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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黄褐斑是一种常见的获得性色素增多性皮肤病,治疗目前尚无特效方法, 本文从系统治疗、局部治

疗及物理治疗等方面对近年来的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黄褐斑( melasma)又称/蝴蝶斑0、/肝斑0、/黧黑
斑0,是一种常见的获得性色素增多性皮肤病, 多呈蝶

形分布, 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主要通过抑制酪氨酸

酶( T yra)活性、促进 Tyra 降解、抑制黑素细胞受体活

性、阻碍黑素体的成熟和转运过程、避免可能诱发和加

重色斑的因素等。现将近年来治疗进展综述如下。

1  系统治疗
111  西医治疗  维生素 C( VitC)和维生素 E( VitE) :

是目前较经典且疗效肯定的药物, 采用电离子透入法

给予 VitC时通过增强透皮作用可获得更好的疗效。

VitE降低过氧化脂质作用高于 VitC, 两者联合应用疗

效明显优于单用, 可能是由于 VitC能使 VitE再循环

的缘故[ 1]。谷胱甘肽( G lutathione) :可减少不饱和脂肪

酸的抗氧化作用,清除自由基, 抑制黑素形成, VitC、硒

等可增加体内谷胱甘肽的含量。与 VitC同时口服或

混合静注可显著提高疗效[2]。止血环酸 ( T ranamic

acid) :体外试验表明有抑制黑素形成的作用, 局部显微

注射可作为一种新型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法, 每日 1

~ 115 g ,有效率 95%。患者自我评价色斑明显减轻

且副作用轻微[ 3]。托吡酯( Topiramate) : Shapira等报道

对有色素沉着、瘢痕等疾病的患者, 给予口服 15 mg/ d

治疗 1个月, 若疗效欠佳可增至 3 mg/ d。BDC研究中

心对此治疗方案扩大样本进行研究表明确有显著疗

效[4]。川芎嗪( Ligustrazine) : 可抑制黑素细胞的增殖,

最新研究表明它能明显降低黄褐斑患者血清 LPO 含

量、增加血清 SOD含量。用川芎嗪注射液 160 mg 加

入葡萄糖 250 mL 中静滴, 1次/ d, 疗程 15天[ 5]。

112  中医治疗  祖国医学认为面部黄褐斑之成因离
不开虚、瘀二者。当以养血调经、调理冲任、理气活血、

清解郁热、补肾等方法治疗
[ 6]
。近代医家多认为与肝、

脾、肾三脏功能失调, 血瘀、气血亏虚、情志失调有关。

根据中医辨证常用消遥散、知柏地黄汤、柴胡疏肝散、

六味地黄丸、养血疏肝丸等。经研究发现, 六味地黄

丸、补中益气汤、金匮肾气丸、桃红四物汤均可使 Tyra

活性降低, 治疗黄褐斑疗效显著, 并建议用茯苓、山药、

山茱萸加上白术、白藓皮、白芷组成复方治疗黄褐斑。

在伟大的中医学宝库中还有很多方药可挖掘, 对于中

医中药的治疗在进行深入现代化研究及形成统一规范

的辨证论治体系后,将有更好的前景。

有研究发现光果甘草、五倍子、蝉衣、牡丹皮、苦

参、珍珠绣线菊、苍耳子、桑树根皮(鲜 )、大黄(生)在高

浓度( 500 Lg / mL)时对 Tyra的抑制作用超过浓度为 1

mmol/ L 的熊果甙的抑制作用, 其中以光果甘草的抑制

作用最强; 六月雪、泥湖菜、地骨皮、炒川断、天麻、连

翘、茶条槭、甘草、败酱草、黄杨(干叶)、双花等 11味在

高浓度( 500 Lg/ mL)时与浓度为 1 mmol/ L 的熊果甙

的抑制作用相当;茵陈、威灵仙、白芨、紫槿、大蓟、小构

树、钩藤、玉竹、熟大黄、莪术、苍术、姜黄、黄芩、虎杖、

豚草、狭叶山胡椒、决明子乙醇提取物对 Tyra 同时有

抑制作用和激活作用[ 7]。

茶多酚 ( Tea polyphenols) : 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

考虑为结构中的羟基氢在起作用, 常口服 0. 2 g, 每日

3次。碧萝芷( Pycnogenol) : 松树皮提取物, 能清除血

液中的 O 2
- , 并有助 NO的产生。在体外实验中,其抗

氧化作用远胜过 VitC和 VitE, 并能促进 VitC再循环

及 VitE再生,增强体内抗氧化酶系统的功能, 阻抑紫

外线等, 疗效确切且无明显不良反应。黄酮醇类

( Flavonols) :如银杏叶、沙棘制剂等, 酚类抗氧化剂,以

不同作用方式,如抑制单酚酶、作为共因子等, 与 Tyra

中铜离子螯合, 使 Tyra 的活性受抑[ 8]。灵芝多糖

(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 ide) : 具有广泛的药理

活性, 能提高机体免疫力, 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 消除

自由基, 抗肿瘤、抗辐射, 提高肝脏、骨髓、血液合成

DNA、RNA、蛋白 质 能 力 等[ 9]。羟 基 白 藜 芦醇

( Oxyresveratrol) :红葡萄皮提取物, 具有褪色、抗氧化

等作用。Kin等发现其褪色疗效是曲酸的 32 倍,通过

可逆、高亲和、非竞争性与 Tyra结合, 从而抑制 Tyra

活性; 同时能通过影响氢氧根的形成而抑制谷胱甘肽

形成二硫化物[ 6]。原花色素 ( Proanthocyanidin) : 葡萄

籽提取物, 其抗氧化作用为胶原蛋白、VitC、VitE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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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上, 能使黄褐斑患者的黑素指数、斑片大小等得到

明显改善[ 10]。祛斑素: 是中药山茱萸的有效成分, 其

对 Tyra及黑素产生的抑制程度与作用浓度呈正相关

关系, 浓度愈高对 Tyra的抑制作用愈强。

2  局部治疗
黄褐斑的治疗,外用药至关重要, 尽管普遍认为黄

褐斑的疗效并不很乐观,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外

用药的使用和研制使我们看到了治愈黄褐斑的希望。

211  酪氨酸酶抑制剂  甘 草制剂: 甘草黄甙

( L iquirtin) : 抑制 Tyra活性的效果比氢醌大 16倍, 以

011% 的浓度,每日 3次, 连用 4 周,可明显亮洁皮肤。

其霜剂外用治疗黄褐斑、老年斑均获得显效[ 3] ;甘草黄

酮( licoflavone)是特定品种甘草中提取的纯生物美白

剂,主要成分是 glabridie, 具有抑制 Tyra 活性、抑制过

氧化脂质、抗菌及抑制多巴色素互变酶 ( TRP-2)活性

的作用[ 11]。熊果甙 ( Arbutin) : 为熊果的提取物, 外用

3%熊果霜剂或洗剂,每日 2 次, 有效率为 7114%。曲
酸( Cojic acid) :通过抑制 Tyra活性而抑制黑素的形成,

可单独或联合维甲酸、羟基乙酸等使用, 不良反应轻

微。有学者采用 2%曲酸+ 10%果酸+ 2%氢醌凝胶

观察曲酸治疗黄褐斑的疗效显著, 不良反应轻且治疗

3周后可消退。芦荟苦素 ( Aloesin) : 研究发现其对

T yra的抑制作用比单用熊果甙和曲酸的作用要强,尤

其是 5-甲基-7甲氧基-2-色酮, 体外研究表明, 可竞争

性抑制 Tyra、抑制正常黑素细胞的生成, 它透皮吸收较

慢,可做美白化妆品方面的研究,且其与熊果甙联合治

疗有协同作用[ 12]。

212  脱色剂  Feldamycin: 有研究表明其对黑素瘤细

胞系小鼠 B16的黑素聚集有抑制作用, 在半抑制浓度

为 5 LM 时能有效抑制细胞内黑色素, 无明显细胞毒

性,不影响 Tyra的基因转录, 但能增加对黑素瘤细胞

蛋白糖基化的修饰, 且 Feldamycin 其他三种衍生物也

有类似的作用[13]。甲基龙胆酸盐 ( Methy l gentisate) :

较游离龙胆酸、曲酸、熊果甙氢醌等脱色作用更强, 可

选择性抑制 Tyra活性, 在浓度< 60 mg/ mL 时对黑素

细胞的黑素起始合成阶段即有抑制作用, 而且细胞毒

作用和诱变作用较小[ 14]。樱桃属植物提取物( Prunus

plant extract) : Matsuda等[ 15]对 38 种樱桃属植物叶的

50%乙醇提取物进行了脱色剂筛选。动物试验表明其

对皮肤的刺激性较小,其中樱花和大叶桂樱对 TYR活

性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且大叶桂樱可抑制 B16 鼠黑素

瘤细胞的黑素生成。亚油酸制剂 ( Linoleic acid) : 同时

是 Tyra抑制剂,外用 0105%戊酸倍他米松+ 2%亚油

酸+ 2%林可霉素, 每晚 1次, 6周后, 通过评价分析不

同家族史、病程、不同类型黄褐斑患者的 MASI 值表明

疗效显著, 且副作用轻微[ 16]。N-乙酰-4-s-半胱胺酸酚

( N-Acety-l 4-s-cysteaminy lphenol) :代表了一类与酚有关

的脱色素化合物,疗效确切且比氢醌刺激性小,性质稳

定。能有效抑制黑色素合成。局部用 4%浓度治疗黄

褐斑, 2~ 4 周可取得显著效果。与 N-乙酰基相比, N-

丙 酰-4-s-半 胱 胺 酸 酚 ( N-Propiony-l 4-s-cys-

teaminylphenol)是效能更高的黑素细胞中毒剂, 酚硫醚

同时具有抑制黑素细胞生长繁殖和杀伤黑素细胞的作

用[ 17]。

213  抗氧化剂  氢醌 ( Hydroquinone) : 主要通过阻断

从酪氨酸到多巴的过程以影响黑素的合成, 持续使用

数月往往有效且副作用小。其脱色作用已得到公认,

最佳浓度为 3% , 最合适的赋形剂是水醇基质, 氢醌对

皮肤的刺激性与浓度相关, 浓度愈大, 刺激性愈强[ 18]。

目前采用的配方有: ¹ 115% 氢醌、011% 维甲酸及
011%地塞米松; º 2% ~ 3%氢醌、0105%维甲酸加或
不加激素; » 3%~ 4%氢醌、0105%维甲酸、1%醋酸氢

化可的松; ¼2%氢醌、0105%维甲酸、011%戊酸倍他
米松霜等; ½ 4%氢醌、0105%维甲酸、0105%倍他米松
等; ¾全反式维甲酸 015 g、氢醌 30 g、焦亚硫酸钠 10

g、维生素 E 20 g、氢化可的松 5 g、W 基质加至 1 000

g; ¿2%氢醌、5%羟基乙酸、二硫化钠适量。以上配方
有强化、协同、增效作用。目前在临床治疗色素性皮肤

病有较深入的研究, 疗效确切并在临床上得到应用。

T aylor 和 Grimes等分别采用 0105%维 A 酸+ 4%氢

醌+ 0101%氟轻松三联制剂治疗黄褐斑, 针对不同人

种、不同肤色患者, 8周疗程结束后全面评价表明 75%

患者色斑明显减轻甚至完全消退且不良反应轻

微[ 19, 20]。3%氢醌单戊酸酯霜: 是氢醌与戊酰氯在催

化剂作用下酯化制得, 性质较氢醌稳定, 脱色力更

强[ 21]。

214  其他  糖皮质激素 ( Glucocorticoid) : 局部长期单

用糖皮质激素可导致皮肤萎缩、毛细血管增生、红斑、

口周皮炎等,但与维 A 酸、氢醌等联合应用时, 其抗代

谢及减缓表皮更新的作用显著且副作用轻微, 可以缓

解脱色素外用药对皮肤的刺激且能有效抑制黑素颗粒

生成, 从而达到治疗色斑的目的[ 22]。B-胡萝卜素 (B-

carotene) :能可逆地竞争结合黑素细胞核受体和/或结

合蛋白, 抑制黑素生成。有研究表明, 每日早晚各一次

外用色斑部位, 8周后显效率达 7619% , 可明显降低黑

素指数及缩小斑片面积, 长期使用疗效更好且安

全[ 23]。金属硫蛋白 ( Metallothionein, MT) : 其清除羟

自由基能力为超氧化物歧化酶的 1万倍以上, 清除氧

自由基能力为谷胱甘肽的 25 倍
[ 24]
。通过清除体内自

由基, 防止脂质过氧化,从而起到保护细胞膜流动性、

防止细胞衰老的作用,也使丙二醛的产生减少,色素沉

着减轻, 在祛斑产品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是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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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较热门的研究课题。小杨树素 F( Kazinol F) :具有很

强的抑制 Tyra 活性和清除自由基的作用。丙酮酸

( Pyruvic acid) :A-丙酮酸可抗角化、抗菌和脂溶性,并促

进胶原再生和弹力纤维形成,能迅速深入穿透皮肤,类

似有效的化学剥脱剂。有研究表明可有效治疗色素异

常沉着、表面瘢痕、光损害和痤疮。50%的丙酮酸在进

行成分改进后, 更安全有效[ 25]。L-抗坏血酸-2-磷酸酯

镁( Magnesium-L-ascorby1-2-phosphate, VC-PMG) : VitC

在水溶液中很快被氧化分解, 而其衍生物 VC-PMG治

疗黄褐斑疗效显著。10%VC-PMG 霜外用后能被表皮

吸收, 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目前以中药为主的面膜治疗黄褐斑日渐成熟。猪

苓、白芷、白薇、蒿本、党参、紫草、丹参、桃仁、当归、马

齿苋、蔓荆子、山茱萸、乌梅、白鲜皮、白蒺藜等均有抑

制Tyra活性的作用。将其研末调水成糊状, 涂颜面

部,再倒石膏膜, 取膜后用维生素 A 或 E 或 C, 或 3%

双氧水外搽患处。有研究分析, 加用中药可使黄褐斑

治疗有效率由 20%提高到 6515%。
3  物理治疗
过去所报道的物理治疗主要有冷冻治疗、激光治

疗等。一般仅适用于其他治疗方法无效时, 因此,选择

激光治疗的原则是对正常色素的破坏性最小[ 26]。

分次光热疗法( Fractional photothermolysis, FP) :是一

种 1 550 nm的通过铒释放出的激光束, 每平方厘米区

域可以射出数千显微光束在皮肤上产生微小的类似像

素样的点, 即微温区( MicroThermal Zones, MTZs) , 每个

光热治疗区给予 6 mJ的能量可得到一个直径 80 Lm、

360 Lm深的微光热治疗区; 10 mJ的能量可以得到直径

110 Lm、500 Lm深的光热治疗区
[ 27]

, 这些治疗区可以达

到一定皮肤深度而不会伤到周围正常组织, 治疗区之间

的未受损组织可以加速受损区皮肤的修复, 这些治疗区

肉眼不可见, 因为在治疗过程中表皮角质层没有破坏,

可起到一个天然绷带的作用。治疗的恢复期很短且红

斑反应轻微, 患者在治疗后可以立即使用化妆品, 同样

可以使用其他无创的激光治疗或接受其他多种治疗。

FP是一种没有激光治疗副作用的治疗皮肤病的方法,

而且可以用于身体任何部位, 包括面部皱纹、痤疮瘢痕、

外伤瘢痕、黄褐斑和日光损害性皮肤病等
[28]
。该方法

治疗黄褐斑的疗效已通过美国 FDA的认可。

YAG激光推荐用于各种方法治疗效果均不好的

黄褐斑患者。用超脉冲 CO2 激光和 Q 开关紫翠玉激

光联合治疗难治性黄褐斑,减少表皮黑素, 治疗真皮型

黄褐斑较好, 疗效优于单独用 Q 开关紫翠玉激光治

疗[17]。

由于目前激光治疗皮肤色素沉着疾病的手段较

多,但远期疗效尚不甚理想, 治疗后常会导致皮肤色素

沉着过度和黄褐斑的复发, 甚至较治疗前色斑的颜色

加深和或色斑面积扩大。但较多专家预测激光在治疗

色素沉着性皮肤病方面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4  展望
目前对于黄褐斑的治疗中 VitC及 VitE为经典系统

用药,氢醌和壬二酸为近年来研究较多且疗效较为肯定

的局部用药。此外很多医生看到了中药治疗色素性皮

肤病的广阔前景,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对于中草药及提取

物的研究较多, 通过大量经典组方筛选单味中药,并在

此基础上提炼多种中药单体, 且对于剂型的研究也较

多,有待进一步应用于临床。糖皮质激素、氢醌、维甲酸

联合使用的制剂近年研究较多,通过临床观察,发现疗

效确切且副作用较轻, 个别患者出现停药后反复、局部

刺激症状等,有望通过调整药物的配比及联合使用某种

药物来减轻其副作用。此外还有壬二酸( Azelaic acid ,

20%壬二酸结合广谱遮光剂治疗表皮型和混合型黄褐

斑疗效显著且无明显副作用 )、果酸 ( Fruit acid, 一般用

10%的浓度[ 23] )、斑克等目前临床治疗黄褐斑使用的物

理治疗仪见效快, 远期疗效尚不确定, 但随着近年来激

光等物理治疗手段的广泛研究和应用,通过物理治疗手

段治愈黄褐斑将很快成为现实。

总之, 黄褐斑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 但疗效满意且

持久者仍较少, 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 人们爱美心切,

使得对黄褐斑也尤为重视, 对于黄褐斑的病因以及疗

效确切且持久的治疗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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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例 5 处出现局部感染, 经清创、外用百多邦后治

愈;有 5例出现轻度疤痕。

3  讨论
  扁平疣是人类乳头瘤病毒在表皮棘细胞层生长,

引起增生的慢性常见皮肤病, 病程长短不一。多数学

者认为, 感染人类乳头瘤病毒与人体的免疫力有关,免

疫力低下是造成病毒侵入表皮角质细胞内生长繁殖,

引起增生的主要因素。用 CO 2激光治疗, 虽然能除去

疣体组织, 但对残存的病毒无抑制作用, 未冶疗的皮疹

不能自然脱落, 且治愈率低、复发率高,损伤重,有时留

有疤痕。采用液氮冷冻治疗, 制冷剂产生的低温可很

快引起细胞内冰晶形成,细胞内电解质浓缩, 细胞膜脂

蛋白变性, 使细胞组织死亡。死亡的疣组织细胞产生

抗原, 刺激机体产生抗体, 使机体产生相应免疫力, 从

而使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得到增强[ 2, 3]。而梅花针

通过皮部、络脉、经脉、脏腑这一途径, 起到疏通经络,

调节脏腑气血, 协调人体机能, 提高自身免疫系统水平

的作用[ 4]。据本观察结果, 液氮冷冻联合梅花针疗法

治疗扁平疣, 治愈率较高, 操作简单,病人痛苦小,副反

应小; 比单用 CO2 激光治疗疗效好, 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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