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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性痤疮的诊治专栏•                                                                             •述 评•

 寻常性痤疮诊断和治疗的新动向
仲少敏，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  北京市皮肤病分子诊断重点实验室  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4)

[摘要]近年来，寻常性痤疮在青少年中发病率增加，男性重度痤疮患者增多，女性痤疮患者有增多和病情迁延的趋势；对于

痤疮的发病诱因也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尤其在激素、饮食、生活习惯和基因方面的影响。早期采用适当、有效的治疗对于控

制痤疮的炎症反应、减少瘢痕非常重要。本专栏收录了5篇综述和论著文稿，对于女性痤疮中性激素水平的作用、鉴别诊断

和化学换肤在寻常性痤疮治疗中的应用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寻常性痤疮；诊断；防治；炎症反应；痤疮瘢痕

[中图分类号]R758.7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20）03-0002-02

New Trend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ne Vulg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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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acne tends to be more prevalent and severe in male teenagers, but more frequent and persistent in 
the adult female population.The etiology of acne is more and more clear now , hormones, diet, lifestyle and genetic factors 
are thought to play roles. Early intervention with appropriate, effective treatment is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inflammation and 
prevent the scars. This supplement brings together five reviews and original articles, in which acne and sex hormone, acneiform 
eruptions and chemical peeling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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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专栏针对寻常性痤疮的诊断尤其是激素水平检

查在女性痤疮患者中的意义通过一篇《痤疮与性激素及相

关疾病的关系》的综述和一篇《女性寻常性痤疮内分泌相

关性研究》的论著进行了综合阐述；《表现为痤疮样皮疹

的非痤疮皮肤病》的综述介绍一些临床表现像痤疮但是需

要警惕其它疾病的情况，另外两篇痤疮治疗技术相关的论

著：《超分子水杨酸与低浓度果酸在轻中度痤疮治疗中的

疗效评价》和《超分子水杨酸治疗痤疮的皮肤屏障指标的

观察》对化学换肤在痤疮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了介

绍。希望通过这些相关的研究结果，对临床痤疮的诊断和

治疗提供一定的指导意见。

1  痤疮治疗的现状

寻常性痤疮为常见病，患病人群多为年轻群体，因

影响容貌，对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交影响很大，因此对于治

疗的要求也具有特殊性。年轻患者对治疗要求很高，即使

轻度痤疮也有很高的治疗需求；另外痤疮炎症消退后的红

斑、色素沉着及浅表瘢痕消退缓慢，少数患者会遗留萎

缩性或增生性瘢痕，长期存在。对于以上问题的药物治疗

效果不好，而借助光电设备和化学剥脱等辅助治疗手段，

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1]。而另一方面，痤疮的常规

治疗是外用与口服抗生素及维A酸类药物[2-3], 但存在着耐

药性的增加和药物不良反应以及患者依从性的问题, 近年

来，物理治疗无论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都逐渐显现出优越

性，成为不耐受药物治疗患者的首选方法，在不同类型不

同严重程度治疗方面都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替代药物治疗，并且在维持治疗减少复发中有很大的

优势。

2  化学换肤在寻常性痤疮治疗中的应用

化学换肤可以减少角质层厚度、松解角质层细胞，抑

制粉刺的形成；同时还可以通过刺激真皮成纤维细胞增

殖，并形成新的胶原，从而改善萎缩性瘢痕[4-5]。化学剥

脱被美国皮肤病学会归为痤疮的B类推荐治疗（Ⅱ级证

据），可作用于痤疮的各个发病环节，起到抗角化、抑

制皮脂分泌、杀菌及抗炎作用，在我国的痤疮治疗指南

中也作为二线推荐[6]。国内目前常用的化学剥脱剂主要包

括α-羟酸、水杨酸等。对于痤疮和比较表浅的痤疮瘢痕

常选择浅层换肤，即主要是破坏表皮层。浅层换肤的安

全性较高，恢复时间短，是临床上最常使用的换肤术。

齐婧等对比了30%水杨酸组和低浓度甘醇酸在轻中度痤疮

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30%超分子水杨酸与低浓度甘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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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在轻中度寻常性痤疮治疗中均有良好疗效，不良反应轻

微且可控。鲁亚青等观察到30%超分子水杨酸治疗轻中度痤

疮安全有效的同时，可以改善实验组的皮肤屏障相关指标

TEWL、pH值、角质层含水量，说明超分子水杨酸治疗痤疮

有利于皮肤屏障的恢复。

 

3  光电等物理治疗在寻常性痤疮中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人们治疗需求的提高，光电等物理治疗

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物理治疗主要具有起效快、治疗

时间短，不良反应少等优点。对于传统治疗无效或不能耐

受药物治疗的患者，可见光、激光以及光动力可作为一个

理想的选择[7]。光疗法治疗痤疮的原理是其可以活化细菌

内生卟啉，产生单态氧等活性光毒产物来破坏皮脂腺细胞

和杀灭痤疮丙酸杆菌，从而达到抑制痤疮的目的。临床上

使用的LED光源包括蓝光、红光，其中红光光源可以作为光

动力光源用于重度痤疮的治疗；强脉冲光（IPL）有包含

红蓝光波段的滤光片，对炎症性痤疮和瘢痕都有较好的治

疗效果；激光强光光源包括染料激光（585nm、595nm）、

1 064nm Nd∶YAG激光、非剥脱点阵激光（1 540nm、

1 565nm），铒激光（2 940nm）、射频微针和CO2点阵激光，

主要用于痤疮红斑及瘢痕的治疗。痤疮的光疗应有选择地

应用，针对不同情况，如：炎症、瘢痕及血管扩张选用不

同类型综合治疗，才能达到满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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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女性寻常性痤疮患者性激素水平与痤疮发病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指导临床对痤疮患者内分泌状态的评

估。方法：对门诊就诊的520例寻常性痤疮女性患者进行横断面研究，分析其基础性激素水平、月经情况、伴发提示高雄激

素的皮肤疾病及可能引起内分泌紊乱的不良生活习惯情况，和这些因素与痤疮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结果：女性寻常性痤疮患

者中总睾酮TT高于正常的占22.3%；雌二醇E2低于正常的占8.0%，高于正常的占7.1%；孕酮P低于正常的占21.7%；卵泡刺激

素FSH高于正常占19.2%。LH/FSH＞2共5例（2.2%），均伴TT过高或处于正常高值；性激素异常程度在Ⅰ～Ⅲ级患者中与严重

程度具有一定相关性，Ⅳ级患者性激素检查相对正常。90.9%的女性寻常性痤疮患者伴发不同形式月经异常，其中痤疮受月

经周期影响者痤疮严重程度更重，且更容易出现性激素水平异常。女性寻常性痤疮患者伴发高雄相关皮肤问题，如：油性皮

肤、脂溢性皮炎及多毛等多见，其中多毛与痤疮严重程度显著相关。不良生活习惯如睡眠不足可引起性激素水平改变，并与

痤疮严重程度正相关。结论：女性寻常性痤疮患者在进行性激素水平解读时，不仅要关注雄激素水平，还要关注雌激素水平

及上游促性腺激素的比例。成人期痤疮患者相比青春期型更可能伴有系统性内分泌异常，需要更积极地进行性激素水平筛

查。对于伴有月经周期、经量异常及痤疮受月经影响者，以及伴有高雄相关其他皮肤问题者，性激素筛查及运用内分泌调节

治疗的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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