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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修护敷料用于医学美容术后皮肤修复和
养护的随机、开放、平行对照临床试验
牟宽厚1，孙丽萍2，梁俊芳2，王莉1，张志灵1，刘玮1

［摘 要］ 目的 观察皮肤修护敷料用于面部皮肤激光术、光子术或其他美容术后皮肤的修复和养护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方法 2 家医院共纳入符合面部激光术、光子术或其他美容术诊断标准的受试者 120 例，采用

随机、开放、平行对照的方法将符合入选、排除标准的患者依据就诊的先后顺序对应随机编号顺序入

组，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病例按照 1 颐 1入选，试验组使用皮肤修护敷料，对照组使用薇诺娜

( 透明质酸修护贴敷料) 外敷治疗。术后第一周 1 次 /d，25min /次，连续使用一周，第二周开始隔天使用

一次，两周为一疗程。分别于术后即刻、术后 7d、14d 及 28d 对受试者的皮肤状况进行观察及记录，客

观评价其疗效。结果 ①使用 28d 后临床疗效评分前后变化值试验组非劣效于对照组。使用 28d 后

评分值: 试验组( 0. 32 依 0. 91) 、对照组( 0. 38 依 0. 76) ; 基线期 原 使用后 28d 评分值: 试验组( 19. 02 依
1. 67) ，对照组( 18. 13 依 1. 40) ，两组经协方差分析比较，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141 6) 。②使

用 28d 后受试者自觉症状评分前后变化值试验组非劣效于对照组。使用 28 天后评分值: 试验组( 0. 17
依 0. 49) 、对照组( 0. 22 依 045) ; 基线期 原 使用后 28 天评分值: 试验组( 8. 87 依 0. 87 ) 、对照组( 8. 55 依
1. 06) ，两组经协方差分析比较，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295 2) 。③试验组、对照组均未发生

不良反应。结论 皮肤修护敷料可以用于面部激光、光子嫩肤、微晶磨削、果酸护肤等术后的皮肤创

伤，以及敏感性皮肤、激素依赖性皮炎等屏障受损皮肤的保护与护理，无不良反应，使用安全有效，可以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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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Label，Randomized，and Parallel Study to Assess the Repairing and Protective effects of Skin Repair Dress-
ing after Cosmetic Surgeries
MOU Kuan-hou1，SUN Li-ping2，LIANG Jun-fang2，WANG Li1，ZHANG Zhi-ling1，LIU Wei1

( 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2.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cine，Xianyang 712000，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Wei，E-mail: 869548716@ qq. 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kin Repair Dressing( SRD) in repairing and protecting fa-

cial skin after laser，photon or other cosmetic surgerie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subjects who
met the criteria for laser，photon or other cosmetic surgeries from two hospitals were alternatively assigned to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e clinical visit. A number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are
selected with the rate of 1颐 1. The test group use Skin Repair Dressing，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pply the Wi-
nona ( hyaluronic repair paste dressing) topical treatment. Both treatments are performed once a day lasting
for 25 minutes in the first week after surgery，and once every other day in the second week. One course of
treatment is two weeks援 The subjects' skin condition a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immediately，7 days，14 days
and 28 days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 efficacy of the Skin Repair Dressing is evaluated objective-
ly. Results ① The clinical efficacy rates of non-inferiority for 28-day users is almost similar for both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score of 28-day users: the test group ( 0. 32 依 0. 91) ，the control group ( 0. 38
依 0. 76) ; Baseline-the score of 28-day after users: the test group ( 19. 02 依 1. 67 )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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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临床症状及评分观察指征表

Tab援 1 Clinical symptoms and score observed indications

症状 /体征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紧绷感 无 有点紧绷 显著紧绷，可观察到水肿反应 紧绷到很难受，显著水肿

瘙痒 无 偶痒 持续瘙痒，可以忍受 持续瘙痒，难以忍受

发红 无 局部略微发红
发红面积接近治疗

区 50%
发红面积超过治疗

区 50%

脱屑 无 少量附着细小鳞屑 鳞屑达扁豆大小 鳞屑明显，覆盖大部分治疗区域

灼热感 无 轻度灼热感 明显灼热，但可以忍受 显著灼热或疼痛，难以忍受

( 18. 13 依 1. 40) . By analysis of covariance comparison，two groups have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 difference
( P = 0. 141 6) .② The symptom score values for 28-day us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subject of is al-
most similar for both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score of 28-day users: the test group ( 0. 17 依
0. 49) ，the control group ( 0. 22 依 045) ; Baseline -the score of 28day after users: the test group ( 8. 87 依
0. 87) ，the control group ( 8. 55 依 1. 06) . By analysis of covariance comparison，two groups have no statis-
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295 2) .③ Tes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do not occur adverse reac-
tions. Conclusion The Skin Repair Dressing can be used in facial skin repairment and protection resulted
by laser，photo rejuvenation，microdermabrasion，acid skin care and other skin wounds after surgery，as well
as sensitive skin，hormone-dependent dermatitis，and other barrier damaged skin. Because of no adverse re-
actions，safe and effective，it can be widely promoted.

［Key words］ Laser; Photon; Skin cosmetic surgery; Skin repair dressing

由于激光在美容整形及皮肤治疗上

具有显著的效果，激光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激光照射尤其是强脉冲激光照射一

般会去除受试者的表皮层，同时会对真

皮层加热，治疗血管性雀斑等，也会刺激

真皮组织胶原合成，治疗后皮肤更加光

滑紧致。但也有报道，激光的热效应、光
化学效应可导致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角
质层、皮肤“砖墙结构”等损伤，从而影响

皮肤的屏障功能［1］。临床主要表现为激

光术后创面出现红斑、水肿、灼热等急性

炎症反应［2］。创面愈合是一个多种细胞

及细胞因子协同对细胞外基质进行重建

的过程。在组织生成、创伤愈合时局部

会产生大量透明质酸，这也是基质开始

合成的标志［3］。因此，目前，针对激光术

后皮肤并发症的治疗或缓解，临床建议

在术后 1 ～ 2d 内进行冰敷以降低红肿及

灼烧感，并遵医嘱使用能够促进皮肤愈

合的化妆品( 无刺激性) 。有报道，透明

质酸钠具有保湿、滋润、提高创面愈合再

生、减少瘢痕的作用［4-5］。本研究通过随

机、开放、平行对照临床试验，观察了皮

肤修护敷料［陕西佰傲再生医学有限公

司，陕械注准 20142640032］用于面部皮

肤激光术、光子术或其他美容术后皮肤

的修复和养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现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2015 年 7 月 原 2015 年

10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共 2 家医

院收集 120 例病例，分为试验组 60 例，

对照组 60 例。患者年龄 18 ～ 54 岁，平

均( 36. 17 依 11. 00 ) 岁; 其中男 10 例，女

110 例。本研究通过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①知情同意，自愿签署或

由法定代理人签署知情同意书者，并能

够配合临床随访者;②18 ～ 55 周岁，男性

或女性;③符合面部激光术、光子术或其

他美容术的诊断标准。

排除标准: ①最近 6 个月内参加过

其他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者; ②最

近 1 个月内皮肤暴晒过的患者; ③有严

重心、肝、肺、肾、神经系统等疾病的患

者;④精神异常无行为自主能力者;⑤过

敏体质或以往有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

⑥有感染性疾病患者; ⑦对透明质酸类

及无纺布类制品有过敏史的患者; ⑧重

复入组者; ⑨不符合皮肤激光术或光子

术的治疗条件者; ⑩皮肤发生癌变或皮

肤有溃烂、炎症的患者; 瑏瑡光敏感者，及

近期服用光敏感药物者; 瑏瑢研究者判断

不能参与试验的患者。
1. 2 方法

1. 2. 1 使用方法 按入选试验标准确

定入选对象，签订知情同意书后，研究医

生将合适患者依据就诊先后顺序对应随

机编号顺序入组，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

照组，试验组与对照组病例按 1 颐 1入选，

试验组采用皮肤修护敷料，术后第一周，

1 次 /d，25min /次，连续使用 1 周，第二周

开始每隔一天使用一次，25min /次，两周

为一疗程，分别在术后使用敷料前，第一

次使用敷料后，7，14，28d 观察临床情况，

以及是否有皮肤过敏等不良反应。患者

须在术后即刻及每一次使用完敷料后进

行观察指标评分，并填写患者日记卡。
对照组患者采用“薇诺娜”( 透明质酸修

护贴敷料) ，方法同试验组。在 4 周随访

结束后汇总所有临床情况进行临床

评价。
1. 2. 2 临床评价标准 由于临床中尚

无皮肤修护敷料用于激光美容术后的临

床疗效评价标准，经过与各家中心研究

者多次沟通及讨论，最终确定采用研究

者疗效评分与患者自觉症状评分相结

合。临床疗效评分 = 研究者疗效评分 +
患者自觉症状评分。其中: 研究者疗效

评分: 水肿、瘙痒、红斑、丘疹、渗出、结
痂、抓痕、皲裂、色素沉着( 静态) 、色素沉

着( 动态) 、脱屑等情况由研究者进行评

估。患者自觉症状评分: 对灼烧感、紧绷

感、瘙痒、发红、脱屑等症状由患者根据

患者观察指标进行评分，并填写患者日

记卡。评价内容见观察指征表 1。临床

治疗与观察由同一位医生实施，以保证

对疗效评价的一致性。
1.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AS 9. 1. 3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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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评分在不同随访点的比较

Tab. 2 Comparison at different follow-up points of clinical efficacy score between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Group Baseline period After the first use After 7 days After 14 days After 28 days

Test 19. 33 依 1. 71 11. 02 依 2. 40 5. 40 依 2. 89 2. 30 依 2. 91 0. 32 依 0. 91

Control 18. 52 依 1. 59 10. 33 依 2. 63 4. 47 依 2. 34 2. 38 依 3. 05 0. 38 依 0. 76

P 0. 007 8 0. 139 4 0. 054 5 0. 878 6 0. 664 4

表 3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自觉症状评分在不同随访点的比较

Tab. 3 Comparison at different follow-up points of conscious symptom score between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Group Baseline period After the first use After 7 days After 14 days After 28 days

Test 9. 03 依 0. 88 4. 65 依 1. 38 2. 52 依 1. 48 0. 88 依 1. 26 0. 17 依 0. 49

Control 8. 77 依 1. 14 4. 25 依 1. 46 2. 08 依 1. 14 0. 88 依 1. 24 0. 22 依 0. 45

P 0. 154 8 0. 124 7 0. 074 9 1. 000 0 0. 564 6

表 4 治疗前治疗后 28 天变化值

Tab. 4 Variation of 28 days after treatment and before treatment

Item
Clinical efficacy score Conscious symptom score

F P F P

Group 2. 19 0. 141 6 1. 11 0. 295 2

Baseline 319. 41 约 0. 000 1 332. 61 约 0. 000 1

Centre 0. 49 0. 4869 0. 23 0. 6328

Corrected mean of test group( 95% CI) 18. 69( 18. 49，18. 90) 8. 76( 8. 64，8. 87)

Corrected mean of control group( 95% CI) 18. 47( 18. 27，18. 68) 8. 67( 8. 55，8. 79)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95% CI) 0. 22( 原 0. 07，0. 51) 0. 09( 原 0. 08，0. 25)

注: 均数采用按模型调整的最小二乘估计，均数之差的 95% CI 用 DUNNETT 校正后

计算援

件，统计分析采用双侧检验，P 约 0. 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临床疗效评分治

疗前后变化值的组间比较采用协方差分

析模型，模型中以该指标基线值为协变

量，中心效应作为固定效应项，采用最小

二乘估计分别计算各组变化值的修正均

数及其双侧 95% CI，并计算试验组与对

照组两组间修正均数差值的 Tukey 法校

正的双侧 95% CI，用以比较试验组与对

照组的统计学差异。若两组差值的 95%
CI 下限大于非劣效界值 原 15 分，则表明

非劣效成立，即试验组非劣于对照组。

同时拟合一个包含中心与分组交互作用

项的协方差分析模型来检验中心间的一

致性，在 α = 0. 10 的水平上考察协方差

分析模型的适用性。患者自觉症状评分

分析方法同上。
2 结果

2. 1 研究人群概述 本研究共入组 120

例( 试验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 ，其中

完成试验 119 例( 试验组: 60 例、对照组:

59 例) ，脱落 1 例( 试验组: 0 例、对照组:

1 例) ，脱落率为 0. 83% ( 试验组: 0. 00、

对照组: 1. 67% ) ; 符合方案的病例有 119

例( 试验组: 60 例、对照组: 59 例) ，占入

组病例的 99. 17% ( 试验组: 100. 0%、对
照组: 98. 33% ) ，有 1 例不符合方案，占

入组病例的 0. 83% ; 人口学特征、病史、

手术情况、基线期自觉症状评分经统计

学处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 2 临床疗效评分前后变化值 见表

2。使用后 28d 比较临床疗效评分变化，

经协方差分析，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 = 0. 141 6 ) ，中心间组间差别趋势

一致( P = 0. 414 5 ) ; 试验组与对照组间

校正的差数均数( 95% CI) 结果为 0. 22
( 原 0. 07，0. 51)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试验组临床疗效评分变化值的校正

均数( 95% CI ) : 结果为 18. 69 ( 18. 49，
18. 90)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

临床疗效评分变化值的校正均数( 95%
CI) : 结果为 18. 47 ( 18. 27，18. 68 )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数采用按模型调整

的最小二乘估计，均数之差的 95% CI 用
DUNNETT 校正后计算，可见使用后 28d

临床疗效评分变化值试验组非劣于对照

组( 非劣下限 原 15) 。说明试验组及对照

组使用前后患者的皮肤情况有明显改

善，但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3 自觉症状评分前后变化值 见表 3
～ 4。使用后 28d 比较患者自觉症状评

分变化，经协方差分析，分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P = 0. 295 2 ) ，中心间组间差

异趋势一致( P = 0. 772 6 ) ; 试验组与对

照组间校正的差数均数( 95% CI) 结果为

0. 09( 原 0. 08，0. 25)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试验组患者自觉症状评分变化

值的校正均数( 95% CI ) : 结果为 8. 76
( 8. 64，8. 87)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

照组患者自觉症状评分变化值的校正均

数( 95% CI) : 结果为 8. 67 ( 8. 55，8. 79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数采用按模型

调整的最小二乘估计，均数之差的 95%
CI 用 DUNNETT 校正后计算，说明试验

组及对照组使用前后患者的自觉症状均

有明显改善，且两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2. 4 安全性评价 试验组及对照组均

未发生不良反应。
3 讨论

透明质酸( haluronic acid，HA) 是由

葡糖醛酸和乙酰氨基葡萄糖组成的大分

子链状多糖( 分子量 跃 106kDa) 。普遍存

在于动物的细胞外基质中，在真皮和表

皮的含量尤其高［4］。皮肤中的透明质酸

具有保水作用、组成胞外基质、维持细胞

外的空间、清除自由基作用; 在医学护肤

品中均有局部保湿作用、营养作用、皮肤

损伤的修复和预防作用、润滑性和成膜

作用、增稠性作用［6-7］。外源性高浓度、

高分子量的透明质酸具有抗炎、调控胶

原合成、促进创伤愈合等作用［4］。透明

质酸( HA) 在保湿的同时，还能改善皮

肤生长条件，为真皮胶原蛋白和弹性纤

维的合成提供优越的外部环境，加强营

养物质的供给［8］。研究显示，透明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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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源性供体可以在短时间内促进损伤

组织的修复。进一步应用后，随着时间

的延长，复上皮化的速度维持在最高水

平［9］。有研究显示透明质酸的理论保水

值高达 500ml /g 以上，它作用于皮肤表

面，大分子透明质酸可在皮肤表面形成

一层透气的薄膜，使皮肤光滑湿润，并可

阻隔外来细菌、灰尘的侵入，保护皮肤免

受侵害，改善皮肤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

皮肤营养吸收作用。国内外近来的实验

和临床使用已证实能营造相对密闭湿润

环境的新型活性敷料能保持皮肤水分并

使伤口愈合速度较暴露的干燥环境的创

面快 50%，使表皮再生速度提高 40%，

经常保持皮肤的润湿有利于皮肤的新陈

代谢及再生。宋璞等［10］采用受试者自

身观察的方法，给予 30 例激光术后患者

使用薇诺娜产品，于首诊日及第 7、15、30
日用无创性皮肤检测仪检测皮肤水分、
油脂含量及皮肤弹性，结果显示 30 例患

者激光术后使用面膜前后皮肤含水量、
皮肤弹性指标显著升高，油脂含量基本

持平。李咏等［11］对 66 例面部色素性疾

病患者使用 Q 开关脉冲激光术进行治

疗，并分别给予透明质酸修护贴敷料、活
泉水面膜及蒸馏水面膜进行术后护理，

结果显示透明质酸修护贴敷料和活泉水

面膜改善激光术后皮肤红斑、水肿、灼热

等症状优于蒸馏水面膜。
皮肤修护敷料采用药用级复配透明

质酸，产品中包含三种分子量的透明质

酸，分别为高分子 HA、低分子 HA 及寡

聚 HA。其中高分子量的透明质酸( 分子

量 1 300 ～ 1 600kDa) 可起到皮肤屏障修

复的作用，在肌肤表面形成弹性透明水

化膜，能够锁住皮肤内的水分，保持角质

层水分恒定，并可阻隔外来细菌、灰尘，

保护皮肤免受侵害，有利于皮肤的自我

修复; 并且，在对外科手术切口或在创面

愈合早期外用透明质酸能抑制成纤维细

胞的分化、抑制炎症反应、抑制毛细血管

增生。低分子 HA( 分子量 200 ～ 400kD)

能够促进创伤愈合，促进血管内皮细胞

生长，并使内皮细胞向创伤区迁移; 研究

表明其对巨噬细胞等免疫活性细胞有强

力活化的作用，即通过影响免疫细胞、细
胞因子的活性来发挥其免疫调节的作

用。寡聚 HA( 分子量 约 10kD) 又叫做超

低分子透明质酸，能渗入真皮，具有轻微

扩张毛细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改善中间

代谢、促进皮肤营养吸收作用，具有较强

的消皱功能，可增加皮肤弹性，延缓皮肤

衰老。在皮肤表面能够和皮肤细胞结

合，不易于清洗掉，对皮肤形成很强的保

湿支撑和保护作用。本临床观察表明:

皮肤修护敷料用于面部激光、光子嫩肤、
微晶磨削等术后的皮肤创伤，以及敏感

性皮肤、激素依赖性皮炎等屏障受损皮

肤的保护与护理，提高面部皮肤激光术、
光子术或其他美容术后创面的湿润度、
光滑度及保水度。临床使用安全有效，

可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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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304 页) 是否化疗对淋巴瘤样接触性皮炎有效，抑

或肺癌的进展对 CTPL 有影响暂时不得而知。本例提示我们:

若见到外用某些植物或其产品而引起接触部位特征性皮损; 伴

有明显瘙痒; 组织病理示浸润的淋巴细胞无明显异形性; 免疫

组化呈以 T 细胞为主的混合淋巴细胞浸润，所检 T 细胞表面标

志不丢失; 基因重排阴性; 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效果不佳，但可

随着肺癌肿块消退而好转，应警惕假性淋巴瘤的可能性，在病

变部位取活检有利于早期诊断。而在肺癌病人病程中，若出现

类似本例的皮损应考虑 CTPL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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