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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细胞真皮移植在整形外科的应用 

唐庆，苏爱云，程钢，刘祥厦，曾庆梅，胡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整形修复外科，广东 广州 510080) 

【摘要】 目的 探讨应用脱细胞异体真皮与自体表皮复合移植，修复四肢关节部住创面的临床效果。方法 关节挛缩疲痕、 

巨大色素疼和皮肤广泛毛细血管瘤切除后，以脱细胞异体真皮与自体表皮构成复合皮，I期移植修复创面，创面最小7cm×1lcm，最 

大 12era×19era．其中肘关节部位8侧，踝关节部位7例 ，膝关节部位6例，腕关节部位4倒。观察移植复合皮的成活率及愈合皮片色 

泽、质地和关节功能改善情况。结果 临床应用25例，术后移植复合皮成活率 92．9％，随访3个月 一2年，移植皮片廒色与周围正 

常皮肤颜色接近，皮片柔软，疲痕增生不明显，关节功能较术前显著改善。结论 组织工程化脱细胞异体真皮和 自体表皮复合移植 

修复关节部住的创面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方法，尤其对自体皮源有限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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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cellular Dermic Graft in Plastic Surgery 

TANG Q ，SUAi—yun，CHENG Gang，et a1．Department of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The First At~liated Hospital ofSun Yat—sen 

University，Cu~ ou 51008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euular allogenic dermis combined with split—thickness autogenous skin graft for 

coverage of wound in extremity joint．Methods After contraction scar，gmnt pigmented nevus and capi~ hem~gloma being removed，acelllllar 

allogenic dennis with spm—thickness autogenous skin 曲 was used to repair 25 cases ofwounds of elbow，aldde，knee and wristjoints．The area 

ofwounds was from7cm×1lcm to 12cm×19cm．Out of25 wounds，there were 4 in wrist，8 in elbow，7 in ankle and6 in kneejoints．The survival 

rate of graft skin and improvement degree ofjoint function were observed．Results 仙 如 survived and had the smooth surface without obvious 

pigmentation and wound contraction．The function ofjoint was significantly impmv~ after operation．Conclusion Tissue—englneen~t dermis m'th 

autogenous epithelium is an ideal aft for coverage of various wounds in extremity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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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关节部位的挛缩瘢痕或皮肤巨大浅表肿物切 

除术后常需游离植皮修复创面，而皮片移植的后期效 

果与皮片厚度有直接关系，皮片越厚，含真皮层组织越 

多，植皮效果越好，但部分患者由于创面面积大，供皮 

区有限，这些因素给治疗带来困难。近年国内外学者 

均着眼于复合皮的研究和应用【1．2】。本文应用脱细胞 

异体真皮加自体表皮复合移植修复四肢关节部位的创 

面取得较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共 25例，男 14例，女 11例，年龄 

2 31岁，所有患者无糖尿病、结缔组织病及低蛋白血 

症病史。创面部位：肘关节部位 8例，踝关节部位 7 

例，膝关节部位 6例，腕关节部位 4例。创面类型：增 

生性瘢痕 15例，成熟期瘢痕6例，巨大色素痣2例，皮 

肤广泛毛细血管瘤 2例。创面最小 7cm x 11cm，最大 

12cm×19cm。每次应用脱细胞异体真皮面积 80— 

230cmz。21例关节部位伴有不同程度挛缩畸形 ，其中 

最严重的 I例肘关节呈 135。屈曲畸形，腕关节呈 90o背 

屈畸形。 

1·2 手术方法 术中将过关节部位的挛缩瘢痕或病 

灶切除达正常组织，避免直线切口过关节部位，瘢痕松 

解，关节手法复位，创面充分止血，但不宜结扎而可用 

双极电凝或肾上腺素湿纱压迫止血，以免影响皮片成 

活。脱细胞异体真皮(北京桀亚莱福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盐水清洗后平铺于创面，基底膜面朝上，真皮 

面朝下，以可吸收线与创缘真皮缝合固定数针，再用电 

动取皮机切取与创面面积相等的自体刃厚头皮，洗净 

后移植于异体真皮上，皮缘适当固定，真皮与刃厚头皮 

之间不能有水泡，尽量避免皱折重叠，油纱布、生理盐 

水纱布等敷料覆盖适当加压包扎，石膏托外固定。 

1·3 观察指标 创面均于术后 14—21d首次更换植 

皮区敷料，采用李迟等【3】方法测定创面植皮成活率，并 

进行随访，观察植皮区皮片收缩情况和关节活动度，并 

进行组织学检查。 ’ 

2 结果 

2·1 不同创面与植皮成活率关系 肘关节、腕关节、 

膝关节和踝关节病变切除后创面移植脱细胞异体真皮 

和自体刃厚头皮，术后皮片成活率高，均达90％以上， 

四者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 0．o5)，瘢痕、巨痣、血管 

瘤切除后创面移植复合皮，皮片成活率三者之间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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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差异(P>0．05) 

2．2 植皮外观效果和关节活动功能 复合皮穆植后 

随访3个月～2年，皮片无明显收缩，颜色接近周围正 

常肤色．外观平整。未见水疱，质地柔软，皮肤可提起， 

但于刃厚皮接驳处及复合皮愈合欠佳处可见有瘢痕生 

一 
2·3 组织学观察 部分病例(6例)因病变面积过大， 

需分期手术，于再次手术时取移植皮肤组织行组织学 

检查。l2周时，电镜下见棘细胞间隙增宽，靠基底层渐 

正常。桥粒连接多，基底膜延续呈蜿蜒曲折分布，真皮 

重 3 移植术后 L2罔，真盘屉 内兄嘶 生曲毛细血雷．内皮妇胞增生肥 

太．腱履圩雉丰"dr，排列棱规删(扫描电虢 x 39~0) 

3 讨论 

组织工程化皮肤研制成功和应用，是近年来创面 

修复研究领域中的重大进展之一，目前已经正式商品 

化、产品化的组织工程化皮肤已有数种 3_。本文所用 

的脱细胞异体真皮是组织工程化冀皮替代物，其特点 

是异体真皮经化学处理后 清除了具有高度抗原性的 

表皮层及真皮细胞成分，仅保留了细胞外基质的结构 

和组成成分，因此不会诱发异体组级移植所产生的特 

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或非特异性异物反应．生物相容性 

好。Rubin等 4]报道了基底膜在刨面愈合中不可缺少 

的作用。脱细胞异体真皮保留了完整的基底膜，为上 

皮细胞的移行和定植提供了一个天然平台，缺少基底 

膜可致移植后皮片易脆裂，起水泡等问题。电镜下观 

察也发现，复台皮移植后，于表皮和真皮的交界处可见 

清晰的呈蜿蜒曲折延续分布的基底膜带，增强了表皮 

和真皮问的牯着愈合力。临床应用表明，脱细胞异体 

真皮加自体刃厚皮片复合移植后．植皮区亦来出现有 

水泡。证实了基底膜在刨两愈合审的作用。 

长。关节部位挛缩畸形明显改善，其中 1例因伴有严 

重的肌腱、血管挛缩，I期手术肘关节屈曲畸形由术前 

135晰 正为术后30·．II期手术腕关节背曲畸形由9o啕F 

正至术后25。，其余病例关节活动范围基本可达正常 

(图 1、2)。 

一  
胶原纤维排列较规则．问质慢性炎症细胞浸润。6个月 

时，表皮、真皮形态正常，胶原纤维排剜规鼬，未觅皮肤 

附件，无排斥现象(圈3、4)。 

田4 移植术后 扫描电甓 x 390O) 

本组复合皮移植应用于瘢痕、巨痣、血管瘤切除后 

三种不同类型的新鲜创面上，皮片成活率均达90％以 

上。不同关节部位问的成活率亦无显著性差异，作者体 

会，感染及术后制动不确切、复合皮出现移位是影响皮 

片成活率的重要西数。作者有狂颈都和肉芽剖面上 l 

期移植复合皮效果不佳或失败的教训。真皮成分的多 

寡又是创面愈合后弹性、外观是否良好的重要因紊。 

癍痕形成的量及挛缩程度与所植皮片中真皮的含量成 

反比，脱细胞异体真皮作为一种真皮替代物可为创面 

提供足够量的真皮组织，从而减轻癞痕的形成和挛缩e 

本组复合皮移植皮片收缩小，刨面挛缩轻，无明显瘢痕 

增生，皮片质地较柔软，术前的挛缩屈曲畸形基本矫 

正，关节活动自如，外观功能较满意，移植术后12周电 

镜检查发现接近正常的胶原蛋白束和弹性蛋白纤维， 

这可能是皮片弹性好，收缩性小，外观平整的组织学基 

础．因此，作者认为．对于自体皮源有限的患者，在四肢 

关节部位巨大剖面的修复是复台皮移植的很好适应 

证，而头颈部或自体皮源充足的创面修复仍以自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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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肉芽肿性肾盂肾炎(附16例报告) 

李翼飞，陈永胜，李哲勋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泌尿外科，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摘要】 目的 探讨黄色肉芽肿性肾孟肾炎的术前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 对 1978年．2003年收治的l6例XGP患者的临 

床费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合文献复习，就其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等同题进行讨论。结果 l6例均经病理检查证实为XGP，术后 

效果良好，随访至今无 1例复发。结论 根据病史、症状、体征及尿中找到泡沫细胞结合cT检查XGP诊断有望成立，必要可肾穿刺 

活体组织检查以确诊。治疗仍以手术为主。 

【关键词】 肾孟肾炎；黄色肉芽肿 

xgn~ tem l~eloaephrifls：A Report of 16 Cases 

Yi一，et，CHEN Yong—sheng，12Zhe一 l‘，1．Department of Urology，The Second Clinical College，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15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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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由 d】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xanthogranulomatous pyelonephfitis(XGP)．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6 patients with XGP from 1978 to 2003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and its clinic symtoms，diagnosis and therapy were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literature review．Results 16 c88e8 of patient with XGP confi rmed by histopathologlcal examination recovered well after opera- 

fion，and did not relapse tm flow．Conclusion According to medical history，symptom，physical sign，the foam cells in urine and CT examination， 

XGP could bediagnosed．Sometimes．fine needle aspiration biopsy should be donein orderto confirmthediagnosis ofXGP．The opera,onWaS a眦- 

jor method for t~ tlng this disease． 

【Keywords】 Pydonephrifis；Xanthognmuloma 

黄色肉芽肿性肾盂肾炎(XGP)是一种少见的由细 

菌感染引起的肾实质及肾周组织慢性肉芽肿样病变， 

1916年由 Schlagenhanfer最先报道，以病灶内含有大量 

泡沫细胞为特征。由于缺乏典型的临床及影像学表 

现，术前诊断十分困难，容易被误诊为肾肿瘤、结核、结 

石等疾病。被 Malek和 Elder喻为“卓越的模仿者(great 

imitator)”⋯。我院于 1978一O1—2003—12共收治 16 

例，均经术后病理证实，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6例，其中男 4例，女 12例， 

男：女为 1：3，年龄27～65岁，平均45．3岁，病程3个月 

一 5年，平均3．9年，均为单侧发病，其中右侧 1O例(占 

厚皮为佳。 

脱细胞异体真皮植入皮下后血管化时间一般需要 

2周时间。因此有学者【5】从复合皮成活角度出发提出 

脱细胞异体真皮与自体表皮 II期手术移植更为安全。 

我们采用了在脱细胞异体真皮上打孔形成网状，这样 

促进了再血管化进程，同时，适当延长首次更换植皮区 

敷料时间至术后 21d，保证了复合皮 I期移植的成活 

率。自体表皮我们应用刃厚头皮，这是基于头皮可反 

复切取。无瘢痕残留、色素沉着 ，也不影响毛发的生长， 

头皮愈合时间快等特点，其缺点是头部外形所限，难于 

切取大张完整的刃厚头皮，造成术后头皮接驳处有线 

状瘢痕生长 ，同时，对成年女性患者也需慎用。 

目前 ，脱细胞异体真皮在整形外科领域已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除了在创面修复上使用外，我们也将 

脱细胞异体真皮作为软组织填充剂用于面部凹陷性畸 

形、发育不良和组织萎缩的整形手术中，由于临床应用 

时间有限，其远期效果及并发症等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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