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

第３０卷第２期
２００９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ＮＧＪＩ

Ｖ０１．３０ Ｎｏ．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ｐｒ．，２００９

·临床研究·

强脉冲光祛除腋毛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丽莎，袁定芬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皮肤科，上海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目的评价强脉冲光祛除腋毛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飞顿一号复合彩光仪对２５例女性患者的双侧腋
部进行脱毛治疗。治疗波长６５０～９５０ ｎｍ。能量密度１３—１７ Ｊ／ｃｍ２，脉冲宽度３０一５０ ｍｓ，疗程为２—５次，治疗间隔
为８—９周，末次治疗结束后６个月评价患者的脱毛率。结果２次治疗后的脱毛率为（２１．８３±５．５２）％，３次治疗
后的脱毛率为（５６．４７±１５．２９）％，４次治疗后的脱毛率为（７３．９０±７．７３）％，５次治疗后的脱毛率为（８９．７７±
３．６２）％。不同治疗次数间脱毛率的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所有患者治疗局部皮肤即刻出现潮红伴不同程度
的灼热和疼痛，可自行消退。无ｌ例出现水疱、瘢痕、色素沉着和色素减退。结论强脉冲光祛除腋毛安全有效，并
且治疗效果与治疗次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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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莎等：强脉冲光祛除腋毛的Ｉ临床疗效观察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日益提高，大量体毛浓密
者要求得到治疗。传统的脱毛方法有刮除、药脱、蜡
脱等，但疗效均不理想。近年来，强脉冲光以其疗效

２结
２．１

果
治疗结果

２５例患者中，接受２次治疗的４例，３次治疗的

确切、不良反应少、操作简便已受到广泛认可。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皮肤科自２００７年７月

１０例，４次治疗的８例，５次治疗的３例。末次治疗

至２００８年５月运用“飞顿一号”复合彩光仪（以色

后６个月对患者进行随访发现，２次治疗后的脱毛

列飞顿激光公司），对２５名女性进行腋部脱毛效果

率为（２１．８３±５．５２）％，３次治疗后的脱毛率为

良好，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５６．４７±１５．２９）％，４次治疗后的脱毛率为（７３．９０
±７．７３）％，５次治疗后的脱毛率为（８９．７７±

１资料与方法

３．６２）％。经ｔ检验，不同治疗次数脱毛率的差异有
显著性（Ｐ＜０．０１）。

一般资料

１．１

本组２５例均为未接受过激彤强脉冲光脱毛治

不良反应

２．２

疗的女性，年龄１８—４３岁，平均（２９．０１±８．２６）岁。

所有患者治疗局部皮肤即刻均出现潮红伴不同

排除标准：妊娠及哺乳期妇女、治疗前１个月内接受

程度的灼热和疼痛。对于疼痛明显者给予局部冷

过其他脱毛治疗（药脱、蜡脱、电针脱毛等）、瘢痕体

敷，痛感一般在３ ｈ内可消退，皮肤潮红多在ｌ ｄ内

质、治疗部位活动性感染、光敏性皮肤病、多囊卵巢

着和色素减退等不良反应。

综合征以及肿瘤患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３讨

仪器

治疗采用飞顿一号复合彩光仪（以

色列飞顿激光公司），治疗波长６５０—９５０ ｌｉｒａ，能量
密度５—２０ Ｊ／ｃｍ２，脉冲宽度３０一５０ ｍｓ，光斑面积
１６ ｍｍ ｘ４０ ｍｌｎ。
１．２．２

消退。所有患者治疗后均未出现水疱、瘢痕、色素沉

治疗方法治疗前刮除腋毛，使毛干外露于

皮肤的长度不超过１ ｌｌｌｉｎ。在治疗区常规消毒后外涂
冷凝胶，术者配戴防护镜，受术者戴防护眼罩。治疗
时将治疗头垂直对准治疗部位进行逐区照射，具体的
治疗参数根据每位患者的皮肤类型以及毛发情况进
行选择，以毛根变为焦黄、皮肤轻微红肿为宜。本组
使用的能量密度为１３～１７ Ｊ／ｅｒａ２，脉冲宽度３０—５０

论

强脉冲光是通过选择性光热作用破坏毛囊来达
到永久脱毛的目的，即毛囊中的黑色素吸收光能并
将其转化为热能，通过“热爆破效应”导致毛囊产生
不可逆的损伤，而毛囊周围组织仅产生轻微的可逆
性损伤…。毛发的生长周期分为３个阶段：生长期、
退行期和静止期，生长期的毛发因其黑色素含量最
高，从而对强脉冲光最为敏感忙］。由于腋毛的静止
期为３个月，我们采用８—９周作为治疗间隔有利于
处于退行期、静止期的毛发转入生长期，从而提高治
疗效率¨叫Ｊ。
相关研究表明，在激光脱毛疗程结束后的６个

Ｉｌｌｓ。治疗后一般无须特殊处理，对于局部皮肤灼热

月内毛发密度可持续明显增加，而６个月后毛发密

以及充血明显者可以冷敷治疗部位３０

度不再明显增加¨。６Ｊ。本研究在末次治疗结束后６

ｍｉｎ。

疗效评定

１．３

个月通过计算脱毛率进行疗效评定，并发现治疗

末次治疗结束后６个月，通过比较治疗前后终

４—５次后７０％以上的腋毛可以被祛除，而治疗３次

毛密度（根／ｃｍ２）计算脱毛率进行疗效评定。脱毛

后的平均脱毛率为５６．４７％，治疗２次后的平均脱

率＝（治疗前终毛密度一治疗后终毛密度）／治疗前

毛率仅为２１．８３％。因此，我们认为腋部脱毛以４—

终毛密度Ｘ

５次为宜，这主要是由于腋下部位生长期的毛发所

１００％。

统计学方法

１．４

使用ＳＰＳＳｌ０．０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ｔ
检验，均数间两两比较使用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ｅｗｍａｎ．Ｋｅｕｌｓ
检验。

占的比例较小（仅占３０％），只有通过增加治疗次数
才能达到较好的疗效＂１。
强脉冲光祛除腋毛可以达到较长期的治疗效
果，其不良反应少，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脱毛方法。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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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Ｉ型和Ⅲ型前胶原ｍＲＮＡ表达水平的影响［Ｊ］．
临床皮肤科杂志，２００６，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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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测序研究胃癌易感性相关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
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关系
王韶英１，叶荣菊２，吴彩云３，万

源３，陈锡美１，郜恒骏１

（１．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消化内科，上海２０００６５；２．上海市静安区老年医院内科，上海２０００４０：
３．生物芯片上海国家７－程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００）

【摘要】目的研究多种胃癌易感性相关细胞因子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ｉｎｇｌｅ
在慢性萎缩性胃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ｔｒｏｐｈｙ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

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ＣＡＧ）患者中的分布特征及两者的相关性。方法根据文献最新报道，

选择胃癌易感性相关基因ＳＮＰ位点：ＩＬｌ－ｌＢ一３１ｌ／一５ｌｌ、ＩＦＮ—Ｙ＋８７４、ＩＬ一８—２５１、ＩＬ一１０—１０８２／一８１９／一５９２、
ＴＮＦ—ａ一３０８／一８５７、ＭＩＦ－１７３等６个基因上１０个ＳＮＰ位点。采用ＰＣＲ扩增基因组ＤＮＡ，直接测序法对３０例
ＣＡＧ及３０例健康对照的各ＳＮＰ进行分析。结果Ⅲ一１０—５９２位点三种基因型在ｃＡＧ和健康对照组间的分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６．８３，Ｐ＝０．０３；其余９个ＳＮＰ基因型、所有等位基因型在ＣＡＧ和健康对照组间的分布差别均
无统计学意义。结论ＣＡＧ患者中携有多个胃癌易感性相关细胞因子基因ＳＮＰ，但除几一１０—５９２ｃｃ基因型可能
与ＣＡＧ相关，其余ＳＮＰ与ＣＡＧ未见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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