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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酸联合左旋维 C 导入治疗黄褐斑的临床观察
赵菊花，苏青，何启敏，李达
(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 川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国产薇诺娜果酸活肤联合左旋维生素 C 导入和口服复方木尼孜其颗粒治疗黄褐斑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62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1 例。治疗组采用果酸联合左旋维 C 导入和复方木尼孜其颗粒口服治疗，对照组采用口服
复方木尼孜其颗粒结合外用左旋维生素 C 治疗 , 均共治疗 18 周，第 20 周观察评价疗效。结果

随访 5 个月，治疗组显效率、

总有效率分别为 64.5%、87.1%（对照组分别为 25.5%、64.5%），两组经统计学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 O．05) 。且未见明
显的局部和全身不良反应。结论 国产薇诺娜果酸活肤联合左旋维生素 C 导入和口服复方木尼孜其颗粒治疗黄褐斑疗效确切且
安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黄褐斑；果酸活肤；左旋维生素 C；复方木尼孜其颗粒

Clinical effects observation of alpha hydroxy acid peeling combined with Sonophoresis on
levorotatory vitamin C and oral compound muniziqi granule in the treatment of melasma
ZHAO Ju-hua,SU Qing,HE Qi-min,LI Da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Nanchong Central Hospital/The Secondl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Sichuan Province,637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domestic glycolic acid combined with sonophoresis on
levorotatory vitamin C and oral compound muniziqi granule in the treatment of melasma．Methods 6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was received glycolic acid peeling combined with
sonophoresis on levorotatory vitamin C and oral compound muniziqi granule therapy,and the control group ,who was taked oral
compound muniziqi granule and levorotatory vitamin C for external use, were a total of 18 weeks of treatment.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men was evaluated in the twentieth weeks. Results They were all followed up for 5 months．The significant effective rat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respectively 64.5% and 87.1%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25.5%, 64.5%).The difference
of two groups after statistics was significant(P ＜ O.05)．There aren’t serious side local and systemic reactions during entire treatment.
Conclusion It is effective and safe that domestic Winona glycolic acid peeling combined with sonophoresis on levorotatory vitamin C
and oral compound muniziqi granule in the treatment of melasma, which was worthy of clinical use.
[KEY WORDS] melasma；glycolic acid peeling；levorotatory vitamin C； compound muniziqi granule

我科于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使用果酸联
合导入左旋维 C 和口服复方木尼孜其颗粒治疗面部
黄褐斑，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62 例患者均来自本科门诊被确诊为面部黄褐斑
[1]
，且 1 个月内未接受祛斑药治疗 ( 包括内服和外
用药等 )，自愿参加本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皮
基金号：四川省教育厅项目编号 : 12ZB220；南充市科技局
项目编号 : 13A0046 作者简介：赵菊花，女，副主任医师。

万方数据

损多成片状分布于额头、面颊、下颌或混合存在。
其中女性 56 例，男性 6 例，年龄 25-48 岁，平均
（34.7 ＋ 5.5）岁；患病时间 1-20 年，平均 6.7 年。
Wood 灯检查符合表皮型 52 例，混合型 l0 例。排
除标准：合并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
和肝肾功能不全等系统性疾病、1 个月内接受日光
曝晒等日晒伤、3 个月内服用光敏药物或异维 A 酸
类药物、有化妆品皮肤过敏史及其他严重的皮肤病
患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或口服避孕药者、瘢痕体
质、对疗效的期望值过高以及不配合治疗者等。将
62 例患者根据就诊的先后次序随机分配进入治疗
组和对照组，各 31 例 / 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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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 疗效比较（例 / 率 %）
组别

例数

基本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显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1

9（29.0%）

11（35.5%）

7（22.6%）

4（12.9%）

20（64.5%）＊

27（87.1%）＃

对照组

31

3（9.7%）

8（25.8%）

9（29.0）

11（35.5%）

11（35.5%）

20（64.5%）

注：与对照组比较：显效率 χ 2=5.226，＊ p =O．022 ＜ 0.05；总有效率 χ 2= 4.309，＃ p =O．038 ＜ 0.05

病情轻重、病程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有可比性。
1．2 药物与仪器
薇诺娜果酸系列（浓度为 20%、35%、50%、70%
的果酸液和中和液、洁面、保湿、面贴膜、防晒等
配套产品）和左旋维生素 C/E 淡纹亮肤精华液（含
10% 左旋维生素 C）均由昆明贝泰妮公司提供、复
方木尼孜其颗粒 (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超声波导入仪 (B-6281 广州 )、Wood 灯 ( 上海希格
玛公司 )。
1.3 治疗方法
治疗组：按照果酸操作使用手册推荐步骤，
以 20% 浓度的果酸停留 1.5-3min 为起始浓度和起
始 时 间， 其 后 依 次 为 20%（3-5min）、35%（1.53min）、35%（3-5min）、50%（1.5-3min）、50%
（3-5min）、70%（1.5-3min）， 若 患 者 耐 受， 则
依上顺序逐渐增加浓度和时间，如患者出现不耐受
则下次治疗维持该浓度和时间，之后用中和液中和
后，在患处使用超声波导入仪导入左旋维 C/E 淡纹
亮肤精华液 10min，最后用舒敏保湿面贴膜敷面同
时冷喷 30min 后，去除面贴膜并清洗，并全面部涂
抹舒敏保湿特护霜和清透防晒霜，嘱每晚患处外用
左旋维生素 C/E 淡纹亮肤精华液。果酸每 3 周 1 次，
共 7 次，左旋维生素 C/E 淡纹亮肤精华液患处导入
每周 1 次，并给予口服用复方木尼孜其颗粒，每
次 6g，每天 3 次，均连续治疗 18 周。治疗期间嘱
患者注意保湿和防晒。对照组：口服复方木尼孜其
颗粒 6g/ 次，每天 2 次，同时患处外用左旋维生素
C/E 淡纹亮肤精华液，每晚 1 次，连续用药 18 周。
2 组患者均在治疗期间停用其它方法或药物治疗。
2 组均每月观察随访 1 次，并记录其不良反应，在
治疗结束后第 2 周评价疗效。
1.4 疗效观察
1.4.1 临床评分方法和标准 [1]：皮损面积评分：
0 为无皮损；1 为皮损面积＜ 10cm2；2 为皮损面积
lO-30cm2；3 为皮损面积 >30cm2。皮损颜色评分：
0 为正常肤色；1 为淡褐色；2 为褐色；3 为深褐色。
总积分 = 面积评分 + 颜色评分。评分法下降指数计
算公式：下降指数 =( 治疗前总积分一治疗后总积
分 )/ 治疗前总积分。
万方数据

1.4.2 疗效判定标准 [1]：基本治愈为肉眼视色斑
面积消退≥ 90%，颜色基本消失；评分法计算治
疗后下降指数 >0.8；显效为肉眼视色斑面积消退
>60%，颜色明显变淡；评分法计算治疗后下降指数
≥ 0.5；好转为肉眼视色斑面积消退≥ 30%，颜色
变淡；评分法计算治疗后下降指数 1>0.3；无效为
肉眼视色斑面积消退＜ 30%，颜色变化不明显；评
分法计算治疗后下降指数＜ 0.3。显效率：( 基本
痊愈例数 + 显效例数 ) ／完成例数 ×100％；总有
效率 =( 基本痊愈 + 显效例数 + 好转例数 ) ／完成
例数 ×100％。
1．3 安全性评价：治疗前后采集空腹静脉血备检
测血常规、肝肾功能；治疗期间观察并记录治疗过
程中出现的全身和局部不良反应情况 ( 红斑、水肿、
水疱、色素沉着、色素减退等 )。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5．0 统计分析软件
对 2 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进行卡方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62 例患者均完成 18 周的治疗疗程，治疗结束
后第 2 周，治疗组患者显效率为 64.5%，总有效率
为 87.1%；对照组患者显效率为 25.5%，总有效率
为 64.5%。两组患者的显效率、总有效率比较（均
为 P ＜ 0.05），均有统计学意义差异疗效结果见表 1。
2．2 不良反应：
治疗组有 1 例患者接受 50% 果酸停留 3-5min
和 2 例患者在接受 70% 浓度果酸时局部出现轻度红
斑、白霜和自觉烧灼感，适当延长冷喷时间和嘱其
每晚冷敷舒敏保湿面贴膜和加强保湿，3-5 天内症
状消失，无 1 例感染、色素沉着或减退或瘢痕等严
重并发症发生， 治疗结束 3 个月后随访，痊愈患
者中无复发病例。对照组有 5 例患者在外用氢醌霜
后出现局部皮肤潮红、干燥、脱屑和轻度瘙痒，经
减少外用药量和隔日用药，加强保湿，1 周内缓解。
2 组患者治疗结束后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均无异
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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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斑 (melasma) 是一种常见的获得性色素沉着性
疾病 ，其特征为好发于女性面部对称性黄褐色或
深褐色斑片，多呈蝶形分布，严重影响患者的面部
美观和生活质量。其具体病因至今尚不清楚，可能
与遗传、内分泌失调、自身免疫、情绪失调、长期
口服避孕药、妊娠、日晒和长期使用劣质化妆品等
有关。色素沉着部位在表皮、真皮或混合存在，其
发病机制主要与皮肤中黑素细胞数量增多或活性增
加，合成黑色素能力增强有关 [2]。目前仍缺乏特效
的治疗方法 , 治疗原则主要包括避免日晒、抑制黑
索细胞的活性、抑制黑素合成、去除黑素及破坏黑
素颗粒等 , 方法有色素减退剂，化学换肤、激光治
疗及中医中药等 [3]。
化学换肤是在皮肤表面涂抹化学制剂后而致皮
肤可控地受到破坏和剥脱，从而促进新的皮肤再生
和使黑素分布更加均匀，当换肤溶液到达真皮层，
将启动伤口愈合机制，使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中的
透明质酸沉积，皮肤发生重建，变得更光滑 [4]。化
学换肤依据作用深度分为浅、中、深层换肤，浅层
换肤的安全性较高，恢复时间短，适用于色素含量
较高的东方人 [5]。而果酸活肤属于浅层换肤，有加
速皮肤更替作用，20%-70% 的果酸能引起表皮松解，
通过创伤和表皮的再形成而去除色素沉着和表皮损
伤 [6]。
酪氨酸酶 (TYR) 是酪氨酸转化为黑素的催化剂
和黑色素生成过程的主要限速酶，在黑色素的生成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维生素 C 不仅能影响酪
氨酸酶的活性，还可使颜色较深的氧化型黑色素还
原为颜色较浅的还原性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7]
。同时，维生素 C 还具有对抗自由基作用、皮肤
光防护作用和促进胶原生成的作用，从多个方面对
黄褐斑发生的密切相关因素起到治疗作用，且具改
善肤质和抗皮肤老化作用 [8]。但维生素 C 性能不稳
定，易氧化，且需溶解成分子状态才能被皮肤吸收，
其吸收路径由毛孔渗入而融入皮脂膜。左旋维生素
C 溶液是一种油水共溶的状态，其稳定性更好，不
容易被氧化和水解，且更易通过皮脂膜而被吸收。
超声波导入仪通过缓冲波的致热作用、空化作用、
对流运输、机械影响等方式，促进皮肤对药物的吸
收。在不破坏皮肤结构的情况下使用超声波导入仪
导入左旋维生素 C 离子，可使局部聚集高浓度的维
生素 C，达到治疗黄褐斑的效果 [9]。
维吾尔医学认为黄褐斑一般是由黑胆质偏盛和
血液质所致。复方木尼孜其颗粒主要由洋甘菊、茴
万方数据

香根皮、茴芹果、骆驼蓬子、芹菜根、菊苣子、菊
苣根、香茅、黑种草子、香青兰子、蜀葵子、甘草、
罗勒子等多种维吾尔药材组成，是一种体液成熟剂，
临床多用于调节异常体液和气质。有研究表明其能
够明显抑制小鼠 Bl6 黑素瘤细胞的黑素合成，但是
对小鼠 B16 黑素瘤细胞的酪氨酸酶活性以及细胞的
增殖无明显影响 [10]。该药可能还可通过降低雌二
醇 (E2) 和促黄体生成素 (LH) 影响内分泌因素而对
黄褐斑起到治疗作用 [11]。
虽然产生黄褐斑相关的因素很多，但真正的病
因依然未明，临床也缺乏特效的治疗手段。本研究
采用国产微诺娜果酸系列和左旋维生素 C 溶液超声
导入联合口服复方木尼孜其颗粒治疗黄褐斑，通过
临床 5 个月的随访，发现联合应用治疗黄褐斑的显
效率为 64.5%，总有效率为 87.1%，与现有报道采
用美国 Neostrata 芯丝翠果酸系列治疗黄褐斑疗效
相当 [4,12]，亦明显高于对照组。在本研究中，果酸
通过祛除含黑色素较多的表皮细胞，加速真皮再生
和组织的新陈代谢作用，左旋维生素 C 离子导入使
病灶处高浓度的维生素 C 通过抑制酪氨酸酶活性等
作用而影响黑素的生成，再联合口服复方木尼孜其
颗粒调节患者异常的内分泌因素，三者联合使用作
用于不同的致病环节，从而起到联合、协同治疗黄
褐斑的作用，疗效显著。而且在治疗中未见明显的
局部和全身不良反应，表明该方法安全性好。并且
国产薇诺娜果酸和左旋维生素 C 较美国芯丝翠果酸
治疗成本低，值得临床推广，尤其是基层皮肤科临
床的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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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联合氨甲环酸、谷胱甘肽及维生素 C 治疗黄褐斑
的临床观察
郑红
（苏州相城区元和医院，江苏 苏州 215131）
【摘 要】

目的 观察激光联合氨甲环酸、谷胱甘肽及维生素 C 治疗黄褐斑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诊治的黄褐斑患者 135 例，将其随机分为 A、B、C 三组，每组各 45 例，A 组给予激光治疗，B 组给予
氨甲环酸、谷胱甘肽及维生素 C 治疗，C 组给予激光、氨甲环酸、谷胱甘肽及维生素 C 联合治疗，观察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
后黄褐斑面积及颜色评分，比较三组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后黄褐斑面积及颜色评分较治疗前
均明显减小，且治疗后 C 组患者的黄褐斑面积及颜色评分明显小于 A、B 两组，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 组治疗
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A、B 两组，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A、B、C 三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4.4%、6.7%、6.7%，
组间差异不明显，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激光联合氨甲环酸、谷胱甘肽及维生素 C 治疗黄褐斑疗效确切，可有
效改善黄褐斑面积及颜色，且不良反应少，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激光；氨甲环酸；谷胱甘肽；维生素 C；黄褐斑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laser combined with tranexamic acid, glutathione and
vitamin C in the treatment of chloasma
ZHENG Hong
（Xiangcheng District yuanhe hospital of Suzhou,Jiangsu Province 21513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aser combined with tranexamic acid, glutathione and vitamin C in the
treatment of chloasma.Methods 135 cases of chloasma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group A, group B and group C, 4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group A for laser treatment, B
Group C was treated with tranexamic acid, glutathione and vitamin C. Group C was treated with laser, tranexamic acid, glutathione
and vitamin C in combination. The chloasma area and color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ree groups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Results The area and color score of chloasma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chloasma area and color score of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and group B,P <0.05,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and B,P <0.05,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group A, B and C was 4.4%, 6.7% and 6.7%,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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