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锐性清创联合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凝胶在慢性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倪娇娇, 李勇, 张莉, 赵凤娟

引用本文:
倪娇娇, 李勇, 张莉, 等. 锐性清创联合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凝胶在慢性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J].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5): 624-627.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5.018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结合表皮生长因子治疗深度烧伤病人效果

Effect of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technique combined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in the treatment of deep
burn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2): 223-226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2.023

颈部巨大甲状腺癌术后负压封闭引流技术疗效分析

The postoperativ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technique in patients with giant malignant
thyroid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9, 44(1): 48-50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1.014

陈兰花颗粒联合抗生素治疗对糖尿病足慢性创面细菌生物膜形成的作用

Clinical study of Chenlanhua granules combined with antibiotics in the treatment of bacterial biofilm of
chronic wounds in diabetic foot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42(9): 1176-1179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09.007

NPWT联合银离子水凝胶敷料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NPWT combined with silver ion hydrogel dres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ulcer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9, 44(9): 1213-1216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9.019

不同护理干预对鼻咽喉癌病人颈部皮肤损伤及情绪的影响

Effect of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neck skin damage and emotion of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2): 275-277,281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2.038

https://xuebao.bbmc.edu.cn/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5.018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2.023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1.014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09.007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9.019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2.038


[收稿日期] 2019 - 07 - 13摇 [修回日期] 2019 - 12 - 10
[作者单位] 蚌埠医学院附属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烧伤整形科,安

徽 蚌埠 233000
[作者简介] 倪娇娇(1991 - ),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 李摇 勇,副主任医师. E鄄mail:ly931@ 163. com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20)05鄄0624鄄04 ·临床医学·

锐性清创联合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凝胶在慢性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倪娇娇,李摇 勇,张摇 莉,赵凤娟

[摘要]目的:探讨锐性清创联合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凝胶(bFGF)治疗慢性创面的效果。 方法:选择门诊治疗的

慢性创面病人 5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5 例。 对照组病人创面常规清创后,外用 bFGF 和银锌抑菌霜,每天换药 1
次。 观察组病人创面进行首次锐性清创,之后常规换药,每次换药时用棉球擦拭创面至微微渗血,外用 bFGF、银锌抑菌霜,每
天换药 1 次。 若创面 2 周内不能愈合,再行锐性清创术。 比较 2 组病人创面第 2、4、6 周创面面积及愈合率。 结果:治疗第 2
周,2 组病人创面面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治疗第 4、6 周,2 组病人创面面积均较第 2 周明显缩小(P < 0. 01),且观

察组病人创面面积均明显小于对照组(P < 0. 01)。 2 组病人治疗第 2 周创面愈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治疗第 4、6
周,观察组病人创面愈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锐性清创联合 bFGF 能有效促进慢性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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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cute debridement combined with recombinant bovine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gel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wounds

NI Jiao鄄jiao,LI Yong,ZHANG Li,ZHAO Feng鄄juan
(Department of Burn Plastic Surgery,Bengbu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cute debridement combined with recombinant bovine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gel in treating chronic wounds. Methods:Fif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wounds in outpati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2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xternal use of bFGF and silver zinc
antibacterial cream after conventional debridement of wounds,change of dressing once a da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first acute acute debridement on the wound surface,followed by a routine dressing change. During each dressing change,the wound
surface was wiped with a cotton ball until the blood was slightly soaked,the bFGF and silver zinc antibacterial cream were externally
applied,and the dressing was changed once a day. If the wound surface could not be healed within 2 weeks,the acute debridement was
performed again. The wound area and healing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2,4,and 6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the wound area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After 4 and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wound areas in two groups significantly shrinked compared with at 2 weeks of treatment(P < 0. 01),and 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difference of the healing rate of wound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fter 4 and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healing rates of
wound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acute debridement
combined with bFGF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healing of chronic wound.
[Key words] chronic wound;acute debridement;recombinant bovine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摇 摇 慢性创面常创面较小,但病因复杂,处理困难,
且因包括病人自身原因,医患双方都未给予足够重

视。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慢性创面的病理机制进

行深入研究,提出创面愈合进程停滞是慢性创面形

成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促进慢性创面愈合的

“TIME冶原则及创面床准备理论[1 - 3]。 本研究采用

锐性清创联合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凝胶

(bFGF)治疗慢性创面,取得良好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8 月

在我科门诊治疗的慢性创面病人 50 例,创面面积

2 ~ 20 cm2,创面位于上肢 20 例、下肢 25 例、躯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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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伤后形成慢性溃疡 22 例,瘢痕溃破形成溃疡

15 例,下肢失神经性溃疡 3 例,静脉曲张型溃疡 4
例,糖尿病足 6 例。 纳入标准:病人身体状况良好,
对治疗方案充分理解,沟通良好,有多次来院门诊换

药的便利;无高血压、心脏病史;糖尿病病人血糖控

制在 10 mmol / L 以下;排除骨质肌腱外露,创周皮下

潜腔、窦道形成,创面及周围严重感染、坏疽,上下肢

动脉血管病变病人及可疑恶变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5 例。 对照组男

18 例,女 7 例;年龄 55 ~ 75 岁;创面存在时间 40 d
至 2 年;创面面积 2 ~ 12 cm2。 观察组男 20 例,女 5
例;年龄 55 ~ 75 岁;创面存在时间 35 d 至 3 年;创
面面积 3 ~ 20 cm2。 2 组病人性别、年龄、病程、创面

面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
有可比性。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ni = 25;x 依 s)

分组 男 女 创面面积 / cm2 年龄 / 岁 病程 / d

对照组 18 7 6. 3 依 3. 2 65. 2 依 6. 5 198. 5 依 203. 5

观察组 20 5 6. 4 依 2. 6 64. 0 依 6. 1 200. 8 依 224. 2

t 0. 40# 0. 12 0. 67 0. 04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病人就诊后常规清创换药,采用

bFGF(珠海亿胜,每支 21 000 IU)和银锌抑菌霜(河
南汇博医疗,每支 45 g)混合外用,每天换药 1 次。
观察组病人首次就诊即进行锐性清创,去除创面表

面及创缘的脓痂、角化堆积的上皮组织基底残余坏

死组织,用有齿镊或手术刀片对基底老化干燥的肉

芽组织进行搔刮,清除浅层部分肉芽组织至基底渗

血活跃,用 0. 9% 氯化钠溶液及过氧化氢溶液对创

面及周围正常皮肤进行清洗消毒,止血后外用银锌

抑菌霜、bFGF,包扎,每天换药 1 次。 每次换药均仔

细清洗创面,去除脓苔,用棉球擦拭创面至轻微渗

血。 2 周后若创面未愈合或上皮生长趋缓,可再次

行锐性清创。 6 周后仍未能愈合,住院手术修复

创面。
1. 3摇 观察指标摇 比较 2 组病人治疗第 2、4、6 周创

面面积及创面愈合率。 创面面积采用最大长宽法,
分别测量创面边到边的最大长度和与长径垂直的最

大宽度,长与宽相乘得到创面最大面积。 每次评估

均同法测量最大长度与宽度,测量 3 次,取平均值。
愈合率 =愈合例数 /总例数 伊 100%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方差分析

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治疗第 2、4、6 周创面面积比较 摇 治

疗第 2 周,2 组病人创面面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治疗第 4、6 周,2 组病人创面面积均较第 2
周明显缩小(P < 0. 01),且观察组病人创面面积均

明显小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摇 表 2摇 2 组病人第 2、4、6 周创面面积比较(ni = 25;x 依 s;
cm2)

分组 第 2 周 第 4 周 第 6 周 F P MS组内

观察组 1. 9 依 1. 1 0. 5 依 0. 8** 0. 2 依 0. 6** 27. 94 < 0. 01 0. 737

对照组 3. 9 依 1. 9 2. 3 依 1. 4** 1. 6 依 1. 4** 13. 84 < 0. 01 2. 510

t 4. 55 5. 58 4. 60 — — —

P < 0. 01 < 0. 01 < 0. 01 — — —

摇 摇 q 检验:与第 2 周比较**P < 0. 01

2. 2摇 2 组病人治疗第 2、4、6 周创面愈合率比较摇 2
组病人治疗第 2 周创面愈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治疗第 4、6 周,观察组病人创面愈合率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2 组创面在第 2、4、6 周愈合率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第 2 周 第 4 周 第 6 周

观察组 25 3(12. 0) 18(72. 0) 23(98. 0)

对照组 25 1(4. 0) 5(20. 0) 10(40. 0)

字2 — 0. 27吟 13. 61 15. 06

P — >0. 05 < 0. 01 < 0. 01

摇 摇 吟示校正 字2 值

2. 3摇 典型病例摇 病人女,57 岁,右下肢瘢痕溃破 4
个月,创面面积 2. 5 cm 伊 3. 0 cm;创面附着大量脓

痂,肉芽色泽灰暗干燥,创缘见上片堆积,略高于皮

表,创面周围广泛瘢痕组织(见图 1A)。 来院首次

行锐性清创,去除创面表面附着脓痂及伤缘角化上

皮,用有齿镊搔刮肉芽至基底活跃渗血,止血后以银

锌抑菌霜及 bFGF 外用,每天换药,1 周后创面明显

缩小,2 周后创面肉芽色泽转暗,再次锐性清创后第

24 天,创面基本愈合(见图 1B ~ F)。

3摇 讨论

摇 摇 慢性难愈性创面是指创面在各种内外因素作用

下不能通过正常的愈合进程达到解剖和功能上的完

整,从而进入一种病理性炎症反应状态,最终导致经

久难愈[4]。 慢性创面病人因对创伤始终抱有自愈

的预期,难以接受创伤性较大或尝试性的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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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临床医生同样面对慢性创面复杂多样的成因,也
难以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 医患双方对慢

性创面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造成久治不愈

合的慢性病例出现,一部分病例最终转化为恶性创

面。 付小兵[5] 研究认为,创伤产生后,机体启动修

复机制,各种修复因子的作用在创面产生后的 2 周

内达到高峰,之后呈下降趋势,4 周以后,创面愈合

活动渐趋于停顿,组织修复细胞(上皮细胞 /成纤维

细胞)几乎处于“休眠冶状态。 因而 4 周以上的创

面,经久不愈,成为慢性创面。 若要重新启动创面的

愈合机制,就需要外科清创、手术等,将慢性创面转

变为急性创面。 研究[6 - 7] 认为,影响慢性创面的形

成是由于创面内坏死组织存留、创面感染或炎症未

能有效控制、创面过度干燥或湿润、创面边缘基底血

供不良、上皮角化堆积或潜腔等不利上皮化因素的

存在。

摇 摇 本研究对慢性创面进行锐性清创处理,在彻底

清除创面附着坏死组织的同时,采用锐性方式对创

面基底老化肉芽 /纤维组织进行处理,清除部分肉

芽 /纤维组织,剥除创缘角化堆积的上皮、纤维化组

织等,造成新的创伤,从而将慢性创面转化为急性创

面,重新启动创面的愈合机制。 锐性清创后的日常

换药将创面擦拭至轻微出血,制造一种持续性的创

伤状态,防止创面愈合活动趋于停顿,从而促进慢性

创面愈合。 而非锐性方式的清创换药难以达到启动

创面愈合机制及去除影响创面愈合的不利因素的

效果。
锐性清创存在一定的疼痛。 本研究纳入病例身

体条件较好,耐受性强,创面相对较小,清创操作时

间短、刺激轻、创伤小,加之慢性创面对疼痛的感受

较差,病人基本能够耐受。 首次清创后 2 周内,大部

分创面创缘可见明显上皮生长,2 周之后愈合速度

趋缓,予再次锐性清创。 经过 2 ~ 3 次清创后,大部

分创面能够愈合,但仍有部分病人创面不能愈合或

愈合缓慢。 大量研究[8 - 14] 表明,除了坏死组织及严

重感染外,创面供血不佳、细菌负荷、生物膜形成等

均为影响创面愈合的不利因素。 锐性清创并不能完

全消除上述成因,对这类创面效果有限。 锐性清创

组治疗 6 周后仍有 2 例未能自愈,最终进行手术

治疗。
湿性平衡对慢性创面愈合有积极意义[15 - 16]。

有研究[17]显示,应用湿性敷料有助于慢性创面的愈

合。 也有学者[18]研究认为,湿性敷料在临床使用过

程中易发生创面周围皮肤炎症或湿疹样病变。 国内

有学者[19]采用在负压封闭引流过程中用含氧液冲

洗慢性创面,为慢性创面创造一个相对湿性的微环

境,从而为慢性创面的二期手术创造一个良好微环

境。 本研究所治疗的慢性创面经过锐性处理后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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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合机制被重新激活,创面在一定时间内会持续有

渗出,以银锌抑菌霜及 bFGF 外用于创面,避免途抹

至创周皮肤,以适当厚度的棉质敷料包扎,每天换药

1 次,创面表面湿润度良好且无明显积液积脓,创周

皮肤未有炎症及湿疹发生。
外用 bFGF 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和加速了急慢性

创面愈合。 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唤醒慢性创面内“失
活冶的巨噬细胞,由其释放内生性的生长因子,进一

步激活处于休眠的修复细胞,从而启动愈合过

程[20]。 但本组病例中大多数在前期的治疗过程中

或多或少应用一种至几种生长因子制剂,未能达到

预期疗效。 部分原因可能是使用、保存不当使生长

因子活性降低,而慢性创面中的修复细胞对于生长

因子的敏感性降低、创面中坏死组织存在、细菌负荷

大、细菌生物膜的存在等,也降低生长因子的作用效

果。 而付小兵等[21]认为,生长因子仅是通过作用于

修复细胞上的受体使细胞增殖,在某个阶段加速和

促进了创面愈合,并不能代替外科清创术以及抗感

染等创面处理的基本技术方法,尤其在创面有感染

和坏死组织大量存留的条件下,应用生长因子并不

会产生明显的促修复作用。 本研究中,观察组病人

首先针对慢性创面进行锐性清创,清除坏死组织、细
菌负荷、细菌生物膜等不利因素,激活内源性修复机

制,使外源性生长因子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从而促

进了创面愈合,观察组病人在治疗第 4、6 周创面面

积均明显小于对照组,愈合率亦明显高于对照组。
但这也可能与所选择病例的创面较小、伤情简单等

因素有关。 其中 2 例病人在经 3 次锐性清创后,创
面始终不能愈合,但创面基底肉芽转红润,创面清

洁,无坏死组织存在,为皮瓣皮片修复提供良好的创

面条件[22]。
综上,对于创面面积相对较小,无明显血供障

碍,无严重感染的慢性创面,锐性清创联合 bFGF 能

基本达到治愈效果;对于创面条件相对较差或者存

在其他不利于创面愈合因素的病例,通过锐性清创

换药,可在门诊完成创面床准备,为进一步修复创面

创造手术条件,从而缩短病人的住院时间,减轻医疗

负担,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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