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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激素性秃发的诊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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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雄激素性秃发 （Androgenetic Alopecia，AGA） 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毛发疾病，在男性和女性中均可发生。AGA
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毛发微型化、稀疏、发际线上移，但在男女性中症状有所不同。AGA 对个人形象的影响及其治疗效果欠
佳的现状，导致患者的日常生活及心理状态都会受到消极影响。本文主要从 AGA 的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目前面临的挑
战及展望等方面对该病进行简述，为探索其诊疗方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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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drogenetic alopecia (AGA) is a very common hair disease, which occurs in both
males and female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AGA mainly include miniaturization of hair, thinning
of hair and upward movement of hairline, with different symptoms in males and females. The effect of
AGA on personal image and its unsatisfactory therapeutic effect lead to negative influence on patients'
daily life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In this paper, the pathogenesis, diagnosis, treatment, current challenges
and the prospects of this disease are briefly described,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it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words】Androgenetic alopecia；Mechanism；Diagnosis and treatment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大众对于美的
追求越来越高，但人们的生活压力显著增加，脱发

问题日益严重。雄激素性秃发 （Androgenetic Alo⁃

1

发病机制
AGA 的病因是多因素和多基因的。头皮毛囊

pecia，AGA） 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毛发疾病，由于

是雄激素的靶器官之一，全身和局部雄激素代谢异

疏、发际线上移，从而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及心理状

酮被 5α-还原酶催化转化为二氢睾酮 （Dihydrotes⁃

该病会引起毛囊微型化，最终会导致患者头发稀
态产生消极影响。本文主要从 AGA 的发病机制、
诊断、治疗、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对未来的展望等方
面对该病进行简述。

常是 AGA 发病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睾酮和雄烯二

tosterone，DHT），DHT 与毛囊细胞上的雄激素受体

结合后可使毛囊微小化。男性 AGA （Male Androge⁃
netic Alopecia，MAGA） 是雄激素依赖性疾病，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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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遗传方式尚不确定，但观察到明显的遗传易感
性，Tosti 等人观察了 20 名青春期前发病的 AGA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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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20% 是 AGA 的典型皮肤镜表现，而感叹号发
是斑秃的典型表现。

者，发现他们均具有明显的 AGA 家族史，而在女

2.2.4 其他：对于女性弥漫性脱发患者而言，由于

中，雄激素的作用尚不确定，只有 1/3 的 FAGA 妇

脱发，可行性激素、铁蛋白和甲状腺刺激激素

性 AGA （Female Androgenetic Alopecia， FAGA）
女表现出异常的雄激素水平，在女性秃发患者的一
级亲属中发现男性秃发的概率高于对照人群，表明
AGA 有共同的遗传倾向[1]。此外，头皮慢性炎症、氧

化应激、Wnt信号通路的抑制也都参与 AGA 的发病。

2

诊断与鉴别诊断

多囊卵巢综合征、贫血和甲状腺功能异常也可引起
（TSH）、卵巢超声等检查加以鉴别。

3

治疗
AGA 的治疗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难题，虽然有

多种治疗方法，但是目前没有一种疗效明确、反应
性好、持久性佳的方法。

2.1 诊断

3.1 5α 还原酶抑制剂

要时可以结合相关辅助检查确诊并排除其他疾病。

使 DHT 血清水平降低、抑制毛囊微型化。非那雄

一般根据典型的临床表现即可诊断 AGA，必

AGA 在男性和女性中的表现各具特征，在男性中

主要表现为前额发际后移和/或头顶部毛发进行性
减少和变细，这种表现形式称为男性型秃发
（Male Pattern Alopecia）；在女性中主要表现为头顶

部毛发进行性减少和变细，呈离心扩张并保留前额
发际线不受累，这种表现形式称为女性型秃发

非那雄胺和度他雄胺可以抑制 5α 还原酶从而

胺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的 MAGA
系统性治疗选择，推荐剂量是每天 1 mg，该药起效

慢，需连续用药 3 个月及以上才能观察到明显效
果；该药需长期使用，因为其中断后 AGA 病情会
继续发展，并在 1 年内恢复到治疗前状态。非那雄

胺在女性中的疗效尚不明确[3]，且服用非那雄胺会

（Female Pattern Alopecia）。由于男女的临床表现差

导致男性胎儿的女性化，也会使女性体内雌激素水

异较大，因此，既往对男女性的疾病分级使用不同

平升高，在理论上增加乳腺癌的风险，因此，非那

的评判标准，但是有报道男性可以出现女性型秃

雄胺目前未被 FDA 批准用于女性，并在有生育要

发，女性也可以出现男性型秃发，使得有时对于疾
病的分级难以定夺，2007 年，Lee 等人提出了一种
男女均适用的新的通用分级法，即 BASP （Basic
and Specific Classfication） 分型方法，该分型法根
[2]

据发际线形态、额部与顶部头发密度进行分级 。
2.2 鉴别诊断

休止期脱发和弥漫性斑秃有时在临床表现上与
AGA 难以区分，此时需要结合辅助检查来鉴别。

2.2.1 拉发试验 （Pull Test） 是指患者 5 天内不洗

发，以拇指和食指拉起一束毛发 （大约五六十根），
然后用轻力顺着毛干向发梢方向发力，计数拔下的
毛发，若超过 6 根 （>10%） 为阳性，表明有活动

求的妇女中禁用。度他雄胺每天 0.5 mg 已被批准用

于全球范围内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但仅在韩国
和墨西哥等少数几个国家/地区批准用于 AGA 治疗。
2014 年，Gupta 等人的荟萃分析表明，非那雄胺和

度他雄胺对 AGA 治疗同样有效[4]。非那雄胺对男性
性功能的影响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一般认为

其发生率低且症状轻微，Haber 等人的研究表明非
那雄胺的使用不会导致 AGA 男性的性功能障碍[5]。
鉴于系统使用 5α 还原酶可能带来不良反应，2009
年一项小型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局部和口服非那雄
胺对 45 例 MAGA 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发现外用
非那雄胺凝胶和口服片剂的治疗效果相似，在两个

性脱发。AGA 拉发试验阴性，而休止期脱发和弥

治疗组中均未观察到性功能副作用[6]。

漫性斑秃为阳性，且后两者有明显的脱发症状。

3.2 雄激素受体及雄激素拮抗剂

2.2.2 毛发显微像 （Trichogram） 是使用显微镜检
查拉发试验中拔出的毛发结构和毛根形态，由此计

算生长期和休止期的比例，休止期脱发患者可见到
拔出毛发大部分处于休止期。
2.2.3 皮肤镜检查 （Dermoscopy） 可以更加清楚地
看到毛发形态及直径，毛发粗细不均、毛干直径差

雄激素受体拮抗剂未经 FDA 批准，但经常用

于治疗 FAGA （超处方用药）。螺内酯是保钾利尿

剂，因为能阻断靶组织中的雄激素受体从而被认为
可 以 抗 雄 激 素 ， 每 天 50~200 mg 的 剂 量 用 于 治 疗

FAGA 有良好的安全性[7-9]，但其使用疗程至少需 1
年，且有月经紊乱、性欲降低、乳房胀痛和高血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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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故应用仍需谨慎。醋酸环丙孕酮是雄激素

和头发质量，特别是当与其他疗法结合使用或用作

的竞争性拮抗剂，可以减少循环中游离雄激素的含

药物输送系统时。但是目前还没有针对微针治疗脱

量，在 FAGA 治疗中与螺内酯之间没有差异[10]，但

发的标准化方案。

降、乳房压痛和男性胎儿的女性化。此外，德国和

胞的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在 FAGA 患者中进行的

该药物的不良反应包括肝毒性、体重增加、性欲下
美国正在进行外用雄激素受体抑制剂克拉斯科酮治
疗 AGA 的临床研究。

3.5.3 富含血小板血浆治疗

血小板含有刺激干细

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实验组较安慰剂组
有明显改善，但也有研究报道二者无明显差

3.3 雄激素非依赖性疗法

米诺地尔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

治 疗 AGA 的 局 部 用 药 ， 在 男 性 中 目 前 批 准 使 用
2％、5% 的溶液剂型和 5％的泡沫剂型，在女性中
则是批准了 2％的溶液剂型和 5％的泡沫剂型。米

诺地尔对毛发生长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楚，可能是通

异[12, 13]，因此尚需要更多研究证明该治疗方法的有
效性及安全性。
3.5.4 肉毒素

皮内注射肉毒素可通过抑制毛发中

TGF-β1 的分泌来有效对抗 AGA，Shon 等人的研究
表明使用肉毒素 24 周后秃发情况有明显改善，但

是注射部位及剂量的选择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长期

过钾通道开放介导，导致皮肤血流量增加、真皮乳

的随访[14]。

头中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毛发生长促进剂水平升

3.5.5 脂肪干细胞成分提取物

高，从而使毛发生长 。在 MAGA 中，5％米诺地
[11]

尔溶液的推荐剂量为 1 mL、每天两次，而 5％米诺

地尔泡沫剂的剂量为半盖 （0.5 mL）、每天两次。

对于女性，建议剂量为 2％溶液 1 mL、每天两次，
或 5％泡沫剂半盖 （0.5 mL）、每天一次。该药应需

至少使用 6 个月后再评估疗效，并应长时间使用以

脂肪干细胞是一种

间充质干细胞，它能分泌多种生长激素来帮助细胞
发育和增殖，Tak 等人的研究表明使用脂肪干细胞
成分提取物的毛发数量比对照组增加更多[15]。
3.5.6 新型局部增强剂

米诺地尔局部治疗时大约

60％~70％的患者没有明显的头发增长效果[16]，米

诺地尔是一种前药，需要通过磺基转移酶转化为硫

保持疗效，药物中断 3-4 个月后可能引起急性脱

酸米诺地尔才能发挥生物作用，Ramos 等人发现使

发，而且不建议孕妇使用米诺地尔。

用局部增强剂 （一种脂质体封装的碱化剂） 能够增

3.4 手术治疗

加毛囊中磺基转移酶的活性，这可能会提高局部和

对于 25 岁以上、病情稳定的患者，植发是一

种可行的治疗选择，其原理在于雄激素不敏感区域

的毛囊即使移植到雄激素敏感区域的头皮也能保持
其特性，移植后的毛囊一般可以保持长久的存活。
近年来随着毛发移植技术的不断改进，毛囊单位抽
取移植技术日趋成熟和标准化，应用逐渐广泛。但
是由于其经济成本较高、个体差异大、供区资源不
足等原因，对于中低收入家庭以及枕后毛发稀疏的
患者仍然难以实行。
3.5 其他新兴疗法
3.5.1 激光治疗

低能量激光疗法 （Low-level La⁃

小剂量口服米诺地尔治疗 AGA 的疗效[17]，但仍需大
量研究验证其临床疗效。
3.5.7 牛胎盘提取物

在一项双盲、随机对照试验

中，比较了 2％米诺地尔溶液和牛胎盘溶液治疗
FAGA 的疗效，发现到第六个月末，两组总毛发数

量均增加，说明外用牛胎盘素溶液的有效性可达到
2％米诺地尔的效果[18]。

4

诊疗挑战

4.1 诊断挑战
通常情况下，AGA 具有其典型模式，但是也

ser Therapy，LLLT） 是一种新发展起来的技术，已

有男性出现女性型秃发，在这类患者中，部分观察

还不够充分，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标准化用于促进头

的研究来确认睾丸激素和维生素 D 在男性的女性型

被证明能刺激头发生长，但目前针对 LLLT 的研究

到低睾丸激素血症和维生素 D 缺乏症，需要进一步

发生长的最佳治疗参数，并确定 LLLT 的长期安全

秃发患者发病机理中的作用[19]。并且，在女性中也

性和有效性。

3.5.2 微针治疗

微针技术是一种微创技术，可以

有表现为中央头皮受累、前额发际处头发减少的路
德维希模式[20]。另外，AGA 还需与弥漫性斑秃和休

诱导胶原蛋白的形成、生长因子的产生和新生血管

止期脱发相鉴别。AGA 发病缓慢，无明显诱因 ，

的形成，有研究证明其可能增加头发的密度、厚度

拉发试验阴性。弥漫性斑秃发病较快，拉发试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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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52(3): 556-559.

性，且可出现“感叹号”样发。休止期脱发常有诱
因，追问病史可寻其线索，拉发试验阳性，特别需

89

[2]

LEE W S, RO B I, HONG S P, et al. A new classification

要注意的是，由于当代年轻人多有精神压力大、睡

of pattern hair loss that is universal for men and women:

眠质量差、作息不规律等情况，AGA 患者经常同

basic and specific (BASP) classification[J]. J Am Acad

时合并有休止期脱发，值得引起重视。
另外，既往研究证明雄激素与血脂异常、动脉

Dermatol, 2007, 57(1): 37-46.
[3]

based (S3) guidel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androgenetic

硬化等多种系统性疾病的发生相关，而且 AGA 是

alopecia in women and in men - short version[J]. J Eur

男性和女性糖尿病及心脏病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
子[21-23]，因此，在诊断 AGA 时应考虑这些系统疾病

KANTI V, MESSENGER A, DOBOS G, et al. Evidence-

Acad Dermatol Venereol, 2018, 32(1): 11-22.
[4]

GUPTA A K, CHARRETTE A.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共存的可能性。

5 alpha-reductase inhibitors in androgenetic alopecia: a

4.2 治疗挑战

network meta-analysis and benefit-risk assessment of

在国内外 AGA 的研究热度很高，但是人们对

于 AGA 的发病机制的认识依然很欠缺，传统的药
物治疗效果不佳，因此，尚需要对 AGA 的发病机

finasteride and dutasteride[J]. J Dermatolog Treat, 2014,
25(2): 156-161.
[5]

HABER R S, GUPTA A K, EPSTEIN E, et al. Finasteride
for androgenetic alopecia is not associated with sexual

制进行研究以找到新的、更有效的治疗靶点。由于

AGA 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因此应强调早期

dysfunction: a survey-based, single-centre, controlled

效越好。早期、轻症的 AGA 患者相较于晚期、重

1393-1397.

study[J]. 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 2019, 33(7):

治疗和长期治疗的重要性。一般而言，治疗越早疗

症患者治疗效果好，但人们于皮肤科就诊时多已处

[6]

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finasteride gel and tablet in

于较严重的程度，加上患者对长期用药的依从性不

treatment of the androgenetic alopecia[J]. Indian J

足以及无法承受手术治疗的高昂价格，因此，虽然
多种新兴治疗方法都在积极探索，但目前 AGA 的

Dermatol Venereol Leprol, 2009, 75(1): 47-51.
[7]

治疗仍是一项挑战。

androgenic alopecia[J]. Br J Dermatol, 1985, 112(1): 124125.

目前 AGA 的治疗还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是

[8]

乳 头 （Dermal Papilla， DP） 由 间 充 质 细 胞 组 成 ，
这些细胞在诱导毛囊干细胞活化及毛囊再生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但体外培养会很快失去这种诱导能
力，科学家已在尝试多种方法来维持 DP 细胞的这
种能力，Zhang 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纳米纤维海
绵可以提高 DP 细胞的分泌活性，并恢复它们的固

有 特 性 ， 有 效 地 增 强 DP 细 胞 诱 导 毛 囊 再 生 的 能
[24]

力 ；另外，人工构建的纳米级仿生细胞外基质可
以使自体毛囊干细胞稳定扩增并保持其干细胞特
[25]

性 ，这为毛发移植的毛囊来源带来了新方向。此

外，人们对于 AGA 发病的新靶点也在不断探究[26]，
这为开发 AGA 治疗药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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