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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在头面部皮肤紧致中的应用
余 婷，覃秋海，陈 杰，朱绍般
（广西贵港市人民医院整形美容中心，广西 贵港 537100）
【摘 要】 目的 评估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在头面部皮肤紧致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25 名女性纳入研究，射频的仪器是个
新的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仪，它可以使皮肤在保持正常的温度下，使胶原重组，达到紧致皮肤的目的。病人接受 6 周的治疗。
三位有经验的美容科医师各自独立对治疗前后的照片进行评估，决定是否治疗有效。结果 评估者对所有病人的治疗前后照片
进行评估，认为 23 位病人均治疗有效。其中 7 人显著有效，13 位中等有效，2 位轻微有效，3 人中途终止治疗。在治疗过程中，
没有痛苦、副作用发生。结论 新型的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在治疗头面部皮肤紧致方面安全有效。
【关键词】 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皮肤紧致；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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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ulti - source 3DEEP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Technique
in Skin Firming of The Head and Face
YU Ting，QIN Qiu-hai，CHEN Jie，ZHU Shao-ban
(Plastic surgery center,Guigang City People 's Hospital,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537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ulti - source 3DEEP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 the skin firming of the head
and face. Methods 25 women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radio frequency instrument is a new multi-source 3DEEP RF technology
instrument, it can make the skin to maintain the normal temperature, the collagen reorganizatio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pact
skin. The patient received 6 weeks of treatment. Three experienced beauty practitioners independently assessed the photograph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treatment was effective.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all 23 patients were considered effective. Of which 7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13 were moderately effective, 2 were
moderately effective, and 3 were discontinued.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no pain and side effects occur. Conclusion The new multisource 3DEEP radiofrequency techniqu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firming of the head and face.
[KEY WORDS] Multi - source 3DEEP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technique; Skin firming; wrinkle

如何改善皮肤松弛在美容科是个很常见问题。
以往的非侵入性仪器在治疗头面部皮肤松弛的时候
往往会比较疼痛而且维持时间短。现在一种新的非
侵入性仪器—射频消融，对紧致头面部皮肤效果极
好，而且不会反复。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目这种可
控的射频技术仪器能够直接到达皮肤真皮，对胶原
蛋白进行热化，而不损伤表皮组织。胶原蛋白中存
在热依赖性的分子间连接和热稳定性连接，共同形
成一种三螺旋结构，当多源 3DEEP 射频射频技术对
真皮的胶原蛋白进行热化时，热依赖分子间连接破
坏断裂，而热稳定连接则不被破坏，因此，三螺旋
结构会解开并变短，形成一种更加紧致紧密的胶原
蛋白 [1]。最终，对真皮的热化作用会刺激胶原蛋白
并造成胶原再生 [2]。
众所周知，在 43℃的热化温度下，90s-1min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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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胶原蛋白进行重组。现在，有一种最新的动
态射频装置，它通过在皮肤表面移动探头来提高治
疗温度，从而能够保持在更低的热化温度下保持更
加长的暴露治疗时间。但是，由于在几分钟的治疗
时间内，热化的温度很难保持均匀，就意味着胶原
蛋白不能有效地进行重组，这就限制了动态射频装
置的有效性 [3]。在我们的这一系列案例中，我们使
用了一种新的射频治疗装置，它能够均匀一致地产
生热化温度，从而使胶原蛋白进行重组，用于治疗
皮肤的衰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5 位女性病人进行了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治疗
用于紧致皮肤，并且签署治疗同意书加入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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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患者均有程度不等的面部皮肤松弛，浅、深
面部皱纹及下颌角区软组织堆积，形态改变等。平
均年龄为 50 岁（年龄范围 38-64 岁），皮肤类型
按照皮脂腺的分泌情况分为中性皮肤、干性皮肤、
油性皮肤和混合型皮肤，25 名被研究者皮肤类型
多为混合型皮肤及油性皮肤。被研究者每周接受一
次治疗，为期 6 周。
纳入标准：从未进行过疤痕或皮肤的修复；没
有局部或全身的感染性疾病；3 个月内没有进行肉
毒杆菌的注射；6 个月内没有软组织增生；6 个月
内没有进行过皮肤激光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任
何皮肤病。
1.2 射频治疗设备
本 研 究 中 使 用 非 侵 入 性 3D 射 频（ 手 具，
EndyMed 医疗公司，以色列，凯撒利亚）经 FDA
认证的一种新型手具。系统平台 (1MHZ, 功率 65 W),
包含六个独立的相控射频发生器 , 多个机头包括非
剥脱面部 / 身体紧肤 , 微剥脱点阵射频和微针射频。
软件控制射频传递保证恒功率发射 , 不依赖于组织
阻抗。脸部、颈部等部位使用手具皮肤接触传感器
只有治疗头与皮肤完全接触脉冲才会发射，眼周部
位使用手具比脸部手具更加精细更方便接触眼周细
嫩的皮肤。治疗中使用红外线温度探测仪测量皮肤
表明温度。每次治疗都在本文作者所在的整形美容
中心完成，并由本文作者操作。
1.3 治疗方法
治疗过程：研究对象每周接受一次治疗，每次
治疗前在同一位置、光线下由同一台数码相机拍取
照片。治疗前用温水清洁脸部，使用酒精对手具进
行消毒。治疗前开始时先在治疗部位涂上一元硬
币厚的耦合剂，治疗部位为鼻唇沟到左右两侧的
耳前区、颧骨下方的脸颊以及眼眶周围皮肤。使
用脸部手具时根据被研究者的主观耐受程度选择
能量为 35 ～ 40Watt，使用眼部手具时选择能量为
3 ～ 6Watt, 单一部位每次做 15 个循环，每个循环
为 30s, 手具呈 z 形或 s 形紧贴皮肤以匀速轻轻在
皮肤滑动。治疗过程中使用红外线测温仪垂直于皮
肤 10cm 处测量皮肤温度是否每次治疗都使治疗局
部区域达到 40℃以上，并至少保持 5min 以上，如
温度不足 41℃，应增加治疗功率，否则会影响治
疗效果 [4]。
1.4 评价方法
在实施评估中，每位患者均拍摄正面及 45°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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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照片，由三位美容科医师对比治疗前后照片，判
断分析疗前后的后皮肤的光泽度、质地和面部皱纹，
以及皮肤松弛的改善程度。效果明显：治疗疗程 (1—
2 个月 ) 结束后的 2 周评价治疗对比照片，治疗后
皮肤松弛情况改善、皮肤弹力好、紧致；效果一般：
前后照片对比无明显变化小；无效：照片前后对比
无差异。有当两个以上的评估者得出共同的结论，
才认为结果可靠。见图 1。

图一，患者女，42 岁，面部松弛，a 治疗前正位；b 射频全
疗程结束后 2 周，正位；c 治前，右斜位；d 射频全疗程结
束后 2 周，右斜位。

2

结

果

经过第一阶段的评估，三位医师均能够正确分
辨治疗前后的照片，治疗有效；随后评估者被告知
需要根据皮肤松弛的改善的程度来进行分级，将有
效结果分为轻微、中等、显著三个级别。所有的评
估者均未参与本次的治疗过程，且非本文作者。在
这 25 例研究者中有 22 例完成了全部治疗，其中一
例因做了光子嫩肤，两例做了肉毒毒素注射而终止
射频紧肤治疗，其中 7 例显著有效，13 例中等有效，
2 例轻微有效。比例分比为 31.8%、5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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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被研究者在治疗中并没有感觉到疼痛，但
是有不同程度的热感，治疗结束后皮肤都出现轻微
的红斑和不同程度水肿，但是都在 1 个小时内消退。
整个治疗期间都没有出现色沉，起水泡等反应。也
没有观察到其他的不良反应。

3

讨

论

最先出现的射频仪器都是单极，单极射频在紧
致皮肤的效果方面欠佳，而且会产生疼痛、烧伤甚
至一些其他的严重不良反应 [5]。后来，一种双极射
频技术装置，能够在正负极间产生多个小的电流回
路，使治疗变得更加安全且效果较好。电流到达皮
肤的深度与正负极之间的距离相关，而且可控，电
极末端的距离越大，电流能够到达皮肤的深度就越
深，但是操作过程需要进行皮肤冷却。现在一种新
的非侵入性仪器 -- 射频消融，对紧致头面部皮肤
效果极好，且维持时间长。这个新的射频技术是一
种多源 3DEEP 射频是新型、 FDA 准许的射频技术，
使用 6 个射频发生器和 6 个电极，电极之间的能量
流动由复杂的电脑程序控制，多重磁场相互排斥迫
使能量更加深达皮肤，对表皮不过分加热。对真皮
进行深层次、体积式加热，它具有能量为集中蕴含
的深层能量流，以及很少的表面能量流，不需强力
冷却，安全无痛，个性化参数基于多个独特的自动
皮肤传感反馈机制的特点。电子显微镜下即刻反应
为真皮内胶原纤维结构弥漫性改变，观察到纤维增
大，有些部位出现融合，不能辨认边界，深达真皮
中层 [6]。
当越来越多的患者不去选择美容去皱手术等侵
入性操作时，非侵入性操作治疗皮肤紧致在美容专
业迅速崛起，这些新的技术通过热化皮肤深部而达
到紧致皮肤的目的，并且具有无痛、快速且不留
疤等优点。这些技术包括高频脉冲，激光，射频
消融，共聚超声等治疗方法 [7]，但是临床治疗效
果还很局限，并且有部分缺陷。比如说共聚超声就
会使患者感觉到剧烈的疼痛。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
在治疗皮肤紧致方面是一种新颖且安全有效的治疗
方法，在本次研究中，所有的患者经过 6 周的治疗
后，均出现皮肤紧致及皱纹减少，证实治疗有效。
其中 90.9% 的患者有显著及中等的改善，这在其他
射频治疗及其他非侵入治疗中均是极高的比例。目
前，相比其他的治疗方法，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具
有以下优点：对真皮进行深层次、体积式加热，它

具有能量为集中蕴含的深层能量流，以及很少的表
面能量流，不需强力冷却，安全无痛，个性化参数
基于多个独特的自动皮肤传感反馈机制的特点，多
源 3DEEP 射频技术目这种可控的射频技术仪器能够
直接到达皮肤真皮，对胶原蛋白进行热化，而不损
伤表皮组织 [8]。
当然，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皮肤紧致，尤其是下巴及脸颊下方的皮肤，由于没
有固定的结构，因此无法进行测量而进行定量评估，
所以，我们选用了和其他研究皮肤紧致的一些文章
中类似的方法，通过随机的治疗前后的照片进行比
较。因此相对比较主观，今后或许有更加客观的定
量评估方法用于研究皮肤紧致。另外，此研究是单
一中心的研究，且患者均为女性，样本量较小，研
究对象的多样性也不够，而且对于此方法长期治疗
皮肤紧致的疗效还不明确。
本次研究的意义还在于能够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能否应用于比较厚的皮肤，因
为本次研究中的治疗区域为鼻唇沟到左右两侧的耳
前区、颧骨下方的脸颊以及眼眶周围皮肤，均为比
较薄层的皮肤，在有较厚的皮下组织以及肌肉的区
域是否能够到达同样的治疗效果？这还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另外，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采用的治疗时
间为 450s 温度 40℃～ 48℃ ，达到了较好的治疗
效果，如果采用不同的治疗时间及温度，是否能够
达到更好的效果？这也同样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次研究证实多源 3DEEP 射频技术在治疗皮肤
紧致方面安全有效，并且对日后的进一步研究起到
了积极的理论及方法方面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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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阵铒激光及多参数皮肤测试仪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应用
程春林，刘 佳，杨光河，陈君娥，赵晓丹
（江汉油田总医院五七院区皮肤科，湖北 潜江，433121）
【摘 要】 目的 探讨点阵铒激光进行面部年轻化治疗结合皮肤测试仪对其效果测试应用，以便更进一步降低医患纠纷。
方法 48 例患者平均年龄 (40±7.5) 岁并用皮肤测试仪进行面部综合分析，治疗前术区涂抹利多卡因凝胶，表面覆膜 1 小时，
麻醉后使用洗必泰局部消毒。采用 MCL30 铒激光治疗系统点阵治疗手柄治疗皱纹和皮肤松弛部位。根据部位选定合适的能
量密度，治疗后 30 天复诊并用皮肤测试仪进行面部综合分析。结果 治疗后 1 个月面部多参数皮肤图像分析仪各指标百分位
数的比较，色斑、皱纹、粗糙度、毛孔治疗后均有所改善 (P <0.05) 差异具有显著性；紫外线色斑、紫外线水分变化不明显，

P >0.05, 差异无统计意义。结论 点阵铒激光进行面部年轻化治疗效果非常满意。美容患者总体满意度达 100％。
【关键词】 铒激光 ; 点阵激光 ; 皮肤年轻化
DOI:10.19593/j.issn.2095-0721.2017.10.012

Fractional Er:YAG laser and multi-parameter test instrument used in skin treatment
of facial rejuvenation
CHENG Chun-lin , LIU Jia , YANG Guang-he, CHEN Jun-e , ZHAO Xiao-da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Jianghan Oilfield General Hospital (Wu Qi), Hubei Province , 43312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rbium laser facial rejuven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skin tester application
testing their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further reduce medical disputes. Methods 48 patient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40±7.5) an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acial skin with the tester, preoperative treatment area applied lidocaine gel, surface coating 1 hour after
local anesthesia using chlorhexidine disinfection. MCL30 erbium laser treatment system using lattice handpiece to treat wrinkles and
skin sags. According to the site selected suitable energy density, referral and 30 days after treatment wit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acial skin tester. Results After 1 month of treatment of facial skin image Multi-parameter analyzer each index percentile
comparison, stains, wrinkles, roughness, pores wer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P <0.05); UV pigmentation, UV moisture change
obvious, P > 0.05,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Erbium fractional laser treatment for facial rejuvenation
effect is very satisfactory.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rate of cosmetic patients was 100%.
[kKEY WORDS] Er:YAG Laser;Fractiona Laser;Skin rejuvenation

面部“看起来年轻（年轻化）”自然是人们首
选项目之一，随着医疗激光技术的进步，很大一部
分原来需要美容外科手术才能解决的皮肤松驰、皱
纹、色斑等能通过点阵铒激光治疗就能达到效果，
同时通过多参数皮肤测试仪检测量化地得出皮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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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程度 [1]。两者结合使用，通过客观的评价工具，
对操作治疗技水平提高及降低医美纠纷亦能取得一
定作用。现将我们的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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