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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在面部过敏性皮炎外用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庄春秀，林丽丽，林秀娟
（泉州市皮肤病防治院医学美容科，福建 泉州，362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黄光在面部过敏性皮炎外用辅助治疗中的疗效观察。方法  采用观察对照的研究设计，入组面部过敏性

皮炎过敏期患者（外观红肿，可见红血丝，自觉发烫）各 32 例，观察组予黄光照射湿敷冷喷加外敷防敏补水面膜一周一次，

对照组予湿敷冷喷加外敷防敏补水面膜一周一次。分别于 2周、4周、8周随访，并记录皮肤外观与自我感受。结果  观察组

较对照组更快退红，发烫时长更短，且红血丝可见变淡，复发延长，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无不良反应。结

论  黄光配合湿敷冷喷加防敏补水面膜疗效显著，安全性高，患者感觉舒适、依从性好，且便捷好操作，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黄光；过敏性皮炎；外治；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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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effect of Huangguang on facial allergic dermatitis ZHUANG Chun-xiu，LIN Li-li，LIN Xiu-

juan（Medical Cosmetology Department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 hospital in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36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Huangguang on facial allergic dermatitis.Methods Using observation 

and contrast study design, 32 patients with allergic dermatitis allergic period (red appearance and red hair)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yellow light, wet compress, cold spray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anti allergy and 

replenishment mask once a week.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wet compress, cold spray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anti allergy and 

replenishment mask once a week. Follow-up was conducted at 2, 4 and 8 weeks respectively. Skin appearance and self-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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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ecord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faster redness, shorter duration of fever, thinner 

red blood filament and longer recurrence,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There were no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s Yellow light combined with wet compress, cold spray and anti allergy replenishment mask has significant effect, high 

safety, patients feel comfortable, good compliance, and convenient and good operation. It is worthy of wide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LED-Yellow light；Allergic dermatitis；External treatment；Facial mask

近来由于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作息不规律、饮

食不健康，加上各种正规或非正规的化妆品和护

肤品不适当使用，导致面部过敏性皮炎[1]已越来越

多。而各种治疗药物（特别是激素类）的滥用产生

耐药及很多不可逆的副作用，因此很多患者对非药

物类的外部治疗（例如简单的医疗美容或适当的生

活美容）更愿意接受。目前我院新进黄光治疗仪，

并开展了一段时间。本次观察探讨黄光在面部过敏

性皮炎外用辅助治疗中的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2018年来我院美容科治疗面部过敏性皮

炎过敏期患者（外观红肿，可见红血丝，自觉发

烫）64例，其中男性9例，女性55例，年龄在19-57

岁之间。在均衡性别与年龄的条件下随机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各32例，且各例患者外观过敏程度均

匀，依从性良好。

1.2 治疗方法 

患者平卧，用消毒毛巾包住头部，用防敏洁

面乳清洁面部，拍照留底（正面、斜45度角双侧

面），用LED光谱治疗仪（KERNEL--徐州市科诺医

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KN-7000D）黄光---低能

量、波长590mm，能量密度30mW／cm连续照射15分

钟，之后用0.9%氯化钠溶液浸泡医用棉花进行湿敷

冷喷15分钟，揭去拭净再外敷丝柔防敏软膜---取

15至20克丝柔防敏软膜粉（珠海市伊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用水调和成糊状敷于面部，并保持面膜的丝

润度。待15分钟面膜干后揭去面膜拭净涂抹舒缓柔

肤滋润霜（欧美思），一周一次。并让患者外带舒

敏保湿特护霜（薇诺娜，昆明贝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回去早晚洁面后涂抹。

予口服抗过敏药物氯雷他定片（开瑞坦，拜耳

医药有限公司），一日一次，一次一片（10mg）。

外涂氧化锌软膏（时珍康，陕西功达制药有限公

司）一天两次，涂于患处，及复方炉甘石洗剂（泉

州市皮肤病防治院自制药）2-3次／一日。嘱咐患

者避开过敏原，少食辛辣海鲜，注意防晒，少吹空

调和风扇，保持面部滋润度。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方法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各项指标，包括外观

（红肿）、自我症状（痒、发烫）、复发情况。

疗效评定方法[2]：皮疹面积评分标准：无皮损为0

分、<30%分区面积为1分、30%～60%分区面积为2

分、>60%分区面积为3分。按红斑、丘疹、鳞屑、

干燥、症状（瘙痒度、灼热感）及临床严重程度进

行4级评分：无皮损为0分、轻度为1分、中度为2

分、重度为3分。疗效指数=（治疗前总分值-治疗

后总分值）／治疗前总分值×100%。无效：疗效指

数<20%，好转：疗效指数20%～60%，显效：疗效

指数61%～90%，治愈：疗效指数>90%。总有效率=

（治愈+显效）／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外观、自我症状、复发情况的比较 

见 观 察 组 各 项 指 标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 P

＜0.05），见下表1。

2.2 两组治疗临床疗效的比较 

治疗2周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62.50%，对照组

总有效率为37.50%，经χ 2检验，两组总有效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183，P<0.05）；治

疗4周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71.87%，对照组总有效

率为43.75%，经χ 2检验，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305，P<0.05）；治疗8周

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1.2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53.13%，观察组总有效率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2.3  LED 黄光治疗前后对比图，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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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指标评分的比较（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 2周  治疗 4周 治疗 8周

观察组 32 18.43±2.41  9.45±1.72  5.78±1.59 2.39±1.16

对照组 32 17.85±2.33  11.07±2.43 9.78±2.14 7.63±2.37

P  0.715   0.000  0.000  0.000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 2周后 治疗 4周后 治疗 8周后

组别 n
痊
愈

显
效

好
转

无
效

有效率
痊
愈

显
效

好
转

无效 有效率
痊
愈

显
效

好
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32 7 13 8 4 62.5 11 12 7 71.87 15 11 6 0 81.25 81.25

对照组 32 4 8 14 6 37.5 5 9 13 43.75 10 7 11 4 53.13 53.13

消炎类，一时症状见轻，但过一段病情又会加重，

反反复复发作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很多患者会接受

采用一些外部的医疗美容及生活美容手段来减轻过

敏性皮炎的痛苦，加强药物治疗的疗效，减轻对药

物的依赖性。

LED黄光是一种冷光源，低剂量LED黄光照射对

皮肤的愈合有卓越的作用：可减少疼痛和炎症，增

强组织的修复，促进皮肤组织和神经再生，并防治

激光等术后对皮肤的损伤[5-8]；LED黄光治疗后24h

内即可检测到胶原酶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

基因的改变，降低皮肤组织中MMP-1水平，可迅速

且显著缓解急性皮肤日晒伤[4]，另外MMP-1的减少

又可促进胶原沉积增加，减轻皱纹达到皮肤年轻

化的作用[9]。波长为（590nm）的LED黄光连续照射

可以使皮肤细胞线粒体膜结构改变，使ADP转变成

ATP，分泌刺激因子，刺激成纤维细胞增值，增强

皮肤免疫功能。

0.9%氯化钠溶液是属于等渗的液体[10]，对于脸

部的外敷，一般能起到散热和收缩毛细血管的功

能。特别是对慢性炎症性的表现，如面部红肿、滲

出等，或是皮肤浅层的毛细血管扩张，有一定的改

善作用。配合黄光照射与防敏补水面膜[11]，在面部

过敏性皮炎外治中，有效的改善患者红肿，缺水，

血管扩张的症状，并达到止痒、镇静的作用，大大

缓解患者的不适，起到很好的疗效，且安全可靠。

冷喷主要是使红肿的面部得到降温、镇静的作

用，使毛细血管炎性反应得到收缩，循环血量相对

减少，改善微循环障碍。冷喷机[12]治疗将蒸馏水通

过发生器转化为汽态水以喷雾的形式作用于面部，

可以使毛孔自然打开，易于药物的渗透，补充水

分，软化角质层，使老化的角质脱落，提高新陈代

谢。

图 1  案例 1  LED 黄光治疗前后

图 2  案例 2    LED 黄光治疗前后

3  讨  论
 

面部过敏性皮炎是由过敏原引起的皮肤病，主

要是指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源而引起皮肤红肿、发

痒、风团、脱皮等皮肤病症。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

皮肤炎症反应。常见的主要有两类：接触性皮炎和

化妆品皮炎[3]。临床症状表现为皮肤瘙痒、红肿，

严重者可见水泡、脱皮等症状。随着生活习惯与饮

食习惯的改变，加上各种化妆品与护肤品的不当使

用，患上面部过敏性皮炎的人越来越多，而治疗方

法却常见传统的药物治疗，如激素类、抗组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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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柔防敏软膜粉的成分有芦荟[13]、保湿因子、

骨胶原[14]等，具有显著的安肤功效，改善皮肤的

抵抗能力，使皮肤重建保护膜，提高皮肤自然防御

能力。其中，芦荟中含有芦荟多糖、维生素和矿物

质可提供皮肤新陈代谢所需的养料，加速皮肤的新

陈代谢，且芦荟对人体皮肤具有很强的保湿性，亦

可加快皮肤的新陈代谢。而骨胶原对细胞的生长具

有趋化作用，引导上皮细胞移行至缺损区的能力，

促进结缔组织修复，促进皮肤新陈代谢，从而恢复

皮肤正常的生理功能，改善过敏症状。

舒敏保湿修复霜[15]含有成分为马齿苋提取物及

水溶性甘草提取物，其中马齿苋提取物具有抗菌、

消炎、抗过敏及增强免疫功能等作用：水溶性甘草

提取物具有抗炎作用。其他成分还有透明质酸和牛

油果树果油，具有深层保湿、补充水分、为角质层

补充一定的脂质，修复受损的皮脂膜，恢复皮肤的

屏障功能。

因此，LED黄光配合湿敷冷喷面膜及舒敏保湿

修复霜的日常护理，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能很好

的改善过敏性皮炎引起的各种症状，使红肿消退，

止痒镇静，补充皮肤角质层水分，重建皮肤屏障功

能，减轻过敏性皮炎产生的不适。由外部治疗过敏

性皮炎，配合抗过敏药物的使用能起到不错的疗

效。

本次观察结果显示，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205，P<0.05）。随访2

个月时，观察组复发率16.67%（4/24），对照组

复发率43.75%（7/16），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4.507，P<0.05）.两组患者耐受均良好，未

发生红肿、瘙痒等不良反应。LED黄光（590nm）可

作为面部过敏性皮炎急性及亚急性期安全可靠的外

治辅助手段。

综上所述，LED黄光治疗面部过敏性皮炎疗效

可靠安全，操作简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远期疗

效有待于大样本及进一步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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