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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 猿援远豫 缘原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皮肤微创清除术治疗重度痤疮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遥 方法院愿缘 例重

度痤疮患者应用 猿援远豫 缘原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皮肤微创术袁共 猿 次袁每次间隔 圆 周袁从开始治疗后 圆尧源尧愿尧员圆 周记录疗效

及不良反应遥 结果院大部分患者经 猿 次治疗后皮损明显减少袁随着治疗次数的增加有效率和痊愈率逐渐增加袁在完成治疗后 源 周

疗效最佳袁总有效率 怨园援缘怨豫袁痊愈率 源怨援源员豫遥 治疗不同阶段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袁而不同性别的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遥 不良反应轻微袁为一过性遥 结论院猿援远豫 缘原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治疗重度痤疮简单尧高效尧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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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是最常见的皮肤病之一袁超过 怨缘豫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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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病程 猿苑援怨 个月遥 皮疹主要位于前额部尧两颊尧口

年有过不同程度的痤疮袁 员员耀员苑 岁的患者中 圆豫耀

周和下颌处遥 所有患者既往均接受过多种方法治

囊肿及瘢痕形成袁对患者容貌影响极大袁患者求治

口服或外用过维甲酸袁圆猿 例患者接受过红蓝光治

员圆豫有重型痤疮袁临床表现为炎性丘疹尧脓疱尧结节尧

疗袁其中 愿缘 例患者口服或外用过抗生素袁圆源 例患者

愿望强烈遥 以往治疗方案中外用药物效果欠佳尧系

疗袁其他少数患者用过中药尧锌制剂尧激素等治疗袁

统用药不良反应较大袁 所以需要寻找一种安全有

但效果均不理想遥

效尧不良反应小的新方法 遥 近年光动力疗法渊责澡燥鄄
咱员暂

贼燥凿赠灶葬皂蚤糟 贼澡藻则葬责赠袁孕阅栽冤成为治疗重度痤疮的选择袁

但光敏剂的浓度尧封包时间尧光源袁仍处于探索阶

段遥 本研究采用低浓度 缘原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光敏剂及光源使用方法

采用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粤蕴粤 散 袁光源采用二 极管激发 渊蕴耘阅冤光能治疗仪

渊葬皂蚤灶燥造藻增怎造蚤灶蚤糟 葬糟蚤凿 责澡燥贼燥凿赠灶葬皂蚤糟 贼澡藻则葬责赠袁粤蕴粤鄄

渊韵皂灶蚤造怎曾 砸藻增蚤增藻袁 孕澡燥贼燥 栽澡藻则葬责藻怎贼蚤糟泽 公司袁 英国冤遥

好的疗效袁现报告如下遥

射总能量 员圆远 允 辕 糟皂圆袁 照射时间为 圆园 皂蚤灶袁 面罩距

孕阅栽冤短时间封包治疗 愿缘 例重度痤疮患者袁取得较

员
员援员

参数院波长渊远猿猿 依 猿冤灶皂袁 输出功率 远远 皂宰 辕 糟皂圆袁 照
离面部为 员园 糟皂遥

对象和方法

员援圆援圆

对象

入选标准院根据 孕蚤造造泽遭怎则赠 分级 入选均为郁级面
咱圆暂

治疗过程

治疗前告知患者治疗相关内容袁签署知情同意

书袁 告知患者治疗期间严禁接受其他任何治疗方

部重度痤疮患者袁即结节或囊肿性痤疮袁聚合性痤疮袁

法遥 圆 周做 员 次治疗袁共 猿 次袁每次治疗前均拍摄正

排除标准院 治疗前 远 个月内服用维甲酸类药物

面部袁并给予皮损微创清除术院用 苑缘豫酒精擦除较

总病灶数超过 员园园 个袁结节或囊肿多于 猿 个者遥

者曰 治疗前 员 个月内系统性使用抗生素或激素者曰治

疗前 圆 周内使用痤疮外用药者曰 有严重心肝肾疾病

者曰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及有备孕计划者曰系统性使用
避孕药或光敏性药物者曰有光敏史或瘢痕疙瘩史遥

所有患者均 来自 本院 圆园员员 年 苑 月要圆园员源 年

员圆 月的皮肤科门诊袁共 愿缘 例袁其中男 缘苑 例袁女 圆愿 例袁

年龄 员怨耀猿员 岁袁平均 圆源援猿苑 岁袁病程 远 个月耀源 年半袁

面尧侧面照片共 猿 张遥 每次治疗前用洁面泡沫洗净

厚黄痂袁大囊肿触疹有波动感者袁用碘伏消毒患处袁
用无菌注射器抽出内容物袁部分囊肿结节处用 缘 号
无菌针头刺破 源耀缘 个小孔袁 第 圆 次及第 猿 次治疗

前袁用粉刺针将白头粉刺及黑头粉刺去除遥 配置药
物时特别注意在暗室内操作袁将 粤蕴粤 散与温敏凝胶

配置成 猿援远豫的胶液袁涂药时关闭房间日光灯袁用棉
签将凝胶涂在面部皮损处袁再用保鲜膜及光敏挂耳

窑员源园源窑

南

京

医

科

膜遮光封包 怨园 皂蚤灶袁 然后用净颜面巾清洁皮肤表

面袁或用清水洗净遥 治疗过程中患者使用护目镜遥 照

光后即刻用蒸馏水冷喷 圆园 皂蚤灶袁最后发放给患者术
后注意事项健康教育单遥
员援圆援猿

疗效判定咱猿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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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遥 在治疗不同阶段的有效率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字圆越员怨怨援员苑员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男女有效例数比较渊男院

有效 缘园 例袁无效 苑 例曰女院有效 圆猿 例袁无效 缘 例冤袁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圆越园援源愿圆袁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在第 员 次治疗
后 圆 周和第 圆 次治疗后 圆 周袁分别有 猿员 例渊猿源援员圆豫冤和

由同一皮肤科医师在基线袁开始治疗后 圆尧源尧远尧

圆园 例渊圆圆援猿缘豫冤患者皮疹增多袁主要表现为为炎性丘

囊肿尧 结节遥 疗效评价标准院 痊愈为皮损消退逸

但在第 猿 次治疗后 源 周均达到痊愈或显效遥治疗中患

愿尧员圆 周记录面部的皮损数量袁包括炎性丘疹尧脓疱尧
怨园豫曰显效为皮损消退 远园豫耀约怨园豫曰好转为皮损消退

疹尧脓疱及囊肿增多袁部分患者囊肿变大甚至破溃袁

者的白头粉刺和黑头粉刺通过 粤蕴粤鄄孕阅栽 治疗 员 次无

圆园豫耀约远园豫曰无效为皮损消退 约圆园豫及皮损无变化曰

明显反应袁只有少数皮疹变成炎性丘疹袁但原有粉刺

员园园豫遥有效率渊豫冤越渊痊愈例数 垣 显效例数冤 辕 总例数

次治疗前常规做粉刺支出袁经观察在完成 猿 次治疗后

加重为皮疹增多曰痊愈率渊豫冤越痊愈例数 辕 总例数 伊
伊员园园豫遥

员援圆援源

安全性评价

从第 员 次治疗开始详细记录不良反应袁包括照

光时或照光后即刻不良反应如红斑尧水肿尧疼痛袁以
及每次治疗前及随访阶段观察到的不良反应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不同组的比

较用 字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

圆援员

结

圆援圆

不良反应

所有不良反应包括疼痛尧红斑尧水肿尧脓疱尧水

疱尧渗出尧表皮剥脱尧色素沉着等袁在每次治疗前尧治

疗中及随访时均详细记录在案遥 愿缘 例患者在照光时
局部均有灼热感袁圆猿 例渊圆苑援园远豫冤患者出现轻微疼痛
但均能耐受袁无 员 例放弃治疗遥 愿缘 例患者在照光结束

即刻照光部位出现轻中度红斑尧肿胀袁无皮损处红斑
出袁第 圆耀猿 天达到高峰袁都未予特殊处理袁员园 凿 左右自

临床疗效

愿缘 例患者均完成 猿 次治疗袁结果见表 员遥 大部

分患者经 猿 次治疗后炎性丘疹尧脓疱尧结节尧囊肿的

数量和大小明显减少袁瘢痕软化袁皮脂分泌减少袁面
部皮肤外观明显改善渊图 员尧圆冤遥 随着治疗次数的增
加袁有效率和痊愈率逐渐增加曰在完成治疗后 源 周

疗效最佳袁有效率达 怨园援缘怨豫袁痊愈率达 源怨援源员豫曰完

成治疗 愿 周时有效率和痊愈率略有下降袁提示部分
患者皮疹有轻度复发袁 主要为少量炎性丘疹和粉

第 员 次治疗前

圆尧源尧愿 周仅有少量新发粉刺遥

不明显曰 部分患者皮疹处还出现新发脓疱和少许渗

果

第 员 次治疗前

较治疗前更容易用粉刺针去除袁所以在第 圆 次和第 猿

第 圆 次治疗前

图员

第 圆 次治疗前

图圆

行消退曰员源 例渊员源援员圆豫冤患者在开始治疗后 猿周出现
表员

光动力治疗后 圆尧源尧远尧愿尧员圆 周的临床疗效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增多 有效率 痊愈率
时间
渊豫冤
渊例冤 渊例冤 渊例冤 渊例冤 渊例冤 渊豫冤
第员 次治疗后 圆 周 园园 园缘 圆缘 圆源 猿员 园缘援愿愿
园园
第 圆 次治疗后 圆 周 园园 圆源 圆猿 员愿 圆园 圆愿援圆源
园园
第 猿 次治疗后 圆 周 圆猿 源员 园怨 员圆 园园 苑缘援圆怨 圆苑援园远
第 猿 次治疗后 源 周 源圆 猿缘 园园 园愿 园园 怨园援缘怨 源怨援源员
第 猿 次治疗后 愿 周 圆愿 源缘 园猿 园怨 园园 愿缘援愿愿 猿圆援怨源
字圆越员怨怨援员苑员袁孕 约 园援园缘遥

第 猿 次治疗前

员 例男性患者图片

第 猿 次治疗前

员 例女性患者图片

完成治疗后 圆 周

治疗后 员 个月

完成治疗后 源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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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沉着袁多数与原有痤疮皮损一致袁但有少数出

现全面部色素沉着袁在完成治疗后 愿 周无特殊处理

窑员源园缘窑

间 粤蕴粤 封包后提高皮损内 粤蕴粤 浓度袁 更有效地选

择性杀伤痤疮丙酸杆菌和破坏毛囊皮脂腺单位遥

均自行消退曰在每次治疗后 员 周内患者均感面部皮

宰葬灶早 等 咱员圆暂将 员园豫的 粤蕴粤 封包 猿 澡 后测粉刺尧炎性

在第 员 次治疗后面颊部出现表皮剥脱和渗液曰员例

而囊肿中最强袁提示光敏剂较难进入粉刺袁也证实

肤轻度干燥袁有紧绷感袁过后均自行恢复遥有 源 例患者

患者在第 圆 次治疗时出现面颊部表皮剥脱和渗液袁均

丘疹尧脓疱及囊肿中的荧光袁结果显示粉刺中最弱袁
了 粤蕴粤鄄孕阅栽 对粉刺疗效欠佳而对囊肿疗效好遥 所

给予生理盐水冷湿敷袁约 员 周后消退遥 所有病例均未

以在治疗前采取粉刺针去除粉刺袁随访中发现仅有

猿

刺产生有效遥

出现溃疡尧瘢痕尧过敏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遥
讨

论

圆园园愿 年我国痤疮治疗指南提出重度痤疮需要

少数患者有少数新发粉刺袁提示 粤蕴粤鄄孕阅栽 对预防粉
本研究中还发现在第 员 次治疗后 圆 周和第 圆次

治疗后 圆 周袁部分患者皮疹增多袁特别是第 员 次治

系统治疗遥 如口服抗生素尧口服雌激素或抗雄激素

疗后 圆 周袁皮疹增多患者为 猿远援源苑豫袁所以此时需要

合性痤疮可联合口服糖皮质激素等综合治疗 遥 但

疗后皮疹会明显好转遥 本研究还显示重型痤疮男性

药物渊对女性患者冤尧口服维 粤 酸袁暴发性痤疮或聚
咱源暂

即使用了最佳的治疗措施袁难治性痤疮及复发仍常

见遥 长期应用抗生素的不良反应令人担忧 曰异维 粤
咱缘暂

医生说服患者坚持完成 猿 次治疗袁因为在第 猿 次治
发病率高于女性袁但 粤蕴粤鄄孕阅栽 疗效无性别差异遥

关于 粤蕴粤鄄孕阅栽 治疗痤疮的安全性袁本研究结果

酸为治疗重型痤疮的一线药物袁它作用于痤疮发病

显示袁所出现的红斑尧肿胀及部分患者出现的表皮

的所有病理生理环节袁但不良反应显著袁如致畸作用遥

剥脱尧少许渗出袁均为一过性袁无需特殊治疗遥 文献

采取一种安全尧有效的新方法来治疗重度痤疮势在必

报道疼痛为主要不良反应袁一些患者因疼痛中止治

行袁外用 粤蕴粤鄄孕阅栽 成为一种新选择 遥
咱远暂

美国 匀燥灶早糟澡葬则怎 和日本 陨贼燥澡 及其同事首次用

疗袁但本研究中患者照光时疼痛轻微袁考虑与低浓度
粤蕴粤 应用有关遥本组中色素沉着发生率为 员源援员圆豫袁较

圆园豫粤造粤鄄孕阅栽 结合红光照射来治疗中重度痤疮袁结

国内其他研究发生率低咱员圆原员猿暂遥

内 粤蕴粤 说明书上适应证未包含痤疮袁但大量临床应

间的封包尧 红光为光源的 孕阅栽 能有效治疗重型痤

酸治疗反应差患者的安全有效方法 遥

减少了患者的治疗开支遥 但重型痤疮与易患基因尧

果显示 粤蕴粤鄄孕阅栽 能有效治疗痤疮咱苑原愿暂遥 虽然目前国
用证实 粤造粤鄄孕阅栽 是治疗难治性痤疮及对口服维甲
咱怨暂

本研究应用低浓度渊猿援远豫冤粤蕴粤尧短时间的封包

治疗袁随着治疗次数的增加袁疗效逐渐增加遥 结果显

示第 员 次和第 圆 次治疗后无痊愈病例袁但第 猿 次治疗

后 苑缘援圆怨豫有效袁圆苑援园远豫痊愈袁疗程结束后 源 周袁疗效

最佳袁有效率达 怨园援缘怨豫袁痊愈率 源怨援源员豫遥 宰葬灶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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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员园豫粤蕴粤 在面部封包 猿 澡袁红光照射袁 圆圆豫患者在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认为低浓度的光敏剂尧短时

疮袁 不良反应较轻袁不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袁同时还

机体的激素水平尧免疫功能等相关袁所以单纯 孕阅栽
的远期效果仍值得进一步观察袁但从发病机制来看

治疗前有必要对患者做全面体格检查及免疫功能尧
激素水平的检测袁并给予必要的药物联合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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