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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低剂量环磷酰胺联合复方黄柏液对尖锐湿疣（CA）患者 CO２ 激光术后复发的影响。方法：１３５ 例 CA 患者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联合组（３８ 例）、环磷酰胺组（３５ 例）、复方黄柏液组（３２ 例）和对照组（３０ 例）。所有患者均用 CO２ 激光术祛除疣体
（包括醋酸白试验阳性区域）后，创面较小的患者给予外用莫匹罗星软膏，创面较大的患者加用左氧氟沙星片 ０.５ g，口服，qd，连用
２～３ d 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联合组患者给予复方环磷酰胺片 ５０ mg，口服，qd，７ d 为 １ 个疗程，连用 ２ 个疗程，疗程之间需停药
３ d+皮损局部及周边给予复方黄柏液，创面未愈合者湿敷 ３０ min，创面愈合后改为外洗 ２０ min，bid，连用 ４ 周；环磷酰胺组患者给
予复方环磷酰胺片（用法用量同联合组）；复方黄柏液组患者给予复方黄柏液（用法用量同联合组）；对照组患者不用其他药物。观
察 ４ 组患者复发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联合组患者复发率＜环磷酰胺组＜复方黄柏液组＜对照组，４ 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０.０５）；联合组患者累计复发次数＜环磷酰胺组＜复方黄柏液组＜对照组，４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联合组患者仅出现 １ 例用药后自觉全身发热外，其他 ３ 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结论：低剂量环磷酰胺联合复
方黄柏液较单用环磷酰胺或复方黄柏液，可有效降低 CA 患者 CO２ 激光术后的复发率，
且安全性较好。
关键词 环磷酰胺；复方黄柏液；
尖锐湿疣；CO２ 激光术；复发

Effects of Low-dose Cyclophosphamid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Huangbai Lotion on Recurrence in Pa⁃
tients with Condylomata Acuminata after CO2 Laser Therapy
HU Yong，TANG Hong-feng，ZHENG Xiu-fen，WANG Rui-hua，HUANG Ling（Dept. of Dermatology，
Shunde Municipal First People’
s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Guangdong Foshan ５２８３００，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low-dose cyclophosphamid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huangbai lotion
on the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condylomata acuminate（CA）after CO２ laser therapy. METHODS：１３５ CA patients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combination group（３８ cases），cyclophosphamide group（３５ cases），Compound huangbai lotion group（３２ cas⁃
es）and control group（３０ cases）. All patients received CO２ laser therapy for dispelling wart（acetic acid white test positive area），
and then the patients with small wound were given Mupirocin cream for external use and those with large wound were given Le⁃
vofloxacin tablet ０.５ g，qd，for ２-３ d routime treatment. The combination group was given one Compound cyclophosphamide
５０ mg orally，qd；a treatment course lasted for ７ d，and all of them received ２ treatment courses；３ d interval between treatment
course+local application of Compound huangbai lotion for skin lesion；the lotion was used to wet dressing the wound for ３０ min
before the wound healed or to wash the skin lesion areas for ２０ min after the wound healed，bid，for ４ weeks. The cyclophospha⁃
mide group was given Compound cyclophosphamide tablet（usage and dosage were same to combination group）. Compound
huangbai lotion group only used Compound huangbai lotion（usage and dosage were same to combina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The recurrence of disease and ADR were observed in ４ groups. RESULTS：The recurrence rate
was in ascending order as combination group，cyclophosphamide group，Compound huangbai lo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mong ４ groups（P＜０.０５）. The recurrence times was in ascending order as combination group，
cyclophosphamide group，Compound huangbai lo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mong ４ groups
（P＜０.０５）. There was no serious ADR during treatment，and only one patient from combination group suffered from transient fe⁃
ver. CONCLUSIONS：Low-dose cyclophosphamid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huangbai lotion is more effective and safer than
cyclophosphamide or Compound huangbai lotion lone in reducing recurrence rate of patients with CA after CO２ laser therapy.
KEYWORDS Cyclophosphamide；Compound huangbai lotion；Condylomata acuminata；CO２ laser；Recurrence
尖锐湿疣（CA）是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所致的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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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门、外生殖器皮肤或黏膜的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STD）之
一，在美国每年约有 ５０ 多万的新发患者[１]，在我国发病率亦逐
年递增，位居 STD 的第三位[２]，高危型的 HPV 感染还具有癌变
的潜在可能，患者往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
而现有的以 CO２ 激光术为代表的物理治疗复发率很高。为了
寻求有效的预防术后复发的方法，在本研究中，笔者从免疫治
疗的角度出发，观察了低剂量环磷酰胺联合复方黄柏液对 CA
China Pharmacy ２０１４ Vol. ２５ No.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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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CO２ 激光术后复发的影响，
以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4

治愈：原皮损治疗部位及其周围 １ cm 内疣体完全消失，

资料与方法

1
1.1

疗效判定标准[6]

一般资料

无新疣体出现，醋酸白试验阴性；复发：原皮损治疗部位及其

选择我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收治的 １３５ 例 CA 患

周围 １ cm 内出现新的疣体，
醋酸白试验阳性。

者，均符合《性病诊疗规范和性病治疗推荐方案》中的诊断标
准 ，醋酸白试验阳性，HPV ６-１１ 阳性和/或 HPV １６-１８ 阳

1.5

性。其中，男性 ７６ 例，女性 ５９ 例，年龄 １６～５２ 岁，平均（３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１３.０ 统计学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 复发

[３]

率比较采用χ２ 检验，复发次数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

１４.６）岁；病程 １ 周～８ 个月，平均（２.８±１.２）个月。男性患者皮

和 Nemenyi 检验[７]。P＜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损部位位于龟头、冠状沟、包皮内外板或系带处、尿道口、会阴

2

部、肛周；女性患者皮损部位位于大小阴唇、阴道前庭及阴道

2.1

4 组患者复发率比较
联合组患者复发率＜环磷酰胺组＜复方黄柏液组＜对照

口、会阴部、肛周、宫颈口。排除标准：
（１）入选前 ２ 周内系统或
局部使用过免疫调节药物或抗病毒药物者；
（２）局部并发有其

结果

组，
４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详见表 ２。
表 2 4 组患者复发率比较 [例
（％
％）
]

他明显的可能会影响到疗效评价的皮肤疾病者；
（３）患有其他
STD 或感染性疾病者；
（４）患有糖尿病、血液病、肿瘤等慢性系

Tab 2

Comparison of recurrence rates among 4 groups [case
（％
％）
]

统性疾病或肝肾功能障碍性疾病者；
（５）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或免疫功能低下者；
（６）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及儿童。按随机
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联合组（３８ 例）、环磷酰胺组（３５ 例）、
复方黄柏液组（３２ 例）和对照组（３０ 例）。４ 组患者性别、年龄、
病程、疣体大小及数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详见表 １。本研究方案经我院医学伦

组别
联合组
环磷酰胺组
复方黄柏液组
对照组

2.2

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表1
Tab 1

4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联合组
环磷酰胺组
复方黄柏液组
对照组

1.2

n
38
35
32
30

男性/女性，例 年龄，岁
22/16
16～48
19/16
19～45
18/14
20～52
17/13
17～50

病程，月
0.75～8.0
0.38～6.0
0.25～7.5
0.50～6.0

12周
0（0）
0（0）
0（0）
0（0）

合计
7（18.41）
14（40.00）
16（50.00）
23（76.70）

联合组患者累计复发次数＜环磷酰胺组＜复方黄柏液
组＜对照组，
４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详见表 ３。
表 3 4 组患者累计复发次数比较
（例）
Tab 3

疣体大小，cm 疣体数量，个
0.5～1.5
6～23
0.2～1.0
4～25
0.3～1.4
4～23
0.3～1.2
5～20

10周
1（2.63）
1（2.86）
0（0）
0（0）

4 组患者累计复发次数比较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patients
from 4 groups

n
2周
4周
6周
8周
38 1（2.63） 2（5.26） 2（5.26） 1（2.63）
35 2（5.71） 4（11.43） 5（14.29） 2（5.71）
32 4（12.50） 6（18.75） 5（15.62） 1（3.13）
30 8（26.67） 7（23.33） 5（16.67） 3（10.00）

Comparison of recurrence times among 4 groups
（case）

治疗方法

组别
联合组
环磷酰胺组
复方黄柏液组
对照组

所有患者均用 CO２ 激光术祛除疣体（包括醋酸白试验阳

2.3

1次
5
5
3
2

2次
1
5
2
2

3次
1
3
4
3

4次
0
1
5
4

5次
0
0
2
4

6次
0
0
0
2

7次
0
0
0
3

8次
0
0
0
2

9次 合计
0
7
0
14
0
16
1
23

不良反应

性区域）后，创面较小的患者给予外用莫匹罗星软膏，创面较

联合组患者仅出现 １ 例用药后自觉全身发热，其他 ３ 组患

大的患者加用左氧氟沙星片 ０.５ g，口服，qd，连用 ２～３ d 常规

者治疗期间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所有服用环磷酰胺患

治疗。在此基础上，联合组患者给予复方环磷酰胺片（天津金

者治疗前后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自身抗体及类风湿因子检测

世制药有限公司）５０ mg，口服，qd，７ d 为 １ 个疗程，连用 ２ 个疗

均无明显变化。

程，疗程之间停药 ３ d

3

[１，４]

+皮损局部及周边给予复方黄柏液（山

讨论

东汉方制药有限公司），创面未愈合者湿敷 ３０ min，创面愈合

CA 是一种“发病率高、传染性强、危害性大、复发难治”的

后改为外洗 ２０ min，bid，连用 ４ 周；环磷酰胺组患者给予复方

STD 和良性肿瘤。近年来，
用于 CA 的药物如咪喹莫特，
方法如

环磷酰胺片（用法用量同联合组）；复方黄柏液组患者给予复

光动力治疗等，
普遍存在使用不便及费用高昂等缺点[１]；
HPV 疫

方黄柏液（用法用量同联合组）；对照组患者不用其他药物。

苗虽然已成为当今的研究热点 [８]，但尚未大规模应用于临床。

所有服用环磷酰胺的患者治疗前后检测血尿常规、肝肾功能、

因此，
临床仍以 CO２ 激光术治疗为主，
但复发率较高。

自身抗体及类风湿因子，
并嘱足量饮水。
1.3

环磷酰胺适用于恶性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细胞白

观察指标

血病、实体瘤如神经母细胞瘤、卵巢癌、乳癌、各种肉瘤及肺癌

观察 ４ 组患者复发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等，但用于 CA 的治疗是一个全新的理念，Cao Y 等 [１] 研究指

首次治疗完成后，每 ２ 周随访 １ 次，连续随访 １２ 周，记录复

出，低剂量环磷酰胺可预防 CA 的复发，CA 皮损局部免疫微环

[５]

发例数。复发率＝复发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
复发患者按原有方案复治至治愈，记录每例患者累计复
发次数（重复治疗次数）。
· ２９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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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异常与 CD３+ CD４+ FOXP３+ Treg 细胞局部募集、显著增
多有关，而低剂量环磷酰胺可以在增强 T 细胞和 NK 细胞效应
的同时，选择性地大量抑制或减少 Treg 细胞，从而有助于改善
中国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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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免疫微环境，清除残存的 HPV，有效防止 CA 复发 [１，４，９]，

[C]//全 国 性 与 生 殖 医 学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 汇 编. 北 京 ，
２００４.

其机制初步推测可能与细胞内低水平三磷酸腺苷以及继发的
低水平谷胱甘肽有关

[９-１０]

，但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 ４ ]

Cao Y，Zhao J，Lei Z，et al. Local accumulation of

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复方环磷酰胺中所含的人参茎叶总皂

FO- XP３+ regulatory T cells：evidence for an immune

苷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抗肿瘤、抗病毒等多种作用，与环

evasion mechanism in patients with large condylomata
acuminata[J]. J Immunol，２００８，
１８０（１）：７ ６８１.

磷酰胺联用，在增强疗效的同时还能有效降低其毒副作用
[５]

[１１-１２]

。

尖锐湿疣复发的随机双盲多中心临床研究[J].中国临床

复方黄柏液最主要成分是黄柏。黄柏为芸香科植物黄皮

药理学杂志，
２００６，
２２（２）：１０９.

树或黄檗的干燥树皮，祖国医学认为其味苦、性寒，归肾、膀胱
经，能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消肿祛腐。小檗碱（又称黄连素）

[６]

（７）：４２１.

碱，呈现多样的药理学和生物学活性，广泛用于治疗各种感染
[７]

刘伟，林汉生.SPSS 在完全随机设计多个样本间多重比
较 Nemenyi 秩和检验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０９，

仅局限于体表的皮肤或黏膜，因此采用复方黄柏液局部外用

２６（２）：２１４.

的方式，一方面有助于直接洗脱部分治疗后残存的疣体和病
毒；另一方面还可以湿润皮肤，增加角质层水合，帮助其有效

吴大军，仇爱华，吴秀华，等.５％咪喹莫特乳膏预防尖锐
湿疣复发的疗效观察[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３

是黄柏提取物中最主要的有效成分，属于天然的异喹啉生物
性疾病 [１３]。小檗碱口服生物利用度较低 [１３]，而 HPV 的感染也

汪科，韩钢文，郑和义，等.重组人干扰素α-２a 凝胶预防

[８]

Yanofsky VR，Patel RV，Goldenberg G. Genital warts：

成分直接作用于 CA 的潜伏和亚临床感染灶而发挥作用。既

a comprehensive review[J]. J Clin Aesthet Dermatol，

往研究表明，小檗碱对多种杆菌、球菌及真菌具有较强的抑制

２０１２，
５（６）：２５.

作用以及抗炎活性，对多种病毒如流感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

[ ９ ]

acuminata[J]. Chin Med J：Engl，２０１３，
１２６（１６）：３ １９８.

某些具有致肿瘤特性的微生物和病毒的增殖和复制具有明显
[１０]

抑制作用[１３-１６]。

Zhang Y，Duan Y，Zhao J，et al. Low-dose oral cy⁃
cloph- osphamide therapy is effective for condylomata

（HBV）等具有抗病毒作用，此外还具有抗肿瘤活性，尤其对于

Zhao J，Cao Y，Lei Z，et al. Selective depletion of CD４+

本研究结果显示，联合组患者复发率＜环磷酰胺组＜复

CD２５ + Foxp３ + regulatory T cells by low-dose cyclo⁃

方黄柏液组＜对照组，４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联合组

phosphamide is explained by reduced intracellular ATP

患者累计复发次数＜环磷酰胺组＜复方黄柏液组＜对照组，４

levels[J]. Cancer Res，２０１０，
７０（１２）：４ ８５０.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１，９]

。表明环

[１１]

磷酰胺联合小檗碱对 HPV 所致的 CA 具有一定的抑制和治疗
作用，小檗碱抗菌、抗炎、抗病毒和抗肿瘤的机制很可能与

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１４（７）：１１８.
[１２]

PI３K/Akt 等信号通路及诱导多种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有关 ，
也可能与小檗碱插入 DNA，抑制 DNA 合成及逆转录有关 ，

[１３]

Drug Dev Ind Pharm，２０１３，
３９（４）：５３４.

后自觉全身发热，其他 ３ 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见明显不良反
[１４]

from Chinese herbs[J]. Anticancer Drugs，２００９，
２０
（９）
：
７５７.

酰胺或复方黄柏液，可有效降低 CA 患者 CO２ 激光术后的复发
[１５]

major component of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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