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４８·

Ｃｈｉｎ Ｊ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０５年６月第１９卷第６期

Ｄｅｒｍ

Ｖｅｎｅｒｅｏｌ，Ｊｕｎ．２００５，Ｖ０１．１９，Ｎｏ．６

［Ｊ］．Ｊ Ａｍ Ａｃａｄ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１９９８，３９（２ Ｐｔ ３）：Ｓ２５—３３．

弱、社会活动能力下降、工作学习效能减低、自卑、抑郁等，从而
加重患者的病情。本实验发现银屑病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创

［３］张锡宝，何玉清，吴志华，等．银屑病患者外周血ＣＩＭ＋Ｔ细胞内

伤的标准与ＰＡＳＩ有一定相关性，但由于患者的心理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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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社会宗教背景不同使评估的结果产生很大差异，因此银
屑病改善的客观标准只能是银屑病皮损面积的缩小、红斑减

［４］何玉清，张锡宝，吴志华，等．银屑病患者细胞因子ＩＦＮ．１，ＩＬ－４水平
的体外研究［Ｊ］．临床皮肤科杂志，２００２，３１（１２）：７６２—７６３．

退、浸润减轻、鳞屑减少。Ｗｅｉｓｓ等哺１认为社会心理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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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考察了患者自己对治疗结果的感受，可用于指导医生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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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案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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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易被皮肤吸收等特点，其在治疗银屑病方面显示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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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和临床推广应用价值。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开发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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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毒副作用、低致畸性的口服维甲酸类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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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皮肤中存在维甲酸受体以及维甲酸类药物生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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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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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观察窄谱中波紫外线（ＮＢ—ＵＶＢ）照射配合中药汽疗、内服治疗寻常性银屑鹅的疗效。方法将寻

常性银屑病患者随机分成三组，治疗组先做中药汽疗，再做ＮＢ—ＵＶＢ照射，同时按辨证论治（分血热型和血毒型）给予中药
内服；对照１组仅用ＮＢ—ＵＶＢ照射治疗；对照２组予中药汽疗＋中药内服（处方同治疗组）。结果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

对照１组和对照２组，）（２值分别为５．５０７和４．９５５，Ｐ均＜０．０５；对照１组和对照２组疗效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
ＮＢ—ＵＶＢ照射配合中药汽疗、内服治疗寻常性银屑病疗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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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是皮肤科常见病，治疗棘手，易复发。本科自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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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７０８９（２００５）０６—０３４８—０２

未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维Ａ酸和迪银片治疗。

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５月，采用窄谱中波紫外线（ＮＢ—ＵＶＢ）配合中

１．１．２病例排除标准急性传染病；重症心脏病、重症高血压

药汽疗、内服治疗本病，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病；着色性干皮病；显著型光敏性皮肤病；ＳＬＥ；基底细胞癌；妊
娠或哺乳期妇女；某种原因不能完成疗程者。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３临床资料１３６例患者，男７８例，女５８例；年龄１６—７０
１．１临床资料

岁，平均（４０±１０．５）岁；病程１～２４０个月，平均（８８ ４－４５）个月。

１．１．１

病例人选标准所有病例均为本院门诊和住院寻常性

１３６例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７例、对照１组４５例和对照２组４Ｊ４

银屑病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并遵从医嘱；年龄１６～７０岁，无

例。三组患者临床资料见表１。其性别、病程、年龄、皮损严重

妊娠或哺乳期女性；无其他严重器质性病变；治疗前１个月内

程度经均衡检验无显著性差异，有可比性。
１．２治疗方法治疗组采用ＳＳ－０５Ｂ光疗仪（上海希格玛高技

５７０２０６

［作者单位］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海南海Ｅｌ

［作者简介］

刘巧（１９６２一），男，江西省新余市人，医学学士，主任

万方数据

医师，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

术有限公司），辐照强度为４５ ｍＶ／ｃｍ２，峰值为３１１ ｎｍ，进行
ＮＢ—ＵＶＢ全身照射。初始剂量根据患者的皮肤类型…确定，考
虑亚洲人多为ＩＩＩ，ＩＶ型，结合海南的地理位置，一般初始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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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三组临床资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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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２例。对照１组经ＮＶ—ＵＶＢ照射后出现水疱１例，红斑４例，
皮肤瘙痒６例，皮肤老化３例，皮肤变黑６例。对照２组中药汽
蒸口干１例，服中药后轻度腹泻２例。
表２三组治疗４周后疗效比较例（％）

为０．２ Ｊ／ｃｍ２，以后每次增加１０％～２０％，累积最大剂量为０．７１
Ｊ／ｃｍ２，每周照射２次，连续治疗８次，总疗程１个月。同时采用
ＨＨ—ＱＣ中药汽疗仪（无锡华亨实业公司）汽疗。汽疗中药方：
大黄、千里光、苦参、土茯苓、地肤子、野菊花、蛇床子各２０ ｇ，黄
柏１０ ｇ。治疗方法：预设治疗舱温３７。Ｃ一４０。Ｃ，将汽疗中药加

３讨论

水煎煮３０ ｍｉｎ后置于仪器的专用药锅中，含药蒸汽由导入Ｉ＝Ｉ注

过去认为银屑病的特征是角质形成细胞（ＫＣ）增殖与分化

入治疗舱，治疗时间为２５～３０ ｍｉｎ。隔日１次，１５次为１疗程。

异常，伴显著的炎症细胞浸润。近年则认为银屑病是多基因遗

中药内服辨证分两型：热毒型相当于寻常性稳定期，病期较长，

传背景下的Ｔ细胞异常的免疫性疾病。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

病情稳定，反复发作，时好时发，皮色淡红，散发躯干、四肢等，

是：银屑病的发病机理与细胞免疫，尤其与Ｔ细胞密切相关Ｈ１。

表面覆有银白色鳞屑、微痒、口干、咽痛、舌质淡红、苔黄、脉数。

异常的Ｔ细胞功能导致继发性的表皮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增生。

治以清热解毒，方用热毒汤：青黛３９，露蜂房、黄芩各１０ ｇ，七叶

紫外线可以使Ｔ细胞发生凋亡从而使皮损消退Ｅ４］。Ｏｚａｗａ

一枝花１５ ｇ，土茯苓、金银花各２０ ｇ；血毒型相当于寻常性进行

等＂ｏ研究指出，ＮＢ—ＵＶＢ对银屑病的良好疗效在于诱导Ｔ细胞

期，皮疹不断增多、皮色较红、点状出血现象明显，鳞屑增厚、新

凋亡，ＮＢ．ＵＶＢ的这种细胞毒性在于它的单一性强，能够透达真

疹不断出现、瘙痒剧烈、心烦口渴、便干尿赤、舌质红绛苔黄、脉

皮并能在不导致皮肤灼伤的情况下释放出更多的能量。国内

弦数，治以凉血解毒，方用血毒汤：羚羊角２９，生地黄１５ ｇ，土茯

李虹等。６ｏ用ＮＢ—ＵＶＢ治疗银屑病疗效较好，有效率达７９．４８％。

苓２０ ｇ，全蝎３ ｇ，蜈蚣１条，紫草３０ ｇ。上两型均１剂／ｄ，每剂

笔者单用ＮＢ—ＵＶＢ治疗有效率为５３．３％，可能与照射次数和观

水煎２次，早晚分服。对照１组仅用ＮＢ—ＵＶＢ照射治疗，对照２

察时间有关。

组予以中药汽疗＋中药内服。均连用４周观察并判定疗效，同

银屑病中医称为白疤、松皮癣。《外科证治全书》日：“白

时观察不良反应。

疤（一名疙风），皮肤燥痒，起如疹疥而色白，搔之屑起，渐至肢

１．３疗效判定标准

体枯燥拆裂，血出痛楚”。笔者认为银屑病的发生主要是由各

１．３．１

判定指标根据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ｓｏｎ和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旧。的银屑病皮

种毒邪侵害人体，毒邪积聚皮肤腠理，而致气血凝滞，营卫失

损严重程度评分（ＰＡＳＩ），评估用药后第４周的疗效。将人体分

和，经络阻塞，毒邪久羁，毒气深沉，积久难化而成，使本病顽固

为头颈、躯干、上肢、下肢４个部分，首先计算皮损面积：无皮损

难愈。故治疗上应采用内服外用相结合的解毒攻毒之法，使毒

为０分，皮损面积占体表面积１％～９％为１分，占１０％～２９％

邪得去，病情得以彻底根治。在临床上笔者把寻常性银屑病主

为２分，占３０％～４９％为３分，占５０％～６９％为４分，占７０％

要分为热毒型和血毒型。热毒型是由于外感六淫、过食辛辣炙

～８０％为５分，占９０％～１００％为６分；再分别计算皮疹的鳞屑

烤、鱼虾酒酪或七情内伤等，导致热邪内蕴偏盛、郁久化毒，热

（Ｄ）、浸润（Ｉ）、红斑（Ｅ）的严重程度分：无皮损为０分，轻度为

毒外壅肌肤而发病，病位相对较浅，病情相对较轻；血毒型是由

１分，中度为２分，重度为３分，极重度为４分。ＰＡＳｌ分数＝头

于机体蕴热偏盛，复感外界毒邪侵袭，或因性情急躁，心绪烦

部面积分×头部严重程度分（Ｄ＋Ｉ＋Ｅ）×０．１＋上肢面积分×

恼，火毒内生，或因恣食鱼腥、辛辣之品，伤及脾胃积毒，均可使

上肢严重程度分（Ｄ＋Ｉ＋Ｅ）×０．２＋躯干面积分×躯干严重程

毒邪深人血分，血毒外壅而发病，病位较深，病情相对较重。分

度分（Ｄ＋Ｉ＋Ｅ）Ｘ０．３＋下肢面积分’（下肢严重程度分（Ｄ＋Ｉ

别予以清热解毒的热毒汤和凉血解毒的ｍ毒汤。热毒汤以青

＋Ｅ）×０．４。ＰＡＳＩ下降指数＝（治疗前ＰＡＳＩ评分一治疗后ＰＡ—

黛、露峰房解毒攻毒，配以重楼、黄苓、金银花、土茯苓清热解

ｓＩ评分）／治疗前ＰＡＳＩ评分×１００％。

毒，佐以凉血消肿止痒；血毒汤以羚羊角、全蝎、蜈蚣攻毒解毒，

１．３．２疗效判定标准基本治愈为ＰＡＳＩ下降指数／＞９０％；显

配以紫草、生地黄、土茯苓凉血化瘀，消斑解毒，佐以清热止痒。

效为ＰＡＳＩ下降指数≥６０％；进步为ＰＡＳＩ下降指数≥２０％；无

中药汽疗是在中药外洗、浴疗及熏蒸的基础上发展的新型外治

效为ＰＡＳＩ下降指数＜２０％。有效率以痊愈加显效计算。

中医疗法，选用对特定疾病有治疗作用的中药并组成方剂，经
中药汽疗蒸发器加热后形成“药汽”，直接作用于人体皮肤表面

２结果
的皮损以治疗皮肤病。中药汽疗与传统的水疗等方法相比有
２．１三组疗效见表２。治疗组与对照１组、对照２组有效率

以下优点：中药挥发油等成分不易丢失；使血管扩张，血流增

经ｘ２检验，ｘ２值分别为５．５０７和４．９５５，Ｐ均＜０．０５。对照１

加，促进炎症的消退和吸收；有镇静、止痒止痛、帮助睡眠、消除

组与对照２组有效率经ｘ２检验，ｘ２＝０．１，Ｐ＞０．０５

疲劳等作用，有利于银屑病的治疗；促进新陈代谢，有利有害毒

Ｏ

２．２不良反应治疗组：ＮＶ—ＵＶＢ照射后出现水疱１例，红斑

素的排泄。

３例，皮肤瘙痒５例，皮肤老化２例，皮肤变黑５例。停止照射

笔者采用ＮＢ—ＵＶＢ配合中药汽疗、内服的综合疗法治疗寻

后，皮肤红斑、水疱、瘙痒均消失；中药汽蒸时出现头昏１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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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银屑病疗效显著。选用有效的中药方剂做中药汽疗，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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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ｎｅｒｅｏｌ，Ｊｕｎ．２００５，Ｖ０１．１９，Ｎｏ．６

中药的直接作用和理疗作用外，还可以清洁皮肤、除去皮屑，有

［３］郑敏．银屑病是细胞免疫介导性疾病？［Ｊ］．中华皮肤科杂志，

利于皮肤紫外线的吸收，Ｉｔ吏ＮＢ—ｕＶＢ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中

［４］翟三？釜瓮篓：翟Ｋｉｋ。。ｈｉ Ｔ，眦口ｆ．３１２．。。ｎｏ．ｎ。。。，。ｌ。。ｉ。ｌ。。Ｂｌｉｇｈ。

药的辨证施治更能从根本上治疗银屑病。

。。（ｎａｒｒｏ。－ｂａ｜ｌｄ ＵＶＢ）ｉｎｄｕｃ。。印。ｐｔ。。ｉ。ｏｆ Ｔ。ｅ１１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Ｓｏｒｉａｔｉｃ ｌｅ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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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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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王雷，李春英，高天文．窄谱中波紫外线的生物学效应及应用［Ｊ］．

［１］廖康煌，阎春林，王漪．日光反应性皮肤型的测定及意义［Ｊ］．中华

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２００３，２９（５）：２８２—２８４．

［６］李虹，于霖，刘克英，等．窄波ＵＶＢ治疗银屑病疗效观察［Ｊ］．临床

皮肤科杂志，１９９５，２８（５）：２８７—２８９．
［２］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８０ｎＴ，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Ｕ．Ｓｅｖｅｒｅ 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ｏ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ｌｈ

ａ ｎｅｗ

ｒｅｔ．

皮肤科杂志，２００２，３１（６）：３７２—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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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介菌多糖核酸等治疗嗜酸性粒细胞增
多性皮炎２例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ＣＧ－ＰＳＮ

ｏｎ

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ｌＩ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

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庞晓文，江丽
ＰＡＮＧ

Ｘｉａｏ·ｗｅｎ。ＪＩＡＮＧ Ｌｉ

［摘要］２例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皮炎患者予肌注卡介茵多糖核酸注射液２ ｍｌ／ｄ，同时口服抗胺药物，３—６周后
皮损基本消退，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无明显不良反应。
［关键词］

卡介茵多糖核酸；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皮炎；抗组胺药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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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５５７．５

Ｂ

卡介菌多糖核酸是从卡介菌中提取的一种免疫活性物质，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７０８９（２００５）０６－０３５０—０２

司产品，规格１

ｍｌ：０．５

ｍｇ）注射液２ ｍｌ隔日１次肌注。治疗

笔者用其联合抗组胺药治疗２例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皮炎，取

１周后，瘙痒明显减轻，红斑丘疹变平，颜色变浅；２周后，瘙痒

得了满意的近期疗效。结果报告如下。

基本消失，头面、躯干及双上肢皮损大部分消退，双下肢皮损部
分消退，查嗜酸性粒细胞计数９００×１０６／Ｌ；治疗３周时，全身皮

１临床资料

损基本消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３００×１０６／Ｌ，将卡介菌多糖核

例１，女，２４岁。全身反复红斑、丘疹１０年，伴剧痒，于

酸注射液减量至２
ｍｌ

ｍｌ ２

０：／周，并停用抗组胺药，２周后再次减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０日就诊。１０年前无明显诱因于四肢出现大片

量至１

状水肿性红斑及米粒至黄豆大小红丘疹，皮损迅速泛发全身，

次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均正常，治疗期间未发现明显副反应。随

２次／周，维持４周，皮损未复发停用。此间共复查３

明显瘙痒，曾在当地医院诊断为“湿疹”，给予抗组胺药等治疗，

访３个月未复发，但于停药后６个月再次复发。

病情反复。２年前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反复

例２，男，５８岁。全身红斑、丘疹伴瘙痒３年，于２００４年５

多次行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检查、皮损组织病理及骨髓穿

月２５日就诊。患者３年前饮酒食海鲜后，从躯干开始出现豆

刺检查，确诊为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皮炎，经抗组胺药、中药等

粒大小红丘疹，皮损逐渐增多并波散至全身，部分融合成大片

治疗，效果不明显。体检：体温不高，心、肺、腹未见异常，全身

红斑，瘙痒剧烈，外院以“湿疹”，给予多种抗组胺药物治疗，皮

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皮肤科情况：皮损分布于头面、躯干、

损反复发生。２年前在协和医院经多次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皮

四肢，为片状肥厚性淡红斑，散在和集簇的豆粒大小红丘疹，不

损组织病理检查，确诊为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皮炎。予口服糖

融合，部分皮损表面覆有糠状鳞屑，不易刮除，可见明显抓痕、

皮质激素治疗（强的松最大量４０ ｍｓ／ａ）后痊愈，停用激素后短

血痂。未累及黏膜、毛发及指趾甲。实验室检查：ＷＢＣ

则数周，长则２个月，皮损复发。患者此次停用激素约１个月，

１２．０×

１５５／９５

１０９几，嗜酸性粒细胞计数１ ９００×１０６／Ｌ，尿、粪常规及肝肾功

皮损再发。既往有高血压病史。体检：体温正常，ＢＰ

能均正常，血沉不快，胸片、心电图、腹部和盆腔Ｂ超均未见异

ｍｍＨｇ，心、肺、腹未见异常，颌下、颈侧、腋下可触及数个黄豆至

常。治疗：给予口服咪唑斯汀１０

２次／

花生米大小淋巴结，表面光滑、活动，无触痛。皮肤科情况：皮

ｄ，外用去炎松擦剂和去炎松霜，治疗１周，疗效不明显。加用

损分布于头面、耳廓、耳前、颈部及躯干、四肢，为大量豆粒大小

卡介菌多糖核酸（商品名斯奇康，长沙九芝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表面光滑红丘疹，部分融合成大片状，呈肥厚性暗红色斑块，无

ｍｇ

１次／ｄ，酮替芬１

ｍｇ

渗出，可见抓痕、血痂，伴有掌跖角化，未累及黏膜、毛发及指趾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北京１０００３６

［作者简介］庞晓文（１９６７一），女，上海市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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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主要从事银屑病、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的临床与研究。

甲。实验室检查：血、尿、粪常规、肝肾功能正常，查嗜酸性粒细
胞计数４ ９００×１０６／Ｌ，血沉不快，胸片未见异常，心电图示冠脉
供血不足，腹部Ｂ超示：脂肪肝，余未见异常。皮损组织病理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