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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如期而至，在似火骄阳下“炙烤”的你，是不是又想到了防晒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你最想知道的

打伞、戴遮阳帽还要不要涂防晒霜？防晒霜到底怎么涂？晒成“黑木炭”后还能不能“抢救”一
下……今天，
我们就请专家解答，
你最想知道的 7 个防晒问题。

轻易可达真皮层的紫外线 UVA

紫外线可增加恶性肿瘤发生率
紫外线可增加恶性肿瘤发生概率、引起晒
伤、晒黑和不同程度的光老化等。紫外线可诱
发 DNA 损伤，形成突变，导致皮肤肿瘤的发生。
目前已经大量研究表明紫外线与基底细胞癌、
鳞状细胞癌和恶性黑素瘤相关。白色人种喜
欢日光浴与皮肤恶性肿瘤发生率高有一定的
关系。所以，尽量不要直射太阳，以免增加恶
性肿瘤的发生。
另外，短期内紫外线对皮肤的副作用是晒
后红斑（日光性红斑，可能形成水疱或脱屑）和
晒黑。紫外线引起晒后红斑的能力随着波长
的增长而迅速降低，如 360nm 紫外线引起的红
斑能力约是 300nm 紫外线的千分之一。UVB 引
起的晒后红斑在照射后 6-24 小时内达到高
峰，罕见即刻红斑反应。但如果暴露高剂量的

四类人群更需要注意防晒
光敏性疾病的患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
肌炎、日光性皮肤病（多型日光疹、慢性光化性
皮炎、日光性荨麻疹、种痘样水疱病、着色性干
皮病等）。
老年人：避免阳光直射特别是正午时分，
以免诱发皮肤肿瘤的发生。
普通年轻人：
避免晒黑和晒伤及预防光老化。
激光及化学换肤后患者：
避免激光术后反黑。

打伞、戴帽子也还需再涂防晒霜
为了预防和避免紫外线对皮肤的辐射，应
该避免特别是正午时分在阳光下暴晒，可待在
阴凉处，
穿防护衣、
打伞和用防晒产品。
打 伞 、戴 帽 子 等 防 晒 后 还 需 要 擦 防 晒
霜吗？
当然是需要的，可选择防晒指数相对较小
的防晒霜，因为虽然打伞、戴帽子可遮住太阳，
但地面、草地、水、雪地都可不同程度地反射紫
外线。一般草地反射的紫外线为 1%，
水面反射
的紫外线为 20%，
雪地反射的紫外线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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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物理防晒霜还是化学防晒霜？
物理防晒霜：通过一层惰性金属颗粒膜反
射紫外线，通常是氧化锌或二氧化钛发挥作用
让紫外线反射出去，让紫外线接触不到皮肤。
一般这种防晒霜刺激性小，不会被皮肤吸收，
敏感肌肤首选，
但是涂抹之后泛白，
影响美观。

个防晒问题

防晒，主要是防太阳光中看不见的紫外
线。紫外线是太阳辐射的电磁波谱的一部分，
根据波长被分为 UVA（400-315nm）、UVB（315290nm）和 UVC（290-200nm）。UVA 又进一步分
为 UVA1（400- 340nm）和 UVA2（340- 315nm）。
抵达地球 95%的紫外线为 UVA，因为所有 UVC 和
大多数 UVB 被大气层中的氧气和臭氧吸收，另
外波长小于 290nm 的紫外线在地球表面无法检
测到。
抵达地球表面的紫外线可被生物分子
（DNA、蛋白质、脂质）吸收，造成无保护细胞的
损伤和死亡。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所有生物
需建立防御机制以抵抗紫外线的杀伤。在人
类未进化之前，人体毛发可防御紫外线的侵
害。随着人体毛发的脱失，对紫外线的抵御
能力下降。
紫外线对皮肤的穿透深度是波长依赖性
的，即波长越长，穿透深度越深。因此，UVA 可
轻易达到皮肤真皮深层，大部分 UVB 被表皮吸
收，仅有少部分能够达到真皮上层。极少量的
UVC 达到地球表面后，则主要在角质层和表皮
上层被反射和吸收。

UVA 后常可见即刻红斑反应。
晒黑是一种双相反应，并且有波长依赖
性。即刻晒黑可发生在照射期间和照射后即
刻，由黑素改变（氧化）和再分布引起，常见于
UVA；迟发性晒黑由 UVB 剂量大于红斑阈值（伴
有晒后红斑）；因此实际上 UVA 和 UVB 都可以引
起皮肤的晒黑，
在防晒过程中应该注意。
一般来说，白色人种出现晒后红斑后，皮
肤易晒黑。而皮肤较黑及更黑者，特别是亚洲
人群，晒黑前一般没有红斑反应，基本都是悄
无声息地就黑了。

化学防晒霜：吸收的防晒产品则通过
特殊的化学物质吸收 UVB 和 UVA 或两种紫外
线，然后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去。主要根据化
学结构决定其防晒效果，一般肌肤可以选择适
用，
涂抹之后无泛白现象，
比较自然。
如何区分物理防晒霜和化学防晒霜？
如何区分物理防晒霜和化学防晒霜，主要
看其防晒成分的组成。一般含有二氧化钛和
氧化锌的防晒霜为物理防晒霜，其他成分的为
化学防晒霜。另外物理防晒霜透气性差且泛
白，
一般消费者难以接受。
防晒霜指数如何选择？
日光防护指数（SPF）:一般 10 到 50，主要
防护 UVB，
数值越高，
防护能力越强
UVA 防护指数（PA）:一般+到++++，主
要防护 UVA，
加号数越多，
防护能力越高。
如何涂抹防晒霜？
涂抹时间：
出门前 20-30 分钟。
补充时间：一般物理防晒霜 3-4 小时补充
一次，
化学防晒霜 2-3 小时补充一次，
面部涂抹面积：整张脸约涂一元硬币大小
或一指间单位（从一个 5mm 内径的药管中，
挤出
一段药膏，恰好达到由食指指端至远端指间关
节横线间距离长度的药量）涂抹两个手掌面积。

晒伤后的处理方法你知道吗？
轻者（仅有红斑，无水疱、糜烂）：可使用毛
巾包裹冰块后冰敷，且勿直接接触冰块，以免
冻伤。或用炉甘石洗剂一天三次。
重者（红斑、水肿、水疱、糜烂等）：口服抗
组胺药物甚至小剂量激素，除上述方法外，需
外用糖皮质激素、
吲哚美辛溶液等抗炎。

晒成
“黑木炭”
如何补救？
外用含有美白成分的护肤品，如氢醌、熊
果苷、
酰胺胺等成分的护肤品。

果酸换肤：加速黑素向角
质细胞转运，加速角质细胞脱
落，
达到美白的作用。
低能量大光斑 Q 开关 1064 激光（白瓷
娃娃）：晒黑后不建议做激光治疗，如果一个
月甚至两个月还未复色，可尝试使用该方法
治疗。
口服抗氧化剂，防止黑色素形成：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谷胱甘肽等药物。
口服氨甲环酸：抑制络氨酸酶活性；抑制
纤维溶酶原-纤溶系统干扰黑色素细胞和角质
形成细胞的作用，降低络氨酸酶活性，从而抑
制黑素形成。

这些
“光敏物”
吃后接触后要防晒
民以食为天。吃占据我们的日常，夏季到
了，吃了一些光敏食物后一定要注意防晒。光
敏性食物指那些容易引起日光性皮炎的食
物。通常来说，光敏性食物经消化吸收后，其
中所含的光敏性物质会随之进入皮肤，如果在
这时照射强光，就会和日光发生反应，进而出
现裸露部位皮肤的红肿、起疹，并伴有明显瘙
痒、
灼烧或刺痛感等症状。
光敏性食物：
含叶绿素高的蔬菜和野菜(灰
菜、
苦菜)。常见光敏性食物有灰菜、
紫云英、
雪
菜、莴苣、茴香、苋莱、荠菜、芹菜、萝卜叶、菠
菜、荞麦、香菜、红花草、油菜、芥菜、无花果、柑
橘、柠檬、芒果、菠萝等。除此之外，
“光敏性海
鲜”包括螺类、虾类、蟹类、蚌类等，同样含有光
敏物质，
也需留意。
外源性光敏物质：皮肤日常接触的如美容
化妆品、清洁剂中的香料、防腐剂、苯胺及苯胺
类衍生物、
染料等;职业环境接触或外用于皮肤
的如焦油、沥青及一些苔藓类植物、补骨脂、白
芷、
香豆素类等。
另外内服药品如四环素族、灰黄霉素、磺
胺类、萘啶酸、非那根、克尿塞类、氯丙嗪等吩
噻嗪类、
雌激素等都有光敏性。
文/于瑞星 崔勇 ( 中日友好医院 )

高考季备考学生如何防范白癜风
专家表示：
制定科学计划，学习和健康可以兼顾
精神压力大 备考学生成白癜风高发群体
白癜风是一种以黑色素脱失和白斑形成为特征
的色素障碍性皮肤病，虽然看似是皮肤表面的症状，
但实际上是与人体脏腑、血液、免疫、微循环等密切相
关的综合性疾病。
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七届皮肤性病专业委员
会委员、北京国丹白癜风医院王家怀主任介绍，大量
的临床病例证明，精神因素是诱发白癜风发病或病
情加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约有 2/3 的病例在
发病或皮损发展阶段有精神创伤、过度劳累、思虑过
度、焦虑悲哀，甚至寝食不安、失眠多梦等精神过度
紧张情况。
每年高考前后的就诊患者中，青少年学生占比明
显升高。青少年功课多、压力大，心理负担重，如果人
长期处于精神压抑的状态下，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让身
体的各项生理机制不能有规律地休息和运作，同时促
使身体的免疫能力降低，会加大各种各样病变的出
现，
白癜风很容易在此时侵入。
王家怀介绍，考试的压力对人体的五脏六腑和
内环境也有着深刻影响。
“ 喜伤心”
“ 怒伤肝”
“ 思伤
脾”
“ 忧伤肺”
“ 恐伤肾”等，因为情绪不正常可引起
气血不活、经络阻塞、脏腑功能失常。白癜风并非
单纯的皮肤白斑，是“病在肌肤，症在体表，根在脏
腑，源自血液”，不良情绪对人体脏腑、血液、免疫等
内环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间接诱发和加重
白癜风。

疾病带来的精神伤害
二度加重病情

一年一度的高考准
时到来。在学子们争分夺秒
备战高考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健康
方面的隐患。数据显示，每到高考季，
到院就诊的白癜风学生患者数量都会
明显上升。
近几年来，白癜风患者人群呈年轻化
趋势，其中 3 岁至 18 岁的青少年儿童发病
率高，成为白癜风大军中的“主力军”。
临床数据显示，青少年白癜风发病率占
总发病人数的 60%，且这一数
据仍在逐年上升。

白癜风不仅影响美观，
还给青少年身心造成极大
困扰，性格变得敏感、封闭，
不能有效融入团队。
北京国丹白癜风医院从
接诊的青少年患者中发现两
大明显特征。第一，这一人
群正处在学习阶段，大部分
时间是和同学在一起，白癜
风的出现可能会被同学们疏
远。因为青少年心智的不成
熟，对白癜风没有正确的认
识，
总会把它误认为是传染性病症，
所以
会有意识地远离青少年白癜风患者，
甚
至还会有歧视的态度，
这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
第二，青少年心理承受力不是很成熟，严重的可
能会导致其性格变得孤僻，出现厌学的情况。倘若白
癜风出现在暴露部位，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青少年患
者的外观，可能会受到同学的排斥，受到玩伴的抛弃，
这给青少年患者心理带来痛苦和压力，进而对其自信
心带来沉重的打击。慢慢地就会养成内向，不爱说话
的性格，
甚至可能会有轻生的想法。
而这些不良情绪会导致患者免疫系统、
内分泌系统
失调，
从而加重病情，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心情过于紧张

时机体会分泌过量的肾上
腺素以应激，这种由酪氨
酸转变而来的肾上腺素的
合成、分泌过多势必耗损
酪氨酸，而酪氨酸又是合
成黑色素必不可少的原
料，因此影响了黑色素合
成，
不利于白癜风的治疗。
王家怀呼吁，社会应
给予白癜风青少年更多
关心与关爱。特别是家
长，要更关注孩子的心理
状态。青少年受精神因
素、压力、睡眠障碍等身
心问题影响，极易出现白
斑扩散现象。家长首先要多了解疾
病，
引导孩子科学认知疾病，
树立信
心，
配合医生积极防治。

个体化治疗应兼顾整体性和系统性
青少年白癜风患者该如何平衡学习与健康？王
家怀指出，劳逸结合、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完全可以
兼顾好学习和健康。每日至少保证 7 小时以上的睡
眠，
晚上尽量保证 11 点前入睡。对于一日三餐，
早餐
多吃粥和蛋类、奶类制品；午餐要注意营养均衡，荤素
的搭配要科学。

其中，
需要强调的是，
白癜风患者日常生活中应遵
从自己体内的生物钟来作息，
特别是不要长期熬夜。据
研究，
经常熬夜的白癜风患者，
体内副交感神经很容易
兴奋，
导致神经末梢释放的化学介质使酪氨酸酶活性降
低，
而酪氨酸酶是黑色素合成的重要氧化酶。长期睡眠
不佳还会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内分泌失调、
免疫异常等，
生物钟一旦被打乱，
对白癜风病情十分不利。
防治白癜风不仅应按照体内生物钟安排作息，治
疗上也要因时而异。
“因时而异、因症而异都是中医同
病异治的重要体现。”王家怀介绍，北京国丹白癜风医
院会根据每个患者的病情特点、身体条件、药敏差异
等，
给予个体化的治疗，
坚持同病异治的原则。
同时，
研究生物钟对于疾病的防治意义不局限于一
天24小时，
比如针对白癜风这种慢性皮肤病，
还应根据疾
病特点，
安排好周、
月等治疗周期的整体性、
系统性防治。
此外，在治疗时不但要治好患者的身体疾病，心
理疾病也要同步治疗，身心同疗尤为重要。在青少年
白癜风治疗过程中，要积极开展心理干预、调整，帮助
他们树立学习和治疗的信心，在一种良好的心态下接
受治疗。不要让白癜风成为孩子
“大学梦”
的绊脚石。
文/本报记者 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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