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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银敷料联合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制剂

对深域度烧伤创面溶痂及愈合的影响

卢朋松,倪摇 鹏,赵飞龙,潘浩斌,董向梅

[摘要]目的:分析纳米银敷料联合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制剂在深域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156 例深域度烧伤病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78 例。 观察组病人清创后给予纳米银敷料联合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制剂治疗,
对照组病人清创后给予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制剂治疗。 换药时观察创面情况。 比较 2 组病人治疗前、治疗后 1 周创面视觉模拟

评分(VAS)、治疗 1 周、2 周、3 周、4 周创面溶痂率、细菌培养阳性率及完全溶痂时间、创面愈合时间,治疗前、治疗 2 周通过免

疫组织化学法测定基质金属蛋白酶(MMP)鄄1、MMP鄄2 表达,并记录治疗前后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观察组治疗 4 d 创

面痂皮变软,6 d 大部分痂壳脱落,8 d 创面痂皮基本溶解;对照组治疗 4 d 创面干痂形成,6 d 创面干燥,部分坏死组织呈黄黑

色,但尚未脱落,8 d 干痂逐渐软化,10 d 干痂逐渐脱落,基底肉芽组织生长。 治疗后 2 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P <
0. 01),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治疗 1 周、2 周创面溶痂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完全

溶痂时间、创面愈合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创面细菌阳性率为 11. 54% ,低于对照组的 24. 36% (P <
0. 05)。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2 周 2 组病人 MMP鄄1、MMP鄄2 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结

论:纳米银敷料联合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制剂治疗深域度烧伤创面溶痂率高,创面愈合时间较短,其机制可能与抑制创面 MMP鄄
1、MMP鄄2 表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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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anometer silver dressing combined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gel
on the wound dissolved scab and healing of deep 域 degree burn

LU Peng鄄song,NI Peng,ZHAO Fei鄄long,PAN Hao鄄bin,DONG Xiang鄄mei
(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Fuyang People忆s Hospital,Fuyang Anhui 23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nanometer silver dressing combined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gel on the wound
treatment of deep 域 degree burn. Methods:One hundred and fifty鄄six patients with deep 域 degree bur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digital table method(78 cases in each group). After the debridement,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anometer silver dressing combined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gel,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gel. The wound surface condition was observed at changing the dressing.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of wound before
and after 1 week of treatment,scab solubility of wound surface after 1,2,3 and 4 weeks of treatment,positive rate of bacterial culture,
time of completing dissolution and healing time of woun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鄄1 and 2 ( MMP鄄1 and MMP鄄2 )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were detect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dverse rea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recorded. Results: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wound scab skin became soft on the 4th day,most of the scab shell fell off on the 6th day,and the wound scab skin basically
dissolved on the 8th day.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ry scab wound formed on the 4th day,the wound became dry on the 6th day,some
necrotic tissues were yellowish black,but not yet shed,the dry scab gradually softened on the 8th day,and the dry scab gradually fell off
and basal granulation tissue grew on the 10th day. After treatment,the VAS scores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P < 0. 01),and 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1). The wound
dissolving rates in observation group at 1 and 2 week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dissolution time and wound healing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positive rate of bacteria in observation group(11. 54% )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24. 36% ) (P < 0. 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MP鄄1 and MMP鄄2 in two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which in

摇 摇 摇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nanometer silver dressing

combined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gel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wound of deep 域 degree burn has high dissolving r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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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b and short wound healing time, the mechanism of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inhibition of MMP鄄1 and MMP鄄2 in
wounds.
[Key words] burn;nanometer silver dressing;epidermal growth factor gel;dissolved scab

摇 摇 众所周知,深域度烧伤可对皮肤真皮层造成损

伤,易引发全身感染,增加创面脓毒症几率,且创面

恢复后易留瘢痕,除了外观影响外,还可能影响肢体

功能,给病人身心带来伤害,甚至致残或自杀[1]。
为此,采取何种方式修复创面一直为烧伤干预重点。
目前创面修复不仅要治愈创面,而且要求减少瘢痕

形成,改善创面外观。 近年来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制

剂等外源性细胞因子在烧伤创面修复中应用较多,
可促上皮细胞再生、增殖,加速创面愈合[2 - 3]。 但深

域度烧伤创面溶痂为细菌繁殖创造条件,易感染,而
外源性细胞因子抗感染能力不足。 为此,对深域度

烧伤创面建议联合抗感染药物干预[4]。 纳米银具

有广谱抗菌作用,抗菌作用强,将其作为敷料用于烧

伤创面治疗能快速释放纳米银离子,快速杀灭创面

细菌、真菌等,控制感染的同时能止痛,且能增强外

源性表皮生长因子的作用,减少创面愈合时间。 本

研究对深域度烧伤病人创面行纳米银敷料联合表皮

生长因子凝胶制剂治疗,效果较为理想。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我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住院治疗的深域度烧伤病人,纳入标准:(1)符合

《烧伤治疗学》 中深域度烧伤诊断标准[5],面积

6% ~10% 体表总面积( TBSA),深域度;(2)年龄

1 ~ 80 岁;(3)烧伤后 2 d 内治疗;(4)热烧伤;(5)创
面均未自行治疗。 排除标准:(1)电烧伤、化学性烧

伤;(2)孕妇、母乳喂养者;(3)过敏体质;(4)明显营

养不良、重要脏器损伤、严重全身感染;(5)入组前

有用药史;(6)糖尿病;(7)严重合并伤。 剔除与纳

入标准不符、可能影响疗效评估、不依从的病人。 因

不良事件、相关指标显著异常而停药者、其他原因影

响疗效评估或中途退出者予以脱组处理。 最终入组

病人 156 例。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病人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各 78 例。 观察组中男 50 例,女 28 例;年龄

(30. 00 依 5. 02 ) 岁; 深 域 度烧伤面积 ( 7. 54 依
1. 10)% TBSA;其中热水烫伤 55 例,火焰烧伤 23
例。 对照组男 45 例,女 33 例;年龄(31. 15 依 4. 76)
岁;深域度烧伤面积(8. 54 依 0. 97)% TBSA;其中热

水烫伤 51 例,火焰烧伤 27 例。 2 组病人一般资料

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病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摇 治疗方法摇 2 组病人入院后均接受补液抗感

染、抗休克等对症处理,所有病人均接受 0. 5%聚维

酮碘、灭菌注射用水清创消毒。 对照组病人清创后

对创面行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桂林华诺威基

因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201509077A、201603001A)涂
抹,厚度 1 mm 左右,涂抹完成后无菌纱布包扎,一
般间隔 1 d 更换药物 1 次。 观察组病人清创后对创

面涂抹纳米银敷料(深圳市爱杰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批号 160101、170302)联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

凝胶,两者按 1 颐 1 比例混匀,涂抹均匀,厚度 1 mm
左右,无菌纱布包扎,一般间隔 1 d 更换药物 1 次。
治疗 1 周、2 周、3 周、4 周观察 2 组病人创面情况。
1. 3摇 观察指标 摇 (1)换药时观察对 2 组病人创面

情况;(2)治疗前、治疗结束后 1 周通过视觉模拟评

分(VAS)评价 2 组病人创面疼痛情况,采取自评形

式,0 ~ 10 分,分数越高表示越疼痛;(3)记录 2 组治

疗 1 周、2 周、3 周、4 周创面溶痂率[方格纸法计算,
更换药物前经由透明方格纸顺着创面痂皮边缘对创

面大小描绘,借助方格数对痂皮面积计算,即(1 -
治疗后 /治疗前痂皮面积) 伊 100% ]、完全溶痂时间

(创面坏死组织溶解,基底颜色鲜红即完全溶痂)、
创面愈合时间(按照创面愈合 95%评估);(4)治疗

1 周、2 周、3 周、4 周换药前采集 2 组病人创面分泌

物,进行细菌培养,检出细菌判断为阳性,统计 2 组

创面细菌阳性率;(5)治疗前、治疗 2 周采集病人创

面边缘组织标本,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创面基

质金属蛋白酶(MMP)鄄1、MMP鄄2 表达,计算积分吸

光度值。 (6)观察 2 组病人治疗前后相关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创面观察情况摇 观察组治疗 4 d 创面痂皮慢

慢变软,和基底相接的纤维条索变少;治疗 6 d 大多

数痂壳慢慢脱落;治疗 8 d 病人创面痂皮基本溶解,
基底鲜红色,深层肉芽组织快速增多,创缘附近上皮

化明显。 典型病例图片见图 1、2。 对照组治疗 4 d
创面和基底坏死组织形成干痂;治疗 6 d 病人创面

比较干燥,部分黄白色坏死组织变成黄黑色,坏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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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尚未脱落;治疗 8 d 病人创面干痂慢慢软化;治疗

10 d 可见基底肉芽组织生长,干痂慢慢脱落。 典型

病例图片见图 3、4。

2. 2摇 2 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比较摇 治疗前,2 组病

人 V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治疗后

2 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P < 0. 01),且观察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治疗前后 VAS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78 7. 55 依 1. 24 2. 15 依 0. 60 51. 84 < 0. 01

对照组 78 7. 49 依 1. 31 4. 03 依 0. 75 29. 67 < 0. 01

t — 0. 29 17. 29 — —

P — >0. 05 < 0. 01 — —

2. 3摇 2 组病人创面溶痂率比较摇 观察组治疗 1 周、
2 周创面溶痂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见
表 2);2 组病人治疗 3 周、4 周创面溶痂率均 100% 。

表 2摇 2 组病人创面溶痂率比较(x 依 s;% )

分组 n 治疗 1 周 治疗 2 周

观察组 78 76. 45 依 7. 12 96. 72 依 3. 05

对照组 78 60. 00 依 8. 13 87. 35 依 6. 24

t — 13. 44 11. 92

P — <0. 01 < 0. 01

2. 4摇 2 组病人完全溶痂时间、创面愈合时间比较摇
观察组完全溶痂时间、创面愈合时间均明显短于对

照组(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2 组病人完全溶痂时间、创面愈合时间比较(x 依 s;d)

分组 n 完全溶痂时间 创面愈合时间

观察组 78 8. 00 依 2. 93 19. 35 依 3. 08

对照组 78 12. 56 依 3. 60 23. 84 依 4. 76

t — 8. 68 7. 00

P — <0. 01 < 0. 01

2. 5 摇 细菌培养结果 摇 观察组创面细菌阳性率为

11. 54% ,低于对照组的 24. 36% ( 字2 = 4. 35,P <
0. 05)。 共 28 例病人创面细菌阳性,主要为铜绿假

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见表 4)。

表 4摇 28 例细菌阳性病人菌株分布情况

菌株 菌株数 / 株 构成比 / %

铜绿假单胞菌 10摇 30. 30

金黄色葡萄球菌 8 24. 24

大肠埃希菌 6 18. 18

鲍曼不动杆菌 5 15. 15

其他 4 12. 12

合计 33摇 100. 00

2. 6摇 MMP鄄1、MMP鄄2 表达比较摇 治疗前 2 组病人创

面 MMP鄄1、MMP鄄2 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2 周 2 组病人

MMP鄄1、MMP鄄2 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5)。

摇 表 5摇 2 组病人治疗前后创面 MMP鄄1、MMP鄄2 光密度值比

较(x 依 s)

分组 n MMP鄄1 MMP鄄2

治疗前

摇 观察组 78 4 493. 50 依 251. 00 2 760. 10 依 213. 45

摇 对照组 78 4 500. 00 依 264. 72 2 752. 50 依 256. 34

摇 摇 t — 0. 16 0. 20

摇 摇 P — >0. 05 > 0. 05

治疗 2 周

摇 观察组 78 1 650. 00 依 168. 30** 1 500. 00 依 150. 25**

摇 对照组 78 3 012. 50 依 203. 34** 1 998. 47 依 168. 98**

摇 摇 t — 45. 59 19. 47

摇 摇 P — <0. 01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P < 0. 01

2. 7摇 2 组安全性比较摇 对照组病人主观感觉到烧

灼感 1 例,30 min 后自行缓解,2 组病人均无过敏反

应出现。 2 组病人血常规检查未发现与药物相关的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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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摇 摇 深域度烧伤治疗重点在于避免感染,促进残留

皮肤组织修复或再生[6]。 烧伤创面愈合需多种细

胞因子参与,其中促进多种细胞有丝分裂的表皮生

长因子发挥重要作用。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制

剂由基因重组技术研制而成,不仅可促细胞增殖、分
裂,而且能促肉芽组织生长、创面再上皮化,在瘢痕

修复等医学美容方面应用较广泛[7 - 8]。 但重组人表

皮生长因子凝胶制剂抗菌效果有限,而对烧伤病人

治疗须兼顾抗菌处理。 目前关于重组人表皮生长因

子联合抗菌药物治疗烧伤创面报道较多,如联合磺

胺嘧啶锌[9]、联合银花解毒散[10] 等。 另外,不同研

究设计不同,李烨等[11] 以纳米银敷料为对照,观察

其联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治疗效果。 周忠志

等[12]以磺胺嘧啶银为对照,分析重组人表皮生长因

子 +纳米银治疗的效果。 本研究选择研究药物中的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制剂单药为对照,体现药

物单用与联合抗菌药物的治疗效果。
纳米银直径小而表面积大,除了渗透性强外,其

抗菌能力相比传统银离子更强。 纳米银结合无菌纱

布干预,接触创面后能快速释放银离子,抗菌作用起

效快且持续时间较长。 焦建强等[13] 研究发现纳米

银敷料联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能明显缩短创面愈

合时间,增强烧伤后美观度。 本研究发现纳米银敷

料联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治疗能明显减轻烧

伤病人创面疼痛,这可能与纳米银敷料抗炎、重组人

表皮生长因子凝胶修复创面,协同减轻疼痛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

制剂相比,纳米银敷料联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

胶治疗烧伤,其治疗 1 周、2 周创面溶痂率均明显提

高,完全溶痂时间及创面愈合时间均明显缩短,这与

纳米银发挥抗菌作用、表皮生长因子促细胞增殖、分
裂、肉芽组织生长、创面再上皮化等作用有关[14]。
其中纳米银可能作用机制为:银颗粒遇水后形成银

离子,有杀菌作用,且银颗粒可在病原微生物表面吸

附,让微生物凹陷,同时结合病原体内特定蛋白基

团,最终造成病原体死亡[15];纳米银还能通过和细

菌 DNA 直 接 结 合, 影 响 细 胞 结 构, 致 细 胞 死

亡[16 - 17]。 可见纳米银敷料联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

子治疗不仅能满足烧伤抗感染的基础,而且可促进

创面修复,加快创面愈合速度。 有研究[18 - 19]发现纳

米银还能促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更好地发挥修复创

面的作用,加快创面上皮再生及肉芽组织形成,进而

缩短愈合时间。 同时,本研究发现细菌培养阳性病

人中,检出细菌株数比病人例数多,提示深域度烧伤

创面感染的病人有多种细菌定植,其中以铜绿假单

胞菌最多,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临床抗菌药物

使用提供参考。 但受样本例数较少的影响,本研究

未对照分析 2 组菌株数及药物对不同细菌的干预

效果。
MMPs 和细胞外基质降解有关,在创面胶原降

解中发挥重要作用[20]。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

疗 2 周创面 MMP鄄1、MMP鄄2 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提示纳米银敷料联合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制剂

可能通过抑制创面组织 MMP鄄1、MMP鄄2 表达,以控

制创面胶原降解,避免创面胶原蛋白流失,促进创面

愈合。 安全性方面,本研究发现仅对照组 1 例病人

出现烧灼感,但 30 min 后消失,提示纳米银敷料联

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治疗烧伤病人较为安全。
综上所述,纳米银敷料联合表皮生长因子凝胶

制剂治疗深域度烧伤创面具有溶痂率高、完全溶痂

时间和创面愈合时间短、细菌清除率高等特点,且安

全性高,其促创面愈合机制可能与下调 MMP鄄1、
MMP鄄2 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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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甲状腺癌诊治指南均建议对临床 N1 或 T3 ~ 4、
N0 病人进行预防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4,8]。 标准

淋巴结清扫方式不仅要求清除可能转移的淋巴结,
还应清除淋巴结间淋巴管网,将相关淋巴系统完整

切除。 但甲状腺癌相关指南对是否应切除甲状腺系

膜无明确说明。 本研究结果显示,甲状腺系膜切除

术与常规中央区淋巴结清扫在术后并发症、二次手

术、术中出血、术后恢复等方面无明显差异,提示 2
种淋巴结清扫方式均可改善甲状腺功能,且安全性

均较高,但甲状腺系膜切除术手术时间较长,可能与

术中操作稍复杂相关。

表 7摇 甲状腺乳头状癌病人复发转移率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 P OR 95%CI

TNM 分期(玉 ~ 域期 vs芋期) < 0. 05 1. 524 1. 124 ~ 4. 147

腺外侵犯(是 vs 否) < 0. 05 1. 647 1. 257 ~ 5. 984

淋巴结转移(是 vs 否) < 0. 05 1. 857 1. 337 ~ 6. 005

甲状腺系膜切除(是 vs 否) < 0. 05 1. 356 1. 116 ~ 3. 784

摇 摇 本研究中,远期预后调查结果显示,行甲状腺系

膜切除术病人复发转移率低于非系膜切除术病人,
提示甲状腺系膜切除术的远期预后更佳。 黄海燕

等[9]研究发现,行甲状腺系膜切除术病人术后 2 年

复发率低于常规中央区淋巴结清扫病人,与本研究

结果相符。 甲状腺系膜切除术远期预后更佳,可能

与甲状腺筋膜间隙多,疏松结缔组织以及脂肪组织

更适合外科操作,视野好、损伤少相关,且该清扫方

式符合肿瘤淋巴结清扫整块切除原则,能彻底清除

中央区淋巴组织和脂肪组织。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TNM 分期、腺外侵犯、淋巴结转移与甲状腺乳头状

癌复发转移率相关,与既往研究[10]结论相符。
综上,甲状腺乳头状癌病人行甲状腺系膜切除

术的短期效果与常规中央区淋巴结清扫相当,远期

复发转移率更低,远期预后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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