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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联合胶原蛋白贴治疗中重度痤疮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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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10% 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联合胶原蛋白贴治疗中重度痤疮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我院

2010 年 1 月—2011 年 6 月收治的 160 例中重度痤疮，按照数字编号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 80 例，予 10%
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联合胶原蛋白贴治疗; 对照组 80 例，仅予 10% 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8 周后进行总体评估，并

记录两组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组痊愈率 50． 63%，总有效率 86． 08%，对照组痊愈率 40． 51%，总有效

率 72． 15%，两组痊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1． 29，P ＞ 0． 05) ，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 63，

P ＜0． 05) 。结论 10% 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联合胶原蛋白贴治疗中重度痤疮可提高疗效，并减少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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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servation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with 10% 5-Aminolevulinic Acid Combined with Collagen Dres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Moderate to Severe Acne
WANG Qiu-feng1，ZHANG Hao2，XIE Xiao-sen1 ( 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General Hospital of the Second Artillery of
PLA，Beijing 100088，China; 2．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Combined Logistics Command of Beijing Military Area Command，

Beijing 100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10% 5-aminolaevulinic acid photodynamic therapy ( ALA-
PDT) combined with collagen dres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moderate to severe acne．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
vere acne admitted during January 2010 and June 2011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herap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 n =
80) according to digital numbers． Patients in therapy group were given 10% ALA-PDT combined with collagen dressing，whil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only given 10% ALA-PDT． The patients＇ therapeutic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fter treatment for 8
weeks． Advers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lso recorded in therapeutic process． Results The cure rate was 50． 63% and to-
tal efficacy rate was 86． 08% in therapy group while the cure rate was 40． 51% and total efficacy rate was 72． 15% i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cure rat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 = 1． 29，P ＞0． 05) ，while the
difference in total efficacy rat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χ2 = 4． 63，P ＜ 0． 05) ． Conclusion Photodynamic therapy with
10% 5-aminolevulinic acid combined with collagen dressing is a simpl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moderate to severe acne with
fewer sid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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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是一种常见的好发于青少年毛囊皮脂腺的

慢性炎症性皮肤病，轻度痤疮较易治疗，而顽固性中

重度痤疮和由此产生的色素沉着、瘢痕以及对患者心

理的不良影响则是目前临床所面临的重要难题［1］。
我院 2010 年 1 月—2011 年 6 月应用 10% 5-氨基酮

戊酸光动力( ALA-PDT) 联合胶原蛋白贴治疗中重度

面部痤疮，取得了满意疗效，现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纳入与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 痤疮的诊断及分

级参考 Pillsbury 分级法［2］，中度痤疮以出现炎性丘疹

及脓疱症状为主，重度以结节及炎性囊肿为主。排除

标准:①外用维 A 酸类药物停药时间 ＜ 4 周，外用糖

皮质激素、抗生素及其他治疗停止时间 ＜ 2 周; ②口

服维 A 酸类停药时间 ＜ 8 周，口服糖皮质激素、抗生

素及其他治疗停止时间 ＜ 4 周; ③妊娠、拟妊娠或哺

乳期妇女;④患有其他面部皮肤疾病，如日光性皮炎、
面部银屑病、脂溢性皮炎及湿疹等可能干扰疗效判断

的患者;⑤外用胶原蛋白类制品过敏和异种蛋白外用

敏感者。本组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一般资料 本组 160 例中重度痤疮均为我院门

诊就诊患者，其皮疹限于面部，以炎性丘疹、脓疱、结
节及囊肿为主，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色素沉着和瘢痕。
纳入患者按照数字编号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 80 例，

男 45 例，女 35 例; 年龄 16 ～ 33 岁，病程 2 个月 ～
11 年; 其中中度痤疮 55 例，重度痤疮 25 例; 对照组

80 例，男 43 例，女 37 例; 年龄 16 ～ 32 岁，病程 3 个

月 ～12 年; 其中中度痤疮 57 例，重度痤疮 23 例。两

组在性别、年龄及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均 ＞0． 05) ，具有可比性。
1. 3 仪器及药物 采用欧美娜红光照射治疗，波长

( 633 ± 3 ) nm，光 输 出 强 度 105 mW/cm2，能 量

128 J /cm2。胶原贴由胶原蛋白原液和无纺布组成

( 广州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出品) 。
1. 4 治疗方法 治疗组根据患者皮损面积，用温敏

凝胶基 质 混 合 调 配 成 10% 浓 度 的 5-氨 基 酮 戊 酸

( ALA) 胶液( 商品名艾拉，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外敷于皮损处，避光封包 1． 5 h 后红

光照射，照射时间为 20 min，每周照射 1 次，连续 4
周。每次照射治疗后即刻取胶原贴敷于面部皮肤，每

次 40 min，每周 2 ～ 3 次，1 个月为 1 疗程。对照组仅

予 10% ALA-PDT 治疗，方法同治疗组。
1. 5 疗效判定标准 两组均由同一名皮肤科医师记

录每次访视时患者的皮损数量，包括丘疹、脓疱、囊肿

及结节并判断疗效。痊愈为皮损消退≥80% ; 显效为

皮损消退 50% ～80% ; 有效为皮损消退 10% ～ 40% ;

无效为皮损消退 ＜10%或加重。痊愈率 = 痊愈例数 /
治疗例数 × 100%，显效率 = 显效例数 /治疗例数 ×
100%，总有效率 =治愈率 +显效率。
1. 6 随访 在治疗的第 1、2、4 周和治疗结束后的第

2、4 周进行随访，并在治疗后第 8 周进行总体评估。
每次治疗前和随访时需记录不良反应，包括瘙痒、疼
痛、脓疱、水疱、水肿性红斑、色素沉着、脱屑等出现和

消退的时间、严重程度、采取的治疗措施及转归情

况等。
1. 7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2． 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 ) 表示，采用 χ2 检验;

组间年龄、病程比较采用秩和检验。α = 0． 05 为检验

水准。
2 结果

2. 1 治疗完成情况 本组 160 例中 158 例完成整个

治疗过程，治疗组有 1 例因不良反应较重在第 1 次治

疗后即退出试验，对照组有 1 例因工作原因在第 2 次

治疗后退出试验。
2. 2 临床疗效 治疗组痊愈率为 50． 63%，总有效率

为 86． 08% ; 对照组痊愈率为 40． 51%，总有效率为

72． 16% ; 两组痊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1. 29，P ＞ 0. 05) ，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4． 63，P ＜0. 05) 。两组具体治疗效果，见表 1。

表 1 两组采用不同方法治疗中重度痤疮的效果

组别 例数
痊愈

例数 %
显效

例数 %
好转

例数 %
无效

例数 %

治疗组 79 40 50． 63 28 35． 45 9 11． 39 2 2． 53
对照组 79 32 40． 15 25 31． 65 16 20． 25 6 7． 59

注: 治疗组采用 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联合胶原蛋白贴治疗，

对照组采用 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

2. 3 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结束后红光照射部位几乎

均出现轻中度水肿性红斑，对照组予外敷 3%的硼酸

洗剂，67 例( 84． 48% ) 2 ～ 5 d 内恢复正常; 治疗组予

胶原蛋白贴治疗后，69 例( 87． 34% ) 1 d 内即恢复正

常。治疗结束时对照组有 5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色素

沉着，治疗组仅 1 例出现轻度色素沉着，嘱患者注意

防晒，1 个月后症状逐渐消退。治疗结束后 2 周，对

照组有 2 例自觉皮肤轻度干燥，有紧绷感，外用润肤

剂后即缓解。
3 讨论

痤疮起病缓慢、易复发，其病因较复杂，是多种致

·48·



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皮脂分泌过度、毛囊上

皮角化过度、痤疮丙酸杆菌过度增殖及炎性反应

等［3］。目前治疗痤疮的方法很多，除局部治疗外，临

床主要使用抗生素、雌孕激素及维A 酸等药物进行系

统治疗。随着细菌耐药性的增加和各种药物相关不

良反应的产生，安全有效的物理治疗方法已成为治疗

痤疮的新趋势［4］。ALA-PDT 治疗痤疮是通过外源性

给予 ALA，经皮肤表面和毛囊皮脂腺导管吸收后在细

胞内转化为强光敏物质原卟啉Ⅸ，在特定波长红光照

射下产生光动力反应，使细胞组织受损，从而达到杀

灭痤疮丙酸杆菌、抑制皮脂腺分泌和破坏皮脂腺结构

的目的［5-6］。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ALA-PDT 在

治疗痤疮的同时对面部皮肤亦可产生一定的不良反

应，包括局部皮肤的红肿、干燥及色素沉着等，并且随

着 ALA 浓度的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及严重程度也

相应增加［7-12］。
胶原蛋白是哺乳动物体内含量最多的蛋白质，也

是器官中结缔组织的主要成分，胶原蛋白占全身蛋白

总量的 25% ～ 33%，皮肤中的蛋白 70% 为胶原蛋

白［13］。胶原贴是由胶原蛋白溶液与无纺布结合制成

的敷料。本研究治疗组使用 10% ALA-PDT 联合胶

原贴治疗中重度痤疮的总有效率与单独使用 10%
ALA-PDT 的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是由

于胶原蛋白贴提供了潮湿、微酸性环境，此环境有利

于白细胞介导的宿主吞噬细胞发挥其功能，增加局部

杀菌力，从而达到治疗痤疮的目的［14-15］。研究中发

现，治疗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明显减少，可能是由于胶

原蛋白贴含丰富的活性胶原蛋白以及细胞代谢所必

需的多种氨基酸，有利于改善皮肤细胞微环境和促进

表皮细胞新陈代谢及创面的愈合。此外，胶原降解产

物能被新生细胞利用合成新的基质，使细胞有效启动

再生及修复功能，促进细胞新陈代谢，加速黑色素排

泄并 抑 制 酪 氨 酸 酶 活 性，从 而 减 少 色 素 沉 着 的

发生［16-18］。
采用 ALA-PDT 联合胶原蛋白贴治疗中重度痤

疮［19］，不但提高了临床疗效，而且减少了单纯应用

ALA-PDT 所引起的不 良 反 应［20-21］，值 得 临 床 推 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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