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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闪罐配合当归芍药散治疗女性痤疮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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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面部闪罐配合当归芍药散治疗女性痤疮的临床分析。方法：将2019年4月至2020年5月
我院接收的60例女性痤疮病人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抽签的方式进行分组，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30例。对照组病人选择面部闪罐，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服用当归芍药散，比较两组病人的治疗效

果、治疗情况。结果：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情况明显比对照组更好，

组间比较有较大的差别 (P<0.05)。结论：对女性痤疮患者进行面部闪罐配合当归芍药散，有利于减少丘疹、

脓疱等情况，提高治疗效果，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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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Clinical analysis of facial flash cans with angelica peony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acne. Methods: 60 female acne patients received from April 2019 to May 2020 were studied, randomly drawn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with 30 case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chose facial flash can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ok angelica peon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o compar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treatment situation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it was quite different between the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facial flash cans with angelica peony dispersion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papules, 
pustules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which is worth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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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

发生巨大的改变，痤疮发生的频率逐渐上升，据调

查发现，该疾病以女性患病机率最多。痤疮被称为

寻常痤疮，在临床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毛囊皮脂腺

慢性炎症疾病，主要发生于人们的脸颊、额头、下

颌等位置，主要表现为粉刺、丘疹、脓疱等，常被

人们称为“青春痘”[1]。该病好发于青春期，其中女

性的发病时间比男性更早，据调查发现，42%的大

学生都有痤疮，10-18岁的青少年发病频率比较高，

患病率为 60%，其中女生的发病率为 53%。当出现

痤疮时，不进行及时的治疗后面会促使疙瘩、痘坑

的产生，给患者的生活及心理造成巨大影响。鉴于

此，本文就我院特定时间接受治疗的女性痤疮患者

开展研究，具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 2019年 4月至 2020年 5月我院接收的 60例
女性痤疮病人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抽签的方式进

行分组，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例。

对照组中男 20例，女 30例；年 22-47岁，均值为

(36.2±1.3)岁。实验组中男 24例，女 26例；年龄

23-48岁，均值为 (36.5±1.6)岁。全部病人一般年

龄，基本病情信息相比没有明显差异 (P>0.05)，可

进行对比。

选入标准：(1)属于青春期发病；(2)有黑头、粉

刺等情况发生；(3)意识清醒；(4)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5)年龄在20岁以上。排除标准：(1)交流存在障碍；

(2)中途退出研究；(3)患有精神疾病；(4)重要功能

出现异常；(5)属于妊娠期妇女。

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病人选择面部闪罐。取承浆、承位、

四百等穴位。使患者保持仰卧的姿势，用碘伏对患

者的面部进行消毒，对其脸部进行闪罐，采用向上

提拉的方式，在进行针刺时注意避开痤疮破烂区域，

操作时间13分钟，当皮肤出现微红时再用玻璃罐对

穴位进项点揉，一周持续进行4次，8次为一个疗程，

2个疗程后观察其效果 [2]。

1.2.2实验组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服用当归芍药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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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芍药散由当归、白术、芍药、泽泻等药物组成，

根据患者症状的不同可以添加相应的药物进行辅助。

如患者主要表现为粉刺、丘疹等现象，可以加入荆

芥、连翘等药物；对于毛孔比较粗大的患者，可以

加入神曲、荷叶等药物；对于结节、囊肿比较多的

患者可以加入百步、夏枯草等药物 [3]。2剂 /d，水煮

3次，取汁 500ml，分3次温服。在用药期间，患者

的饮食主要以清淡为主，忌生冷食物，保持身心愉

悦，睡眠充足等。

1.3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病人治疗效果、治疗情况。(1)治
疗效果，根据粉刺诊断方法对患者的皮肤情况进行

评比，显效：皮肤损伤情况已经完全恢复，有效：

皮肤损伤情况有所改善，无效：皮肤损伤情况没有

任何好转，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2)治疗情况，

其包括丘疹、脓疱。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1.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

计量资料以 ( x±s)表示，经 t检验，计数资料经χ2检

验，以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P<0.05。
2结果

2.1比较两组病人的治疗效果

由数据可知，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

照组，组间比较有较大的差别 (P<0.05)。见下表1。

表1　两组病人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0 24(80.00) 5(16.67) 1(3.33) 29(96.67)

对照组 30 20(66.67) 4(13.33) 6(20.00) 24(80.00)

χ2 - 4.543 0.438 13.484 13.484

P - 0.033 0.508 0.000 0.000

2.2比较两组病人的治疗情况

治疗前，实验组丘疹 (17.22±3.51) 个、脓疱

(12.11±2.43)个，对照组丘疹 (17.64±3.45)个、脓疱

(12.01±2.45)个；治疗后，实验组丘疹 (7.21±0.81)
个、脓疱 (1.22±0.55)个，对照组丘疹 (9.64±1.23)
个、脓疱 (2.23±1.26)个。由数据可知，治疗前，两

组患者的治疗情况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

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情况明显比对照组更好，组间

比较有较大的差别 (P<0.05)。(t1=0.467，t2=0.159，
t3=9.037，t4=4.024；P1=0.642，P2=0.874，P3=0.000，
P4=0.000)

3讨论

在临床上痤疮被认为是一种多原因的疾病，其

出现病况的原因与性激素出现异常、皮质过多分泌

和炎症反应等情况有关，其中皮质分泌过度是痤疮

产生的主要原因 [4]。皮质腺属于雄激素，而雄激素

等是皮质腺异常增大，皮质分泌上升 [5]。因此，在

对痤疮进行治疗使主要针对此问题开展，对激素水

平进行适当的控制，促使皮肤的抵抗能力增强，从

而阻止痤疮的产生。

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

组病人的治疗情况明显比对照组更好，组间比较有

较大的差别 (P<0.05)。对患者进行面部闪罐，能够

促进人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增强网状皮细胞内的

吞噬，促使炎症的情况消失。对患者进行当归芍药

散能够调节人体的肝脏功能，使气血是能正常运行，

从而降低炎症的产生，痤疮能够自我修复。芍药中

具有中苷，能够预防炎症、止痛的效果；白术能够

补气血、健脾胃；茯苓在对抗急性与慢性炎症方面

时具有很好的效果，抗炎能力强 [6]。对患者进行面

部闪罐配合当归芍药散，能够很好的促进患者的新

陈代谢，预防炎症情况的发生，减少丘疹、脓疱的

出现，促使患者的皮肤恢复光泽。

综上所述，对女性痤疮患者进行面部闪罐配合

当归芍药散，预防炎症的发生，使丘疹、脓疱减少，

促使患者皮肤恢复光泽，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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