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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通过使用新型水凝胶敷料为延迟手术植皮的创面提供有效

的治疗环境,促进新鲜肉芽生长,消除水肿肉芽,清洁创面。达到符合植皮标准的

创面,加快愈合时间。方法 在 17例采用融痂方式治疗超过三周的儿童三度烧

伤创面应用冷宁康敷料做术前创面准备, 与以往传统应用油纱布敷料创面做对

照,观察创面的植皮时间和一般情况。结果 冷宁康组创面植皮准备时间、一般

状况优于油纱布对照组。结论 冷宁康敷料具有良好的封闭保湿性能,明显减少

创面渗出,促进新鲜肉芽生长,提升创面的清洁程度,从而达到加快创面愈合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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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isturizing properties and w as safe and easy to use for promoting wound healing.

∀Key words# Hydrogelwound dress ing; Th ird degree wound; Sk in grafting

2006年 4月 ~ 2007年 7月,黑龙江省医院烧伤整复外科将由基层医院转诊

的 17例未做植皮手术的∃度烧伤儿童病例应用冷宁康敷料做创面术前准备。同
时与前期入院的 14例相同病例进行比较观察,现将观察结果总结如下。

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总例数 31例,男性 20例,女性 11例,年龄为 2~ 7岁。按不同

敷料应用时间段划分为两组: 2004年 2月 ~ 2006年 4月 14例应用传统油纱布敷

料覆盖∃度创面做植皮准备,称为油纱组。 2006年 4月 ~ 2007年 7月 17例应用

冷宁康敷料覆盖∃度创面做术前准备,称为冷宁康组。油纱组平均∃度创面面积
为 6% ,冷宁康组平均∃度创面面积为 7. 4%。油纱组平均伤后到我院时间为

23. 5 d,冷宁康组为 21 d。

2.本项研究所有创面因各种原因采用了保守融痂换药治疗,故创面暴露时间

较长,未能植皮覆盖, 患儿出现不同程度的感染、肉芽水肿、发热、低蛋白症等症

状。因此,急需提升患者总体状况, 为植皮手术做好准备。同时因患儿长时间换

药,心理负担较重,疼痛刺激和惊恐状态导致患儿难以配合换药操作。因此我们

把每次换药耗费时间,患儿对疼痛刺激的反应,植皮术前创面的准备时间列入了

本项观察指标。

3.患儿入院即开始按临床常规操作处理创面: ( 1)用 0. 1%的新洁尔灭反复

冲洗、消毒, 去除异物、黏性分泌物及坏死痂皮。两组用同样的方法清洁创面;

( 2)冷宁康组将冷宁康膜片平整地盖在创面上, 边缘要超过创面边缘即可, 外敷

无菌纱布 2~ 3层,外用胶布或绷带包扎固定; ( 3)油纱组则用一层大网眼油纱覆

盖后,用 6~ 8层无菌干纱布覆盖,包扎固定; ( 4)两组敷料每日更换一次, 观察记

录创面的各项指标; ( 5)根据创面感染情况选做菌培养、药敏检验,给予敏感抗生

素和全身的营养支持。

结 果

1.两组术前创面准备时间及创面状况见表 1。

表 1 术前创面准备时间及创面状况比较

组别 术前准备时间 ( d) 创面渗出 肉芽水肿 肉芽颜色

冷宁康组 5. 5 + 轻 鲜红色

油纱组 7. 0 + + - - - + + + 中 重 浅灰色

创面渗出液仅浸及 1~ 2层纱布为 ( + ), 渗出液浸及 6层纱布以内为 ( +

+ ),浸及 8层以上纱布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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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组植皮成活率及手术中输血比较见表 2。

表 2 植皮成活率及手术中输血比较

组别 植皮成活率 手术平均输血量 (m l)

冷宁康组 100% 100

油纱组 100% 250

植皮成活率两组均在植皮术后第五天统计。术中需要输血的病例:油纱组主

要因需刮除水肿增厚的肉芽组织,故出血较多;冷宁康组则因创面面积较大的病

例,取皮后给予补充血液。

3.冷宁康组的平均换药时间为 20 m in,油纱组的换药平均时间为 35 m in。主

要区别于冷宁康敷料与创面不黏合,去除和贴合均无刺激性,十分便捷。油纱组

则因油纱布与肉芽组织黏合紧密,去除时可引起疼痛和出血, 引发患儿的哭闹和

反抗。

4.两组在创面准备期间均未出现因换药导致的创面感染加重和其它不良症

状。创面细菌的变化及出现换药热的差异则因时间观察有限,标本数量不足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

讨 论

对于深度烧伤创面的治疗,采用积极的手术植皮方式封闭创面已成为烧伤界

的共识。儿童深度烧伤创面因各种原因采用融痂保守治疗,则形成久治不愈的创

面,出现反复感染,坏死渗出, 组织慢性溃疡, 全身状态不佳等一系列不良后果。

最终仍需要手术植皮覆盖创面。

本组在应用冷宁康敷料覆盖创面做植皮术前准备中观察到: ( 1)冷宁康敷料

能够均匀、紧密地黏附在创面上,具有良好的顺应性能; ( 2)明显的减轻创面的渗

出,防止体液水分的丢失; ( 3)保护和促进肉芽组织的正常生长; ( 4)去除敷料快

捷,不产生疼痛和创面出血; ( 5)与创面的生物相容性好,保湿性强,未发现其它

不良反应。而冷宁康敷料的这些特点,正是传统的纱布敷料所欠缺的。

由于冷宁康敷料为深度创面的修复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湿性环境,这十分有利

于修复细胞的移行,促进免疫细胞的趋化及各种抗炎因子、修复因子的平衡与生

物效能的发挥。这就使得创面的合成代谢优势明显,肉芽组织生长良好,这与本

组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

作为一种新型水凝胶敷料,在本组观察病例中尚未发现有毒副反应及过敏症

状。在减轻创面刺激和机械性损伤方面冷宁康表现突出,换药时能够快速从创面

剥离,不造成出血损伤,这对于儿童患者则是十分重要的保护。

综上所述,冷宁康敷料作为儿童深度创面敷料的应用, 具有安全、使用方便、

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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