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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Ｃｈｎｎｇｃｈｉｔｎａｎｔ Ｎ，Ｓａｎｃｈｅｚ Ｊ，

３．２０放射后假硬皮病样脂膜炎真皮和

炎等。有人认为，当囊性结构仅见于脂肪

皮下脂肪间隔中的胶原束透明变性，小叶

小叶时，属原发性脂膜性脂膜炎，如同时伴

ｅｔ

中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有的小叶边缘见

特异性小叶性脂膜炎的病理表现，为继发

ｓｋｉｎ ｄｉ￥ｅＡｔｓ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噬脂性肉芽肿。

性脂膜性脂膜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４错误命名为脂膜炎的疾病”‘１３

４．４嗜酸性脂膜炎指间隔性或小叶性

６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ａ１．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ｌａｎｎｎａｔｏｒｙ
ｏｎ

Ｗｉｌｋｉｎｓ １９９ｒ７：１４１—１４４．

Ｗｂｂ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病亦名特发性结

脂膜炎中浸润细胞以嗜酸性粒细胞为主，

节性脂膜炎、结节性脂膜炎、回归热性非化

也属于一种组织病理模式，而非独立疾病。

ｍａｔｏｓｕ￥ｐａｎｎｉｃｕｌｉｔｉｓ：

脓性结节性脂膜炎。第一例患者报道于

在某些类型的脂膜炎以及炎症性皮肤病如

ｓｔｕｄｙ．Ｉｎｔ Ｊ Ｄｅｍｍｔｏｌ ２００２；４１：４８８—４９０．

１９世纪末，以后陆续报道多例，但许多病

结节性红斑、深部虫咬症、特应性皮炎、类

８ Ｓｏｌａｎｓ Ｒ，Ｃｏｒｔｅｓ Ｊ，Ｓｅｌｖａ Ａ，ｅｔ ａ１．Ｐａｎｎｉｃｕｌ—

例后来被诊断为结节性血管炎、胰腺病脂

肉瘤、寄生虫疾病、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

ｉｔｉｓ：Ａ ｃｕｔａｎｅｏｌｌ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ｒｍａｔｏｍｙ．

膜炎、ａｌ一抗胰蛋白酶缺乏脂膜炎等独立

狼疮性脂膜炎、深部硬斑病、干燥综合征、Ｔ

ｏｓｉｒｉｓ．Ｊ

疾病，目前许多诊断为该病的患者都能发

或Ｂ细胞淋巴瘤、白血病等均可出现类似

１５０．

现特殊病因，因此，该病不适合作为一种独

改变，提示嗜酸性脂膜炎是一种非特异性

立疾病存在，而应该根据病因作出特异性

反应过程。

４．１

１ Ｂａｍｈｉｌｌ ＲＬ，Ｃｒｏｗｓｏｎ ＡＮ，Ｂｕｓａｍ ＫＪ，ｅｔ ａ１．
ｏｆ

性结节性脂膜炎，但无发热及系统表现。
现已不适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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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Ｎａｓ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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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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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Ｗ Ｊｒ．Ｗｉｎｋｅｌｍａｎｎ ＲＫ Ｗｂｂｅｒ—

１ｌ Ｗｌｌｉｔｅ

膜炎的晚期损害可以出现类似的组织学表

ｍａｔｏｌ ２００ｌ；４５：３２５—３６４．

ｗｉｔｌｌ 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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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ｂｕｌａｒ（Ｐｕｓｔｕｌａｒ）Ｐａｎｎｉｃｕｌｉｔ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来描述这些小叶性脂膜炎的组织病理学特

ｉｅ

征，包括小叶中由于脂肪细胞坏死形成的

Ｗｉｔｈ Ｒｈｅｍｍ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Ａ Ｃａｓｅ

囊性腔隙，内衬一层均质嗜酸性膜，卷曲突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入囊腔，囊内的乳头状突入物ＰＡＳ、苏丹黑

ｏａｔｈｏｌ １９９９；２１：２４７—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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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膜炎的晚期皮损，也见于伴类风湿关节

ｏｆ Ｅｒｙｔｈｅｎｌａ Ｉｎｄｕｒａｔｕｍ—Ｎｏｄｕｌａｒ Ｖａｓｃｕｌｉｔｉｓ．

炎的嗜中性小叶性脂膜炎、结节性红斑、深

Ａｍ

Ｊ 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ａｔｈｎｌ １９９９；２１：３０１—３０３．
ＪＷ．Ｊｏｒｄａａｎ ＨＦ．１ｈｅ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

１３ Ａｄａｍｅ

Ｊ，Ｃｏｈｅｎ ＰＲ．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 ｐａｎｎｉｃ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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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ｉａｎ．Ｊ

Ａｍ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ｍ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

Ａｅａｄ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 １９９６；３４：２２９—

２３４．

Ｅｌ讪ｅｍａ
ｆｉｎ．Ａｍ Ｊ 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ａｔｈｏｌ １９９７；１９：３２３—３３３．
ｌｏｇ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ｍ

Ｒｅｐｏｒｔ

染色阳性，抗淀粉酶。特别多见于硬化性

巴瘤、白塞病相关性间隔性和小叶性脂膜

Ａｅａｄ

ｌｙｍｐｈ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ｐｈ—·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ａｎｎｉｃｕｌｉｔｉｓ：ａ

皮肌炎相关性脂膜炎、皮下“脂膜炎样”淋

１一ａｎｔｉ—

Ｙ，Ｊｏｈｎ Ｓ，Ｐａｕｌ Ｊ．Ｓｕｂｃｕｔ龇１ｅｏｕｓ

１０ Ａｎｔｈｏｎｙ

—２３４．

５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ｓ—

ｔｏ

ｐａｎｎｉｅｕｌｉｔｉｓ．Ｊ Ａｍ

Ｍｏｓｔｌｙ ｌｏｂｕｆａｒ ｐａｎｎｉｃｕｌｉｔｉｓ．Ｊ Ａｍ Ａｃａｄ Ｄｅｒ－

部硬斑病、狼疮性脂膜炎、外伤性脂膜炎、

２０吆：４６：１４８—

９ ＧｅＨ日ＪＤ，Ｓｕ ＷＰＡ．ｓｕｂｔｌｅ ｃｌｕｅ

肪营养不良”描述。现发现，一些小叶性脂
现，因此，现多用脂膜性或膜囊性脂肪坏死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 １９９４；３１：２４１—２４５．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４．３脂膜性或膜囊性脂膜炎

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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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谱中波紫外线在皮肤科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单晓峰综述张福仁审校
摘要波长为３１１ｒｉｍ的窄谱中波紫外线（ＮＢＩⅣＢ）是ＵＶＢ中治疗银屑病最有效的成分，对银屑病、
白癜风、异位性皮炎等皮肤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与其它方法的联合应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
文就ＮＢＵＶＢ对银屑病、白癜风等皮肤病的治疗应用及其副作用作一综述。
关键词窄谱中波紫外线应用
紫外线是治疗皮肤病的一个重要手

油联合治疗银屑病疗效确切。１９７５年ＰＵ—

据此发展起来的波长３１１ ｎｌｎ的ＮＢＵＶＢ治

段，古代中东人就曾利用气候之便治疗银

ＶＡ方法开始用于治疗银屑病、白癜风等皮

疗银屑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对其它皮肤

屑病。１９２５年Ｇｏｅｋｅｍｍｎ采用紫外线和焦

肤病。１９８１年Ｐａｒｒｉｓｈ和Ｊａｅｎｉｋｅ实验发现

病的治疗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自上世纪

波长在３００～３１３ ｎｌｎ之间的ＵＶＢ治疗银屑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以来得到广泛推广应

病最有效，超过３１３ ｎｌｎ则疗效降低，低于

用。

作者单位：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济南，
２５ｃ０：１２

万方数据

２９０

ｍｎ则几无治疗作用，仅引起皮肤灼伤。

ｌ治疗银屑病

１５７

主里壁丛廛丛瘟壅圭坌鲤生璺旦箜垫鲞箜！塑
以往研究表明，ＮＢＵＶＢ的疗效显著高

生素功另外一个重要的衍生物钙泊三醇

致光毒反应发生。ＮＢＵＶＢ治疗白癜风通

于宽波紫外线（ＢＢＵＶＢ），与光化学疗法

与ＮＢＵＶＢ联合应用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

常每周２次，照射前不需要光敏剂，副作用

（ＰＵＶＡ）相当。其副作用明显小于ＰＵＶＡ，

疗效。Ｒｉｍ等联合ＮＢＵＶＢ与钙泊三醇治

比ＰＵＶＡ少。ＮＢＵＶＢ治疗白癜风已多有报

不大于ＢＢＵＶＢ，容易被患者接受。影响

疗银屑病，发现联合组能使皮损更快的消

道，临床上获得了较好疗效。有人用ＮＢＵ—

ＮＢＵＶＢ治疗银屑病疗效的因素主要有：治

退７。Ｓｃｈｉｅｎｅｒ等采用左右对照的方式比较

ＶＢ和ＰＵＶＡ对白癜风进行治疗，４个月后，

疗的频率与次数、剂量、联合应用等。

了ＮＢＵＶＢ与钙泊三醇软膏及他扎罗汀凝

ＰＵＶＡ治疗组中４６％的患者有明显色素恢

１．１治疗的频率与次数Ｄａｗｅ等所做的

胶联合治疗斑块型银屑病，结果ＮＢＵＶＢ加

复，而同期ＮＢＵＶＢ治疗的患者中６７％有明

～项研究表明，每周５次治疗，３５天可使皮

钙泊三醇组与ＮＢＵＶＢ加他扎罗汀组都能

显的色素恢复。经１２个月的ＮＢＵＶＢ治

损消退，而每周３次治疗，４０天可达到同样

使皮损迅速获得缓解，且二组之间无显著

疗，６３％的患者有７５％以上的色素恢复。

的效果，但后者所导致的瘙痒、红斑、水疱

性差异８。（３）ＮＢＵＶＢ与蒽林合用：蒽林又

另有学者也证实了ＮＢＵＶＢ治疗白癜风疗

等副作用显著减少１。泰国ｋｅｅｎｕｔａｐｈｏｎｇ等

称地蒽酚，有强效角质促成作用，是治疗银

效好，副作用少，易被患者接受“。其对儿

将银屑病患者随机分两组，一组以小剂量

屑病最安全的药物之一，与ＮＢＵＶＢ的联合

童白癜风也安全有效，能显著提高患者的

ＮＢＵＶＢ每周２次治疗，另一组每周４次治

应用可增加疗效，缩短治疗的时间，减少治

生活质量”。

疗的次数。尽管蒽林对皮肤有明显的刺激

２．２异位性皮炎

疗。结果每周２次组平均１６次，累积１２．５
个最小红斑量（ＭＥＤ）获得缓解，每周４次

异位性皮炎是一种慢

及染色作用，但其价格便宜，疗效确切，与

性瘙痒性皮肤病，病程较长，易反复发作。

组平均３２次，累积３９．７ＭＥＤ获缓解，建议

ＮＢＵＶＢ仍是一种比较好的组合。（４）ＮＢＵ—

５０％～７５％的患者于出生后６个月内发

每周２次治疗２。Ｃａｍｅｒｏｎ等采用随机双盲

ＶＢ其它联合方式：ＮＢＵＶＢ与８一甲氧补骨

病，病理上真皮血管周围Ｔ淋巴细胞浸润，

实验比较了每周３次与每周２次治疗，发

脂素合用可提高疗效，Ｅａｌｚａｖａｒａ—Ｐｉｎｔｏｎ等

紫外线照射可促使该细胞发生凋亡，达到

现前者获得缓解的时间要显著少于后者，

发现ＮＢＵＶＢ与ｂａｔｈ—ＰＵＶＡ有协同作用，

治疗作用。

但二者所需的治疗次数及照射累积量无显

可使后者的光毒性和疗效都得到提高，但

异位性皮炎的紫外光疗法主要有

著性差异，认为每周３次的治疗更适合大

疗效的增加更为明显，联合应用可以减少

ＵＶＡ．（３４０．４００ｎｍ）、ＰＵＶＡ、及ＵＶＢ，ＵＶＢ不

多数患者３。

治疗次数，降低ＵＶＡ的累积量９。ＮＢＵＶＢ 适用于急性期，仅在慢性病例中应用。

１．２治疗剂量ＮＢＵＶＢ治疗银屑病的剂

与外用糖皮质激素合用虽可提高疗效，但

量一般都根据ＭＥＤ而定，初始剂量一般为

是可能会缩短治疗后的缓解期，故多不推

比较了ＮＢＵＶＢ与ＵＶＡｌ异位性皮炎的疗

７０％～１００％ＭＥＤ，以后根据皮肤反应的情

荐应用。ＭＴ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能会

效。结果显示，ＮＢＵＶＢ比中等剂量的

况每次逐渐增加，增加的多少视治疗的频

ＮＢＵＶＢ治疗异位性皮炎十分有效。ＩＪｅ鼯ｔ

增加紫外线导致的皮肤癌的发生率，ＭＴＸ

ＵＶＡ １具有更好的疗效，能使疾病更快的获

率及上次的治疗反应而定。剂量增加的目

与ＰＵＶＡ联合应用的疗效和安全性早有报

得改善“。

的是使皮肤维持轻微的肉眼可察的红斑反

道，然而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

ＰＵＶＡ和ＮＢＵＶＢ都能使异位性皮炎很

应。研究表明，以７０％ＭＥＤ为起始剂量照

ＭＴＸ是否增加紫外线对皮肤的致癌作用。

快获得缓解或改善，研究表明，８一甲氧补

射１、２、３周后的疗效显著优于起始剂量为

环孢素Ａ与紫外线合用认为会增加紫外

骨脂素浴后ＵＶＡ照射与ＮＢＵＶＢ照射二者

３５％ＮＥＤ组。其需要的中位治疗次数分别

线的致癌性，现不主张合用。气候疗法可

之间疗效无显著性差异，由于ＮＢＵＶＢ治疗

为１２和１６次。但达到同样疗效时，后者

以让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享受到自然界

过程简单，不需要提前应用光敏剂，疗后无

的累积剂量小，可降低长期治疗致癌危险

的阳光、沙滩、碧海、蓝天，使患者在心旷神

须避光防护，患者更愿意选择ＮＢＵＶＢ治

性４。

怡中得到治疗。一项多中心的研究对近

疗“。

１．３联合治疗ＮＢＵＶＢ与其它药物的联

７００名银屑病患者进行模拟气候疗法，光源

２．３多形性日光疹多形性目光疹通常

合应用不仅可以提高疗效，而且可以减少

为ＮＢＵＶＢ，浴水为与死海相近的水溶液，

需要避光，用紫外线治疗的目的是增加皮

紫外线累积量，从而降低致癌的危险性。

患者在浴疗的同时接受光疗，结果治疗前

肤对日光的耐受性，其机制尚不完全明确，

（１）ＮＢＵＶＢ与维Ａ酸类药物合用：有研究

ＰＡＳＩ评分１７．１，疗后降为５．２，６９％的研究

皮肤颜色加深和厚度增加可能是增加保护

显示，ＮＢＵＶＢ与他扎罗汀凝胶合用疗效显

者和７９％的患者评价优于以往的疗法，

作用的两个主要因素，多形性日光疹患者

著优于单用ＮＢＵＶＢ治疗组，并且他扎罗汀

８８％的患者认为这是一种舒服、令人身心

多在冬天之后首次照射强烈目光发病，夏

对皮肤的刺激作用也显著减少，这可能是

愉快的治疗方法。考虑到银屑病是一种慢

天疾病减轻，这可能为皮肤对日光的逐渐

接受紫外线照射后皮肤的屏障作用加强所

性复发性疾病，病人可能终生需多次治疗，

耐受所致。

致５。系统应用维Ａ酸合并光疗可显著提

让患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感到愉悦的治疗

高疗效，尤其适用于慢性伴角化过度的斑

方法是很有意义的”。

常常在预计发病日期的前一个月进行，部

块型银屑病，另外，合用维Ａ酸可能会降低

２治疗其它皮肤病

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加重时，可外用或系

多形性日光疹通常需要预防性治疗，

紫外线潜在的致癌作用。（２）ＮＢＵＶＢ与维

ＮＢＵＶＢ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对银屑病

统应用糖皮质激素。ＰＵＶＡ方法效果较好，

生素取衍生物合用：他骨化醇是维生素

的治疗，近来发现对其它皮肤病亦有较好

其次是ＮＢＵＶＢ和ＢＢＵＶＢ，ＮＢＵＶＢ由于操
作简单，致癌性低而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聩的一个衍生物，具有抑制表皮细胞增

的疗效，已得到广泛应用。

殖，诱导表皮细胞分化的作用。研究发现，

２．１白癜风长波紫外线（ＵＶＡ）加８一甲

值得注意的是，紫外线治疗多形性日

与ＮＢＵＶＢ联合治疗银屑病疗效优于单用

氧补骨脂素的光化学疗法治疗白癜风早有

光疹的效果是暂时的，这种预防性保护作

他骨化醇治疗者，这可能是用他骨化醇处

应用，其疗效确切，仍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用通常持续４—６周，有人经几次光疗后维

理过的皮损对ＮＢＵＶＢ的敏感性增高６。维

但是治疗前需要口服或外用光敏剂，常导

持较长的时间，此多与疾病本身的过程有

万方数据

１５８

Ｃｈｉｎａ Ｊ Ｌｅｐｒ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Ａｐｒ

关，而非光疗本身的疗效。

深，到第５周时达到最大值，自５周至７

２．４蕈样肉芽肿蕈样肉芽肿是原发于

周，皮肤颜色变化轻微，不再进一步加深”。

皮肤的低度恶性Ｔ细胞淋巴瘤，甲Ｉ期的蕈

ＮＢＵＶＢ治疗结束后皮肤颜色会慢慢恢复，

样肉芽肿主要应用糖皮质激素、氮芥等药

其具体过程如何，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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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ｅｔ Ｂ ｉｆ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ｓｏｒｉａｓｉｓ．Ｂｒ Ｊ Ｄｅｒｍａ。
ｔｄ １９９８；１３８：９６—１００．
５ Ｐ，ｅ｝１ｒｅｍ

Ｓ，Ｇｒｔｍｄｍａｎｎ—Ｋｏｌｌｍａｎｎ

Ｍ，

ｓｃｈｉｅｎｅｒ Ｒ，ｅｔ ａ１．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ｍｐｙ

物，近来利用ＮＢＵＶＢ治疗蕈样肉芽肿取得

ＮＢＵＶＢ长期的副作用是光老化和光

了较好的疗效。Ｃｏｃｈｒａｎ等对２４例早期蕈

致癌，其潜在的致癌性要小于ＰＵＶＡ；动物

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ａｌ

样肉芽肿患者进行治疗，每周３次，结果１３

实验发现，在同样的生物剂量条件下，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 ２０００：４２：４ｃＢ一４ｃ｝５．

例获得完全缓解，平均照射５２．２次；７例获

ＮＢＵＶＢ诱发肿瘤的危险性要明显高于

部分缓解，平均照射３８．８次；４例无效。获

ＢＢＵＶＢ，大约为ＢＢＵＶＢ的２倍。

ｏｆ

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ＵＶＢ ｉｒｒａｄｉ—
ｇｅｌ．Ｊ Ａｍ Ａｃａｄ

ｔａｚａｒｏｔｅ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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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ｔ１１ｅ ｖｉｔａｌｎｉｎ Ｄ３ ｄｅ．

得缓解的绝大部分患者皮肤组织病理恢复

在光致癌的过程中，ＤＮＡ是紫外线的

正常，研究还显示，ＮＢＵＶＢ对浅色皮肤的

主要靶点，紫外线可以引起ＤＮＡ多种损

ｔｏ

患者具有更好的疗效“。

伤，如环丁烷嘧啶二聚体，８～羟基一２’一

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ｉｇｈｔ／ｌｅｆｔ

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ｔａｃａｌｃｉｔ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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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３１ｌ—ｎｌｎ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Ｂ：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ｃｏｎ—

ｓｔｕｄｙ．Ｂｒ Ｊ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 ２００１；

Ｄｉｅｄｅｒｅｎ等用ＮＢＵＶＢ及Ｐ［ＮＡ治疗早

脱氧鸟苷，ＤＮＡ损伤可引起原癌基因和抑

期蕈样肉芽肿，ＮＢ［ＪＶＢ组８ｌ％获得完全缓

癌基因的突变，从而导致肿瘤的发生。有

解，１９％获部分缓解，ＰＵＶＡ组７ｌ％获完全

人研究发现，同样生物剂量的ＮＢＵＶＢ和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ｌｃｉｐｏｔｆｉｏｌ 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缓解，２９％获部分缓解，治疗过程中，两组

ＢＢＵＶＢ可引起同样数量的环丁烷嘧啶二

ｂａｎｄ

都无患者病情加重。疗后ＮＢＵＶＢ组平均

聚体，但是ＮＢＵＶＢ引起８一羟基一２’一脱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ｈｏｔｏｄｅｒｍａｔｏｌ

缓解时间为２４．５（１～６６）个月，ＰＵＶＡ组则

氧鸟苷的能力是ＢＢＵＶＢ的１．５～３倍”。

ｔｏｍｅｄ ２００２：１８：１３１—１３４．

为２２．８（１～４３）个月”。，

这亦显示ＮＢＵＶＢ比ＢＢＵＶＢ具有更强的致

２．５扁平苔藓光疗或光化学疗法有一

癌性。不过，考虑到ＮＢＵＶＢ比ＢＢＵＶＢ具

ｍｐ

定的效果，适合皮损分布比较广泛的患者。

有更好的疗效，所需要的治疗时间以及生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ａｎｅｊａ等对５例躯干和四肢泛发性扁平苔

物累积量要远小于ＢＢＵＶＢ，其致癌性应不

１ｅｔ

藓患者用ＮＢＵＶＢ治疗，发现２例患者经９

大于ＢＢＵＶＢ。

ｖｅｒｅ

次治疗皮损开始变平，平均需４０（２４—５６）

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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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ｏｔｏｉｍｍｕｎ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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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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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

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Ｂｒ Ｊ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 ２０００；１４３：１２７５

—１２７８．

次所有患者的皮损完全变平，躯干部位的

经过近２０年的探索，ＮＢＵＶＢ对银屑

皮损较四肢更早消退，治疗过程中未发现

病、白癜风等皮肤病的治疗应用取得了较

ｎｍ）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ＰＵＶＡ ｐｈｏｔｏｅｈｅｍｏｔｈｅｒ—

ＮＢＵＶＢ引起的同形反应，色素沉着也轻于

好的效果并且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与

ａｐｙ：ａ

ＰＵＶＡ疗法”。

其它治疗方法的联合应用也取得较好的疗

１９９８；３８：６８７—６９０．

２．６脂溢性皮炎有人应用ＮＢＵＶＢ对１８

效。更合理、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有待于今

例严重的脂溢性皮炎患者进行治疗，每周

后进一步探索，其致癌的危险性也需长期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次共８周，治疗前评价红斑、鳞屑、浸润、

观察和研究才能作出确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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瘙痒严重程度并计分。结果对所有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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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发生红斑反应，无其他副作用，治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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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１１例患者接受随访，中位复发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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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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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疼痛，剂量过大时叮有水疱。外用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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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色菌毛囊炎研究进展
熊心猜１

综述冉玉平２

周光平２

审校

摘要马拉色菌毛囊炎是由马拉色茵引起的毛囊炎性病变，作为一独立的疾病已有３０年，本文综
述该病在命名、病因和发病机制、实验室检查、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等方面的进展。
关键词毛囊炎马拉色菌病因

诊断

治疗

马拉色菌毛囊炎（Ｍａ／ａｓｓｅｚ／ａ 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ｉｔｉｓ）

形马拉色菌、限制马拉色菌、斯洛菲马拉色

母菌。这些菌主要位于毛囊中部和向上的

是与马拉色菌相关的一种慢性、复发性毛

菌和厚皮马拉色菌，其中前６种为嗜脂性

扩张口处，孢子大小２～４ ｍ，聚集成堆。

囊炎性病变，最初曾称为糠秕孢子菌毛囊

马拉色菌，而厚皮马拉色菌为非嗜脂性。

毛囊上部及其周围有单核细胞聚集，其附

炎。本文对马拉色菌毛囊炎的研究进展综

在马拉色菌毛囊炎的发病机制中，物理和

近的浅层真皮中，可见淋巴细胞和组织细

述如下。

生物因素联合起了作用。在用酮康唑治疗

胞在血管周围浸润。毛囊和皮脂腺扩张，

１命名

前后分别取有皮损的毛囊标本，同时以无

含有角化物质、无定形细胞碎片和炎症细

１９６９年Ｗｅａｒｙ报道１例在接受广谱抗

皮损的毛囊作为对照，毛囊病理切片经扫

胞。Ｆａｅｒ印ｍｒｍ等用圆形糠秕孢子菌提取

生素治疗的患者的胸、背、颈、面部出现痤

描电镜观察，发现在治疗前毛囊被阻塞，治

物进行点刺试验，绝大多数患者为阴性，少

疮样发疹，表现为毛囊性丘疹、脓疱，从皮

疗后毛囊口通畅，而正常的对照毛囊无毛

数为弱阳性，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在患者血

损中分离出圆形糠秕孢子菌，首次提出糠

囊阻塞现象。提示毛囊阻塞在马拉色菌毛

清中检测到高滴度的圆形糠秕孢子菌ＩｇＧ

秕孢子菌（Ｐｉｔｙｒｏｓｐｏｒｕｍ）可引起毛囊炎。

囊炎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毛囊阻塞

抗体，抗体滴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和花斑癣

１９７３年Ｐｏｔｔｅｒ对７例糠秕孢子菌引起的毛

后导致马拉色菌过度生长。酮康唑治疗马

患者５。普通病理标本显示毛囊附近真皮

囊炎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病是一种独立的

拉色菌毛囊炎在于它直接作用于毛囊，杀

血管周围和表皮内有细胞浸润，免疫组化

疾病，正式命名为糠秕孢子菌毛囊炎（Ｐｉｔｙ－

灭其内的马拉色菌。在某些因素的作用

研究发现皮损处的细胞浸润的范围比花斑

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ｉｔｉｓ）。随着分类学的进展将

下，马拉色菌在毛囊中大量繁殖，依靠其脂

癣的大，且浸润更明显，浸润的细胞中绝大

菌名定为马拉色菌后，糠秕孢子菌毛囊炎

酶将甘油三酯分解为游离脂肪酸，从而刺

多数为抗Ｌｅｕ３抗体反应细胞（Ｔｈ诱导细

也就被称为马拉色菌毛囊炎。

激毛囊口形成脱屑，引起毛囊导管阻塞，阻

胞，一些巨噬细胞和郎格汉斯细胞）增加显

２病因和发病机制

塞的毛囊扩大破裂，内含物释放产生炎症。

著，少量抗ｔｅｕ２ａ抗体反应细胞（Ｔｓ、Ｔｃ）散

ｒｏｓｐｏｒｕｍ

引起马拉色菌毛囊炎的病原菌是马拉

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的因素包括自身因素

在分布，另外抗Ｌｅｕ６抗体反应细胞（郎格

色菌。曾将其分为圆形（Ｐ．ｏｒｂｋ＇ｕｌａｒｅ）和卵

和外界因素。皮肤油腻、使用抗生素、糖皮

汉斯细胞）增加显著，部分标本还有ＯＫＭｌ

形（Ｐ．ｃ础）两种，很多学者认为它们是同

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器官移植、免疫功能

反应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和粒细胞）增加。

一种菌，只是处于不同生长阶段，可由一种

低下、恶性肿瘤、妊娠和糖尿病等都是易患

角质形成细胞ｍＡ—ＤＲ表达，无ｍＡ—

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换。根据血清学分

马拉色菌毛囊炎的自身因素３’４。外界因素

ＤＱ表达，ＨＬＡ—ＤＲ表达应由活化Ｔ细胞

类，马拉色菌分为Ａ、Ｂ、Ｃ ３个型。近年来，

如炎热、潮湿、多汗等在马拉色菌毛囊炎的

产生ＩＦＮ一７诱导所致，而活检标本中见到

将马拉色菌分为７个种１’２，分别是合轴马

发病中也起重要作用。

有大细胞的浸润。表明Ｔ细胞浸润和角质

拉色菌、球形马拉色菌、糠秕马拉色菌、钝

３组织病理、免疫和真菌学研究

形成细胞ｍＡ—ＤＲ抗原表达之间有联系。

作者单位：１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四
南觅，６．３７０００

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性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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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损活检标本连续切片，用乌洛托品

作者认为除存在对卵形糠秕孢子菌细胞免

银染色，可见扩张的毛囊中有大量的黑色

疫外，未发现有Ｉ型超敏反应。Ｆａｅｒｇｍａｎｎ

出芽的孢子，少数可见到菌丝。用ＰＡＳ染

等用免疫组化方法研究８例（女６例，男２

色可进一步证实阳性的抗消化酶的圆形酵

例，平均３６岁）马拉色菌毛囊炎的炎症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