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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瘢痕性脱发的研究进展 
章星琪 

[摘 要] 

[关键词] 

原发性瘢痕性脱发是一组以毛囊为中心受到永久性和炎症性破坏为特征的脱发性疾病，病 因不明。按 

病理特点分为淋巴细胞性(如盘状红斑狼疮脱发和毛囊扁平苔藓)、中性粒细胞性(如脱发性毛囊炎和 

分割性蜂窝织炎／毛囊炎)、混合性(如瘢痕疙瘩性毛囊炎／痤疮)和非特异性 4类。本病有不可复性， 

如不能及时而有效的接受治疗，进展到瘢痕晚期会导致永久脱发。治疗可阻止病变发展 ，但不能彻底 

根治．故本病易反复发作。本文对原发性瘢痕性脱发的诊断、治疗和发病机制等进展进行综述。 

脱发，原发性，瘢痕性，永久性，黏蛋白性；盘状红斑狼疮，慢性；扁平苔藓，毛囊；斑秃，假性；脱发性毛囊 

炎；蜂窝织炎，毛囊炎，分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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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s on Clinical M anagement of Primary Cicatricial Alopecia 

ZHANG Xing—qi 

(Dermatology Department，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 10080，China) 

[Abstract] Primary cicatricial alopecia(PCA)include a grouP of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permanent destruction of 

the hair follicle and irreversible hair loss caused by inflammatory infihration，with unknown etiology．The 

commonly used classification of PC A is based on pathology findings and divided it into lymphocytic such as 

discoid lupus and lichen planopalaris，neutrophilic such as folliculitis decalvans，mixed such as folliculitis 

(acne)keloidalis and nonspecific．Because of its irreversibility，once diagnosed，effective management 

should be installed to prevent scarring stage．However，treatment is only to arrest the progress of the disease， 

but not to eradicate the disorder，because of the largely unknown cause and pathogenesis．Details of classifi— 

cation，diagnosis，options for management and etiology of PCA are now foeuS in international hair research 

field and it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review． 

[Key words] Cicatricial alopecia；Permanent alopecia；Chronic cutaneous discoid lupus erythematosus；Follicular li— 

ehen planopilaris；Folliculitis decalvans；pseudopelade of Brocq；Dissecting cellulitis／folliculitis；Acne 

kelnida】jS n1lchae 

原发性瘢痕性脱发 (primary cicatri— 

cial／searring alopecia，PCA／PSA)是 以毛 

囊皮脂腺为中心发生的永久性和炎症性 

破坏的一类疾病，其标志性改变为毛囊 

开口消失。组织病理可见毛囊和皮脂腺 

受损，并逐渐被纤维组织替代，毛发脱落 

后不能重新生长，但并不一定有肉眼所 

见的瘢痕，故此处‘瘢痕性’等同于‘永久 

性’。继发性瘢痕性脱发是继发于药物、 

化学、放射性损伤或头皮局部疾病的脱 

发⋯。迄今为止，国内一直沿用“非瘢痕 

性脱发”和“瘢痕性秃发”的名称，但瘢痕 

性秃发若治疗及时，毛囊可有一定程度 

恢复 ，而非瘢痕性脱发晚期亦可发生毛 

囊数减少，即脱发和秃发的界线并不绝 

对，英文统通为“alopecia”，本文称之为 

“瘢痕性脱发”。本病常给患者造成精神 

心理障碍，以青年患者为著 ，严重者会 

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原发性瘢 

痕性脱发常采用北美毛发研究学会 2001 

年的分类法 ，主要分为淋巴细胞性、中 

性粒细胞性、混合性和非特异性 4类。 

该分类法虽存在争议，但有利于指导临 

床治疗。本文对该组疾病的诊断、治疗 

和发病机制等进展进行综述。 

1 临床表现 

国外报道原发性瘢痕性脱发 占脱发 

疾病的7．3％，男：女为2．6：l【 ，且以毛 

囊性扁平苔藓最常见，约占40％。国内 

未见类似报道。本院脱发专科近4年共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广州 广东 510080 

诊治原发性瘢痕性脱发 53例，其中盘状 

红斑狼 疮 (discoid 1upus erythematosus， 

DLE)8例，脱发性毛囊炎 J、毛囊扁平苔 

藓、经典型假性斑秃 、黏蛋白性脱发、 

分割性蜂窝织炎／毛囊炎等分别为 2l 

例、2例、12例、2例和8例。 

1．1 慢性皮肤型红斑狼疮(chronic cuta． 

neous lupus erythematosus，CCLE) DLE 

是CCLE中造成瘢痕性脱发的一个临床 

亚型，常发生于成年人，多见于女性， 

30％ ～40％的 CCLE患者可累及头皮和 

出现瘢痕性脱发(图 1a)。临床表现为 

斑状或盘状损害，界清，表面附有黏着性 

鳞屑，其下有毛细血管和毛囊口扩张及 

毛囊角栓。晚期皮损中央萎缩，伴色素 

减退和外周色素沉着，毛干和毛囊开口 

消失。20％患者 ANA阳性，5％ 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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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CLE患者可进展为系统性红斑性狼 

疮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 
[7] 

0 

1．1．1 皮肤镜下特征 进展期可见毛 

囊周围角化、毛囊角栓、鳞屑和血管扩张 

征，如分支征、发夹征和毛囊性红点征 

等；晚期见毛干消失和毛囊开口减少等 

(图 1d) 。 

1．1．2 组织病理改变 表皮棘层萎缩， 

灶性基底细胞空泡变及液化变性，界面 

皮炎；毛囊口扩大，角栓形成。早期：真 

皮上部纤维蛋白变性，血管及毛囊的漏 

斗和峡 部周围灶性淋 巴细胞浸润 (图 

lg)；皮脂腺萎缩或消失，浅层毛囊周围 

出现同心圆板层状纤维化。晚期：毛囊 

上皮消失，以纤维化条索填充。PAS染 

色示基底膜增厚，弹力纤维染色示整个 

真皮网状层弥漫性弹力纤维破坏，而胶 

原纤维增生。间接免疫荧光 (DIF)检查 

示真皮和表皮交界处、真皮与毛囊上皮 

交界处有线状或颗粒状 IgG和 C 沉积， 

亦可有 IgM，IgA和 C1q沉积。 

1．2 毛囊性扁平苔藓 (1ichen plano— 

pilaris，LPP) 包括经典型及其他变型 

一 播散性，即Graham—Little综合症、类型 

性如前额纤维化脱发(frontal fibrosing al— 

opecia，FFA)。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女 

：男为 4：1，自种人发病率高于有色人 

种，多发于中老年人群。本病为慢性病 

程，经治疗后毛囊的再生情况常不理想， 

并易复发。典型的初期临床表现为头部 

多角形毛囊性角化性丘疹，伴毛囊周围 

红斑和鳞屑，活动性皮疹往往位于周边 

正常毛发区，其后融合成斑片，并导致发 

生瘢痕性脱发(图 1b)。部分患者四肢 

皮肤出现角化性毛囊性丘疹，可伴有瘙 

痒。Graham-Little综合症又称萎缩性毛 

周角化综合征，临床表现包括头皮瘢痕 

性脱发、阴毛腋 毛非瘢痕性脱毛以及脱 

发区眉毛、腋毛及阴毛处红斑性毛囊角 

化。前额纤维化脱发为 LPP的一种亚 

型，近年来前额纤维化脱发有急剧增多 

的趋势，常发生于40岁以上和绝经期后 

的女性，临床表现为前额和双颞侧对称 

性、渐进性及带状脱发，脱发区皮肤萎缩 

泛白，脱发区边缘见炎症性丘疹和毛囊 

性丘疹或毛囊周围红斑，可伴有眉毛和 

腋毛永久性脱落。 

1．2．1 皮肤镜下特征 LPP皮损镜下 

见银白色毛囊周鳞屑，毛囊角栓，毛囊间 

蓝紫色斑片，可能提示色素失禁(图 

1e) “ 。晚期 出现 白点征，毛囊开 口减 

少或消失。 

1．2．2 组织病理改变 表皮角化过度， 

基底细胞液化变性。早期 ：界面炎症并 

色素失禁明显，真皮上部淋巴细胞带状 

浸润，乳头层可见胶样小体及嗜黑素细 

胞，毛囊上部尤其是漏斗部周围有密集 

带状淋巴细胞浸润，皮脂腺萎缩或消失 

(图 1h)。进展期 ：毛囊结构破坏，出现 

毛于裸露引起 的异物肉芽肿。晚期：毛 

囊局部纤维化 ，表现为纵向的长条状纤 

维条索。与DI E不同，PAS染色并无基 

底膜增厚，弹力纤维破坏仅发生于浅表 

楔形疤痕处。DIF结果阴性或仅有球状 

IgM沉积在毛囊漏斗和峡部。 

1．3 经典型假性斑秃(classic pseudopel— 

ade of Brocq，PB) 好发于中青年 白人 

女性，于1888年由Brocq命名并描述，根 

据其形 态分为 3型，即小斑片、大斑片 

(图1C)及大小斑片混合型⋯ 。临床表 

现为散在或非对称性分布的圆形或椭圆 

形、肉色、白色或象牙色光滑的脱发斑， 

多见于顶枕部，毛囊开口消失。数个脱 

发斑距离较 近，被描述为“雪地里 的脚 

印”[1 。病程多进展缓慢 ，亦见有急 

剧进展者。有研究认为它是各种瘢痕性 

脱发晚期的共同临床表现，但本课题组 

前期的研究发现患者出现皮损时并无前 

驱疾病的临床过程，认为是一种独立疾 

病 。 

1．3．1 皮肤镜下特征 特异性较少 ，皮 

损处毛囊开 口消失，周边可有孤立的毛 

干存在(图1f)。 

1．3．2 组织病理改变 无特异性。早 

期：漏斗部和中部毛囊周围轻至中度淋 

巴细胞浸润 ，皮脂腺减少甚 至消失 (图 

1i)。中期：漏斗部上皮萎缩，邻近毛囊 

融合，毛囊周围绕以“洋葱皮样”纤维化。 

晚期：毛囊皮脂腺单位被含弹性纤维的 

纤维束替代，可见残余立毛肌及裸露的 

毛于造成的异物肉芽肿 。免疫荧光阴 

性或可见漏斗部基底膜带细颗粒状 IgM 

沉积。弹力纤维染色示真皮弹力纤维显 

著增厚，纤 维束 周围弹力鞘完整，可 与 

DLE和LPP等引起的疤痕性脱发相鉴 

别。 

1．4 黏蛋 白性脱发(alopecia mucinosa， 

AM) 黏蛋白性脱发分为原发性和继发 

性，原发性黏蛋白性脱发病因不明，呈 良 

性进程，可 自行消退，好发 于儿童和青 

年。继发性黏 蛋白性脱发好 发于年长 

者，常继发于恶性肿瘤 ，如蕈样霉菌 病 

(mycosis fungoides，MF)等。原发性 患 

者的皮疹好发于头部和颈部，以头皮和 

眉部为著，临床表现为毛囊性红斑和硬 

化性斑块，毛囊 口明显下陷，毛发稀疏或 

脱落(图2a)。局部可伴有瘙痒 、感觉异 

常和无汗，黏液可从毛囊开 口处或活检 

切口处溢出。临床分为 3型 ．I型：位于 

头部及颈部．数月后可 自行消失；lI 型 ： 

皮损泛发，呈慢性和复发性；m型：皮损 

泛发，见于老年患者，与淋巴细胞增生性 

疾病有关 ，如皮肤 T细胞淋巴瘤和毛囊 

性 MF。 

1．4．1 皮肤镜 F特征 早期：毛囊口明 

显下陷，但终毛的毛干缺失，见少量毳毛。 

急性脱发时可见断发和黑点(图2d)。 

1．4．2 组织病理改变 毛囊间黏液沉 

积，爱先蓝或 PAS染色阳性，血管及毛囊 

周围淋巴细胞浸润 ，可伴有嗜酸性 白细 

胞和组织细胞(图 2g)。淋 巴细胞可入 

侵毛囊 ，需注意其异形性。如果毛囊上 

皮有 Pautfier微脓肿 、非局限于附件的弥 

漫性浸润、具有脑 回状核的异形细胞带 

状分布、小汗腺周和表皮内浸润，则高度 

提示存在恶性肿瘤。 

1．5 脱发性毛囊炎 (folliculitis decal— 

vans，FD) 本病多发生 于青中年人群 ， 

病程数月至数年。皮损多见于顶部和枕 

部 ，可伴有瘙痒、疼痛和触痛。皮疹初发 

为红斑基础上毛囊性丘疹 、脓疱 、结痂或 

小结 节，呈 圆形 至 不规则 脱 发斑 (图 

2b)，重症者脱发区毛囊结构破坏，多个 

毛干(5～20)融合，共用 1个毛囊开口， 

呈簇状发(tufted hairs)。病灶常多发，亦 

可融合。 

1．5．1 皮肤镜下特征 特征性表现为 

多个毛于共用一个毛囊开 口的簇状发， 

尚有毛囊性或毛囊周脓疱和脱屑，晚期 

毛囊开 口消失(图 2e)。 

1．5．2 组织病理改变 早期：以漏斗部 

改变为主，毛囊间及毛囊周围有密集的 

中性粒细胞浸润于浅部和中部毛囊，脓 

肿形成，毛囊和皮脂腺受损，但无窦道形 

成(图2h)；中期 ：浸润细胞有 中性粒细 

胞、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毛囊破坏后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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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引发异物巨细胞肉芽肿性炎；晚 

期：毛周纤维化部分可见增生性瘢痕，原 

毛囊被纤维束替代，真皮均质纤维化。 

1．6 分割性蜂窝织炎／毛囊炎(dissec— 

ting eellulitis／follieulitis，DC) 又称头部 

脓肿穿凿性毛囊周 围炎，好发于中青年 

男性。发病机理为毛囊角化异常，导致 

毛囊出口闭塞，继发细菌感染，脓肿和窦 

道形成，毛囊被破坏。皮疹好发于枕部 

和顶枕，早期为毛囊性脓疱、痛性结节和 

囊肿、脓肿、窦道形成和相互贯通；晚期 

可形成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图2c)。 

1．6．1 皮肤镜下特征 早期：毛囊开口 

存在，毛于减少或消失，可有黄点、毛囊 

角栓、断发、黑点和毳毛留存(图2f)。晚 

期：毛囊开口减少或消失。 

1．6．2 组织病理改变 早期：毛囊漏斗 

部扩张，毛囊周围和毛囊 内有中性粒细 

胞浸润，进展期的炎症浸润中除 中性粒 

细胞外，尚有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等。继 

而毛囊溃破贯通，深部真皮脓肿形成(图 

2i)，窦道相互连接，外绕以鳞状上皮。晚 

期 ：毛囊破坏，纤维化和瘢痕组织形成。 

1．7 项部瘢痕疙 瘩性毛囊 炎或痤 疮 

(acne keloidalis nuchae，AKN) 本病多 

发生于黑人青年，好发于枕部和上颈部。 

初期临床表现为坚实的毛囊性丘疹，毛 

干存留，后期融合成巨大的瘢痕性斑块， 

毛干缺失。可发生继发性感染，造成脓 

肿 、窦道和疼痛。 

1．7．1 皮肤镜下特征 早期：见含有毛 

干的毛囊性小丘疹，增大后形成圆球状， 

中央为毛囊开口，类似脐窝状凹陷。晚 

期：融合成片状瘢痕，毛囊开口消失。 

1．7．2 组织病理改变 真皮浅层毛囊 

峡部有毛囊间和毛囊内的炎症细胞浸 

润，为淋巴细胞、嗜中性白细胞和浆细 

胞 ，毛囊上皮变薄，周 围有明显同心圆 

纤维化。继而毛囊破坏，毛干引发异 

物肉芽肿，皮脂腺消失，晚期真皮纤维 

化。 

1．8 其他 脱发性小棘毛囊角化病(ker— 

atosis follieularis spinulosa decalvans，KFS— 

D) 、中央离心性瘢痕性脱发(central 

centrifugal eicatricial alopecia．CCCA) 、 

脓疱糜烂性皮病(erosive pustular derma— 

tosis，ED)和坏死性毛囊炎／痤疮(follicu— 

litis／acne necrotica)等国内较为少见，故 

不在此继续讨论。 

· 199 

2 诊断和鉴别诊断 

原发性瘢痕性脱 发诊断不难 ，毛囊 

开口消失是重要指标 ．组织病理是确诊 

的关键，但鉴别病种则较困难。具体原 

因如下：①组织病理征象不是一一成不变， 

炎症细胞浸润可由早期 的嗜中性白细胞 

转变成进展期的淋巴细胞浸润 ，晚期则 

呈一致性 的纤维化改变，此时无法进行 

鉴别诊断；②病种间重叠，故确诊困难， 

如 DLE和毛囊扁平苔藓组织病理改变可 

同时存在 ；③临床和组织病理均无特征 

性表现，亦无特异性分 子标记物来界定； 

④本组疾病病因不明，目前划分的病种 

也可能是同一种疾病。 

确诊时要详细了解病史，包括 LE和 

扁平苔藓病史，判定是否有全身及局部 

症状，如瘙痒 、疼痛、黏膜 (如 口腔和外 

阴)及甲改变等。用放大镜或皮肤镜详 

细检查头皮组织 ，观察头皮毛囊有无开 

口，有无皮疹及特征性改变，如蔟状发。 

本组疾病需要 与斑秃等非瘢痕性脱发及 

外伤瘢痕等继发性瘢痕性脱发相鉴别。 

可根据脱发斑部位和炎症情况诊断 

病种：①仅累及前额，要考虑 FFA，仅累 

及枕部，多为 AKN；②无明显炎症考虑假 

性斑秃、终末期 PCA和 CCCA；中央有炎 

症则以CCLE，AM和 DC多见；皮损周围 

有炎症多为 LPP或 FD。 

3 常见病种的治疗 

原发性瘢痕性脱发为毛发疾病的急 

症，需要 尽 快确诊 和治疗 。治疗 原 

则：活动期尽早进行药物治疗，避免瘢痕 

形成。淋巴细胞性脱发者主要使用免疫 

抑制剂 ，中性粒细胞性脱发者主要使用 

抗生素、氨苯砜和维甲酸等药物，具体用 

药和第一、二和三线用药的方案见表 1。 

DLE的治疗持续时间应 >6个月，有 

报道治疗 6个月后复发率 为 50％ 。 

但及时而有效的治疗可使早、中期 DI E 

皮损的大部分毛囊修复和毛发再生。在 

12P患者中，由药物引起者，要停用可疑 

药物。治疗用药类似 DLE，对局部使用 

激素治疗抵抗者可使用系统性激素治 

疗，0．5～1mg／kg，治疗4周后再逐渐减 

量，共治疗2—4个月。而对脱发性毛囊 

炎患者，因金葡菌与本病的发病有关，需 

进行脓液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既往治 

疗中选用敏感抗生素、口服激素和维甲 

酸类等，可以缓解病情，但停药后复发率 

很高。近年来发现治疗脱发性毛囊炎使 

用利福平联合克林霉素，连续 10周为 1 

个疗程，治疗 1～3个疗程，维持治疗 >1 

年者未见复发 。治疗分割性蜂窝织 

炎／毛囊炎一线用药为维甲酸，国外推荐 

异维 A酸 1mg／(kg·d)，连续治疗 4个 

月后 ，再减量至 0．75～1mg／(kg·d)连 

续治疗 5～7个月。 

本组疾病的疗程可长达数年，复发 

者多见。病情被完全控制 2年后 ，若无 

复发，方可考虑外科手术削减无毛发区 

皮损，并行美容修补、植皮手术或毛囊移 

植。目前新疗法还包括口服 PPAR一 促 

进剂，个别毛囊扁平苔藓患者用该法治 

疗 1年的疗效较好 。 

4 原发性瘢痕性脱发发病机制的研究 

进展 

原发性瘢痕性脱发 的发病 机制未 

明，发病因素有紫外线、药物和金葡菌 

等 ，可能是通过诸多种途径到达最终共 

同通道，导致毛囊修复的关键因素被破 

坏，而引起毛囊不可复性损 害。目前有 

多种学说试图解释毛囊受到永久性破 

坏的机制，包括有皮脂腺受损学说 、 

毛囊干细胞破坏 、毛囊上皮一间质成分沟 

通障碍导致产生过多胶原纤维 19]、自身 

免疫性 、遗传性 、毛囊免疫豁免状态 的 

缺陷 。和细菌超抗原学说 ̈ 等。最近 

的研究表明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 

受体(PPAR)一̂y在瘢痕性脱发患者头皮 

病变处毛囊皮脂腺单位表达降低 ，下 

调脂质代谢，产 生脂毒性物质 ，诱导隆 

突部位于细胞凋亡，导致 毛囊不可逆性 

损伤。 

5 小结和展望 

原发性瘢痕性脱发的不可复性对患 

者精神心理损害颇大，常影响患者的 El 

常生活和工作。本组疾病一经诊断，需 

要及时而有效 的治疗 ，避免疾病迁延和 

病灶扩大。组 内疾病有重叠区域 ，有时 

难以确诊，要结合临床表现和组织病理 

进行诊断。然而由于本病 的病因未明， 

目前的治疗只能够中断活动性临床表 

现，并不能彻底阻断疾病进展。故此，欲 

彻底治愈和预防本组疾病，尚需寄希望 

于未来对发病机制研究的成果及其临床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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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P 斑片状 ．萎缩 脱 发斑 中 毛细 血管扩 基底细胞液化变 真 皮 网状 真表皮及真皮与 外用 强效 系 统 用激 素、 
性 心 张，毛1 色 性 ，附件周 围 层弥 漫 毛囊上二皮交界 激 素 和 羟 氯喹、异 

减退 炎性浸润 性 处见线 状、颗 局 封 长 维甲酸 
粒状 IgG和C 效激素 

沉积 

PB 毛囊 周 围角 脱 发 斑边 毛周角化，毛 毛 囊上 皮 宅 泡 仅 发 生于 
化明显，毛 缘 有毛 于可孤 立 化，界面皮炎 浅表 楔 
囊角栓 发处 存在 形疤 痕 

处 

AM 象牙白色，小 不明显 无典型特征 炎症浸润轻微，无 
或 大斑 片 毛囊周纤维化 
状 明显 

FD 毛囊性、硬化 圆 形或 不 
件斑块 规 则 

形、斑 

块状 

DCS 毛囊性丘疹、 
脓 疱、结 
痂、脱发斑 
形成，簇状 
发 

AKN 毛囊性脓疱 、 
痛 性 结 节 
和囊肿、脓 
肿 和窦 道 
形成 

早期 有毛囊 毛囊 问 黏液 沉 

口，并下陷 积，淋巴细胞 
浸润 

阴性 或 仅 球状 同 LPP 
IgM沉积在毛 

囊 漏 斗 和峡 
部 

阴性或漏斗部摹 
底膜带细颗粒 
状IgM沉积 

脱 发斑 周 簇状发，毛囊 中性粒细胞性脓 脓肿 均被 阴性 
围 脓疱 和 脱 肿，毛囊破坏， 破坏 

屑 异物巨细胞肉 
芽肿 

单 个或 多 见毛囊角栓、中性 粒 细胞 脓 脓 肿均 被 阴性 

个囊肿 断发、黑点 肿，毛囊 溃破 破坏 
和毳 毛 留 贯通，窦道形 
存 成 

坚实 的毛囊 毛 囊性 和 毛囊性 小丘 毛囊峡炎性细胞 不明显 阴性 
性 匠疹，融 斑片状 疹和结节， 浸 润，毛囊破 
合成 巨大 中央 似脐 坏，毛 f=．致 异 

的瘢痕 性 窝状凹陷 物肉芽肿 
斑块 

系统 用激 素、 
四环素和环 
孢霉素 

外 用强 效 
激素 

敏 感 抗生 
素 口服 
或／和 
外用 

局 封 长 效 激 
素、四环素、 
吲哚美幸 、 
氨苯砜 

利福 平，克 林 
霉素 

口服 维 甲 抗 生素、阿 司 

酸 匹林加局封 
长效 激 素， 
外用抗生素 
和维甲酸 

外用 强 效 切 除．二氧 化 
激素，并 碳 激 光，激 
口眼 和 光脱毛 
外用 抗 
牛素 

沙利度胺、氨苯砜、 
甲氨蝶呤、骁悉、 
维生 素 E、金制 
剂、氯 苯 吩 嗪、 
IFN一 ，外用钙调 
磷酸酶抑制剂等 

维甲酸、羟氯喹、沙 
利度胺、灰黄霉 
素、骁悉、准分子 
激光等 

同LPP ． 

系统用激素、维 甲 

酸、PUVA，浅层 x 
线，切除，羟氯喹， 
IFN—o,213+IFN~／ 

口服夫西地酸、锌 
剂、氨苯砜、SMZ 
co、切除，激光脱 
毛，口服激素和维 
甲酸，环孢霉素 

系统性激素、秋水 
仙碱、氨苯砜 或 
激光脱毛 

切除术联合术后放 
疗 、维甲酸、乙烯 
雌酚、环孢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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