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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科教程·
ＵＶＡｌ光疗法在部分皮肤病中的应用现状
王丽英

常宝珠郑家润

长波紫外线１（ｕｖＡｌ，波长３４０～
４００

皮肤科临床的一种较新的光疗法。与传
统的长波紫外线补骨酯素（ＰｕｖＡ）以及
中波紫外线（ｕＶＢ）光疗法相比，ｕｖＡｌ
不仅具备深穿透性，而且无补骨酯素相
关不良反应和光毒反应。皮肤科学者已
在多种以往应用传统ＰｕＶＡ和（或）
ｕｖＢ疗法的皮肤疾患中进行了ｕｖＡｌ
疗效的大量临床研究，结果显示ｕＶＡｌ
光疗法对特应性皮炎、硬斑病、蕈样肉
芽肿等多种皮肤Ｔ细胞介导的疾病有
效…。其作用机制仍不明确，可能与其对
人体皮肤的免疫调节效应，以及表皮和
（或）真皮细胞群功能的改变有关。
一、ＵＶＡｌ治疗的一般原则
（一）照射方法：所有患者治疗前预
先在非暴露部位测定ｕＶＡｌ最小红斑
量（ＭＥＤ）。ＭＥＤ定义为引起照射部位
２４

二、特应性皮炎

生产。它配有特殊滤光片，１００％阻挡

ｎｍ）光疗法是１９９２年开始应用于

ｈ后刚可察觉红斑的剂量。目前单次

照射剂量和照射次数的选择仍无明确
的标准，一般根据患者病情、治疗后的
反应、累积照射剂量以及各治疗中心的
经验进行选择。常采用的单次照射剂量
有２０、３０、６０、１００和１３０ Ｊ／ｃｍ２，通常每

周连续照射５ ｄ，连续２—６周，总照射
次数１０—３０次。单次照射剂量较大而
ＭＥＤ低于所用照射剂量者。一般先以
ＭＥＤ照射．此后逐渐增加照射剂量直至
达到预定值［２］。为维持疗效，避免快速复
发。连续治疗１５次左右症状控制后，
可采用小剂量ｕｖＡｌ或窄谱ｕＶＢ
（３１１ ｎｍ）照射维持疗效［“。

（二）禁忌：年龄１８岁以下；对ｕＶＡ
和（或）ＵｖＢ高度敏感者；服用光敏感药
物者：ＨＩｖ感染者；自身免疫性疾病患
者；皮肤肿瘤患者；孕期或哺乳期妇女；
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４］。
作者单位：２ｌ００４２南京，中国医学科学
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

万方数据

５３０

到目前为止外用或系统应用糖皮
质激素仍是治疗特应性皮炎（ＡＤ）急性
发作的主要药物．鉴于环孢素和干扰素
等意图调节ＡＤ患者免疫功能的药物不
良反应较大．寻找糖皮质激素替换疗法
的过程中光疗日益受到重视。１９４８年，
Ｎｅｘｍａｎ发现以碳弧灯为光源的紫外线
（ｕＶ）照射可以显著改善ＡＤ症状。进而
研究证实．ｕｖＡ、ｕｖＢ或者ｕｖＡ—ｕＶＢ
均可有效治疗ＡＤ，并且ｕｖＡ—ＵＶＢ光
疗法较单纯ｕｖＢ照射更为有效，提示
ｕＶＡ的治疗效应可能更优于ｕＶＢ［”］。
Ｋｍｔｍａｎｎ等［６１ １９９２年证实大剂量
ｕＶＡｌ（１３０ Ｊ／ｃｍ２）照射１０～１５次可以

有效治疗急性加重的ＡＤ。随后的一项
随机多中心研究中，Ｋｒｕｔｍａｎｎ等［·］进一
步将大剂量ｕｖＡｌ照射与外用糖皮质
激素．ｕｖＡ—ｕｖＢ光疗法治疗重症ＡＤ
的疗效进行了比较，发现接受治疗１０

ｕＶＡｌ照射（１３０ Ｊ／ｃｍ２共１０次）较Ｏ．５％
氟可龙霜剂（Ｐ＜０．００２）或ｕｖＡ—ｕＶＢ
光疗法（平均最大照射剂量ＵＶＢ
３３

ｍＪ／ｃｍ２，ＵＶＡ ６．８

１９９９年ｖｏｎ Ｋｏｂｙｌｅｔｚｋｉ等［５］将中等剂量
ｕｖＡｌ冷光与中等剂量ｕＶＡｌ以及ｕＶＡ—
ｕｖＢ光疗法治疗重症ＡＤ的疗效进行比
较，治疗３周后．两个ｕｖＡｌ照射组（累
积剂量７５０ Ｊ，ｃｍｚ）ＳＣＯＲＡＤ评分均显著
下降，ｕｖＡｌ冷光组（８５．４％）较ｕｖＡｌ组
（７７．３％）更为显著。ｕＶＡ—ＵＶＢ组（平均
最后照射剂量ＵＶＢ
ＵＶＡ ７．９±０．４

Ｊ／ｃｍ２）（Ｐ＜０．０００１）

下降程度更为显著。同时，与ｕｖＡ—ｕＶＢ
光疗法相比。大剂量ｕＶＡｌ可使患者血
清嗜酸阳离子蛋白水平（Ｐ＜０．０５）和嗜
酸粒细胞数目（Ｐ＜０．０１）显著下降，其
下降幅度虽也强于Ｏ．５％氟可龙，但两者

射组。各组治疗后４周随访，ｕＶＡｌ治疗
组的缓解期长于ｕｖＡ—ｕｖＢ组。治疗过
程中３组因疗效不满意或其他不良反
应终止治疗的患者数分别占：ｕｖＡｌ冷
光组４％．ＵＶＡｌ组１２％．ＵＶＡ—ＵＶＢ组
２０％。因此从疗效和不良反应等方面考
虑，ｕＶＡｌ冷光均优于ｕＶＡｌ照射。
ｕｖＡｌ。尤其是ＵＶＡｌ冷光作为一种
较新的ＡＤ治疗方法已备受皮肤科临床
医师的关注，目前主要采取两种照射剂
量：大剂量和中等剂量．至今未发现严
重不良反应。但体外细胞培养以及动物
模型研究均已表明ｕＶＡ照射可能与光
老化、皮肤肿瘤及黑素瘤形成相关。因
此寻找最佳ｕｖＡｌ有效治疗剂量，在可
能的范围内使不良反应的发生限制于
最小已成为目前ＵＶＡｌ治疗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

间差异无显著性。作者认为，大剂量
ｕＶＡｌ治疗ＡＤ的疗效显著优于ｕＶＡ—
ｕｖＢ光疗法，至少与外用氟可龙相当。
ＡＤ皮损好发于汗腺数目较多的肘
窝、胭窝等身体屈侧部位，加之大剂量
ＵＶＡｌ照射时红外线的热效应，治疗中
常伴汗液分泌增加，而汗液刺激也是ＡＤ
加重的诱因之一．提示，去除治疗中汗
液增加的不利因素，ｕＶＡｌ的疗效可能
得到进一步增强。近年来一种称为
ｕｖＡｌ冷光的新型ｕｖＡｌ光疗仪已大量

０．２９±Ｏ．０３ Ｊ／ｃｍ２，

Ｊ，ｃｍ２）ＳＣＯＲＡＤ评分虽

也降低，但下降幅度显著低于ｕｖＡｌ照

ｄ

后。３组Ｃｏｓｔａ评分均下降，而大剂量

ｎｍ以上的光线，同时增加了冷却系

统，使红外线带来的热效应大大降低。

Ｋｏｗａｌｚｉｃｋ［７］认为中等剂量ｕＶＡｌ
（５０ Ｊ／ｃｍｚ共１５次）显著优于小剂量
ＵｖＡｌ（１０ Ｊ，ｃｍ２共１５次）。Ｔｚａｎｅｖａ等ｃ２］

采用双侧对照方法对大剂量（８０—
１３０

Ｊ／ｃｍ：）和中等剂量（４０—６５ Ｊ／ｃｍ２）

ｕｖＡｌ照射治疗１０例重症泛发性ＡＤ
的疗效进行了比较。临床改善情况大剂
量ｕｖＡｌ略优于中等剂量，但两者间差
异无显著性。随访期间，二者治疗后的
复发时间和强度也相同。除单次照射剂
量以外。治疗过程中照射总数的选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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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争议。有研究表明，照射次数在１０

观察。１９９７年ｓｔｅｇｅ等［·ｏ］以大剂量ｕｖＡｌ

次以内，临床严重度积分呈进行性下

（１３０ Ｊ／ｃｍ２共３０次）和小剂量ＵＶＡｌ

降．继续增加照射次数时严重度积分无

（２０ Ｊ，ｃｍ２共３０次）分别治疗１０例和７

明显变化Ⅲ］。但ｖｏｎ Ｋｏｂｖｌｅｔｚｋｉ等［５］认

例局限性硬皮病患者。照射方法为每周

蕈样肉芽肿（ＭＦ）是一种低度恶性

为，ｕｖＡｌ连续照射３周可使ｓＣＯＲＡＤ

４次、连续５周，此后每周２次、连续５

的Ｔ淋巴细胞淋巴瘤，以恶性Ｔ淋巴细

持续性下降。综合当前ｕｖＡｌ光疗的治

周照射患处。所有接受大剂量ｕＶＡｌ治

胞浸润表皮和真皮为特征。早期ＭＦ的

疗效果、花费、操作是否方便以及光老

疗的患者临床明显好转，表现为皮损变

标准治疗方案为ＰｕＶＡ。但病情进展后

化和致癌性等远期不良反应诸多方面

软，厚度下降，弹力增加，其中４例患者

ＰｕｖＡ疗效降低，虽与维Ａ酸或于扰素

考虑，越来越多的光治疗学者倾向于选

皮损完全消退。而７例接受小剂量照射

ｄ一２ａ合用可增强疗效，但这些药物的不

用中等剂量照射方案治疗ＡＤ，并且认

的患者．超声显示皮损厚度仅轻度下

良反应限制了应用范围。不能耐受口服

为对大多数患者而言，１０次照射即可达

降，５例临床无任何改善，无１例患者的

补骨酯素或皮损非常浅表的ＭＦ患者，

到满意的疗效。

皮损可完全消退。作者提出大剂量

ｕｖＢ也可作为治疗选择，但对于较厚的

ｕＶＡｌ治疗局限性硬皮病有效且优于小

皮损，ｕＶＢ因穿透深度不够而难以达到

剂量ｕｖＡｌ。同时发现。与照射前相比，

治疗效果。ｕｖＡｌ光疗法不仅没有补骨

大剂量ｕｖＡｌ照射后皮损中胶原酶Ｉ

酯素相关的不良反应和光毒性反应．还

制尚不清楚，可能是在血管内皮细胞损

ｍＲＮＡ的表达升高２０倍。但Ｋｅｒｓｃｈｅｒ

可穿透至真皮，直接作用予ＭＦ细胞和

伤、机体免疫调节和胶原合成异常等多

等［ｔ·］以小剂量ＵｖＡｌ（２０ Ｊ／ｃｎｌｚ共３０次）

真皮乳头血管中的循环细胞…。

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胶原Ｉ和Ⅲ合

治疗２０例局限性硬皮病，每周４次、连

近期ｚａｎｅ等［－］对１３例ＭＦ患者进

成增加．成纤维细胞中胶原酶Ｉ活性下

续６周，此后每周１次、连续６周，临床、

行了大剂量ｕｖＡｌ光疗法的安全性和

降，最终导致胶原聚集．其中Ｔ细胞和

超声及组织病理检查为疗效评价标准，

有效性研究。其中８例为Ｉ Ｂ期（斑片

真皮成纤维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

１８例获得显著改善。因此小剂量ｕｖＡｌ

或斑块皮肤面积１０％以上）．４例为ⅡＢ

在局限性硬皮病发病中起到重要作

治疗局限性硬皮病可取得较好疗效。随

期（肿瘤期皮损），１例为Ⅲ期（白细

用［８］。近年来的研究又发现局限性硬皮

后Ｇｒｕｓｓ等［１２］采用原位杂交和免疫组化

胞缺乏性红皮病）。照射方法为每次

病皮损真皮中ＣＤ３４＋树突细胞选择性显

方法证实小剂量ｕｖＡｌ照射可以诱导局

１００

著下降．推测后者可能参与了成纤维细

限性硬皮病局部皮损中胶原酶Ｉ

ｍＲＮＡ

退，或部分缓解后连续５次无进～步改

胞活性调节和胶原的形成过程．是局限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Ｃａｍａｃｈｏ等［９］以中等

善则停止治疗。４例因部位特殊（会阴２

性硬皮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靶细胞［９］。

剂量ｕＶＡｌ［３０ Ｊ／（ｃｍ２·ｄ），每周３次，连

例，臀间１例，腋窝１例）不能进行

局限性硬皮病治疗通常可根据病情酌

续ｌＯ周］照射７例局限性硬皮病患者

ｕｖＡｌ照射的皮损设为对照．其中ｌ例

情选用青霉素、Ｄ一青霉胺、抗疟药、环孢

局部皮损，所有患者皮损硬化程度均获

Ｉ Ｂ期，２例ⅡＢ期，１例Ⅲ期。１ｌ例接

素、干扰素以及局部或系统应用糖皮质

显著改善，但萎缩程度无变化。１例线状

受ｕＶＡｌ照射的皮损临床和组织病理

激素等药物，但常难以获得满意疗效。

硬皮病患者治疗后关节功能恢复正常。

均获得完全改善，２例（１例Ｉ Ｂ期，ｌ例

这也正是皮肤科学者将已知具有免疫

治疗后随访６到９个月，病情无进一步

ⅡＢ期）部分缓解。对照皮损治疗结束时

调节作用的各种光疗法引入局限性硬

好转但亦无恶化。免疫组化显示治疗后

无消退。ｕｖＡｌ累积照射剂量（２１４８．５±

皮病治疗领域的原因。

皮损区ｃＤ３４＋树突细胞显著增加。由上

７５２．１）Ｊ／ｃｍ２，照射次数（２１．９±７．２）次。

ｕｖＡｌ可通过诱导Ｔ细胞凋亡使皮

可见，ｕＶＡｌ治疗局限性硬皮病疗效肯

所有患者均对治疗具有较好的耐受性。

肤中浸润Ｔ细胞数目下降。体外实验还

定，但对最佳治疗剂量的选择、缓解期

与治疗前相比，以流式细胞仪测定皮损

表明，ｕｖＡｌ可上调培养的人真皮成纤

的长短等问题尚无定论。

和外周血淋巴细胞亚型发现．皮损处浸

三、硬皮病
局限性硬皮病或称硬斑病，发病机

个月，因此更具优势。
四、蕈样肉芽肿

Ｊ／ｃｍ２，每周连续５次．皮损完全消

维细胞中胶原酶Ｉ表达。胶原酶Ｉ

ｕｖＡｌ治疗系统性硬皮病的报道较

润的ＣＤ２＋，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５＋，ＣＤ４５Ｒ０＋，

ｍＲＮＡ水平的上升呈ｕｖＡｌ剂量依赖

少。Ｍｏｄｔａ等［”１曾采用中等剂量ｕｖＡｌ

ｃＤ７一，或ｃＤ８Ｊｒ淋巴细胞在治疗结束时

性，用于ＡＤ治疗的最大ｕＶＡｌ剂量（累

（６０ Ｊ／ｃｍ２／ｄ）治疗４例系统性硬皮病患

消失，ＣＤ４＋／ＣＤ４５Ｒ０＋和ｃＤ４十／ＣＤ９５＋循环

积剂量）可使其达到峰值。同时体内试

者的前臂皮损，经９～２９次照射后．所

Ｔ淋巴细胞数目显著下降。治疗结束后

验发现人体皮肤经小剂量ｕｖＡｌ照射

有患者治疗区的硬化皮损明显软化，关

随访（７．２±２．４）个月，７例病情稳定．４

后，真皮成纤维细胞中胶原酶Ｉ

ｍＲＮＡ

节主动活动指数、皮肤弹性、皮温及组

例在３个月内复发，继续以ｕｖＡｌ治疗

也呈中等或大量表达［１０］。由此推断．

织病理变化等临床指标也获得显著改

仍有效。作者认为大剂量ｕｖＡｌ治疗

ｕＶＡｌ照射可能会通过免疫调节作用和

善。作者认为与传统ＰｕＶＡ（平均治疗

ＭＦ至少与ＰｕｖＡ同样有效，但考虑对

增加胶原酶Ｉ的表达使局限性硬皮病

５０次）治疗系统性硬皮病４—５个月才

其远期不良反应了解不够和昂贵的治

病情缓解。

能显效相比．中等剂量ｕＶＡｌ在３０次

疗费用，建议仅在斑块和结节期ＭＦ患

近年来多位学者分别对不同剂量

照射以内即可达到良效，并且可每天连

者不能耐受ＰｕｖＡ治疗时使用。而

ｕｖＡｌ治疗局限性硬皮病的疗效进行了

续进行，总的治疗时间缩短至１，１．５

Ｐｌｅｔｔｅｎｂｅｒｇ等［１４］对３例Ｉ Ａ（斑片或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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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面积＜１０％）和Ｉ Ｂ期ＭＦ患者采

述治疗无效时采用ｕｖＡｌ光疗法。

２４９

不统一，对大、中、小剂量疗效的结论不

用了大剂量（１３０ Ｊ／ｃｍ：／ｄ）或中等剂量

（三）特发性毛囊黏蛋白病：目前认

一致；缺乏大规模的临床对照试验：从

（６０ Ｊ／ｃｍ２／ｄ）ｕＶＡｌ照射的方法，发现两

为其属于副肿瘤甚至是皮肤Ｔ细胞淋

疗效和无补骨酯素毒性上讲，ｕｖＡｌ优

种剂量在治疗３～５次后都可获得显著

巴瘤的前期表现，组织病理与ＭＦ相似

于ＰＵＶＡ和ＵＶＢ，但对其远期疗效和不

改善，１６～２０次后皮损完全消退。ｖｏｎ

之处在于均表现为皮肤显著的淋巴细

良反应等方面仍缺乏足够的了解。另

Ｋｏｂｙｌｅｔｚｋｉ等【”］也以中等剂量ｕｖＡｌ冷

胞浸润。Ｋｏｂｖｌｅｔｚｋｉ等［１９］报道１例２６岁

外，ｕＶＡｌ光疗法治疗费用昂贵，单次治

光（６０ Ｊ／ｃｍ２，每周５次．连续３周）治疗

特发性毛囊黏蛋白病患者，外用糖皮质

疗时间较长。大多作者认为仅在ＰｕｖＡ／

１例ＰＵＶＡ和体外光化学方法治疗无效

激素以及ｕｖＡ／ｕｖＢ光疗法临床均无显

ｕＶＢ等光学疗法患者不能耐受、或者疗

的快速进展Ⅲ期ＭＦ患者，１周内红斑、

著改善，以６０ Ｊ／ｃｍ：ｕｖＡｌ冷光．每周５

效不显著时选用，并应对患者进行长期

瘙痒和脱屑等症状显著减轻，３周后皮

次，ｌ周内瘙痒性丘疹数目显著减少，３

随访。

损完全消退。随访８周，病情仍保持稳

周后，皮损完全消退，随访３个月无复

定。因此。有作者基于ＡＤ等其他良性Ｔ

发。作者认为与仅有短暂疗效的外用糖

细胞浸润疾病常需较大剂量才能控制

皮质激素相比，ｕｖＡｌ光疗法有着更好

病情，认为ｕＶＡｌ减少真皮中浸润恶性

的应用前景。

Ｔ细胞数目的剂量可能低于正常的Ｔ细
胞，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剂量ｕｖＡｌ有效治疗局限性硬皮病得

显著，其中２例伴有腹泻和头痛的系统

到启发。ｃｏｓｍａｎ等［“］以１３０ Ｊ／ｃｍ２

症状，ｌ例骨髓中发现肥大细胞过度浸

ｕＶＡｌ，每周４次，连续６周治疗１例病

润。３次照射后，所有患者皮肤瘙痒缓

史１７年瘢痕疙瘩患者．第３周即出现

解．治疗结束后，系统症状消失。２４ ｈ尿

显著疗效，６周后皮损明显变平、软。组

组胺含量降至正常．骨髓中肥大细胞数

化染色显示皮损区治疗后胶原和弹力

目也呈持续性下降。随访２３个月无ｌ

纤维结构恢复正常。，此后，Ｈａｎｎｕｋｓｅｌａ—

例复发。

１００

Ｊ／ｃｍ２，每周３

目前的治疗主要包括系统应用环孢素、
硫唑嘌呤、糖皮质激素等免疫抑制药

者认为疗效低于Ｃｏｓｍａｎ等的原因可能

物。如果损害仅限于皮肤，ＰｕｖＡ和体外

与ＵＶＡｌ照射剂量及瘢痕厚度的差异

光化学治疗也可作为选择之一。

有关。目前尚缺乏ｕｖＡｌ治疗瘢痕疙瘩

Ｇｒｕｎｄｍａｎｎ—Ｋｏｌｌｍａｎｎ等［２”报道１例患

的大样本随机对照实验，对其是否可增

者。初以环孢素和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

强皮损内注射或外科切除等常规治疗

无效，后改以糖皮质激素联合麦考酚酸

方法的疗效以及疗效持续时间还需进

酯（２ ｇ／ｄ），肢端硬化仍呈进行性加重，

一步探讨。Ｈａｎｎｕｋｓｅｌａ—ｓｖａｈｎ等建议

并且出现关节活动障碍。经ｕＶＡｌ照射

ｕｖＡｌ光疗法可试与其他疗法联用以降

（２０ Ｊ／ｃｍ２，每周４次，连续４周，继以

低ｕＶＡｌ照射剂量或者在皮损形成早

每周２次，连续７周）联合麦考酚酸酯

（二）斑块状副银屑病：为慢性炎症
性皮肤病，病因不明。按皮损大小分为
大斑块状（直径＞５ ｃｍ）和小斑块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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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Ｈｕｍ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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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ｃｍ）。除外用糖皮质激素外，

Ｓ，ｅｔ

ａ１．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ｌｏ—

Ａｃａｄ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

１９９７．３６：９３８—９４４．

ＰｕｖＡ和ｕｖＢ疗法是最常用的治疗方

ｕｖＡｌ光疗法作为一种较新的光学

法。２０００年Ｋｒｅｕｔｅｒ等［１８］首次采用ＵＶＡｌ

疗法已在多种Ｔ细胞介导的炎症性皮

冷光（１００ Ｊ／ｃｍ２，每周５次，连续３周）

肤病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为临床医生

治疗１例小斑块状患者，３周后皮损基

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光学治疗手段。但

本消退，治疗后６个月无复发。建议在

其毕竟仍处于起步阶段，诸多问题需要

ｄｕｃｔｉｏｎ ０ｆ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患者不能耐受ｕＶＢ、ＰｕＶＡ等疗法或上

进一步探讨：作用机制不清；治疗方案

１）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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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ｅｅｂｅｒ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２ ｇ／ｄ）治疗后６周，皮损区组织学和超

期使用。

“Ｈｉ曲．

ｔｈｅｒａｐｙ ０ｆ ｗｉｄｅ８ｐｒｅａｄ

２００１．４４：６２９—６３３．

５

瘢痕组织变软，皮损大小均无改变。作

ａ１．

Ｃ，Ａｉｒ０ Ｐ，ｅｔ

ＵＶＡｌ

ｃｏｓｉｓ

（五）慢性硬化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次，连续５到６周，治疗３例患者，２例

Ｃ，Ｌｅａｌｉ

ｑｕｅ－ｔｙｐｅ，

（１３０ Ｊ／ｃｍ２）每周５次，连续２周治疗４

例严重的泛发性肥大细胞增多症疗效

Ｚａｎｅ

ｄｏｓｅ”

尚无特效治疗方法．ＰｕｖＡ可用于缓解

（一）瘢痕疙瘩与增生性瘢痕：由大

ｓｖａｈｎ等［１７］以ｕｖＡｌ

ｌ

（四）泛发性肥大细胞增多症：目前
症状。Ｓｔｅｇｅ等［幻］报道以大剂量ｕＶＡｌ

五、其他皮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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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ｌｏｉｄｓ．Ａｃｔａ Ｄｅｒｍ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Ｖｅｎｅｒｅ０１．

１９９９．７９：

Ｋｒｅｕｔｅｒ
ＵＶＡｌ

ｐｌａｑｕｅ

ＪＡ，Ｇａｍｂｉｃｈｌｅｒ Ｔ，ＪａＩｌｓｅｎ
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印ｙ

ｃｏｌｄ—ｌｉｇｈｔ

ｐａｒａ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Ａｃｔａ

Ｔ，ｅｔ
ｏｆ

ａ１．

ｓｍａｌＩ

Ｄｅ瑚Ｖｅｎｅｒｅｏｌ，

Ｋｏｂｖｌｅｔｚｋｉ
ｅｔ

ＧＶ，Ｋｒｅｕｔｅｒ

ａＩ．Ｔｒｅａｎｎｅｎｔ

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ｗｉｔｈ

ｏｆ

ＪＡ，Ｎｏｒｄｍｅｉｅｒ

ｉｄｉｏＤａｔｈｉｃ

ＵＶＡｌ

Ｒ，

ｃ０１ｄ。ｌｉｇｈｔ ｐｈｔｏｔｈｅｒ．

Ｓｔｅｇｅ Ｈ，Ｓｃｈｏｐｆ Ｅ，Ｒｕｚｉｃｋａ
ｄｏｓｅ

Ａｍ Ａｃａ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８－
ｔｏ

ＵＶＡｌ

ｐｈｏ．

Ｄ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０，４２：

１３４—１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一０７—０３）

ＵＶＡｌ

佑ｒ

ｕｒｔｉｃａｒｉａ

Ｔ，ｅｔ ａ１．Ｈｉｇｈ－
ｐｉｇｍｅｎｔｏｓａ．

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６．３４７：６４．

Ｂ．直接以小剂量ｕＶＡｌ照射
ｃ．直接以中等剂量ｕｖＡｌ照射
Ｄ．直接以大剂量ｕＶＡｌ照射
４．多数光治疗学者推荐的ｕＶＡｌ光疗
法治疗特应性皮炎的照射方案为：
Ａ．小剂量照射１０一１５次
Ｂ．中等剂量照射１０—１５次

１．与传统的ＰｕｖＡ以及ｕＶＢ光疗法相
比．ｕｖＡｌ光疗法的主要优点是：
Ａ．深穿透性

Ｃ．大剂量照射ｌＯ—１５次
Ｄ．大剂量照射２０次以上
５．ｕｖＡｌ光疗法治疗硬皮病的可能机制

Ｂ．浅穿透性

为：

ｃ．无补骨酯素相关副作用
Ｄ．无光毒反应

Ａ．免疫调节作用
Ｂ．胶原酶Ｉ表达增加

２．现有的临床研究显示，ｕｖＡｌ光疗法
Ａ．感染性皮肤病
Ｂ．光照性皮肤病
Ｄ．各种皮肤肿瘤

ｍｕｃｉｎｏｓｉｓ

印ｙ．Ｄ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０：７６—７７．
２０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Ｃ．皮肤Ｔ细胞介导的炎症性皮肤病

２０００．８０：３９０—３９１．
１９

ｔｏ

ｒｅｆｒ８ｃｔｏｒｙ

对下列哪类疾病有效：

４９０．
１８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
ｉｍ—

１４０：７６８—７６９．

ｅ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ｉｖｅ

Ｓ．Ｇｎｌｓｓ

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

测试题

Ｔ，ＦＴｅｉｔａ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ｋｉｎ

Ｔ～ｃｅｌＩ Ｉｙｍｐｈｏｍａ．Ｂｒ

１６

ｈｏｓｔ

ｓｃｌｅｒｏｄｅ珊ｉｃ

Ａｍ

Ｊ

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ｖ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Ａ１
ｔｈｅ

ａ１．Ｃｈｍｎｉｃ

Ａ１（３４０—４００ ｎｍ）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ａ—

Ａｃａｄ Ｄｅｒｍａｔ０１．１９９９．４１：４７—５０．
１５

Ｃ。ｅｔ

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Ｍ，ｅｔ ａ１．

Ｈ，Ｍｅｇａｈｅｄ

Ｐ１ｅｔｔｅｎｂｅ昭Ｈ，Ｓｔｅｇｅ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Ｊ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Ｍ．Ｂｅｈｒｅｎｓ

Ｇｒｕｎｄｍａｎｎ．Ｋｏｌｌｍａｎｎ

３．采用ｕｖＡｌ光疗法时，应：

ｃ．胶原Ｉ和Ⅲ合成增加
Ｄ．ＣＤ３４＋树突细胞显著增加
６．不能耐受口服补骨酯素且皮损较厚
的蕈样肉芽肿患者，应选择的光疗法
为：
Ａ．窄ＵＶＢ
Ｂ．宽ＵＶＢ

Ａ．首先以ｕｖＡｌ光疗仪测定接受治

Ｃ．ＰＵＶＡ

疗者的ｕＶＡｌ最小红斑量，再根

Ｄ．ＩｆＶＡｌ

据实际情况选择照射剂量

·病例报告·
巨大神经纤维瘤病一例
李云涛冉红梅孙和民

患者女，３６岁。主诉全身多处巨大肉

既往史无特殊。检查：患者发育尚可，反

瘤２０余年，伴智力低下。患者出生后不

应较迟钝，尚能正确回答问题，行动迟

久便发现背部有数个褐色斑片，随年龄

缓，有时需人搀扶。口腔内未见异常表

增长有所增大，且逐渐增多。大约１０岁

现。皮肤科情况：背部可见多个点状、片

左右腹部、下肢开始出现肉色、紫红色柔

状不规则咖啡斑。有的斑片上散在雀斑

软结节，无疼痛，结节逐渐长大。以至于

样色素沉着。腰腹部及双下肢可见多个

下垂，影响患者行动。无癫痫发作，未发

巨大紫褐色肿物，触之柔软，垂于身体表

现其他部位肿瘤和内分泌异常的表现。

面，层层叠叠（图１）。因患者经济原因，未
进行全面系统辅助检查及病理检查。诊

作者单位：１６３８１３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
区林源医院皮肤性病科（李云涛、孙和民）；大
庆龙南医院皮肤性病科（冉红梅）

万方数据

断：巨大神经纤维瘤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０５—１４）

图１

患

者腹部、下
肢皮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