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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点阵激光联合糖皮质激素外用治疗面部浅表性瘢痕
的临床疗效观察
赵灿文，易阳艳，石晨龙，丁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整形美容科，江西 南昌 330006）
【摘 要】 目的 观察 CO2 点阵激光联合糖皮质激素外用治疗面部浅表性瘢痕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探索一种疗效确切、
安全性好、适合推广的治疗面部浅表性瘢痕的新方法。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我院整形美容科门诊就诊的明确

诊断为面部浅表性瘢痕的 60 名患者，按就诊时间先后随机分为两组，即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 30 人。对照组采用单纯
CO2 点阵激光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 CO2 点阵激光联合外用醋酸曲安奈德进行治疗。依据温哥华瘢痕评分表，医师对比观察
治疗前后瘢痕情况作出评分。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温哥华瘢痕评分（5.83±1.11），观察组温哥华瘢痕评分（5.60±1.22），两
组治疗前温哥华瘢痕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治疗后 3 个月，对照组温哥华瘢痕评分（4.26±1.17），观察组温哥华
瘢痕评分（3.13±1.10），治疗后均有一定的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温哥华瘢痕评分治疗前后改善程度
分别为（1.57±1.57）和（2.47±1.60）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高于对照组。结论

观察组点阵激光联合

糖皮质激素与对照组单纯点阵激光治疗面部浅表性瘢痕均有效果；观察组点阵激光联合糖皮质激素外用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
单纯点阵激光治疗
【关键词】浅表性瘢痕；CO2 点阵激光；曲安奈德；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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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f
CO2 fractional laser combined with the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glucocorticoid hypodermic i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superficial scar
ZHAO Can-wen, YI Yang-yan, SHI Chen-long, DING Ying
（The second aﬃ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Jiangxi Province，330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ﬃcacy and safety of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superficial scar though
CO2 fractional laser combined with the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glucocorticoid hypodermic.Want to be able to seek a safe, effective and
suitable for promotion way i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superficial scar. Method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7，60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facial superficial scar from the cosmetic surgery clinic of my hospital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treatment order, name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of 30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though CO2 fractional laser.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though CO2 fractional laser combined with the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glucocorticoid hypodermic.Each treatment interval of three months.According to Vancouver scar scale,VSS.Objective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we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scar case.Patients make subjective assessment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Results Prior
to the treatment ,the VSS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5.83±1.11),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5.60±1.22).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Three months after the completed course treatment, the VSS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4.26±1.17),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3.13±1.10).Both of them hav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The scores from the two groups experienced improvement compared with their conditions b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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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s respectively was （1.57±1.57）and（2.47±1.60）,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The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Both the CO2 fractional laser therapy and CO2 fractional laser
combined with the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glucocorticoid hypodermic conducted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superficial
scar.And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two achieved better effect
[KEY WORDS] superficial scar; CO2 fractional laser; glucocorticoid hypodermic; eﬃcacy

浅表性瘢痕又称扁平瘢痕，主要是由于手术、
外伤、烧烫伤、感染等原因引起，一般损伤表皮或
真皮浅层，临床表现为皮肤粗糙，色素改变，局部
稍有凸起，一般无功能障碍，是一种成熟性、稳定
性均十分良好的瘢痕 [1]。因此有很多患者不会进行
治疗。但是，有些浅表性瘢痕位于身体暴露的部位，
比如面部、颈部，这样的话会影响患者的形象气
质，使人产生自卑的心理。本研究使用 10600nmCO2
点阵激光联合曲安奈德局部外用治疗面部浅表性瘢
痕，观察记录疗效，为面部浅表性瘢痕的治疗探索
一种新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于我院整形美
容科门诊就诊的明确诊断为面部浅表性瘢痕的 60
名患者，按就诊时间先后随机分为两组，即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均为 30 人。观察组男性 6 人，女
性 24 人，平均年龄（25.1±6.2），治疗前温哥华
瘢痕评分平均（5.6±1.2），对照组男性 8 人，女
性 22 人，平均年龄（24.9±5.9），治疗前温哥华
瘢痕评分平均（5.8±1.1）。
1.1.1 入选标准
病程超过半年，瘢痕处于稳定期，诊断为浅表
性瘢痕的患者
1.1.2 排除标准
（1）明显的增生性瘢痕，瘢痕疙瘩，萎缩性瘢
痕（2）过去一年内接受过激光治疗者；（3）已知
对利多卡因、糖皮质激素、激光等过敏者；（4）
瘢痕部位外用过糖皮质激素、维甲酸和其它具有刺
激性的外用制剂者；（5）瘢痕体质者，有家族性
瘢痕疙瘩史者；(6) 有基础疾病者，如糖尿病，甲亢，
凝血功能异常，发热感染等；
（7）对治疗期望过高者；
（8）妊娠或者哺乳期妇女。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单纯 CO2 点阵激光进行治疗，具体
操作步骤如下：擦去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常规消毒
局部皮肤，采用 KL 型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带光
学图形扫描器）进行治疗，波长为 10600nm，选择
万方数据

能量为 80-100mj，点阵覆盖率 25%，程度 1，间距 1。
根据瘢痕的外形选择扫描的图形。治疗时手具与治
疗部位垂直，并按照从左至右从上之下的顺序使用
点阵激光进行扫描。所有瘢痕组织扫描一次，治疗
后予以无菌纱布冰块冷敷。
观察组采用 CO2 点阵激光联合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
具体的使用方法如下：点阵激光（如对照组）治疗
后，在其瘢痕的表面涂抹醋酸曲安奈德注射液，浓
度为 10mg/ml。
1.3 临床疗效评价
1、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法：从色泽、血管分布、
厚度和柔软度 4 个方面进行客观评分，最高分 15 分，
最低分 0 分，分数越高说明瘢痕越重，反之则轻。
2、患者满意度评价，主观评价改善程度，显
著 有 效： 改 善 程 度 >75%, 比 较 有 效： 改 善 程 度
50% ～ 75%，有效：改善程度 25% ～ 50%，无效：
改善程度＜ 25%。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符合正态分布，
组间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均数 t 检验，组
内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样本均数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治疗前对照组温哥华瘢痕评分（5.83±1.11），
观察组温哥华瘢痕评分（5.60±1.22），两组治疗
前温哥华瘢痕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治
疗后 3 个月，对照组温哥华瘢痕评分（4.26±1.17），
观察组温哥华瘢痕评分（3.13±1.10），治疗后均
有一定的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两组温哥华瘢痕评分治疗前后改善程度分别为
（1.57±1.57）和（2.47±1.60） 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高于对照组。（见
表 1）
患 者 主 观 疗 效 评 价， 对 照 组 显 著 有 效 16 例
（53.3%），比较有效 9 例（30%），有效 3 例（10%），
无效 2 例（6.7%），有效率 93.3%；观察组显著显
著有效 18 例（60%），比较有效 7 例（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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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 5 例（16.7%）， 无 效 0 例（0）， 有 效 率
100%。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表 2）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温哥华瘢痕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对照组

5.83±1.11

4.26±1.17

1.57±1.57

观察组

5.60±1.22

3.13±1.10

2.47±1.60

P

0.443

0.001

0.001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评价
对照组
观察组

3

讨

显著有效
16
18

比较有效
9
7

有效
3
5

无效
2
0

论

和传统剥脱性激光、非剥脱性激光运用脉冲方
式发射能量并诱导热能集中于靶组织从而使病变
皮肤全面热损伤的原理相比较，点阵激光其作用
机理是局灶性光热作用理论 [2]。水作为主要靶基
团，不同波长具有不同的吸水系数，因此穿透皮肤
深度各不相同，组织水吸收激光能量后形成多个柱
形结构的微小热损伤区（microscopic treatment
zones，MTZ）。这种热损伤可作用至真皮深层，启
动机体修复，刺激弹力蛋白和胶原蛋白的产生，与
此同时，每个热损伤区之间都有一定量的正常角质
层细胞，这些有活性的细胞可以逐渐向受损区组织
迁移爬行从而修复受损皮肤 [3]。
本研究中，我们使用的是 10600nm 超脉冲 CO2
点阵激光，作用于瘢痕后可形成三维立体的微治疗
区，其直径 50 ～ 150μm，深度 500 ～ 1000μm，
10600 nm CO2 点阵激光选择性蒸发含水组织，并导
致局部坏死，作用强度取决于脉冲数量和脉冲的能
量。一次治疗通常导致去上皮化，而再上皮化发生
在 7 至 10 天后，新胶原蛋白生成和瘢痕重塑可能
会持续数周。10600nm 波长吸水系数低，穿透表皮
能力强，治疗效果好，但副反应也更多，常见的不
良反应包括红斑、水肿、瘀点、干燥症、鳞屑、浅
表划痕、瘙痒和色素沉着变化，这与点阵激光的光
热解有关。但一般症状较轻微，无需特殊干预，大
部分可缓解。与普通剥脱性激光相比，不良反应小，
误工期短，和非剥脱性激光比，治疗次数减少，疗
效更明显，呈现出较好的应用前景 [4]。
外用药物是治疗皮肤病的主要方法之一。然而，
仅有 1% ～ 5% 的外用药能透皮吸收，这是由于皮肤
本身的结构特点和角质层屏障决定的。有些药物治
疗效果不理想就是因为它不能穿透皮肤或者穿透能
万方数据

力差，不能渗透到较深的靶位发挥药效。点阵激光
辅助药物传输的主要原理就是点阵式光热作用：激
光在皮肤上制造出一个个微小孔道，药物可以越过
皮肤屏障通过人为制造出的孔道直接作用皮下深层
[5]
。影响药物经皮传输的因素与孔道的密度和孔道
的深度有关。Bachhav 在猪皮上研究了点阵激光覆
盖率和激光能量对利多卡因药物渗透累积效应的影
响 [6]，结果发现，增加点阵覆盖率确实可以提高药
物的渗透累积量，但存在“最小覆盖率”，此时药
物的积累量达到最大，即使再增大激光覆盖率，累
积量也不会继续增大。另外还发现点阵激光的能量
越大，孔道越深，但在点阵覆盖率一定时，增大能
量并不能提高药物的渗透累积量 [7]。因此，可以通
过调节能量及密度等参数还能控制激光辅助药物传
输的程度。尽量减少单一药物的用量，从而减少药
物不良反应 [8]。另外，药物的相对分子质量也会影
响其经皮传输，Haak 等发现不同相对分子质量的
药物在使用剥脱性点阵激光辅助给药时的渗透率均
能有效提高，但大分子药物使用剥脱性点阵激光辅
助给药效果更好 [9]。利用点阵激光辅助药物传输的
这个特性，可以联合药物治疗许多皮肤病，如增生
性瘢痕、神经性皮炎、甲癣等，还可以辅助治疗皮
肤肿瘤、病毒感染性皮肤病等，甚至用于辅助疫苗
经皮传输诱导产生抗体。
大量文献表明大部分医师治疗增生性瘢痕一般
采用瘢痕内注射糖皮质激素的方法，而治疗浅表性
瘢痕采用单纯点阵激光的方法，主要原因是浅表性
瘢痕是较轻的一种瘢痕，瘢痕内注射难度大，药物
剂量不好控制，不良反应明显。本研究中，我们采
用点阵激光联合外用糖皮质激素的方法，结合治疗
方法的优点，减少了激素和激光的治疗次数和使用
量，从而减少了不良反应，并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见图 1）。

·39·

第 7 卷第 5 期
2017年5月

中国医疗美容
China Medical Cosmetology

vol.7 No.5
May 2017

·皮肤美容·
photorejuvenation based on more than a decade's
experience and 1200 patients:Personal obsenrations
[J].J Cosmet Dermatol,2003,2(1):2-13
[3] Norma Cameli, Maria Mariano. Complications of
Fractional Lasers (Ablative and Non-ablative)[J].
Nonsurgical Lip and Eye Rejuvenation Techniques,
2016,14(3):117-123
[4] 蔡景龙 . 激光治疗瘢痕的新变化 [J]. 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
志 ,2013,24(11):645-647.
[5] Merete Haedersdal, Andrés M. Erlendsson, Uwe Paasch,
R. Rox Anderso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n the
field of ablative fractional laser (AFXL)-assisted
drug delivery: A critical review from basics to
current clinical status[J].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Dermatology, 2016, 74(5): 981-1004
[6] Bachhav YG, Summer S, Heinrich A, et al. Effect of
controlled laser microporation on drug transport
kinetics into and across the skin [J]. J Control
Release,2010,146(1) :31-36
[7] Takahiro Fujimoto, Masayuki Ito. Fractional laserassisted percutaneous drug delivery via temperatureresponsive liposomes[J]. Biomaterials Science,
Polymer Edition, 2017,10(1):679-689
[8] 曹玉婷 , 孙立 . 点阵激光辅助药物传输的研究进展 [J]. 中国
激光医学杂志 ,2017,(01):30-33.
[9] Haak CS,Bhayana B,Farinelli WA,et al.The impact of

参 考 文 献

treatment density and molecular weight for fractional

[1] 王炜 . 整形外科学 [M]. 浙江 :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430.

laser-assisted drug delivery [J]. J Control

[2]Trelles

Release,2012,163(3):335-341．

MA.Laser ablative resurfacing for

StarLuxG 强脉冲光治疗雀斑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观察
杨俊苹 1，范永晶 2，蔡学齐 3
（濮阳市红十字医院皮肤科，河南 濮阳 457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 StarLuxG 强脉冲光治疗雀斑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我院收治
的雀斑患者 88 例，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各 44 例。对照组采用 Q- 开关倍频 Nd：YAG 激光治疗，观察组给予 StarLuxG 强脉
冲光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18%，略高于对照组的 84.0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StarLuxG 强脉冲光治疗雀斑较 Q开关倍频 Nd：YAG 激光更加安全可靠，具有无停工期、简单方便等优势，值得应用。
【关键词】 StarLuxG 强脉冲光；雀斑；临床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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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ﬃcacy and safety of StarLuxG intense pulsed light in the treatment of frec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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