分，（1/10~1/5） 为 1 分，>1/5 为 2 分。 疗 效 指

数 =（治疗前总积分 - 治疗后总积分）/ 治疗前总积

分 ×100%。以疗效指数作为判定依据，疗效指数

<20% 为无效，20%~59% 为有效，60%~89% 为显效，

>90% 为痊愈；有效率 =（痊愈 + 显效）/ 全部病例数

×100%。复发率：凡在治愈后再次出现皮损者人数

占所在组别人数的百分比。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n，%）表示，采用四格表 χ2 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 1　窝状角质松解症患者足部皮损
足跖部浸渍发白，可见大量点状凹陷

2　结果
2.1　疗效观察　治疗 14 天，联合治疗组 36 例患者中，

痊愈 5 例，显效 16 例，有效率 58.33%，对照组 37 例，

痊愈 0 例，显效 11 例，有效率为 29.73%，联合治疗

组和单药治疗组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8，

P<0.05）。治疗 30 天，两组的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1.00，P>0.05）。见表 2。

2.2　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过程中耐受性好，未观察

到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

3　讨论
PK 是一种好发于足部皮肤的浅表细菌感染性疾

病，少数也可发生于背部［2］，由 Castellani 在 1910

年首次报道。青年男性更易发病。常由棒状杆菌、链

霉菌、放线菌、刚果嗜皮菌、微球菌等［3］等微生物

感染和局部多汗引起。在皮肤 pH 增加、多汗及封闭

的环境中，细菌大量增殖产生蛋白酶和硫化合物，蛋

白酶消化角蛋白，破坏角质层，产生特有的皮肤表现，

硫化物导致恶臭。文献报道该病分布于全世界各地，

无种族差别，热带赤脚人群中更为常见［4］，运动员（尤

其是摔跤和武术）、海洋工人、军人也是易发人群，

罗洋［5］在 2012 年甘肃陇南、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及在

甘肃舟曲抗击泥石流中就曾发现 72 例窝状角质松解

症患者。本病极易出现误诊，应与足癣、疣、点状掌

跖角化症、掌跖角化不良、二期梅毒、跖疣、汗疱疹

等疾病鉴别。本研究发现虽然两种治疗方法在第 30

天的效果上无统计学差异，但治疗 14 天时联合呋喃

西林溶液组效果明显优于单用抗生素软膏。0.02% 呋

喃西林溶液是一种广谱的杀菌药物，通过干扰细菌的

糖代谢过程和氧化酶发挥抑菌或杀菌作用，对足底红

肿疼痛的患者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能快速地减少异

味。多汗症被认为是细菌增殖的一个诱发因素［6］，

以呋喃西林湿敷或冲洗患处兼具干燥收敛的作用，可

改善足底浸渍和足底多汗现象，对部分合并真菌感染

的患者也能起缓解作用。夫西地酸属于甾体结构抗生

素，是窄谱、高效，针对革兰阳性菌的经典抗菌药物，

有抑菌、杀菌和消炎作用，渗透力强，还具有一定的

免疫调节作用［7］，能抑制细菌导致的组织水肿、渗出、

变性等，实验尚未发现耐药菌株的出现［8］。二者联

用抗菌谱更广，起效速度快。治疗的同时还应对患者

进行健康教育，不与他人共用鞋和毛巾，使用吸水棉

袜，洗后适当晾干双脚，避免长期穿着闭塞的鞋。 

综上所述，呋喃西林溶液和夫西地酸乳膏联合

治疗窝状角质松解症使用较单用抗生素软膏能更快

控制病情，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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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窝状角质松解症患者联合治疗组和单药治疗组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疗 14 天 治疗 30 天

治疗效果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联合治疗组 36  5 16 15 0 58.33 32 3 1 0 97.22

单药治疗组 37 0 11 22 4 29.73 29 5 3 0 91.89

χ2

P
5.88

<0.05                      
1.00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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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与 2021 年新疆伊犁地区哈萨克族变应性皮肤病患者过敏原对比分析

马春雷，石元春，肖吾开特

（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皮肤科，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 2013 年与 2021 年新疆伊犁地区哈萨克族变应性皮肤病患者过敏原。方法　采用欧蒙免疫印迹
法检测系统检测 2021 年新疆伊犁地区哈萨克族 300 例变应性皮肤病患者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sIgE）和总 IgE 抗体
（TIgE），筛查过敏原，将 2021 年与 2013 年过敏原检测结果进行对比。结果　300 例变应性皮肤病患者血清过敏原特异
性 IgE 阳性率 89.67%（269/300），其中吸入组中以屋尘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出比例最高达 33.67%（101/300）；其次
是户尘螨，达 22.0%（66/300）。在食物组中以牛奶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出比例最高，达 9%（27/300），其次是花生，
达 3.67%（11/300）。从性别上来看，男女在一些过敏原上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从年龄上来看，年龄≤ 14 岁组和年龄
≥ 14 组在一些过敏原上，经统计分析有统计学意义。从时间上看，2013 年和 2021 年在屋尘、户尘螨、牛奶变应原存在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2021 年伊犁地区哈萨克族变应性皮肤病患者血清过敏原阳性率较 2013 年有明显升高，原因有待进
一步研究。
【关键词】　变应性皮肤病；过敏原；特异性 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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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又称过敏性疾病，是皮肤科

常见病，临床上常见的过敏性疾病有湿疹、荨麻疹、

特应性皮炎等，其病因复杂，种类繁多，病程迁延

反复。有报道认为各种摄入和吸入性过敏原与变态

反应疾病关系密切［1-4］。因此寻找过敏原，对疾病

诊断、预防和治疗均有重要意义。但是过敏原种类

多种多样，若将所有的过敏原种类都进行检测，费

用太高，可实施性低，分析变应性皮肤病患者血清

特异性过敏原（sIgE）和总 IgE，使防治和控制此

类疾病更具针对性和准确性。 为进一步探寻过敏性

皮肤病病因，了解过敏原在变应性皮肤病的意义，

我们采用欧蒙免疫印迹法检测系统（EUROLMMUN 

checking）对 300 例哈萨克族变应性皮肤病患者进

行 sIgE 和总 IgE 的检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0 月来

我院就诊的哈萨克族荨麻疹患者（120 例）、湿疹患

者（150 例）、特应性皮炎和其他变应性皮肤病患者

共 300 例。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　空腹抽取上述患者静脉血 5ml，

静置离心（1500~3000）r/min，取血清移至另一试管

中 -20℃冰冻待检。

1.2.2　仪器试剂　采用采用欧蒙免疫印迹法检测系

统，对上述血清进行变应原 sIgE 含量测定，全部试

剂均为欧蒙医学实验诊断公司生产。

1.2.3　以欧蒙免疫印迹法检测系统进行检测　在

CAP（固相载体）中加入待检血清，孵育 30min，洗

去未结合部分后加入酶标二抗，室温下孵育 2.5h，冲

洗加底物反应 10min，用终止液停止反应，将生成的

可释放荧光标记物质洗脱至阅读版，经计算机读出荧

光值，测得所检变应原 sIgE 含量。

1.2.4　检测变应原种类　有吸入性变应原和食入性

变应原共 26 种。吸入性变应原有吸入性变应原过筛

（phadiatop）、hx2（屋尘、户尘螨、粉尘螨）、ex1（猫

皮屑、马皮屑、牛皮屑、狗皮屑）、ex2（鹅毛、鸡

毛、鸭毛）。食入性变应原有：fx2（鱼、虾、紫贻贝、

金枪鱼、鲑鱼）、fx5（蛋白、牛奶、小麦、花生、大豆）、

fx10（羊肉、牛肉、蛋黄、鸡肉），同时根据病史、

生活习惯、饮食等个人要求进行个性变应原检测。

1.3　结果判定　本组 sIgE 结果以分级标准判定［5］：

sIgE<0.35KU/L，为阴性；（0.35-0.7）KU/L，为阳

性 I 级；（0.7-3.5）KU/L，为阳性 II 级；（3.5-17.5）

KU/L，为阳性 III 级；17.5KU/L，为阳性 IV 级。有 1

项血清变应原 sIgE 阳性检出即为 sIgE 检测阳性。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　300 例患者中男 155 例，女 145 例；年

龄最大 82 岁，最小 1 岁，平均年龄（25.6±6.45）岁。

≤ 14 岁 143 例，占 47.67%，>14 岁 157 例，占 52.3%。

2.2　不同变应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水平　300 例变

应性皮肤病患者 sIgE 总阳性率为 89.67%（269/300），

各种变应原阳性率见表 1。

2.3　按性别分析变应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水平　

从性别上来看，男女之间在猫狗皮屑、牛奶、鸡蛋、

【收稿日期】  202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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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等 5 种变应原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2.4　按年龄分析变应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水平　

从年龄上看，14 岁以下儿童和 14 岁以上成人在狗皮

屑、粉尘螨、牛奶、鸡蛋、花生等变应原存在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2.5　按不同时间分析变应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水

平　从时间上看，2013 年和 2021 年在屋尘、户尘螨、

牛奶变应原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4）。

3　讨 论
变态反应性疾病是一类皮肤科常见多发病，是

指机体受到抗原性物质如花粉、尘螨、花粉、食物

刺激后引起机体组织病理性免疫反应的疾病，其病

因复杂，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大约在人群中占

20%，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既往研究表明各种过

敏原与变应性皮肤病发病有密切关系［6-7］。关于过

敏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其与机体

的变态反应 I 型（即 IgE 介导）和 IV 型等因素有关。

在引起过敏性疾病抗体中以 IgE 抗体最为多见。而诱

发其产生过敏的抗原即为过敏原。如患者长期暴露在

过多的过敏原下，则可能会引起多种过敏性疾病［8］。

世界变态反应学会认为：特异性 IgE 抗体水平越高，

与临床疾病的相关性越强，血清特异性 IgE 含量能很

好的反映患者体内变态反应情况［9］。目前国内常见

的过敏原检测方法有点刺实验、斑贴试验、血清过敏

源检测、生物共振等多种方法，其中血清过敏源检测

特异性高，敏感度高，可靠性好。欧蒙免疫印迹法检

测系统检测血清过敏原准确性高，灵敏度和特异性较

强，其阳性率在 80%~90% 以上。目前我们采用欧蒙

免疫印迹法对伊犁地区 300 例过敏性皮肤病患者进行

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根据检测结果、病

史、临床表现等综合分析确定本地区哈萨克族患者过

敏原情况，指导患者避免接触过敏原，对指导临床用

药和判断疾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sIgE 阳性率 89.67%（269/300），

表 1　300 例变应性皮肤病患者各种变应原阳性率（n，%）

变应原 阳性数 阳性率 实际阳性率 变应原 阳性数 阳性率 实际阳性率

屋尘 101 33.67 32.33 牛奶 27 9.00 8.33

户尘螨 66 22.00 20.67 鸡蛋白 8 2.67 2.33

粉尘螨 23 7.67 6.33 鱼 4 1.33 1.00

狗皮屑 13 4.33 4.00 虾 3 1.00 0.67

猫皮屑     7 2.33 1.67 羊肉 2 0.67 0.50

马皮屑 2 0.67 0.33 牛肉 1 0.33 0.30

牛皮屑 1 0.33 0.26 花生 11 3.67 3.33

表 2　不同性别患者 sIgE 检测结果（n，%）

性别 n 狗皮屑 猫皮屑 牛奶 鸡蛋 鱼

男 155 - - +（9.00） +（2.67） -

女 145 +（3.67） +（1.48） +（8.48） - +（1.18）

表 3　不同年龄患者 sIgE 检测结果（%）

年龄 n 狗皮屑 猫皮屑 粉尘螨 牛奶 鸡蛋 鱼 羊肉 花生

《14 岁 143 +（4.13） +（2.18） 0.00 +（9.55） 0.00 0.00 0.00 0.00

>14 岁 157 0.00 0.00 +（7.54） 0.00 +（8.67） +（1.16） +（0.53） +（3.18）

χ2 值 5.511 3.03 7.405 10.747 9.577 2.351 0.548 4.391

P 值 0.043 0.805 0.007 0.001 0.014 0.125 0.473 0.041

表 4　不同时间患者 sIgE 检测结果（n，%）

时间 n 阳性率 屋尘 户尘螨 粉尘螨 牛奶 鸡蛋 花生 鱼

2013 年 400 73.50 +（25.25） +（16.75） +（6.00） +（7.25） +（1.25） +（3.5） +（1.5）

2021 年 300 89.67 +（33.67） +（22.00） +（7.67） +（9.00） +（2.67） +（3.67） +（1.33）

χ2 值 43.07 10.23 3.973 9.070 0.355 0.653 0.066

P 值 0.001 0.006 0.146 0.003 0.563 0.42 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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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ehra［10］ 等 人 结 果 相 近， 高 于 一 些 文 献 报 道。

本 实 验 中 吸 入 性 过 敏 原 以 屋 尘 最 高， 达 33.67%

（101/300）；其次是户尘螨，达 22%（66/300）。

在新疆伊犁地区哈萨克族居民家中地毯使用比较普

及，使得室内灰尘、真菌日益增多，从而增加过敏的

概率。而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饲养宠物的人

越来越多，动物的皮屑在室内飞扬，也易引起过敏，

此类患者应注意环境和卫生。食物性过敏以牛奶最

高，其次是花生，这类患者应尽量避免此类食物摄入。

通过对每个具体的变应原进行分析，从性别上来看，

各种变应原在男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从年龄上看，14 岁以下儿童和 14 岁以上

成人在狗皮屑、粉尘螨、牛奶、鸡蛋、花生等变应原

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其余

变应原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时间上，2021 年

和 2013 年结果相比，2021 年变应性皮肤病患者 sIgE

总阳性率（89.67%）较 2013 年 sIgE 总阳性率（73.5%）

有明显上升趋势，尤其在屋尘、户尘螨、牛奶变应原

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粉尘螨、鸡蛋、花生等

变应原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原因可能与哈萨克族

患者居住环境，近年来环境污染加剧，再加上食物中

各种添加剂使用增多，导致自身敏感性增加。新疆伊

犁地区哈萨克族变应性皮肤病患者与南京、扬州等［11］

南方地区汉族人群相比，有一定相似性，都对户尘螨、

屋尘阳性率高，但也存在一定差异。新疆伊犁地区对

牛奶、花生阳性率高，南京等地区对腰果、鱼虾阳性

率高，可能与患者免疫力低下、过敏体质、内脏疾病、

环境污染、饮食习惯等因素有关。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检测的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阳性率与实际阳性率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即存在

假阳性情况，假阳性的产生与检测试剂、操作方法、

仪器、环境等多多因素有关，在检测过程中需要重视

操作流程质量控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疆

伊犁地区过敏性疾病过敏原的分布特点，为本地区过

敏性皮肤病的诊治提供了一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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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青刺果、马齿苋、酸浆提取物护肤品对 1064nm 皮秒点阵激光术后皮肤
修复的临床观察

陆雯丽，陈　军，夏栩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皮肤科 激光美容科，上海　200011）

【摘要】　目的　探讨一种新型含青刺果、马齿苋、酸浆提取物护肤品对1064nm皮秒点阵激光术后皮肤屏障修复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40 例 1064nm 皮秒点阵激光治疗患者随机分两组，20 例观察组在激光治疗术后每日使用含上述成分的屏障特护
霜早晚各一次，20 例对照组则治疗后继续使用日常护肤品。所有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 0~72h 及治疗后一周进行皮肤图像
分析系统（VISIA）拍摄图片和 CK 皮肤无创检测仪检测皮肤含水量、红斑、黑素、经皮水份挥发，并记录治疗过程中发生
的不良反应。结果　1064nm 皮秒点阵激光治疗后使用屏障特护霜术后 72hTWEL 值较对照组有明显降低，术后第 48h 红斑
值有明显下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VISIA 图像显示观察组红色区的改善要优于对照组，特护霜可有效缩
短修复时间。结论　在 1064nm 皮秒点阵激光术后外用含青刺果、马齿苋、酸浆提取物护肤品可明显加速皮肤屏障修复，
加速缓解激光治疗术后皮肤红斑、干燥等不适现象，安全性好。
【关键词】　皮秒；激光皮肤屏障；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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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秒激光是近年来激光领域的一大创新技术［1］，

具备皮秒级的脉宽，更精确的光热作用及表皮空泡

效应［2］使其具有高效、安全的特性，故而备受爱美

人士追捧。1064nm 皮秒激光联合使用其点阵模式，

可爆破黑色素颗粒，刺激成纤维细胞增殖，产生新的

胶原蛋白、弹力纤维及黏蛋白等，从而诱导皮肤组织

再生及重塑［3］，可有效适用于改善光老化、毛孔粗大、

痤疮瘢痕等［4］。但在激光的治疗中热效应及其他生

物学效应有可能导致皮肤皮脂膜、皮肤“砖墙结构”

等损伤，从而引发一系列皮肤的屏障受损的症状［5］。

因此，激光术后如何尽快修复皮肤屏障，缩短激光

治疗后恢复时间，缓解皮肤不适感，也是临床备受

关注的热点。经对比研究表明，含青刺果、马齿苋、

酸浆提取物的皮肤屏障特护霜在用于面部非剥脱式

激光术后皮肤屏障受损的修复，取得较满意疗效，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 究 对 象　 本 研 究 选 取 2020 年 12 月 至 2021

年 4 月期间来我院激光美容科就诊的面部光老化、

毛孔粗大患者 40 例，其中 34 位女性，6 位男性，

Fitzpatrick 分 型 为 III-IV 型， 年 龄（29~47） 岁， 平

均年龄（38.54±4.13）岁。排除标准：① 孕妇及哺

乳期妇女；② 面部合并感染病灶者；③ 瘢痕疙瘩、

皮肤肿瘤或免疫抑制患者；④ 口服光敏性药物者；

⑤ 试验前 2 周内有日光暴晒皮肤史及试验期间需要

长时间暴晒者；⑥ 不接受签署知情同意书和拍照者。

1.2　临床试验产品　薇诺娜屏障特护霜由云南贝

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生产，并由

中 国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CFDA） 认 证（ 云 妆

20160004）。其主要成分为青刺果油、马齿苋、酸浆

提取物、神经酰胺、β 葡聚糖。

1.3　仪器设备　Picocare 皮秒激光设备（WON TECH 

Co.，Ltd），MLA 点阵治疗手具，1064 nm 波长。

1.4　治疗方法　40 例光老化、毛孔粗大患者随机分

为 20 例观察组，20 例对照组。清水洁面后，全面部

涂敷 5％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北京紫光制药有限公司）

并封包 0.5h，治疗前去除麻醉药。将治疗头紧贴皮肤，

垂直发射光斑，使用 Picosure 1064nm MLA 点阵治疗

手具，以（0.5~0.6）J/cm2 的能量参数，8mm 光斑，

10Hz 频率，全面部扫描 2 遍，治疗完成后给于冷敷

治疗 10min。观察组在激光治疗后每日早晚两次使用

薇诺娜屏障特护霜，对照组则每日继续使用以往日常

护肤品，所有患者在治疗及恢复期内严格防晒。

所有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即刻、术后 24、48、

72h、1 周 拍 摄 VISIA-CR（Canfield Scientific inc，

Fairfield，NJ） 照 片 以 及 CK 无 创 皮 肤 测 试 系 统（ 

Courage Khazaka，CK，Germany）检测皮肤含水量、

红斑值、黑素值、经皮水份挥发（TWEL），患每日

复诊时填写自评表［6］。

1.5　疗效评估

1.5.1　VISA 照片分析　VISIA 图像分析仪拍摄受试

者左侧、右侧、正中侧图像，记录面部斑点、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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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 紫外线色斑、毛孔、紫质、棕色斑、红色区分值，

此研究重点记录红色区数据。

1.5.2　CK 值　使用德国　CK 公司多探头皮肤测试

系统 MPA9，CM825（水分测试探头）、TM300（水

分流失测试探头）、MPA580（红斑、黑素值探头）。

每次在固定区域测试 5 组数据，弃最低值、最高值后，

算得平均数值记录。水份探头检测角质层含水量，水

分流失测试探头检测经皮失水量（TEWL），黑素值

和血斑值的变化可提示黄褐斑色素沉着、血管反应变

化情况。

1.5.3　自评表　自评项目包括潮红、刺痛、丘疹、红

斑、弹性、干燥、光滑、瘙痒、鳞屑、烧灼、紧绷、

红血丝共 12 个项目。按（1~4）分进行计分，皮肤

情况最好为 1 分，皮肤情况良好为 2 分，皮肤情况一

般为 3 分，皮肤情况最差为 4 分。分别于治疗后即刻、

治疗后 24h~1 周填写。

1.5.4　副作用　患者和医生共同观察并记录使用屏

障特护霜后患者皮肤是否出现红斑、脱屑、水肿、瘙

痒、刺痛等不良反应的发生。

1.6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0.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所有计量资料均采用对其进行描述。

计量数据前后对比采用 x-±s 配对 t 检验方法。

2　结果
2.1　VISIA 图片分析　VISIA 皮肤分析仪效果图显示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红色区每日均有不同程度的

改善，其中观察组红色区的改善优于对照组，并且

观察组在治疗后 72h 红色区表现已回归至治疗前（见

图 1），说明屏障特护霜可改善炎症和血管扩张，促

进激光术后皮肤屏障的修复。

图 1　患者，女，45 岁，经 1064nm 皮秒 MLA 手具治
疗前后 Visia 照片 1a 治疗前，1b 治疗后即刻 ，1c 使用屏
障特护霜 24h，1d 使用屏障特护霜 48h，1e 使用屏障特护
霜 72h。

2.2　CK 值　CK 测试仪数据显示（详见表 1），患

者在激光治疗后 TWEL 值和红斑值明显上升，并且

在治疗后 24h~1 周内逐步恢复。其中术后 72hTWEL

值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异，t 检验显示 P<0.05；术后（48、

72）h 及术后一周红斑值两组之间均有显著差异，t
检验显示 P<0.05。而水份值和黑素值变化在激光治

表 1　治疗前后 CK 值比较（x-±S）

　CK 值 激光治疗前 治疗后即刻 治疗后 24h 治疗后 48h 治疗后 72h 治疗后 1 周

水份值（观察组） 79.5±8.9 78.6±9.1 78.2±8.5 79.2±8.3 78.7±8.7 80.4±7.4

（对照组） 77.5±8.3 78.3±8.5 77.6±8.1 78.9±9.1 78.3±8.2 76.2±7.5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TWEL 值（观察组） 17.2±4.7 23.6± 6.4 19.7±5.4 18.3±5.9 16.8±4.8 16.2±5.0

（对照组） 16.8±4.5 23.3±6.2 21.8±5.9 19.3±5.4 18.7±5.3 17.5±4.9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黑素值（观察组） 140.1±26.5 146.4±37.5 141.1±32.4 142.6±33.6 145.6±29.7 143.4±31.2

（对照组） 145.3±34.6 147.5±35.7 146.4±34.9 145.7±37.1 148.3±35.3 146.6±34.6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红斑值（观察组） 232.3±49.2 279.7±56.3 266.3±54.3 248±52.7 235.3±50.4 224.6±47.6

（对照组） 236.4±48.7 282.3±53.9 276.4±54.5 266.7±49.7 255.7±49.4 245.4±55.3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表 2　治疗前后自评表打分比较（x-±s，分）

　 激光治疗前 治疗后即刻 治疗后 24h 治疗后 48h 治疗后 72h 治疗后 1 周

观察组 17.5±4.7* 32.2±7.8* 27.3±6.7* 21.4±5.3# 17.6±4.8# 17.2±4.4*

对照组 17.2±4.9 33.5±7.6 28.6±6.8 25.6±5.1 21.7±4.7 18.3±5.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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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以及两组间对比均无明显差异。说明使用屏障特

护霜后患者的皮肤屏障和血管反应均有明显改善。

2.3　自评表　自评表显示（详见表 2），受试者治疗

前后在皮肤潮红、刺痛、丘疹、红斑、弹性、干燥、

光滑、瘙痒、鳞屑、烧灼、紧绷、红血丝共十二项打分，

观察组在治疗后 48、72h 自测评分明显优于观察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无患者反映使用屏障特护

霜后出现皮肤红斑、水肿、刺痛感加重，患者使用屏

障特护霜后未出现瘙痒、脱屑不适。

3　讨论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和对美的追求越来越高，

激光治疗面部年轻化越来越普遍，与传统的纳秒级

激光相比，皮秒激光能把脉冲形式的能量压缩至皮

秒级时间（300~450ps）内输出，来获得高能量，除

了对组织产生光热作用，还能产生光机械作用，导

致靶组织产生更小的碎片，从而达到更好的清除色

素的作用［7-8］。激光的光热作用一方面可以达到刺

激皮肤真皮层胶原增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一

定的周围组织的热损伤及机械损伤。研究显示，皮

秒激光术后即刻组织病理学表现为表皮内空泡形成，

真皮浅层少量出血［2、9］。另外，激光还可导致皮肤

暂时的水分丢失而产生干燥、红斑、瘙痒等不适［10］，

所以，激光术后的皮肤修复尤为重要。

青刺果油含大部分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研

究显示［11］，青刺果油促进角质形成细胞培养物中神

经酰胺的合成。在裸鼠模型研究中，局部外用青刺果

油后明显降低了裸鼠皮肤的经皮水分挥发（TWEL）

的数值，并增加了表皮水合作用和皮肤表面脂质［12］。

青刺果油还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

可以增加皮肤生理性脂质含量，加快修复受损的皮脂

膜［13］。因此，青刺果油是修复皮肤屏障的理想活性

成分。马齿苋提取物具有抗炎、抗氧化、促进愈合等［11］

作用，在 UVB 诱导的人成纤维细胞和角质形成细胞

凋亡的研究中，证实马齿苋提取物防止角质形成细胞

和成纤维细胞的凋亡，并在逆转角质形成细胞分化和

皮肤屏障功能障碍方面具有辅助作用［14］。研究还显

示，云南马齿苋对 TNF-α、ICAM-1 炎症介质有显

著抑制作用，可有效减轻炎症反应［15］。酸浆提取物

能有效抑制 IL-1α、PGE2、IL-6 和 NO，具有一定

的抗菌、抗氧化和抗炎作用［16］，与马齿苋提取物抑

制 TNF-α、ICAM-1，两者协同升级抗炎效果。

本研究中，皮秒激光术后即刻 Visia 成像仪显示

皮肤出现红斑、血管扩张表现，说明激光导致表皮损

伤，真皮小血管出血。术后即刻使用含青刺果、马齿

苋、酸浆提取物护肤品，平均使用 72h 后红色区基本

恢复至术前，说明此款屏障修复霜具有较强的抗炎、

修复作用，其中的马齿苋和酸浆提取物能抑制激光术

后的皮肤炎症反应，从而改善激光术后的皮肤炎症

和红斑。CK 测试仪显示皮秒激光术后皮肤经皮水分

丢失和红斑值明显增加，通过使用皮肤屏障修复剂

治疗后 72h，实验组经皮水分丢失及红斑值基本恢复

至治疗前水平，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甚至在使用 1

周时，实验组的红斑值仍然显著低于对照组，进一步

提示此屏障修复剂可有效减轻皮肤炎症，其中的神经

酰胺及青刺果油能有效修复皮脂膜，重建皮肤屏障，

减少水分丢失。CK 测试仪显示水分和黑素值在激光

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提示皮秒激光没有导致皮肤黑

色素增加及皮肤含水量减少。副作用方面，无任何患

者出现皮肤刺痛、瘙痒、脱屑等过敏反应，说明此皮

肤屏障修复剂安全性高，副作用轻，可安全应用于皮

秒激光术后修复。

综上所述，此款新型含青刺果、马齿苋、酸

浆提取物护肤品能在短期内（72h）有效改善皮秒

激光术后皮肤的炎症反应和血管损伤，以及降低皮

肤经皮水分挥发，且安全性高。本研究中皮秒激光

MLA 点阵手具为非剥脱激光，对于剥脱性激光术

后是否能安全有效使用此屏障修复霜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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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冷气机联合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在太田痣患者激光治疗中的应用

王　娜，曹天宇，杨春香，蔺建苹，吕雅洁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陕西　西安　710038）

【摘要】　目的　探讨移动式冷气机联合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在激光治疗太田痣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选择某医院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收治的 48 例太田痣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患者术前给予一
些复方利多卡因乳膏表面进行麻醉止痛，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在激光操作过程中联合移动式冷气机进行降温加强止
痛。采用 NRS 比较两组患者术中、术后即刻、术后 1h 疼痛程度评分，采用 SDS、SAS 比较治疗前后不良情绪的变化。结
果　观察组患者术中、术后即刻、术后 1h 的 NR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
术前和术后 1h 的 SDS、SAS 评分明显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术前应用复方利多卡因乳膏表
面麻醉的同时，联合移动式冷气机进行术中皮损降温加强阵痛，可有效降低术中皮损处皮肤的温度，减轻术中疼痛，增加
患者治疗的舒适度，减轻患者术前紧张和恐惧，改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移动式冷风机；激光治疗；太田痣；疼痛状态；不良情绪

中图分类号：R758.5+1；R454.2　文献标志码：B　doi：10.3969/j.issn.1002-1310.2022.01.017

太田痣又称上腭部褐青色痣，属常染色体显性

遗传，是一种波巩膜及同侧面部的且沿三叉神经眼

支、上颌支走行的灰蓝色斑片损害，常发生于颜面部

一侧上下眼睑、颧部及颞部，偶见于颜面双侧［1］。

患 者 多 因 影 响 容 貌 导 致 自 尊 心 受 伤 害 而 寻 求 治

疗 ［2-3］。激光治疗因为效果好而作为首选被医生和

患者接受［4］。然而，激光治疗中和治疗后的疼痛

和烧灼感一直是医务人员和患者非常关注和担心

的问题，这种主观痛苦的不良反应也越来越受到

重视［5-6］。因其之前只是在激光术前给予表面麻醉

剂来减轻疼痛，患者术中仍有痛感和烧灼感，患者易

出现主观焦虑和抑郁等不良的心理情绪，对其心理

健康问题产生一种消极影响因素［7-8］。而疼痛和烧

灼感又是激光治疗术中及术后客观存在且不能避免

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 48 例来我院治疗的太田痣患

者，采用术前复方利多卡因乳膏表面麻醉联合术中移

动式冷气机进行降温降低痛阈值［9-10］，使患者达到

降温止痛的理想满意状态，进行激光治疗，使患者

治疗期间很舒适，避免了引起患者紧张害怕的因素，

改善了不良情绪，提高了患者依从性，使患者能够按

疗程进行治疗，达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提高了患者

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科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收治的 48 例太田痣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男 10 例，女 14 例，

年龄（13~52）岁，平均年龄（27±3.5）岁；观察组

男 11 例，女 13 例，年龄（12~51）岁，平均年龄（26±2.9）

岁。平均皮损面积 57（28-98）cm2。治疗次数（2~8）次，

间隔时间（3~6）个月，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术前给予皮损处复方利

多卡因乳膏表面封包麻醉止痛，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激光操作过程中加用移动式冷气机降温止痛。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 诊断为太田痣；

② 无其他皮肤疾病；③ 无光敏治疗的禁忌症；④ 同

意接受激光治疗者；⑤ 沟通能力强，有较好的依从性；

⑥ 治疗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拍照存档者。排除标准：

① 对利多卡因乳膏药物过敏者；② 不愿配合研究者；

③ 存在严重智影响及精神文化障碍者，无法正常沟

通配合者；④ 对冷空气过敏者。

1.3　方法　对照组采用德国大 Q 多波长激光治疗仪

（德国 HLS Biaxis QS）治疗。方法如下：① 仪器：

选择 QS 模式，波长 1064nm，光斑（4~5）mm，脉

宽（6~25）ns，频率（5~10）Hz，能量密度（3.7~4.6）

J/cm2；② 皮损部位用 0.1% 新洁尔灭消毒，采用 5%

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同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皮损

表面涂抹药物封包麻醉 1h；③ 1h 后，将利多卡因

乳膏擦净，0.1％新洁尔灭再次消毒；④ 激光治疗，

激光治疗头与皮损表面的皮肤距离应控制在 0.5cm 

左右，且光斑不重叠，激光打至皮肤霜白且可见轻

度出血点为宜；⑥ 激光术后，立即冰敷治疗部位直

至即刻热反应减退或消退，以减轻皮肤表面热度，

防止皮损部位皮肤起水泡。冰敷能够促进血管收缩，

进而减少组织外渗，缓解治疗带来的疼痛不适、降

低皮温、避免色素沉着，间断敷冰 60min 左右。用

湿润烧伤膏涂抹局部，治疗区域皮损皮肤保持干燥、

【通讯作者】  曹天宇，E-mail:4067820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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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皮损修复期间注意防晒，以免影响治疗效果。

⑦ 治疗频率：（3~6）次 / 疗程，两次治疗间隔 3 个月。

观察组患者治疗方法同对照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

础上，在激光手术治疗过程中加用移动式冷风机（中

日合资无锡冬夏机电有限公司）边治疗边进行皮损

降温止痛。

1.4　评估标准　① 对两组患者的 NRS 进行比较。疼

痛度应用（0 ~10）数字分级评分法（ NRS）：0 级：

无疼痛感；（1~3）级：有轻度疼痛感；（4~6）级：

有中度疼痛感；（7~10）级：有重度疼痛感［11］。让

患者在激光治疗过程中和治疗后立即将疼痛程度记

录在疼痛评估表上，并做好统一的回收和记录。②不

良情绪评价。分别于术中、术后即刻采用 Zung 焦虑

自评量表（SAS）和 Zung 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两个量表分别包括 20

个项目，每项采用 Likert4 级法计分，总分经转换后

满分为 100 分，其中 SAS 评分 >50 分、SDS 评分 >53

分为症状阳性，且评分越高表示症状越重［12］。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分析，

采用 t 检验进行组间对照，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结果显示：① 观察组术中、术后即刻 、术后予

1h 的 NR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见表 1）（P<0.05），

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应用移动式冷气机的冷风联合

复方利多卡因乳膏的表面麻醉可明显提高镇痛效果，

加强患者激光术中的舒适度，减轻患者疼痛感。② 

观察组术中、术后即刻、术后 1h 的 SDS 与 SAS 评分

均相比于对照组均明显降低（见表 2）（P<0.05），

有统计学意义。提示移动式冷气机降温止痛联合复方

利多卡因乳膏皮损表面封包麻醉，增强了镇痛效果，

加强患者舒适感，减轻了患者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

2.1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 NRS 评分比较　观察组

术中、术后即刻的 NR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 NRS 评分比较（x-±s ，分）

组别 n 术中 术后即刻 术后 1h

观察组 24 6.48±1.09 5.28±1.02 3.68±1.12

对照组 24 7.6±0.99 6.28±0.76 4.72±0.67

t 2.629 2.328 2.212

p 0.004 0.012 0.023

2.2　两组患者　SDS、SAS 评分比较。观察组患者

治 疗 前、 术 后 1h 的 SDS、SAS 评 分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比较（x-±s ，分）

组别 n
SAS SDS

术前 术后 1h 术前 术后 1h

观察组 24 52.86±7.56 44.58±7.18 54.10±7.53 43.04±7.55

对照组 24 56.04±7.47 47.94±5.99 56.74±5.10 46.10±4.68

t 2.128 2.401 2.095 2.530

p 0.038 0.020 0.041 0.015

3　讨 论
太田痣是损容性皮肤病，发病与遗传因素有相

关性。皮损大多数发生在头面部位，影响容貌，使患

者自尊心严重受影响。激光治疗因为效果肯定，所

以是首选治疗太田痣的方法。然而激光治疗时的烧

灼感和痛感明显，也是患者的应激性反应，使患者

对此项治疗产生紧张和恐惧，不能较好的配合治疗，

不利于提高治疗效果。因此，给予有效的疼痛干预，

对患者治疗有积极的作用，减轻患者的紧张恐惧，增

加患者依从性，提升了治疗效果。

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属于浅表麻醉剂，临床通常

用于表浅手术治疗。但是在激光进行治疗的过程中，

局部皮肤温度增高，患者会有皮肤烧灼感及疼痛感。

使用移动冷气机（中日合资无锡冬夏机电有限公司）

激光治疗的患者，采用冷腔气流与热腔气流双重隔

离设计，减少冷量损失，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可通过

上下左右旋转或者拉伸来调整冷气机风管，让其风

口对准降温点，用冷均匀，达到较好的冷敷效果［13］。

可以在治疗的同时用冷风降温达到完全缓解疼痛的

效果，增加了患者治疗的舒适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中、术后即刻 、

术后 1h 的 NR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见表 1）

（P<0.05），表明应用移动式冷气机的冷风联合复方

利多卡因乳膏的表面麻醉可明显提高镇痛效果，加强

患者激光术中的舒适度，减轻患者疼痛感。本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术中、术后即刻、术后 1h 的 SDS

与 SAS 评分均相比于对照组均明显降低（见表 2）

（P<0.05）。提示移动式冷气机降温止痛联合复方利

多卡因乳膏皮损表面封包麻醉，增强了镇痛效果，加

强患者舒适感，减轻了患者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

综上所述，对激光治疗太田痣患者可以实施移

动式冷气机联合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双重疼痛护理干

预，其镇痛作用效果更加明显优于单纯通过复方利多

卡因乳膏表面麻醉，使患者疼痛感消失，改善其不良

情绪，增加了太田痣患者治疗的舒适感，提高患者依

从性和满意度，增加了治疗的信心，也提高了治疗效

果，值得临床推广。
（下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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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皮肤敷料贴联合生长因子凝胶治疗敏感性皮肤的疗效观察

苏远婷，张　慧，崔　伟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　目的　评价医用皮肤敷料贴联合生长因子凝胶治疗敏感性皮肤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某院收治的
62 例敏感性皮肤受试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32 例）和对照组（30 例）。对照组外用生长因子凝胶治疗，观
察组采用生长因子凝胶和医用皮肤敷料贴联合治疗，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乳酸刺激实验、皮肤生理功能变化及安全性。
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乳酸刺激评分低于对照组，乳酸刺痛开始时间推迟；观察组经表皮水分丢
失（TWEL）和皮肤 pH 值低于对照组，角质层含水量和皮脂含量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均无明显的不良反应。结论　医用皮肤敷料贴联合生长因子凝胶能促进皮肤屏障功能的恢复，提高皮肤的耐受性，改善患
者的临床症状，且无明显的不良反应，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敏感性皮肤；皮肤屏障；乳酸刺激试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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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皮肤（sensitive skin，SS）特指皮肤在生

理或病理条件下发生的高反应状态［1］，研究表明中

国的发病率约为 36. 1%［2］。最近瘙痒研究国际论坛

（IFSI）的敏感性皮肤兴趣组采用 Delphi 法达成共

识［3］，即敏感性皮肤为“对于常规刺激（正常状态

不出现异常感觉）产生不适感觉（包括：刺痛、烧灼、

疼痛、瘙痒和麻刺感）的一种皮肤状态”，可泛发身

体的各个部位，面部最常见。常见的诱因包括：化妆

品、水、环境条件（如紫外线、温度变化、空气污染［4］

或风）、心理（如压力）和荷尔蒙激素分泌水平（如

月经周期）。皮肤屏障功能受损为主要的发病机制，

治疗原则为谨慎使用耐受性良好的舒缓化妆品［5］，

保持充足的水分滋润皮肤可明显改善临床症状，且尽

量选择成分少的产品，治疗的关键是应用医学护肤

品修复和改善受损的皮肤屏障，同时对存在的皮肤

症状配合物理和药物疗法［6］。本研究中应用的皮肤

屏障修复剂含有甘草酸二钾、透明质酸钠和维生素 C

等高效的修复成分，无添加剂，旨在探讨敏感性皮肤

患者采用医用皮肤敷料贴联合重组牛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凝胶联合治疗，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临床资料　将我院皮肤科门诊在 2020 年

（7~12）月确诊的 62 例女性面部敏感性皮肤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年龄（20~50）岁之间的

女性患者；② 病程 >6 周，不伴急性红斑及过敏症状；

③ 符合敏感性皮肤的诊断标准［7］；④ 愿意在整个治

疗期间积极配合医师的治疗，不私自使用其他抗过

敏药物。排除标准：① 妊娠或哺乳期女性；② 高血

压、心脏病、凝血功能障碍等严重系统性疾病患者；

③ 过敏体质者；④ 近 1 个月内接受过其他美容项目

或系统使用过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者；⑤ 治疗

和随访依从性较差。按照随机、双盲的病例对照研究

的原则，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32 例，

年龄（22~49）岁，平均年龄（32.75±7.73）岁，病

程（7~31）个月，平均病程（14.41±5.53）月，对照

组 30 例，年龄（21~48）岁，平均年龄（32.90±7.60）

岁，病程（7~21）个月，平均病程（14.80±3.88）月，

两组在年龄和病程上的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

已通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已签

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每天早晚温水清洁面部后，对照

组外用重组牛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凝胶（国药准字

S20040001） 于 患 处，2 次 /d； 观 察 组 早 上 外 用 凝

胶，晚上先外用医用皮肤敷料贴（晳毓，苏镇械备

20180129）于面部，（15~20）min 后去除，隔 5min

后清洗面部（备注使用频率：第一周：一次 /d，第

二周和第三周：一次 /d，第四周：一次 /2d），再外

用是生长因子凝胶于患处，治疗疗程 28d。分别在治

疗第 0d、第 7d、第 14d 和第 28d 进行疗效观察和安

全性评估。完成治疗周期 3 个月后，对患者进行电话

随访。临床观察期间，禁止患者使用任何有功效的护

肤品。

1.3　观察指标　① 临床疗效评估：采用视觉模拟评

分（VAS），患者对自身皮肤的敏感程度进行总体评估。

医生依据 4 项主观症状（烧灼感、刺痛感、干燥感、

瘙痒）和 3 项客观症状（红斑、肿胀、脱屑）进行评

价，每项以（0~3）分划分为四个等级，疾病的严重

程度与分数成正比，并记录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8］。

【收稿日期】  20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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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判定标准：计算患者治疗前后的主客观症状积

分评价疗效。疗效指数 =（治疗前总积分 - 治疗后

总积分）/ 治疗前总积分 ×100%，完全改善：疗效

指数 90% 及以上，明显改善：疗效指数 60%~89%，

改善：疗效指数 30%~59%，无效：疗效指数 30% 以

下，有效率 =（完全改善 + 明显改善）/ 本组全部病

例 ×100%。② 面部皮肤乳酸刺痛试验评估［7］：在

右侧鼻唇沟部位进行。将 5％的乳酸溶液 50μl 涂抹

于受试者鼻唇沟和 2 侧脸颊，分别在 0、2.5、5 及 8 

min 时询问受试者刺痛感并观察皮肤反应，按无、轻、

中及重度刺痛从（0~3）分评分，总得分≥ 3 分为乳

酸刺痛阳性，同时还需记录刺痛感开始的时间。③ 

无创性皮肤生理功能检测：对观察对象分别再治疗

前、及治疗后第 7d、第 14d 和第 28d，进行面部各项

皮肤生理指标的定量评估。室温 22℃ ~25℃，湿度 

40%~60%，患者清洁面部后，静坐 15min 后，采用

德国 CK 无创性皮肤测试仪测定 2 侧面颊部经皮水分

丢失量（TEWL）、皮脂含量、角质层含水量和 pH 值。

每个指标检测 3 次，取其平均值。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n，%）表示，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在治疗第 7d，两组有

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第 14d 和

第 28d，治疗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皮肤乳酸刺痛试验比较　治疗前两组

的乳酸刺痛评分和乳酸刺痛开始时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乳酸刺激评分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且在 14d 和第 28d 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第 7d、14d 和 28d，观察组乳酸刺

痛开始时间明显迟于对照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皮肤生理指标比较　治疗第 28d 后，

两组患者的面部皮肤在皮脂含量、角质层含水量和

皮肤 pH 值各方面，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TEWL 的减少

在治疗的第 7d 就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皮脂含量的

增加和 pH 值的下降在第 14d 时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

（P<0.05），仅角质层含水量增加的差异性在第 28d

时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安全性评估和复发率　治疗期间两组

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无 1 例患者治疗中断和失访。

治疗结束后 3 个月电话随访患者，治疗组无患者出

现症状反复，对照组有 5 例出现了症状，其中 3 例

自行外用药物，2 例再次就诊，两组复发率（0% vs 

16.7%）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第 7、14、28 天临床疗效比较（n）

组间对比

观察时间 分组 完全改善 明显改善 改善 无效 有效率（%） χ2 P

治疗第 7 天
观察组 0 2 18 12 6.30 1.94 0.16

对照组 0 0 13 17 0

治疗第 14 天
观察组 7 19 6 0 81.30 4.40 0.03

对照组 3 14 11 2 56.70

治疗第 28 天
观察组 11 18 3 0 90.60 4.22 0.04

对照组 6 15 7 2 70.00

表 2　两组患者乳酸刺激试验比较（x-±s）

指标 治疗前 治疗第 7 天 治疗第 14 天 治疗第 28 天 t P
乳酸刺激评分（分）

观察组 4.94±1.11 3.28±1.14 1.56±0.67 1.38±0.55* 22.97 ＜ 0.001

对照组 5.40±0.98 3.67±0.92 2.70±1.02 2.23±0.86* 16.47 ＜ 0.001

t 值 -1.75 -1.46 -5.22 -4.71

P 值 0.09 0.15 ＜ 0.001 ＜ 0.001

乳酸刺痛开始时间（min）

观察组 3.13±0.94 4.16±0.92 6.09±0.82 6.72±0.58* -21.50 ＜ 0.001

对照组 3.20±1.03 3.63±0.89 4.93±0.87 5.47±0.90* -13.69 ＜ 0.001

t 值 -0.23 2.27 5.42 6.55

P 值 0.77 0.03 ＜ 0.001 ＜ 0.001

注：组内是与治疗前比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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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敏感性皮肤是指皮肤在生理或病理条件下出现

的一种高反应状态，涉及皮肤屏障 - 神经血管 - 免

疫炎症等多方面因素，可表现为烧灼感、刺痛感、干

燥感、瘙痒等主观症状和红斑、肿胀、脱屑等的客观

症状。近年来，由于人们护肤方式的改变，化妆品的

滥用和过度的面部清洁，及生活工作精神压力增大和

环境污染等，造成皮脂膜结构的破坏，严重影响皮

肤的屏障功能，导致跨表皮水分流失率的升高［9］，

其发病率逐年升高，达 32.4%~56%［10］，且多见于女

性，故本次研究受试对象均为女性患者。研究表明，

SS 患者皮损中紧密连接蛋白上的 Claudin-5 表达降

低，表明其屏障功能受损，可激活香草素样瞬时感

应受体 -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cation channel，

subfamily V，member 1，TRPV1），引起皮肤血管和

神经高反应性，促进炎症与免疫反应，从而出现临床

症状。我们的研究治疗前患者面部的皮肤生理功能测

试 结 果［TWEL（23.56±2.41）g/（cm2·h）、 角 质

层含水量（53.09±5.80）%、皮脂含量（72.41±4.74）

μg/cm2 和皮肤 pH 值 6.16±0.28］，及乳酸刺痛试验

也证实其屏障功能受到破坏。SS 的治疗原则是在于

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性及缓解炎症反

应，从而提高皮肤耐受性［11］，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

疗敏感性皮肤的方法有口服抗过敏药物，同时外用非

激素类抗炎药物，目的是减轻过敏症状，忽视了患者

受损皮肤屏障的修复，治标不治本，导致该病易复发，

且疗程长，患者依从性差。国内外研究已证实单一使

用舒敏保湿类护肤品或与药物、医美等联合治疗可

有效缓解症状，不仅可达到充分补水和补脂的作用，

更能降低皮肤的刺激性和敏感性［12］。

现研究已证实炎症反应伴随整个敏感性皮肤

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因此抗炎和抗过敏都是治

疗着力点［13］，该研究中应用的医用皮肤敷料贴包含

的主要成分是：① 甘草酸二钾［14］：通过抑制脂多糖

介导释放的细胞因子 IL-6 水平和降低炎症部位炎症

介质 NO 含量，发挥抗炎作用，减轻患者面部炎症反

应，及诱发的毛细血管扩张和烧灼、刺痛感等临床表

现；同时具有抗组胺和稳定肥大细胞减少组胺释放，

发挥抗过敏作用，显著缓解面部瘙痒感；此外，有抑

菌和抗氧化功能，有效清除超氧离子和羟基自由基；

② 透明质酸钠：比透明质酸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穿

透能力，可维持皮肤的水合作用，有助于形成水脂膜，

从而减少跨表皮水分丢失率，同时也是重要的细胞外

基质，具有促进角质形成细胞增殖、抗炎、促进胶

原合成和创面愈合等作用，修复皮肤屏障；③ 维生

素 C：抗氧化、组织修复，清除氧自由基，促进胶原

质的生成。重组牛生长因子凝胶可促进中外胚层细胞

的分裂增殖、分化，促进受损细胞修复和再生，修复

表 3　两组患者皮肤生理指标比较

指标 治疗前 治疗第 7d 治疗第 14d 治疗第 28d  t P
TEWL［g/（cm2·h）］

   观察组 23.56±2.41 21.31±1.73 17.81±1.97 13.7±1.65* 24.37 ＜ 0.001

   对照组 24.07±2.24 22.30±1.64 19.60±1.65 16.2±1.66* 20.59 ＜ 0.001

     t 值 -0.85 -2.30 -3.85 -5.99

     P 值  0.40  0.03  ＜ 0.001  ＜ 0.001

皮脂含量（μg/cm2）

   观察组 72.41±4.74 73.69±4.53 76.75±3.41 76.91±3.29* -8.13 ＜ 0.001

   对照组 71.10±4.52 73.10±5.09 73.80±4.24 73.80±4.05* -6.98 ＜ 0.001

t 值  1.11 0.48 3.03 3.31

    P 值  0.28 0.63 ＜ 0.001 ＜ 0.001

角质层含水量（%）

   观察组 53.09±5.80 54.84±5.94 57.88±5.89 60.22±5.60* -18.35 ＜ 0.001

   对照组 50.77±6.18 52.37±6.33 55.47±6.64 57.17±6.16* -20.45 ＜ 0.001

    t 值  1.53  1.59  1.51  2.04

    P 值  0.13  0.12  0.14  0.04

皮肤 pH 值

   观察组 6.16±0.28 6.07±0.28 5.58±0.32 5.34±0.27* 25.29 ＜ 0.001

   对照组 6.13±0.23 6.09±0.23 5.74±0.27 5.61±0.27* 18.23 ＜ 0.001

    t 值  0.55  -0.39  -2.10  -3.96

    P 值  0.59   0.70   0.04   ＜ 0.001

注：组内是与治疗前比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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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屏障结构，还可促进表皮毛细血管再生，改善

局部血液循环和皮肤耐受性［15］。两组治疗 2 周后，

观察组在乳酸刺痛感和皮肤生理功能指标改善情况

均优于对照组，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皮肤耐受性

和水分维持改变越明显，且 TEWL 和乳酸刺痛开始

时间在治疗一周后就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主要原

因是医用皮肤敷料贴和重组牛生长因子凝胶的联合

应用，促进表皮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加速

创伤愈合，增加了皮肤厚度，提高了皮肤的耐受性，

此外医用皮肤敷料贴包含有透皮吸收分子，可最大

限度的发挥其舒缓抗炎和保湿的作用。王瑶池等［16］

研究结果也证实了皮肤屏障修复剂在治疗敏感性皮

肤中的显著疗效。3 个月后电话随访发现，观察组

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联合应用可明显修复

受损的皮肤屏障，维持临床疗效，防止复发，且无

明显的不良反应。

总的来说，由于敏感性皮肤的发病机制仍不清

楚，尚无治疗的“金标准”。综合各种可能的生物医学、

神经和社会心理因素，敏感性皮肤的治疗原则是应避

免诱发因素以及可能触发的社会心理因素，恢复受

损的皮肤屏障，防晒和抑制神经源性炎症反应。本

文联合医用皮肤敷料贴和重组牛生长因子凝胶治疗，

通过临床疗效评估和皮肤生理功能测试的结果显示，

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皮肤耐受性和皮肤生理功能指标

（TEWL、角质层含水量、皮脂含量和 pH 值），且

无明显不良反应。但本研究为单中心小样本研究，缺

乏神经酰胺、角鲨烯等客观指标的测定，随访时间相

对较短，尚需要大样本且随访时间更长的临床研究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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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浴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寻常型银屑病疗效观察

刘文莉，梅　海，黄　巍，肖　勤

（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湖北　武汉　430030）

【摘要】　目的　探讨中药药浴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NB-UVB）治疗寻常型银屑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就诊于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的 72 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6 例。
对照组单独采用隔日 1 次的窄谱中波紫外线（NB-UVB）照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采用本院自制中药药浴，
每日 1 次。两组疗程均为 8 周，以银屑病的严重程度指数 PASI 积分来评价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组临床有效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均出现一定程度的瘙痒、红斑和干燥症状，但两组不良反
应对比分析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　中药药浴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NB-UVB）照射能显著改善寻常型银屑病的临
床症状，安全有效，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值得临床采用。
【关键词】　寻常型银屑病；中药药浴；窄谱中波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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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俗称“牛皮癣”，中医学称之为“白疕”，

是一种在多基因遗传背景下的免疫炎症性疾病，此病

多表现为表皮过度增生和真皮炎症，其中寻常型银屑

病为临床最多见的一型。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在银屑

病的治疗中逐渐增多，积累了较多的临床经验，显示

出其独特的疗效和优势。我院近年也采用自制的中药

药浴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NB-UVB）治疗寻常型银

屑病，临床上取得了满意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72 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均来自

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门诊和住院部，所有患者均符合

《中国临床皮肤病学》［1］中关于寻常型银屑病的诊

断标准，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无窄谱中波紫外线

（NB-UVB）治疗禁忌症，就诊前 4 周未使用药浴或

者 NB-UVB 照射治疗，无光感性皮肤病及严重白内

障疾病者。72 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分为两组：治疗

组 36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6 例，男女之比 5 ∶ 4，

患者年龄在（22~65）岁之间，平均年龄（38.72±10.18）

岁，病程（0.5~5.5）年，平均病程（4.12±1.72）年，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先给予中药药浴（主要

药物有土茯苓 150g、拳参 150g、白花蛇舌草 150g、

白鲜皮 50g、丹参 50g、艾叶 50g、牛膝 85g、北豆

根 50g）加水煎煮 2 次，滤出 2.5L 中药药液，将其倒

入浴桶内，加 50L 温水，水温控制在 38℃ ~40℃之

间，使患者躯干和四肢浸泡于药液中，1 次 /d，每次

（15~20）min，室温控制在 22℃以上。女性月经期

用湿敷替代泡浴。擦干后，采用 NB-UVB（德国沃

曼 UV7001 全身全仓紫外线治疗仪）照射，起始剂量

0.4J/cm2，1 次 /d，每次递增 20%。如照射后，皮损

处未发现明显反应，则依次增加照射剂量；如出现红

斑反应，则不增加照射剂量或暂停照射；如出现水疱

者，暂停照射，待水疱消退后，剂量调整为原剂量的

70%。照射过程中，需佩戴 UV 防护墨镜和穿短裤保

护生殖器部位，治疗期间避免过度暴晒。对照组单独

采用隔日 1 次的全仓 NB-UVB。两组疗程均为 8 周，

而后判定疗效，每次治疗前、后对皮损进行摄像。

1.3　疗效评价　根据银屑病严重程度指数（Psoriasis 

area and severity index ，PASI） 积 分［2］ 为 评 定 标

准，来评价两组的临床疗效。疗效指数（therapeutic 

index ，TI）的计算公式为：（疗前 PASI －疗后 8 周

PASI）/ 疗 前 PASI×100%。 治 愈 标 准 为 TI>90%；

显效标准为 TI 在 60%~80% 之间；好转标准为 TI 在

20%~59% 之间；无效是指 TI<20%，临床总有效率 =

（治愈例数 + 显效例数）/ 总例数 ×100%。疗前和

疗后 8 周检测患者血液分析、尿液分析和肝肾功能，

记录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本次

资料进行数据分析。运用卡方检验分析治疗组和对照

组之间疗效转归情况，P<0.05 即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进行

PASI 评分，计算疗效指数。治疗组 36 例中治愈 20

例， 显 效 12 例， 好 转 3 例， 无 效 1 例， 总 有 效 率

88.89%；对照组 36 例中治愈 13 例，显效 11 例，好

转 9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66.67%。治疗组和对

【通讯作者】  梅海，E-mail: 471425346@qq.com
【收稿日期】  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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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8），两组治

疗效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 8 周后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有效数 无效数 总有

效率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治疗组 36 20 12 3 1 88.89*

对照组 36 13 11 9 3 66.67

注：两组比较，χ2=4.859，*P=0.028。

2.2　不良反应　治疗前后对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进行

血液分析、尿常规和肝肾功能检查，均在正常范围内。

在治疗过程中，对照组 5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干燥、

红斑、瘙痒、刺痛及皮肤灼热感，对其给予口服抗组

胺药和对照射剂量下调 50% 后，症状好转，能继续

治疗；治疗组 7 例灼热感较为明显，但持续时间较短，

不需处理，均能耐受。

3　讨论
光疗在银屑病的治疗中目前常用有光化学疗法

（PUVA 疗法）和窄谱中波紫外线疗法（NB-UVB 疗法）

两种［3］。NB-UVB 能有效的诱导银屑病患者皮损中

浸润淋巴细胞的凋亡，促使角质形成［4］；同时还能

抑制 T 辅助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从而治疗与该反

应有关的银屑病［5］。采用 NB-UVB 治疗银屑病不需

要光照前服药，治疗方便快捷，安全性高，适合于绝

大多数银屑病患者［6］。

本次研究 72 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中，治疗组 36

例患者除了 NB-UVB 照射治疗外，配合自制中药药

浴治疗，使药物透过皮肤、孔窍、腧穴等部位直接吸

收，进入经脉血络，输布全身，以发挥其疏通经络，

调和气血、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扶正祛邪的作用［7］。

我院自制药浴方剂中土茯苓具有清热解毒、利水渗湿

和消肿止痛之功效；白花蛇舌草具有抗菌消炎和解热

消肿之功效；拳参具有清热凉血之功效；丹参具有祛

瘀和通行血脉之功效；白鲜皮有止痒、清热燥湿、祛

风解毒和去除湿邪之功效；艾叶泡浴具有利于消肿和

减轻皮肤瘙痒支功效；牛膝具有活血祛瘀支功效；北

豆根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诸药合用，具有清热凉血、

祛风解毒，止痒燥湿之功效。本次研究发现中药药浴

联合 NB-UVB 照射治疗寻常型银屑病具有协同作用，

可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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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瑞巴林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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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普瑞巴林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疗效。方法　46 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23 例。对照组给予营养神经、消炎止痛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普瑞巴林。两组疗程均为 14 天，比较两组
患者疼痛缓解情况。结果　观察组疼痛缓解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普瑞巴林治疗带状疱疹
后神经痛，可有效缓解疼痛症状。
【关键词】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普瑞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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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是由水痘 - 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神经

炎症，水痘 - 带状疱疹病毒具有亲神经性，被病毒

感染后，如果感染者免疫力较强，病毒可长期潜伏于

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脑神经感觉神经节内，当免疫力降

低时，潜伏的病毒再度活化，损伤神经并沿神经迁移

至皮肤，出现皮损，常伴有明显的神经痛［1］。部分

患者遗留神经痛，是带状疱疹最严重的并发症，指皮

损愈合后持续 1 个月及以上仍有明显疼痛，带状疱疹

后神经痛属于神经病理性疼痛，机制包括中枢及外周

敏化等，很难治愈［2］，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3］。

本研究选取 2020 年 09 月至 2021 年 09 月我科应用普

瑞巴林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 46 例进行观察，

显示疼痛症状得到明显缓解，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人标准：① 有明确带

状疱疹病史；② 带状疱疹皮损消退痊愈后疼痛仍持

续存在超过 1 个月，病程 >1 个月；③ 疼痛对工作、

生活和睡眠有影响者。排除标准：合并有其他神经系

统病变、血液病、心功能不全、肝肾功能不全者等。

1.2　对象　选取 2020 年 09 月至 2021 年 09 月我科

门诊治疗的 46 例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按照随机

数字表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3 例，观

察组男性 12 例，女性 11 例，年龄（46~79）岁、平

均年龄 57.4 岁，病程（1~3）月；对照组男性 11 例，

女性 12 例，年龄（47~78）岁、平均年龄 56.5 岁，

病程（1~3）月，两组均治疗 14d。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病程及治疗时间等一般临床资料方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3　方法　对照组应用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中国

药科大学制药）50mg 2 次 /d，甲钴胺胶囊（江苏海

岸药业）0.5mg po 3 次 /d。观察组加用普瑞巴林胶囊（辉

瑞制药）0.075g 3 次 /d。分别于治疗的第 3、7、10、

14d 进行疗效判定。

1.4　疗效判定　疼痛症状应用视觉模拟评分［4］（VAS）

判定，采用 10cm 长的视觉模拟尺，0 端为无疼痛症状，

10 端为最严重的疼痛，由患者在最能代表自己疼痛程

度的位置做标记。疼痛疗效判定标准，完全缓解：减分

率为 91%~100%；明显缓解：减分率为 61%~90%；部

分缓解：减分率为31%~60%；无缓解：减分率为0%~30%。

减 分 率 =［（ 治 疗 前 VAS 值 - 即 刻 VAS 值）/ 治 疗

前 VAS 值］×100%。总有效率 =［（完全缓解例数 +

明显缓解例数 + 部分缓解例数）/ 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用例或率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P<0.05 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疗第 3、7、10、14d，两组 VAS 值均降低，

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治疗结束时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经

统计学处理，χ2 =9.101，P<0.05，见表 2。由此可知，

采用普瑞巴林治疗可更好的缓解疼痛症状。

表 1　两组 VAS 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第 3d 治疗第 7d 治疗第 10d 治疗第 14d

观察组 23 2.74±1.53* 1.46±1.22* 1.31±1.11* 1.03±1.01*

对照组 23 3.57±2.10 3.12±2.14 2.33±1.02 1.63±1.05

注：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　治疗第 14 天两组疼痛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疗第 3d 治疗第 7d 治疗第 10d 治疗第 14d

观察组 23 2.74±1.53* 1.46±1.22* 1.31±1.11* 1.03±1.01*

对照组 23 3.57±2.10 3.12±2.14 2.33±1.02 1.63±1.05

注：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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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在 60 岁以上患者中发病率高

达 60%~75%［5］，治疗方案包括抗抑郁药、微创神经

介入等治疗，许多患者取得良好的短期效果，但长期

疗效不能维持，且病情极易反复［6］。带状疱疹后神

经痛是临床较常见的神经病理性疼痛之一，发病机

制复杂，目前尚未明确，可能与急性期病毒损伤神经

节过程中未得到及时控制，使得神经节发生强烈且

持续的炎症反应，出现胶原沉着及瘢痕组织［7］。病

毒的损害引起神经元在神经化学、生理学和解剖学

上发生变化后，使得外周伤害性感受器敏感性增强，

放大其传入的疼痛信号，同时还影响到邻近神经元，

引起神经信号增强并上传至脊髓及脊髓以上痛觉相

关神经元，引起神经元兴奋性异常升高或突触传递增

强，放大了疼痛信号的传递，出现神经元的自发性放

电活动增多、感受域扩大、对外界的刺激阈值降低、

对阈上刺激的反应增强等病理生理过程。持续增强的

信号还会引起脊髓及脊髓以上水平神经结构和功能

的改变，引起中枢敏化，这也是临床上带状疱疹神经

痛表现为自发性疼痛、痛觉过敏、痛觉超敏等现象的

原因。随着炎症反应的持续，传入神经纤维变性坏死，

中枢神经元发生“去传入”现象，引起继发性中枢神

经元兴奋性升高，类似正反馈，信号持续增强，此为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可能的病理生理机制，也是疼痛症

状迁延不愈的根源［8］。本研究显示，普瑞巴林治疗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可有效缓解疼痛症状。普瑞巴林

是新一代神经痛治疗药物，为 γ- 氨基丁酸受体激

动剂，通过抑制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电压依赖性钙通

道突触前 α2-δ 亚单位，减少 Ca2+ 内流至神经末梢，

抑制兴奋性氨基酸、去甲肾上腺素、P 物质和降钙素

基因相关肽等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释放，从而达到抑制

神经元兴奋性的目的，减少神经损伤后出现的自发痛

及痛觉超敏［9］，也就是说普瑞巴林是通过抑制中

枢敏化达到减轻疼痛的目的，有效控制神经病理性

疼痛 ［10］。通过本研究表明应用普瑞巴林治疗带状

疱疹后神经痛，可有效缓解疼痛症状，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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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医院实践性医学人文精神教育路径探索

赵浩钦 1，殷小寒 1，熊　瑞 1，李红宾 2

（1.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1 级研究生；2.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学管理部，昆明　650031）

【摘要】　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大力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卓越医生，目前医学教育中重知识技能培养、轻医学人文教
育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加强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教育，需要医学人文教育与临床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本研究借助附属医
院在医学教育中的优势，实施实践性医学人文精神教育，获得良好效果。
【关键词】　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实践；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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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

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健

康中国建设需要大力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卓

越医生人才。然而，目前医学人文精神教育中还存

在较多问题，如重知识技能培养、轻医学人文教育，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成效不明显，教师队伍医学人文

教育意识不足等［1］。本研究借助附属医院在医学教

育中的优势，探索实践性医学人文精神教育路径，

取得一定成效。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医

学专业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和儿科学本科实习

带教老师。

1.2　研究方法

1.2.1　方法　自 2015 年开始实施实践性医学人文精

神教育。① 通过定期督查与考核，强化责任导师实

习带教过程中对学生关爱病人、爱岗敬业、团结协

作人文教育的职责要求，以及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

② 通过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中增加教师对学生人文素

质教育的内容和在临床技能考核标准中加入学生关

爱病人的考核内容。③ 同时开设医学人文教育专题

讲座，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

1.3　效果评价　① 应用实习生访谈、书写听后感等

形式评价实践性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效果。② 问卷

调查：制定实习带教老师问卷，调查分析医学人文精

神教育措施是否提高学生关爱病人、爱岗敬业、团结

协作及医患沟通能力。发放问卷 121 份，收回有效问

卷 109 份。③ 教师进行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研究的积

极性评估：以 2015 年为界，统计课题实施前 5 年和

实时后 5 年医学人文教育研究课题在理想总课题中的

比例，并进行对照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学生评价与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实习生

的访谈、听后感等多种形式评价表明，实践性医学人

文精神教育的方式实施效果良好。医学人文精神讲座

受到学生的喜爱，不少学生听完讲座后写下深刻的听

后感，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教师通过实践教学过程中言

传身教的医学人文精神教育方式对他们影响更深。对

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76.15%~84.40% 的教师认为实

践性医学人文教育方法有效提高了医学生关爱病人、

爱岗敬业、团队协作及医患沟通能力，见表 1。

表 1　实践性医学人文精神教育方式对医学生人文素
养影响调查结果

内容
效果评价

明显提高
（份 /%）

有提高
（份 /%）

没有提高
（份 /%）

关爱病人 83/76.15 15/13.76 11/10.09

爱岗敬业 88/80.73 18/16.51 3/2.75

团结协作 90/82.57 14/12.84 5/4.59

医患沟通能力 92/84.40 12/11.01 5/4.59

2.2　教师进行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研究的积极性得到

提升　表 2 显示，近五年教师医学人精神研究课题在

教研教改课题总数中的比例从之前 5 年的 6.25% 升

高至 11.18%，但统计学分析无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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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1~2015 年与 2016-2020 年医学人文精神

研究教研教改课题数比较

年度
5 年项目

总数
医学人文精神

教育项目数
医学人文
精神教育

χ2 P

2011~2015 年 80 5 6.25%
1.52 0.1

2016~2020 年 170 19 11.18%

3　讨论

医学教育在古代就是人生哲学教育，提倡医者

必须先看人，再看病，医者对生命和人生的考量必须

上升到哲学层面。医学人文精神，实质上就是以病人

为中心的医学伦理精神［2］，是人文精神在医疗领域

和医学实践中的体现。它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将患者

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对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和医学伦理

的高度提炼与概括［3］。但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们对于医疗技术的迷信和依赖越来越重，尤其是近

20 年，随着大学招生人数不断扩大，医学教育由“精

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医学人文精神教育逐

渐弱化，医学人文精神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十

分普遍，医学人文教育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与继

续医学教育的不同阶段出现明显的断层。医学人文精

神培养理论基础不足，实践教育资源稀少，缺乏有

效的贯穿医学教育全过程的医学人文精神培养方法，

表现为大部分地方院校在医学生人才培养过程中人

文素质教育效果不佳等问题凸显［4］。

加强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教育，提升医学生医

学人文素养，需要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医学人文教

育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与医学教育的实践教

学环节相结合，让既有深厚人文底蕴又有宽厚医学专

业知识的教师把人文精神教育融合到医学实践教学

各个环节，并贯穿于医学实践教学的全过程［5］。附

属医院在医学人才培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

教师的言行对医学生良好素质的养成具有深远的影

响。通过与实习教学环节有机融合的实践性医学人文

精神教育方式，在实习过程中强化教师对本科生医学

人文精神教育的责任，通过教师“言传身教”进行医

学人文精神教育实践，同时借助实习生专题讲座平

台，开展医学人文精神教育讲座，增强医学生了解国

家医疗卫生资源现状和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

需求，加强医学生服务人民健康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项目自 2015 年开始实施，通过对实习生的访谈、

书写听后感及教师问卷调查表明，实践性医学人文教

育方法有效提高了医学生医学人文素养。通过教师

问卷调查，76.15%~84.40% 的教师表示实践性医学人

文教育方法显著提高了医学生关爱病人、爱岗敬业、

团队协作及医患沟通能力。同时也提升了教师进行医

学人文精神教育研究的积极性，近五年教师医学人精

神研究课题在教研教改课题中的比例上升了近一倍。

然而，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需要落实在医学教学的各个层面［7］。培养德才兼备

的卓越医学人才，附属医院具有独特的优势［8］，它

既是医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主阵地，也是医学

人文教育实践场所，为此，附属医院需要进一步协同

创新机制［9］，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医学实践与医学

人文相结合的教育理念［10］，充分调动教学管理队伍

在教学研究中的积极性的［11］，营造人文环境，提升

医院文化［12］，多筹并举，持续推进实践性医学人文

精神教育，培养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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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调节护理配合团体心理疏导对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患者自护能力及负
面情绪作用的研究

周小芳，李　丽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河南　郑州　450053）

【摘要】　　目的　分析自我调节护理配合团体心理疏导对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患者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 2020 年 4 月
到 2021 年 5 月某院收治的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患者 91 例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n=45）和观察组（n=46）。对
照组常规护理和团队心理疏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自我调节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干预前、干预 1 个月后分别使用
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简易疾病感知问卷（BIPQ）、汉密顿焦虑（HAMA)、抑郁量表（HAMD）；一般自我
效能量表（GSES）和自尊量表（SES）与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对患者的自护能力、负面情绪以及生活质
量进行评价。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ESCA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BIPQ等级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患者 HAMA 和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GSES、SES 和 GQOLI-74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自我调节模式的护理配合团体心理疏导可以提高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患者的自护能力，扭转
患者的不良疾病认知和负性情绪，改善其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水平，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自我调节模式；自护能力；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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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痤疮是皮肤科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疾

病，其病因较为复杂，好发于青春期，在青少年群

体中其发病率甚至高达 80%［1］。若未能得到及时的

治疗或者治疗方式不当则会导致患者面部出现瘢痕

遗留问题，常表现为凹陷性瘢痕，而一旦毛囊出现

感染可累及真皮浅层，加重患者面部的凹陷性瘢痕，

影响患者的面部美观。处于青春期的患者易因为容

貌受损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

自卑等，出现低效型社交，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健

康和生活质量［2］。此病的治疗和恢复均需要较长时

间，因此在此阶段予以患者正确的心理疏导和疾病

护理的指导十分必要。常规护理注重对疾病的整体

护理，但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对疾病的自护能力缺

乏系统且具体的指导。自我调节模式是上世纪 80 年

代由 Leventhal 等［3］提出，该模式重视患者自身对疾

病认知和情绪的控制作用，着重调动患者自我护理

潜能主动参与到自我管理和疾病恢复中。团体心理

疏导注重成员个体经验的深层解析，进而达到人格

的重塑与自身行为的重建，改善人际关系提高心理

健康水平［4］。既往研究中关于自我调节与团体心理

疏导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患者中的应用研究尚欠缺，

本研究将对此种联合护理模式的作用进行分析以期

为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照《卫生统计学》［5］，按照样本量

计 算 公 式

计算得出本研究所需样本量为 91 例。91 例患者随机

抽取写有数字的纸条，抽取单数者为观察组 46 例，

双数者为对照组 45 例。观察组：年龄（14~25）岁，

平均年龄（20.32±3.89）岁；病程（1~3）年，平均

病程（2.03±0.52）年；瘢痕类型［6］：冰锥样瘢痕 14 例，

厢车样瘢痕 21 例，碾压样瘢痕 11 例；Fitzpatrick 皮

肤分型［7］：Ⅱ型 11 例，Ⅲ型 18 例，Ⅳ型 17 例。对

照组：年龄（15~26）岁，平均年龄（20.89±4.12）岁；

病程（1~4）年，平均病程（2.92±1.45）年；类型：

冰锥样瘢痕 12 例，厢车样瘢痕 20 例，碾压样瘢痕

13 例；Fitzpatrick 皮肤分型：Ⅱ型 13 例，Ⅲ型 16 例，

Ⅳ型 16 例。两组数据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① 瘢痕主

要分布于颜面部；② 近半年未接受过面部注射、磨

削等整形治疗或颜面部外科手术；③ 患者知情同意

且能自主配合。排除标准：① 严重瘢痕体质；② 本

身患有抑郁或其他精神障碍性疾病；③ 哺乳妊娠期

女性；④认知及沟通障碍。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和团体心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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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团体心理疏导干预方案

干预时间 组织和主题 方式和内容

第一阶段
成立团体心理疏

导小组

① 团体成员的构建：选择皮肤科专科护士，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和心理科医生，均具有开朗的性格和较好
的亲和力，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将面部凹陷性瘢痕患者纳入进团体中。

② 小组成员职责：整个团体以患者为中心，其中护士作为团体的引导者和发起人统筹安排团体心理疏导工
作的进程和具体措施的落实；临床医师提供疾病知识的专业讲解和答疑；心理医生负责对活动过程中患者
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拟定心理干预的方案。

第二阶段 环境准备 合理布置心理疏导环境氛围，应使用让人容易放松和平静下来的贴画或者是轻松舒缓的音乐。

第三阶段 团体成员介绍 引导患者积极表达自我，可以通过幻灯形式进行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护士对干预老师和干预方案进行介绍。

集体宣教，树立
疾病正确认知

① 视频播放面部痤疮的病因、表现和症状以及治疗，分组讨论当前自己对于痤疮凹陷性瘢痕的认识，存在
的误解和自己的接受程度以及此病对患者带来的影响。

② 护士总结患者的发言归纳当前存在的疾病错误认知，改正错误自我护理如习惯性的搔抓、自行使用药物
涂抹或者其他错误的方式，告知患者保持良好作息，注意面部清洁，遵医嘱用药勿过于依赖美容产品等。

组内讨论，敞开
心扉积极发言

请患者描述当前疾病对自我心理的影响，和自己的内心感受以及存在的焦虑、担忧的负性情绪表现。

第四阶段 分析总结
① 护士总结患者的发言情况并记录患者对于痤疮的错误认知和护理，然后进行整理分类结合临床医师指导
向患者讲解正确的护理方法。

② 心理科医生为患者讲述患者产生负性情绪的原因，指导其树立正确的发泄情绪的方式，可以选择一到两
种放松方式和患者一起进行简单训练，慢慢让患者学会正确的疏导方式。

③ 播放轻松愉快的音乐和患者一起冥想，回忆当天的愉快经历，并总结所学到的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的护
理知识。

表 2　自我调节模式干预方案具体实施

干预时间 组织和主题 方式和内容

第一阶段 疾病认知调节
① 护士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对于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的形成原因，治疗护理方式以及健康指导的掌握情况，
并记录每一位患者存在不足，将所有问题归纳整理后进行分析，并查阅资料做好详细的解答召开病友座谈会。

② 座谈会上先请不同的患者讲述自我对于面部痤疮疾病的认识，然后向患者播放或展示疾病知识介绍资料，
可以是纪录片、动画片或者是学习文献的方式，共同学习完毕后，用患者容易理解的方式为患者讲解面部痤
疮凹陷性瘢痕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变化，其病程较长而且容易遗留瘢痕，让患者
明确病因；然后向患者介绍当前治疗此病的方式如常规药物治疗：肉毒素、维甲酸类等药物治疗；化学剥脱
术以及皮肤磨削术等治疗；还可以通过微针、激光强脉冲光等方式治疗 [8] 等等，让患者明白此种疾病有效
果较好的治疗方式应该树立疾病正确认知。最后向患者讲解自我护理的注意事项：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皮肤清
洁，在日晒和恶劣天气时做好皮肤的防护工作，如及时涂抹防晒霜或者润肤霜避免损伤面部皮肤角质层导致
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早晚要注意使用酸碱度适宜的清洁产品清洁皮肤避免毛孔被灰尘等堵塞，加重痤疮症状；
要遵医嘱进行药物维持治疗，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避免同时使用多种产品加重皮肤吸收负担；通过护士的
详细讲解加深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认识，通过扭转自我疾病认知自觉主动地参与到疾病护理中。

③ 护士在课后随机提问患者疾病相关知识，对于掌握欠佳的患者再次进行讲解加深患者的理解和记忆，从
而更好的参与到疾病自我护理中。

第二阶段 疾病情绪调节
① 请患者记录心情随笔，正视自己面对疾病时的心理状态，包括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给自己带来的面容上
的影响，对自我形象认知的负面作用，以及此病是如何影响患者正常生活的，请患者或者家属进行记录。

② 在病友交流会上请大家相互随机分享自己的心情随笔记录，然后进行病友之间的相互交流，通过病友之
间的相互共情更容易改善患者消极的情绪状态，在相互沟通完毕后护士进行总结，并通过疗效显著的成功案
例进行分享，使患者充满治疗信心，坚定康复信念。

③ 引导患者进行正确的情绪释放方式，可以通过音乐冥想、和朋友聊天、户外踏青以及和病友之间的疾病知
识趣味问答等及时疏导内心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护士引导患者放松正视镜中的自己并经常给予自己积极
地心理暗示，每天用微笑面对生活，睡前可以听音乐或者做放松瑜伽促进睡眠，建立良好的生活作息，有助于
面部痤疮的改善。

④ 护士引导患者家属给予积极地心理支持，通过亲属对患者的关心和照护使患者在亲情的温馨中放松，用
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和他人，从而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

第三阶段 分析和评估
① 护士对上述活动过程中患者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评估患者对于此种干预模式的
接受配合程度，总结在进行疾病认知和情绪调节过程中患者的参与度及效果，针对个别效果欠佳配合度低的
患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了解患者心理状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② 在干预实施过程中，护士及时访问不同患者的感受，以及护士在干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邀请病区护士
积极思考并提高自我调节护理干预模式的学习，更好的对患者进行干预。

第四阶段 总结和改进
护士分别向患者或家属发放简易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对于每次活动的感受、通过活动患者有何收获、患
者当前的心理和情绪状态、参与活动后患者的转变以及对后续干预活动的改进有何建议等，分析并整理问卷
结果及时做出相应的改进，促进自我调节模式干预活动的良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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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常规护理：护士遵医嘱局部用药并引导患者保

持良好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护理人员做好病房

环境管理；加强对患者面部皮肤有无感染的观察等。

团体心理疏导每周集中进行 1 次，连续干预 1 个月。

流程和方案如下，见表 1。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自我调节模式

护理干预：包括疾病认知、情绪调节，评估分析和总

结，具体实施见下表 2。每周对患者集中干预 1 次，

连续干预一个月。

1.3　观察指标和判断标准　① 比较两组患者干预

前后 ESCA 的评分：干预前和干预 1 个月后使用自

我 护 理 能 力 测 定 量 表（Exercise of Self-Care Agency 

Scale，ESCA）［9］进行评定，ESCA 是由 Kearney 和

Fleisch-e 基于 Orem 的自护理论设计制定，包括自

我护理技能、自护责任感、自我概念以及健康知识

水平 4 个维度共 43 个条目构成，按照（0~4）分计

分，总分 172 分，分值越高患者自护能力越好。②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 BIPQ 等级的改善：干预前和干预

1 月后使用简易疾病感知问卷（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BIPQ）［10］ 测 定，BIPQ 共 包 括 影

响、时程、个人控制等 9 个条目，前 8 个条目采用

（0~10）级评分，1 个条目采取开放式问答，得分越

高代表患者对疾病负性感知越高，总分＞ 80 分为重

度，（60~80）分为中重度，（40~60）分为中度，

（20~40）分为轻中度，小于 20 分为轻度。③ 比较

两组干预前后 HAMA 和 HAMD 的评分：干预前和

干预 1 月负性情绪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1］ 进 行 评 定。 其 中

HAMA 包含 14 个症状，按照 5 级评分法，重度焦虑

为总分 >24 分，中度为（17~24）分，轻度为（7~17）

分，<7 分视为无焦虑，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焦虑程度

越高。HAMD 包含 24 个症状，总分 >35 分即为重

度抑郁，中度为（20~35）分，轻度为（8~20）分，

小于 8 分则视为无抑郁。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

高。④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 GSES 和 SES 的评分：采

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12］和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13］

进行评定，GSES 主要用于评价患者在面对环境变化

使得总体信心，共包含 10 个条目采取 4 级计分法，

把所有项目的得分加起来除以 10 即为总量表分，总

分越高代表患者自我效能感越高；SES 包含关于自

尊的 10 个问题，每个问题（1~4）分，总分 40 分，

分值越高代表患者自尊程度越高。⑤ 比较两组患者

干预前后 GQOLI-74 的评分：干预前和干预 1 月后

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74，GQOLI-74）［14］评定，其共包括躯体

功能、心理功能、物质和生活以及社会功能 4 个维

度共 74 个条目，采用（1~5）级评分法，评分越高

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1.4　质量控制　上述评分均由接受过专业培训和能

熟练应用量表的带教护师在对患者实施干预前和干预

1 月后以调查问卷形式发放给患者，共发放问卷 91 份，

均有效回收。护士选择标准为：本科学历，职称为护

师及以上，工作年限 6 年以上，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和理解能力。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组间计量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计

数数据采用 %［（n）%］表示，进行 χ2 检验，等

级资料采用 Mann-whitney u test，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ESCA 评分的比较  干预前两

组 ESCA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患者 ESCA 评分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3。

2.2　两组干预前后 BIPQ 等级改善的比较　干预前两

组 BIPQ 等级无显著性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 BIPQ 等级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3　 两 组 干 预 前 后 HAMA 和 HAMD 评 分 的 比

较　 干 预 前 HAMA 及 HAMD 评 分 比 较 无 统 计 学

表 3　两组干预前后 ESCA 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n）

自护技能 自护责任感 自我概念 健康知识水平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6 17.32±4.28 25.87±5.21* 11.32±3.22 17.58±5.32* 23.22±6.57 30.56±8.45* 35.51±8.87 45.78±10.62*

对照组 45 17.64±4.87 22.71±5.14* 11.47±3.45 14.64±3.27* 23.78±6.71 25.84±8.31* 35.72±8.96 40.58±10.45*

t 0.333 2.912 0.214 3.168 0.402 2.686 0.112 2.354

P 0.740 0.005 0.831 0.001 0.689 0.009 0.911 0.021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P<0.05



·护理之窗· 71皮肤病与性病  2022 年 02 月第 44 卷第 1 期  Dermatology and Venereology，Feb.2022，Vol.44，No.1

意 义（P>0.05）， 干 预 后， 观 察 组 患 者 HAMA 和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5。

2.4　两组干预前后 GSES 和 SES 评分的比较　干预

前两组 GSES 和 SES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

干预后，观察组 GSES 和 SES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6。

2.5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GQOLI-74 评分的比较　干

预前两组 GQOLI-74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

干预后，观察组 GQOLI-74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7。

3　讨论
痤疮瘢痕的形成主要与皮损的性质、皮损的部

位和遗传因素以及治疗情况等密切相关，凹陷性瘢痕

又称萎缩性瘢痕，是痤疮愈合后常见的瘢痕。瘢痕不

仅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还可表现为多种颜色，在炎症

表 4　两组干预前后 BIPQ 等级改善的比较［n（%）］

组别 例数（n） 时间 轻度 轻中度 中度 中重度 重度

观察组 46
干预前 5（10.87） 7（15.22） 10（21.74） 14（30.43） 10（21.74）

干预后 14（30.43） 16（34.78） 10（21.74） 4（8.69） 2（4.35）

对照组 45
干预前 4（8.89） 7（15.56） 11（24.44） 12（26.67） 11（24.44）

干预后 9（20.00） 12（26.67） 8（17.78） 8（17.78） 8（17.78）

u1，u2 0.160 2.190

P1，P2 0.870 0.029

注：u1，P1 代表 2 组干预前等级例数比较；u2，P2 代表 2 组干预后等级例数比较

表 5　两组干预前后 HAMA 和 HAMD 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n）
HAMA HAMD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6 19.86±5.14 10.31±2.62* 26.74±8.32 15.74±3.48*

对照组 45 19.32±5.06 12.74±3.85* 26.27±8.16 18.02±4.26*

t 0.505 3.527 0.272 3.548

P 0.615 0.001 0.786 0.001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P<0.05

表 6　两组干预前后 GSES 和 SES 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n）
GSES SE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6 1.79±0.56 3.24±1.03* 20.36±6.24 30.21±7.89*

对照组 45 1.88±0.64 2.63±0.87* 20.79±6.67 26.39±7.03*

t - 0.714 6.187 0.318 2.436

P - 0.477 0.003 0.752 0.017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P<0.05

表 7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GQOLI-74 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n）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物质和生活 社会功能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6 52.45±4.32 74.46±6.57* 51.67±4.84 68.76±6.88* 60.38±5.36 72.41±7.36* 65.54±5.97 80.36±10.89*

对照组 45 53.02±4.86 70.23±6.44* 52.01±4.93 64.71±6.58* 60.97±5.84 68.59±7.66* 66.11±6.02 74.32±1077*

t 0.592 3.101 0.332 2.869 0.502 2.426 0.453 2.660

P 0.556 0.003 0.741 0.005 0.617 0.017 0.651 0.009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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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随着毛细血管扩张可呈现红色，而且炎症反

应可使皮肤内黑素增高，导致瘢痕出现棕褐色沉着，

影响颜面美观［15］。采取长期、有效且人性化的护理

措施，能够改善容颜受损对患者造成的不利影响。

自我调节模式的护理干预配合团体心理疏导能够让

患者作为疾病护理康复的中心，引导其发挥主观能

动性树立正确疾病认知，改善负性情绪和自卑心态，

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有利于人际关系的

恢复和人格的重塑。

本研究显示，采取自我调节模式的护理干预配

合团体心理疏导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ESCA 评分较

对照组明显提高（P<0.05），说明采用此种联合护理

模式能够提高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患者的自护能力。

自我护理能力的提高需要患者的积极参与和发挥主

导地位，自我调节模式中通过对患者进行疾病认知调

节和情绪认知调节，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的发生和

发展，通过护士对患者进行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发

生机制、治疗进展以及护理措施和健康指导的宣讲，

能够调动患者的积极性，使其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实际

行动去提高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的护理方式，有助于

提高 ESCA 中的自护技能和健康知识水平；通过开展

病友座谈会分享护理心得和情绪管理方式，能够让患

者通过他人的影响正视自我负性情绪表现，在他人的

积极影响下转变心态从而提高自我概念，经由每日进

行的护理心得记录可以提高患者的自护责任感，引导

患者主动参与正确配合，因此，观察组患者 ESCA 各

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本研究发现，采用自我调节模式的护理干预配合

团体心理疏导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BIPQ 改善明显优

于 对 照 组（P<0.05），HAMA 和 HAMD 评 分 降 低 且

GSES 和 SES 评分显著升高（P<0.05），说明采用联合

护理模式可以调节患者的负性情绪。李臻臻等［16］关

于女性痤疮和激素的相关研究中指出不良的生活习

惯如睡眠不足等可引起性激素水平改变，且与病情严

重程度呈明显正相关，Lopez 等［17］研究也提出情绪

调节在自主神经、内分泌功能和免疫过程中发挥着关

键的调节作用，由此可见，国内外的研究均认为负性

情绪与慢性疾病的发展密切相关，说明保持良好稳定

的情绪对于促进疾病恢复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的

自我调节模式护理干预联合团体心理疏导中注重团

体协作，使患者在团体交流和互动中寻求到安全感和

信念感，通过轻松愉悦的氛围进行面部痤疮凹陷性

瘢痕的知识学习，然后进行相互分享，学习他人正

确面对疾病的心态和护理方法，这有助于改善患者

的疾病负面认知，故观察组 BIPQ 改善情况优于对照

组，通过护士疾病宣教和病友经验分享能够扭转自

身的错误认知和消极情绪，同时通过与护士、家属

的交流，找到自信和归属感，能够帮助患者淡化自

我消极观念，通过病友共同分享的放松方式及互动，

转移患者对自身容貌受损的注意力缓解容貌焦虑心

理，通过团体活动使患者打开心扉重拾对他人的信

任感，能够帮助患者提高自我信心和自尊水平，因此，

HAMA 和 HAMD 评分降低且 GSES 和 SES 评分显著

升高。

研究结果还发现，采用联合护理模式后，观察

组患者 GQOLI-74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说明自我调节模式的护理干预配合团体心理疏导能

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马小青等［18］关于团体心

理疏导在原发性青光眼患者围术期的应用研究中提

出，此种干预模式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并提

高生活质量。这与本研究的观点一致，但本研究在

团体心理疏导模式基础上联合采用了自我调节护理

干预，不仅能使患者在团体中得到心理上的放松，

还帮助患者树立了独立面对疾病和情绪调节的正确

方式，使其人格更加完善性格更加强韧，不仅有利

于疾病本身的护理和恢复，对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

如人际关系、心理健康以及个人社会功能的实现都

具有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基于自我调节模式的护理配合团体

心理疏导可以提高面部痤疮凹陷性瘢痕患者的自护

能力，扭转患者的不良疾病认知和负性情绪改善其自

我效能感和自尊水平，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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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病程管理在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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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全病程管理在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某院皮肤性病科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门诊治疗的尖锐湿疣患者 66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按要求定期复诊，院外进行自我护理；干预组通过全病
程管理平台，建立医患联系，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状态及患者的满意度情况。结果　干预组焦虑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全病程管理平台应用在光
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治疗中，可以更好地减轻患者焦虑情绪，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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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湿疣（Condyloma acuminatum，CA）是临床

常见的一种生殖器增生性改变，由人类乳头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感染所引起的一种

常见性传播疾病［1］，其发病率较高，在我国性传播

疾病中位居第三位［2］，且该病传染性强，容易复发，

国内报告复发率最高达 59％［3］。临床治疗复发率

高且易通过性生活传播，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

由此引发的社会医疗问题日趋严重，危害性仅次于

艾滋病［4］。

5- 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ALA—PDT）是一种

治疗尖锐湿疣的新型疗法，具有治愈率高、复发率低、

安全性好等优点［5-7］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但实际使

用过程中，部分患者未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还需要

多次治疗，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由于该项治疗

在门诊实施，缺乏对患者的系统管理，一些患者治疗

后出现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色沉等不良反应，

给患者带来了一定的身心负担。且多数尖锐湿疣患者

表现出强烈的恐惧和负罪感，尖锐湿疣的复发常使患

者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8］。以往我们对患者

大多实施了治疗后的健康指导，交待注意事项，嘱患

者定期复诊，但未构建形成规范、统一的健康教育模

式［9］。因此，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全病程管理平台

对患者的康复、心理状态及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全病程管理模式是高度个体化整合患者资源的

管理模式，全方位为患者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临床

应用效果明显［9］。我们将光动力全病程管理模式应

用于尖锐湿疣患者的治疗中，将治疗前准备、规范

化治疗 、治疗后实时随访三阶段紧密结合。为有效

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

本研究对患者实施了全病程管理模式，其临床效果

较为明显，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收治的尖锐湿疣患者 66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干预组 33 例，年龄 （17~57） 岁，

平均（29.97±3.77）岁：病程（2~8）个月，平均病

程（12.56±3.89）个月。对照组 33 例，年龄 （21~61） 

岁，平均（30.57±3.88）岁 ; 病程（3~9）个月，平

均病程（10.36±2.56）个月。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

性别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临床确诊为尖锐湿疣患者，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PDT 疗法治疗，取得患者同意，通过

公众号完成病例档案建档。 

1.3　排除标准　已知患有皮肤光过敏症、卟啉症的患

者；已知对试验用药（卟啉类）及其化学结构类似药

物有过敏史者；患处并发有其他可能会影响疗效评价

的疾病者；瘢痕体质者，严重免疫功能低下者；患有

严重的内脏疾病或怀孕、哺乳期妇女；有药物滥用史者。

1.4　方法　

1.4.1　对照组　给予光动力治疗并常规护理，口头讲

解治疗的方式，注意事项以及治疗后的不良反应等，

签署知情同意书，常规准备及随访。

1.4.2　干预组　① 初诊时患者通过微信关注公众号，

建立健康档案，进入全病程管理模式，进行医患联系，

平台推送给患者该病病因、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② 

治疗前护理：治疗前注意事项，治疗后可能出现的治

疗反应以及治疗后的防护措施，在患者充分了解整个

治疗的过程后签署知情同意书；③ 患者会收到诊后

反馈提醒，平台在治疗当天、第三天、第六天发送给

患者“诊后反馈提醒”，让患者按提醒提交治疗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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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反应，以便于医生更好地掌握病情的恢复情况，

及时进行指导。在治疗最初 3 个月，提醒患者应每 2

周随诊 1 次，如有特殊情况（有新发皮损或创面出血

等）应随时就诊，以便得到及时的治疗。同时告知患

者注意皮损好发部位，仔细观察有无复发。

1.5　观察指标　 

1.5.1　 焦 虑 评 分　 使 用 焦 虑 自 评 量 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10］进行评定，该量表由 Zung 编制，

用于评估有焦虑症状个体的主观感受，作为衡量焦

虑状态 的轻重程度。SAS 包括 20 条评定项目，采用

4 级评分，“1”表示无或很少时间有焦虑，“4”表

示大多或全部时间有焦虑。其中有 5 个项目反向计分，

分数越高，表明焦虑程度越重。按中国常模结果 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50~59）

分为轻度焦虑，<50 分为正常［11-12］。在治疗前、治

疗 14d 后评估 1 次，评分越高焦虑越严重。

1.5.2　满意度　自制问卷调查所得，包括对治疗体

验、健康宣教方式、用药宣教内容、及时满足患者服

务需求等方面做总体评价。分值范围为（0~100）分，

以 60 分、90 分为不满意、一般满意以及非常满意三

个等级的分界值，满意度 =（非常满意 + 一般满意）

／总例数。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O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

处理与分析。计量数据以 x-±s 表示，行 t 检验；计

数资料以［n（％）］表示，行 χ2 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2.1　两组患者焦虑评分比较　对焦虑评分予以统计

学分析，治疗前干预组为（73.99±1.95）分、对照组

为（73.71±1.91）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14d 后干预组为（32.55±3.18）分，对照组为

（54.70±3.16）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焦虑评分干预前后对比（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 14d

对照组 33 73.71±1.91 54.70±3.16

干预组 33 73.99±1.95 32.55±3.18

t 值 -0.710 28.185

P 值 0.480 ＜ 0.05

2.2　满意度比较　对满意度予以统计学分析，干预

组非常满意患者 22 例，一般满意患者 10 例，不满意

患者 1 例，总满意度 97%，对照组非常满意患者 12

例，一般满意患者 16 例，不满意患者 5 例，总满意

度 85%，干预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3 12（36%） 16（49%） 5（15%） 85%

干预组 33 22（67%） 10（30%） 1（3%） 97%

χ2 7.341

P <0.01

3　讨论  
尖锐湿疣是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因其特殊

的传播方式及高复发率，且治疗周期比较长，给患者

的生理、心理和社交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需要对患

者进行全面干预，以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疗效，

预防疾病再次复发。

现代化健康理念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传统的

医学模式已不能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全病程管理

作为更高层次的疾病管理方式，通过平台进行沟通

交流，使患者对疾病有正确的认知，从而自觉提高

科学健康的行为，加强对治疗的重视，减少负性结局。

目前，门诊患者就医和治疗体验是门诊管理的薄弱

环节［13］，一方面医院门诊压力大，患者疾病咨询、

预约流程繁琐，患者往往不能按时就诊，导致部分

患者流失，疗效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门

诊日常工作忙碌，导致患者接受治疗后后续管理难

以做到全面跟进，医生对患者治疗恢复阶段无法整

体把控，患者疗效无法保证。本研究通过患者不同

阶段的就医需求，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为其制定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减轻了干预组患者的焦虑状况。该

模式通过沟通平台，对患者全病程的管理，治疗由

医院延伸至家庭，通过平台向患者推送疾病的成因、

治疗方式、前期准备、注意事项、居家护理、注意

事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应对策略等治疗相关

内容。患者通过平台能正确了解治疗的全过程，做

好充足准备，积极配合各项工作，避免情绪过于紧

张或者抵触情绪影响治疗的开展和最终的效果［15］，

面对可能发生的术后治疗反应不再无所适从。全病

程管理，降低了患者的焦虑情绪，提高了治疗的效果，

进而促进患者的康复。

全病程管理模式提升了患者的就医感受和满

意度。本研究显示，干预组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表明全病程管理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医生实时了解患者治疗后的情况，全程把控，及时处

理，提高疗效，控制不良反应，促使患者主动配合治

疗。同时，全病程管理模式也进一步稳定了患者流。
（下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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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例·

卡马西平致藏族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并报道 HLA-B*2740/HLA-B*4001
基因检测阳性 1 例

扎　珍 1，索朗曲宗 1，张　韡 1，2，白　央 1，德吉央宗 1，江海琴 2，王洪生 2

（1.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　拉萨　850000；2.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江苏　南京　210042）

中图分类号：R697.13　文献标志码：B　doi：10.3969/j.issn.1002-1310.2022.01.024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18 岁 ，藏族，因“全身红斑、丘疹伴

瘙痒 2 周、发热 3 天”就诊。2 周前患者因癫痫病口

服药物卡马西平片后逐渐出现全身红斑、丘疹伴瘙

痒。未行正规诊疗，后皮疹逐渐增多，相互融合，泛

发全身。曾于诊所就诊（诊疗不详），症状未见明显

好转，病情加重，3 天前开始发热（体温未测），故

就诊我院。既往有癫痫病史，否认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病、传染病、食物及药物过敏史。

体格检查：体温 38.2℃、血压 97/51mmHg、心

率 106 次 /min，余无异常。皮肤科专科检查：全身弥

漫性麻疹样红斑、丘疹、压之褪色，皮温升高（图 1），

部分区域可见红斑基础上有干燥性糠状脱屑。颈部、

双侧腋下淋巴结肿大、质中、轻度触痛。双眼结膜充

血，口腔颊黏膜轻度糜烂、咽后壁高度充血。

实 验 室 及 辅 助 检 查： 血 常 规 示： 白 细 胞

13.8×109/L，嗜酸性粒细胞比率 27.11% ，嗜酸性粒

细胞绝对值 3.72×109/L，肝功能：谷本转氨酶 262U/L，

谷草转氨酶 128U/L；肾功能 ：尿素 3.1mmol/L，肌酐

306μmol/L。人疱疹病毒 6 型阴性，巨细胞病毒定性

阴性。骨髓检查结果：粒系明显活跃伴嗜酸性粒细胞

比例增高。血流式细胞免疫荧光分析结果嗜酸性粒细

胞比例明显增高（22.0%）。

基 因 检 测： HLA-B*2740/HLA-B*4001 基 因 多

态性，未检测出 HLA-B*1502 位点异常。

诊断：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

治疗：立即停服抗癫痫药物，予首剂量甲泼尼

龙 80mg/d，甘草酸二铵注射剂 150mg/d，左西替利嗪

口服液 10mL/d、联合人血丙种球蛋白（IVIG）20g/d（连

续共用 3d）及相应支持对症处理。

经治疗，全身皮损逐渐消退，色泽变淡，体

温下降，瘙痒减轻，肢端起出现皮疹干燥剥脱，

激素逐渐减量，并在皮肤科门诊随诊、规律减量，

随访半年无复发。

2　讨论
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DIHS）是一种重症药物

反应，是 T 淋巴细胞介导毒性代谢产物引发的一种

迟发型超敏反应［1］。DIHS 又称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和系统症状的药疹（DRESS）或称药物引起的迟发性

多器官超敏综合征（DIDMOHS）。常见致敏药物有：

抗惊厥药（卡马西平、苯妥英钠、丙戊酸、拉莫三嗪），

抗微生物药（β- 内酰胺类、氨苯砜、复方新诺明、

米诺环素、万古霉素、奈韦拉平、阿巴卡韦），非甾

体抗炎药（ NSAIDS）（塞来昔布、布洛芬），抗代谢

药别嘌呤醇以及柳氮磺胺吡啶、甲亢平、氟茚二酮

等。巨细胞病毒（CMV）、人疱疹病毒 6、7 型、EB

等病毒感染，遗传因素也被视为主要发病原因［2］。

日本医学会的 DIHS 诊断标准如下［3］：① 在开始一

定数量药物 >3 周后发生斑丘疹样皮疹；② 停用药

物后临床症状持续超过 2 周以上；③ 发热（体温高

于 38℃）；④ 伴有肝功能异常（ALT>100U/L）亦可

以有其他器官损害，如肾损害；⑤ 血液系统改变，

外周血 WBC11×109/L 或不典型淋巴细胞 >5%；或

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1.5×109/L；⑥ 淋巴结肿大；⑦ 

HHV-6 再活化，具有 7 项都存在诊断为 DIHS，具有

以上 5 项（1~5）则诊断为非典型 DIHS。临床上主要

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如传染性单核细胞症、麻疹、

川崎病）、剥脱性皮炎型药疹，淋巴瘤相关疾病（如

【通讯作者】  张韡， E-mail: ifmtjoe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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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免疫母细胞淋巴结病、淋巴流性红皮病、药物性

假性淋巴瘤）等相鉴别。

口服卡马西平（CBZ）诱发重症药物不良反应

与 HLA-B*1502 等位基因的表达有高度的相关性［4，5］，

超 过 90% 的 CBZ 诱 发 SJS / TEN 患 者 均 为 HLA- 

B*1502 阳 性［6，7］， 但 仍 有 近 10%HLA-B*1502 阴

性［8，9］。而中国汉族人群相对于其他人种人群表达

HLA-B*1502 等位基因的频率高出许多［10］。

DIHS 的治疗关键是及早准确的诊断并停用致敏

药物、更换、避免致敏药物再摄入以及慎用结构类似

的可疑药物。早期足量的系统应用糖皮质激素控制病

情进展［1，11，12］。对伴有免疫低下或重症感染而不宜

采用 GC 冲击疗法的病例可给予免疫球蛋白［2］。

本病例在服用 CBZ 抗癫痫治疗 2 周后发病，潜

伏期长、病程长，病情重且出现反复，初期表现为

弥漫性分布的麻疹样损害，其后进展为头面部肿胀，

躯干部位呈现红皮病样的改变，头面部、口角廓周

围上覆糠状鳞屑。突出表现为持续高热（尤以晨起

突出）咽炎、颈部淋巴结肿大压痛、肝功能受损及

血液系统（嗜酸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增高）的异常，

符合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基因检测显

示：HLA-B*2740/HLA-B*4001 基因多态性，未检测

出 HLA-B*1502 位点异常，考虑藏族人群中 CBZ 诱

发的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有可能和 HLA-B*1502 位

点以外的其他的基因点位多态性相关，但由于目前缺

乏藏族人群中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患者 HLA 基因点

位多态性相关基因检测的研究报道，需要进行进一步

大样本的研究才可明确。

图 1　患者背部（1a）、面部及胸腹部（1b）可见“红
皮病”样皮疹，全身弥漫性红斑、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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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囊黏蛋白病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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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男，36 岁。因头面部皮疹 2 月余就诊。患

者于 2020 年 8 月发现头面部出现大小不一的红斑，

无自觉症状，未引起重视，后皮损逐渐增大。家族成

员中无类似疾病史。体格检查：一般情况好，系统检

查未见明显异常。皮肤科情况：头面部可见散在的

大小不一的边界清楚的淡红色斑块、结节，质较硬，

部分表面隆起呈胶稠状，表面无毛发，无糜烂，无压

痛（见图 1）。自身抗体谱阴性。组织病理检查示：

表皮灶状角化不全，棘层增生肥厚，真皮全层血管周

围散在或小片状的淋巴细胞及组织细胞浸润，毛囊水

肿明显，有较多黏蛋白沉积，周围可见密集淋巴细胞、

组织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见图 2A、2B）。阿

辛兰染色：毛囊及毛囊周围可见粘蛋白沉积（见图 3）。

直接免疫荧光阴性。免疫组化：CD3、CD4、CD5、

CD7、CD8 阳性，CD20 部分阳性，CD68 阴性，Ki67 约 5%

细胞阳性（见图 4A、B、C、D、E、F、G、H）。符

合毛囊粘蛋白病（头皮）。

诊断：毛囊黏蛋白病。

2　讨论 
毛囊黏蛋白病（Follicular  Mucinosis，FM）是一

种临床较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以酸性黏多糖聚

集在毛囊（毛囊外根鞘和皮脂腺） 内为其特征，本

病由 Pinkus 于 1957 年首次以黏蛋白脱发报道本病，

但此病并非都有脱发，于 1959 年 Jablonska 等提出

以毛囊黏蛋白病命名。据研究，FM 与各种全身性疾

病相关，包括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造血干细胞移植 

（HSCT） 和其他恶性和良性皮肤病、HIV 等均有相

关报道［1］。该病发病机制不明，毛囊角质形成细胞

被假定为粘蛋白的来源，可能与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有关，也可能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毛囊反应，或者是毛

囊周围的 T 淋巴细胞释放细胞因子刺激毛囊上皮分

泌黏蛋白所致。

本病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有报道最小发生于

4 岁［2］，男女均可发病，无明显性别差异，皮疹好

发于头、面部、颈部，也可见于躯干四肢，多局限分布，

无自觉症状，可伴有感觉异常、瘙痒、麻木等。典

型皮疹特征是具有光泽的淡红色或肤色毛囊性丘疹，

或带鳞屑的红色浸润性斑块或结节，其上毛囊显著，

可有不同程度毛发脱落，也可表现为多种形式：痤疮、

湿疹、囊肿、结节等［3］。也可在病灶周围出现无症

状的低色素病变［4］。

FM 可分为原发性良性（或特发性）和继发性，

可能与炎症或恶性肿瘤相关，最常见的为蕈样肉芽肿

（Mycosis fungoides，MF）［5］。本病按临床经过又可

分为 3 种类型：① 急性良性型：临床相对常见，好

【通讯作者】  黄慧，E-mail：huanghuipfk@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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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毛囊黏蛋
白病患者临床皮损

头 面 部 散 在 分
布大小不一、边界清
楚的淡红色浸润性斑
块、结节。

图 2A　毛囊黏蛋白病患
者皮损组织病理像（HE×25）

真皮全层炎细胞主要分
布在毛囊及毛囊周围。

图 2B　 毛 囊 黏 蛋 白 病
患 者 皮 损 组 织 病 理 像（HE 
×100）

毛囊水肿明显，周围见
密集的淋巴细胞、组织细胞及
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图 3　毛囊黏蛋白病患者
皮损组织病理像（阿辛兰染色 
×100）

粘蛋白主要沉积在毛囊
及毛囊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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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于较年轻患者，皮损多局限于头、颈、 上肢等部位，

一般 2 个月至 2 年自行消退。本型无皮肤外表现。②

慢性良性型：好发于年龄较大患者，少见，皮损较大

较多，分布较广泛，形态亦多种多样．可反复出现或

持续数年。③ 淋巴瘤相关型：多见于成年人，最常

见的恶性肿瘤是皮肤 T 细胞淋巴瘤，以 MF 最多见。

有学者认为 FM 可能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造血干细

胞移植相关联，但不一定是 T 细胞淋巴瘤前兆［6］，

Mir-Bonafé 等学者认为 FM 是一种反应性组织学模

式，与皮肤 T 细胞淋巴瘤无关［1］。原发性与淋巴瘤

相关型 FM 早期组织学特征相似，前者以头部 / 颈部

的单发病变居多，而后者以头部 / 颈部区域以外的身

体区域呈现多个病变［7］，粘蛋白被证明是一种真皮

型粘蛋白，由透明质酸和硫酸化糖胺聚糖组成。原发

性或继发性 FM 中滤泡粘蛋白的组成没有差异，但良

性型组织病理通常为毛囊间隙中充满黏蛋白，附属器

周围轻度淋巴细胞浸润，无亲表皮性和轻微的血管周

围和附件周围多克隆浸润，免疫组化 CD4
+ 与 CD8

+ 细

胞正常表达。淋巴瘤相关型组织病理表现为异型淋巴

细胞密集带状浸润和亲表皮性，免疫组化以 CD4
+ 淋

巴细胞为主和浸润的单克隆重排［8］。本例患者组织

病理经反复阅片，无淋巴细胞亲表皮现象及异型淋巴

细胞，暂排除淋巴瘤相关型，但良性型和淋巴瘤相

关型之间鉴别并没有单一的、无可争议的诊断标准，

区分这两种形式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具有许多重叠

的特征，鉴别诊断需要将临床、组织病理、免疫组

化和分子研究等一起评估和关联。所以对于良性型，

特别是慢性良性型和儿童期发病的 FM 应注意长期随

访［4］，必要时定期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对病情发展

进行监控。同时患者自身抗体谱、直接免疫荧光阴性，

故也不支持红斑狼疮的诊断。

目前本病尚无特效治疗方法，避免过度诊断和

过度治疗，建议长期随访观察［9］。有些皮疹可自行

消退。可选择糖皮质激素局部外用或皮损内注射，或

者口服低剂量糖皮质激素、异维 A 酸、氨苯砜、米

诺环素、硫酸羟氯喹等治疗，可有不同程度的疗效。

本例患者未规律使用药物治疗，皮疹无明显缓解，半

年后失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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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女，58 岁，因“躯干、四肢红斑、丘疹伴

瘙痒 3 天”至我科就诊。现病史：患者于 3 天前洗

澡后躯干、四肢出现散在条索状红斑，红斑基础上

见丘疹、丘疱疹，瘙痒明显，无破溃、渗出、糜烂，

无呼吸困难、腹痛腹泻及发热、关节痛等症。患者

既往无类似症状出现；无内科基础病；长期居住昆

明本地；近期无服药史，1 周前有食用腌制香菇史。

体格检查：系统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躯干、四肢散

在条索状红斑，红斑基础上见密集丘疹、丘疱疹，

皮肤划痕征（-）（见图 1-3）。皮肤镜检查：急性

炎症性改变，表现为红色背景，毛细血管扩张。实

验室检查：血常规、尿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未见异常。

诊断：香菇皮炎

治疗：以抗过敏、抗炎、止痒为主。予枸地氯

雷他定片 8.8mg，口服，1 次 /d；糠酸莫米松乳膏，

外用，2 次 /d。2 周后电话随访，患者皮损完全消退，

无瘙痒，无色沉、结痂。

图 1　双上肢条索状红斑 图 3　背部皮损近照，条索状
红斑基础上见丘疹、丘疱疹

图 2　上肢皮损近照，条索状红斑基
础上见丘疹、丘疱疹

2　讨论
香菇皮炎由日本学者 Nakamuraz 首次发现，该

学者阐述了该病发病的诱因及特征性皮损表现［2］。

但该病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主要认为与

香菇多糖这一化学物质引起的毒性反应或过敏反应

有关。香菇多糖不耐热，在充分加热后因原有化学

结构产生改变而被灭活［3］，因此该病患者多有食用

未烹饪成熟的香菇史。有学者将香菇多糖输注入 513

例患者体内，其中 9 例产生了香菇皮炎的特异性鞭抽

样条索状红斑［4］。有学者用香菇提取物进行免疫斑

贴试验，检测到部分受试者血清中香菇特异性 IgE 水

平升高［5］。部分化疗药物中常含有香菇多糖这一成

分，而有的学者则将香菇皮炎的皮损表现归结为抗癌

药物引起的副反应［1］。国内也有肺腺癌患者使用“顺

铂 + 培美曲塞”化疗后躯干、四肢出现鞭挞样红斑

的报道［6］。但也有患者在食用完全烹饪成熟的香菇

后出现了香菇皮炎的特征性皮损［7］，因此该病的发

生还可能存在其它的机制。

该病在皮肤镜下呈急性炎症性改变，表现为红

色背景，皮损局部可见水疱、毛细血管扩张。病理学

改变无特异性，主要表现为表皮局灶性角化不全或角

化过度，海绵样水肿；真皮乳头水肿，浅层毛细血管

扩张，周围有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等炎性细胞浸

润［8］。部分患者可出现肝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天

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4］。

香菇皮炎在临床上少见，虽然其皮损表现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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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异性，但仍需与下列疾病进行鉴别诊断：① 

人工荨麻疹：又称为皮肤划痕症，表现为皮肤沿机

械刺激的路线出现条索状风团性隆起，局部伴瘙痒、

灼热等不适，该病皮损多在数小时内消退，消退后不

留痕迹，多有反复发作史［9］。本例患者皮损部位无

机械刺激史，且皮损无自行消退迹象，故不考虑该诊

断。② 隐翅虫皮炎：由隐翅虫口腔和尾部分泌的毒

素引起，多表现为隐翅虫爬行部位皮肤出现线状水肿

性红斑、水疱，甚至糜烂，局部有灼痛、瘙痒感［10］，

本例患者无隐翅虫接触史，且隐翅虫多活跃于潮湿、

闷热的地区［11］，该患者久居昆明，气候凉爽干燥，

故不考虑该诊断。③ 成人 still 病：是一种系统性自身

炎症性疾病，较为罕见［12］，其典型皮损与荨麻疹类

似，多发生在躯干和四肢近端［13］，也有少数患者皮

损表现为鞭挞样条索状红斑［14］，但伴有典型的关节

痛、间歇热等症状［15］，实验室辅助检查可有铁蛋白

异常［12］。而该患者除皮损表现外无其它异常症状，

故不考虑该诊断。④ 接触性皮炎：皮损多表现为与

接触物形状类似的、边界清楚的红斑，因此若致敏

物质为条状，接触部位也可出现与香菇皮炎皮损类

似的条索状红斑，而患者在发病前无明显接触史，故

不考虑该诊断。⑤ 皮肌炎：是以一种自身免疫性疾

病，主要为皮肤损害和肌肉炎症［16］，典型皮损表

现为 Gottron 丘疹，面部、前胸后背红斑性皮疹等［17］，

也有文献报道约 3% 的皮肌炎患者出现鞭挞样红斑皮

损表现［18］，但皮肌炎常伴有免疫学相关检查的异常，

严重者还可伴内脏系统的损害，故该患者不考虑该

诊断。

香菇皮炎多在食用未烹饪成熟的香菇（24~48）

h 后发病［1］，但本病例患者的发病时间为 1 周后，

因此，临床上若遇见皮损表现为鞭挞样条索状红斑的

患者除需进行详尽的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外，还应详

追病史，为疾病的诊断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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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儿女，9 月，“背部褐色斑块 8 月余”。患儿

出生后不久父母发现其背部正中皮下可触及一约蚕豆

大小结节，边界清楚，表面皮肤颜色稍深，有毛发生长，

触压时患儿无异常反应，未予特殊诊治。此后结节缓

慢增大，有毛皮损区域面积逐渐增大至约患儿掌心大

小。后于当地医院就诊，具体诊断不详，未予特殊治疗。

为进一步明确诊治，于 2019 年 1 月来我院就诊。患儿

父母非近亲结婚，患儿系足月顺产，预防接种按序进

行，无癫痫等系统疾病史，家族中无类似疾病患者。

体格检查：发育及智力正常，一般情况良好，

各系统查体无明显异常，未触及肿大浅表淋巴结。

皮肤科检查：背部正中可见一 4cm×5cm 大小淡褐

色斑块，界限清楚，稍高出皮面，其上有密集毛发

生长，触之质硬，无明显触压痛（见图 1）。身体

其它部位未见类似皮损。

皮损组织病理检查：表皮轻度增生肥厚，基底

层色素增加。真皮下部及皮下脂肪组织内可见大量穿

插分布的成熟平滑肌束，细胞无异形，间质内有少许

黏液样物质沉积（见图 2、见图 3）。免疫组化结果

显示，平滑肌束平滑肌肌动蛋白（SMA）、高分子量

结合蛋白（h-Caldesmon）阳性（见图 4）；S100 阴性。

诊断：先天性平滑肌错构瘤。

 2　讨论 
平 滑 肌 错 构 瘤（Smooth muscle hamartoma） 由

Stokes 于 1923 年首次报道，是真皮内平滑肌束增生

形成的一种良性肿瘤，其主要发生在皮肤的立毛肌、

血管壁平滑肌和生殖器皮肤平滑肌，如阴囊肉膜肌、

外阴和乳头乳晕平滑肌等部位［1］。平滑肌错构瘤分

为先天性、后天性、家族性。先天性平滑肌错构瘤

（congenital smooth muscle hamartoma，CSMH）相对

罕见，国内外报道均不多，目前国内报道的 CSMH

大多数发生在躯干、肢体近侧，部分病例发生于头

面部［2-4］，龚晓瑾等［1］报告一例发生于阴囊。国内

暂无家族性平滑肌错构瘤相关报道。

CSMH 根据临床表现分为经典型、多发型、弥漫

型和毛囊型四型［5］。经典型皮损发生于婴儿期，是

一种典型的肤色或轻度色素沉着性斑片或斑块，最常

位于躯干、臀部或肢体近侧，表面可见毛囊性小丘疹

或多毛。有些皮损遇冷或摩擦后可产生缓慢的蠕动，

称为假 Darier 征，Viglizzo［6］认为其为 CSMH 特征性

诊断依据。毛囊型表现为不伴多毛的毛囊性丘疹。多

发型很少见，常表现为线状萎缩性斑块。弥漫型常

表现为皮肤显著的褶皱，为米其林轮胎婴儿综合征

的临床表现之一，更常见于男性婴儿［7］。病理表现

为边界清楚、粗大的平滑肌束随意分布于整个真皮，

可见与毛囊相连，表皮常为棘层肥厚，基底层色素

颗粒增多。先天性平滑肌错构瘤有时需要借助免疫

组化检查和其他相关疾病进行鉴别，其免疫组化显

示 SMA、Desmin、h-Caldesmon 染色弥漫阳性。平滑

【通讯作者】  杨海潮，E-mail:452336141@qq.com
【收稿日期】  2020-08-06

图 1　背部正中可见
一 4cm×5cm 大 小 界 限
清楚的淡褐色斑块，其上
有密集毛发生长

图 2　先天性平滑肌错
构瘤组织病理像（HE×20）

真皮下部及皮下脂肪内
可见大量穿插分布的成熟平
滑肌束

图 3　先天性平滑肌错构
瘤组织病理像（HEx100）

皮下脂肪内大量穿插分布
的成熟平滑肌束，细胞无异形

图 4　免疫组化 SMA
阳性（SP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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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肌动蛋白 SMA 是标记平滑肌的常用标记；结蛋白

Desmin 是一种中间丝蛋白，广泛分布于骨骼肌、心

肌、平滑肌及肌上皮，在肌纤维母细胞分布量稍少，

可用于平滑肌及骨骼肌肿瘤的判断；Caldesmon 是存

在于平滑肌或非平滑肌细胞中的一种细胞骨架蛋白，

有低分子量 （l-Caldesmon）与高分子量（h-Caldesmon）

两种，后者被认为仅存在于内脏及血管平滑肌细胞及

肌上皮细胞中，可用于区分肌源性肿瘤和肌纤维母细

胞分化肿瘤。根据本例患儿临床表现及组织病理学结

果，诊断为先天性平滑肌错构瘤（经典型）。

CSMH 临床上需与 Becker 痣相鉴别。后者也表

现为单侧性色素沉着斑或稍高起斑块，伴多毛，有

些病变中在真皮网状层可见形状不规则的增粗的错

构性平滑肌纤维，但该病多出现于青春期，随时间

推移色素沉着及多毛会逐渐加深，且仅为平滑肌数

目轻度增多。但也有学者认为本病与 Becker 痣关

系密切，因临床和病理表现上平滑肌错构瘤显示与

Becker 痣重叠，这两种疾病可能代表同一疾病谱系

的不同表现［5］。另外 CSMH 还需要与先天性黑素细

胞痣、血管平滑肌瘤、孤立的肥大细胞增生症、咖啡

斑等疾病相鉴别，在临床上与毛平滑肌瘤也极其相

似，需临床和病理检查相结合加以鉴别。Zvulunov 等［8］

曾对确诊为 CSMH 的 15 例典型患儿进行长时间的观

察随访，均未发现恶变者，故认为其为良性病变，一

般无需治疗，若有明显临床症状或美容需要可行手术

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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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细胞性龟头炎 1 例

罗　辉，邓玲俐，鲁青莲，吴　炜，蒋亚辉，于春水，杨和荣

（遂宁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四川　遂宁　629000）

中图分类号：R697.13　文献标志码：B　doi：10.3969/j.issn.1002-1310.2022.01.028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53 岁，因龟头红斑、糜烂、渗出半年

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入住我科。入院半年前患者无明

显诱因龟头出现一绿豆大小红斑，表面糜烂，浆液性

渗出，皮损缓慢扩大，迁延不愈，不痒不痛，一直未

予治疗。病程中无畏寒、发热、乏力、肌肉酸痛及关

节疼痛等不适。既往史：10 多年前有急性阑尾炎手

术史、左锁骨外伤骨折手术史；否认系统性疾病及家

族遗传性疾病，否认药物过敏史及冶游史。入院查体：

生命体征平稳，各系统检查无异常。皮肤科情况：龟

头可见一蚕豆大小片状红斑，表面糜烂，可见浆液性

渗出，无脓性分泌物及结痂，皮损境界清楚，无触痛

（见图 1）。实验室检查：皮损处分泌物一般细菌涂

片未查见细菌，细菌培养无细菌生长，真菌涂片未查

见真菌孢子及菌丝；补体、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

IgG17.7g/L，补体 C3、C4、免疫球蛋白 IgA 及 IgM 正常；

抗核抗体阴性（-）；生化分析：谷丙转氨酶 86U/L，

谷草转氨酶 104U/L，尿酸 543umol/L，肾功能正常；

梅毒、艾滋抗体阴性；血常规、血沉、超敏 C 反应

蛋白、大小便常规正常。心电图：窦性心律，正常心

电图。组织病理：真皮浅层及中层大量浆细胞浸润，

可见毛细血管扩张（见图 2）。腹部彩超：脂肪肝。

患者入院查转氨酶异常，进一步完善自身免疫性肝病

抗体四项、四型肝炎抗体和丙肝抗原无异常，请消化

内科医师会诊考虑脂肪肝导致转氨酶升高可能性大。

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组织病理结果，

诊断浆细胞性龟头炎、肝功能异常、脂肪肝、高尿

酸血症。给予双环醇护肝降酶，外用他克莫司软膏、

表皮生长因子，高能红光局部照射，对症支持等治疗，

病情好转出院，目前正在我科门诊随访中。

2　讨论
浆细胞性龟头炎（plasma cell balanitis，PCB），

又称 Zoon 浆细胞性龟头炎，是一种以浆细胞浸润为

主的慢性炎症性疾病，该病在 1952 年由 Zoon 首次报

道，常见于未行包皮环切的中老年男性，病因尚不

明确，可能与包皮过长、包皮垢、尿液残留、创伤、

感染、局部摩擦刺激等因素相关［1-3］。PCB 典型临

床表现为龟头、包皮及冠状沟经久不愈、境界清楚的

浸润性红斑，表面光滑、潮湿，一般不形成溃疡，伴

轻微瘙痒或无自觉症状，组织病理以真皮内大量浆细

胞带状浸润为主要特征，亦可见毛细血管扩张、增生，

红细胞外渗及含铁血黄素沉着［4、5］。PCB 发病部位

特殊，对于因各种原因不能行组织病理检查的患者，

可以采用皮肤镜检查辅助诊断。皮肤镜下可见到橙黄

色无结构区域，呈局灶性或弥漫性分布，与组织病理

中真皮浅层含铁血黄素沉积相对应；血管形态多样，

可呈蛇形、杯形、弯曲形，与组织病理中真皮浅层血

管扩张及增生相对应［6］。本病发展缓慢，长期黏膜

炎症刺激可导致癌变［7］，故对 PCB 患者需长期随访。  

PCB 临床少见，容易误诊，需要与增殖性红斑、

乳房外 Paget 病、二期梅毒、固定型药疹、扁平苔藓

等疾病鉴别。增殖性红斑是一种发生在黏膜部位的原

位癌，皮损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的境界清楚、稍隆起

的红斑，主要累及表皮，组织病理可见异型细胞及核

分裂象，真皮中无大量浆细胞浸润［8］。乳房外 Paget

病典型皮损为境界清楚的浸润性红斑，表面有糜烂、

溃疡，常伴瘙痒不适，镜下表皮内可见数量不等的

Paget 细胞，胞质淡染、空泡状，核大深染［9］。二期

梅毒皮损以斑疹、斑丘疹为主，组织病理可见真皮浅

层大量浆细胞浸润，梅毒血清学检查有助于鉴别诊

断［5］。固定型药疹多见于口腔和生殖器皮肤黏膜交

界处，表现为局限性圆形或类圆形边界清楚的红斑，

消退后可遗留色素沉着，组织病理以嗜酸性粒细胞浸

润为主，无大量浆细胞浸润。扁平苔藓皮损以紫红色

扁平多角形丘疹为主，表面附有一层光亮的蜡样薄膜

鳞屑，组织病理可见基底细胞液化变性，真皮浅层淋

巴细胞浸润。

目前 PCB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包皮环切术，且

术后能有效减少 PCB 复发［1］。Kumar 等［10］对 26 例

PCB 患者进行行包皮环切术，术后随访５年无复发。

【通讯作者】  杨和荣，E-mail:yangherong@126.com
【收稿日期】  202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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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a N 等［3］研究发现外用糖皮质激素有效。近年来，

也有学者使用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治疗 PCB，取

得良好效果，其作用机制是由于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

剂不仅具有显著的抗炎活性，还可以通过阻断Ｔ细胞

的活化，抑制Ｔ细胞信号转导通路，起到免疫调节及

免疫抑制作用［11］。也有研究发现光动力、激光及外

用莫匹罗星软膏对 PCB 治疗有效，沙利度胺可用于

难治性 PCB 的治疗［12、13］。本例患者外用 0.03% 他

克莫司软膏、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外用溶液（Ⅰ），

高能红光局部照射等治疗，取得较好效果，随访 8 个

月无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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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龟头可见红斑，表面糜烂，
浆液性渗出，境界清楚，无触痛。

图 2　皮肤组织病理：真皮浅层及中层大量浆细胞浸润，可见毛细血管扩张。
（2a： HE×40；2b：HE×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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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病 1 例并相关文献复习

郝延召 1，王迪 2，邵　依 1，张守民 1，禹卉千 1

（1. 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河南　郑州　450003；2. 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　郑州　45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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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男，48 岁，以“左耳前肿物伴瘙痒 10 余年”

为主诉就诊于我科，患者 10 年前无明显诱因左耳前

出现肤色蚕豆样大小肿物，自觉瘙痒，无红肿、破溃、

疼痛、耳鸣、听力减退，随后肿物逐渐增大至鸡蛋样

大小，自觉瘙痒明显，饮酒、食辛辣食物后自觉肿块

增大、瘙痒明显加重。患者既往湿疹病史，否认家族

遗传病史、肿瘤史、传染病史，无抽烟史及外伤史。

患者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就诊于我科门诊。

体格检查：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

左耳前可触及约 5cm×4cm 肤色囊肿，质软，活动度

良好，头颈部浅表淋巴结未触及明显肿大，表面无破

溃，皮温正常（见图 1）。

实验室及辅助检查：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为

1.26×109/L［（0.05-0.5）×109/L］，嗜酸性粒细胞

百分比升高为 11.9%（0.5%~5%），血清总 IgE 升高

为 1384 KU/L（0-100KU/L），IL-6 升 高 为 54.90pg/

ml（0~5.4pg/ml），IL-10 升高为 40.09pg/ml（0~12.09pg/

ml），IFN-γ 升 高 为 1034.69pg/ml（0~20.06pg/

ml）。肝肾功、电解质、尿常规、血糖未见异常。腮

腺 MRI（平扫＋增强）：左侧腮腺外前方可见斑片

状异常信号，范围约 2.7cm×3.2cm×3.4cm，T1WI 呈

低信号，T2WI 及 DWI 呈不均匀略高信号，边界不清，

增强扫描可见轻度强化，双侧腮腺、甲状腺及颌下腺

对称，内未见异常信号。双侧咽隐窝对称，鼻咽顶后

壁无增厚。双侧乳突内未见异常信号。所示骨质未见

异常信号。双侧上颌窦、筛窦粘膜增厚。组织病理：

角化过度，表皮轻度假上皮瘤样增生，真皮全层及脂

肪层可见数个淋巴滤泡样结构，其间大量嗜酸性粒细

胞及淋巴细胞浸润，形成嗜酸性微脓肿，细胞形态未

见明显异型性（见图 2、3）。

诊断：木村病。

治疗：患者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全麻下行左侧

腮腺浅叶切除术 + 生物膜植入术。

术后恢复良好，病情好转出院，院外口服泼尼

松（10mg bid）2 月，辅以护胃、补钙、补钾等药物，

期间行局部放射治疗 3 次，患者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

复诊，手术部位切口愈合良好，局部无肿块、无瘙痒，

嗜酸性粒细胞计数降至0.45×109/L［（0.05-0.5）×109/L］，

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降至 3.9%（0.5%~5%），血清

总 IgE 为 76 KU/L（0~100KU/L），IL-6 为 21.70pg/

ml（0~5.4pg/ml），IL-10 为 17.04pg/ml（0~12.09pg/

ml），IFN-γ 为 18.27pg/ml（0~20.06pg/ml），肝肾功、

电解质、血糖未见异常，目前仍在随访中。

2　讨论
木村病（Kimura’s disease，KD）是一种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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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木村病患者左耳前
皮损

图 2　表皮角化过度，轻度假上皮瘤样增生，
真皮全层及脂肪层可见数个淋巴滤泡样结

构，形成嗜酸性微脓肿（HE×40）

图 3　真皮内可见大量嗜酸性粒细胞和淋巴
细胞浸润（HE×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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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发展的良性软组织免疫炎性疾病，又称嗜酸性粒

细胞增生性淋巴肉芽肿［1］。1937 年，我国学者 Kimm 

HT 首次报道了这种疾病，而日本学者 Kimura 在 1945

年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2］。它主要发生在亚洲男性中，

男女比例约 9.1：3.5［3］。KD 特征性临床表现为：① 头

面部单侧或双侧无痛性皮下肿物；② 组织及外周血中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③ 血清中 IgE 水平升高。常自觉

瘙痒显著［4］。约 15%~18% 患者伴有肾脏受累，肾病

综合征是最常见的肾脏表现，具体原因不详，可能与

IgE 介导的变态反应进而引起肾脏的免疫损伤相关［5］。

李群燕等［6］报道了 1 例双耳后木村病患者，虽然该患

者总 IgE、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均

正常，但有特征性临床表现及组织病理。KD 目前尚无

恶性转移，但高复发率也使该病难以完全治愈。报告

的复发率高达 62％［7］。本病多见于头面部，也可见于

腋窝、胸壁、腹部、腹股沟、阴囊、四肢等，但相对罕见，

肿块表面皮肤正常，质软，活动性良好。该病例为头面

部质软肿块，外周血中嗜酸性粒细胞、总 IgE 显著高于

正常值，患者无湿疹及瘙痒病史，排除了特应性皮炎

及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皮炎引起的实验室结果的异常。

该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由于免

疫失调导致 IL-4 和 IL-5 的过度释放可能是嗜酸性粒

细胞浸润并导致 IgE 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8］。王喜

中等［9］认为KD可能是Th2细胞介导的免疫性疾病。此外，

Katagiri 等［10］ 人 发 现，KD 患 者 的 TNF-α、IL-4、

IL-5 和 IL-13 mRNA 水平在治疗前升高，但在手术

和放射治疗后显著下降。这一观察支持 Th2 细胞因

子在 KD 的进展中发挥作用的观点。然而本例患者表

现为外周血中 IL-6、IL-10、IFN-γ 的升高，木村病

患者体内细胞因子的参与仍需要更多的研究。

KD 的诊断主要依赖临床表现与组织病理，病变

部位的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诊断该病的金标准。典型的

组织病理表现包括：① 病变区域嗜酸性粒细胞的浸

润及嗜酸性微脓肿的形成；② 淋巴滤泡的增生与生

发中心的形成；③ 毛细血管后小血管的形成，周围

胶原纤维沉积与不同程度纤维化，血管管壁纤维化主

要发生在早期，晚期逐渐被玻璃样变取代［11，12］。本

病通常需要与嗜酸性淋巴粒细胞增多伴血管淋巴样

组织增生（ALHE）、IgG4 相关性疾病（IgG4-related 

disease，IgG4-RD）、腮腺淋巴管瘤等进行鉴别，依

据组织病理不难做出诊断。

目前，KD 的治疗尚无标准，相关文献报道的治

疗方法包括局部的手术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放疗、

冷冻治疗、光动力疗法、IgE 的单克隆抗体及联合疗法。

对于年轻患者的局部小肿物患者，手术是 KD 的一线

治疗方法，尽管该病是一种良性病变，预后良好，但

由于肿块与周围正常组织边界不清晰，手术中难以将

其彻底切除，故而经常复发，何晓等［13］报道了 7 例

确诊木春病患者行手术治疗，2 例患者复发，其中 1

例术后 6 月复发后给予口服糖皮质激素和长春新碱治

疗后肿物缩小，另 1 例术后 5 年复发再次手术 1 年内

未复发。Deng 等［2］人报道了 Notch-1 和 Ki-67 在复

发性患者中高表达，两种标记物均可作为 KD 复发和

预后的预测指标。Nonaka M 等［14］报道了 3 例奥马珠

单抗（omalizumab）治疗木村病的案例，3 名患者接

受奥马珠单抗 300 mg 治疗 8 个周期，每两周一次皮下

注射。在治疗 4 个月后通过 MRI 评估肿瘤区域的大小，

在每个患者中，治疗后肿瘤区域的大小以及外周血嗜

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均降低，这可能与奥马珠

单抗抑制嗜碱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释放多种介质，包

括 Th2 细胞因子有关。该病例虽未累积到全身系统的

单发性肿物，考虑到 KD 的高复发率，故而选用手术

治疗＋局部放射治疗＋口服小剂量糖皮质激素。

总之，木村病是一种少见的免疫炎性疾病，根

据典型的临床特征及组织病理可以做出诊断，常伴有

肾脏受累，虽为良性病变，但却有着高复发率，目前

尚没有明确的治疗标准，大多数学者认为：对于仅有

皮肤表现的可行局部的手术切除联合低剂量放射治

疗，减少 KD 的复发；若累及到全身系统或伴发自身

免疫病的患者，可加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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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性蜂窝织炎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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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男，34 岁，因右前臂、双下肢肿胀性斑块

伴瘙痒 1 月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就诊于我院。患者 1

月前无明显诱因于右前臂、双下肢出现大小不一红

色斑块，时有瘙痒，无发热、关节疼痛、口腔溃疡。

就诊于当地医院，诊断为湿疹，给予糖皮质激素及抗

组胺药物等系统治疗有效，皮损逐渐消退，停药后皮

疹出现反复，遂来我院就诊。自发病以来，神志清、

精神可，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无异常，体力及体重无

明显变化。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均无特殊。

体格检查：一般情况正常，各系统检查未见明

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右前臂、左股部下三分之一处、

右小腿屈侧见散在肤色、淡褐色肿胀性斑块，局部皮

温高，无压痛，未见丘疹、水疱、脓疱、鳞屑、糜烂、

溃疡等（图 1）。

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示白细胞 10.24×109/L（参

考值 4-10×109/L，下同），嗜酸性粒细胞比例 28.8% 

（0.5%~5%）， 嗜 酸 性 粒 细 胞 绝 对 值 2.95×109/L

（0.005-0.05×109/L）；尿常规、C 反应蛋白、血沉、

肝功肾功、血糖血脂、电解质、免疫球蛋白 + 补体、

男性肿瘤标记物均未见明显异常。皮损组织免疫病理

检查（右上肢）：表皮大致正常，真皮浅深层血管

周围及胶原间、脂肪层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浸

润，见火焰现象（图 2）。DIF：表皮细胞间及基底

膜 IgG、C3、IgM、IgA 阴性。

诊断：嗜酸性蜂窝织炎。治疗：因患者拒绝应

用糖皮质激素，给予雷公藤多苷、沙利度胺、复方甘

草酸苷片、非索非那定片系统治疗，嘱患者两周后复

诊，患者未来复诊。2021 年 3 月 24 日电话随访，患

者述原有皮损均已消退，无新发皮损，但原皮损处仍

有瘙痒感。

2　讨论
嗜酸性蜂窝织炎最早于 1971 年由 George Wells

报道，故又称 Wells 综合征［1］。目前国内外报道多例，

临床表现以浸润性红斑多见，斑块、结节、风团、水疱、

血疱、肉芽肿样等也是常见表现形式，该病多见于成

人，儿童及新生儿相对少见，目前尚未发现其发病有

种族或性别差异［2-5］。

目前病因尚不完全清楚，现认为是 Th1/Th2 细

胞失衡的易感个体受到外源性和内源性抗原刺激而

发生的 IV 型超敏反应，循环的 Th2 细胞可能与产生

IL-5 有关，IL-5 刺激嗜酸性粒细胞脱颗粒［6］，通

过毒性颗粒的作用，嗜酸性粒细胞具有促炎活性。

Wells 综合征与嗜酸性肉芽肿伴多血管炎（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EGPA）之间似乎有密

切关系，有病例报告显示，Wells 综合征可以发展成

EGPA，提示这两种疾病可能源于相同的发病过程，

但目前为止，Wells 综合征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还是作

为 EGPA 一种前驱症状仍需要观察讨论［7］。该病常

见的诱发因素包括感染、节肢动物咬伤、接触刺激、

恶性肿瘤、血液学和骨髓增生性疾病、药物和疫苗接

种等［2，3，8］。Nacaroglu HT 等学者最先报道一例因纹

身引起的 Wells 综合征，其中使纹身颜色加深的成分

对苯二胺在斑贴试验中呈现强阳性，因此建立起接触

致敏与 Wells 综合征之间的关联性。后陆续报道接种

流感疫苗或破伤风疫苗后发生此病的案例，乙汞硫水

杨酸钠是一种防腐剂，常用于疫苗制作中，一例接种

破伤风疫苗的 Wells 患者，其乙汞硫水杨酸钠皮肤试

验呈阳性［8-9］，这进一步佐证了 Wells 综合征本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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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左股部       1b: 右小腿

图 1　嗜酸性蜂窝织炎患
者临床表现

左 股 部 下 三 分 之 一 处 
（1a） 、右小腿屈侧 （1b） 
见散在肤色、淡褐色肿胀性斑
块，边界不清，未见丘疹、水
疱、脓疱、鳞屑、糜烂、溃疡。

图 2　嗜酸性蜂窝织
炎患者右前臂皮损组织
病理

表皮大致正常，真
皮浅深层血管周围及胶原
间、脂肪层嗜酸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浸润，见火焰现
象（HE ×400）。

1a 1b



88 ·临床病例· 皮肤病与性病  2022 年 02 月第 44 卷第 1 期  Dermatology and Venereology，Feb.2022，Vol.44，No.1

IV 型超敏反应的论点。Wells 综合征的病理表现比较

有特点，早期急性期（约发病 2~3d）常有表皮下水肿，

真皮层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进展期（通常 1~3 周），

真皮中嗜酸性粒细胞脱颗粒，这些毒性脱颗粒产物导

致胶原纤维的局限性变性，变性的胶原纤维束与嗜酸

粒细胞脱颗粒形成特有的“火焰样”浸润，但无血管炎

迹象。消退期（约 2~8 周时），巨噬细胞进入组织形成

肉芽肿性浸润，最终导致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2］。

临床诊疗中根据病史、皮损表现、外周血嗜酸

性粒细胞水平及特征性病理表现可做出诊断。目前

治疗方面尚无统一指南，可选用糖皮质激素口服及

外用，环孢素、甲氨蝶呤、氨苯砜、雷公藤多苷、

沙利度胺等也有较好的疗效。随着生物制剂时代的

来临，针对该病的治疗有新的进展，其中抗人肿瘤

坏死因子单克隆抗体阿达木单抗已被报道用于该病

的治疗，但该药物亦被报道有诱发 Wells 综合征的风

险，因此应用时应谨慎评估，加强监测［10］。贝那利

珠单抗（benralizumab）是批准应用于严重嗜酸性粒

细胞哮喘的新药物，可直接结合嗜酸性细胞中的白介

素 5 受体 α，吸引自然杀伤细胞通过细胞凋亡诱导

嗜酸性粒细胞快速耗减。Blomberg M 报道一例应用

benralizumab 治疗复发性嗜酸性蜂窝织炎患者，外周

血嗜酸性粒细胞显著下降，皮损均消退，随访数月病

情未再反复［11］，临床疗效显著。

本例患者发病前无明显诱因，否认虫咬可能，

否认寄生虫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肿瘤病史，且本

次就诊肿瘤指标检查结果无异常，同时不伴随系统症

状，因拒绝使用糖皮质激素，给予雷公藤多苷、沙利

度胺联合抗组胺药物治疗效果可，目前仍在随访中。

因 Wells 综合征临床表现的多样性，仅靠皮损表现难

以诊断，应详细询问病史，包括疫苗接种史，寻找

可能诱发因素，同时结合实验室及病理学检查结果，

综合分析后做出合理诊断。针对反复发作的患者，在

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常规药物治疗不佳时，可

考虑应用生物制剂，如阿达木单抗及贝那利珠单抗，

但由于目前关于生物制剂治疗该病的临床资料较少，

潜在的风险和可能的不良反应尚无定论，因此应用前

应将这部分信息告知患者，并做好随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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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男，52 岁。6 年前无明显诱因腰、腹部出

现点片状白斑伴周身皮肤瘙痒，来我院皮肤科就诊，

拟诊为白癜风及湿疹并予以相应治疗。治疗 9 个月原

白癜风皮损好转而其附近皮肤色素沉着且不断蔓延，

瘙痒未减轻。曾辗转数家三甲医院皮肤科诊治，多次

血液检查，病理切片亦不能明确诊断，分别拟诊为白

癜风、炎症后色素异常、色素性荨麻疹等。3 年前渐

感乏力易疲劳，双下肢沉重，活动能力下降。2 年前

相继出现乳腺、耳廓肿大、下肢水肿、夜间盗汗、视

力下降、胸闷咳嗽、怕冷气急、体重减轻等诸多症状。

辗转多家三甲医院血液科、内分泌科、呼吸科、眼科

求诊。多次血液显示单克隆浆细胞增高，于 2019 年

5 月开始出现持续性低热，乏力疲劳感更加明显，双

眼视乳头水肿，视力丧失，乃至出现了气促、不能行

走。2020 年 6 月在上海市中山医院血液科检测出单

克隆浆细胞增多、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明显

增高，肌电图异常等，并与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多次

远程会诊确诊为 POEMS 综合征。既往史，家族史无

特殊。

查体：神志清楚，双目失明，明显消瘦，精神

欠佳。全身皮肤干燥、发硬，弥漫性色素沉着，呈

大小不一斑点斑片，见图 1-3。十个指甲、趾甲全

部白色、呈杵状（图 4）。双肺呼吸音低，双乳腺肿大，

肺动脉瓣区心音亢进。双下肢中度水肿，触觉，温

度觉迟钝，肌力Ⅲ级。

实验室检查：红细胞计数 3.36×1012/L，血红蛋

白 105g/L，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 12% ↑。尿蛋白 ±，

尿隐血 ±。糖化血红蛋白 15% ↑，骨钙素 14.2ng/

mL ↑，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β 交联肽 0.75ng/mL ↓，

泌乳素 687.0mIU/L ↑，促黄体素 16.6mIU/mL ↑，卵

泡刺激素 14.7mIU/mL ↑，睾酮 5.6nmol/L ↓，超敏促

甲状腺激素 7.150uIU/mL ↑，生长激素 2.2ng/mL ↑，

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核周型）阳性，抗 PM-Scl 抗

体弱阳性，免疫球蛋白 G 20.69g/L ↑，免疫球蛋白 A 

0.58g/L ↓，免疫球蛋白 E 175IU/ml ↑，血 β2 微球

蛋白 6.48mg/L ↑，转铁蛋白 1.41g/L ↓，高敏感 C 反

应蛋白 64.9mg/L ↑。血清游离 Kappa 轻链 148.0mg/

L ↑，血清游离 Lambda 轻链 34.3mg/L ↑，游离轻链

比值 4.315 ↑，尿 Kappa 轻链 143.0mg/L ↑，免疫固

定电泳阳性，外周血分类嗜酸细胞比例增高，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200.16pg/ml ↑。骨髓涂片示：有核细

胞增生明显活跃，髓象中粒、红、巨三系增生活跃，

嗜酸细胞易见，形态未见异常，浆细胞较易见约占 3%，

偶见双核浆细胞，偶见浆细胞小族。其他生化指标大

致正常。

其他检查：胸部 CT 示：两肺尖局限性肺气肿，

左肺尖小结节，两肺间质性改变伴慢性炎症，纵膈及

双侧腋窝多发肿大淋巴结，心包积液。超声心动图：

左心室增厚，轻度二尖瓣反流，中度肺高压，右室壁

增厚，心包积液。PET/CT：肺动脉高压表现，心包积液，

双肺轻度间质性改变，双肺上叶肺大泡，肝脏囊肿，

胆囊结石，左侧乳腺增生。肌电图：感觉、运动传导

速度减慢，神经源性损害。

　 图 1　面颈部皮损                    图 2　左手皮损             　　      图 3　背腰部皮损                             图 4　右脚皮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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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POEMS 综合征

治疗：予以下列 DRD 方案化疗，达雷妥尤单抗

（D）976mg，每周一次静脉滴注；来那度胺（R）

25mg 口服，1 次 /d；地塞米松（D）40mg 口服，1 次

/d。按标准周期治疗 8 次后原有肢体水肿部分消退，

瘙痒感基本消失，能够下床轻度活动，头面部色素沉

着明显消退。

2　讨论
POEMS 综 合 征 是 一 种 罕 见 病， 隐 匿 渐 进

且 累 及 多 个 系 统， 其 主 要 临 床 表 现 为 多 神 经 病

（polyneuropathy）、脏器肿大（organomegaly）、内分

泌病（endocrinopathy）、M 蛋白血症（m protein）和皮

肤改变（skin changes）等。本病首先由 Scheinker（1938

年）报道。1980 年，Bardwish 取本病 5 个主要临床

症状的英文名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命名为 POEMS 综合

征［1］。我国自 1987 年开始陆续报道，近年病例有所

增多。POEMS 综合征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至

今认为可能的病因有：浆细胞的恶性增生，其分泌的

有毒物质造成组织器官的损伤；病毒的感染，有研究

认为与 EB 病毒、HHV-8 病毒相关；致毒环境的伤害，

如三氯乙烯、农药、有机溶剂的长期侵袭；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VEGF）过度表达；免疫障碍，类似于结

缔组织病；其他如前炎症性细胞因子（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基质金属蛋白。本例患者长期从事服装

连锁销售工作，其生活区与服装陈列摆放区同处一

室，没有严格分开，是否与服装制作过程中残留的有

毒有害化学物有关还需进一步研究。（放在原因部分）

POEMS 综合征诊断标准仍在补充完善中。目前

临床上多采用 Dispenzieri 等［2］2003 年首先提出的诊

断标准。2017 年国际骨髓瘤协作组（The International 

Myeloma Working Group）发表了 POEMS 诊断的更新

标准［3，4］。

本例患者确诊的依据：双下肢触觉、温度觉不敏

感，肌萎缩无力，站立行走困难，肌电图检查显示神

经源性损害；骨髓涂片浆细胞较易见约占 3%；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升高；多处淋巴结肿大，

双下肢水肿，心包积液，乳腺增生；多项内分泌腺指

标的异常；全身皮肤色素沉着、变硬；指尖变白、杵

状指；消瘦，肺动脉高压，视乳头水肿至失明。该患

者符合 2 条强制标准，1 条主要标准和 5 条次要标准。

临床上 POEMS 综合征需要与多种疾病鉴别，如

与多发性骨髓瘤鉴别，后者首发症状常常是骨骼疼痛

而非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其发病年龄较 POEMS 综合

征晚，肝脾肿大常见，但周围淋巴结肿大较后者少，

皮肤症状较少；结缔组织病也可出现多系统损害，但

其肌肉损害多为肌原性，虽有多脏器损害，临床表现

有低热、血沉快、皮肤改变、肾功能异常、尿蛋白阳性，

以及血液系统及免疫异常，但同时伴有周围神经损害

及脏器肿大者不常见。

一般来说，POEMS 综合征，临床上首发表现以

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变及皮肤色素沉着改变最为常见，

本例患者最初出现白癜风并同时伴有周身皮肤瘙痒

症状，明显有别于皮肤色素沉着的相关报道，检索国

内外文献，仅见 Raheel lftikhar 等［5］报告 1 例以白癜

风为首发表现的 POEMS 综合征患者。笔者分析，白

癜风及皮肤色素沉着均与皮肤黑色素异常表达相关，

考虑是否与皮肤内在的酪氨酸酶和酪氨酸代谢的内

部机制关联尚有待考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水平的升高与 POEMS 综合征有关，本例患者发病初

期 VEGF 水平略有升高，但随着病情的发展，VEGF 水

平显著升高达到正常上限的 3 倍。VEGF 主要由浆细胞、

血小板分泌，能快速引起血管渗透性增加，促进血管

的生成和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的迁移，可导致动脉血

管的闭塞，引起组织水肿，器官增大，神经病变［6］。

多种间叶细胞均能分泌生长因子，但具有酪氨酸激酶

活性的受体则主要存在于内皮［7］。另外较多的临床

资料表明自体免疫性疾病患者发生白癜风比率较一

般人群高 10 数倍。除此之外，本例患者起病初期就

表现皮肤瘙痒，检测结果也显示患者髓象中嗜酸细

胞、浆细胞较易见，外周血分类嗜酸细胞比例明显增

高，事实上嗜酸细胞与浆细胞具有同源性，二者均来

源于骨髓，嗜酸性粒细胞可表达组胺 H4 受体，组胺

为重要的瘙痒介质，嗜酸性粒细胞组织浸润现象提示

其与神经组织有相互作用，可以部分解释瘙痒及某些

神经系统改变的发生原理［8］，可能是导致皮肤瘙痒

的主要原因。

由于累及多系统，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症状不

具有特异性，因此在临床上极易造成漏诊或误诊而延

误治疗。国内报告误诊率高达 80％以上［9］ 。文献报

道平均误诊时间为（15~18）月，中位生存时间仅为

（5~7）年［10］。本例患者在长达近 5 年多时间内表

现出了 POEMS 综合征诊断要点中部分依据，在疾病

后期才逐渐出现多个典型临床表现，表明 POEMS 综

合征虽然包括多条诊断要点，但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

典型患者是非常少见的，从一个侧面反映本病临床表

现的复杂性。

针对 POEMS 综合征的治疗目前并无可靠手段，

一般需要神经科、血液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协作联合

治疗，可根据病情和医疗条件选择应用马法兰联合糖

皮质激素、环磷酰胺联合地塞米松、自体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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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沙利度胺联合地塞米松、硼替佐米、贝伐单

抗等。［11］

此外，由于 POEMS 综合征涉及到神经、内分泌、

血液和皮肤科等多个领域，因其多系统损害、复杂

的临床表现、首发症状的非特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极易漏诊误诊，临床上遇到色素异常改变、周围神经

病变、内分泌病等可疑患者，应仔细检查，对照标准，

尽可能减少漏诊、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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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于尖锐湿疣患者开展以患者为中

心的全病程管理，可有效提升医疗质量及患者满意

度。通过全病程的管理平台，医护可以直观清晰地掌

握每一个患者的治疗流程和病史，为患者提供更有

专业的治疗指导建议；未来将以此平台为医患纽带，

使更多患者获得疾病规范化、全病程的治疗管理，促

进患者早日痊愈，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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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发性家族性慢性良性天疱疮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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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女，56 岁。主因“全身红斑水疱、糜烂伴痒

痛 6 年，加重 1 周”入院。患者自诉 6 年前无明显诱

因颈部出现红斑，继之在红斑基础上出现水疱、大疱，

水疱壁薄，疱液清亮且水疱易破溃，破裂后形成鲜红

色糜烂面并有少量渗出，自觉瘙痒、灼热、疼痛明显，

随之缓慢结痂。后皮损逐渐增多加重，泛发至双侧腋

窝、乳房下、脐水平处及腰部一周，遂至当地医院就

诊，予“皮炎平等”对症治疗，病情可缓解，皮损渐

愈，随后又新发皮疹。6 年来患者上述症状反复发作，

未规律诊治。1 周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外阴及肛周新发

红斑、糜烂、渗出伴明显瘙痒、疼痛，无异味。至当

地诊所就诊，具体治疗不详，无缓解，为求进一步系

统诊治至我院就诊，门诊以“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疱疮？”

收住入院。既往史：无特殊。无药物、食物过敏史。

体格检查：一般情况可，各系统检查均正常。

皮肤科检查：颈部、双侧腋下、乳房下、脐水平处及

腰部一圈皮肤可见片状色素沉着、暗红斑、散在糜

烂面及结痂损害，糜烂面有少许渗出，表面无水疱、

大疱。外阴及肛周可见多个密集型疣状丘疹，其上可

见糜烂及大量脓性分泌物（图 1）。

实验室及辅助检查：血尿常规、血生化未见明显

异常。腹部彩超、心脏彩超及胸部 CT 未见明显异常。

右侧腹股沟区皮损病理报告：表皮内水疱，棘层松解

明显，基底细胞呈“墓碑样”改变，部分表皮内可见

棘层裂隙，结合病史考虑家族性慢性良性天疱疮可能。

直接免疫荧光检查：IgG、IgM、IgA 及 C3 均阴性。间

接免疫荧光检查：阴性。由于条件限制未做基因检测。

诊断：泛发性家族性慢性良性天疱疮。

治疗：枸地氯雷他定胶囊 8.8mg，口服，1 次 /d；

复方甘草酸苷片 50mg，口服，3 次 /d；外用地奈德乳膏，

2 次 /d；创面予臭氧水疗、康复新液湿敷、夫西地酸

乳膏外用、氦氖激光照射。治疗 1 周后糜烂面干燥结

痂，瘙痒、疼痛明显缓解。目前仍在随访中。

家系调查：患者家族成员无近亲婚配史。患者

家系 4 代人中共有 7 例本病患者，其中男 4 例，女 3

例（图 3）。发病年龄（18~50）岁。从家系图中可

见连代遗传现象，连续 4 代均有本病患者出现。好发

部位多在身体皱褶部位，为家族性慢性良性天疱疮典

型临床表现。

图 3　泛发性家族性慢性良性天疱疮患者家系图

图 1a：双侧乳房下、腹部、双侧腹股沟色素沉着、暗红斑、糜烂、结痂　图 1b：右侧腋窝部暗红斑、结痂、色素沉
着斑 图 1c：外阴潮湿性暗红斑、糜烂，密集型疣状丘疹，可见脓性分泌物；腹股沟区暗红斑、色素沉着　图 1d：肛周潮
湿性暗红斑、糜烂，密集型疣状丘疹，可见脓性分泌物；骶尾部肥厚性暗红斑、色素沉着。

1a 1b 1c 1d

【收稿日期】  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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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家 族 性 慢 性 良 性 天 疱 疮 又 称 Hailey-Hailey 病

（HHD），是一种罕见的、发作性的、棘层松解性疾病，

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皮肤病［1］。本病多在青春期

发病，表现为在皮肤褶皱部位，出现大小不等的水疱，

疱壁易破并形成糜烂、结痂、浸渍及鳞屑，多呈对称

分布，可伴有恶臭。疣状增生和疼痛性裂纹较常见，

冬轻夏重，愈后不遗留瘢痕，但易形成炎症后色素沉

着。少数患者有黏膜损害，有时在肛门生殖器部位可

出现多个直径（3~5）mm 的疣状丘疹，类似于尖锐湿疣。

本病呈慢性经过，易复发，有自愈倾向［1］。有文献报

道 HHD 患者皮损可发展为皮肤恶性肿瘤［2-3］。据统

计，国内报道的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2 ∶ 1，国外报

道为 1.4 ∶ 1。本病发病率为 1/5 万，其中约 70% 患

者有家族史［4］。目前的遗传学研究表明本病的基因

定位于 3q21-24，是编码高尔基体 Ca2+ 泵的 ATP2C1

基因发生突变，致角质形成细胞内 Ca2+ 调节障碍，

细胞间信号传递异常，高尔基体内的 Ca2+ 浓度难以

维持，导致表皮细胞间的黏附发生障碍，棘刺松解，

出现病理下特有的倒砖墙样外观［5］。目前已经发现

ATP2C1 基因有 160 多种突变类型，包括无义突变、

错义突变、插入 / 缺失突变或者剪接突变，但是尚未

发现基因型和临床表型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基因突变

类型的患者临床表现无差异性［6］。正常人群中表皮

Ca2+ 浓度呈梯度变化，而 HHD 患者的这种变化消失，

若遇各种理化刺激，如紫外线及摩擦等可破坏皮肤屏

障，更使 Ca2+ 梯度消失及症状加重［4］。当皮损不仅

局限于典型发病部位（如：腋窝、腹股沟和乳房下等

褶皱部位），而广泛累及患者躯干和四肢等不典型部

位时，可谓泛发性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疱疮。泛发性最

早是由 Friedman-Birbaum 等［7］报告。本例患者除在

颈部、腋窝、肛周及腹股沟等皮肤褶皱部位有皮损外，

其项部、腰背部、下腹部等处亦可见较多类似皮损，

诊断为泛发性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疱疮无疑。一般文献

报道泛发性患者均为散发，本文报道的这个家系除

本例患者外，其余均是只有典型部位发病。导致皮

损泛发常有一定的诱发因素。一些外部的理化因素，

如出汗、外伤、热、光及 UVB 照射，甚至药物均可

使疾病加重，致皮损泛发全身［8］。Mashiko 等［9］认

为皮肤浅表感染是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疱疮病变泛发

的诱因。研究发现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念珠菌、单纯疱疹病毒、疥虫和皮肤癣菌等病原体

的感染可能是使皮损泛发全身的重要因素，多数学者

认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同形反应，小创伤是新病

灶发展的常见先兆［10］。本例患者多次在多处皮损分

泌物培养均提示：三种以上细菌生长。不能完全考虑

标本污染所致，可能为多种细菌同时感染所致，考虑

感染是导致本例泛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病易误诊为

湿疹、体股癣、增殖性天疱疮及疣状表皮发育不良等

疾病。本病临床及组织病理上还需要与毛囊角化病、

寻常型天疱疮、疱疹样皮炎、疱疹样天疱疮以及小疱

型类天疱疮鉴别，它们的临床表现各有特点，可以通

过组织病理和免疫荧光检查将其区分。本病病理上可

见表皮下棘层松解细胞，表皮内水疱，基底层上裂隙

和绒毛样结构，棘细胞间桥消失，呈倒塌砖墙样结构，

可见谷粒细胞和圆体细胞，免疫病理阴性。

本病治疗困难，疗效欠佳。保持局部干燥、避

免摩擦、外伤和防止感染有助于缓解病情。使用局部

或全身抗感染药物可以避免病情的恶化。外用可选择

夫西地酸和复发多粘菌素 B 软膏，系统性药物可选

用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和红霉素，必要时根据药敏

试验结果选择抗生素。如果有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

应该给予适当的抗病毒治疗。抗感染治疗联合外用糖

皮质激素对本病很有效，单外用糖皮质激素可以减

轻皮损的严重程度。近年来有报道应用 NB-UB 治疗

该病取得满意疗效［11］。有研究提示，低剂量纳曲酮

可能是治疗 HHD 的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替代或辅

助药物［12］。另有报道 CO2 激光消融治疗对本病亦非

常有效，可能会导致本病长期或永久性缓解［13］。但

也有研究报道，冷冻疗法比 CO2 激光更有效且未观

察到短期的不良副作用，如色素沉着；此外，至少 3

个月的相对无病缓解期［14］。近年来 ALA-PDT 在治

疗 HHD 方面也取得良好治疗效果［15］。当其他治疗

方式无效或传统药物禁忌时，沙利度胺可能是治疗

HHD 的一个重要替代方案［16］。随着分子生物学实

验技术及统计学的发展，很多遗传性疾病已经通过连

锁分析的方法定位，找出并克隆治病基因［17］。总之，

目前尚无彻底治愈方法，治疗以缓解病情，改善症状，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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