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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注射美容·

Ｌ—ＰＲＰ面部注射美容治疗难治性
痤疮８例报告
张志波１张斌乾２郝翠玲３林建辉１张树１李剑清１
１．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云南普洱６６５００：

２．蒙自军分区医疗所，云南蒙自６６１１００；
３．云南省玉溪市第二人民医院，云南玉溪６５３１００
【摘要】

目的探讨Ｌ—ＰＲＰ面部注射美容治疗对难治性痤疮的疗效。方法观察我们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至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日行Ｌ—ＰＲＰ面部注射美容并难治性痤疮的所有患者８例，每次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３０天常规摄影评

价疗效。结果治疗后痊愈７例、显效ｌ例。随访至今１～２年无复发。随着注射次数及治疗时间的增加，痊愈的
病例数不断增加，疗效随时间推移逐渐突现。结论

Ｌ—ＰＲＰ面部注射治疗对痤疮形成的多个环节均可能有效。而且

来源于患者自体，较安全，少有副反应，治疗方便，患者依从性高，疗效好。可做为难治性痤疮的有效治疗手段。

【关键词】难治性痤疮：富白细胞和血小板血浆；注射美容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５月１日我们在行Ｌ—ＰＲＰ

注射１次有效２例、无效６例，注射２次后显效３

面部注射美容治疗的过程中发现，经过５次Ｌ—ＰＲＰ面

例、有效３例、无效２例，注射３次后痊愈３例、显

部注射后原有难治性痤疮的患者均获得了持久的改善，

效３例、有效２例。注射４次后６例痊愈２例显效，

随访至今无复发，现报道如下。

注射５次后痊愈７例、显效１例。治疗过程中及术后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临床资料
病例选自我们于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行Ｌ—ＰＲＰ

未再给以其他治疗痤疮的措施，所有患者均自觉面部
皮脂分泌较治疗前明显减少。随访至今１～２年无复发。
典型病例如附图卜３。

面部注射美容的患者，术前发现有痤疮，按《临床皮
肤病学》标准诊断…属难治性痤疮者均作为观察对象，
共８例。其中女６例，男２例。年龄１９～３５岁。
１．２治疗方法
治疗前常规检查无手术禁忌症，女性患者避开月经

３

讨

论

期。治疗当日用５０ｍ１注射器采静脉血４０Ⅲ１，采用两步

痤疮为常见的慢性炎症性损容性皮肤病，常常影响

离心法提取Ｌ—ＰＲＰ５ｍｌ。用３０Ｇ美容注射针将所提取的

外观，困扰患者的工作和生活。其主要发病机制主要

Ｌ—ＰＲＰ均匀注射于面部。我们的注射方法是每隔１．５ｃｍ

涉及皮脂腺分泌皮脂增加、痤疮丙酸杆菌增殖、皮脂

取一个点，每点注射Ｏ．１ｍ１。每隔３０天重复上述操作

腺导管角化过度、炎症反应及免疫应答等方面。难治

一次，共５次为一疗程。治疗前１月开始停止其他痤

性痤疮是指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常规药物治疗，

疮治疗措施。

改善或消退缓慢，或停药后很快复发的痤疮怛ｏ。目前

１．３疗效判断标准

主要治疗方法有（１）局部使用抗生素或维Ａ酸类药４勿；

每次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３０日常规摄影评价疗效。

（２）口服抗生素或维Ａ酸类药物；

（３）光疗；

皮损无

（４）

皮损消退＞９０％为痊愈：皮损消退６０％～８９％为显效：

果酸活肤治疗。因口服抗生素或维Ａ酸类药物可能出

皮损消退２０％～２９％为有效；皮损消退＜２０％视为无效。

现诸多副作用，如唇炎、皮肤脆性增加、干燥、皮疹、

１．４观察指标

掌跖脱皮、瘀斑、继发感染等，且不适用于孕妇，加

详细记录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注明开始及持
续时间、反应程度及转归等。
２

结

果

万方数据

之治疗周期长，患者依从性差，随着痤疮丙酸杆菌对
于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加，停止治疗后易复发。激光治
疗可能留有色沉，特别是肤色较深者更易留色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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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Ｌ—ＰＲＰ不仅具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还可

酸活肤疗效维持时间较短。
富血小板血浆（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ｒｉｃｈ ｐｌａｓｍａ，ＰＲＰ）是

能有抑制炎症反应、控制感染、导致局部皮肤及其附

经离心法从周围血中分离出的富含血小板血清，据提

属器的组织重构使皮脂腺分泌减少等作用。简单便捷

取方法差异，同时可能含高于常人浓度的白细胞、纤

的的治疗可能对痤疮形成的多个环节均可能有效，能

维蛋白原等。富白细胞和血小板血浆（１ｅｕｃｏｃｙｔｅ—ａｎｄ

取得较良好而持久的效果。而且来源于患者自体，较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ｒｉｃｈ

ｐｌａｓｍａ，Ｌ—ＰＲＰ），为ＰＲＰ不同提取方式

安全，少有副反应，治疗方便，患者依从性高。目前

的一种产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Ｈａｒｋｅ等旧１尝试分离

唯一的缺憾是治疗费用相对较高。治疗难治性痤疮时

提取了ＰＲＰ并成功用于心脏外科手术，随后的数十年

可考虑作为一种有效而持久的治疗手段之一，其机理

间ＰＲＰ被不断研究并广泛的用于骨外科、颅颌面外科、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烧伤整形科、妇产科及医疗美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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