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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在腭裂修复术中的应用

王怀谷1”。汪春兰1，李光早2，徐静2，葛树星2。李旭文2，高嵩2，王琛2

[摘要]目的：观察基因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在腭裂修复术中的应用疗效。方法：随机将60例腭裂患者分为两组，其中30例

使用基因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的患者为观察组，其余30例未使用基因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的患者为对照组。观察两组患者

创面愈合情况、切口疼痛持续时间、饮食情况、术后体温、体重变化及并发症的情况。结果：使用基因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的

观察组创面红肿持续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01)；观察组切口疼痛持续时间短，正常饮食恢复早，术后第7天体重减轻

明显小于对照组(P<0．001)，而术后两组体温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腭裂修复时使用基因重组人表皮

生长因子，能有效地促进和加快切口愈合，效果好，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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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in repair of cleft pa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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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in repair of cleft palate．Methods：Sixt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ne with 30 patients using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a8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ther 30 patients as control group．All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o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heMMing situation of wound surface，

persistence time of ache，recovery of normMMM diet，the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nd the weight．Results：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had the shorter persistence time of red swelling of the raw surface and of ache(P<0．001)，the faster recovery of

normal diet and the lower of decrease in weigh(P<O．001)．But the changes in temperature were not different in the two groups(P>

0．05)。Conclusions：The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arl facilitate the wound heMMing．The application of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in palatoplasty is beneficial to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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腭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疾患之

一，其治疗原则是通过综合序列治疗来恢复腭部的

解剖形态和生理功能、重建良好的腭咽闭合及获得

正常语音。腭裂手术修复是序列治疗措施中的关

键⋯。2004—2005年，我科在进行腭裂修复手术

时，使用基因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rh，rhEGF)喷洒创面，

切口愈合时间短，患者恢复快，效果好。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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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60例中，男49例，女11例；年龄

<5岁53例，5—30岁7例。完全性腭裂38例，不

完全性腭裂22例。

1．2手术用药手术时使用的rhEGF系由深圳市

华元基因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商品名为金因肽

(喷雾型)，规格为每支15 ml，均在其有效期内使

用。

1．3 实验分组60例随机分为两组。30例在腭黏

骨膜瓣缝合前，在创面、减张切口和咽喉部喷洒

rhEGF，此为观察组。30例采用常规的手术方式，此

为对照组。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腭裂程度等均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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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

1．4手术方法均采用口腔插管，静吸复合麻醉，

手术方法采用两瓣法或兰氏手术法，松弛切口内填

塞明胶海绵，术后抗生素应用，雾化吸入每天2次，

常规口腔护理每天1次，不予拆线。

1．5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

2结果

2．1切口情况根据切口的局部状况分为正常、红

肿、糜烂、穿孔4级。观察组的局部切口在5—6天

时即表现色泽正常，无红肿及糜烂，而对照组在5—

6天时，切口仍有红肿，需要在9～11天时才表现色

泽正常，两组均无切口糜烂和穿孔的情况发生。观

察组切口红肿持续(5．2±1．94)天，明显短于对照

组(10．7 4-2．87)天(t=8．70，P<0．001)。

2．2切口疼痛时间和饮食情况 观察组～般在手

术当晚就要求进食，无明显疼痛主诉；对照组除了

3例于手术当晚进食，无明显疼痛主诉外，其余均在

术后24 h内主诉疼痛明显，不愿进食，术后3—4天

仍有疼痛，进食时问一般在24—48 h。

2．3体重变化 观察组和对照组手术前体重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术后观察组体重减轻

明显低于对照组(尸<0．001)(见表1)。

表1 观察组和对照组手术前后体重变化比较(kg)

2．4体温变化术后每6 h测1次体温，共测12

次，计算出每次各组30例的体温平均值。结果显示

观察组术后体温为(36．79 4-0．27)℃，对照组为

(36．78 4-0．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5，P

>0．05)。

2．5 并发症。两组患者均无术后高热、恶心、呕吐

等并发症。

3讨论

表皮生长因子(EGF)于1962年由Conhen博士

从小鼠颌下腺中分离并纯化，它由53个氨基酸残基

组成，相对分子量为6 kDa，随着大量的基础研究，

发现EGF有广泛的生物学功能，尤其对创面的愈合

有促进作用。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rhEGF已

成为一种用于多种创面治疗的药物旧]。

各种创伤的愈合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病理生

理学过程，包括上皮重建、成纤维细胞增殖、新血管

形成及胞间基质的合成和塑型等[3]。在创面修复

过程中虽EGF受体数目增加，内源性EGF也在修

复位点明显积累，但因组织中EGF的含量普遍较

低，即使所有积聚在创面的内源性EGF均能与受体

结合，其分子环境中的EGF仍达不到最适水平H J。

外源性的rhEGF可促进细胞有丝分裂活动，增进细

胞的分裂与增殖，加速创伤的修复和愈合∞】。在手

术修复腭裂时，我们于腭黏骨膜瓣缝合前，先在创

面、减张切口和咽喉部喷洒rhEGF，然后再缝合腭黏

骨膜瓣。通过对比观察，我们发现，观察组的局部创

面恢复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创面愈合时间明显少

于对照组，rhEGF对切口愈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李秉琦等哺3报道，rhEGF有镇痛作用，本次实验

特别观察了rhEGF对疼痛的作用。观察组术后清

醒诉咽喉部有轻微疼痛，5—6 h后无明显的疼痛主

诉，且手术当晚即要求进食。而对照组仅有3例于

术后当晚进食，其余患者均在术后24 h内主诉切口

和咽喉部疼痛明显，不愿进食。因此，在腭裂修复手

术时使用rhEGF，可使疼痛持续时间明显缩短，由于

疼痛的减轻，使迸食时间提前，正常饮食恢复早，术

后第7天体重减轻明显低于对照组(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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