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应性皮炎（AD）的治疗方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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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药物治疗

外用药物治疗
• 外用皮质类固醇 (TCSs)
• 外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 (TCIs)
• 外用 PDE4 抑制剂

全身性药物治疗 • 抗微生物疗法(抗生素/抗病毒药/抗真
菌药)

• 免疫抑制疗法
• 生物制剂

• 润肤剂
• 沐浴
• 湿敷疗法

光疗法

• 窄波紫外线B (NB-UVB)
• 紫外线 A1 (UVA1)

https://labeling.pfizer.com/ShowLabeling.aspx?id=5331


润肤剂治疗 AD

润肤剂是处于双相系统中的脂肪或油脂，它们通过在角质层上形成阻塞性油脂膜来软化皮肤，防止皮肤深
层水分的蒸发导致的干燥1

美国皮肤病学会3：

保湿剂应当成为 AD 维持性治疗方案中的一部分，因为它们的风险较低，而且能够改善皮肤含水量；有些保湿剂还可
以解决表皮屏障功能障碍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欧洲皮肤病与性病学会4：

润肤剂是 AD 管理的主力军。一般说来，每天至少两次使用具有亲水性的保湿剂，可维持皮肤的水合

“保湿剂（moisturizer）”常常用作润肤剂（emollient）的代名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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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肤剂配方

• 乳霜、乳液和软膏是最常见的润肤剂配方1 

• 润肤剂的配方决定了其提供的水合水平，并有可能对患者的满意度产生影响

软
膏 • 含凡士林：理想的润肤剂，因为高油水比而具有良好的皮肤渗透性1,2

• 油腻的质地可能会产生黏腻感，使患者体验欠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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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水混合物，具有中度保持皮肤水合的作用1

• 通常含有防腐剂，应用在皮肤上时可能会引起灼痛或刺痛1

• 中度油腻的质地有时也会让患者望而却步1

乳
液

• 质地不油腻1

• 低油水比1

• 需反复重搽乳液以保持皮肤的水分1

1. Tollefson MM, Bruckner AL.Atopic dermatitis: skin-directed management.Pediatrics.2014;134(6):e1735–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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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ertuani S, Cvetkovska AD, Zauli S, et al.The topical vehicle as a key factor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soriatic patients’ therapy.G Ital Dermatol 

Venereol 2013;148(6):679-685  



AD 管理中的湿敷疗法
湿敷疗法可以提高皮肤的含水量，增强对外用药物的吸收

Image from https://www.aaaai.org/about-aaaai/newsroom/photo-
gallery/photos---graphics--atopic-dermatitis

湿敷疗法（封闭式疗法）是指在使用润肤剂或 TCS 后，通

过用湿绷带覆盖 AD 的皮损区域来提高皮肤的含水量1,2

• 在患处包上湿绷带，外面用干绷带包裹，3-8 小时后更换2

• 湿敷疗法已被证明对治疗重度或急性、中度和慢性 AD 有效1

• 湿敷疗法可提升 TCS 向皮肤内的渗透性，减少瘙痒，并阻止抓

挠3

• 与 TCS 一起使用时，湿敷疗法会显著增加皮肤感染和 HPA 轴

抑制的风险1

HPA，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1. Gittler JK, Wang JF, Orlow SJ.Bathing and associated treatments in atopic dermatitis.Am J Clin Dermatol.2017;18(1):45-57. 
2. Beattie PE, Lewis-Jones MS.A pilot study on the use of wet wraps in infants with moderate atopic eczema.Clin Exp Dermatol.2004;29:348-353. 
3. Tollefson MM, Bruckner AL.Atopic dermatitis: skin-directed management.Pediatrics.2014;134(6):e1735–1744. 



非药物性方法概述

• 润肤剂

• 对皮肤保湿至关重要，可用于各种严重程度的 AD

• 单独使用或与其它局部治疗相结合均可改善治疗结局

• 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包括治疗耗时以及某些不良事件，如使用部位的灼痛和刺痛

• 特定的配方会影响其提供的水合水平，并有可能对患者的满意度产生影响

• 虽然目前尚未确立最佳的沐浴治疗方案，但沐浴行为可改善皮肤的状况，如次氯酸钠的一些添加剂可以发挥

抗感染的作用

• 湿敷疗法可以促进皮肤的水合作用和对外用药物的吸收，但与 TCS 一起使用时也会带来某些风险



外用药物治疗



TCS 概览
适应症和用法
• AD 急性发作的一线治疗药物1

• 获准用于1955 年起沿袭下来的各种适应症1

其它注意事项
• 用 TCS 进行主动维持治疗（每周两次），目前最长的试验持续时间为20周4

关键安全性注意事项
• 儿童使用TCS时，应使用比成人治疗效力低的 TCS 3,4

• 不良事件与治疗效力、使用持续时间、使用剂量、是否使用在皮肤较薄的区域、是否使用封
闭疗法，在年老或年轻患者中使用等因素相关2,4

治疗功效
• 60 多年来，超过 110 项 RCT 证明了 TCS 在改善 AD 症状和缓解瘙痒方面的功效2

• TCS 已被 FDA 批准用于多种炎症性皮肤病1,2

1. Siegfried EC, Jaworski JC, Kaiser JD, Hebert AA.Systematic review of published trials: long-term safety of topical corticosteroids and topical calcineurin inhibitor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topic dermatitis.BMC Pediatr.2016;16:75. 

2. Eichenfield LF, Tom WL, Berger TG, et al.Guidelines of car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section 2.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with 
topical therapies.J Am Acad Dermatol.2014;71(1):116-132. 

3. Pariser D. Topical corticosteroids and topical calcineurin inhibitors in the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focus on percutaneous absorption.Am J Ther.2009;16(3):264-273. 
4. Wollenberg A, Barbarot S, Bieber T, et al.Consensus-based European guidelines for treatment of atopic eczema (atopic dermatiti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part I. 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2018;32(5):657-682.



TCS 的作用机理
TCS通过收缩血管、降低血管通透性、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抑制 T 细胞功能以及增加抗炎细胞
因子来发挥作用

加强血管收缩
• TCS 可使真皮层毛细血管的直径减小（收缩血管）
• 缩小用药部位的红斑
• 药物的效力水平决定了血管收缩的程度

降低血管通透性 • 干扰淋巴细胞向病灶部位的趋化

减少促炎细胞因子
• 直接和间接（通过脂皮质素）抑制 IL-1、IL-2、IL-6、IFN-ɣ和 TNF-

α的表达
• 通过增加 IκBɑ 的表达间接调节转录

降低 T 细胞的
分布和功能

• 细胞因子的阻断和脂皮质素的作用引起了T细胞功能的改变
• 导致皮肤中 T 细胞数量的减少

升高抗炎细胞因子 • 刺激淋巴细胞表达 TGF-β 和 IL-10
• 增强对 T 细胞的抑制

Norris DA.Mechanisms of action of topical therapies and the rationale for combination therapy.J Am Acad Dermatol.2005;53(Suppl 1):S17–S25.
IκBɑ, 抑制性细胞核因子κBɑ.



TCS分级
TCS 依据其效力进行分类，并根据类别设定特殊注意事项和使用限制；分类标准因国家和地区而异

TCS 效力选择指南因地区而异，并可能会收到 TCS 分类系统的影响1,9,10

效力1 分类1 注意事项

最低 VII • 通常为 OTC2

• 使用时间被限制在 4 周以内3

• 不可在 2 岁以下的儿童中使用2

中低至低 V–VI • 使用时间被限制在 2-4 周以内4

• 儿科患者可能更容易出现全身性毒性4

中等 III–IV • 避免在敏感区域使用5

• 有局部不良事件的报道，尤其是在儿科患者中5

• 有可能出现继发感染5

高 II • 实验室检查可能有助于监测 HPA 抑制的情况6

• 尚未确定 10 岁以下儿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6

• 有可能出现感染、继发性感染和皮肤浸渍6

非常高 I • 使用时间被限制在 2-4 周以内7,8

• 避免在 12 岁以下的患者中使用7

• 在低至 2g/天的剂量下也可能抑制HPA7

• 不可在敏感区域使用7

• 与超强效皮质类固醇同用时会更多地引起局部不良反应7

效
力

越
高

，
注

意
事

项
也

越
多

• 在欧洲，按照 Niedner  将 TCS 根据其
效力进行分类，从弱效（第 I 类）到超强
效（第 IV 类）不等9

• 美国的分类有所不同，是从 VII 类(最弱) 
到 I 类(最强)不等1,9

• 亚洲的分类与美国相似，从第 VII 类到第
I 类（最强）不等10

• TCS 的配方决定了 TCS 的效力11

由于文本长度的原因，参考文献提供在幻灯片的注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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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TCS及分级举例

1.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Pediatrics Aug. 2012 Vol. 27 No.8：584-587
2.中华皮肤科杂志2007年9月第40卷第9期; 583-684

外用糖皮质激素强度分级（四级分类法）1 常用外用糖皮质激素效能分级（7级）2



。

适应症和用法
• 已在大多数国家获批用于 2 岁以上的患者二线短期治疗（每日两次）和间歇性长期（最多 12 个月）治疗1,2

• 他克莫司适用于中度至重度 AD（儿科患者为0.03%，成人为 0.03% 或 0.1%）3,a

• 吡美莫司适用于轻度至中度 AD（儿科患者和成人为1%）4

• EADV 和 AAD 支持使用 TCI 作为主动性、间歇性（每周2次）维持治疗，以防止急性发作1,2,5

其它注意事项
• 可以用于敏感区域，建议接受 TCI 治疗的患者使用有效的防晒措施2

关键安全性注意事项
• TCI 有淋巴瘤和皮肤恶性肿瘤风险增加的警示信息（在美国和加拿大为黑框警告）3,4,6–9

• 有用药部位反应/疼痛和短时性感染风险升高的可能2

• 禁止用于免疫抑制的患者、Netherton 综合征、恶性或癌前病变3,4

治疗功效
• 临床试验表明，间歇性使用可有效治疗急性加重和预防急性发作2

1. Siegfried EC, Jaworski JC, Kaiser JD, Hebert AA.Systematic review of published trials: long-term safety of topical corticosteroids and topical calcineurin inhibitor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topic dermatitis.BMC 
Pediatr.2016;16:75. 

2. Wollenberg A, Barbarot S, Bieber T, et al.Consensus-based European guidelines for treatment of atopic eczema (atopic dermatiti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part I. 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2018;32(5):657-682. 
3. Protopic [package insert].Deerfield, IL, USA: Astellas Pharma US, Inc.; 2011. 
4. Elidel [package insert].East Hanover, NJ, USA: Novartis; 2006. 
5. Eichenfield LF, Tom WL, Berger TG, et al.Guidelines of car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section 2.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with topical therapies.J Am Acad 

Dermatol.2014;71(1):116-132.
6. Protopic [Product Monograph].Markham, ON, Canada: Astellas Pharma Canada, Inc.; 2016. 
7. Elidel [Product Monograph].Montreal, Quebec, Canada: Valeant Canada LP/Valeant Canada SEC; 2019.
8. Protopic [SPC].Ballerup, Denmark: LEO Pharma A/S; 2006.
9. Elidel [SPC].2019

a儿科患者的定义
为 2–15 岁。

TCIs (他克莫司和吡美莫司) 概览



TCI 的作用机理
TCI 通过中断 T 细胞信号传导，改变 APC 的功能以及抑制肥大细胞信号传导和脱颗粒来发挥作用

中断 T 细胞内的信号
传导

• 通过结合细胞内蛋白 macrophilin-12 抑制钙调磷酸酶依赖性 T 细胞活化1

• 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包括IL-2、IL-3、IL-4、IL-5、IL-12、IFN-γ、

TNF-α和 GM-CSF1

• 减少 AD 中炎症反应介质的产生2

改变表皮树突状 APC 的
功能

• 改变APC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减少 FcεRs 的表达

• 降低 APC 细胞刺激 T 细胞的能力1

抑制肥大细胞的
信号通路

• 抑制肥大细胞脱粒1

• 减少预先形成的介质（例如组胺）的释放

1. Norris DA.Mechanisms of action of topical therapies and the rationale for combination therapy.J Am Acad Dermatol.2005;53(Suppl 1):S17–S25. 
2. Eichenfield LF, Tom WL, Berger TG, et al.Guidelines of car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section 2.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with topical therapies.J Am Acad Dermatol.2014;71(1):116-132. 

FcεRs，高亲和力IgE受体（Fc epsilon 受体）。



外用药物治疗概述

TCSs

• 大部分 AD 治疗药物已有超过 50 年的历史，在治疗皮肤炎症方面非常有效

• 通过收缩血管、降低血管通透性、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抑制 T 细胞功能以及增加抗炎细胞因子来发挥作用

• 选择 TCS 效力时，需要考虑因国家和地区差异的多种因素

• 使用局限性和不良反应有关，包括皮肤变薄、肾上腺抑制以及患者类固醇恐惧症

TCIs

• 治疗 AD 的有效二线疗法，尤其是在敏感皮肤区域

• TCI 通过中断 T 细胞信号传导，改变 APC 的功能以及抑制肥大细胞信号传导和脱颗粒来发挥作用

• 在美国带有黑框警告，与用药部位疼痛/反应、特殊注意事项和继发感染有关

TCS 和 TCI 在世界各地获批的适应症各不相同，但大多数药物都有年龄、部位和/或用药持续时间的限制



光疗法



光疗法
光疗法可用于药物抵抗型 AD，耗时且不适用于急性皮损

1. Megna M, Napolitano M, Patruno C, et al.Systemic treatment of adult atopic dermatitis: a review.Dermatol Ther (Heidelb).2017;7(1):1-23. 
2. Ring J, Alomar A, Bieber T, et al.Guidelines for treatment of atopic eczema (atopic dermatitis) part II.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2012;26(9):1176-1193. 
3. Wollenberg A, Barbarot S, Bieber T, et al.Consensus-based European guidelines for treatment of atopic eczema (atopic dermatiti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part I. 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2018;32(5):657-682. 

• 每周需要去专门的治疗中心治疗 3-5 次，持续 6-12 周

• 不适用于 AD 的急性期2

• 无法有效治疗多毛的区域，例如头皮或皮肤褶皱处2

• 不适用于 12 岁以下的儿童2

• 不建议使用诸如 308 nm 准分子激光等新设备治疗 AD患者3

该疗法联用了 NB-UVB 和中等剂量的 UVA1 放射线，可作为对外用类固醇耐药的中度至重
度 AD 成年患者的二线治疗1



全身性药物疗法



全身性药物疗法治疗 AD

• 导致细菌感染最常见的原因是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在大多数 AD 患者的皮肤中定植1

• 建议针对感染而非细菌定植进行治疗，并以常规药物进行维持治疗1

• 如果必须进行口服药物治疗，口服头孢氨苄是首选抗生素1

• 在重度、耐药或广泛感染的情况下，可能需要经静脉使用抗生素1

抗生素

• AD 患者易发生皮肤病毒感染1

• 单纯疱疹病毒可以播散并引起疱疹性湿疹，这是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皮肤科急症，需要立即采用全身性抗病毒药物治疗1

抗病毒

• 由于 AD 有严重的瘙痒症状，医生常会处方全身性抗组胺药，但证据表明其作用微弱或无效5

• 镇静型抗组胺药（例如苯海拉明）可能对有严重睡眠中断的患者有效，但通常建议短期使用，而且在小儿患者中应注意 AD增加的风险1,5

抗组胺药

• 建议用于那些无法通过优化局部用药方案使疾病得到充分控制的患者的 AD 治疗2

• 很少有 RCT 对市面上的口服全身性治疗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很难就疗效提出建议2

• 以炎症介质为靶点的生物制剂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治疗 AD 的前景；首个药物已于近期获得了批准2-4

免疫调节剂

• 作为急性发作的短期治疗（3 天 至 3 周）可快速起效，但不适用于长期治疗2

• 不良事件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胃溃疡、骨质疏松、青光眼和库欣综合征2

• 不建议AD患者中长期使用口服糖皮质激素5

皮质类固醇（全身性）

1. Tollefson MM, Bruckner AL.Atopic dermatitis: skin-directed management.Pediatrics.2014;134(6):e1735–1744. 
2. Megna M, Napolitano M, Patruno C, et al.Systemic treatment of adult atopic dermatitis: a review.Dermatol Ther (Heidelb).2017;7(1):1-23. 
3.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Sanofi-Aventis.Prescribing Information for Dupilumab.Reference ID: 4401687.Tarrytown, NY, USA: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 2019. 
4. Regeneron.Regeneron and Sanofi announce approval of dupilumab (Dupixent) to treat adult patients with moderate-to-severe atopic dermatiti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ress release].Published September 28, 2017.Available at: 

http://newsroom.regeneron.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1041927 (accessed on January 23, 2020).
5. Wollenberg A, Barbarot S, Bieber T, et al.Consensus-based European guidelines for treatment of atopic eczema (atopic dermatiti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part II.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2018;32(6):850-78. 



中度至重度 AD的经典免疫调节剂治疗
指南中对于常规疗法无效的患者推荐使用免疫调节剂，通常伴有全身性不良反应且需要密切监测

药物 使用 MOA

环孢菌素 • 在许多欧洲国家，环孢菌素用于需要全身性治
疗的重度 AD 患者1,2

• 最长使用持续时间为1–2 年3

• 抑制 IL-2 表达和 T 淋巴细胞功能的3

霉酚酸酯 • 在慢性或重度 AD 或环孢菌素治疗无反应的患
者中的超适应症使用3-5

• 抑制 B 细胞和 T 细胞增殖3

硫唑嘌呤 • 在重度和耐药性 AD 中的超适应症使用3

• 环孢菌素使用禁忌时3

• 嘌呤合成抑制剂，可减少白细胞增殖3

甲氨蝶呤 • 在中度至重度 AD 中的超适应症使用3

• 患者必须定期接受血液检测3

• 可干扰叶酸代谢，从而调节炎症过程3

MOA，作用机理。 1. Wollenberg A, Barbarot S, Bieber T, et al.Consensus-based European guidelines for treatment of atopic eczema (atopic dermatiti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part II.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2018;32(6):850-78. 

2. Cyclosporine (Neoral) [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UK Ltd, 2015. 
3. Megna M, Napolitano M, Patruno C, et al.Systemic treatment of adult atopic dermatitis: a review.Dermatol Ther (Heidelb).2017;7(1):1-23. 
4. Myfortic [package insert].East Hanover, NJ, USA: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2015. 
5. Gutfreund K, Bienias W, Szewczyk A, Kaszuba A. Topical calcineurin inhibitors in dermatology.Part 1: properties, method and effectiveness of drug use.Postepy Dermatol 

Alergol.2013;30(3):165-169.  



Dupilumab 概览

• FDA 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批准用于局部治疗控制欠佳的成年患者中度至重度 AD的治疗1,2

• EMA 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批准用于需要全身性治疗成人中度至重度 AD的治疗3

• FDA/EMA 于 2019 年批准在需要全身性治疗的 12 岁及 12 岁以上的患者中度至重度 AD的治疗2,4

适应症和批准

•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IgG4，可通过与 IL-4Rα亚基结合来抑制 IL-4 和 IL-132

• 阻断 IL-4Rα可抑制 IL-4 和 IL-13 细胞因子诱导的反应，包括促炎性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 IgE 的释放2,5

作用机理

• 用药后的超敏反应（荨麻疹、皮疹、结节性红斑、过敏样反应和血清病）
• 患者应向医护人员报告新发或恶化的眼部症状（结膜炎和角膜炎）
• 在启动该疗法前，应先治疗已经存在的蠕虫感染
• 警惕血管性皮疹、肺部症状的恶化和/或神经病变，尤其是在降低口服皮质类固醇激素的剂量时
• 酌情逐步减少类固醇用量；启动治疗后，不要突然中断全身性、局部性或吸入性皮质类固醇激素的治疗

警告和注意事项2,4

1.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approves new eczema drug Dupixent [press release].Published March 28, 2017.Available at: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newsroom/pressannouncements/ucm549078.htm (accessed on January 24, 2020). 
2. Dupixent PI ,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 / Sanofi-Aventis U.S. LLC, 06/2019. 
3. Regeneron.Regeneron and Sanofi announce approval of dupilumab (Dupixent) to treat adult patients with moderate-to-severe atopic dermatiti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ress release].Published September 28, 2017.Available at: 

http://newsroom.regeneron.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1041927 (accessed on January 23, 2020).
4. Dupixent SmPC EMA 2020-https://www.ema.europa.eu/en/medicines/human/EPAR/dupixent#product-information-section
5. D’Erme AM, Romanelli M, Chiricozzi A. Spotlight on dupilumab in the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design,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place in therapy.Drug Des Devel Ther.2017;11:1473-1480. 

EMA=欧洲药品管理局，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全身性药物治疗概述
• 抗生素、抗病毒药、皮质类固醇和免疫调节剂在管理中度至重度 AD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指南中对于常规疗法无效的患者推荐使用免疫调节剂，多为超适应症使用

• 与全身性 AE 相关，通常需要密切监测

• Dupilumab:

• 一种新型的注射药物，已被FDA/EMA 批准在需要全身性治疗的 12 岁及 12 岁以上的患者中度至重度 AD

的治疗

• 可通过与 IL-4Rα亚基结合来抑制 IL-4 和 IL-13

• 已被证明可有效减轻耐药性 AD 的体征和症状

• 与安慰剂组相比，dupilumab 组中的注射部位反应和结膜炎更为常见



小结

• 润肤剂对皮肤保湿至关重要，可用于各种严重程度的 AD

• 湿敷疗法可以促进皮肤的水合作用和对外用药物的吸收，但与 TCS 一起使用时也会带来某些风险

• TCS在治疗皮肤炎症方面非常有效；选择 TCS 效力时，需要考虑因国家和地区差异的多种因素、使用局限性和不良反应，包

括皮肤变薄、肾上腺抑制以及患者类固醇恐惧症

• TCI是治疗 AD 的有效二线疗法，尤其是在敏感皮肤区域，在美国带有黑框警告，有淋巴瘤和皮肤恶性肿瘤风险增加的警示

信息（在美国和加拿大为黑框警告），有用药部位反应/疼痛和短时性感染风险升高的可能

• 光疗法可用于药物抵抗型 AD，耗时且不适用于急性皮损

• 抗生素、抗病毒药、皮质类固醇和免疫调节剂在管理中度至重度 AD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Dupilumab是一种新型的注射药物，可通过与 IL-4Rα亚基结合来抑制 IL-4 和 IL-13，已被FDA/EMA 批准在需要全身性治

疗的 12 岁及 12 岁以上的患者中度至重度 AD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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