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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观察应用重组类人胶原蛋白面膜对女性健康者皮肤的改善作用。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１１年６月进

摘要

行美容咨询的女性健康者４【）例．每天应用重组类人胶原蛋白面膜连续１周后改为２次／周，共３周，于应用即刻、１周和１个月
后用ＶＩＳＩＡ皮肤图像分析仪和Ｓ（）ＦＴ５．５皮肤性质测试仪对皮肤性质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结果：ＶＩＳＩＡ结果显示，入组者应
用类人胶原蛋白面膜后，色素斑和毛孔与应用前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Ｌ）．（）５）；应用后即刻与应用前比较，皱纹、纹理和紫质均有

明显差异（Ｐ＜（）．１Ｊ５）；应用１周后与应用前比较，纹理和紫质均有明显差异（Ｐ＜（）．０５），应用１个月后紫质与应用前比较，仍有明

显差异（Ｐ＜ｏ．０５）。Ｓ（Ｊ盯５．５检测结果显示，应用重组类人胶原蛋白面膜后与应用前比较，皮肤的ｐＨ和弹性无明显差异（Ｐ＞
【）．（】５）；应用后即刻及１周后与应用前比较，皮肤的水分和油脂均有明显差异（Ｐ＜（】．（）５），其中应用后即刻更显著（Ｐ＜０．（）１）。结
论：女性健康者应用重组类人胶原蛋白面膜后即刻及１周内，皮肤水分增加，油脂降低．皮肤质地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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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类人胶原蛋白（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ｌｉｋｅ

１．２研究方法
仪器和材料

ⅥＳＩＡ皮肤图像分析仪由美国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是一种应用基因工程技术将胶原蛋白的

１．２．１

ｍＲＮＡ逆转录为ｃＤＮＡ，然后经酶切修饰后重组，

Ｃａｎｆｉｅｌｄ科技公司生产；Ｓ（）ＦＴ ５．５皮肤性质测试仪由

再经过高密度发酵、分离、纯化等工艺生产得到的新

意大利Ｃａｌｌｅｇａｒｉ科技公司生产。重组类人胶原蛋白面
膜由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型胶原蛋白～１。本研究旨在观察健康人应用重组类
人胶原蛋白面膜后皮肤的改善情况，并应用ＶＩＳＩＡ

１．２．２

方法

用重组类人胶原蛋白面膜敷脸，１

皮肤图像分析仪和Ｓ（）ＦＴ５．５皮肤性质测试仪对治

次／ｄ，连续应用１周后改为２次／周，共３周。分别

疗前、后皮肤性质进行定量评价，现报告如下。

于应用即刻、１周和１个月后对入选者皮肤性质进

ｌ资料与方法

行定量分析和评价。每次治疗前均由同一医师用同
随机选取２（）１ １年１月一２（）１１年６

一相机、在同一光源、以同一角度对面部区域进行摄

月到我院激光美容中心进行美容咨询的女性４０例．

影并存档，同时采用ＶＩＳＩＡ皮肤图像分析仪和

年龄１８～４９岁，平均３１．８岁；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皮肤分型

Ｓ（）ＦＴ５．５皮肤性质测试仪检测。

为１１Ｉ～ＩＶ型；均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

１．２．３

１．１

一般资料

测试条件

室温２４℃，湿度４０％～５０％。

测试者在测试前３０ ｍｉｎ进入测试环境中安静待测。
通讯作者

万方数据

饧蓉娅．Ｅ—ｍａｉｌ：ｐｆｋｘｈ＠ｓｉｎａ．ｃｏｍ

ＳＯＦＴ５．５皮肤性质检测仪主要检测皮肤ｐＨ、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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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和油脂。将检测仪的探头垂直地置于皮肤上，５

１．３

～１０ ｓ待测定值稳定后读取数值，取５次测定的平

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ｚ±ｓ）表示，计量资料

均值。ＶＩＳＩＡ皮肤图像分析仪主要检测皮肤色素

采用配对￡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斑、皱纹、纹理、毛孔和紫质。首先清洁面部，１５ｍｉｎ

２

后用ＶＩＳＩＡ皮肤图像分析仪拍摄测试者面部图像，

２．１

分析区域尽量避免反光区域和头发干扰。所有皮肤

重组类人胶原蛋白面膜后，其面部皮肤状态得到明

检测均由同一医师操作。

显改善，表现为细腻度及光泽度明显增加，主观感受

１．２．４

绝对分值（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ｃｏｒｅｓ）ＶＩＳＩＡ皮肤图

统计学处理

２０１３年２月

结

采用ＳＰＳＳｌ３．Ｏ软件进行统计

果

临床评价所有入组者均完成本次研究，应用

皮肤滋润并有饱满感等，上述变化在应用１周后更

像分析仪针对每名待测者自动生成绝对分值。绝对

加明显。

分值代表出现在选定区域的皮肤特征检测值的面积

２．２

ＶＩＳＩＡ检测结果

和强度，用于观察皮肤性质。

２．３

ＳＯＦＴ５．５检测结果见表１。

见表１。

表ｌ重组类人胶原蛋白作用前后ＶＩＳＩＡ数值与ＳＯＦｒ５．５数值结果（ｆ±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

３讨

论

反应明显降低，其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胶原蛋白是由甘氨酸、丙氨酸、脯氨酸等１９种

本研究发现，应用类人胶原蛋白面膜的女性健

氨基酸所组成的天然蛋白，其氨基酸组成和组织结

康者皮肤性质改变主要在应用即刻和应用后１周，

构与皮肤组织相同，因而其与皮肤的相容性和亲和

表现为皮肤水分明显增加、油脂降低和皱纹、纹理和

力好，并有很好的保湿和深层洁肤的功能，还可以补

紫质的改善，说明类人胶原蛋白具有补充水分和调

充皮肤中损失的胶原蛋白。目前，国内外均已广泛

节油脂代谢的功能，并且可以维持较长时间。

地将胶原蛋白应用于烧伤、创伤修复、美容护理等诸

总之，将重组类人胶原蛋白面膜应用于女性健康

多方面。但是其制备方法多为从动物组织提取或人

者皮肤后，补充水分和调节油脂分泌的效果明显。重

胎盘中提取，这种方法提取的胶原蛋白具有非水溶

组类人胶原蛋白面膜是较为安全有效的护肤产品。

性、病毒传染性、异体免疫排斥性及结构弱加工赋型
性等缺点，这极大地限制了其的开发利用瞳］。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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