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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冬季 激光美容术让您肌肤美丽蜕变
记
●者 夏咸芳

冬季，寂静冰冷的同时又暗含生机。由于气温低，紫外线弱，不利于
细菌繁殖，此时进行激光脱毛、光子嫩肤等皮肤美容术，可以减轻环境对
术后肌肤的伤害，使得皮肤能够顺利恢复并达到理想效果。有利于恢
复。为满足爱美人士的需求，本报特邀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杨科
从皮肤科专家的视角，以科普的语言向大众解读点阵激光换肤、调 Q 激
光祛色素、激光祛斑、
光子嫩肤、
脱毛等新兴美容手段在美容中的应用。

调 Q 激光 让您肌肤早点
“下斑”
女性一旦步入中年，从身体、生活
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导致了女性的
很多问题出现，
长斑就是其一。在中年
人脸上的斑大都是黄褐斑，
而它的形成
跟日晒、女性内分泌失调、慢性妇科病、
肝病、
结核病、
长期服用避孕药有关。
对此，杨科称，皮肤色素斑是临床
中常见的疾病,按照色素来源不同可分
为内源性及外源性，
内源性以黑素、
氧合
血红素及还原血红素为主，
外源性以胡
萝卜素为主，
色素斑诱发因素诸多,比如
维生素、
氨基酸、
细胞因子、
紫外线、
内分
泌及神经因素等调节。面部色素斑多种
多样，
依颜色及深度不同主要分为表皮
内色素增加性、真皮色素增加性及真表
皮色素增加性皮肤疾病三大类。包括太
田痣、
色素痣、
雀斑、
黄褐斑、
咖啡斑等。
“之所以形成色素斑, 是由于皮
肤黑色素颗粒增多，分布不均匀,导致
皮肤局部出现比正常肤色深的斑点、
斑片。”杨科指出，人的皮肤根据皮肤
角质层的含水量以及皮脂的分泌，分
为干性、中性和油性三类皮肤。其中，
紫外线照射和女性内分泌失调是形成
色斑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当皮肤
接受过多日光照射时，表皮就会产生
更多的黑色素颗粒，黑色素吸收紫外
线，保护人体免受伤害，但却会引起色

斑。另外，内分泌不稳定时通常引起
情绪不稳定，也会间接导致色斑形成。
他表示，
目前，
市第一人民医院调Q
激光仪可以很好地解决女性这方面的烦
恼。 调Q激光可释放高能量密度，
纳秒
级脉冲宽度，
照射皮肤后，
皮肤中色素小
体亚显微性的选择性崩解。对祛色素、
祛胎记、
祛纹身有极佳效应。对雀斑、
咖
啡斑、老年斑、单纯性雀斑样痣、日光性
黑子、
口周雀斑样痣病以及太田痣、
伊藤
痣、蓝痣、颧部褐青色痣、金属性色素沉
着症、
色素性毛表皮痣、
斑痣、
黄褐斑、
炎
症后色素沉着、色素性化妆品皮炎等都
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光子嫩肤 让您脸部光彩照人
能一直拥有光滑细嫩的肌肤，是
无数爱美人的“追求”和梦想。近年
来，随着医学美容的崛起，光子嫩肤的
出现，
让这一梦想逐步成为现实。
“光子嫩肤的概念起源于美国，又
称
‘强脉冲光技术’
。
”
杨科介绍，
这种光
包含了能被色素吸收的谱线，
以特定范
围波长的强脉冲光照射皮肤，
被皮肤中
的黑色素和血管中的血红蛋白吸收光子
能量后，
对组织产生的光热作用和光化
学作用，
使深部的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
重新排列，
并恢复弹性；
同时，
血管组织
的功能得以增强，
循环改善。这些被分

解的色素细胞碎片，
将被人体免疫系统
代谢而排出体外，
所有这些产生的效果，
使我们的皮肤皱纹得以减轻甚至消除，
毛孔缩小。整个疗程通常需 3 至 6 次，
每次大约需三十分钟。其过程快捷、简
单，
一次性同时治疗整个面部瑕疵，
可以
使消费者保持很长时间的效果。
杨科称，
光子嫩肤后部分人当时会
有轻微红肿，
约两个小时后会消退，
这是
正常现象。按求美者需要，
光子嫩肤治
疗可以针对局部
“病灶”
，
也可以针对全
面部治疗，
皮肤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
让
人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皮肤变得容光焕发
的快感。值得一提的是，
光子嫩肤属于
非剥离性治疗，
很少有不良后果及并发
症，
更加安全可靠。整个治疗过程快速
简单，
痛苦很小。做完之后就可以洗脸、
上班，
不影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
点阵激光 为您抚平
“岁月痕迹”
虽然美女们都梦想着一觉醒来变

成小仙女，可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
人类原本光滑的肌肤上就会留下各式
各样“岁月痕迹”，让无数红颜哀叹青
春一去不复返。
随着医学美容界称为祛皱的“金
标准”——点阵激光换肤系统问世，袪
皱似乎也开始变为简单的事情。杨科
介绍，点阵激光换肤系统利用高能激
光在皮肤上产生的排列均匀的三维柱
状微孔区，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和重
组。它以特定的波长，被皮肤的靶部
位所吸收，产生大小一致，排列均匀的
三维柱状微孔区，促使新的胶原纤维
合成，胶原重塑，表皮更新，导致全层
皮肤发生重塑和重建，从而使皱纹减
轻，肤质改善，达到皮肤年轻化的目
的，尤其适应疤痕、妊娠纹、老年斑、皮
肤老化、白癜风、赘生物的修复。
据悉，寒假期间，市第一人民医
院将针对教师及大学生推出系列优
惠，有需求的患者不妨前往咨询就诊。

36 岁女子被干眼症折磨 3 年之久

咸宁爱尔眼科医院：严重干眼可导致失明
记
●者 夏咸芳

今年 36 岁的刘女士从三年前开始眼睛出现红肿、畏光、干涩，到医院诊治，医生也仅仅只是给她开了些消炎
药水使用。随着症状消失，刘女士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其后，每到眼睛不舒服时，她就习惯性地去药店
自行购买眼药水医治。近期，她感觉自己的症状明显加重，不仅出现干涩、瘙痒现象，看东西还模糊，盯着屏幕
稍微久一点眼睛就很难受，
完全无法顺利开展工作。在友人推荐下，
她专程前往爱尔眼科医院就诊。
咸宁爱尔眼科医院干眼门诊主治医师刘五洲接诊后，详细询问了其病史，并给予泪液分泌试验、眼表功能
分析等相关检查，确诊刘女士所患的是睑板腺功能障碍型干眼，俗称缺油型干眼症。立即为其制定了个性化治
疗方案：每月 1 次、连续 3 月的强脉冲光及热敷治疗，配合局部人工泪液、抗炎治疗。经过规律治疗，昨日，来院
复查的刘女士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
生活和工作也步入正轨。

■干眼不治可致盲
据刘医师介绍，干眼症是指泪液
质或量异常或动力学异常，导致泪膜
稳定性下降，并伴有眼部不适或眼表
组织病变等多种疾病的总称，又可以
叫做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常见的症
状是眼部干涩和异物感，其他症状有
烧灼感、痒感、畏光、充血、痛、视物模
糊、易疲劳、黏丝状分泌物等，较严重
者眼睛会红肿、充血、角质化、角膜上
皮破皮而有丝状物黏附。这种损伤日
久则可造成角结膜病变，并会影响视
力，甚至致盲。
他表示，目前，干眼症已经成为临
床最常见的眼科疾病之一，患病率达
10%以上。虽然发病率如此之高，但
社会对干眼的认识严重不足，很多人
以为随便用点药，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孰不知，病情可能一直在悄悄加重。
少数严重的干眼症，尤其是合并有全

身免疫性疾病的干眼症有可能发生角
膜炎、角膜溃疡，导致视力下降。如果
不加以注意，使眼睛经常处于干燥状
态下，将会引起角膜上皮细胞的脱落，
发生器质性病变，使视力严重受损，甚
至失明。

■五大因素导致眼干
刘医师介绍，眼习惯不良、环境因
素、药物引起、激素水平改变及眼药水
使用不当，均可引起眼干症状出现。
其中，因习惯不良和环境因素造成的
眼干最为常见。如大多数人常年盯着
各种屏幕看，且在看屏幕时眨眼频率
明显降低，使正常的用眼习惯发生了
很大改变，加之冬季人们大多处于空
调环境之下，让发生干眼的概率增大。
“很多人在干眼出现的初期，并不
重视，只是自行买眼药水润眼，其结果
往往适得其反，越滴越干，导致病情延

误。”刘医师表示，预防干眼症要尽量
从各方面干预，比如平时尽量减少看
手机、电脑的时间，用眼距离把控得
当，多眨眼，空调房里使用加湿器，调
节睡眠，提高睡眠质量，减少熬夜等
等。同时也应该调节情绪，保持乐观，
缓解压力。一旦怀疑有干眼症，一定
要早重视、早发现、早治疗，以免发展
到不可逆转的程度，
错失治疗良机。

■治疗应量
“眼”
定制
目前，咸宁爱尔眼科医院干眼门
诊临床率先推出眼部 SPA、IPL 激光等
疗法，并可以采用配合热敷和睑板腺
按摩及疏通等有效治疗。该门诊针对
干眼症的不同程度和类型，量“眼”定
制治疗方案。
如，眼部 SPA 疗法，针对各型干眼
及视疲劳人群及脂质缺乏型干眼，
采用
营养药物，结合超声雾化及香薰，让患

者在身心放松的同时眼部也得到充分
舒缓，缓解眼干涩、痒、疲劳等不适，还
有睑板腺按摩能为睑板腺阻塞患者提
供热敷、按摩、疏通等理疗方案，
改善睑
板腺功能，
解决大多数干眼患者油脂分
泌不足问题。IPL 强脉冲激光治疗技
术，
则针对睑板腺功能障碍型干眼光热
作用的光子能量穿透表皮直接加热睑
脂，彻底疏通睑板腺堵塞，缓解干眼症
状。光化学效应精确“引爆”血红蛋白
封闭毛细血管，
抑制炎症因子传播。同
步杀灭微生物（细菌、蠕形螨），消除睑
板腺功能障碍的诱因。光生物调节作
用刺激细胞复苏萎缩的睑板腺，
恢复睑
板腺功能。医生对治疗区域皮肤进行
照射后，IPL 能封闭眼睑周围异常毛细
血管，活化睑板腺腺体功能，减轻睑板
腺炎症，同时有杀菌和除蠕形螨的作
用。刘五洲提醒干眼患者，
上述治疗方
案均应在专业眼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切勿盲目就医，
耽误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