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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种渊牛冤脱细胞真皮基质修复膜在耳部皮肤缺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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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探讨应用异种渊牛冤 脱细胞真皮基质修复膜修复耳部皮肤缺损的价值遥 方法院对 员愿 例耳部新生物切除术后遗

留的皮肤缺损应用异种渊牛冤 脱细胞真皮基质修复膜行一期修复遥 结果院随访 圆耀员圆 个月袁员愿 例患者均一次性修复成功袁无明显

瘢痕形成遥 结论院异种渊牛冤 脱细胞真皮基质修复膜修复耳部新生物切除术后遗留的皮肤缺损袁手术操作简便袁效果良好袁有很好
的临床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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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部新生物如外耳道乳头状瘤尧耳廓痣等在耳
鼻喉科属常见疾病遥 既往手术切除后遗留的皮肤缺
损袁一般采用游离植皮术袁但有造成二次创伤及外耳
道狭窄等可能遥 本科自 圆园员园 年起使用异种渊牛冤脱
细胞真皮基质 渊葬糟藻造造怎造葬则 凿藻则皂葬造 皂葬贼则蚤曾袁粤阅酝 冤修复
膜治疗 员愿 例耳部新生物切除术后遗留的皮肤缺损袁
获得了良好的疗效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收集 圆园员园 年 远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圆 月无锡市第三人
民医院耳鼻喉科患者 员愿 例袁其中男 员园 例袁女 愿 例袁
年龄 圆缘耀缘缘 岁袁中位年龄 猿怨 岁遥 其中耳廓或外耳道
痣 远 例袁外耳道乳头状瘤 员圆 例遥 所有病例耳部新生
物切除术后皮肤缺损面积在 园援猿园耀员援苑苑 糟皂圆遥

员援圆 方法
粤阅酝 修复膜 渊烟台正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袁规
格为 员 糟皂 伊 员 糟皂袁型号为 粤 型冤呈白色尧半透明尧蜂
窝状片状组织袁为一次性使用的无菌产品袁用无菌生
理盐水浸泡冲洗 猿 次后应用遥 所有病例耳部新生物
切除后袁将略大于缺损面积的修复膜平铺于创面袁基
底膜面向外袁表面平铺明胶海绵一层遥 缺损位于耳
廓者袁明胶海绵表面予荷包加压包扎以固定修复膜遥
缺损位于外耳道者袁在外耳道内填入小块碘仿纱条袁
使其位于明胶海绵表面以固定修复膜遥 术后予抗生
素口服 猿耀缘 凿遥 术后 员园 凿 解除加压包扎或取出耳道
内填塞物袁嘱保持患处干燥袁定期于随访观察修复膜
的生长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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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结 果
所有病例均得到随访袁术后随访 圆耀员圆 个月袁平
均 猿援缘 个月遥术后无 员 例出现脱落或术后排斥反应袁
全部成活渊图 员冤 遥 术后拆除加压包扎或取出填塞物

后袁可见修复膜表面平整袁呈淡红色袁颜色不均匀曰术
后 员 个月左右袁修复膜与周围组织融合良好袁皮肤
缺损面积较小者创面已完全愈合曰 术后 圆个月左
右袁所有患者创面均已完全愈合袁且未见瘢痕形成遥猿
例外耳道乳头状瘤患者袁术后随访 员圆 个月袁外耳道
未见瘢痕狭窄遥
猿 讨 论

目前研究认为袁作为一种新型的生物材料袁异
种脱细胞真皮基质修复膜在制备过程中利用生物
工程学技术将牛的皮肤组织经过一系列严格有效
的脱细胞处理袁将细菌尧病毒尧 疯牛病等病原体进
行了灭活处理袁 并去除了可诱发宿主免疫排斥反
应的细胞成分遥 粤阅酝 膜的基本结构是胶原网架袁保
留了细胞外基质原真皮支架和基底膜袁为自体血管
内皮细胞尧 间充质细胞长入及快速血管化提供了
良好的支架袁且修复膜生物相容性较好袁愈合快袁
不易形成瘢痕袁远 个月内可降解 咱员暂遥 该材料已在临
床多个科室被广泛使用袁 耳鼻喉科可见报道用于
鼓膜穿孔的修复及鼻中隔缺损的修复等咱圆原猿暂遥 本组
病例随访观察 员 年未见瘢痕形成袁 说明异种脱细
胞真皮基质修复膜的植入对早期组织愈合起到了
重要作用遥 粤阅酝 作为一种真皮替代物可为创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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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屏内侧痣切除垣粤阅酝 膜修补术后

供足够量的真皮组织袁 从而减轻瘢痕的形成和挛

缩遥 粤阅酝 中细胞外基质结构完整 袁可为组织细胞
的再生提供一个良好的传达生物信息的支架 袁细
胞外基质蛋白可促进表皮细胞的增生遥 自创面基
底部移入 粤阅酝 中的成纤维细胞具有产生成熟基
质的能力 咱源原缘暂遥 本组病例中有 员 例 缘缘 岁的糖尿病
患者袁 术后取出耳内填塞物后发现修复膜颜色苍
白袁生长情况不良袁遂于血塞通滴丸口服 员 个月曰
此外袁还有 员 例耳廓痣患者袁术后加压包扎过紧袁
解除加压包扎后发现修复膜颜色苍白袁 有溶解迹
象袁遂于血塞通滴丸口服 圆 周遥 圆 例随访中发现修
复膜颜色逐渐变红袁最终均愈合良好遥 这提示血管
化在修复膜的修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袁 影响
着胶原沉积与吸收的动态平衡遥
通过本组的临床应用认为修复膜是修补耳部皮
肤缺损的理想材料袁其各项生物学特性符合临床使
用要求袁且使用简单尧操作方便袁也不需要在患者身
体上另造创口取材袁可减少患者的痛苦遥 术中须注
意由于修复膜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收缩袁在修补时
务必使修复膜面积略大于缺损面积曰且术中固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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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膜时不可压迫过紧袁以免影响修复膜的血供袁不利
于创面愈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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