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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84 糖尿病溃疡患者血清下调组蛋白 H3K27 甲基化水平诱导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乱  --------------------------------------------------------------------- 汪涟,郭菲 59 

OR-0085 扩张后皮瓣修复头面颈部严重烧伤后瘢痕畸形 -------------------------------------------- 沈余明 60 

OR-0086 胸腔镜在复杂深部腔隙性创面修复中的应用 ----------------------------------------------- 贲道锋 60 

OR-0087 应用 FLACC 疼痛评估工具评价小儿四肢烧伤植皮术后 

 疼痛治疗护理效果 ------------------------------------------------------------------------- 邓茹,王丽晖 61 

OR-0088 伤后入院时间对烧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 李琳,张灵倩,陈昭宏 61 

OR-0089 股深动脉第一穿动脉穿支皮瓣的临床应用 ---------------------------------- 魏在荣,谭昊,李海等 61 

OR-0090 Notch1 Pathway Protects against Burn-Induced Myocardial  

 Injury by Repressing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Production through JAK2/STAT3 Signaling ------------------------------------------- Cai Weixia 62 

OR-0091 上海市居民对儿童小面积烧烫伤急救知识认知水平调查 ------------- 于庆,肖永强,胡晓燕等 62 

OR-0092 深度手烧伤的功能康复治疗 -------------------------------------------------------------------- 景福琴 63 

OR-0093 装载自由基引发剂的酸敏感石墨烯用于治疗多重耐药细菌 

 感染的研究 ---------------------------------------------------------------------- 于洵洲,贺丹枫,邓君等 63 

OR-0094 感染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烧伤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该菌耐药情况 ----------------------------- 程林 64 

OR-0095 新型多糖基止血海绵 ------------------------------------------------------------------- 刘佳颖,申传安 65 

OR-0096 自体表皮细胞悬液移植修复全层皮肤缺损创面的动物 

 实验研究 ---------------------------------------------------------------------------- 尹凯,申传安,马丽等 65 

OR-0097 老年烧伤流行病学：693 例老年烧伤患者的回顾性分析 -------------------------- 钱卫,罗高兴 66 

OR-0098 人工真皮移植后创面的组织学初步观察 ---------------------------------- 傅跃先,赵燕妮,袁心刚 66 

OR-0099 Pure androgens accelerate burn injury wound healing  -----------------------------------------  

  -------------------------------------------------------------------- 王裔惟,施怀凯,Ulla Simanainen 等 67 

OR-0100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 in  

 patients during burn shock stage ----- Chen Zhaohong,Jin Changdan ,Chen Shun  etc. 68 

OR-0101 信息虚拟技术在战创伤救治训练领域应用的 

 研究进展 ------------------------------------------------------------------------- 彭宇,范东东,吕凌云等 70 

OR-0102 A crosstalk between RORα and SIRT1 invovled in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 sepsis by regulating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 Han Shichao 70 

OR-0103 3D Printing of Dermal ECM Hyfrogel Enhances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Split Thickness Skin Grafting  

 in Full-thickness Skin Wound Repair ------------------------------------ qi shaohai,Qi Shaohai 71 

OR-0104 中国瘢痕年度报告：2010-2017 ----------------------------------------------- 孙瑜,唐洪泰,夏照帆 71 

OR-0105 精准化管理策略在严重烧伤患者血糖管理中的应用及 

 效果研究 ----------------------------------------------------------------------------------------------- 黎宁 72 

OR-0106 红蓝光治疗烧伤患者下肢植皮术后创面的观察与护理 -------------------------------------- 杨磊 72 

OR-0107 植皮联合重睑修复瘢痕性上睑外翻 ----------------------------------------------------------- 蒋章佳 73 

OR-0108 强脉冲光联合弹力套治疗小儿烧伤后早期瘢痕的疗效观察 -------------------------------- 魏莹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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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09 miRNA-146a 在严重糖尿病足中的表达情况 ---------------------------- 舒斌,赵菁玲,张利军等 73 

OR-0110 健康教育在烧伤围手术期患者中应用 ----------------------------------------------------------- 刘艳 74 

OR-0111 利用头皮修复儿童瘢痕挛缩畸形的临床总结 ------------------------------------- 李东杰,申传安 74 

OR-0112 大面积烧伤合并冷凝集素影响血型鉴定的输血对策 ---------------- 李东杰,李大伟,孙天骏等 75 

OR-0113 脱细胞异体真皮联合 VSD 治疗功能部位瘢痕畸形的 

 护理体会 ---------------------------------------------------------------------------------------- 万蓉,王婷 75 

OR-0114 羊膜上皮细胞促糖尿病创面愈合的作用及初步 

 机制研究 ---------------------------------------------------------------------- 郑勇军,郑仕清,肖仕初等 75 

OR-0115 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大面积烧伤瘢痕患者 

 疗效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 吕开阳,刘华振,肖仕初等 76 

OR-0116 MAP4 磷酸化在病理性心脏重塑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李凌霏,胡炯宇,黄跃生 77 

OR-0117 早期护理干预对颈部烧伤患儿治疗效果的影响 -------------------------------------------- 童纪文 77 

OR-0118 局部穿支螺旋桨皮瓣修复臀部创面 ----------------------------------------------------------- 陈黎明 78 

OR-0119 高压电烧伤对大鼠血清 PDGF、TPO 的远期影响及 

 血必净、乌司他丁的干预作用 ------------------------------------------------------- 高志娟,张庆富 78 

OR-0120 SIRT1 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在瘢痕增生中的生物学作用 -------------------------------------- 何亭 79 

OR-0121 糖尿病大鼠创面组织中内皮细胞迁移 

 VEGFR-2（Tyr1175）信号通路的改变 -------------------------------------- 江琼,陈晓东,林建昌 79 

OR-0122 miR-96 的抑制可以通过调节 smad7 缩小瘢痕疙瘩 ----------------------------------------- 李超 80 

OR-0123 3 种不同方法在手部深度烧伤及烧伤整形植皮术后 

 瘢痕预防的疗效观察 ----------------------------------------------------------------------------- 吉小平 80 

OR-0124 银离子敷料降低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性感染的 

 临床研究 ------------------------------------------------------------------------------- 李娟,李娜,付伟等 81 

OR-0125 箱庭疗法联合催眠疗法在烧伤患者心理康复中的 

 应用个案报道 -------------------------------------------------------------------------------------- 丁晓燕 81 

OR-0126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is more valuable than  

 computed tomography in severe inhalation injury:  

 A summary of 14 patients’ therapy ---------------------------------------------------------- He Ting 82 

OR-0127 严重烧伤患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13 例临床分析 ------------------------------------- 李允 82 

OR-0128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小儿重度烧伤的临床效果观察 -------------------------------------- 马晓明 82 

OR-0129 雾化吸入 rhKGF-2 对烟雾吸入性损伤兔肺组织 

 细胞凋亡的影响 ----------------------------------------------------------------------------------- 付忠华 83 

OR-0130 含镓抗菌真皮支架材料的体外功能评价 ------------------------------------------- 许钊荣,夏照帆 83 

OR-0131 近五年我院儿童烧伤流行病学分析 ------------------------------------- 田社民,韩大伟,杨高远等 84 

OR-0132 picco  监测技术在危重烧伤患者早期液体复苏中的 

 应用 ---------------------------------------------------------------------------- 肖宏涛,田社民,李晓亮等 85 

OR-0133 20 例严重呼吸道烧伤患者的心理疏导体会 ------------------------------------------------- 童小仙 85 

OR-0134 表皮干细胞促进大鼠创面创面愈合的机制研究 ---------------------------- 黄韶斌,唐冰,朱家源 86 

OR-0135 小儿手足烫伤后瘢痕挛缩畸形治疗体会 ----------------------------------------------------- 王燕妮 86 

OR-0136 烧伤科护士的常见职业损伤与防护 ----------------------------------------------------------- 周万芳 87 

OR-0137 采用动力型矫形器辅助烧伤后早期手功能体位摆放疗效观察 ----------------------------- 罗皓 87 

OR-0138 23528 例烧伤住院患者临床流行病学分析 -------------------------------------------------- 席毛毛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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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39 小型猪肢体高压电烧伤软组织损伤模型 ------------------------------------- 栾夏刚,陈斓,谢卫国 88 

OR-0140 重症烧伤患者镇痛镇静治疗的护理观察及体会 ---------------------------------------- 孙静,孙燕 89 

OR-0141 多种皮瓣联合修复小儿手指电烧伤 ----------------------------------------------------------- 王伊宁 89 

OR-0142 封闭负压引流技术在不同部位产生的压力及安全性探讨 ---------------------- 尹会男,柴家科 89 

OR-0143 烧伤康复的几点思考 ----------------------------------------------------------------------------- 董茂龙 90 

OR-0144 微等离子体治疗烧伤后色素沉着的疗效观察 ------------------------------- 石文,辛乃军,高聪等 90 

OR-0145 创面的成因治疗原则和临床实践 ---------------------------------------- 纪世召,肖仕初,王广庆等 91 

OR-0146 糖尿病合并压疮的研究进展 ---------------------------------------------------------- 崔正军,孙佳琳 91 

OR-0147 线粒体自噬在烧伤创面早期损伤进展中的作用及其 

 机制研究 ------------------------------------------------------------------------- 郭松雪,韩春茂,方荃等 92 

OR-0148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对儿童深Ⅱ度烧伤创面愈合影响的 

 研究 ----------------------------------------------------------------------------------------------------- 胡楠 92 

OR-0149 CRRT 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 ------------------------------------------- 薛岩,于家傲 93 

OR-0150 带蒂股薄肌皮瓣修复会阴重建尿道桥接血管游离股前 

 外穿支分叶皮瓣修复腕手创面的严重电击伤一例 ------------------- 杨立文,王文龙,刘文剑等 93 

OR-0151 营养风险筛查与营养测评在烧伤患儿中的应用 ----------------------------------------------- 周静 94 

OR-0152 生物 3D 打印人工皮肤体外构建的初步研究 ----------------------------- 李海航,金剑,罗鹏飞等 94 

OR-0153 降钙素原和血小板计数在革兰氏阴性杆菌烧伤 

 脓毒血症中的临床意义 -------------------------------------------------------------------------- 蒋南红 95 

OR-0154 血浆外泌体来源 miR-29b-3p 调控自噬在右美托咪定介导 

 脓毒症心肌保护中的作用与机制 ------------------------------------------------------- 余天漪,刘琰 95 

OR-0155 65%TBSA 婴儿特重度烧伤救治体会 ------------------------------------------------------------ 陈琨 96 

OR-0156 探讨音乐疗法对烧伤病人疼痛的影响 -------------------------------------------------------- 韩秀林 96 

OR-0157 烧伤 ICU 多重耐药菌发生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拟定 -------------------------------------------- 李凤 97 

OR-0158 基于 MR 三维成像的非线性有限元方法分析负压创面治疗下 

 细胞力学微环境的时空变化 ------------------------------------------------- 陈孝强,李俏颖,张薇等 97 

OR-0159 辅具在儿童手指瘢痕挛缩畸形治疗进展 ----------------------------------------------------- 赵洪良 98 

OR-0160 亲属头皮接力混合移植在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修复及 

 脓毒症防治中的应用价值 ----------------------------------------------------------------------- 刘亦峰 98 

OR-0161 微粒皮移植术中脱细胞异体皮占位的“利与弊” ------------------- 娄季鹤,李树仁,李晓亮等 99 

OR-0162 早期介入系统康复治疗在重度烧伤救治中的疗效观察 ------------------- 彭英,张逸,胡克苏等 99 

OR-0163 c-myc 在糖尿病难愈创面再上皮化障碍中的致病机制 -------------------- 杨沛瑯,刘丹,章雄等 100 

OR-0164 综合康复治疗对烧伤后手功能恢复的影响 ----------------------------------------------------- 陈兴 100 

OR-0165 笑氧混合气体在烧伤换药镇痛中的应用体会和 

 文献回顾 ---------------------------------------------------------------------- 胡晓燕,杨先锋,徐晓娜等 101 

OR-0166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Ⅰ期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研究 ------------------- 祝闽辉,郭树忠,马显杰等 101 

OR-0167 TIEG1 Represses Smad7-Mediated Activation of  

 TGF-b1/Smad Signaling in  

 Keloid Pathogenesis ----------------------------------- Hu Zhicheng,Zhu Jiayuan,Shi Fen etc. 101 

OR-0168 小儿特重度烫伤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 ---------------------------------- 孙天骏,申传安,蔡建华等 102 

OR-0169 CD40L 诱导肺微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机制研究 ------------------------ 常梦玲,郭峰,周增丁等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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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70 康复护理干预对手部烧伤患者手功能恢复影响的 

 Meta 分析 ---------------------------------------------------------------------------------------------- 邵星 103 

OR-0171 表皮细胞种植技术在深Ⅱ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 王耘川,官浩,韩飞等 103 

OR-0172 严重手烧伤的治疗策略 ------------------------------------------------------- 陈昭宏,陈舜,许钊荣等 104 

OR-0173 游离穿支皮瓣分叶移植修复电击伤创面 ------------------------------------- 张伟,张卫东,杨飞等 104 

OR-0174 B-Flow 技术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留置有创动脉压的应用效果 ---------------------------- 蔡夺 105 

OR-0175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accelerates rats  

 diabetic wound by promoting agenesis ----------------------------------------------------- 李小强 105 

OR-0176 小儿烧烫伤创面修复方式的选择 ------------------------------------------- 迟云飞,李峰,尹会男等 106 

OR-0177 儿童大面积三度烧伤综合救治体会 ---------------------------------------- 李耀,王会军,蒋永能等 106 

OR-0178 NPWT 技术联合生物敷料治疗小儿Ⅱ度烧伤疗效观察 ------------------------- 刘新庄,宋国栋 106 

OR-0179 儿童烧伤瘢痕综合防治的新探索和新思路 ------------------------------- 乔亮,杨惠忠,李学川等 107 

OR-0180 多学科协作救治高温钢筋盆腔贯通伤合并皮肤烧伤的病人 ---------------- 杨磊,吴起,马军等 107 

OR-0181 预混笑气在对烧伤患者换药镇痛效果临床分析 -------------------------------------------- 李延仓 108 

OR-0182 奥瑞姆自护模式在电击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 张伟 108 

OR-0183 烧烫伤儿童早期给予营养支持治疗的临床观察 -------------------------------------------- 齐鸿燕 109 

OR-0184 烧伤患者的镇痛镇静治疗体会 ---------------------------------------------------------- 冯世海,马伟 109 

OR-0185 应用负压创面疗法治疗小儿多部位Ⅱ度烧伤一例 ------------------------- 宋国栋,辛乃军,高聪 110 

OR-0186 基于肺组织 Micro-CT 下的烧冲复合伤大鼠三维重建密度 

 分析 ---------------------------------------------------------------------------------- 畅阳,张东海,胡泉等 110 

OR-0187 大面积深度烧伤早期切除与皮肤移植 ---------------------------------------------- 宋国栋,辛乃军 111 

OR-0188 200 例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小儿烫伤的护理体会 ----------------------- 宣梦佳,刘艳华 111 

OR-0189 小儿 Meek 微型皮片移植临床失败原因的分析及补救 

 措施的探讨 ----------------------------------------------------------------------------------------- 李兴照 112 

OR-0190 VSD 负压吸引技术治疗糖尿病足临床体会 ------------------------------------------------- 李德绘 112 

OR-0191 创面治疗的临床思路浅议 ---------------------------------------------------- 赖文,卞徽宁,孙传伟等 113 

OR-0192 新生儿烧烫伤的疼痛干预 ---------------------------------------------------- 严峻,崔杰, 陈建兵 等 113 

OR-0193 胸部扩张后颈横动脉穿支皮瓣修复颈部疤痕的 

 治疗效果临床分析 -------------------------------------------------------------------------------- 巫国庆 114 

OR-0194 Protective effects of glutathione on oxidative injury  

 induced by hydrogen peroxide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 Ren Haitao, Meng Qinghe,Yepuri Natesh etc. 114 

OR-0195 儿童颈部烧伤瘢痕挛缩的手术治疗 ---------------------------------------- 靳三丁,张合成,孙文超 115 

OR-0196 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患者头面颈部软组织严重烧伤的效果 ---------- 夏成德,狄海萍,薛继东等 115 

OR-0197  转型时期烧伤科护士的核心能力培训体系的构建研究 ------------------ 陈瀚熙,赖文,陈华德 116 

OR-0198 水刀清创术在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背部创面的应用 -------------------------------------- 于东宁 116 

OR-0199 632 例危重烧伤患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王淑君,张改巾,宋喜鹤等 117 

OR-0200 A 型肉毒毒素对于瘢痕增生影响的动物实验研究 -------------------------------------- 陶谏,刘宾 117 

OR-0201 重度烧伤患者生活质量早期心理干预效果系统评价 -------------------------------------- 罗旭芳 118 

OR-0202 VSD 联合过氧乙酸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研究 ------------------------------------ 周军利,李亚文 118 

OR-0203 Intense pulsed light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postburn  

 hyperpigmentation and telangiectasia  -------------------------------------------------------- 李娜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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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04 通过共培养模型初步探讨脂肪干细胞促进放射性 

 皮肤损伤修复的机制 ----------------------------------------------------------- 唐炜雅,杨超, 方硕等 119 

OR-0205 基于转录组测序对负压伤口疗法治疗小鼠烧伤感染 

 创面的机制探索 -------------------------------------------------------------------------------------- 刘洋 120 

OR-0206 负压伤口治疗机制研究进展 ----------------------------------------------------------------------- 王澜 120 

OR-0207 改良 V-Y 推进皮瓣修复指端软组织缺损的疗效观察 ----------------------------------------- 李斌 120 

OR-0208 2007-2016 年某部队基层医院小儿烧伤住院患者流行病学 

 调查分析 -------------------------------------------------------------------------------------------- 姚志慧 121 

OR-0209 烧伤康复 -------------------------------------------------------------------------------------------- 谢卫国 121 

OR-0210 烧伤儿童的康复治疗 ----------------------------------------------------------------------------- 周雅琴 121 

OR-0211 下颌严重疤痕畸形修复方案探讨 -------------------------------------------------------------- 张家平 122 

OR-0212 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白烟致急性肺损伤实验研究 ----------------------------------- 童亚林 122 

OR-0213 大面积烧伤后严重罕见并发症一例临床报告 ----------------------------------------------- 陈昭宏 122 

OR-0214 “5.17”南阳成批钢水烧伤患者的转运及早期救治 --------------------------------------- 张树堂 122 

OR-0215 危重烧伤患者的早期康复 ----------------------------------------------------------------------- 王淑君 123 

OR-0216 烧伤早期的康复治疗 -------------------------------------------------------------------------------- 成剑 123 

OR-0217 创面治疗对危重烧伤患者后期功能康复的影响  ------------------------------------------- 许瓅文 123 

OR-0218 围手术期的快速康复外科 ----------------------------------------------------------------------- 刘利华 123 

OR-0219 基于 PICC 在烧伤患者静脉通路管理中证据的应用和 CRBSI 的防控 ---------------- 滕培敏 124 

OR-0220 提高烧伤监护室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 ----------------------------------------------------- 柴雪郡 124 

OR-0221 JCI 模式下烧伤科护理流程改进及成效 ------------------------------------------------------ 陈华清 124 

OR-0222 两种术中保暖措施对游离皮瓣血运的影响 ----------------------------------------------------- 王玲 125 

OR-0223 鼻背瘢痕做衬里修复鼻翼缺损 -------------------------------------------------------------------- 王杨 125 

 

壁报交流 
 

PO-0001 Management of combined massive burn and  

 blast lung injury ----------------------------------- Zheng Xingfeng,Xiao  Shichu,Xia Zhaofan 126 

PO-0002 头皮供皮区多次重复取皮的临床经验 ------------------------------------- 卢长虹,李连贵,徐和平 127 

PO-0004 新型功能敷料组合在皮肤移植供皮区的应用 ----------------------------------------------- 钟俊波 127 

PO-0005 中、重度吸入性损伤气道改建的维护 ----------------------------------------------------------- 魏霞 128 

PO-0006 游离中厚皮皮管法预制尿道阴囊皮瓣修复烧伤后阴茎 

 中段尿道缺损 ---------------------------------------------------------------------- 官浩,徐志刚,李军等 128 

PO-0007 Use of porcine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following early  

 dermabrasion reduces length of stay in  

 extensive deep dermal burns ----------------------------------------- Guo Zhiqian,Chen Xu-Lin 128 

PO-0008 手背尺侧皮瓣修复小指尺侧缺损的临床效果观察 ------------------- 童伟平,吴天德,刘志荣等 129 

PO-0009 负压封闭引流冲洗联合局部氧疗对深度烧伤创面的 

 临床观察 ---------------------------------------------------------------------------------- 张美光,阳纯兵 129 

PO-0010 瘢痕性眉下垂整形术后 A 型肉毒素的应用体会 ------------------ 赵阳,于扬,达吾力▪沙里木江 130 

PO-0011 异体富血小板血浆免疫原性的小型猪动物实验研究 ---------------------- 姚丹,赵帆,郝岱峰等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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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2 儿童坏死性筋膜炎治疗临床分析 ---------------------------------------------- 张梦思,付晋凤,朱辉 131 

PO-0013 某院烧伤科 2015-2017 年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流行病学 

 调查和脓毒症危险因素分析 ---------------------------------------------------------- 任海涛,韩春茂 131 

PO-0014 连续性血液滤过防治烧伤脓毒症临床效果观察 -------------------------------------------- 王恩峰 132 

PO-0015 头皮撕脱伤回植术围手术期的护理 ----------------------------------------------------------- 郑学琴 132 

PO-0016 中药制剂治疗老年慢性创面中的临床应用 ---------------------------------- 张萍,张谊,王本志等 133 

PO-0017 面部肿瘤切除术后修复:力学与美学的完美结合-------------------------------------------- 唐修俊 133 

PO-0018 特殊部位烧伤的护理 ----------------------------------------------------------------------------- 张丽平 134 

PO-0019 人文关怀在儿科烧伤门诊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肖胜元 134 

PO-0020 Treatment of hydrofluoric acid burns: Our 20-year experience ------------- Wang Xingang 135 

PO-0021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urinary fluorid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ydrofluoric acid burns ----------------------------------------------- Wang Xingang 135 

PO-0022 Epidemiology of bus fire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 Wang Xingang 136 

PO-0023 爱康肤银 Plus 用于慢性难愈性创面的临床病例观察 ------------------------------------- 王新刚 136 

PO-0024 The Effect of Topical Negative Pressure on  

 Wound Repair with Dermal Substitutes ------------------------------------------- Wang Xingang 137 

PO-0025 早期磨削术联合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凝胶 

 在儿童深Ⅱ度烧伤创面中临床效果观察 ---------------------------------------------- 许晓勇,杨梅 137 

PO-0026 心理护理对重度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家庭的影响 ----------------------------------- 冯凤环 137 

PO-0027 脂肪干细胞在瘢痕防治中的研究进展 ------------------------------------------------- 潘伊,姜笃银 138 

PO-0028 IL-6 干预下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诱导黑色素瘤细胞凋亡的 

 实验研究 ------------------------------------------------------------------------------------- 王晓,姜笃银 138 

PO-0029 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对衰老皮肤成纤维细胞生物活性的 

 影响 ---------------------------------------------------------------------------------------- 祁永军,姜笃银 139 

PO-0030 急诊斜坡状伤口的整形修复方式 ---------------------------------------------------- 宫红敏,姜笃银 139 

PO-0031 可控性负压吸引技术在开胸术后慢性肋软骨炎、 

 肋骨炎治疗中的应用 ---------------------------------------------------------- 王晓川,张基勋,姜笃银 140 

PO-0032 浅谈磨痂术 ----------------------------------------------------------------------------------------- 杨占杰 140 

PO-0033 负压封闭引流术应用于电击伤创面的临床研究 -------------------------------------------- 黄国宝 141 

PO-0034 中草药美容在烧伤后色素沉着的研究与护理 ----------------------------------------------- 王秀美 141 

PO-0035 乌司他丁对严重烧伤患者伤后早期心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 --------------------------------------------------------------------- 崔正军,王晓博,孟庆楠等 142 

PO-0036 辛伐他汀对烟雾吸入性肺损伤中 iNOS、Caspase-3 及 

 氧化应激反应作用的研究 ------------------------------------------------- 崔正军,杨荣强,孟庆楠等 142 

PO-0037 辛伐他汀通过抗炎作用减轻大鼠烟雾吸入性肺损伤的程度 ----------------------------- 崔正军 143 

PO-0038 自制负压封闭引流装置（NPWT）在Ⅱ°烧伤创面的 

 应用探讨 -------------------------------------------------------------------------------------------- 温裕庆 143 

PO-0039 中药五黄制剂治疗烧伤残余创面的临床观察 ----------------------------------------------- 李荣兴 144 

PO-0040 基于“专科医联体”推进创面修复“同质化” ---------------------------------- 崔正军,苏卫国 144 

PO-0041 阴茎Ⅲ°烧伤合并急性脊髓炎患者的伤口治疗 -------------------------------------------- 柏志玉 144 

PO-0042 结核性创面动物模型中巨噬细胞极化改变 ---------------------------------------- 贾赤宇,汪毅平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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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43 清创后外用生长因子对新西兰兔结核性创面愈合的影响 ---------------------- 贾赤宇,张同威 145 

PO-0044 烧烫伤合并真菌感染患者 15 例的治疗体会 --------------------------------------------------- 林宙 146 

PO-0045 多巴胺对严重烫伤大鼠早期内脏器官功能的影响 ----------------------------------------- 王子恩 146 

PO-0046 大面积烧伤患者并发高血糖胰岛素抵抗 46 例---------------------------------------------- 王子恩 147 

PO-0047 持续创面负压吸引技术在儿童深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 王子恩 147 

PO-0048 Epidemiology of pediatric burns in south central China ----- Xu Qian,Xiao Li,Zeng Li etc. 147 

PO-0049 高频超声和皮肤镜在大鼠供皮区创面深度评估中的应用 ---------------- 张永存,李理,王亮等 148 

PO-0050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Stem Cells in  

 Cutaneous Wound Angiogenesis ------------------- Liu Lingying,Yang Longlong,Chai Jiake 149 

PO-0051 白烟吸入致大鼠 ARDS 模型的研究 --------------------------------------------------- 崔培,童亚林 150 

PO-0052 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减轻白烟致大鼠肺损伤的研究 ------------------------------- 童亚林,崔培 150 

PO-0053 烧伤患者的深静脉血栓风险评价及相关因素研究 ------------------------- 彭欢,岳丽青,谢黎等 151 

PO-0054 NETs 诱导 NLRP3 炎症体表达活化致糖尿病创面炎症 

 反应持续及机制探索 ------------------------------------------------------------- 刘丹,杨沛瑯,刘琰等 151 

PO-0055 应用 VSD 综合治疗烧伤后期残余创面 ---------------------------------------------------------- 刘宁 152 

PO-0056 氢醌软膏联合胶原贴敷料治疗烧伤后色素沉着疗效观察 ----------------------------------- 钟毅 152 

PO-0057 上海某三甲医院护士对 2014 版压疮指南知识掌握的 

 现状调查 ----------------------------------------------------------------------------------------------- 张寅 153 

PO-0058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后应用 Power PICC 实施输液 

 治疗的护理 ---------------------------------------------------------------------------------- 滕陪敏,张寅 153 

PO-0059 致死性坏死性筋膜炎治疗的思考与挑战 ----------------------------------------------------- 余小平 154 

PO-0060 一种负载纳米 ZnO 水凝胶敷料的研发 ------------------------------------ 刘名倬,王小磊,郭光华 154 

PO-0061 外泌体在急性肺损伤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 刘名倬,甘春霞,徐斌等 154 

PO-0062 手、足部深度创伤的皮瓣修复方法临床分析 ------------------------------- 牟斌,李金松,李昕等 154 

PO-0063 烧创伤并发肺栓塞 17 例的诊疗体会 -------------------------------------------------- 李德绘,吴浩 155 

PO-0064 多部门、多学科协作在高速公路连环车祸救援中的意义 -------------------------------- 徐庆连 155 

PO-0065 一例皮肤软组织曲霉菌感染治疗病例分享 -------------------------------------------------- 徐庆连 156 

PO-0066 PiCCO 技术监测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心肌损害的回顾性研究 ------------------ 周军利,李一 156 

PO-0067 烧伤复合热射病的诊断及治疗研究进展 ------------------------------------------- 杨福旺,童亚林 157 

PO-0068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踝部难愈性创面 ---------------------- 贾赤宇,李鹏程,常春娟等 157 

PO-0069 新的伤口修复理念：皮肤牵张器的发展及临床应用 -------------------------------------- 贾赤宇 157 

PO-0070 新型颠覆性技术在慢性创面管理中的应用 ---------------------------------------- 贾赤宇,陈泠西 158 

PO-0071 丙戊酸钠对烧伤休克大鼠肺微血管内皮细胞活化 

 和通透性的影响 ------------------------------------------------------------------------- 贾赤宇,周国勇 158 

PO-0072 改良足底内侧带神经动脉岛状皮瓣修复足跟部软组织缺损 ---------- 赵遵江,李成虎,王瑜等 159 

PO-0073 安尔舒创面生物修复胶在深Ⅱ°烧伤创面的临床应用 ------------------------- 罗锦花,詹剑华 159 

PO-0074 复方雪莲烧伤膏在深Ⅱ°烧伤创面的临床应用 ---------------------------------- 陈秋莹,詹剑华 160 

PO-0075 成功救治化学烧伤并发重症药疹及下肢深静脉血栓 1 例 ---------------------- 罗锦花,詹剑华 160 

PO-0076 大张中厚皮移植修复功能部位烧伤的临床探讨 ---------------------------------- 罗锦花,詹剑华 161 

PO-0077 富含血小板血浆外敷在深Ⅱ度烧伤创面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 罗锦花,詹剑华 162 

PO-0078 黄芪多糖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 陈秋莹,詹剑华 162 

PO-0079 黄芪多糖对严重烫伤大鼠炎性因子的调控作用 -------------------------------------------- 詹剑华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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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0 黄芪多糖（APS）对严重烫伤兔心功能损害的 

 保护作用 ------------------------------------------------------------------------- 詹剑华,罗锦花,陈秋莹 163 

PO-0081 黄芪多糖调理烫伤大鼠肠道免疫功能的 实验研究 ------------------------ 詹剑华,罗锦花,许飞 163 

PO-0082 加味四君子汤对严重烫伤大鼠肠组织细胞因子的影响 ---------------- 郑国钰,詹剑华,罗锦花 164 

PO-0083 前列地尔对烫伤大鼠 Wnt/β-catenin 通路表达的影响 ------------- 郑国钰,詹剑华,罗锦花等 165 

PO-0084 严重烧伤患者免疫功能变化及免疫调理的临床研究 ---------------- 詹剑华,罗锦花,陈秋莹等 165 

PO-0085 严重烧伤后心功能损害的可能机制及防治策略 ---------------------------- 詹剑华,钟林,罗锦花 166 

PO-0086 中药膳食防治烫伤大鼠肠源性感染的实验研究 ---------------------- 詹剑华,罗锦花,陈秋莹等 166 

PO-0087 自体富血小板血浆促进猪深二度烧伤创面愈合的 

 实验研究 ---------------------------------------------------------------------------------- 孙岩伟,王一兵 167 

PO-0088 通过多媒体及社交平台进行早期及全程互动式康复宣教 

 对烧伤患者及家属的烧伤康复治疗认知度的影响 ---------------------- 魏亚婷,张丽平,严刚等 167 

PO-0089 早期烧伤康复护理干预改善患者瘢痕形成预后  ------------------------------------ 王丽晖,方方 168 

PO-0090 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感染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 ---------------------------------- 常博,王凌峰 168 

PO-0091 整合子与细菌耐药关系的研究进展 ---------------------------------------------------- 韩超,王凌峰 168 

PO-0092 胰岛素强化治疗对重度烧伤患者炎症反应与免疫功能的 

 影响 ------------------------------------------------------------------------------------- 周彪,巴特,王凌峰 169 

PO-0093 整合素在烧伤创面愈合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 李全,巴特 169 

PO-0094 应用皮瓣修复足部深度烧伤创面的疗效 ---------------------------------------------- 刘贵春,巴特 170 

PO-0095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重度烧伤大鼠脾脏炎症反应 

 和脾细胞凋亡的影响 ------------------------------------------------------------------------- 王琼,巴特 170 

PO-0096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重度烧伤大鼠急性肺损伤的治疗作用 ------------------------- 王琼,巴特 170 

PO-0097 重度烧伤患者血小板减少临床意义 ----------------------------------------------------------- 邓金星 171 

PO-0098 修饰用医用硅橡胶微晶体在面部轮廓塑形中的应用 -------------------------------------- 曹京敏 171 

PO-0099 烧伤瘢痕癌 Ezrin 和 CD44v6 的表达及其与淋巴转移的 

 关系探讨 ---------------------------------------------------------------------------- 张丕红,刘宁,刘赞等 172 

PO-0100 I L 一 33 参与烧冲复合伤小鼠肺损伤机制的研究 -------------------------------------------- 樊军 172 

PO-0101 VSD 在烧伤临床应用中的护理 ------------------------------------------------------------------- 陈卉 173 

PO-0102 RUNX3 调控 TGF-β1/Smads 信号通路对瘢痕疙瘩角化 

 上皮细胞中 EMT 的影响及机制的研究  ----------------------------------------------------- 陈华夏 173 

PO-0103 Dermabrasion potentiates earlier epithelization in  

 partial-thickness burn wounds ------------------------------------------------------------- Zhao Ran 174 

PO-0104 电动磨痂器的临床应用 ----------------------------------------------------------------------------- 赵冉 174 

PO-0105 穿支定位技术在预防股前外侧皮瓣供区并发症中的应用 ------------- 郭鹏飞,魏爱周,周健等 175 

PO-0106 乌司他丁联合谷氨酰胺对严重大面积烧伤病人脏器的 

 保护作用 ----------------------------------------------------------------------------------------------- 孙勇 175 

PO-0107 高频血管超声结合声学造影在穿支皮瓣手术中的应用 ------------------------- 何志友,张丕红 176 

PO-0108 自制鼻孔撑开器在鼻部深度烧伤康复病人中的应用 -------------------------------------- 张建芬 176 

PO-0109 可溶型 CD74 通过 NF-κB 信号通路调控肺炎症反应的 

 实验研究 ----------------------------------------------------------------------------------------------- 孙瑜 177 

PO-0110 烧伤儿童康复护理依从性对治疗结果的影响 ---------------------------- 周贤良,童纪文,徐庆连 177 

PO-0111 噬菌体在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烧伤感染中的研究 ----------------------------------------- 黄广涛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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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12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充填治疗下肢骨外露创面 ----------------------------------------------- 郑健生 178 

PO-0113 富血小板血浆对兔预构皮瓣再血管化的实验研究 ----------------------------------------- 郑健生 179 

PO-0114 广西某医院电烧伤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 李德绘 179 

PO-0115 富血小板血浆影响兔游离皮瓣存活的实验研究 -------------------------------------------- 郑健生 180 

PO-0116 烧伤患者抗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再认识 

 及抗菌治疗策略 ---------------------------------------------------------------------------- 向军,郇京宁 180 

PO-0117 82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头部供皮区的护理 ---------------------------------------------------- 叶祖琼 181 

PO-0118 1 例蛇咬伤并感染患者 VSD 治疗的护理 --------------------------------------------- 李培珍,刘平 181 

PO-0119 烧伤脓毒症的治疗体会 ----------------------------------------------------------------------------- 刘维 181 

PO-0120 头部电烧伤的治疗体会 ----------------------------------------------------------------------------- 刘维 182 

PO-0121 窄谱中波紫外线与红光和低功率 He-Ne 激光联合治疗烧伤后 

 湿疹的疗效观察 ----------------------------------------------------------------------------------- 赵海洋 182 

PO-0122 功能训练联合自制踝关节屈曲训练带治疗烧伤后踝关节背屈 

 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 赵海洋,王洪涛,胡大海 182 

PO-0123 单层型人工真皮临床应用观察 ----------------------------------------------------------------- 杜伟力 183 

PO-0124 逆行缝匠肌皮瓣修复小腿截肢残端创面的临床效果观察 -------------------------------- 杜伟力 183 

PO-0125 食指背侧顺行岛状皮瓣修复虎口深度烧伤创面 ----------------------------------------------- 高京 184 

PO-0126 Intense pulsed light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postburn  

 hyperpigmentation and telangiectasia in Chinese patients ------------------------------- Li Na 184 

PO-0127 脉冲染料激光与超脉冲二氧化碳治疗烧伤后增生性瘢痕的 

 临床研究 ----------------------------------------------------------------------------------------------- 李娜 185 

PO-0128 JAM-A3’UTR 维持毛乳头细胞活性及促进毛发再生的 

 机制研究  ----------------------------------------------------------------------- 仵敏娟,徐辰,蒋俊锋等 185 

PO-0129 32 例大面积火焰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的气道管理 ------------------ 汪永莲,李培珍,王清香等 186 

PO-0130 老年烧伤患者的临床护理干预对其护理满意度的影响观察 -------- 陈英凤,刘文珍, 汪永莲 186 

PO-0131 改良预扩张颈横动脉皮支皮瓣修复面颈部瘢痕的临床应用 ----------------------------- 韩军涛 187 

PO-0132 以肋下动脉侧皮支前支为血管蒂皮瓣的设计及临床应用 -------------------------------- 韩军涛 187 

PO-0133 面部增生性瘢痕内垂直切口扩张器置入的临床应用 -------------------------------------- 韩军涛 187 

PO-0134 200 例化学烧伤患者应用银离子医用抗菌抗菌凝胶疗效观察 ------------------------------ 龚腾 188 

PO-0135 特重度烧伤休克期切痂植皮的临床研究 ------------------------------------------- 王韶华,陈昭宏 188 

PO-0136 负压吸引对高压电手烧伤保肢治疗的研究 ---------------------------------------- 王韶华,陈昭宏 188 

PO-0137 高温复合烫伤对兔早期心肌损伤的影响 ----------------------------------------------------- 刘上基 189 

PO-0138 Propofol inhibits burn injury-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through SOD2 up-regulation in Human Dermal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X Ing lin 189 

PO-0139 从应激启动角度看瘢痕疙瘩的发生 ----------------------------------------------------------- 陈俊杰 190 

PO-0140 从应激发展角度再看瘢痕疙瘩的发生 -------------------------------------------------------- 陈俊杰 190 

PO-0141 干扰素联合针灸在大面积烧伤后瘢痕瘙痒疼痛治疗中的 

 临床研究 -------------------------------------------------------------------------------------------- 张炜强 191 

PO-0142 悬浮床在老年患者难治性压疮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 白亚平 191 

PO-0143 延续护理对烧伤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 雷艳,罗旭芳,赵杜娟等 192 

PO-0144 浸浴疗法对烧伤难愈创面的细菌学和愈合时间的影响 ----------------------------------- 王艳霞 192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5 

 

PO-0145 应用带蒂肌皮瓣早期修复颈部高压电烧伤深度创面 ---------------------------- 梁尊鸿,潘云川 192 

PO-0146 胫后动脉穿支皮瓣接力修复足踝部及皮瓣供区皮肤 

 软组织缺损 ------------------------------------------------------------------------------- 梁尊鸿,潘云川 193 

PO-0147 游离股前外侧皮瓣及头皮扩张术序贯治疗头皮大面积 

 缺损并颅骨外露感染创面 ---------------------------------------------------- 梁尊鸿,潘云川,徐家钦 193 

PO-0148 显微技术改良微型腹壁带蒂皮瓣的临床效果 ------------------------- 饶金梅,刘志荣,谢春生等 194 

PO-0149 鱼际皮瓣修复 2、3、4 指指端缺损的临床效果 ---------------------- 王大学,吴天德,童伟平等 194 

PO-0150 重症烧伤护理中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分析 ------------------------------- 兰金凤,陈文颖,李敏玲 194 

PO-0151 跗外侧皮瓣的供区影响临床观察 ---------------------------------------- 谢春生,刘志荣,饶金梅等 195 

PO-0152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联合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在 

 二度烧伤中的应用体会 ------------------------------------------------------------------- 武铠,陈铭锐 195 

PO-0153 足部痛风结石患者伤口治疗与护理 -------------------------------------------------------------- 杨玥 195 

PO-0154 多孔仿生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创面敷料的研制 ------------------------------------- 雷强,陈铭锐 196 

PO-0155 烧伤病房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流行特点 

 及抗菌药物使用策略 -------------------------------------------------------------------------------- 窦懿 196 

PO-0156 预防性护理对于避免患者烧伤部位皮瓣部分坏死的 

 治疗效果 ----------------------------------------------------------------------------------------------- 张迪 197 

PO-0157 园艺治疗在烧伤康复中的应用及展望 ---------------------------------------- 刘灿滨,吴英钦,黄清 197 

PO-0158 烧伤休克复苏液最佳钠浓度筛选的实验研究初探 ------------------- 孙业祥,袁春雨,王沁澄等 198 

PO-0159 rhGM-CSF 对大鼠烫伤创面血管化的研究探讨 -------------------------------------------- 林建昌 198 

PO-0160 Tyr1214-P38MAPK 信号通路在糖尿病大鼠创面 

 血管内皮细胞迁移中的作用 -------------------------------------------------------------------- 林建昌 199 

PO-0161 带血管神经蒂的示指背侧岛状皮瓣修复拇指缺损的临床分析 -------------------------- 杨雷钧 199 

PO-0162 1 例多学科联合行腹直肌皮瓣及腹部大网膜修复胸部放射性 

 溃疡的手术配合 ------------------------------------------------------------------- 王清香,黄丽,张翚等 200 

PO-0163 两种浓度的高渗盐复苏液对严重烫伤大鼠早期 

 肾脏损伤的影响 ------------------------------------------------------------- 袁春雨,王沁澄,孙业祥等 200 

PO-0164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对小儿 I 度浅 II 度烧伤治疗效果探讨 ----------------------- 张燕平,温裕庆 201 

PO-0165 人工真皮在大面积烧伤后瘢痕挛缩整复中的应用 ------------------------- 陈舜,郑林文,刘维等 201 

PO-0166 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深度手烧伤的疗效观察 -------------------- 陈舜,陈昭宏,王子 恩等 201 

PO-0167 Free vascularized fascia flap combined with skin  

 grafting for deep toe ulcer in diabetic patients ----------------------------------- Yang Xuekang 202 

PO-0168 聚焦解决模式对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负性情绪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李双双 203 

PO-0169 种防止烧伤患者足下垂调节治疗装置的设计 ----------------------------------------------- 李双双 203 

PO-0170 集束化干预在降低烧伤科住院患者 VSD 术后引流不畅 

 发生率中的效果研究 ----------------------------------------------------------------------------- 李双双 203 

PO-0171 成批严重烧伤伤员转运的经验和效果 ----------------------------------------------------------- 陈旭 204 

PO-0172 烧伤 ICU 病房的建立和设置 ---------------------------------------------------------------------- 陈旭 204 

PO-0173 重度烧伤患儿照护者照护体验的质性研究   ----------------------------------------------- 罗旭芳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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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74 Autophagy protein LC3 regulates the fibrosis of  

 hypertrophic scar by controlling Bcl-xL i 

 n dermal fibroblasts ----------------------------------------------Shi Jihong,Guan Hao,Hu Dahai 205 

PO-0175 Curcumin pretreatment prevents hydrogen peroxid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through enhanced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deactivation of Akt/Erk signaling pathways in  

 r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 wang xujie,Hu Dahai 206 

PO-0176 重大群体烧伤救治的经验与教训 ----------------------------------------------------------------- 陈旭 206 

PO-0177 一种新型烧伤科患儿输液固定装置的设计方法及应用 ------------------------- 白亚平,罗旭芳 207 

PO-0178 复合组织蒂岛状皮瓣在面部软组织缺损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 赵遵江,王修坤,李成虎 207 

PO-0179 大面积烧伤患者使用 MEBT/MEBO 治疗的体会 ------------------------------------------- 韩俊杰 207 

PO-0180 双叶指动脉岛状皮瓣修复拇指掌侧大面积软组织缺损创面 ---------- 赵遵江,张保德,刘勇等 208 

PO-0181 Vγ4 T 细胞通过分泌 IL-17A 促进皮肤移植排斥反应 ----------------- 李雅舒,吴军,贺伟峰等 208 

PO-0182 烧伤患者血清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的动态与临床意义 ----------------------------------- 孟艳斌 209 

PO-0183 血小板和血钙作为烧伤初期病情预判指标 ----------------------------------------------------- 张勤 209 

PO-0184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游离皮瓣血管危象中的作用 ------------------------------------- 雷艳,罗旭芳 210 

PO-0185 简易创面标识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 费国,常江,孙丹等 210 

PO-0186 足踝部严重烧创伤后复杂感染创面的系统治疗探讨 ----------------------------------------- 陶克 210 

PO-0187 严重烧伤大鼠肠道调节性 T 细胞的表达变化及其与肠道内 

 毒素/细菌移位的关系 --------------------------------------------------------- 张红艳,陈鑫,熊林朋等 211 

PO-0188 严重烧伤大鼠肠道 Treg 对 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 张红艳,熊林朋,邓鸿敖等 212 

PO-0189 严重烧伤大鼠肠道 Th17/Treg 平衡漂移及对肠黏膜屏障 

 损伤的影响 ----------------------------------------------------------------- 张红艳,熊林朋 ,邓鸿敖等 212 

PO-0190 创伤后增生性瘢痕的形成机制及防治现状 ---------------------------------------- 毛远桂,李梦芸 213 

PO-0191 巨大神经纤维瘤切除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 杨姣 213 

PO-0192 头皮在功能部瘢痕畸形治疗体会 ---------------------------------------------------- 翁旭豪,马小亚 214 

PO-0193 胰岛素的“非代谢调控”作用 ------------------------------------------------- 刘琰,章雄,杨沛瑯等 214 

PO-0194 1，25-二羟维生素 D3 对严重烫伤小鼠应激反应的影响 ------------------------------------ 刘曼 215 

PO-0195 应用多专科综合干预模式在大面积烧伤患者治疗中的 

 效果观察 ----------------------------------------------------------------------------- wangqing,Zhouqin 215 

PO-0196 开展预防及处理压力性损伤工作坊培训模式的实践 ------------------ wangqing,周琴,石雪芹 216 

PO-0197 Ang-1 和 VEGF165 基因共修饰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 

 对 ALI 的修复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 朱峰,郑兴锋,徐龙等 216 

PO-0198 创面管理趋势：精细化、微创化 ---------------------------------------- 肖仕初,朱世辉,唐洪泰等 217 

PO-0199 负压伤口技术治疗腔洞性创面的修复体会 ---------------------------------------- 段云蔚,闵定宏 217 

PO-0200 烧伤后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的诊疗研究进展 ------------------------------------- 周锦秀,郭光华 218 

PO-0201 一例危重特大面积烧伤患者胃肠道的维护 ----------------------------------------------------- 郑杨 218 

PO-0202 透明质酸促进胶原蛋白支架与创面融合的作用及其机制 ------------------------- 赵朋,吕国忠 219 

PO-0203 HIF-1 对大鼠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调控作用的相关机制 -------------- 胡德林,余又新,梁荣等 219 

PO-0204 专业化处理在治疗复杂性皮肤软组织感染中的体会 ----------------------------------------- 陈辉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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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05 Wild-type p53-modulated autophagy and autophagic  

 fibroblasts apoptosis inhibits hypertrophic scar  

 formation -----------------------------------------------------------Shi Jihong,Guan Hao,Hu Dahai 220 

PO-0206 鱼际皮瓣再造指甲 -------------------------------------------------------------------------------- 魏爱周 221 

PO-0207 股内侧肌穿支皮瓣修复股前外侧穿支游离皮瓣供区继发 

 创面的临床应用 ---------------------------------------------------------------- 高秋芳,张万锋,马亚军 221 

PO-0208 烧伤幸存者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测评工具及研究进展 -------------------------------- 吴杨炀 221 

PO-0209 游离足底内侧皮瓣矫正手部烧伤后瘢痕挛缩畸形 ---------------------- 魏爱周,孟庆楠,崔正军 222 

PO-0210 深度烧伤患者创面护理干预措施探讨 -------------------------------------------------------- 覃江焕 222 

PO-0211 烧伤合并骨筋膜室综合症 18 例报告 --------------------------------------------------------- 邓津菊 223 

PO-0212 Manuka 蜂蜜敷料对慢性感染性伤口治疗效果的初步观察 ------------------------------ 胡骁骅 223 

PO-0213 腹股沟区创面的修复体会 -------------------------------------------------------------------------- 刘军 223 

PO-0214 封闭式负压吸引技术在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 傅丽琴,张炜强 224 

PO-0215 1 例 40％TBSA，IV°特重度电烧伤的治疗体会 -------------------------- 张田根,任宇,王娜等 224 

PO-0216 202 例烧伤后瘢痕治疗的临床体会 ----------------------------------------------------------- 查天建 224 

PO-0217 汇涵术泰冲洗联合负压吸引治疗糖尿病足合并骨髓炎的 

 疗效分析 -------------------------------------------------------------------------------------------- 刘小龙 225 

PO-0218 “4P”理论在会阴部重度感染创面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 查天建 225 

PO-0219 27 例冻伤患者的治疗体会 ---------------------------------------------------------------------- 刘小龙 226 

PO-0220 阶梯式心理干预在烧伤修复重建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 王艳琼 226 

PO-0221 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烧伤的应用效果 -------------------------------------------------------- 张丽珍 227 

PO-0222 持续负压封闭包扎技术在难固定部位中厚植皮术中的 

 应用研究 ----------------------------------------------------------------------------------------------- 官浩 227 

PO-0223 严重烧伤患者尿钠排出量与高钠血症的关系分析 ------------------- 李利根,申传安,孙天骏等 227 

PO-0224 残余指组织瓣修复邻近手指 4 例临床报告 ---------------------------- 练至真,谢春生,吴天德等 228 

PO-0225 半透明轻木-改性溶菌酶敷料制备及其对创面愈合影响 

 与机制研究 ----------------------------------------------------------------------------------------- 周代君 228 

PO-0226 甲壳素-两亲离子/季铵盐天然敷料的制备及其对 

 创面愈合的影响 ----------------------------------------------------------------------------------- 周代君 229 

PO-0227 轻木-溶菌酶抗感染敷料的制备及其对创面愈合的影响研究 ---------------------------- 周代君 230 

PO-0228 MiR-128-3p directly targets VEGFC/VEGFR3 to  

 modulate the proliferation of lymphatic endothelial  

 cells through Ca2+ signaling ----------------------------------------- Zhou Jie,Huang Xiaoyuan 230 

PO-0229 PDCA 循环管理在烧伤科护理科研中的应用 -------------------------------------------------- 卢迎 231 

PO-0230 新型小儿翻身床的制作与应用 -------------------------------------------------------------------- 卢迎 231 

PO-0231 烧伤患者简易翻身架的研制与应用 ----------------------------------------------------------- 王立娜 232 

PO-0232 新型翻身床双上肢肢体固定架的制作与使用 -------------------------------------------------- 卢迎 233 

PO-0233 综合护理干预在重度烧伤患儿中的应用 ----------------------------------------------------- 罗旭芳 233 

PO-0234 警示标识在多重耐药菌感染管理中的应用 -------------------------------------------------- 罗旭芳 234 

PO-0235 规范化护理流程在高压电击伤患者继发性大出血中的应用 ----------------------------- 王立娜 234 

PO-0236 大面积烧伤低体温的综合预防护理策略 ----------------------------------------------------- 王小慧 234 

PO-0237 一例罕见高压电击伤致颈部毁损伤患者的护理 ------------------------------- 邹小梅-重复错误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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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38 旋转手法配合呼气相在烧伤患儿留置尿管中的应用 ------------------------- 邹小梅-重复错误 235 

PO-0239 瘢痕尺寸测量装置的设计与应用 ------------------------------------------------- 邹小梅-重复错误 236 

PO-0240 一种防止烧伤患者足下垂调节治疗装置的设计 -------------------------------------------- 李双双 236 

PO-0241 CD26 在真皮成纤维细胞及皮肤创面修复中的作用 -------------------------------- 韩春茂,李琼 237 

PO-0242 聚焦解决模式对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负性情绪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 李双双 237 

PO-0243  不同随访方式对严重瘢痕患者肢体康复和 

 生活质量的影响 ----------------------------------------------------------------------------------- 石雪芹 238 

PO-0244 微型创面干燥治疗仪在临床中的研制 -------------------------------------------------------- 石雪芹 238 

PO-0245 乳腺癌术后游离大网膜即刻乳房重建的研究进展 ----------------------------------------- 石雪芹 238 

PO-0246 巧用新型手指保护帽 ----------------------------------------------------------------------------- 石雪芹 239 

PO-0247 恒温装置在烧伤患者四肢治疗中的应用 ----------------------------------------------------- 焦晓春 239 

PO-0248 滤网器的制作与应用 ----------------------------------------------------------------------------- 焦晓春 240 

PO-0249 多功能库房整理架的研制与应用 -------------------------------------------------------------- 焦晓春 240 

PO-0250 一例以胸肩峰动脉为蒂的胸大肌肌瓣修复胸部 

 难愈合创面体会 ----------------------------------------------------------------------------------- 陈建崇 241 

PO-0251 多学科合作在治疗一例复杂车祸伤患者中的护理体会 ---------------------------- 刘苗苗,周琴 241 

PO-0252 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面部瘢痕疗效观察 ------------------------------------- 苏新,姚刚 242 

PO-0253 LPS 预处理人脐带 MSCs-CM 与阿莫西林联合应用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结构影响 ---------------------------------------------- 聂顺义,巴特,李华强等 242 

PO-0254 1 例氢氟酸烧伤患者的护理 ----------------------------------------------------------- 朱明霞,张建芳 243 

PO-0255 1 例氢氟酸烧伤患者的护理 ----------------------------------------------------- 朱明霞,张建芳,李萍 243 

PO-0256 hUCMSCs 上清液与环丙沙星联合抗菌的实验研究 ---------------------- 周彪,巴特,屠华雷等 244 

PO-0257 TNF-α预处理人脐带 MSCs 的条培对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 ---------------------------------------------------------- 聂顺义,巴特,李华强 244 

PO-0258 烧伤患者全麻术中低体温变化和调控的相关性研究 -------------------------------------- 程沙沙 245 

PO-0259 一种适用于婴幼儿使用的输液器专用分级调速装置在烧伤手术中 

 应用的效果观察及护理 -------------------------------------------------------------------------- 程沙沙 245 

PO-0260 一例大面积烧伤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的护理 ---------------- 吴彬,张建芳,苏蓉等 246 

PO-0261 1 例Ⅲ度头面部烧伤的护理体会 ----------------------------------------------------- 金林芳,张建芳 246 

PO-0262 负压封闭吸引合并湿性愈合治疗中期妊娠患者腹部感染创面 -------------------------- 童翠芳 246 

PO-0263 自制压力面罩联合蝴蝶架治疗面部烧伤瘢痕的疗效观察 ----------------------------------- 朱婵 247 

PO-0264 富血小板血浆治疗难愈性创面的临床研究 ----------------------------------------------------- 陈健 247 

PO-0265 背阔肌皮瓣在上肢严重组织缺损的临床应用 ----------------------------------------------- 黄永新 248 

PO-0266 严重痛风合并大面积肢体坏死性筋膜炎的治疗体会 ---------------------- 吴起,杨磊,李志清等 248 

PO-0267 肘窝部不同类型瘢痕整复方法的探讨 ----------------------------------------------------------- 佟琳 248 

PO-0268 微动力负压引流技术在烧伤深度创面应用的临床分析 ------------- 苏海涛,李宗瑜,李宜姝等 249 

PO-0269 高压电烧伤骨坏死创面应用负压引流后植皮修复病例分享 

 与经验总结 ------------------------------------------------------------------- 苏海涛,李宗瑜,李宜姝等 250 

PO-0270 外科整形美容缝合技术的细节及改进 -------------------------------------------------------- 舒茂国 250 

PO-0271 eIF6 调控β-catenin 蛋白的实验研究 -------------------------------------------------------- 谭江琳 251 

PO-0272 HPCL 和 iTRAQ 技术对正常皮肤和增生性瘢痕差异性蛋白的研究 ------------------- 谭江琳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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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3 烧伤患者输血治疗标准化的思考与实践 ------------------------------------- 陈郑礼,金剑,姜玉等 251 

PO-0274 3-D wound scanner: a novel, effective, reliable, and  

 convenient tool for measuring scar area ------------ Jin Jian,Li Haihang,Chen Zhengli etc. 252 

PO-0275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early photobiomodulation therapy  

 on the zones of stasis in burns:  

 an experimental rat model study --------------------- Jin Jian,Zheng Xingfeng,He Fang etc. 253 

PO-0276 一例严重多发伤并发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救治 ----------------------------------------------- 苏建东 253 

PO-0277 脓毒症时膜糖蛋白活化、HS1 磷酸化与血小板功能异常 -------------------------------- 孙炳伟 254 

PO-0278 电烧伤病人临床流行病分析 ---------------------------------------------------------- 陈浩杰,朱维平 254 

PO-0279 靶向细菌表面负电荷的多功能磁性纳米探针 ----------------------------------------------- 钟陈建 255 

PO-0280 外周血 T 淋巴细胞计数在烧伤患者血流感染风险及预后中的 

 临床意义 -------------------------------------------------------------------------------------------- 周俊峄 256 

PO-0281 重症烧伤患者念珠菌血症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的回顾性 

 临床研究 -------------------------------------------------------------------------------------------- 周俊峄 256 

PO-0282 一期修复陈旧性踝部皮肤及跟腱缺损合并感染患者 11 例 --------------------- 田小瑞,王建明 257 

PO-0283 在表皮干细胞中 CD271 通过联合 TrkA 促进创面愈合 ----------------------------------- 王一兵 257 

PO-0284 表皮细胞特异性敲除 p75NTR 基因的小鼠模型构建 ---------------------- 孙睿,王一兵,曹永倩 258 

PO-0285 Near-Infrared-Light-Induced Free-Radical Generation  

 for Bacteria Eradication through Acidity-Sensitive  

 Nanocarriers with enhanced 

 bactericidal efficiency --------------------------------- Yu Xunzhou,He Danfeng,Deng Jun etc. 258 

PO-0286 Meek 微型皮片移植术用于大面积深度烧伤 

 手术配合体会 ---------------------------------------------------------------------- 张翚,唐秋燕,罗远凤 260 

PO-0287 MicroRNA-26a inhibits hyperplastic scar  

 formation by targeting Smad2 ----------------------------------------------------------------- Qi Jun 260 

PO-0288 持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治疗对烧伤脓毒症患者的 

 肺脏及肾脏功能的影响 ----------------------------------------------------------------------------- 祁俊 261 

PO-0289 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多发伤伴下肢大面积皮肤缺损的 

 临床研究 ------------------------------------------------------------------------- 沈国良,林伟,钱汉根等 262 

PO-0290 Early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high-volume  

 haemofiltration can reduce sepsis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s ----- You Bo,Yin Supeng,Yuan Zhiqiang etc. 262 

PO-0291 P75 对表皮干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的影响 ------------------------------- 李霞,张敏,曹永倩等 263 

PO-0292 Phage Abp1 Rescues Human Cells and Mice  

 from Infection by Pan-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 Yin Supeng,Huang Guangtao,Yuan Zhiqiang etc. 263 

PO-0293 IL-10 修饰的 hAMSCs 对巨噬细胞 

 表型转化及成纤维细胞修复相关 

 因子的影响研究 ----------------------------------------------------------------------------------- 王达利 264 

PO-0294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of chemical burns in  

 Southwestern China from 2005 to 2016 ----- Yu Xunzhou,Wang Yangping,Qian Wei etc.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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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5 压力性损伤与烧伤创面中细胞因子表达差异性研究 ------------------------------- 丁香,闵定宏 265 

PO-0296 1 例小腿粘液纤维肉瘤切除 6 次报告 --------------------------------------------------------- 王海军 266 

PO-0297 人文关怀在烧伤手术护理中的应用与价值分析 ---------------------------------- 白璐,王玲,韩夫 266 

PO-0298 超声导入中药糊剂治疗面部痤疮疗效观察 ---------------------------------------- 王海军,赵晓华 266 

PO-0299 利奈唑胺致重症烧伤患者高乳酸血症 1 例 ---------------------------------- 张红艳,肖妍,王鹏等 267 

PO-0300 负压封闭灌洗术治疗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效果 ------------------------------- 石凯,薛岩,张磊等 267 

PO-0301 负压吸引结合加压包扎在植皮手术中的应用 ------------------------- 张立森,柯海文,夏来启等 267 

PO-0302 扩张皮片在广泛皮肤疤痕患者整形中的应用 ----------------------------------------------- 夏来启 268 

PO-0303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并发症的分析与防治 ---------------------------------- 柯海文,王林,夏来启等 268 

PO-0304 神经纤维瘤 9 例手术治疗体会 ---------------------------------------------- 沈运彪,张立森,王林等 268 

PO-0305 手部疤痕削除植皮手术临床疗效分析 ---------------------------------- 沈运彪,夏来启,张立森等 269 

PO-0306 烧伤创面细菌分布回顾性分性 ---------------------------------------------- 王林,柯海文,夏来启等 269 

PO-0307 小儿手部疤痕切除植皮的综合处理措施。 ---------------------------- 夏来启,张立森,柯海文等 269 

PO-0308 削除植皮法在皮肤美容中应用 ---------------------------------------------- 柯海文,王林,夏来启等 270 

PO-0309  眼睑严重疤痕性外翻畸形的治疗 ------------------------------------------ 夏来启,柯海文,王林等 270 

PO-0310 急诊切痂植皮治疗大面积烧伤的应用与临床可行性研究 ---------------------- 李承宁,钟少州 270 

PO-0311 百岁老人的烧伤治疗体会一例 ------------------------------------------------------- 张玉海,于东宁 271 

PO-0312 多学科合作修复下肢深度烧伤膝关节开放骨髓炎一例 ------------------------- 张玉海,于东宁 271 

PO-0313 负压引流结合轴型皮瓣修复下肢关节部位深度烧伤 18 例 ------------ 王会军,李耀,蒋永能等 272 

PO-0314 3D 扫描指导 PRP 联合微粒皮修复慢性难愈创面的应用 ------------------------- 汪洋,许晓光 272 

PO-0315 儿童烧伤植皮区制动对植皮成活率的影响 -------------------------------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等 273 

PO-0316 高压电电击伤致双眼继发性青光眼及视神经损伤一例 ---------------- 智立柱,余朝恒,韩春茂 273 

PO-0317 63 例成人危重烧伤静脉镇痛镇静 效果评价 -------------------------------- 刘冰,夏成德,娄季鹤 273 

PO-0318 一例罕见的“感染性”皮肤溃疡 -------------------------------------------------------------- 宋华培 274 

PO-0319 曲安奈德局部注射治疗病理性瘢痕的临床研究 -------------------------------------------- 宋华培 274 

PO-0320 Cofilin 在肠上皮细胞增殖及迁移中的作用 -------------------------------------------------- 宋华培 275 

PO-0321 手 III°烧伤早期中厚皮修复 ----------------------------------------------------------------------- 王野 275 

PO-0322 复杂烧创伤创面的修复 -------------------------------------------------------------------------- 孙志刚 275 

PO-0323 塑料膜减少烧伤切削痂手术失血量的应用研究 -------------------------------------------- 孙志刚 276 

PO-0324 机器学习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预测严重烧伤患者发生 

 急性肾损伤的比较分析 ---------------------------------------------------- 汤陈琪,李骏强,徐达圆等 276 

PO-0325 创伤性肺损伤病人血浆环状 RNA 表达的高通量检测 

 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 蒋勇,朱邦晖,肖永强等 277 

PO-0326 严重烧伤患者血培养阳性对脏器功能的影响分析 ----------------------------------------- 胡建红 277 

PO-0327 全自动血液成分分离机法制备富血小板血浆及其活性 

 分析 ---------------------------------------------------------------------------- 陈泽群,郝岱峰,褚万立等 278 

PO-0328 NO 通过 cGMP 途径调控 integrin β1 的表达和 

 Talin 蛋白的活化促进表皮干细胞脱粘附的作用研究 --------------------------- 詹日兴,罗高兴 278 

PO-0329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合并潜行皮下窦道的慢性伤口 

 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王澜,刘刚,李哲等 279 

PO-0330 一氧化氮通过 FOXG1-c-Myc 信号通路促进表皮干 

 细胞增殖 ---------------------------------------------------------------------------------- 詹日兴,罗高兴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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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31 成功救治牙周炎导致颈胸部坏死性筋膜炎 1 例 ---------------------------------- 王澜,王杨,左娜 280 

PO-0332 左旋 VC 联合氨甲环酸、硫辛酸预防和治疗面部烧伤后 

 色素沉着的作用机制及临床效果观察 ----------------------------------------------------------- 王杨 280 

PO-0333 复方倍他米松及肉毒素联合应用预防和治疗早期瘢痕形成的 

 临床应用研究 ----------------------------------------------------------------------------------------- 王杨 281 

PO-0334 烧伤后大鼠肠道 ASCT2，B0AT1 表达降低的机制研究 --------------------------------- 胡建红 281 

PO-0335 负压吸引技术联合每日间断冲洗治疗小腿烧伤后慢性溃疡 

 合并较大面积骨外露 1 例 ------------------------------------------------------- 潘皎妮,刘刚,刘霄等 281 

PO-0336 结合美容整形技术治疗严重面部瘢痕挛缩畸形 1 例 ---------------------------------- 王澜,王杨 282 

PO-0337 斜方肌肌皮瓣修复颈部深度创面 ------------------------------------------------------- 刘中波,王杨 282 

PO-0338 移植皮片下自体颗粒脂肪移植对皮片颜色及质地的影响 ----------------------------------- 王杨 283 

PO-0339 异体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小儿及老人三度烧伤创面 ------------------- 张彬柱,王杨,刘刚等 283 

PO-0340 VSD 联合 L-PRF 治疗巨大脓肿的临床效果 ----------------------------------- 刘刚,王杨,左娜等 283 

PO-0341 针灸拔罐导致皮肤软组织严重感染并双侧腓总神经 

 损伤 1 例 ------------------------------------------------------------------------------- 贾本川,王杨,王澜 284 

PO-0342 枕部毛发移植治疗颞部大面积烧伤瘢痕性秃发一例 ---------------------------- 于兵,王杨,左娜 284 

PO-0343 预见性护理在大面积烧伤休克期治疗中的应用 -------------------------------------------- 唐秋燕 284 

PO-0344 异体 PRF 结合 NPWT 治疗老年下肢难愈创面并嗜血 

 综合症一例 ------------------------------------------------------------------------- 贾本川,王杨,左娜等 285 

PO-0345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治疗静脉曲张溃疡的应用 ---------------------------- 王赢,刘刚,张彬柱等 285 

PO-0346 应用 L-PRF 治疗慢性难愈创面的体会 ------------------------------------------ 左娜,刘刚,刘霄等 286 

PO-0347 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在皮片移植中 

 应用的临床研究 ----------------------------------------------------------------------------------- 朱国强 286 

PO-0348 吸入性肺损伤患者血浆环状 RNA 表达的高通量分析 

 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 蒋勇,王晨,伍国胜等 287 

PO-0349 胶原蛋白生物敷料在慢性难愈创面的应用 -------------------------------------------------- 刘晓虹 287 

PO-0350 Bacteriological Profile and Early Tangential Excision  

 of Burn Wounds of Patients Injured by Gas  

 Explosion ----------------------------------- Ren Wenjie, Meng Wei-Zheng, Wang Gui-Zhi etc. 288 

PO-0351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 1 对缺氧心肌细胞 

 细胞凋亡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向飞 288 

PO-0352 失神经支配创面愈合的研究现状分析 ---------------------------------------- 宋茹,曹永倩,王一兵 289 

PO-0353 半腱肌在修复截瘫患者坐骨结节压疮的应用 ------------------------- 王顺宾,林建昌,金昌丹等 289 

PO-0354 安体肤治疗下肢难愈性创面 1 例治疗体会 ---------------------------- 王顺宾,王邵华,林建昌等 290 

PO-0355 应用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挛缩性瘢痕 ----------------------------------------------------- 黄晓琴 290 

PO-0356 Notch 信号通路在烧伤感染患者外周 T 淋巴细胞中的 

 表达研究 ------------------------------------------------------------------------- 胡晓红,杨加彩,游波等 290 

PO-0357 1 例特重度烧伤患者创面旁 PICC 置管的循证护理 ------------------------------ 孟美芬，王慧 291 

PO-0358 黄芪苷 IV（AS-IV）通过抑制 MCU 激活来降低热诱导的 

 细胞凋亡 ---------------------------------------------------------------------- 陈雅洁,董志伟,杨子晨等 291 

PO-0359 N-乙酰半胱氨酸与血清联合增加细菌生物膜形成 ------------------- 杨子晨,邓柳洋,陈雅洁等 292 

PO-0360 噬菌体对小鼠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的治疗作用 ------------- 邓柳洋,杨子晨,陈雅洁等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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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61 PyrD deficiency alters metabolic flux to contribute to  

 reduced virulence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 Jiang Bei,Supeng Yin,Zichen Yang etc. 293 

PO-0362 v.a.c 在治疗压疮中的应用  ------------------------------------------------------------------------ 冯涤 293 

PO-0363 噬菌体治疗脓毒症的免疫影响 ------------------------------------------------------- 彭毅志,杨子晨 294 

PO-0364 浅谈烧伤后糖尿病足的相关护理 -------------------------------------------------------------- 王晶晶 294 

PO-0365 孕期激素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剖宫产后术区坏疽性 

 脓皮病误诊为术后皮肤溃疡一例 ------------------------------------------------------- 严龙宗,汪虹 294 

PO-0366 精心护理干预对面颈部烧伤后瘢痕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 李茜,宗鑫 295 

PO-0367 意外烧伤护理研究 -------------------------------------------------------------------------------- 张圳卿 295 

PO-0368 利奈唑胺治疗革兰阳性(G+)球菌引起的烧伤感染的疗效观察 -------------------------- 晁生武 296 

PO-0369 手术治疗背部巨大感染性窦道 1 例 ------------------------------------------------- 唐才良,晁生武 296 

PO-0370 结晶纤维素膜联合外用精氨酸在供皮区愈合中的临床研究   ------------- 李克,林伟,祁强等 297 

PO-0371 探讨 PDCA 模式对预防皮瓣转移术后发生血管危象的 

 应用效果 ------------------------------------------------------------------------------- 李茜,杨洋,宋冉冉 297 

PO-0372 早期应用 CRRT 治疗严重烧伤合并急性肾功能不全病例报告 ---------- 张诚,刘毅,刘同存等 298 

PO-0373 NPWT 技术结合延期修复治愈 Fournier 坏疽 15 例报告 ---------------------- 张诚,张诚,刘毅 298 

PO-0374 GDF-5 通过 RhoA-MMP9 信号途径促进表皮干细胞迁移的 

 作用研究 ---------------------------------------------------------------------------------- 詹日兴,罗高兴 299 

PO-0375 大张中厚皮换脸修复全颜面烧伤后瘢痕挛缩的远期疗效观察 ---------- 张诚,刘毅,陈黎明等 299 

PO-0376 大面积撕脱伤的救治 ----------------------------------------------------------------------------- 唐洪泰 300 

PO-0377 重度烧伤大鼠腹腔巨噬细胞分泌与吞噬功能变化 

 及其机制探讨 ---------------------------------------------------------------- 张小容,杨加彩,胡晓红等 300 

PO-0378 替加环素对凝血功能的影响 ----------------------------------------------------------------------- 孔易 300 

PO-0379 烧伤患者颈内静脉和股静脉置管深静脉血栓形成 

 及危险因素分析：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 周灵,马思远 301 

PO-0380 短链脂肪酸对 LPS 引起的人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损害的作用 ------ 冯燕海,黄亚兰,王裴等 302 

PO-0381 Short-chain fatty acids manifest stimulative and protective  

 effects on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through the 

 inhibi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 and  

 autophagy ---------------------------------------------- Feng Yanhai,Huang Yalan,Wang Yu etc. 303 

PO-0382 自噬参与生物电场介导的表皮细胞定向迁移调控 ----------------------------------------- 江旭品 304 

PO-0383 探索飞秒（fs）激光对乳猪皮肤组织的气化效应 

 及气化区周围的热凝固效应 ---------------------------------------------------- 薛冬冬,吴军,罗高兴 304 

PO-0384 miRNA 在烧伤脓毒症诊断中的作用 ------------------------------------------------ 张玉龙,彭毅志 305 

PO-0385 In-situ Generated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Loaded  

 Microspheres in Mussel-inspired Polycaprolactone  

 Nanosheets Creating Spatiotemporal Releasing  

 Microenvironment to Promote Wound  

 Healing and Angiogenesis ------------------------------------------------- Wang Yuzhen,Wu Jun 306 

PO-0386 烧伤切削痂手术术中失血量的临床观察 ----------------------------------------------------- 薛冬冬 306 

PO-0387 HMGB1 promote EPCs migration via PI3K/Akt  

 signal pathway ------------------------------------------------------------ Zhang Yulong,Peng Yizhi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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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88 冬眠合剂对严重烧伤大鼠棕色脂肪代谢的抑制作用 -------------------- 张萌,杨沛瑯 ,刘琰等 307 

PO-0389 应用含足背动脉的逆行筋膜瓣修复残足缺损 ------------------------------------- 宋振涛,陈冬梅 308 

PO-0390 Eggshell membrane incorporated with silver nanoparticles  

 nanocomposite: preparation, assessment of cytotoxicity,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wound healing --------------- Liu Menglong,Luo Gaoxing,Wu Jun 308 

PO-0391 A smart antibacterial depot with acidity-triggered  

 charge-convertible and in situ Ag+ release for  

 infectious site-targeted chemo-photothermal  

 treatment --------------------------------------------------- Liu Menglong,Deng Jun,Luo Gaoxing 309 

PO-0392 Epidemiology and outcome analysis of explosion  

 burns in southwestern China from 2002 to 2016 ---------------------------------- 钱卫,罗高兴 310 

PO-0393 Flexible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porous film  

 decorated with nano-silver as an efficient  

 antibacterial wound dressing ----------------------------- Liu Menglong,Luo Gaoxing,Wu Jun 310 

PO-0394 中小面积深度烧伤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分析 ------------------- 郭智辉,张毓姣 311 

PO-0395 Qa-1/NKG2A 信号通路通过调控 NK 细胞对供体来源 

 DC 的杀伤作用抑制免疫排斥反应 ------------------------------------------------------------ 周俊峄 311 

PO-0396 双波长激光治疗增生性瘢痕中的疗效观察 ------------------------------- 曹永倩,林莉,王熙宁等 312 

PO-0397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足复发感染临床特点 

 及危险因素分析 ------------------------------------------------------------------- 吴旭红,廖立新,潘实 312 

PO-0398 γδT 细胞各亚群调节小鼠表皮幼稚细胞增殖分化的作用 ----------- 朱海杰,贺伟峰,罗高兴 313 

PO-0399 IGF-1 与 IL-17A 对于小鼠表皮幼稚细胞凋亡的作用 ------------------- 朱海杰,贺伟峰,罗高兴 313 

PO-0400 Detc 在表皮内的分布规律以及与创面愈合关系  ----------------------------------- 刘勉,罗高兴 314 

PO-0401 创面 Detc 细胞调节表皮干细胞迁移影响创面愈合 --------------------------------- 刘勉,罗高兴 314 

PO-0402 Molecular Typing and Carbapenem Resistance  

 Mechanism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solated  

 From a Chinese Burn Center From 2011 to 2016 ----------------------------------- Chen Ping 315 

PO-0403 持续负压吸引联合创面灌洗术在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 

 治疗中的体会 ---------------------------------------------------------------- 胡晓龙,徐明达,王路旭等 316 

PO-0404 Employing and exploring any possible graft donors: 

 solutions to the exceptional lack of autologous  

 skin source for severely extensive deep burns --- Chen Jing,Yang Lei,Wang Jiahan etc. 316 

PO-0405 聚已内酯电纺复合膜促进小鼠背部皮肤创面愈合 ---------------------------------- 王颖,罗高兴 317 

PO-0406 温敏切换抗菌/抗污损材料应用于创面敷料 ------------------------------------------ 王颖,罗高兴 317 

PO-0407 多学科协助与新技术联合应用救治大面积严重烧伤 ---------------- 李文军,林国安,李文军等 318 

PO-0408 负压引流技术联合胫后动脉带蒂分层筋膜皮瓣修复慢性 

 胫骨骨髓炎合并胫骨外露创面：个案 ---------------------------------- 夏正国,王春华,唐益忠等 319 

PO-0409 水刀在头面颈部深Ⅱ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 胡克苏 319 

PO-0410 人工真皮支架联合负压封闭引流和自体刃厚皮片移植治疗 

 难愈创面 20 例 -------------------------------------------------------------------- 胡克苏,祁俊,王磊等 320 

PO-0411 烧伤伤员早期的飞机转运体会 ----------------------------------------------------------------- 查天建 320 

PO-0412 关节部位三度烧伤削痂植皮与切痂植皮应用的价值对比分析 -------------------------- 蔡玉辉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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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13 老年烧伤患者失禁性皮炎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 张云,王冬,张霞 321 

PO-0414 人工真皮支架在大面积撕脱伤救治中的应用 ---------------------------------------- 王晨,贲道锋 321 

PO-0415 心理护理干预对美容整形手术患者的应用研究 ------------------------------- 张霞,张云,王冬等 322 

PO-0416 小儿严重烧伤休克期延迟复苏的临床救治 ----------------------------------------------------- 曾勇 322 

PO-0417 新型敷料在低温烫伤治疗中应用 -------------------------------------------------------------- 蒋秋萍 322 

PO-0418 双叶皮瓣在躯干难愈性创面中的临床应用 ---------------------------- 储国平,朱宇刚,杨敏烈等 323 

PO-0419 压疮并发坏死性筋膜炎及严重髋关节感染 1 例 ---------------------------------- 张文辉,王建明 323 

PO-0420 一例剖腹产术后伤口不愈患者病例讨论 ----------------------------------------------------- 任利成 324 

PO-0421 皮瓣移植联合负压技术修复骶尾部褥疮 ----------------------------------------------------- 任利成 324 

PO-0422 早期干预对重度烧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 屈艳艳 325 

PO-0423 重度烧伤患者围手术期的心理特点及护理体会 ------------------------- 林艺卿,黄美霞,彭晓菁 325 

PO-0424 重度烧伤患者围术期的心理特点及护理体会 ---------------------------- 林艺卿,黄美霞,彭晓菁 325 

PO-0425 银离子抗菌敷料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术在深 II 度烧伤 

 创面修复中的应用及护理观察 ----------------------------------------------------------------- 季瑶瑶 326 

PO-0426 探讨早期康复介入对预防膝部烧伤患者屈曲畸形的作用 ----------------------------------- 彭英 326 

PO-0427 患儿颈部烧伤植皮术后的康复护理探讨 ---------------------------------------------- 徐婷婷,陈晗 326 

PO-0428 富血小板血浆治疗难愈性创面的效果评价 ----------------------------------------------------- 王磊 327 

PO-0429 皮肤各γδ T 细胞亚群在创面愈合中的作用及相关 ------------------------------------- 贺伟峰 327 

PO-0430 15 例 Marjolin's 瘢痕溃疡的临床治疗与回顾性研究 ------------------- 李军,韩军涛,高晓文等 328 

PO-0431 DETCs 在创面愈合中的重要作用及机制研究 ---------------------------------------------- 贺伟峰 328 

PO-0432 Vγ4 T 细胞抑制 DETC 促再上皮化作用延迟创面愈合的 

 机制研究 -------------------------------------------------------------------------------------------- 贺伟峰 329 

PO-0433 世界烧伤医学的发展及中国烧伤医学的地位 ---------------------------------------- 罗高兴,吴军 329 

PO-0434 烧伤真菌感染的防治 ------------------------------------------------------- 罗高兴,龚雅利,彭毅志等 330 

PO-0435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Burn Medicine from the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 Luo Gaoxing,Li Haisheng,Peng Yizhi etc. 330 

PO-0436 应用于创面修复的特定功能材料的研制 ---------------------------------- 罗高兴,邓君,贺伟峰等 330 

PO-0437 机械应力对瘢痕形成相关信号通路的影响 ----------------------------------------------------- 肖虎 331 

PO-0438 P311 在皮肤创面修复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罗高兴,李海胜,姚志慧等 331 

PO-0439 休克期磨痂治疗小儿深Ⅱ度烧伤 ----------------------------------------------------------------- 肖虎 332 

PO-0440 早期皮瓣手术修复严重电烧伤的临床效果分析 ----------------------------------------------- 肖虎 332 

PO-0441  Combined photothermal and antibiotic therapy for  

 bacterial infection via acidity-sensitive nanocarriers  

 with enhanced antimicrobial performance ----------- He Danfeng,Yang Tao,Qian Wei etc. 333 

PO-0442 具有靶向性的两性离子化金纳米颗粒治疗耐药金葡杆 

 菌生物膜的研究 ---------------------------------------------------------------------------- 贺丹枫,邓君 333 

PO-0443 功能化磁性纳米颗粒用于治疗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染 ------------------------- 贺丹枫,邓君 334 

PO-0444 儿童烧伤合并脓毒血症 40 例临床诊治特点的分析 ------------------------------ 任松林,齐鸿燕 335 

PO-0445 胰岛素强化治疗对严重烧伤大鼠骨骼肌内质网应激反应 

 和骨骼肌消耗的作用 ---------------------------------------------------------- 褚万立,马丽,郁永辉等 335 

PO-0446 严重烧伤大鼠骨骼肌内质网应激介导的细胞凋亡在 

 骨骼肌消耗中的作用 ---------------------------------------------------------- 褚万立,马丽,郁永辉等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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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7 坏疽性脓皮病的全身治疗和创面修复策略 ------------------------------- 褚万立,郝岱峰,赵景峰 336 

PO-0448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战创伤急救中心建设的 

 实践和思考 ---------------------------------------------------------------------- 贲道锋,肖仕初,夏照帆 337 

PO-0449 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在起搏器囊袋感染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郑胜武 337 

PO-0450 强脉冲光联合二氧化碳激光早期介入治疗小儿烧伤瘢痕 

 疗效观察 ------------------------------------------------------------------------- 谢春晖,于家傲,高欣欣 337 

PO-0451 小儿头面部烧伤护理体会 ----------------------------------------------------------------------- 王佳妮 338 

PO-0452 成人特大面积烧伤 43 例的肾功能临床分析 -------------------------------------- 胡加平,李德绘 338 

PO-0453 小鼠脂肪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成纤维细胞向肌成 

 纤维细胞转分化的影响 ------------------------------------------------------- 刘振兴,曹永倩,王一兵 339 

PO-0454 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合并骨折创面治疗体会 ------------------------- 陈舜,郑林文,许艺超等 339 

PO-0455 AMD3100 联合 G-CSF 动员糖尿病小鼠骨髓 

 内皮祖细胞的研究 ---------------------------------------------------------------- 林晓莹,汪虹,谭元等 340 

PO-0456 早期卧位踏车训练在下肢严重烧伤患者功能康复中的 

 应用与观察 ----------------------------------------------------------------------------------------- 谢肖霞 340 

PO-0457 高频超声和皮肤镜在大鼠供皮区精准取皮中的应用 ------------------- 周浩,张永存,唐洪泰等 341 

PO-0458 悬浮床治疗在重度烧伤患者中的应用与护理 ----------------------------------------------- 谢肖霞 341 

PO-0459 2007 到 2017 烧伤后瘢痕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 周浩,陈郑礼,王光毅等 341 

PO-0460 藻酸盐敷料在烧伤患者气管切开护理中的应用 -------------------------------------------- 罗苑植 342 

PO-0461 GDF-5 induces epidermal stem cell migration via RhoA ------ Zhan Rixing,Luo Gaoxing 342 

PO-0462 急诊切削痂中厚皮移植治疗手背深度烧伤 35 例------------------------ 王会军,李耀,蒋永能等 343 

PO-0463 移植实验研究 Vγ4 在免疫排斥中的作用及初步机理 ----------------- 黄勇,黄正根,李雅舒等 343 

PO-0464 艾灸治疗不当导致皮肤软组织损伤的治疗体会 ---------------------------- 刘中波,王杨,曹政等 344 

PO-0465 一例特重度烧伤晚期残留大面积肉芽创面及多种 

 并发症病人的救治及思考 ------------------------------------------------- 李孝建,刘昌玲,邓忠远等 344 

PO-0466 特重度烧伤合并腹腔内高压对呼吸功能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 侯祚琼,姚刚,周滇 345 

PO-0467 乳房整形术后临床护理 -------------------------------------------------------------------------- 吴淑莉 345 

PO-0468 大面积烧伤浸浴治疗护理 ----------------------------------------------------------------------- 查晓慧 345 

PO-0469 早期心理护理干预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 戴林玲 346 

PO-0470 1 例特重度烧伤患者治疗后期并发毛霉菌感染的护理体会 ------------------------------ 陈楚芬 346 

PO-0471 Advancement in the research of effect of gabapentin  

 on post burn pruritus  ---------------------------------- Zhao Jing-Chun,Shi Kai,Hong Lei etc. 347 

PO-0472 人工真皮联合自体刃厚皮修复儿童四肢烧伤后瘢痕挛缩的 

 临床应用 ---------------------------------------------------------------------------------- 刘继松,程亚兴 347 

PO-0473 应用自体脂肪移植治疗慢性瘢痕性溃疡 3 例 -------------------------------------------------- 柴勇 348 

PO-0474 26 例小儿烫伤的护理体会 ---------------------------------------------------------------------- 李晓琳 348 

PO-0475 管道护理风险评估在特重烧伤患者翻身床治疗中的应用 ----------------------------------- 彭冲 349 

PO-0476 临床护理路径在重症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 曾晓静 349 

PO-0477 细胞凋亡在烧伤后肝损伤中的研究进展 ------------------------------------------- 韩绍芳,柴家科 349 

PO-0478 脱细胞真皮与自体邮票皮混合移植治疗重度烧伤： 

 个案报道 ------------------------------------------------------------------------- 周海全,王玉振,石富胜 350 

PO-0479 我国烧伤营养的历史、传承与未来 ---------------------------------------------------- 彭曦,汪仕良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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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0 微信互动在老年慢性伤口患者居家护理中的应用 ---------------------------------- 许腊梅,林静 351 

PO-0481 高举平台法在造口周围伤口中的应用 -------------------------------------------------------- 许腊梅 351 

PO-0482 1 例双足冻伤合并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的护理 --------------------------------------------- 邢宇婷 352 

PO-0483 一例酸性电瓶水至会阴部烧伤的护理 -------------------------------------------------------- 李宝佳 353 

PO-0484 悬浮床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 林月娟 354 

PO-0485 学龄前儿童轻度烧（烫）伤门诊换药护理体会 -------------------------------------------- 李金凤 355 

PO-0486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护理 ----------------------------------------------- 张翼 355 

PO-0487 合并吸入性损伤大面积烧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 关德立 356 

PO-0488 特重度烧伤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护理 ----------------------------------------------- 范丹阳 356 

PO-0489 有效沟通在 1 例失语右下肢毁损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 苗楠 356 

PO-0490 烧伤患者伴重度吸入性损伤气管切开术后持续气道湿化的护理------------------------ 刘玉芳 357 

PO-0491 烧伤患者浸浴治疗的护理 -------------------------------------------------------------------------- 李娟 357 

PO-0492   特重度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行气管切开患者的气道管理 ----------------------------- 曾静玲 357 

PO-0493 特重烧伤患者术中低体温的原因及护理干预 ----------------------------------------------- 郭冬红 358 

PO-0494 烧伤患者术后自控静脉镇痛泵的观察与护理 ----------------------------------------------- 肖介文 358 

PO-0495 早期起床活动在烧伤康复中的应用 -------------------------------------------------------- 刘付明英 358 

PO-0496 吸入性损伤患者气管切开后予微量泵持续气道湿化的效果观察------------------------ 刘漫丽 359 

PO-0497 1 例假鼻疽伯克霍尔德病人的观察与护理 --------------------------------------------------- 冯川莹 359 

PO-0498 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RP）在慢性难愈性创面治疗中的 

 临床应用研究 ---------------------------------------------------------------------------- 修一平,李万同 359 

PO-0499 抗感染督导疗法对烧伤脓毒症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 吕涛 360 

PO-0500 连续性血浆滤过吸附治疗重度烧伤脓毒症患者的效果 -------------------------------------- 吕涛 360 

PO-0501 四君子汤联合乌司他丁治疗烧伤患者疗效及其安全性 -------------------------------------- 吕涛 361 

PO-0502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振动排痰救治重度吸入性 

 损伤患者的体会 -------------------------------------------------------------------------------------- 吕涛 361 

PO-0503 远红外线烤灯照射与尿激酶静脉溶栓联合腔静脉滤器置入术 

 对烧伤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吕涛 362 

PO-0504 小儿烧伤护理研究 -------------------------------------------------------------------------------- 林宗桦 362 

PO-0505 烧伤康复与锻炼 ----------------------------------------------------------------------------------- 蔡美君 363 

PO-0506 成人特重度烧伤合并极重度肥胖一例 ---------------------------------------------- 张毓姣,郭智辉 363 

PO-0507 胸脐皮瓣在修复深度烧伤创面中的临床应用 ------------------------- 杨立文,刘文剑,王文龙等 364 

PO-0508 股前外侧皮瓣穿支血管临床观察及应用 ----------------------------------------------------- 王耀军 364 

PO-0509 应用游离尺动脉腕上皮支皮瓣修复手部小面积皮肤缺损  --------- 狄海萍,夏成德,邢培朋等 364 

PO-0510 探讨应用足背分叶皮瓣携带趾伸肌腱移植同期修复 

 多手指皮肤合并肌腱组织缺损的 临床效果。 ------------------------ 狄海萍,夏成德,邢培朋等 365 

PO-0511 旋髂浅动脉游离皮瓣修复手部电烧伤缺损的临床研究  ------------------------ 狄海萍,夏成德 365 

PO-0512 股前外侧游离皮瓣修复小腿环形难愈创面的临床应用 ---------------- 狄海萍,夏成德,邢培朋 366 

PO-0513 江西烧伤外科发展 60 年：写在中国烧伤外科创建 60 周年 ----------------------------- 郭光华 366 

PO-0514 角质细胞生长因子-2 对烟雾吸入所致肺损伤修复作用的 

 实验研究 ------------------------------------------------------------------------- 江政英,孙威,付忠华等 366 

PO-0515 老年压力性损伤的诊断和治疗进展 ------------------------------------------------- 郭光华,谢闪亮 367 

PO-0516 小儿跌坐式烫伤的特点及治疗总结 ---------------------------------------- 何国,周文涛,张文仕等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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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7 雾化吸入重组人角质细胞生长因子-2 对烟雾吸入性 

 损伤兔氧合作用及炎症反应的影响 ---------------------------------------- 孙威,江政英,周锦秀等 368 

PO-0518 表皮生长因子与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糖尿病足 

 创面治疗的试验研究 ------------------------------------------------------- 郭光华,付忠华,徐佳升等 368 

PO-0519 糖尿病足骨髓炎治疗体会 ----------------------------------------------------------------------- 张凤蔚 369 

PO-0520 吸入性损伤气道内给药目标靶向治疗 ------------------------------------------------- 郭光华,孙威 369 

PO-0521 分子超光谱成像技术与免疫组化技术对 LPADM 

 植入后血管化检测的比较 -------------------------------------------------------------------------- 罗旭 369 

PO-0522 成批危重烧伤救护中护理技能培训的综合研究 ------------------------------------- 陈超,马丽梅 370 

PO-0523 CRRT 在重度烟雾弹吸入性损伤治疗中的应用探讨 ------------------- 段红杰,何延奇,陈晨等 371 

PO-0524 picco 监测技术指导危重烧伤休克期限制性补液的应用 ------------------ 王磊,娄季鹤,夏成德 371 

PO-0525 重度烧伤病人高代谢状态下镇静与镇痛药物的选择 ----------------------------------------- 王磊 372 

PO-0526 小儿烧伤脓毒症的早期集束化治疗的临床研究 ----------------------------------------------- 王磊 372 

PO-0527 负压伤口治疗与传统包扎在儿童手足烧伤后瘢痕松解 

 植皮中的比较研究 ------------------------------------------------------------- 谭子明,黄智勇,王德怀 372 

PO-0528 小腿血管穿支蒂岛状逆行皮瓣的临床应用 -------------------------------------------------- 徐家钦 373 

PO-0529 组织工程生物材料支架修复脊髓损伤的进展 ----------------------------------------------- 朱喆辰 373 

PO-0530 小儿烧伤住院期间的护理干预 ----------------------------------------------------------------- 李媛媛 374 

PO-0531 肠三叶因子在毕赤酵母中的中试表达及生物学活性研究 ----------------------------------- 吴丹 374 

PO-0532 成人烧伤脓毒症患者的转归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 姚明,黄波 375 

PO-0533 人乳腺癌相关肽在酵母菌 X-33 中的重组表达、 

 纯化及生物学活性研究 ----------------------------------------------------------------------------- 吴丹 375 

PO-0534 耳甲腔复合组织联合额部皮瓣在鼻再造的应用 -------------------------------------------- 葛小静 376 

PO-0535 4 例严重烧伤并发早期急性肾损伤分析  --------------------------------------------- 李孝建,陈宾 376 

PO-0536 大面积烧伤创面广泛毛霉菌侵袭性感染一例 ------------------------- 李孝建,詹桂兰,邓忠远等 377 

PO-0537 妊娠晚期特重度烧伤并发死胎及 MOF 救治 1 例 -------------------------- 薛迪建,陈炯,苏国良 377 

PO-0538 烧伤创面清洁与局部抗感染药物选用的思考 ---------------------------------------- 黄文祥,陈炯 378 

PO-0539 非交联玻尿酸复合氨甲环酸局部注射治疗外伤后 

 皮肤色素沉着临床疗效观察 -------------------------------------------------------------------- 邬佳敏 378 

PO-0540 难愈创面局部注射自体富血小板血浆临床观察 ---------------------------------- 邬佳敏,王达利 379 

PO-0541 基于混合模型的增生性瘢痕数学建模及应用的初步研究 ---------------- 向前,吕开阳,夏照帆 379 

PO-0542 会阴部广泛皮肤撕脱伤的临床治疗 ------------------------------------------- 熊兵,赖文,李汉华等 380 

PO-0543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联合游离皮片移植治疗下肢大面积 

 皮肤撕脱伤的临床体会 -------------------------------------------------------------------------- 郑林文 380 

PO-0544 应用轴型皮瓣修复下肢深度缺损创面---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 袁斯明 381 

PO-0545 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儿童烧烫伤瘢痕的护理体会 ------------------------------- 黄玲,付青青 381 

PO-0546 自体富血小板血浆联合游离皮片移植术治疗颈部放射性 

 溃疡一例 -------------------------------------------------------------------------------------------- 郑林文 382 

PO-0547 瘢痕内注射醋酸曲安奈德治疗体会 ---------------------------------------- 付青青,黄玲,杨青青等 382 

PO-0548 161 例整形病人关节术前术后的对比------------------------------------------------------------ 曹蕾 383 

PO-0549 真皮再生支架联合头皮移植治疗儿童大面积疤痕的临床及 

 病理学观察 ----------------------------------------------------------------------------------------- 袁斯明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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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0 使用压力垫抑制手部指蹼瘢痕增生的疗效观察 ------------------------- 马晓红,周亚琴,谭江琳 384 

PO-0551 支具在烧伤病例中的应用 -------------------------------------------------------------------------- 陈南 384 

PO-0552 BICU 中压力治疗的应用 --------------------------------------------------------------------------- 敖铭 384 

PO-0553 烧伤小儿手掌侧康复个案对比治疗体会 ------------------------------------- 陈治余,余燃,黄玲等 385 

PO-0554 100 列烧伤儿童瘢痕整形术后康复治疗体会 ----------------------------- 余燃,陈治余,周亚琴等 385 

PO-0555 烧伤急性肾损伤相关因素分析 ---------------------------------------------------- 施燕,余天漪,刘琰 386 

PO-0556 烧伤儿童定期回院复查的依从性分析 ---------------------------------------- 周亚琴,余燃,谭江琳 386 

PO-0557 复合真皮筋膜翻转皮瓣+可吸收性辅料修复下肢骨外露 

 创面效果观察 ---------------------------------------------------------------------------------- 孙涛,张勋 386 

PO-0558 穿支皮瓣在修复肩部及上臂皮肤缺损及骨外露创面效果观察 ---------------------- 孙涛,姚明 387 

PO-0559 Synthesis of Graphene Oxide-Quaternary Ammonium  

 Nanocomposite with Synergistic Antibacterial Activity to  

 Promote Infected Wound Healing ------------------------------------- Liu Tengfei,Luo Gaoxing 387 

PO-0560 新型敷料-美畅银在临床 II°烧伤治疗中使用体会 ---------------------------------- 罗滨林,姚刚 388 

PO-0561 刃厚皮片回植烧伤中厚皮供皮区减轻瘢痕增生的临床观察 ----------------------------- 张炜强 389 

PO-0562 维生素 D3 对大面积烧伤早期肠道屏障起保护作用 -------------------- 刘馨竹,游波,张玉龙等 389 

PO-0563 枸橼酸在烧伤脓毒症急性肾损伤患者血液滤过中的 

 抗凝作用观察 ---------------------------------------------------------------- 李晓亮,李延仓,李琰光等 389 

PO-0564 MEEK 植皮在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修复中的应用探讨 ----------- 李晓亮,李延仓,李琰光 等 390 

PO-0565 亲属供皮加自体皮肤混合移植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 

 临床观察 ------------------------------------------------------------------------- 李晓亮,李琰光,张健等 390 

PO-0566 超敏肌钙蛋白对老年严重烧伤后急性心肌梗死 

 和心力衰竭的鉴别 ------------------------------------------------------------- 李晓亮,李琰光,张健等 391 

PO-0567 Preparation of Reduced Graphene Oxide-Tannic Acid  

 Antibacterial Dressing to Promote Infected  

 Wound Healing ------------------------------------------------------------- Liu Tengfei,Luo Gaoxing 391 

PO-0568 PiCCO 监测对烧伤机械通气患者液体复苏的临床 

 指导意义 ------------------------------------------------------------------------- 李晓亮,李延仓,张健等 392 

PO-0569 整形患者供皮区创面的修复 ---------------------------------------------------- 田社民,魏莹,李允等 393 

PO-0570 糖尿病足溃疡的修复与治疗 -------------------------------------------------------------------- 王常印 393 

PO-0571 PICCO 监测技术在严重烧伤救治中的应用研究 --------------------- 田社民,李晓亮,黄红军等 393 

PO-0572 成纤维细胞联合脱细胞真皮促进创面愈合的实验研究 ----------------------------------- 王常印 394 

PO-0573 重大突发事件中烧伤病人的系统化救治 ----------------------------------------------------- 曹大勇 394 

PO-0574 小鼠糖尿病全层皮肤缺损模型的建立 -------------------------------------------------------- 曹大勇 395 

PO-0575  两种罕见皮肤软组织感染病例治疗经验总结 ---------------------------------------------- 卫长荣 395 

PO-0576 瘢痕治疗方法的改进 ----------------------------------------------------------------------------- 卫长荣 396 

PO-0577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dermis in third-degree burn and  

 thermal-crush injury in dorsal part of hand ----------------- Li Chujun,Yao Gang,Wang Hao 397 

PO-0578 小儿烧伤早期液体复苏的临床体会 ----------------------------------------------------------- 林国安 397 

PO-0579 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特点 -------------------------------------------------------------------------- 林国安 398 

PO-0580 矫形器固定束带的作用 ----------------------------------------------------------------------------- 易南 398 

PO-0581 早期应用踇甲皮瓣修复拇指毁损性电烧伤的临床研究 ---------------- 侯宏义,徐志刚,官浩等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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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82 持续封闭负压引流联合皮瓣修复臀部压疮的临床效果 -------------------------------------- 计鹏 399 

PO-0583 扩张的上臂皮瓣行烧伤后全耳郭再造围手术期护理 ------------------------------- 贺芳,景福琴 399 

PO-0584 APACHEⅡ评分系统在重症烧伤救治中的指导意义 ------------------------------- 姚明,魏通坤 400 

PO-0585 探讨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的护理措施 ---------------------------------- 贺芳,景福琴 400 

PO-0586 大面积烧伤患者康复护理体会 -------------------------------------------------------------------- 贺芳 401 

PO-0587 认知行为在青年女性面部烧伤心理护理的应用效果分析 ----------------------------------- 贺芳 401 

PO-0588 儿童烧伤患者致伤原因分析及防范策略 ---------------------------------- 田社民,韩大伟,魏莹等 401 

PO-0589 一级质控管理在烧伤科护理持续质量改进中的应用 ------------------------------- 姚苗,马惠珍 402 

PO-0590 儿童烧伤创面换药处理的几种方法对比 ------------------------------------- 田社民,李允,魏莹等 402 

PO-0591 烧伤整形患者头部作为供皮区的重要性评估 ---------------------------- 田社民,魏莹,查新建等 403 

PO-0592 回访工作对烧伤患者后期康复的重要性调查 ------------------------------- 田社民,李清,贺芳等 403 

PO-0593 尿流量动态监测仪的测量精确度及临床适用性研究 ---------------- 曾庆玲,罗奇志,王开发等 403 

PO-0594 趋化物质诱导间充质干细胞修复损伤组织的研究进展 ---------------------------- 方潇,夏照帆 404 

PO-0595 前臂骨间背侧穿支皮瓣逆行修复烧伤后重度虎口挛缩 -------------------------------------- 张晖 405 

PO-0596 改造 VSD 材料结合间歇负压在感染创面冲洗引流的 

 临床观察 -------------------------------------------------------------------------------------------- 任继魁 405 

PO-0597 悬浮床，KCI 辅助臀大肌肌皮瓣术治疗老年难愈性 

 压疮患者的护理体会 ------------------------------------------------------------------- 赵志英,沈红艳 405 

PO-0598 综合护理干预对烧伤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郭红霞,张玉伶 406 

PO-0599 郑州某医院特重烧伤患者流行病学研究 ------------------------------- 赵孝开,娄季鹤,李晓亮等 406 

PO-0600 PCT、CRP 对大面积烧伤不同类别细菌感染 

 脓毒症患者早期诊断的价值 ---------------------------------------------- 赵孝开,李晓亮,娄季鹤等 407 

PO-0601 Acute down-regulation of miR-199a attenuates 

 sepsis acute lung injury by target SIRT1 ----------------------------------- Liu Yang,Hu Dahai 407 

PO-0602 新鲜猪皮在慢性难愈性创面中的应用 ------------------------------------------------- 陈志军,赵毓 408 

PO-0603 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在烧伤监护室的 

 流行病学调查 ---------------------------------------------------------------- 龚雅利,罗小强,刘美希等 408 

PO-0604 微动力负压护创敷料对兔Ⅱ度烧伤创面愈合的影响 ------------------------------- 周波,吴为民 409 

PO-0605 21 三体综合征伴难愈性头皮慢性溃疡 1 例 --------------------------------------- 刘宾,陶谏,崔鑫 410 

PO-0606 大面积烧伤合并消化道出血 -------------------------------------------------------------------- 赵盼盼 410 

PO-0607 联合应用超声波及体外冲击波（ESWT）治疗烧伤 

 瘢痕的疗效观察 ---------------------------------------------------------------------------- 洪雷,于家傲 411 

PO-0608 保湿性敷料覆盖肉芽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术治疗深度 

 烧伤创面临床研究 -------------------------------------------------------------------------------- 席云峰 411 

PO-0609 呼吸道烧伤患者的排痰护理 -------------------------------------------------------------------- 王丽敏 412 

PO-0610 大面积烧伤延迟复苏病人中的护理体会 ----------------------------------------------------- 王丽敏 412 

PO-0611 姑息性扩创结合负压治疗在降低严重糖尿病足截肢平面 

 手术中的应用 -------------------------------------------------------------------------------------- 胡小芮 412 

PO-0612 特重度烧伤病人的疗效和护理要点 ----------------------------------------------------------- 房卢豪 413 

PO-0613 皮瓣修复踝关节周围软组织缺损的临床疗效评估 ---------------------------- 孙涛,虎海东,姚明 413 

PO-0614  危重烧伤病人的护理体会 ------------------------------------------------------------------------- 杨欢 413 

PO-0615 临床护理在烧伤科医患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 李清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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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16 烧伤创面早期加深机制与防治措施的研究进展 ------------------------- 辛国华,赖青鸿,张友来 414 

PO-0617 1310 例热力烧伤患者创面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 张成,龚雅利,罗小强等 415 

PO-0618 特重度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救治分析 ---------------------------------------------- 张永宏,沈国良 415 

PO-0619 烧伤病房环境改变对细菌分布变化及耐药性的分析 -------------------------------------- 沈江涌 416 

PO-0620 烧伤患儿大隐静脉留置针穿刺护理体会 ------------------------------------------------- 逯鶄,逯鶄 416 

PO-0621 护士自身如何应对工作压力 ----------------------------------------------------------------------- 逯鶄 417 

PO-0622 PI3K/Akt 通路在 Ephrin-B2 介导的负压培养刺激增强 

 MSCs 促进创面血管新生能力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杨龙龙,柴家科 417 

PO-0623 BICU 护士的角色与素质要求 --------------------------------------------------------------------- 董娟 418 

PO-0624 皮耐克联合尺动脉腕上皮支皮瓣修复 15 例手部深度创面 ---------------------------------- 马强 418 

PO-0625 面部烧伤病人的心理护理 -------------------------------------------------------------------------- 董娟 418 

PO-0626 双负压疗法促进皮瓣创面愈合的临床研究 ---------------------------------------- 何航远,赵小瑜 419 

PO-0627 1 例血友病患者发生电击伤的护理 --------------------------------------------------------------- 曹洁 419 

PO-0628 小儿烫伤患者延续护理的现状 -------------------------------------------------------------------- 曹洁 419 

PO-0629 特重烧伤患者术后低体温护理研究进展 ---------------------------------------------- 张建芳,丁云 420 

PO-0630 糖尿病患者烧伤后护理常规 ----------------------------------------------------------------------- 赵倩 420 

PO-0631 危重烧伤患者镇痛镇静策略 -附 1 例案例分析 ------------------------------------------------ 刘冰 420 

PO-0632 修薄股前外侧穿支游离皮瓣修复手足深度烧伤 -------------------------------------------- 许研然 421 

PO-0633 超剂量镇静镇痛药物在烧伤脓毒症并发 ARDS 中的应用 ----------------------------------- 刘冰 421 

PO-0634 “八二”昆山工厂铝粉尘爆炸事故伤员创面处理经验 -------------------------------------- 谭谦 422 

PO-0635 自体中厚皮片游离移植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修复全阴茎 

 皮肤脱套伤一例 ------------------------------------------------------------------------- 陈博,李巍,曲滨 422 

PO-0636 小儿大面积烧伤的静脉营养支持 ------------------------------------------------- 冯曼曼,贺芳,陈虹 423 

PO-0637 对口冲洗封闭式负压引流结合自体组织移植修复慢性难愈性 

 创面的临床分析 ------------------------------------------------------------- 杨敏烈,吕国忠,朱宇刚等 423 

PO-0638 基于创面愈合质量的再生医学研究进展 ------------------------------------------- 杨敏烈,吕国忠 424 

PO-0639 四种方法治疗深Ⅱ°烧伤创面的卫生经济学分析 ------------------- 杨敏烈,吕国忠,朱宇刚等 428 

PO-0640 羊膜干细胞对严重烧伤大鼠早期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 -------------------------------------- 刘洋 428 

PO-0641 医源性烧烫伤临床分析 -------------------------------------------------------------------------- 李万同 429 

PO-0642 点击伤患者急救与护理 -------------------------------------------------------------------------- 王源静 429 

PO-0643 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露的整形外科修复 ------------------------------- 王路旭,侯宏义,谢松涛等 429 

PO-0644 小儿重度烧伤创面处理策略 ----------------------------------------------------------------------- 段鹏 430 

PO-0645 轻度烧伤临床路径实施的效果评价 -------------------------------------------------------------- 姚明 430 

PO-0646 背阔肌皮瓣修复肘关节电击伤 ----------------------------------------------------------------- 李先慧 431 

PO-0647 豫南地区新生儿烧伤流行病学特征及防治策略 ----------------------------------------------- 肖荣 431 

PO-0648 烧 伤 早 期 的 康 复 治 疗 ------------------------------------------------------------- 成剑,胡冰 432 

PO-0649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对复杂创面修复的临床研究 -------------------------------------------- 孙光平 432 

PO-0650 大面积烧伤患者使用翻身床的安全护理 ------------------------------------------------- 李影,冯可 432 

PO-0651 危重烧伤患者发生压疮的高危因素及防控措施 ------------------------- 丁春光,冯可,李金丹等 433 

PO-0652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的心理护理 ------------------------------------- 倪梦梦,丁春光,李晓蕊等 433 

PO-0653 根本原因分析法在烧伤患儿静脉输液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 马惠珍 433 

PO-0654  CD64 与 HLA-DR 指数早期预警烧伤感染的临床价值 ------------- 邢娟娟,邓 茹,刘名卓等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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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55 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护理体会 ------------------------------------------------- 张瑾,丁春光,刘俊青等 434 

PO-0656 大面积烧伤患者悬浮床的应用的护理体会 ---------------------------- 雷晓静,丁春光,刘俊青等 435 

PO-0657 面颈部深二度烧伤早期磨痂及异体（种）皮移植的 

 疗效观察 ---------------------------------------------------------------------------------- 陈国贤,潘选良 435 

PO-0658 抢救成功特重度烧伤并发早期无尿型急性 

 肾功能衰竭 1 例 ---------------------------------------------------------------- 陈国贤,潘选良,有传刚 435 

PO-0659 综合保肢技术治疗严重糖尿病足的作用研究 ---------------------------- 刘以玲,施彦,周子恒等 436 

PO-0660 临床儿童烧伤创面的护理体会 -------------------------------------------------------------------- 李婷 436 

PO-0661 颜面部烧伤后早期疤痕治疗的护理干预 -------------------------------------------------------- 李婷 437 

PO-0662 大面积婴幼儿烧伤脓毒症防治经验 ---------------------------------------------------- 王洪瑾,李毅 437 

PO-0663 小儿烧伤后发热期护理 ------------------------------------------------------------------- 侯府青,李影 438 

PO-0664 创面薄化联合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治疗成人 

 深Ⅱ度烧伤 ---------------------------------------------------------------------- 王端祥,李华强,张青等 438 

PO-0665 Effects of depression on wound healing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rats ------------------- Jin Jian,Zhu Banghui,Huang Yiheng etc. 439 

PO-0666 岛状颞浅筋膜瓣移植预构颈部扩张轴型皮瓣修复 

 面部大面积瘢痕畸形 ------------------------------------------------------------------- 王付勇,李华强 439 

PO-0667 联合筋膜鞘悬吊与提上睑肌缩短术治疗复发性中 

 重度上睑下垂 ------------------------------------------------------------------- 张秀叶,王付勇,李华强 440 

PO-0668 复杂色素性疾病治疗 -------------------------------------------------------------------------------- 代涛 440 

PO-0669 MicroRNA-203 modulates wound healing and scar  

 formation via suppressing Hes1 expression in  

 epidermal stem cells ----------------------------------------- Zhou Ziheng,Liu Jian,Shu Bin etc. 441 

PO-0670 miRNA203-wnt and notch signal pathway induced  

 ESCs dysfunction in DM  

 chronic wounds healing ------------------------------------ Liu Jian,Zhou Ziheng,Liu Yiling etc. 441 

PO-0671 烫伤后大鼠肺组织炎症反应和 NF-kB 信号通路的关系 ---------------------------------- 张静琦 442 

PO-0672 一种新型烧伤合并肺挫伤兔动物模型的研究 ----------------------------------------------- 李小兵 442 

PO-0673 160 例氢氟酸烧伤治疗方法及效果分析------------------------------------------------------ 张元海 442 

PO-0674 动脉灌注葡萄糖酸钙治疗手部氢氟酸烧伤的疗效和安全性 ----------------------------- 张建芬 443 

PO-0675 大面积烧伤的营养支持与护理 ----------------------------------------------------------------- 刘雪姣 443 

PO-0676 纤维支气管镜在中重度吸入性损伤诊治中关键作用 ------------------- 翟红军,李丽晖,班耀林 444 

PO-0677 1522 例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研究 --------------------------------------------- 李丽晖,翟红军,班耀林 444 

PO-0678 手部烧伤患者康复期生活质量干预方案的构建 -------------------------------------------- 邓艳萍 445 

PO-0679 速愈平联合银离子敷料在小儿Ⅱ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 段砚方,徐成华 445 

PO-0680 早期补充外源性肉碱对严重烫伤大鼠肝脏线粒体损伤的 

 影响及病理机制研究 ------------------------------------------------------- 夏正国,孔维昌,李鹏涛等 446 

PO-0681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在难愈性创面中的应用 ------------------------- 郭毅斌,陈锦河,郑庆亦等 446 

PO-0682 小儿肢体烧伤康复治疗 -------------------------------------------------------------------------- 焦智慧 447 

PO-0683 臀大肌穿支岛状皮瓣在臀部软组织缺损修复中的应用 ----------------------------------- 崔会新 447 

PO-0684 2017 年度首都地区单中心创面修复病区住院病例 

 流行病学调查 ------------------------------------------------------------------------------- 杨义,郝岱峰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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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85 1 例右上肢严重热压伤患者右手功能的后期重建 -------------------------------- 贲道锋,夏照帆 448 

PO-0686 烧伤小儿隔离病房安全问题分析与对策 ------------------------------------------------- 邓茹,李州 449 

PO-0687 老年烧伤护理 ---------------------------------------------------------------------------------- 邓茹,袁园 449 

PO-0688 基层慢创救治体系探索 ----------------------------------------------------------------------------- 葛鹏 450 

PO-0689 雾化吸入治疗小儿吸入性损伤的护理观察 ------------------------------------------- 邓茹,卢莉莉 451 

PO-0690 优质护理服务在无陪护烧伤病房的应用 ---------------------------------------------- 邓茹,戴小华 451 

PO-0691 福建省烧伤科医护人员疼痛管理知识、 

 态度和行为调查研究 ---------------------------------------------------------------- 潘琼,李琳,陈昭宏 453 

PO-0692 论大面积烧伤患者枕后部压疮的因素及护理 ----------------------------------------------- 刘俊青 454 

PO-0693 成年烧伤患者护理需求与护士认知差异调查分析 ------------------------- 江晓声,李琳,陈昭宏 454 

PO-0694 创面负压吸引技术在损毁性电烧伤创面的应用 ------------------------------- 林健,李琳,陈昭宏 455 

PO-0695 大面积烧伤患者留置导尿的护理 -------------------------------------------------------------- 白亚可 455 

PO-0696 改良腓肠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筋膜蒂皮瓣修复足部 

 皮肤软组织缺损 ------------------------------------------------------------------------- 高兴新,李德绘 455 

PO-0697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pathogen distribution in  

 hospitalized burn patients：A multicenter study in 

 Southeast China ---------------------------------------------------- li lin,Dai Jiaxi,Chen Zhaohong 456 

PO-0698 吴茱萸次碱对大鼠缺血再灌注肾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王春华 457 

PO-0699 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护理体会 -------------------------------------------------------------------- 付肖朦 457 

PO-0700 Factors affecting self-perceived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among patients with burns：  

 A follow-up study ------------------------------------------------ li lin,Wu Xiaolei,Chen Zhaohong 458 

PO-0701 呼吸道烧伤患者气管切开后的护理 ----------------------------------------------------------- 高莉洁 458 

PO-0702 肌皮瓣转移术治疗截瘫患者骶尾部压疮围手术期的护理 ----------------------------------- 林萍 459 

PO-0703 体外冲击波在组织型凝血酶原复合物治疗冻伤大鼠中 

 协同效果的实验研究 ---------------------------------------------------------------- 张楠,洪雷,于家傲 459 

PO-0704 自制可灌洗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治疗慢性难愈创面中的 

 疗效分析 ---------------------------------------------------------------------------- 王德怀,周涛,黄志勇 459 

PO-0705 烧伤急救与护理 ----------------------------------------------------------------------------------- 苏春艳 460 

PO-0706 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在烧伤科创面治疗中的并发症分析 ------------------- 周涛,谭子明,彭昶等 460 

PO-0707 现场急救：烧伤救治过程中一直被忽略的重要环节 -------------------------------------- 兰晓东 460 

PO-0708 47 例成批烧伤病人救治管理分析 --------------------------------------------- 李丹,王德怀,周建文 461 

PO-0709 思维导图在烧伤皮瓣移植围手术期健康宣教中的运用 

 及效果探讨 -------------------------------------------------------------------------------------------- 康滔 461 

PO-0710 烧伤护理中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 卫修真 462 

PO-0711 阴股沟穿支皮瓣修复阴囊缺损的护理体会 ------------------------------------- 辜燕,周涛,黄志勇 462 

PO-0712 巴克愈肤膏联合超声清创治疗慢性创面的临床效果观察 ------------- 郑启兵,张敬群,靳方方 463 

PO-0713 超声波联合胶原蛋白导入治疗增生性瘢痕的疗效观察   -------------------------------- 李永忠 463 

PO-0714 64 例烧伤病人负性情绪障碍分析及护理对策 ------------------------------------ 汤惠英,黄振佳 464 

PO-0715 健康教育干预作用于小儿烧伤病人护理中的临床应用 -------------------------------------- 雷霞 464 

PO-0716 14 例大面积烧伤 MEEK 微型皮片转移的手术配合 -------------------- 冯依枝,黄媛媛,李琳等 464 

PO-0717  穿支血管分级及其临床应用 --------------------------------------------- 魏在荣,王达利,金文虎等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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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8 医保与自费烧伤住院患儿的疗效及费用的对比分析 ---------------------- 李琳,林仁琴,陈昭宏 465 

PO-0719 基于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的烧伤患者生活质量 

 动态变化研究 ---------------------------------------------------------------------- 李琳,陈柳媚,陈昭宏 465 

PO-0720 一例下肢皮肤软组织重度感染修复成功病例报告 -------------------------------------------- 龚腾 466 

PO-0721 CPM 机辅助锻炼治疗膝关节深度烧伤效果观察 ------------------------------------------- 杨新蕾 466 

PO-0722 骨磨削术+VSD 负压引流在电烧伤后大面积颅骨 

 外露治疗中的应用 ---------------------------------------------------------------------- 张险峰,刘竣彰 466 

PO-0723 中分化瘢痕癌切除后复发一例报告 ------------------------------------------------- 胡承浩,李惠斌 467 

PO-0724 rhGM-CSF 凝胶对深Ⅱ°烧伤创面愈合的影响 

 及其机理分析   ------------------------------------------------------------- 胡承浩,渠开攀,李惠斌等 468 

PO-0725 大面积烧伤病人合并气道损伤的护理 ----------------------------------------------------------- 杜娜 469 

PO-0726 大面积烧伤病人术后低体温的对策 ----------------------------------------------------------- 周丽琼 469 

PO-0727 大面积烧伤病人深静脉置管导管的护理 -------------------------------------------------------- 樊赟 469 

PO-0728 探讨烧伤危重患者气管切开套管护理的重要性 -------------------------------------------- 路大顺 470 

PO-0729 大面积烧伤病人静脉穿刺的护理 -------------------------------------------------------------- 郭昊天 470 

PO-0730 瘢痕松解术联合“Z”字皮瓣转移修复术治疗 

 68 例颈部瘢痕挛缩畸形的疗效分析 --------------------------------------- 陈召,查天建,努尔兰等 470 

PO-0731 医疗救护飞机在成批烧伤伤员转运中的应用 ---------------------------- 邹晓防,王向荣,吕晓娇 471 

PO-0732 中长线导管在大面积烧伤患者的临床应用与观察 ----------------------------------------- 戴小华 471 

PO-0733 急诊气道通气在成批烧伤的救援作用 -------------------------------------------------------- 李海晖 471 

PO-0734 美皮康银离子敷料用于老年烧伤患者取皮区的治疗体会 ------------- 刘竣彰,邬佳敏,张险峰 472 

PO-0735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交腿皮瓣修复对侧小腿电击伤 ----------------------------------------- 段砚方 473 

PO-0736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交腿皮瓣修复对侧小腿电击伤 ----------------------------------------- 段砚方 473 

PO-0737 带浅静脉及皮神经的足底内侧动脉浅支供血的逆行筋膜 

 组织蒂皮瓣 ----------------------------------------------------------------------------------------- 张新合 474 

PO-0738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联合负压保留灌洗在复杂创面的应用 -------------------------------- 高优 474 

PO-0739 臂前侧轴型皮瓣治疗腋窝重度化脓性汗腺炎 ----------------------------------------------- 张新合 474 

PO-0740 中药黑膏联合压力疗法治疗烧伤瘢痕的疗效评价 ------------------------------------- 雷艳,王霞 475 

PO-0741 耳部瘢痕疙瘩综合治疗有效性的网状 Meta 分析 -------------------- 李晓庆,刘文军,段建兴等 475 

PO-0742 不同周期脉冲染料激光治疗增生性瘢痕的临床对比研究 ------------------- 杨丽,李娜,程静等 476 

PO-0743 股前外侧肌肉筋膜岛状瓣用于修复 Miles 手术导致的 

 小骨盆肠粘连 ----------------------------------------------------------------------------------------- 官浩 476 

PO-0744 早期康复理念在小儿烧伤救治中的应用 ----------------------------------------------------- 景福琴 477 

PO-0745 严重烫伤大鼠胰岛β细胞中 PI3K/AKT 信号通路相关性的 

 研究 ------------------------------------------------------------------------------- 张博涵,申传安,朱碧薇 477 

PO-0746 特重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护理 -------------------------------------------------------------------- 景福琴 478 

PO-0747 压疮预防、护理及新方法应用的体会 -------------------------------------------------------- 郭莉莉 478 

PO-0748 健康教育在功能部位深度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 景福琴 479 

PO-0749 前臂岛状皮瓣修复上臂后侧 烧伤骨外露创面的临床体会 ------------------------------- 刘晓薇 479 

PO-0750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在深度烧伤创面中 应用的护理 --------------------------------- 景福琴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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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1 Cell-free therapy based on adipose tissue stem  

 cell-derived exosomes promotes wound  

 healing via th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 Zhang Wei,Hu Dahai 480 

PO-0752 瘢痕性秃发手术方法选择及临床疗效评估 ------------------------------------------- 张伟,胡大海 481 

PO-0753 大面积烧伤患者经创面深静脉置管的护理体会 ------------------------------------- 李金丹,冯可 481 

PO-0754 SIRT1 与烧伤后内皮细胞功能紊乱 ------------------------------------------------- 张万福,胡大海 482 

PO-0755 扩张侧胸皮瓣带蒂转移修复上肢大面积瘢痕增生 ---------------------- 夏成德,狄海萍,薛继东 482 

PO-0756 小儿烧伤气管插管后的集束化护理策略 ---------------------------------------------- 冯可,景福琴 483 

PO-0757 PICC 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 冯可,李晓蕊,李金丹 483 

PO-0758 9779 例烧伤患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 --------------------------------------- 郑银,林国安,罗高兴 483 

PO-0759 异体皮和脱细胞异体真皮在烧伤创面及整形中的应用 ------------- 夏成德,狄海萍,薛继东等 484 

PO-0760 扩张器在全身各部位瘢痕整形中的应用 ---------------------------------- 夏成德,薛继东,李强等 484 

PO-0761  PICCO 监测应用在烧伤重症患者中的护理体会 ----------------------------------- 李晓蕊,冯可 485 

PO-0762 MEEK 微型皮片移植技术在严重烧伤中的临床应用 ---------------- 夏成德,薛继东,狄海萍等 485 

PO-0763 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下肢硝酸深度烧伤一例 ------------------------------- 夏成德,李强 485 

PO-0764 探讨危重烧伤患者早期心理护理的重要性 -------------------------------------------------- 冀梦雅 486 

PO-0765 https://www.burnchina.org/ --------------------------------------------------------------------- 程银忠 486 

PO-0766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难固定植皮区的应用 -------------------------------------------------- 周晓峰 486 

PO-0767 醋酸曲安奈德注射液局部注射治疗增生性瘢痕的 

 临床分析 ----------------------------------------------------------------------------------------------- 霍鹏 487 

PO-0768 明确感染病原菌有利于治疗中度烧伤创面 ---------------------------------------- 王伟鹏,陈梓淼 487 

PO-0769 微等离子体射频联合曲安奈德治疗增生性瘢痕的 

 临床疗效研究 ---------------------------------------------------------------------------- 俞舜,杜勇,王丹 487 

PO-0770 IFN-γ及其诱导的 IDO 调节 Th17 细胞分化在同种 

 异体皮肤移植免疫耐受中的研究 ------------------------------------------- 张熠杰,吴高峰,胡大海 488 

PO-0771 西峡“5•17”特大爆炸事故紧急救援 ----------------------------------------------------------- 王硕 488 

PO-0772 背部软组织放线菌病的诊疗及文献回顾 ------------------------------- 张海军,郝岱峰,陈泽群等 489 

PO-0773 骨水泥在糖尿病足患者窦道伤口的应用初探 ------------------------- 张海军,郝岱峰,陈泽群等 489 

PO-0774 运动机能贴布治疗烧伤后瘢痕挛缩的疗效观察 ------------------------------------------- dangrui 490 

PO-0775 输入量与尿量比在深Ⅱ度烧伤患者休克预防性补液中的 

 应用分析 ------------------------------------------------------------------------- 李苏影,张建芳,苏蓉等 490 

PO-0776 由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分析高影响力中华医学会 

 系列期刊引发的思考 -------------------------------------------------------------------------------- 莫愚 491 

PO-0777 颜面部窦道联合上颌骨缺损皮瓣修复的护理 -------------------------------------------------- 王雪 491 

PO-0778 小儿癫痫发作致意外烧伤护理 ----------------------------------------------------------------- 孙阳阳 491 

PO-0779 碱化利多卡因喷雾剂在小面积浅Ⅱ°烧伤老年患者早期 

 清创中的临床应用 ------------------------------------------------------------- 刘晓彬,贲驰,李海航等 492 

PO-0780 科技期刊按需编制印刷版年终主题词索引的合理性—— 

 以《中华烧伤杂志》为例 ----------------------------------------------------------------------- 谢秋红 492 

PO-0781  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对烧伤患者康复的影响 ------------------------------------------------- 林幼华 493 

PO-0782 一种带床护栏及拱形架的烧伤科儿童专用翻身床 ----------------------------------------- 孙阳阳 493 

PO-0783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手热压伤腹部埋藏皮瓣中的应用体会 ---------- 刘晓彬,郑兴锋,唐洪泰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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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84 烧伤瘢痕组织与正常皮肤 miRNAs 差异性表达的研究 ------------- 翟红军,潘晓秋,李丽晖等 494 

PO-0785 浅谈医学期刊如何借助编委会组织重点号专题 ----------------------------------------------- 程林 494 

PO-0786 医学期刊编委会专家审稿组稿撰稿情况分析 -------------------------------------------------- 程林 495 

PO-0787 自粘性软聚硅酮伤口敷料（美皮贴）外用联合负压封闭 

 引流技术在较大面积烧伤创面网状植皮手术中的应用 ----------------------------------- 郁雪雪 495 

PO-0788 表皮细胞与创面修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 申传安,尚玉茹,尹凯等 496 

PO-0789 14 岁以下儿童大面积烧伤的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 ------------------ 程文凤,赵东旭,申传安等 496 

PO-0790 基于 excel 表格公式在危重烧伤患者膳食营养管理中的 

 应用 ------------------------------------------------------------------------------------------- 杨林娜,李峰 497 

PO-0791 中国多中心 2483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流行病学特征及预后 

 调查分析 ---------------------------------------------------------------------- 程文凤,申传安,张红艳等 497 

PO-0792 基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超支化基因载体构建促进创面愈合的 

 EGF 高表达细胞 ------------------------------------------------------------------------ 范亚倩,申传安 498 

PO-0793 临床型 MRI 仪扫描大鼠胰腺技术 ------------------------------------------ 李大伟,陈志晔,姜涛等 498 

PO-0794 胰高血糖素样肽 1 类似物 Exendin-4 对严重烫伤大鼠 

 胰腺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 李大伟,申传安,李龙珠等 498 

PO-0795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四肢严重坏死性筋膜炎患者 

 治疗中的应用 ---------------------------------------------------------------- 李龙珠,李大伟,申传安等 499 

PO-0796 降钙素原和降钙素原清除率用于评估烧伤脓毒症 

 患者预后的临床研究 ---------------------------------------------------------- 刘兆兴,张改巾,王鑫等 500 

PO-0797 休克期降钙素原水平与重度烧伤患者烧伤严重程度 

 及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 刘兆兴,张改巾,王鑫等 500 

PO-0798 严重烫伤大鼠糖代谢障碍与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关系的 

 探究 ---------------------------------------------------------------------------- 孙鹏超,申传安,朱碧薇等 501 

PO-0799 京尼平交联明胶凝胶的制备 ------------------------------------------------------------- 王佳,申传安 501 

PO-0800 Smurf2 对增生性瘢痕 TGF-β1 信号通路负向调节因子 

 Smad7 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 --------------------------------------------- 张志,刘昌玲,刘志河等 502 

PO-0801 适用于无异体皮覆盖的大鼠全层创面抗挛缩改良模型 ------------------- 王鑫,申传安,赵东旭 503 

PO-0802 胰蛋白酶动态多次消化分离皮肤组织有效提高表皮 

 细胞获取量 ------------------------------------------------------------------------- 王鑫,申传安,李哲等 503 

PO-0803 长效胰高血糖素样肽 1（GLP-1）类似物 Exendin-4 

 能缓解严重烫伤大鼠胰岛的胰岛素合成与分泌功能 ------------------- 赵东旭,马丽,申传安等 504 

PO-0804 微创技术结合多个扩张器联合扩张修复烧伤后 

 大面积瘢痕 ---------------------------------------------------------------------- 王会军,蒋永能,李耀等 504 

PO-0805 表皮干细胞在不同鼠龄大鼠皮肤结构中的功能 ------------------------- 郑波,申传安,安华英等 505 

PO-0806 转基因猪皮对于小儿浅 2 度创面的临床运用总结 -------------------------------------------- 彭宇 505 

PO-0807 2010-2017 我国瘢痕患者手术及并发症概况研究 ------------------------- 房贺,孙瑜,肖永强等 506 

PO-0808 基于功能化石墨烯的靶向光热效应治疗皮肤（创面） 

 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的研究 ---------------------------------------------------------------- 钱卫,罗高兴 506 

PO-0809 大面积烧伤应用深静脉置管的护理体会 ----------------------------------------------------- 韩明珠 507 

PO-0810 重组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持续冲洗合并负压引流治疗 

 难愈性创面 ----------------------------------------------------------------------------------------- 刘子健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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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11 “5.17”南阳成批烧伤病人的早期救治分析 ---------------------------- 张树堂,刘奇,李天宇等 508 

PO-0812 持续封闭负压引流技术在深度烧伤创面修复中的 

 应用效果分析 ---------------------------------------------------------------------------- 于洪亮,程银忠 508 

PO-0813 中频电联合蜡疗在治疗烧伤后瘢痕的临床应用 ------------------------- 李林军,陈治余,谭江琳 509 

PO-0814 煤矿成批瓦斯爆炸伤的组织与抢救的思考 -------------------------------------------------- 孙晋中 509 

PO-0815 危重烧伤患者液体复苏后常见问题探讨 -------------------------------------------------------- 路卫 509 

PO-0816 中频  蜡疗  烧伤瘢痕   ---------------------------------------------------------------- 鲁博,谭江琳 510 

PO-0817 影响植皮成活率的常见因素 ----------------------------------------------------------------------- 路卫 510 

PO-0818 应用巴克无菌敷贴治疗烧伤创面 60 例体会 -------------------------- 张树堂,邹仕波,郭鹏飞等 511 

PO-0819 眉部黑色素痣整合治疗 2 例 ---------------------------------------------- 张树堂,邹仕波,郭鹏飞等 511 

PO-0820 人工真皮移植后创面愈合质量的初步评价 ------------------------------- 傅跃先,赵燕妮,袁心刚 512 

PO-0821 重组人生长激素对低龄儿重度烧伤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 ----------------------------------- 邱林 512 

PO-0822 静脉注射用人血丙种球蛋白在儿童严重烧伤中的应用 ---------------- 袁心刚,傅跃先,田晓菲 513 

PO-0823 近端蒂隐神经筋膜皮瓣临床应用体会 -------------------------------------------------------- 张彦标 513 

PO-0824 重组人生长激素对婴幼儿重度烧伤创面愈合时间影响的研究 ---------- 丁雄辉,梅爱莲,邱林 514 

PO-0825 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在呼吸道烧伤中应用的 

 临床观察 -------------------------------------------------------------------------------------------- 李延仓 514 

PO-0826 一氧化二氮-氧气混合吸入镇痛在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 金昌丹,陈昭宏,陈舜等 515 

PO-0827 重度烧伤吸入性损伤的治疗观察 ---------------------------------------- 金昌丹,王顺宾,林建昌等 515 

PO-0828 负压吸引治疗在深二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 金昌丹,陈舜,陈昭宏 515 

PO-0829 严重烫伤大鼠红细胞趋化因子及其受体表达的改变及其与  

 炎症介质的关系 ---------------------------------------------------------------------- 陈晓东,李陟,江琼 516 

PO-0830 严重烫伤大鼠单个核细胞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基因表达谱的 

 变化 ------------------------------------------------------------------------------------- 陈晓东,李陟,江琼 516 

PO-0831 芦荟烧伤膏对小鼠深二度烫伤创面 TGF-β和 EGFL7 

 表达的影响 ------------------------------------------------------------------------- 陈晓东,李建学,江琼 517 

PO-0832 芦荟多糖通过 PKC/ERK 信号通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 

 增殖的作用机制  ------------------------------------------------------------------ 陈晓东,李建学,江琼 517 

PO-0833 重度特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的病情观察及护理 ---------------------------------- 何文娉,罗远凤 518 

PO-0834 天然生物合成敷料对促进创面愈合的研究进展 ---------------------------------- 李荣府,陈晓东 518 

PO-0835 胶原蛋白-壳聚糖纳米银抗菌敷料性能及深 II 烫伤 

 创面修复的影响 ------------------------------------------------------------------- 陈晓东,李荣府,江琼 518 

PO-0836 掌背动脉穿支皮瓣修复手指深度烧伤创面 -------------------------------------------------- 张晓启 519 

PO-0837 臀部穿支皮瓣修复骶尾部深度创面的疗效观察 -------------------------------------------- 张晓启 519 

PO-0838 足背中间皮神经营养血管远端蒂皮瓣修复足趾深度烧伤 -------------------------------- 张晓启 519 

PO-0839 负压吸引治疗糖尿病足方法探讨 ---------------------------------------- 楼非红,王顺宾,王子恩等 520 

PO-0840 气管切开治疗上呼吸道梗阻疗效观察 ------------------------------------- 楼非红,杨际慧,王顺宾 520 

PO-0841 1737 例小儿烧伤流行病学分析 ------------------------------------------------------------------- 蒋薇 520 

PO-0842 大面积烧伤病人护理 -------------------------------------------------------------------------------- 李薇 521 

PO-0843 Inhibition of autophagy enhances SMI-4a induced  

 growth inhibition and apoptosis of  

 melanoma cell ------------------------------------------------- Lv Dalun,Chen Lei,Wang Heli etc.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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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44 RNAi-mediated HSDL2 silencing suppresses cell  

 proliferation in human melanomas due to  

 dysregula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related  

 pathways ---------------------------------------------- Lv Dalun,Chen   Lei,Wang   He-Li etc. 522 

PO-0845 负压封闭引流术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回顾性 

 分析 ------------------------------------------------------------------------------- 江澜,辛国华,张友来等 522 

PO-0846 康惠尔水胶体敷料对浅二度及小面积烧伤的 

 疗效观察 -------------------------------------------------------------------------------------------- 喻卫红 523 

PO-0847 中药水疗加磁疗治疗小儿深Ⅱ度烧伤创面愈合后 

 瘢痕的效果 -------------------------------------------------------------------------------------------- 刘锐 523 

PO-0848 人促红细胞生成素对大鼠急性创面转化生长因子β1/Smad3 

 信号转导通路的影响 ---------------------------------------------------------- 吕大伦,陈雷,王合丽等 524 

PO-0849 剖腹减压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治愈严重烧伤并发腹腔 

 间隙综合征一例 ----------------------------------------------------------------------------------- 程君涛 525 

PO-0850 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 meek 植皮手术的护理体会------------------------------------------ 舒自琴 525 

PO-0851 不同地域烧伤创面霉菌感染差异性的研究 ----------------------------------------------------- 陈丽 525 

PO-0852 烧伤重症监护病房预防多重耐药菌交叉感染的护理体会 -------------------------------- 陈华玲 526 

PO-0853 护理文书督导团队在提高护理文书书写质量中的应用效果 -------------------------------- 董连 526 

PO-0854 双层人工真皮支架在骨、肌腱外露创面修复的应用研究 ----------------------------------- 马军 527 

PO-0855 多学科团队换药模式在手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效果研究 -------------------------------- 程霞 527 

PO-0856 枸橼酸局部抗凝在严重烧伤患者血液净化治疗的可行性 

 及安全性分析 -------------------------------------------------------------------------------------- 陈华玲 528 

PO-0857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烧伤科低年资护士临床 

 思维能力的研究 ----------------------------------------------------------------------------------- 黄玉群 528 

PO-0858 针对性护理对预防头面颈部烧伤患者气管插管相关性 

 肺炎的应用研究 ----------------------------------------------------------------------------------- 李茂君 529 

PO-0859 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现状调查分析 ----------------------------------------------- 李天珍 529 

PO-0860 烧伤病房实施每日风险管理记录表的风险管理方法及 

 应用体会 -------------------------------------------------------------------------------------------- 刘廷敏 529 

PO-0861 微型智能输液报警器的研制及临床应用 -------------------------------------------------------- 王颖 530 

PO-0862 烧伤患者社会回归满意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 高伶俐 530 

PO-0863 集束化护理对降低气道烧伤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 

 效果观察 -------------------------------------------------------------------------------------------- 戴小华 531 

PO-0864 烧伤门诊创面换药疼痛特点调查及疼痛管理策略初探 ----------------------------------- 刘春梅 532 

PO-0865 特殊部位烧伤患者的心理特点及护理干预对策 -------------------------------------------- 聂仕江 532 

PO-0866 我院烧伤病房创面治疗中心的建立与运行管理实践 -------------------------------------- 陶利菊 533 

PO-0867 无源压脉止血贴用于婴幼儿股静脉穿刺采血后止血效果的 

 观察研究 ----------------------------------------------------------------------------------------------- 谢滔 533 

PO-0868 糖尿病饮食宣教再造对提高烧伤患者植皮存活率的效果研究 -------------------------- 张晓文 534 

PO-0869 标准化沟通（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在烧伤急诊大面积 

 烧伤患者转运交接中的应用 ----------------------------------------------------------------------- 黎宁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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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70 大面积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病原菌特点 

 及集束化干预效果分析 ----------------------------------------------------------------------------- 黎宁 534 

PO-0871 糖尿病足患者临床分析 -------------------------------------------------------------------------- 张媛媛 535 

PO-0872 严重老年烧伤患者人工气道气囊压力监测及护理 -------------------------------------------- 黎宁 535 

PO-0873 糖尿病足负压护理 ------------------------------------------------------------------------- 王倩,张媛媛 536 

PO-0874 蜡疗联合矫形器治疗在手植皮手术后康复治疗中疗效观察 ----------------------------- 邹晓防 536 

PO-0875 音乐干预对严重烧伤患者治疗效果的 Meta 分析 --------------------------------------------- 刘薇 536 

PO-0876 铝水烧伤 12 例患者治疗体会 ------------------------------------------------------------------ 宋艳玲 537 

PO-0877 跨学科团队精准化血糖管理策略技术处理合并糖尿病 

 复杂伤口的实践与效果 ----------------------------------------------------------------------------- 黎宁 537 

PO-0878 高压电全身多处电击伤伴头颈部严重皮肤软组织 

 缺损一例 ----------------------------------------------------------------------------------------------- 王帅 538 

PO-0879 剖宫产术后坏疽性脓皮病的诊断和治疗 ---------------------------------- 罗红敏,赖文,卞徽宁等 540 

PO-0880 增生性瘢痕特异性 RNA 诊断标记物的筛查和验证 --------------------- 孙瑜,肖永强,夏照帆等 540 

PO-0881 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特异性蛋白标记物的筛查 ---------------------- 孙瑜,肖永强,王康安等 541 

PO-0882 新型低压无针注射技术在瘢痕内注射治疗中的 

 应用体会 ---------------------------------------------------------------------------- 孙瑜,徐达圆,唐洪泰 541 

PO-0883 诱导多能干细胞源性间充质干细胞联合微孔化脱 

 细胞真皮基质构建人工复合皮的初步研究 ------------------------------- 邹立津,王晓,张友来等 542 

PO-0884 危重烧创伤患者的镇痛镇静管理 ---------------------------------------------- 房贺,朱峰,肖仕初等 542 

PO-0885 烧伤后瘢痕挛缩严重畸形 1 例 ------------------------------------------------------- 马伟欢,习耀峰 543 

PO-0886 1 例游离股外侧肌瓣治疗坏死性感染皮肤的护理体会 ------------------------------------ 赵杜娟 543 

PO-0887 中草药面膜联合壳聚糖 A 型面膜治疗烧伤后面部 

 色素沉着 ----------------------------------------------------------------------------------------------- 郑燕 543 

PO-0888 负压引流技术联合游离皮瓣移植术修复四肢软组织 

 缺损的治疗与护理 ----------------------------------------------------------------------------------- 郑燕 544 

PO-0889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皮肤组织块共培养影响创面愈合的 

 研究 ----------------------------------------------------------------------------------------------------- 胡冰 544 

PO-0890 成年烧伤住院患者护理需求的调查研究 ------------------------------------- 江晓声,李琳,陈昭宏 545 

PO-0891 腕横纹皮瓣在指体瘢痕挛缩松解术中的应用 ---------------------------- 邢培朋,夏成德,狄海萍 545 

PO-0892 表皮生长因子对吸入性损伤治疗的效果影响 ------------------------------- 李琳,邹榕榕,陈昭宏 545 

PO-0893 成人头面部烧伤病耻感的研究进展 ----------------------------------------------------------- 周书婷 546 

PO-0894 关于一例阴茎和阴囊皮肤完全撕脱伤的个案报道 ------------------- 胡承浩,李东宇,张建华等 546 

PO-0895 1 例蜂窝织炎合并糖尿病病人慢性创面的护理体会 ----------------------- 方文姣,施靖,周万芳 546 

PO-0896 支具在小儿深度烧伤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 魏莹 547 

PO-0897 磨削痂结合+生物敷料覆盖治疗儿童深Ⅱ度烧伤 50 例 

 临床体会 ----------------------------------------------------------------------------------------------- 魏莹 547 

PO-0898 异种生物敷料治疗小儿Ⅱ度烧伤 ----------------------------------------------------------------- 魏莹 548 

PO-0899 深Ⅱ度烧伤创面早期磨痂+负压封闭引流治疗疗效分析 ------------------------------------- 魏莹 548 

PO-0900 应用中厚与全厚皮片修复手背深度烧伤临床观察 ------------------------------------------- 张 鹏 548 

PO-0901 肢体象皮肿切除植皮封闭创面 9 例分析 ----------------------------------------------------- 宋艳玲 549 

PO-0902 新型烧（创）伤婴幼儿“透气床”的设计与应用 ---------------------------------- 刘婷,袁志明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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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03  9 例重度烧伤后瘢痕上 PICC 置管护理体会 ------------------------- 方文姣,周万芳,朱咏梅等 549 

PO-0904 胸脐皮瓣在会阴部瘢痕挛缩松解中的应用 ------------------------------- 邢培朋,夏成德,狄海萍 550 

PO-0905 臀大肌筋膜皮瓣修复骶尾部压疮 ------------------------------------------- 陈明明,张文振,孙震宇 550 

PO-0906 烧伤医学的历史回望及新进展 ------------------------------------------- 左丽君,付立虎,李艳红等 551 

PO-0907 下肢皮肤-骨复合组织缺损与感染创面的修复重建 ---------------------------------------- 张家平 555 

PO-0908 生物材料对树突状细胞免疫功能影响及其调控途径 ---------------- 朱富军,童亚林,盛志勇等 556 

PO-0909 32 例烧伤后瘢痕癌回顾性分析 --------------------------------------------- 胡承浩,李东宇,李惠斌 556 

PO-0910 减张手术联合电子线照射治疗瘢痕疙瘩 ---------------------------------- 孙传伟,赖文,卞徽宁等 557 

PO-0911 坏疽性脓皮病的创面修复治疗 -------------------------------------------------------------------- 王爽 557 

PO-0912 创伤弧菌致坏死性筋膜炎 3 例临床治疗体会  ------------------------- 孙传伟,赖文,卞徽宁等 557 

PO-0913 含银抗菌生物敷料（霜剂型）治疗小面积Ⅱ°烧伤 

 感染创面的临床体会 ----------------------------------------------------------------------------- 韩炳旭 558 

PO-0914 纳米氧化锌/细菌纤维素新型抗菌敷料的研发与性能评价 -------------------------------- 张家平 558 

PO-0915 皮瓣联合颈阔肌皮瓣成形在面颈部瘢痕矫正美学修复的 

 临床应用 -------------------------------------------------------------------------------------------- 王宝云 559 

PO-0916 持续封闭负压引流在高压电击伤治疗中的应用 ------------------------------- 吴磊,吴为民,周波 559 

PO-0917 “周末效应”对烧伤患者的预后影响分析 ---------------------------------- 李琳,戴晶晶,陈昭宏 559 

PO-0918 严重烧伤患者外周血树突状细胞的变化     ----------------------------------------------- 李兴照 560 

PO-0919 银离子敷料联合生肌玉红膏治疗慢性创面的疗效分析 ----------------------------------- 付德丰 560 

PO-0920 烧伤患者换药疼痛的护理与管理研究进展 -------------------------------------------------- 蒋俊红 561 

PO-0921 压疮并发坏死性筋膜炎及 严重髋关节感染 1 例 ------------------------------------------- 张文辉 561 

PO-0922 右美托咪定复合瑞芬太尼在烧伤重症监护病房中清醒 

 非插管患者换药时的应用研究 -------------------------------------------- 杨智斌,沈江涌, 马强等 561 

PO-0923 简述医院医用耗材管理改革后科室对改革采取的应对措施 ----------------------------- 王志佳 562 

PO-0924 烧伤重症患者经气管切开处行支气管镜检查的护理体会 ---------------------- 刘敏杰,刘俊青 562 

PO-0925 掌背皮瓣逆行修复手指外伤后皮肤软组织缺损的临床研究 ----------------------------- 李向云 562 

PO-0926 胱抑素 C 在特重度烧伤患者肾功能监测中的临床价值 ----------------------------------- 李向云 563 

PO-0927 应用超比例腹部皮瓣带蒂移植修复下肢皮肤软组织缺损的 

 临床应用 -------------------------------------------------------------------------------------------- 李向云 564 

PO-0928 耳廓瘢痕疙瘩的临床治疗观察 ----------------------------------------------------------------- 习耀峰 564 

PO-0929 浅谈甘肃地区小儿烧伤原因及分析  ---------------------------------------------------------- 李玉环 565 

PO-0930 SIRT1 在烧伤脓毒症早期多脏器保护中的关键作用及分子机制 ------------- 白晓智,胡大海 565 

PO-0931 烧伤后问题性皮肤的观察及护理 ----------------------------------------------------------------- 魏霞 565 

PO-0932 烧伤吸入性损伤气道改建的维持护理 ----------------------------------------------------------- 魏霞 566 

PO-0933 各类皮瓣移植危象治疗及护理体会 -------------------------------------------------------------- 喻石 566 

PO-0934 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联合负压辅助愈合治疗系统在治疗 

 大面积皮肤缺损多发伤患者中的应用 1 例 ----------------------------------------------------- 陈亮 566 

PO-0935 学龄前烧伤患儿及其父母的心理干预 -------------------------------------------------------- 李晓燕 567 

PO-0936 小针刀治疗烧伤后条索状瘢痕 12 例 ------------------------------------------------------------ 赵旭 567 

PO-0937 不同浓度复春散 1 号的定量杀菌实验 -------------------------------------------------------- 刘晓慧 567 

PO-0938 ATGL 在烧伤早期心肌损害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李凌霏,胡炯宇,黄跃生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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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39 Unilateral sciatic nerve crush induces white blood cell  

 infiltration of the contralateral nerve -------------------------------------------------- 程佳,吕国忠 569 

PO-0940 吸入性损伤 87 例的护理 ------------------------------------------------------------------------ 吕小丽 569 

PO-0941 人脂肪组织及人脂肪瘤组织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生物学特性的 

 比较 ----------------------------------------------------------------------------------------------------- 廉娟 569 

PO-0942   介绍一种 3M 双面胶纸法手工制备网状皮的方法 --------------------------------------- 孙晓晨 570 

PO-0943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手部深度烧伤植皮中的应用  ------------------------------------------- 王刚 570 

PO-0944 烧伤患者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徐立炜 571 

PO-0945 甘肃地区儿童烧烫伤的原因分析及预防对策思考 ----------------------------------------- 徐立炜 571 

PO-0946 Acetylation-dependent regulation of Notch signaling in  

 macrophage by SIRT1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sepsis -------------------------------------------------------------------- Bai Xiaozhi 571 

PO-0947 体外卡巴胆碱对肠上皮细胞过氧化损伤 保护作用受体机制 ---------------------------- 邹晓防 572 

PO-0948 中厚皮换脸修复全颜面烧伤后瘢痕挛缩的远期疗效观察 ----------------------------------- 张诚 572 

PO-0949 慢性放射性溃疡创面的整形外科治疗 -------------------------------------------------------- 张鲜英 572 

PO-0950 肢体严重电烧伤的早期治疗 ----------------------------------------------------------------------- 肖斌 573 

PO-0951 利用肝素化脂肪组织脱细胞基质构建血管化组织工程  

 脂肪的实验研究 -------------------------------------------------------------------------------------- 宋玫 573 

PO-0952 电动车起火导致灾害性成批烧伤的临床回顾性分析 -------------------------------------- 柴承志 574 

PO-0953 瘢痕皮瓣+自体中厚皮片移植一期修复重度烧伤 

 瘢痕挛缩畸形 -------------------------------------------------------------------------------------- 李德绘 574 

PO-0954 重度烧伤患者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护理 ---------------------------- 姜彬,沈鸣雁,陈华清等 574 

PO-0955 乌司他丁对大面积烧伤切痂植皮术后患者血清 C 反应蛋白 

 与降钙素原的影响 ------------------------------------------------------------------------- 冯建科,邢亮 575 

PO-0956 PDGF/PDGFR 研究及其在疾病中的作用 ----------------------------------------- 高志娟,张庆富 575 

PO-0957 烧伤相关概念内涵浅析 -------------------------------------------------------------------------- 张庆富 575 

PO-0958 烧伤后精神障碍应对措施 -------------------------------------------------------------------------- 杨蒙 576 

PO-0959 P 物质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分泌功能的影响 --------------------------------------------------- 江琼 576 

PO-0960 高压电击伤合并肝肾心脑损伤及双上肢骨骼严重损伤 

 1 例治疗体会 ------------------------------------------------------------------------------------------ 杨蒙 577 

PO-0961 P 物质对脂多糖诱导损伤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分泌功能的影响 ---------------------------- 江琼 577 

PO-0962 Ghrelin 对烫伤引起的大鼠肠粘膜屏障功能损伤的保护作用 ------------------------------- 江琼 577 

PO-0963 心理干预在老年压疮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效果观察 ---------------------------------- 褚光,朴丹 578 

PO-0964 烧伤病人的心理护理 ----------------------------------------------------------------------------- 安丽华 578 

PO-0965 口角撑开器在面部烧伤小口畸形病人中的应用 -------------------------------------------- 顾静贞 579 

PO-0966 兰州地区烧伤病房细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 张鲜英 579 

PO-0967 BH3 模拟物 ABT-263 靶向诱导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凋亡 ------------------ 杨小兰,夏照帆 579 

PO-0968 游离植皮或皮瓣转移联合使用负压创面治疗技术治疗 

 Ⅲ/Ⅳ度烧伤效果  ------------------------------------------------------------------------------------ 雷磊 580 

PO-0969 剥脱性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改善瘢痕增生期儿童睡眠 

 质量和瘙痒的研究 ---------------------------------------------------------- 徐海艇,谢春晖,吕开阳等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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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70 ANew,SimpleandFeasibleApproachtoEvaluateTreatment 

 Efficacyof Wound HealingofBurnInjurytoSkin ----------------------------------- Zhong Shuping 581 

PO-0971 悬浮床联合 Meek 植皮术治疗大面积烧伤的临床疗效 ------------------------------------ 张可金 582 

PO-0972 高流量氧气湿化治疗在烧伤合并肺爆震伤中的护理体会 -------------------------------- 高阿阳 582 

PO-0973 高压电烧伤对大鼠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3、β-血小板 

 球蛋白的远期影响及血必净、乌司他丁的干预作用 ---------------------------- 吴刘吉,张庆富 583 

PO-0974 富血小板血浆促进游离皮瓣内源性生长因子表达的研究 ----------------------------------- 王彪 584 

PO-0975 微信与微课在烧伤外科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 黄美霞 584 

PO-0976 创面延迟愈合与微循环障碍 2 ------------------------------------------------------------------ 张庆富 585 

PO-0977 创面延迟愈合与微循环障碍 3 ------------------------------------------------------------------ 张庆富 585 

PO-0978 创面延迟愈合与微循环障碍 4 ------------------------------------------------------------------ 张庆富 585 

PO-0979 烧伤后增生性瘢痕患者需要药物干预瘢痕瘙痒症状的 

 危险因素分析 -------------------------------------------------------------------------------------- 范明枝 585 

PO-0980 化学烧伤 ----------------------------------------------------------------------------------------------- 张丹 586 

PO-0981 45 例皮肤软组织扩张器埋置术后患者的护理 ------------------------------------------------- 韩颖 586 

PO-0982 延期植皮在功能部位瘢痕挛缩畸形修复中的应用 -------------------------------------------- 李允 587 

PO-0983 Akt/mTOR 信号通路在糖尿病大鼠皮肤病变及创面 

 愈合中的作用 ----------------------------------------------------------------------------------- 迪力夏提 587 

PO-0984 急诊切痂的临床实践与思考 -------------------------------------------------------------------- 程天平 588 

PO-0985 PRP+VSD 在糖尿病足慢性创面的应用体会 -------------------------------------------------- 李莹 588 

PO-0986 中药小果蔷薇等复方制剂消炎抗毒临床初探 ------------------------------------------- 刘敏,刘敏 589 

PO-0987 深度烧伤创面的综合治疗分析 -------------------------------------------------------------------- 李允 589 

PO-0988 严重烧伤患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分析  ---------------------------------------- 李允 589 

PO-0989 1 例碱烧伤合并严重疱疹病毒感染患者的救治体会 ----------------------------- 刘顺利,陈铭锐 590 

PO-0990 管状旋髂浅动脉穿支皮瓣修复单指毁损伤临床 观察 ------------------------------------- 郭志谦 590 

PO-0991 VSD 在急性皮肤软组织感染的治疗分析 ---------------------------------------------------- 李海晖 591 

PO-0992 优质护理在重症烧伤患者急救中的应用效果 ---------------------------- 邓肖静,覃江焕,王永银 591 

PO-0993 白藜芦醇通过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减弱烧伤小鼠缺氧 

 诱导的神经毒性 ----------------------------------------------------------------------------------------- 高 591 

PO-0994 生物电场通过自噬调控表皮细胞的定向迁移 ------------------------- 闫甜甜,江旭品,林国安等 592 

PO-0995 1 例小肠切除术后并发毛霉菌感染及坏死性筋膜炎 

 患者的护理 ----------------------------------------------------------------------------------------- 梁月英 592 

PO-0996   1 例回肠造瘘术后皮肤黏膜分离及周围软组织感染 

 患者的护理 ----------------------------------------------------------------------------------------- 梁月英 593 

PO-0997 微信教育在烧伤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 -------------------------------------------------- 梁月英 593 

PO-0998 P75NTR 通过调节 p53 水平影响表皮干细胞低营养诱导下的 

 自噬 ---------------------------------------------------------------------------- 殷思源,曹永倩,马嘉旭等 594 

PO-0999 成功抢救 100%2、4-对硝基苯溶液重度烧伤 1 例 ------------------------ 晋强,张红云,王世全 594 

PO-1000  巨噬细胞促进毛囊干细胞增殖同时促进毛囊干细胞衰老的 

 研究 ---------------------------------------------------------------------------- 马嘉旭,曹永倩,殷思源等 595 

PO-1001 心脏术后前胸正中切口不愈的治疗与流行病学分析 ---------------------------- 侯玉森,曹玉珏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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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2 负压封闭引流固定移植皮片对老年患者深度烧伤创面 

 治疗中的应效果 ------------------------------------------------------------------------- 张燕平,温裕庆 596 

PO-1003 游离下腹部皮瓣修复足部软组织缺损 -------------------------------------------------------- 金俊俊 596 

PO-1004 P75NTR 对慢性创面中角质形成细胞自噬和衰老的影响 ------------------------- 冯璋,王一兵 597 

PO-1005 先天性聋哑病人烧伤后癫痫发作护理 1 例 -------------------------------------------------- 曾燕惠 597 

PO-1006 烧伤患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分析 ----------------------------------------------------- 江杭 597 

PO-1007 植物表皮生长因子（EGF）实验研究 ----------------------------------------------------------- 刘敏 598 

PO-1008 水凝胶泡沫敷料在供皮区的应用观察 ------------------------------------- 许艺超,陈昭宏,陈舜等 598 

PO-1009 富马酸二甲酯在体外实验中对脓毒症肺损伤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何兴凤,夏照帆 599 

PO-1010 烧伤科护士长工作压力源分析及对策 -------------------------------------------------------- 郭晓芳 599 

PO-1011 以 Q-SOFA 为导向对早期诊断烧伤脓毒症的意义—附 2 年 86 例烧伤 

 脓毒症早期诊断的信息剖析 ------------------------------------------------- 娄季鹤,李晓亮,吕涛等 601 

PO-1012 严重烧伤患者并发 CRBSI 相关因素分析-附 3 年 32 例报告 --------- 娄季鹤,李晓亮,冯可等 601 

PO-1013 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串联足底内侧皮瓣修复前足部皮肤缺损的 

 临床疗效观察 ----------------------------------------------------------------------------------------- 韩夫 602 

PO-1014 “自始至终康复” 理念对防治小儿手深度烧伤瘢痕畸形的 

 意义 --附 572 例长期随访报告 ------------------------------------------ 娄季鹤,李鹏耀,马玉梅等 602 

PO-1015 湿润烧伤膏与自体 PRP 联合医用藻酸盐敷料在深Ⅱ度 

 烧伤治疗中的临床疗效观察 -------------------------------------------------------------------- 孙姸娜 603 

PO-1016 互联网烧伤急救信息的内容分析 ---------------------------------------------------- 张华宇,王一兵 604 

PO-1017 严重烧伤休克期 Picco 监测下应用缩血管药物实施限制性 

 补液策略的效果评价 ------------------------------------------------------- 娄季鹤,李晓亮,肖红涛等 604 

PO-1018 VSD 负压吸引技术早期应用在Ⅲ度深型烧伤创面中的疗效 ---------------------- 韩刚,张荣明 605 

PO-1019 深度褥疮的临床治疗体会 ---------------------------------------------------- 李泰然,李万同,修一平 605 

PO-1020 烧伤并发呼吸窘迫综合征 20 例临床分析 -------------------------------------------- 刘宁,张荣明 606 

PO-1021 脂肪移植在创面愈合及瘢痕防治中的临床应用 ---------------------------------- 王洪涛,胡大海 606 

PO-1022 小儿大面积烧伤的护理 -------------------------------------------------------------------------- 李媛媛 607 

PO-1023 大张中厚皮片移植修复手背深Ⅱ度烧伤后期创面近远期疗效 ----------------------------- 高虎 607 

PO-1024 探讨大面积烧伤病人的体位护理 -------------------------------------------------------------- 李晓蕊 607 

PO-1025 应用 MEEK 植皮技术修复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疗效观察 --------- 丁华荣,蒙诚跃,李德绘等 608 

PO-1026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留置鼻胃肠管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 张献丽 608 

PO-1027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应用深静脉置管的临床护理体会 ----------------------------------- 张献丽 608 

PO-1028 小儿烧伤的护理体会。 -------------------------------------------------------------------------- 李菲菲 609 

PO-1029 危重烧伤病人的护理体会 ----------------------------------------------------------------------- 李菲菲 609 

PO-1030 郑州地区儿童烧伤原因调查分析 -------------------------------------------------------------- 李延仓 610 

PO-1031 烧伤气管切开患者心理护理 ------------------------------------------------- 何素真,冯可,丁春光等 610 

PO-1032 烧伤整形病房 1963 株细菌及其耐药情况分析 ----------------------- 丁华荣,李德绘,蒙诚跃等 610 

PO-1033 提高护理实习生在烧伤病人静脉穿刺成功率的体会 -------------------------------------- 刘俊青 611 

PO-1034 特重烧伤患者液体管理的护理体会 -------------------------------------------------------------- 陈慧 611 

PO-1035 烧伤科病人的心理学分析及护理对策 ----------------------------------------------------------- 李清 611 

PO-1036 成批特重度烧伤伴重度吸入性损伤伤员救治总结 ------------------------------- 刘胜利,郑建生 612 

PO-1037 枸橼酸钠抗凝 CRRT 在烧伤脓毒症患者中的应用 -------------------- 肖宏涛,田社民,魏莹等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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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38 ＰＣＴ及 ＣＲＰ对烧伤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 

 评估作用 ---------------------------------------------------------------------- 肖宏涛,李晓亮,娄季鹤等 612 

PO-1039 小针刀治疗条索状瘢痕 12 例 --------------------------------------------------------------------- 赵旭 613 

PO-1040 "VERSAJE 清创水刀系统治疗深度烧伤的疗效及安全性" --------- 肖宏涛,田社民,查新建等 613 

PO-1041 NPAS2 靶向诱导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分化 --------------------------------- 卫裴,夏照帆 614 

PO-1042 儿童面部外伤临床分析 -------------------------------------------------------------------------- 王淑娟 614 

PO-1043 手指氢氟酸烧伤后的早期处置与外科处理的重要性 ----------------------------------------- 张明 614 

PO-1044  儿童应用软组织扩张术出现并发症原因分析 ---------------------------------------------- 王淑娟 615 

PO-1045 小儿成批烧伤早期的救治体会 ----------------------------------------------------------------- 王淑娟 615 

PO-1046 头面部烧伤患者不同时期的护理体会 -------------------------------------------------------- 邓艳萍 615 

PO-1047 难愈性创面的治疗策略 -------------------------------------------------------------------------- 王淑娟 616 

PO-1048 预构皮瓣修复面部组织缺损 -------------------------------------------------------------------- 王淑娟 616 

PO-1049 烧伤后期残余创面处理 -------------------------------------------------------------------------- 郭万里 616 

PO-1050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reconstruction of skin epidermis  

 and dermis -------------------------------------------------- Zhu Jiayuan,Liu Peng,Tang Bing etc. 618 

PO-1051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Comparing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with  

 traditional bolster dressings Used in  

 Skin Grafting ------------------------------------------ Cao Xiaoling,Tang Bing,Hu Zhicheng etc. 619 

PO-1052 支具在小儿烧伤手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 杨焕纳 620 

PO-1053 PLEKHC1 通过聚集 ARHGEF6 进而激活 Rac1 致活化 

 MAPK 通路从而调控黑色素瘤的生长和增殖 ------------------------------- 黄韶斌,唐冰,朱家源 620 

PO-1054 上肢微型游离皮瓣亚急诊修复手部电击伤创面 ------------------------- 邢培朋,夏成德,狄海萍 621 

PO-1055 延期植皮在小儿手功能康复中的应用及意义 ----------------------------------------------- 杨焕纳 621 

PO-1056 烧伤护理 -------------------------------------------------------------------------------------------- 刘雪姣 621 

PO-1057 小儿特重度烧伤延迟复苏休克期补液方案探讨 -------------------------------------------- 王燕妮 622 

PO-1058 远程医疗在烧伤领域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 程雨虹,王慧,刘丽红等 622 

PO-1059 异体脱细胞真皮在小儿烧伤中的应用 -------------------------------------------------------- 杨焕纳 622 

PO-1060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在难愈性创面应用的临床研究 -------------------------------------- 韩张杰 623 

PO-1061 气道管理团队在成批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 

 气道管理中的应用 ------------------------------------------------------------- 陳華清,沈鸣雁,徐婷等 625 

PO-1062 用心倾听、用心感悟 ----------------------------------------------------------------------------- 戴玉莹 626 

PO-1063 4457 例烧伤住院患儿流行病学调查 ------------------------------------ 韩大伟,田社民,查新建等 626 

PO-1064 BICU 医疗器械相关压力性损伤的原因分析 

 及防范措施 ---------------------------------------------------------------------- 冯可,景福琴,李金丹等 627 

PO-1065 改良烧伤患者深静脉导管固定方法的护理体会 ------------------------- 冯可,张献丽,丁春光等 627 

PO-1066 肢体高压电击伤行游离皮瓣修复术后的护理体会 ----------------------------------------- 王丽敏 627 

PO-1067 组织工程全层皮肤在烧伤患者深度难愈创面 

 治疗中的应用 ---------------------------------------------------------------- 韩大伟,狄海萍,夏成德等 628 

PO-1068 面部烧伤病人早期的护理体会 ----------------------------------------------------------------- 王丽敏 628 

PO-1069 CTRP3 经 TGF-β/Smad 信号通路调控瘢痕疙瘩成纤维 

 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表达的影响 ----------------------------------------------------------- 程传涛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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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70 大面积烧伤发生脓毒血症相关因素分析 ------------------------------------- 张建,李晓亮,娄季鹤 629 

PO-1071 头皮刃厚皮回植术在小儿烧伤躯干中厚皮供皮区 

 应用的疗效观察 ------------------------------------------------------------- 韩大伟,田社民,查新建等 629 

PO-1072 大面积烧伤病人肠内外营养支持的临床研究 ------------------------------- 张建,李晓亮,娄季鹤 630 

PO-1073 探究大黄对烧伤脓毒症合并肠麻痹患者的治疗作用 ---------------------- 张建,李晓亮,娄季鹤 630 

PO-1074 危重烧伤患者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床旁行 CRRT 的 

 护理体会 ---------------------------------------------------------------------------- 丁春光,冯可,李金丹 631 

PO-1075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 V.A.C.治疗压疮创面的护理体会 -------------------------------------- 李洪月 631 

PO-1076 影响 MEEK 植皮成活原因剖析—附 7 例失败案例 --------------------- 娄季鹤,李晓亮,吕涛等 632 

PO-1077 252 例危重烧伤患儿休克期张力液复苏的回顾性分析 ----------------- 刘淑华,褚志刚,李泽等 632 

PO-1078 1462 例老年烧伤住院患者临床流行病学分析 ---------------------------------------------- 席毛毛 633 

PO-1079 股前外侧逆行岛状皮瓣修复老年性膝部Ⅳ°损毁创面 5 例 ------------------- 张卫东,谢卫国 633 

PO-1080 小腿穿支螺旋桨皮瓣修复足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11 例 --------------------------- 张卫东,张伟 634 

PO-1081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 JAS 关节活动训练器治疗 

 深度烧伤后肘关节活动障碍的疗效观察 ------------------------------------- 陈佩,茹天峰,罗皓等 634 

PO-1082 功能训练联合可调手背式伸直位支具治疗幼儿手掌瘢痕 

 挛缩的临床疗效观察 ---------------------------------------------------------------- 陈佩,罗皓,袁林等 635 

PO-1083 重组人生长激素在治疗儿童重度烧伤中的应用 -------------------------------------------- 褚志刚 635 

PO-1084 激光散斑血流成像在预测烧伤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中的 

 应用研究 -------------------------------------------------------------------------------------------- 褚志刚 636 

PO-1085 PNF 技术对降低肘关节烧伤后异常增高肌张力的疗效观察 -------------------------------- 罗皓 636 

PO-1086 3D 打印假肢病例报道------------------------------------------------------------------------------- 罗皓 636 

PO-1087 采用低温热塑夹板预防跑步机履带擦伤手指后瘢痕挛缩的 

 效果观察 ----------------------------------------------------------------------------------------------- 罗皓 637 

PO-1088 106 例重度烧伤患者不同气管切开方式的回顾性分析研究 -------- 栾夏刚,王德运,蒋梅君等 637 

PO-1089 2012 年-2017 年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住院患者 

 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 栾夏刚,柯玲玲,孙建斌等 638 

PO-1090 头部刃厚皮回植小儿中厚皮供皮区的临床观察 -------------------- 薛继东, 夏成德,狄海萍等 638 

PO-1091 烧伤患者血清骨代谢标志物的早期变化 ---------------------------------------------- 龚翔,谢卫国 638 

PO-1092 高压电击伤的营养支持护理   ----------------------------------------------------------------- 李亚丹 639 

PO-1093 儿童烧伤瘢痕的激光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 雷芳,王娟,徐娟 639 

PO-1094 感染性创面处理的临床实践与思考 ----------------------------------------------------------- 沈余明 640 

PO-1095 美皮康银敷料治疗大面积烧伤患者后期残余创面的 

 疗效观察 ---------------------------------------------------------------------- 薛继东,夏成德,狄海萍等 640 

PO-1096 皮肤组织无偿捐献供者来源性感染的危险因素调查 ---------------------- 叶子青,张伟,谢卫国 640 

PO-1097 无偿捐献来源异体皮制备的生物安全风险 -------------------------------------------------- 叶子青 641 

PO-1098 三种医用臭氧剂型对烧伤创面常见多重耐药菌的杀菌效果分析------------------------ 叶子青 641 

PO-1099 烧伤病房环境中创面常见致病菌的分布特点与院感防控 -------------------------------- 叶子青 642 

PO-1100 大面积烧伤患者静脉导管感染防控的护理策略 ----------------------------------------------- 孙燕 642 

PO-1101 大面积烧伤病人休克期抗休克的护理体会  ---------------------------------------------------- 孔婷 643 

PO-1102 生物纤维素敷料用于二度烧伤及供皮区创面的随机对照 

 临床研究 ---------------------------------------------------------------------- 潘选良,韩春茂,陈国贤等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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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03 异体皮肤制备与移植的生物安全风险 -------------------------------------------------------- 叶子青 643 

PO-1104 探究镜像疗法在上肢电击伤伴神经损伤患者中的应用 -------------------------------------- 袁林 644 

PO-1105 软聚硅酮银离子泡沫敷料在小儿Ⅱ°烧伤创面应用的 

 疗效观察 -------------------------------------------------------------------- 薛继东, 狄海萍,夏成德等 644 

PO-1106 臭氧对原代培养人表皮细胞作用的体外研究 ------------------------- 赵超莉,叶子青,阮琼芳等 645 

PO-1107  特重度烧伤患者俯卧位机械通气护理风险评估 

 及防范措施 ---------------------------------------------------------------------------------- 梁继红,孙燕 645 

PO-1108 烧伤科病房环境细菌检测及药敏试验结果分析 ------------------------- 赵超莉,吴红,叶子青等 645 

PO-1109 特重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伴心脏病患者临床护理措施 ------------------------- 张笑雪,王艺青 646 

PO-1110 重症烧伤患者开始肠内营养时机的临床研究 ---------------------------- 王德运,栾夏刚,李莉等 646 

PO-1111 强化阶段性健康教育应用于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 田莹,孙燕 647 

PO-1112 特重烧伤患者小剂量镇静镇痛疗效观察 

 及护理集束化管理 ------------------------------------------------------------- 张笑雪,景福琴,岳亚楠 647 

PO-1113 重症烧伤患者院内染报告分析与护理体会 ------------------------------------------- 张绍慧,孙燕 647 

PO-1114 水胶体敷料在预防器械相关性压疮中的应用与体会 ---------------- 张笑雪,王亚平,郭春萍等 648 

PO-1115 磺胺嘧啶银混悬液及纳米银银烧伤膏对比的护理体会 -------------------------------------- 孔婷 648 

PO-1116 颜面部烧伤伤残患者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 ------------------------- 张笑雪,郭春萍,王艺青等 648 

PO-1117 “6S”管理模式在重症烧伤科用药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 范文雪,孙燕 649 

PO-1118 亲情护理在老年烧伤患者的应用 ----------------------------------------------------------------- 黄丽 649 

PO-1119 疤痕康复控制预防关节能够部位畸形 -------------------------------------------------------- 雷君遥 649 

PO-1120 双侧预扩张胸三角皮瓣接力转移修复面部、颈部、 

 鼻部或上唇瘢痕畸形 -------------------------------------------------------------------------------- 陈欣 650 

PO-1121 血管介入治疗对糖尿病足溃疡的疗效分析 ------------------------------- 朱家源,黎贝珊,唐冰等 651 

PO-1122 自体表皮基底细胞治疗糖尿病猪创面的研究 ---------------------------- 胡志成,唐冰,李晓卉等 651 

PO-1123 9 例难愈合痛风性溃疡在“创面床准备”下行植皮术的 

 围手术期护理 ------------------------------------------------------------------- 李舒婷,胡志成,唐冰等 651 

PO-1124 基于连续组织切片重建人体皮肤组织三维结构的研究 ---------------- 朱家源,刘鹏,董云先等 652 

PO-1125 臀上动脉轴型皮瓣结合负压引流技术治疗压疮 30 例 ------------------ 王会军,李耀,蒋永能等 652 

PO-1126 早期应用重组人生长激素对严重烧伤患者的影响 ------------------------- 邵阳,贾军,马印东等 653 

PO-1127 两种手术方法在颈部深度的治疗效果比较 ------------------------------- 江碧川,高优,杨新蕾等 653 

PO-1128 家庭多成员烧伤患者家属心理的质性研究 ----------------------------------------------------- 曾纯 653 

PO-1129 臀骶尾部巨大难愈性压疮的综合治疗 -------------------------------------------------------- 黄书润 654 

PO-1130 手部复杂创面修复方法的改良及疗效观察 -------------------------------------------------- 黄书润 654 

PO-1131 罕见双侧锁骨下静脉置管均异位 1 例 -------------------------------------------------------- 黄书润 655 

PO-1132 护士视角下烧伤患者尊重需求满足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 江晓声 655 

PO-1133 重度烧伤患者不同时期护理需求的调查分析 ----------------------------------------------- 江晓声 655 

PO-1134 两种不同交流方式在直升机上救护中的应用 ----------------------------------------------- 林玉丹 656 

PO-1135 直升飞机模拟伤员救护演练标准流程的构建 ----------------------------------------------- 林玉丹 656 

PO-1136 护理流程管理在家庭多成员烧伤患者早期的应用与体会 -------------------------------- 许翠玲 656 

PO-1137 皮耐克+VSD 技术+刃厚皮片移植联合修复复杂创面的 

 临床应用 -------------------------------------------------------------------------------------------- 刘江涛 657 

PO-1138 改良菱形瓣修复骶尾部压疮 28 例 --------------------------------------------------------------- 张勇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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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39 镍电解液化学烧伤的治疗及镍毒理学探讨 -------------------------------------------------- 柴胜武 657 

PO-1140 高原地区冻伤救治经验 ------------------------------------------------------------------- 王洪瑾,李毅 658 

PO-1141 15 例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分析 ---------------------------------------------------------------- 范春节 658 

PO-1142 生物钟基因 BMAL1 对成纤维细胞增殖迁移的作用 

 及机制研究 ---------------------------------------------------------------------- 刘华振,吕开阳,夏照帆 659 

PO-1143 模拟回归体验室对面部烧伤患者回归社会的干预效果 ------------------------- 贺婷婷,吴巍巍 659 

PO-1144 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改善成人瘢痕患者睡眠质量的 

 前瞻性前后队列研究 ------------------------------------------------------- 吕开阳,刘华振,肖仕初等 660 

PO-1145 基于混合虚拟现实技术的 3D 可视化手术精准导航系统在 

 胸部异物感染手术的应用 ---------------------------------------------------- 黄志锋,赖文,郑少逸等 660 

PO-1146 慢性创面的综合治疗 ----------------------------------------------------------------------------- 董茂龙 661 

PO-1147 硅酮在增生性瘢痕中的应用 ------------------------------------------------------------- 石文,王一兵 661 

PO-1148 进一步重视压力治疗在增生性瘢痕中的应用 ------------------------- 邹仕波,张树堂,崔正军等 662 

PO-1149 一种改良型女性接尿器的设计与应用  --------------------------------------------- 王博群,罗旭芳 662 

PO-1150 一种烧伤科专用被撑式多功能理疗仪的设计与应用 ---------------------- 袁丽,罗旭芳,白亚平 662 

PO-1151 肝素/类肝素外用治疗创面的体会 ------------------------------------------------------------- 张海瑞 663 

PO-1152 重度烧伤患者创面治疗相关性疼痛因素调查分析 --------------------- wangqing,周琴,石雪芹 663 

PO-1153 烧伤患者的心理分期及治疗 -------------------------------------------------------------------- 李树仁 664 

PO-1154 二度烧伤创面早期处理的“一期覆盖”治疗原则 ------------------- 纪世召,肖仕初,王广庆等 664 

PO-1155 49 例医源性皮肤损伤的临床观察  ------------------------------------------------------------ 李树仁 665 

PO-1156 肛周感染致阴囊阴茎及软组织感染 4 例 -------------------------------------------------------- 王鹏 665 

PO-1157 糖尿病足的外科治疗 ----------------------------------------------------------------------------- 胡振生 665 

PO-1158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Simvastatin in a Rat Model  

 of smoke Inhalation Lung Injury ----------------------------- Cui Zhengjun,Sun Jialin,Gao Ya 666 

PO-1159 拉杆式伤口皮肤扩展器（SSD）在烧、创伤高张力 

 创面修复中的应用得失 ------------------------------------------------------- 邵华伟,王新刚,韩春茂 666 

PO-1160 纳米银无菌敷料在小儿头面部深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体会 ---------------------- 马丽娜,王贺 667 

PO-1161 负压伤口治疗技术在腹部切口不愈的应用 ----------------------------------------------------- 王军 667 

PO-1162 63 例老年烧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 刘文珍,刘平,黄丽 668 

PO-1163 大面积烧伤病人危重患者的护理体会 ----------------------------------------------------------- 杨欢 668 

PO-1164 微生物定植：临床表现及瘢痕疙瘩形成的可能因素 ------------------- 秦丹莹,赵聪颖,任盼等 668 

PO-1165 治疗面部沥青烧伤后创面感染一例 ------------------------------------------------- 苗盈盈,王忠新 669 

PO-1166 一种烧伤病人床上功能锻炼器的设计与应用  --------------------------------- 刘娟,罗旭芳,雷艳 669 

PO-1167 NPWT 联合持续灌洗技术在严重坏死性筋膜炎治疗中的 

 应用 ------------------------------------------------------------------------------- 汪建,于家傲,赵景春等 670 

PO-1168 Analysis of Casualties in 2014 Kunshan Explos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a Mortality Prediction Model for  

 Severe Adult Burn Patients ------------------- Li Junqiang,Tang Chenqi,Shou Beiming etc. 670 

PO-1169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护理模拟教学方案的设计和评价 ----------------------------------- 张寅 671 

PO-1170 集束化护理在一例罕见低龄患儿口腔咽喉部烫伤并缺氧 

 窒息中的护理干预 -------------------------------------------------------------------------------- 张玲玲 672 

PO-1171 重度吸入性损伤并发迟发性胸腔积液一例 ---------------------------------- 程大胜,李廷,贲道锋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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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2 烧伤浸浴法改良前后对比 ------------------------------------------------------------------- 戴靖,袁洁 673 

PO-1173 开胸心脏大血管置换术后高风险伤口的伤口管理 ---------------------- 马亮华,赖文,郑少逸等 673 

PO-1174 细菌定植：临床表现及瘢痕疙瘩形式的可能因素 ---------------------- 秦丹莹,赵聪颖,任盼等 674 

PO-1175 横行 H 型皮瓣联合负压引流治疗阴囊皮肤软组织缺损 ---------------- 李霞,陈宁杰,王海涛等 674 

PO-1176 深Ⅱ度烧伤创面早期加深的机制探讨与防治 ------------------------------------- 张勤学,李利根 675 

PO-1177 儿童重症烧烫伤后早期气管切开术适应证的对比研究 ----------------------------------- 周金武 675 

PO-1178 rhGM-CSF 促进创面愈合的研究进展和应用共识 ------------------- 程大胜,蔡少甫,陈晓东等 676 

PO-1179 重度烧伤后并发双侧颈内静脉血栓一例 ----------------------------------------------------- 吴抽浪 676 

PO-1180 重症烧伤患者血液滤过中枸橼酸钠抗凝效果评估 ----------------------------------------- 王志勇 677 

PO-1181 烧伤外科疾病应用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系统的问题和对策 ---------------- 赵洪良,朱浩,崔康乐 677 

PO-1182 足部感染的诊断与《灵枢篇•痈疽》 ------------------------------------------------ 赵洪良,崔康乐 678 

PO-1183 近端小管上皮细胞及钠钾 ATP 酶对血氨敏感性的 

 实验研究 ---------------------------------------------------------------------- 邹立津,张友来,辛国华等 678 

PO-1184 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对深 II 度烧伤创面愈合后瘙痒的 

 治疗效果比较 ---------------------------------------------------------------------------- 于清华,于家傲 678 

PO-1185 瘢痕内胶原纤维的自发荧光机制 -------------------------------------------------------------- 赵洪良 679 

PO-1186 2011~2017 年宁波地区煤气烧伤流行病学研究 ------------------------- 范友芬,陈粹,潘艳艳等 679 

PO-1187 静脉治疗管理模式的探究与实施 ----------------------------------------------------------------- 张迪 680 

PO-1188 头面部烧伤病人的护理 ----------------------------------------------------------------------------- 李影 680 

PO-1189 集束化护理干预在减少皮下注射重组人生长激素 

 不良反应中的效果 -------------------------------------------------------------------------------- 付莉莉 681 

PO-1190 斜方肌皮瓣修复颈后严重高压电烧伤一例病例报道 -------------------------------------- 崔源菲 681 

PO-1191 皮瓣联合美容缝合在面部皮肤缺损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 薛欣 682 

PO-1192 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 

 镇静镇痛效果观察 ------------------------------------------------------------------------- 付莉莉,李凤 682 

PO-1193 橡皮生肌膏治疗Ⅲ°烧伤创面的效果观察 ----------------------------------------------------- 魏伟 682 

PO-1194 治愈特大面积烧伤并发毛霉菌感染 1 例 -------------------------------------------------------- 魏伟 683 

PO-1195 血浆置换术治疗大面积烧伤合并严重高胆红素血症的 

 护理技术分析 ----------------------------------------------------------------------------------------- 李凤 683 

PO-1196 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 3 种不同护理方法的临床效果比较 ---------------- 吴红,李凤,谢卫国 683 

PO-1197 糖尿病并发严重大面积皮肤软组织感染的病例分析 ------------------- 辛国华,张友来,江澜等 684 

PO-1198 小儿烧伤创面的早期治疗的临床观察 -------------------------------------------------------- 宛仕勇 684 

PO-1199 大面积烧伤患者中心动、静脉导管感染危险因素 

 及安全留置时间研究 ---------------------------------------------------------------- 吴红,李凤,谢卫国 685 

PO-1200 关节松动配合超声导入治疗烧伤后骨化性肌炎的 

 临床研究 -------------------------------------------------------------------------------------------- 吴坤平 685 

PO-1201 特大面积烧伤患者家属头部作为供皮区的重要性评估 ------------------------- 杨高远,娄季鹤 686 

PO-1202 早期康复训练对烧伤后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效果 

 及功能恢复的影响 -------------------------------------------------------------------------------- 吴坤平 686 

PO-1203 特大面积烧伤患者家属头部供皮者术前及术后心理 

 变化的分析 ------------------------------------------------------------------------- 杨高远,吕涛,娄季鹤 686 

PO-1204 电击伤患者的临床护理方法探讨 ----------------------------------------------------------------- 陈伟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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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5 非培养自体表皮细胞悬液制取技术新进展 -------------------------------------------------- 赵洪良 687 

PO-1206 老年压疮研究的新进展 -------------------------------------------------------------------------- 李琰光 688 

PO-1207 小儿烧伤后高热的护理 ----------------------------------------------------------------------------- 陈伟 688 

PO-1208 丁酸钠抗休克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 李琰光 688 

PO-1209 丁酸钠对大鼠肠缺血/再灌注后肾脏损伤的影响-------------------------------------------- 李琰光 689 

PO-1210 探讨总结家属依从性对烧伤患儿后期康复的重要性。 ------------------- 杨高远,吕涛,娄季鹤 689 

PO-1211 插片式压力颈套在颈部瘢痕增生的应用 ----------------------------------------------------- 袁晓晓 690 

PO-1212 对压力治疗在烧伤后预防瘢痕增生的最佳干预期的研究 -------------------------------- 袁晓晓 690 

PO-1213 阿基米德悬吊系统联合手法治疗在预防颈部瘢痕挛缩的 

 应用 -------------------------------------------------------------------------------------------------- 袁晓晓 690 

PO-1214 烧伤患者健康管理工作探索 ------------------------------------------------- 赵红,丁汉梅,谢卫国等 691 

PO-1215 深Ⅱ度烧伤创面应用水胶体敷料的效果 ----------------------------------------------------- 曾祥春 691 

PO-1216 灌洗联合创面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难愈合性创面的 

 临床观察 ------------------------------------------------------------------------- 马伟,冯世海,贾享成等 691 

PO-1217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辅助烧伤创面深度诊断的初步探索 

 及人工智能技术在烧伤诊断及预后的研究进展 ------------------------- 贲驰,李海航,刘晓彬等 692 

PO-1218 低温烫伤两种治疗方法临床分析 -------------------------------------------------------------- 曾祥春 692 

PO-1219 全心舒张末期容积指数指导大面积烧伤休克期补液的 

 临床意义 -------------------------------------------------------------------------------------------- 蒋南红 693 

PO-1220 细胞悬液移植技术修复皮肤创面的研究进展 ------------------------------------- 姜耀男,肖仕初 693 

PO-1221 伴有吸入性损伤的烧伤患者围手术气道管理集束化管理 ----------------------------------- 程丹 694 

PO-1222 小儿手部电烧伤皮瓣修复 10 例治疗体会 ------------------------------------------------------ 陈斓 694 

PO-1223 重组人Ⅲ型胶原蛋白水凝胶用于治疗猪全层皮肤缺损创面的 

 修复效果研究 ---------------------------------------------------------------------- 刘彤,李海航,金剑等 695 

PO-1224 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循证护理实践 -------------------------------------------- 李莉 695 

PO-1225 脱细胞真皮基质在乳房重建应用中的系统评价 -------------------------------------------- 薛春利 696 

PO-1226 护理干预对烧伤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 王璇 696 

PO-1227 烧伤 ICU 患者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调查及护理干预 -------------------------------------- 付莉莉 697 

PO-1228 创伤愈合中微粒皮移植的概念：方法及应用 ---------------------------- 王泽京,刘彤,谢建明等 697 

PO-1229 多频次清创术在头面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 王能君,谢卫国,吴红等 697 

PO-1230 人工智能技术在烧伤领域的研究进展 ---------------------------------- 张世奇,李海航,刘晓彬等 698 

PO-1231 脱细胞异体皮联合自体人厚皮移植在大面积烧伤瘢痕 

 手术治疗的临床观察 -------------------------------------------------------------------------------- 余刚 698 

PO-1232 腹壁成形术在腹部供皮区的应用 ----------------------------------------------------------------- 余刚 699 

PO-1233 使用翻身床的大面积烧伤患者发生压疮的原因分析 

 及护理对策 ---------------------------------------------------------------------------------- 杨华,魏雪菁 699 

PO-1234 创面智能分析设备在测量大鼠创面愈合过程中的应用 ------------- 赵海娟,张忠明,张之迅等 700 

PO-1235 激光联合压力治疗对早期创面愈合后烧伤患者的影响 -------------------------------------- 徐娟 700 

PO-1236 指蹼压力带对指蹼黏连患者的预防与治疗 ----------------------------------------------------- 徐娟 700 

PO-1237 VSD 在皮肤撕脱伤中的应用 ------------------------------------------------------------------- 凌云浩 701 

PO-1238 药物面膜色素治疗对烧伤后面部色沉患者的治疗效果探讨 -------------------------------- 徐娟 701 

PO-1239 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的护理体会 -------------------------------------------------- 彭春娥 701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49 

 

PO-1240 论烧伤重症康复的研究进展 -------------------------------------------------------------------- 贺一帆 702 

PO-1241 危重症烧伤患者心理干预 -------------------------------------------------------------------------- 曾露 702 

PO-1242 大面积烧伤病人功能康复的护理体会 ----------------------------------------------------------- 李利 702 

PO-1243 不同年龄段烧伤患者对护士淡妆上岗的认可程度调查 -------------------------------------- 曾露 703 

PO-1244 小儿烧伤的病情观察与护理 -------------------------------------------------------------------- 刘邓雪 703 

PO-1245 精准与微创：瘢痕的激光及相关光电治疗前景值得期待 -------------------------------- 谢卫国 703 

PO-1246 大面积烧伤病人的康复护理 -------------------------------------------------------------------- 刘邓雪 704 

PO-1247 2 例特重烧伤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的护理 --------------------------------------------- 李利 704 

PO-1248 体外探索外科常用消毒剂对成纤维细胞和表皮细胞的活性 

 及凋亡的影响 ------------------------------------------------------------------- 张明师,刘莹莹,王丽等 705 

PO-1249 莫沙必利联合双歧杆菌在大面积烧伤患者术后胃肠功能 

 恢复的临床观察 ------------------------------------------------------------------------- 蒋梅君,王德运 705 

PO-1250 将气管插管放置气切口处替代常规气切套管进行人工通气 -------------------------------- 冯婷 706 

PO-1251 微粒皮片移植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 朱世辉 706 

PO-1252 幼儿重度烧伤护理 ----------------------------------------------------------------------------------- 张静 707 

PO-1253 重型甲型血友病伴八因子抗体阳性慢性血肿伴溃疡一例 ----------------------------------- 陈斓 707 

PO-1254 湿化联合氧疗在面部浅二度烧伤创面应用的效果研究 ---------------- 吴巍巍,贺婷婷,程丹等 708 

PO-1255 染发剂致头皮深度烧伤一例 ----------------------------------------------------------------------- 陈斓 708 

PO-1256 儿童烧伤输液的临床护理 -------------------------------------------------------------------------- 张静 708 

PO-1257 成人大面积烧伤患者并发急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治疗 

 及预后的影响 ---------------------------------------------------------------- 王韶华,陈昭宏,李海晖等 709 

PO-1258 烧伤后骨外露创面的综合治疗 -------------------------------------------------------------------- 李林 709 

PO-1259 烧伤病人全方位护理 -------------------------------------------------------------------------------- 冯珊 710 

PO-1260 延伸护理模式在烧伤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 呼翠翠 710 

PO-1261 烧伤病人使用翻身床危险因素及预防对策 ------------------------------- 任铮铮,张笑雪,冯可等 710 

PO-1262 1 例新生儿金黄色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SSSS)的 

 护理体会 -------------------------------------------------------------------------------------------- 呼翠翠 711 

PO-1263 早期手术封闭创面提高功能部位深度烧伤愈后质量 -------------------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等 711 

PO-1264 头面部烧伤患者的心理护理   ----------------------------------------------------------------- 韩琳琳 712 

PO-1265 烧伤康复期肩关节外旋松动对肩外展活动度的影响 -------------------------------------- 茹天峰 712 

PO-1266 弹力绷带在儿童前躯烧伤创面的应用 ----------------------------------------------------------- 韩波 712 

PO-1267 老年糖尿病患者烧伤后的综合护理 -------------------------------------------------------------- 冯珊 713 

PO-1268 烧伤后康复期肩胛骨运动控制训练对肩关节活动功能的影响 -------------------------- 茹天峰 713 

PO-1269 股前外侧游离皮瓣修复严重儿童电击伤一例 -------------------------------------------------- 韩波 714 

PO-1270 大面积烧伤病人的营养支持护理 -------------------------------------------------------------- 韩琳琳 714 

PO-1271 生物敷料在小儿浅二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 韩波 714 

PO-1272 手部烧伤后功能训练的重要性 -------------------------------------------------------------------- 王娟 715 

PO-1273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Cui Zhengjun,Khan Imran,Gao Ya etc. 715 

PO-1274 vsd 在烧伤护理中的应用与体会 --------------------------------------------------------------- 韩娜娜 716 

PO-1275 糖尿病合并疑似气性坏疽病例 1 例 ---------------------------------------------------- 宋辉,聂兰军 716 

PO-1276 优质护理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 黄烨丽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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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77 前胸壁肋骨烧伤后并发慢性骨髓炎患者应用载抗生素 

 可吸收人工骨和自体骨混合植骨术的外科治疗效果分析 ---------- 王雪欣,程大胜,刘晓彬等 717 

PO-1278 头部电烧伤颅骨外露治疗 ------------------------------------------------------------- 纪国新,肖丽蓉 717 

PO-1279 封闭负压吸引技术在糖尿病足治疗中的作用 ----------------------------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等 718 

PO-1280 压疮不同分期选择性使用护创敷料的护理体会 ------------------------- 王艺青,张笑雪,景福琴 718 

PO-1281 儿童皮肤软组织扩张器感染的临床特征分析 ---------------------------------------- 李丹,齐鸿燕 719 

PO-1282 口服补液盐在小儿烧烫伤中小面积中的应用 ----------------------------------------------- 谷飞丽 719 

PO-1283 血容量监测仪在烧伤休克期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 刘安娜,李琳,陈昭宏 720 

PO-1284 PHMB 对慢性创面常见病原微生物的抑菌效果研究 ---------------------------- 高欣欣,于家傲 720 

PO-1285 气管切开术后针对性护理措施对减少术后并发症的意义 ---------- 岳亚楠,王亚平,郭春萍等 720 

PO-1286 肿胀切取皮下筋膜蒂皮瓣修复下肢皮肤软组织缺损 -------------------------------------- 钱汉根 721 

PO-1287 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的心理护理 ---------------------------------------- 郭春萍,王亚平,王艺青等 721 

PO-1288 sCD7 通过 NF-κB 信号通路调控肺炎症反应的实验 

 研究 -------------------------------------------------------------------------------------------------- 朱邦晖 721 

PO-1289 早期康复训练对烧伤患者的影响 ---------------------------------------- 王亚平,岳亚楠,王文艳等 722 

PO-1290 脱细胞异种真皮结合负压吸引救治大面积皮肤撕脱伤 

 5 例 ---------------------------------------------------------------------------------- 吴鹏,王一兵,付妍婕 722 

PO-1291 TLR4 信号转导通路活化在脓毒症肝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 缪玉兰,陈宗华,徐锦雄等 723 

PO-1292 右美托咪啶与咪达唑仑用于烧伤重症监护病房患者镇静的 

 比较研究 ------------------------------------------------------------------------------------- 耿辉,冯世海 723 

PO-1293 一例严重电击伤伴气管外漏的休克期护理 ---------------------------------------- 齐荣荣,歩晓慧 724 

PO-1294 会阴烧伤后的护理及措施 ----------------------------------------------------------------------- 焦媛媛 724 

PO-1295 烧伤水疱液外泌体的分离鉴定及其内 RNA 表达谱分析 --------------- 高艳彬,马军,温皇鼎等 725 

PO-1296 鼻咽腔烧伤后护理 -------------------------------------------------------------------------------- 焦媛媛 725 

PO-1297 烧伤后小口畸形康复治疗体会 ----------------------------------------------------------------- 原瑞红 726 

PO-1298  面部深二度烧伤病人的护理 ------------------------------------------------------------ 程淑玉,徐冰 726 

PO-1299 食管灼伤病人的护理 -------------------------------------------------------------------------------- 王娟 726 

PO-1300 一例 严重电击伤伴气管外漏的休克期护理  ------------------------------------- 齐荣荣,歩晓慧 727 

PO-1301 烧伤患者疼痛的原因分析及护理措施 -------------------------------------------------------- 刘玉燕 727 

PO-1302 烧伤休克的护理观察 ------------------------------------------------------------------- 杨苗苗,罗良玲 728 

PO-1303 小儿烧伤补液原则 ------------------------------------------------------------------------------- l 李白雪 728 

PO-1304 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在穿支皮瓣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 郑炜,程天平 729 

PO-1305 小儿静脉留置针的固定与护理 ---------------------------------------------------------------- l 李白雪 729 

PO-1306 负压封闭引流治疗过程中的常见不良情况分析 

 及优化对策 ------------------------------------------------------------------------------- 孙俊锋,涂家金 730 

PO-1307 老年患者烧伤护理 ----------------------------------------------------------------------------------- 杨阳 730 

PO-1308 微动力负压引流新技术在难愈创面的临床应用 ----------------------------------------------- 郑旺 730 

PO-1309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蒂逆行岛状皮瓣的临床应用 -------------------------------------------- 唐杰兵 731 

PO-1310 扩张器植入术后额外皮肤扩张量线性测量的临床研究 ----------------------------------- 于东宁 731 

PO-1311 1 例重度烧伤合并 2 次急性肾功能衰竭 ------------------------------------------------------ 林陆添 732 

PO-1312 64 例老年糖尿病患者烧伤的临床分析 ------------------------------------------------------- 李树仁 732 

PO-1313 小儿重度烧伤护理中的 问题及对策 ------------------------------------------------------------- 杨阳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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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14 弹力绷带固定留置针在小儿烧伤护理中应用的体会 ------------------------------- 冯曼曼,贺芳 733 

PO-1315 复杂创面的显微外科修复——游离皮瓣修复创面 22 例 ------------ 刘族安,马亮华,郑少逸等 733 

PO-1316 静脉超引流技术在游离皮瓣中应用 ------------------------------------- 刘族安,马亮华,郑少逸等 734 

PO-1317 烧伤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护理 -------------------------------------------------------------- 刘玉燕 734 

PO-1318 儿童烧烫伤的原因分析及护理体会 -------------------------------------------------------------- 万慧 734 

PO-1319 烧伤后色素沉着的康复治疗 ------------------------------------------------------------- 李红卫,王洋 735 

PO-1320 头部扩张带蒂皮瓣修复头面颈部瘢痕的临床观察 ------------------- 薛继东,夏成德,狄海萍等 735 

PO-1321 脂肪干细胞胶通过分泌成血管因子促进小鼠创面愈合的 

 实验研究 -------------------------------------------------------------------------------------------- 孙明亮 736 

PO-1322 四点听诊法辅助床旁鼻空肠管置入在成人特重度烧伤患者中的 

 临床研究 ------------------------------------------------------------------------- 靖维,康爱玲,焦海梅等 736 

PO-1323 Bioactive peptide amphiphile nanofiber gels enhance  

 burn wound healing ------------------------------------------------------------------------- Zhou Situo 737 

PO-1324  钛镍记忆合金组织吻合器与传统缝线在供皮区的应用比较 ------------ 李赵锋,雷晋,侯春胜 737 

PO-1325 毁损性创面修复方式的选择 ---------------------------------------------------- 迟云飞,李峰,胡泉等 738 

PO-1326 JAM-A knockdown accelera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human keratinocytes, and improves  

 wound healing in rats via FAK/Erk signaling  

 pathway ---------------------------------------------------- Wang Yunchuan,Hu Dahai,Fu Xiaobin 738 

PO-1327 烧伤深度创面的综合治疗 -------------------------------------------------------------------------- 李林 739 

PO-1328 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在重度烧伤合并脓毒血症患者中的 

 疗效观察 ------------------------------------------------------------------------- 卞徽宁,赖文,郑少逸等 739 

PO-1329 探讨特重烧伤病人术后寒颤高热的护理措施 ----------------------------------------------- 高学会 740 

PO-1330 中性粒细胞 NETs 致糖尿病创面难愈及机制研究 -------------------------- 杨沛瑯,刘丹,章雄等 740 

PO-1331 PICCO 技术在重症烧伤患者监护中的意义 --------------------------------- 章丽珠,王冬,吴克萍 741 

PO-1332 Cytotoxicity of Silver dressings on diabetic  

 fibroblasts ---------------------------------------- Zou Shibo,Yoon Won-Young,Han Seung-Kyu 741 

PO-1333 严重烧伤瘢痕完全植入式输液港患者中专科护士的 

 作用 ---------------------------------------------------------------------------------------------- 史娜,王洁 742 

PO-1334 Repairing of deep toe tissue defects using a  

 free anterolateral femoral vascularized fascial  

 flap combined with thin split-skin grafting in  

 burned patients ---------------------------------------------------------------- 刘梦栋,杨薛康,胡大海 742 

PO-1335 毛囊单位分离技术培训研究 ---------------------------------------------- 邹仕波,潘巧玲,张树堂等 743 

PO-1336 压疮贴在小儿烧伤静脉留置针中的应用体会 ----------------------------------------------- 高学会 743 

PO-1337 群体特重度烧伤患者使用连续肾脏替代疗法疗效探讨 ------------------- 王春明,寿倍明,谭谦 743 

PO-1338 基于图像的微管定量分析方法 ---------------------------------------------- 兰晓东,李凌霏,王德怀 744 

PO-1339 大面积烧伤病人康复护理体会   ----------------------------------------------------------------- 徐琦 744 

PO-1340 循证护理在烫伤患儿发热护理中的应用 -------------------------------------------------------- 马雪 745 

PO-1341 糖尿病患者烧伤后的综合护理 -------------------------------------------------------------------- 周娴 745 

PO-1342 液化天然气冻伤一例 ------------------------------------------------------- 王车江,刘洪霞,李仲越等 746 

PO-1343 小儿颏颈部热液烫伤延迟愈合临床观察及成因分析 ----------------------------------------- 周鑫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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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44 双重功能的组织工程支架治疗烫伤创面的研究 ------------------------------------- 唐冰,胡志成 746 

PO-1345 烧伤患者住院需求及护理关怀 -------------------------------------------------------------------- 周娴 747 

PO-1346 Pleiotropic FTY720 Is a Specific and Potent Therapy  

 for Hypertrophic Scars ----------------------------------------------------------- Tang Bing,Shi Fen 747 

PO-1347 群体特重烧伤患者吸入性损伤痰培养结果分析 ------------------------------------- 寿倍明,谭谦 748 

PO-1348 简易负压吸引装置在心外科手术后切口感染裂开中的应用 -------------------------- 买斯吾提 748 

PO-1349 HMGB1 介导 MAPK 信号通路参与烟雾吸入性损伤急/ 

 慢性炎症反应的机制研究 ---------------------------------------------------- 甘春霞,刘名倬,郭光华 749 

PO-1350 PDCA 循环在烧伤治疗新技术护理理论与实践模型 

 建立中的应用 -------------------------------------------------------------------------------------- 高凤英 749 

PO-1351 Ilizarov 技术治疗烧伤后马蹄内翻足畸形围手术期的护理  ------------------------- 袁凌,邵星 750 

PO-1352 水动力清创系统治疗化学烧伤创面的应用体会 ---------------------------------- 侯文佳,纪世召 750 

PO-1353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在特重度烧伤合并多器官 

 功能衰竭（MODS）患者治疗中的护理体会 ------------------------------------------- 罗旭,邵星 750 

PO-1354 改良烧伤患者休克期补液方法在特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的 

 护理效果 ---------------------------------------------------------------------------------------- 陈静,邵星 751 

PO-1355 悬浮床在重度烧伤患者治疗中对促进患者创面愈合的应用效果----------------- 颜久姗,邵星 751 

PO-1356 新型伤口敷料在儿童上肢浅二度烧伤换药中的应用 ------------------------------- 向莉,齐荣荣 752 

PO-1357 严重双手热压伤的治疗及重建修复探讨 -------------------------------------------------------- 黄磊 752 

PO-1358 Low protein, high carbohydrate diet promotes major burn  

 injury wound healing in a  

 mouse model --------------------------- Wang Yiwei,Hew Jonathan,Parungao Roxanne etc. 753 

PO-1359 烧冲复合伤 SD 大鼠脑损伤的病理学改变 ----------------------------------------- 吴育寿,柴家科 753 

PO-1360 大面积烧伤 Meek 植皮成活率相关因素分析 ------------------------- 李利根,申传安,孙天骏等 754 

PO-1361 烧伤指数与创伤指数的应用 -------------------------------------------------------------------- 赵升宇 754 

PO-1362 Methylation of secreted frizzled-related protein 1 (SFRP1)  

 promoter downregulates Wnt/β-catenin activity in keloids --------------------------- Liu Jiaqi 755 

PO-1363 远位预扩张肩胛瘢痕皮瓣在大面积深度烧伤后期面颈部 

 整形中的应用 ----------------------------------------------------------------------------------------- 郑朝 756 

PO-1364 Repair of deep tissue defects in the posterior talocrural  

 region using a superficial temporal fascia free flap plus  

 thin split-skin grafting in extensively burned patients -------------------------- Yang Xuekang 757 

PO-1365 白烟吸入性损伤的研究进展  ------------------------------------------------------ 崔培,阴月,童亚林 757 

PO-1366 化学烧伤 15 例死亡病例浅分析 --------------------------------------------------------------- 邵洪波 758 

PO-1367 救治一例重症药疹患者的几点体会 ----------------------------------------------------------- 孟令敏 758 

PO-1368 烧冲复合伤早期大鼠血清代谢组学比较 ------------------------------------------- 王晓腾,柴家科 760 

PO-1369 糖尿病足两例治疗体会--刘旭盛 ----------------------------------------- 刘旭盛,徐盈斌,唐锦明等 760 

PO-1370 活性微粒羊膜对糖尿病创面巨噬细胞调控及初步 

 机制研究 ------------------------------------------------------------------------- 舒付婷,郑勇军,夏照帆 761 

PO-1371 人羊膜源性细胞的免疫作用及减轻急性肺损伤和 

 肺纤维化的研究进展 ---------------------------------------------------------------- 詹球,李佳,童亚林 761 

PO-1372 白烟吸入致不同程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救治 ---------------- 杨福旺,辛海明,童亚林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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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73 糖尿病足治疗的 C-DRG 支付思考 ------------------------------------------------------------ 陈昭宏 762 

PO-1374 Usage of density analysis based on micro-CT for  

 studying lung injury associated with burn–blast  

 combined injury ----------------------------------- Chang Yang,Zhang Dong-hai,Hu Quan etc. 763 

PO-1375 ICU 重度烧伤病人的心理护理体会 ------------------------------------------- 李琳,戴晶晶,陈昭宏 763 

PO-1376 重症监护室的人文关怀 ------------------------------------------------------------------- 刘冠群,孙燕 764 

PO-1377 膝部严重烧创伤患者皮肤软组织缺损创面修复 

 及功能重建系统康复治疗策略 ------------------------------------------------- 陶克,刘梦栋,杨薛康 764 

PO-1378 儿童烫伤后致死 12 例分析 --------------------------------------------------------------------- 赖晓文 765 

PO-1379 重组人生长激素对创面愈合 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程传涛 765 

PO-1380 非哺乳期乳腺脓肿的手术治疗和细菌培养分析 ------------------------- 郑少逸,赖文,刘族安等 766 

PO-1381 游离股前外侧皮瓣早期修复电击伤创面 ------------------------------------- 张伟,张卫东,杨飞等 766 

PO-1382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two kinds of biological  

 dressings after escharectomytreatment  

 on deep burn wound ------------------------------------------------------------ Chen Peng,LIN CAI 767 

PO-1383 1 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综合征（TEN）患儿 

 PICC 置管后的护理体会 --------------------------------------------------------------------------- 王斌 767 

PO-1384 PICC 在危重症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维护 ------------------------------------------------------ 王斌 768 

PO-1385 水刀联合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在慢性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 赵全 768 

PO-1386 严重头面部烧伤患者护理中心理疏导------------------------------------------------------------- 冯婷 768 

PO-1387 烧伤 icu 实习护生存在的护理安全隐患与对策 ------------------------------------------------ 王陈 769 

PO-1388 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在大外科领域的临床应用进展 ----------------------------------------- 李跃军 769 

PO-1389 大面积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治疗 ----------------------------------------------------------- 赵永健 770 

PO-1390 PICCO 容量监测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和护理 ---------------------------------------- 项俊 770 

PO-1391 尺神经手背支营养血管逆行筋膜皮瓣修复小指背侧 

 深度烧伤 ----------------------------------------------------------------------------------------------- 孙健 771 

PO-1392 1 例三度/总面积 94%/98%烧伤救治的技术与人文思考 ------------ 娄季鹤,李树仁,李延仓等 771 

PO-1393 烧伤后继发假上皮瘤样肉芽肿 32 例分析 --------------------------------------------------- 马建斌 771 

PO-1394 深Ⅱ°烧伤创面磨削痂后生物敷料覆盖临床效果观察 ----------------------------------- 叶向阳 772 

PO-1395 23 例烧伤总面积大于 90% 烧伤患者的临床分析 ------------------------- 曹胜军,王凌峰,巴特 772 

PO-1396 氯气中毒致呼吸道损伤 25 例临床分析 --------------------------------------------------------- 齐磊 773 

PO-1397 烧伤患者负压引流术围手术期的护理体会 -------------------------------------------------- 房卢豪 773 

PO-1398 基因芯片筛选烧伤后增生性瘢痕相关差异表达基因的研究 ----------------------------- 叶向阳 773 

PO-1399 烧伤患者并发脑梗死 30 例临床分析 ------------------------------------------------------------ 齐磊 773 

PO-1400 糖尿病合并烧伤 5 例分析 -------------------------------------------------------------------------- 齐磊 774 

PO-1401 烧伤病人的心理调查及治疗体会 -------------------------------------------------------------- 王文艳 774 

PO-1402 严重烧伤患者的营养支持护理 -------------------------------------------------------------------- 李薇 774 

PO-1403 贝复新联合紫草油在烧伤门诊治疗浅Ⅱ°创面的疗效观察 ------------------- 刘新庄,宋国栋 774 

PO-1404 传统手术联合超脉冲 CO2 激光治疗瘢痕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 李婷 775 

PO-1405 瘢痕疙瘩综合治疗的体会 ------------------------------------------------------------- 廖立新,李夷民 775 

PO-1406 烧伤皮瓣移植术后护理体会 ----------------------------------------------------------------------- 杨欢 776 

PO-1407  婴幼儿小面积烧伤早期合并支气管肺炎的思考 ------------------------------------------- 陈志坚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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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08 封闭负压引流联合游离皮片修复糖尿病足溃疡的 

 临床效果研究 ------------------------------------------------------------------- 李耀,王会军,蒋永能等 776 

PO-1409 三岁以下小儿烧伤休克期液体复苏治疗体会 ------------------------------------- 王志勇,曹渭新 777 

PO-1410 水动力清创系统（水刀）在压疮的临床应用体会 ---------------------------- 杨心波,孙曼,宋宇 777 

PO-1411 小儿烧伤静脉穿刺技巧 -------------------------------------------------------------------------- 刘新丽 778 

PO-1412 皮神经营养血管微小皮瓣在四肢深度创面的应用 ----------------------------------------- 刘艳山 778 

PO-1413 小儿重度烧伤的治疗体会 ----------------------------------------------------------------------- 李笑丰 778 

PO-1414 1 例背部深度烧伤合并胸腰椎骨折的护理 ----------------------------------- 方综梅,陈红梅,罗皓 779 

PO-1415 封闭负压引流联合个体化肠内营养治对Ⅲ期压力性 

 溃疡患者代谢指标影响的临床研究 ------------------------------------------- 张诚,朱彬,杨金存等 780 

PO-1416 一期手术清创+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二期植皮加压+VSD 

 负压吸引技术治疗糖尿病足临床研究 -------------------------------------------------------- 容勇贤 780 

PO-1417 中小剂量皮质激素联合大剂量免疫球蛋白+烧伤救治 

 技术救治重症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10 例 ----------------------------------------- 吴学军,赵翔 781 

PO-1418 大面积烧伤后并发感染性心内膜炎致主动脉瓣损害 1 例 -------------------------------- 林建昌 781 

PO-1419 红蓝光联合照射对伤口愈合的临床效果 ------------------------------------------- 刘亚鹏,吴为民 782 

PO-1420 重视烧伤后脓毒症导致的急性肾损伤 -------------------------------------------------------- 袁志强 782 

PO-1421 PICCO 在特重烧伤救治中的应用思考 ------------------------------------ 金昌丹,陈昭宏,李海晖 783 

PO-1422 糖尿病足的规范化治疗和烧伤重症监护室的建设 ----------------------------------------- 陈昭宏 783 

PO-1423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在烧伤休克期的应用 ------------------------------- 陈昭宏,金昌丹,林建昌等 783 

PO-1424 LDPI 对 ASO 缺血严重程度评估和手术效果评价的研究 ---------------- 张丕红,胡佳雄,刘赞 784 

PO-1425 分析改良早期预警评分(MEWS)在烧伤 ICU 危重症意识 

 障碍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 王冬 785 

PO-1426 贻贝粘蛋白促进大鼠烫伤创面愈合的研究 -------------------------------------------------- 于东宁 785 

PO-1427 miR-190b alleviates burn induced skeletal muscle  

 wasting via mediating cell autophagy -------------- Yu Yonghui,Yang Longlong,Chai Jiake 786 

PO-1428 正常皮肤、瘢痕和瘢痕癌组织中差异表达 ncRNA 的 

 生物信息学分析 ---------------------------------------------------------------- 张丕红,刘赞,任利成等 786 

PO-1429 逆行背阔肌皮瓣修复腰腹部深度创面和窦腔窦道 ---------------------- 张丕红,梁鹏飞,周捷等 786 

PO-1430 自媒体微信平台在小儿烧伤整形外科病区护理管理中的 

 有效性探讨 ----------------------------------------------------------------------------------------- 徐邦红 787 

PO-1431 掌背侧皮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修复手指深度烧伤 -------------------------------- 梁彦辉 787 

PO-1432 JCI 理念下烧伤科护理管理实践及成效 ------------------------------------------------------ 沈鸣雁 788 

PO-1433 新型人体皮肤创伤修复敷料的研究进展 ----------------------------------------------------- 岳晓彤 788 

PO-1434 糖尿病足截肢患者围手术期管理的体会 ----------------------------------------------------- 刘光晶 788 

PO-1435 严重复杂创面的皮瓣修复 ----------------------------------------------------------------------- 叶祥柏 789 

PO-1436 The efficacy of prophylactical probiotics administration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burns: a retrospective study --------------------------------- Shi Zhiyuan 789 

PO-1437 医联体中儿童烧伤预防知识宣教的实践体会 -------------------------------------------------- 宫莉 790 

PO-1438 负压创面疗法联合皮瓣移植修复下肢广泛软组织缺损一例 ---------- 宋国栋,贾军,马印东等 790 

PO-1439 智能紫外线消毒监控管理系统在烧伤病区运行的云数据分析 -------------------------- 邓海松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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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40 安徽省小儿烧伤治疗三级协作网对烧伤患儿治疗效果的 

 影响研究 ---------------------------------------------------------------------- 夏正国,周贤良,孔维昌等 791 

PO-1441 参麦注射液治疗烧伤休克的 Meta 分析 ------------------------------------------------------ 郑建军 792 

PO-1442 扩张后随意型皮瓣修复面颈部烧伤后瘢痕临床效果分析 -------------------------------- 张红卫 792 

PO-1443 游离背阔肌肌瓣修复颌面部凹陷性缺损 ----------------------------------------------------- 魏爱周 793 

PO-1444 瘢痕治疗的护理体会 -------------------------------------------------------------------------------- 焦霞 793 

PO-1445 糖尿病足截肢围手术期管理的体会 ------------------------------------- 刘光晶,王文迪,刘光晶等 794 

PO-1446 胸部扩张预构超薄岛状皮瓣在面颈部瘢痕 修复中的 

 临床研究及应用 ---------------------------------------------------------------------------- 王峰,范锟铻 794 

PO-1447 烧伤瘢痕止痛策略 -------------------------------------------------------------------------------- 范锟铻 795 

PO-1448 基于 Mini-CEX 的烧伤专科护士临床技能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 --------------------------- 黎宁 795 

PO-1449 病灶切除-NPWT 联合含氧液冲洗-组织移植 治疗臀部术后 

 复发化脓性汗腺炎慢性创面 -------------------------------------------------------------------- 李志清 795 

PO-1450 VSD 负压+那格银联合应用治疗烧伤后大面积骨质外露二例 -------- 邬佳敏,郑德义,刘竣彰 796 

PO-1451 灾害性群体烧伤早期救治的现状及思考 ---------------------------------------- 宋国栋,高聪,石文 796 

PO-1452 芍药苷对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增殖及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 曹雯娟,张志,赵元元 797 

PO-1453 乳腺癌根治术后放射性溃疡的皮瓣修复及其整形美容 

 效果分析 -------------------------------------------------------------------------------------------- 王增军 797 

PO-1454 布洛芬混悬液(美林)治疗小儿烧伤后并发高热的护理 

 效果评价 ----------------------------------------------------------------------------------------------- 韩梅 798 

PO-1455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电击伤治疗中的应用 ------------------------------------------- 李强,夏成德 798 

PO-1456 中性粒细胞计数预测烧冲复合伤患者预后的价值 ----------------------------------------- 柴家科 799 

PO-1457 新型封闭负压引流装置的研发与应用 -------------------------------------------------------- 柴家科 799 

PO-1458 Downregulation of miR-218 by nicotine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though targeting CDK6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 liu zhen 800 

PO-1459 慢性骨髓炎 VSD 治疗的临床治疗效果观察 ------------------------------------------------- 林陆添 800 

PO-1460 大面积烧伤患者疼痛的评估及护理对策 -------------------------------------------------------- 鹿清 801 

PO-1461 瘫痪合并深度烧伤创面修复治疗体会 ------------------------------------------------- 李强,夏成德 801 

PO-1462 特重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病人的呼吸道管理 -------------------------------------------------- 鹿清 802 

PO-1463 脂肪干细胞与烧伤创面修复 ------------------------------------------------------------- 符雪,王凌峰 802 

PO-1464 游离股前外侧穿支皮瓣联合外固定架修复胫骨外露的 

 临床研究 ----------------------------------------------------------------------------------------------- 佟琳 803 

PO-1465 足底内侧动脉皮瓣联合踇展肌肌瓣修复跟骨骨髓炎的 

 疗效观察 ---------------------------------------------------------------------------------- 周孝亮,涂家金 803 

PO-1466  1 例头面部躯干特重度烧伤伴意识障碍小儿医护一体化 

 诊疗护理体会 ------------------------------------------------------------------------------- 刘艳,张桂芳 804 

PO-1467 烧伤病房内小儿烧伤创面感染病原菌调查及抗生素 

 敏感性分析 ---------------------------------------------------------------------- 宋均辉,夏正国,黄庆等 804 

PO-1468 CRRT 在特重度烧伤合并高钠血症介入治疗时机探讨 ---------------- 黄斌,付晋凤,赵瑞华等 805 

PO-1469 手部深部烧伤功能康复依从性差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 陈卫卫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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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70 探讨微信式延续性护理对手部烧伤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和各项功能的影响 ----------------------------------------------------------------------------------- 唐婕 806 

PO-1471 2012-2017 年间烧伤创面来源肺炎克雷白杆菌对消毒剂 

 敏感性变化调查 ------------------------------------------------------------------- 金剑,徐龙,陈郑礼等 806 

PO-1472 PICC 在 0~3 岁中重度烧伤患儿中的应用 --------------------------------------------------- 徐邦红 807 

PO-1473 Suile TM Wound Dressing 治疗小儿深Ⅱ度烧伤创面的 

 临床研究 ---------------------------------------------------------------------------- 郭波,冯剑,吕小星等 807 

PO-1474 舒适护理在小儿烧伤换药中的应用 ----------------------------------------------------------- 林钰梅 808 

PO-1475 小儿特大面积烧伤合并高钠血症一例分析 ---------------------------------------------- 刘杰,高京 808 

PO-1476 VERSAJEET 系统精准清创在治疗深 II 度烧伤创面的应用 ------------- 郭波,冯剑,吕小星等 808 

PO-1477 1 例重度烧伤合并重度腹泻患儿的护理体会 --------------------------------------------------- 史巍 809 

PO-1478 皮瓣移植修复头面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 郑德义,李自力,王毅等 810 

PO-1479 自制负压吸引装置在固定阴囊植皮区中的护理体会 ------------------------------- 马岩,吴巍巍 811 

PO-1480 烧伤康复护理措施 -------------------------------------------------------------------------------- 聂前容 811 

PO-1481 Comparing preferred music and tramadol on pain and  

 anticipatory anxiety in burn patients  

 about dressing changes ------------------------------------------------- Zhang Xiuhang,Yu Jiaao 811 

PO-1482 负压联合早期削痂对深 II 度创面疗效的临床观察 -------------------------------------------- 杨明 812 

PO-1483 严重烧（烫）伤早期合并胸腔积液  临床观察与探讨 ------------------------- 邵铁滨,马振伦 813 

PO-1484 大面积深度烧伤削痂植皮失血量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李培龙 813 

PO-1485 Mitochondrial DNA-Indu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Lung Injury in Thermal Injury Rat Model:  

 Protective Effect of Cyclosporine-A ------------- Liu Ruiqi,Zhang Zhenyu,Chen Junjie etc. 814 

PO-1486 放射粒子植入后胸部溃疡修复 1 例 ------------------------------------- 吴继炎,傅智慧,吕瑞林等 814 

PO-1487 烧伤创面护理 -------------------------------------------------------------------------------------- 苏玲玲 815 

PO-1488 芬太尼联合丙泊酚用于烧伤创面换药镇痛的临床观察 ------------------------- 孟庆楠,崔正军 816 

PO-1489 两种不同外用药对大鼠烫伤创面感染 及愈合影响的研究 ------------------------------- 李德绘 817 

PO-1490 血液灌流辅助治疗急性苯化合物中毒并灼伤的临床 

 治疗与疗效观察 -------------------------------------------------------------------------------------- 王珣 818 

PO-1491 烧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 孙雅婷 818 

PO-1492 颜面部烧伤后治疗的护理体会 ----------------------------------------------------------------- 胡丽明 819 

PO-1493 介绍一种简易、经济实惠的 PRP 制作及其 

 临床应用 --------------------------------------- 李汉华、赖文、熊兵、黄志锋、孙传伟、罗红敏 819 

PO-1494 主题：投稿 特重烧伤病人夏季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有效措施 ---------------------------- 王肖蓉 820 

PO-1495 腔镜在窦道性创面应用体会 -------------------------------------------- 王丽英, 牛希华,黄红军等 820 

PO-1496 痛风患者痛风石破溃伴感染的临床特点分析 ----------------------------------------------- 徐建军 820 

PO-1497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治疗儿童颅骨外露创面中的应用效果 ----------- 孔亮亮,严俊, 崔杰等 821 

PO-1498 水胶体在烧伤瘢痕点阵激光创面的应用体会 ------------------------- 牛希华,黄红军,杨冠龙等 821 

PO-1499 坏疽性脓皮病合并溃疡性结肠炎一例 -------------------------------------------------------- 何小龙 822 

PO-1500 CGF 治疗新生儿 3 度创面的临床研究 ------------------------------ 沈卫民,陈建兵，,崔杰，等 823 

PO-1501 纳米银离子敷料和亲水性敷料换药对新生儿烧伤 

 疼痛影响的 meta 研究 ----------------------------------------------------- 沈卫民,高庆文,邹继军等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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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2 460nm 可见光（蓝光）抗 MRSA 感染的研究 -------------------------------- 姚敏,杨鹏高,张闻 824 

PO-1503 腕部高压电烧伤的临床研究与功能重建 ----------------------------------------------------- 沈余明 825 

PO-1504 专科 ICU 独立管理模式在一家三甲医院烧创伤专科中的 

 应用初探 ------------------------------------------------------------------------- 郑博鹏,周健,胡栩策等 825 

PO-1505 健康教育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 -------------------------------------------------------------------- 陈奕 826 

PO-1506 海战条件下战创伤伤情分类及特点——以马岛战争为例 ---------- 蒋英杰,陈昭雄,崔真慈等 826 

PO-1507 外扩张器在皮肤软组织损伤创面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 唐龙 826 

PO-1508 新型水刀系统在伤口清创的精细化管理作用的初体验 ----------------------------------- 李海晖 827 

PO-1509 108 例严重烧伤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治疗分析 --------------------------------------------------- 蔡晨 827 

PO-1510 人工海水对小鼠创面愈合的影响及其机制初探 ------------------------- 陈昭雄,蒋英杰,何飞等 828 

PO-1511 一种可用于研究创面收缩愈合的新型烫伤模具 ---------------------- 崔真慈,蒋英杰,陈昭雄等 828 

PO-1512 骨水泥在糖尿病足创面中的应用观察 ---------------------------------- 牛希华,王丽英,黄红军等 828 

PO-1513 骨水泥在治疗关节部位压疮的体会 ------------------------------------- 杨冠龙,牛希华,黄红军等 829 

PO-1514 烧伤后气管切开护理 ------------------------------------------------------------------- 岳亚楠,张笑雪 829 

PO-1515 自体富含血小板纤维蛋白（PRF）治疗慢性不愈合创面的 

 临床观察 ---------------------------------------------------------------------- 石凡超,黄红军,牛希华等 830 

PO-1516 生物钟基因 Clock 敲低促正常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 

 转化并抑制其凋亡 ---------------------------------------------------------------------- 肖永强,夏照帆 830 

PO-1517 一例 80%特重度烧伤合并妊娠救治体会------------------------------------------- 葛乃航,郝擎宇 831 

PO-1518 深二度烧伤创面早期削痂应用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 

 疗效观察 -------------------------------------------------------------------------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等 831 

PO-1519 手部烧伤整形患者的术后人性化护理 -------------------------------------------------------- 杜辞秀 832 

PO-1520 一种可用于体外细胞实验的负压装置 ------------------------------------- 何飞,刘莹莹,崔真慈等 832 

PO-1521 智能紫外线与传统紫外线在医院高风险区域的消毒效果 

 与经济学比较研究 ------------------------------------------------------------- 缪爱梅,林才,邓海松等 832 

PO-1522 Comparative Effects of Umbilical Cord- and Menstrual  

 Blood-Derived MSCs in Repairing  

 Acute Lung Injury ---------------------------------- Ren Haitao, Zhang Qiang, Wang Jinfu etc. 833 

PO-1523 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在儿童烧伤植皮手术中 

 头部供皮区的应用观察 -------------------------------------------------------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等 834 

PO-1524 烧伤止痛膏治疗烧伤创面的临床观察 -------------------------------------------------------- 李树仁 834 

PO-1525 小儿气道烫伤的管理 ----------------------------------------------------- 韩涛,邹继军  ,陈海妮 等 834 

PO-1526 CGF 治疗儿童残余烧伤创面的临床研究 ---------------------- 沈卫民,韩涛   , 邹继军   等 835 

PO-1527 增生性瘢痕患者瘢痕皮肤与正常皮肤 

 CircRNA 和 LncRNA 的表达与分析 --------------------------------------------------- 刘德伍,李敏 835 

PO-1528 溶胶-凝胶碱性共沉淀法制备纳米生物活性玻璃 

 及其对人成纤维细胞 增殖性能的影响 ---------------------------------------------------------- 林才 836 

PO-1529 应急预案急救护理流程在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 

 损伤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 郑若兰 837 

PO-1530 VAC 治疗新生儿烧伤的经验 --------------------------------------------- 季易,  沈卫民,韩涛  等 837 

PO-1531 烧伤患者人工气道的管理与创新 ------------------------------------------------- 景福琴,冯可,贺芳 838 

PO-1532 基于物联技术的空气物表紫外线消毒量化精准管理监控 ----------------------------------- 林才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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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33 严重烧伤患者围手术期成分输血情况和影响因素分析 ------------- 张明谏,王雪欣,李小兵等 838 

PO-1534 康复早期干预治疗新生儿烧伤对预后的影响 ---------------------------- 王有晶,陈海妮,季易等 839 

PO-1535 倒矩形瓣治疗儿童关节部位烧伤后瘢痕挛缩畸形 ------------------- 沈卫民,陈建兵,陈海妮等 840 

PO-1536 颈横皮瓣治疗儿童烧伤后颈面部瘢痕 ------------------------------------- 沈卫民,陈海妮,季易等 840 

PO-1537 儿童烧伤后会阴部瘢痕的治疗策略 ------------------------------------- 高庆文, 严峻,沈卫民 等 841 

PO-1538 糖尿病合并坏死性筋膜炎的外科处理 -------------------------------------------------------- 唐益忠 841 

PO-1539 脉搏指示连续心排量监测对烧伤脓毒症早期血流动力学 

 变化及临床意义的研究 ---------------------------------------------------- 张旭辉,王新源,钟小旻等 841 

PO-1540 负压治疗在下肢静脉溃疡治疗中应用效果观察 ------------------------- 许艺超,陈昭宏,陈舜等 842 

PO-1541 儿童手指瘢痕挛缩的临床分型及与连续 Z 形皮瓣的 

 联合应用 -------------------------------------------------------------------- 邹继军, 沈卫民 , 韩涛等 842 

PO-1542 194 例瘢痕挛缩病理与免疫组化分析----------------------------------------- 张健,查天建,陈召等 843 

PO-1543 二十例背阔肌肌皮瓣修复综合性创伤的手术配合 ------------------------- 田雨欣,王玲,戴杨等 843 

PO-1544 10 例成批大面积烧伤的急救与护理 ------------------------------------------------ 林幼华,黄雅茹 844 

PO-1545  全胃肠道管理模式在重度烧伤患者肠麻痹中的 

 应用效果观察 ---------------------------------------------------------------------- 陈瀚熙,赖文,陈华德 844 

PO-1546 12 例乳腺癌术后伤口愈合不良的临床治疗分析 --------------------- 杨敏烈,吕国忠,朱宇刚等 844 

PO-1547 湿润烧伤膏结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糖尿病 

 足截肢术后创面的应用观察 ----------------------------------------------------------------------- 徐刚 845 

PO-1548 呼吸湿化治疗仪在促进卧悬浮床的吸入性损伤患者肺部 

 康复中应用效果观察 ------------------------------------------------------------- 陈瀚熙,赖文,陈华德 845 

PO-1549 亚低温增加人皮肤细胞的应激反应 ---------------------------------------------------- 刘健,王一兵 846 

PO-1550 临床路径带教模式在烧伤科护理实习生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 陈瀚熙,赖文,陈华德 846 

PO-1551 超声清创在烧伤后残余创面中的应用 ------------------------------------- 李晓东,何泽亮,张程亮 847 

PO-1552 新生儿重度先天性皮肤缺损 2 例 ----------------------------------------------------------- 欧阳容兰 847 

PO-1553 右下肢不明复发性溃疡一例 ------------------------------------------------- 李晓东,何泽亮,王配合 847 

PO-1554 48 例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联合游离植皮术治疗小面积 

 烧伤切痂术后创面的效果分析 ---------------------------------------------- 陈召,查天建,努尔兰等 847 

PO-1555 关于治疗肥厚性瘢痕所致功能障碍的若干感悟 -------------------------------------------- 赵银超 848 

PO-1556 394 例门急诊烧烫伤患儿分析 ---------------------------------------------- 陈召,努尔兰,查天建等 848 

PO-1557 烧伤康复期病人的护理 ----------------------------------------------------------------------------- 王琼 849 

PO-1558 烧伤创面的精细化诊疗 ------------------------------------------------------- 李晓东,何泽亮,安亮恩 849 

PO-1559 生物敷料早期介入保护深二度重度烧伤创面微循环的影响 ------------------- 李小奇,金汉宏 849 

PO-1560 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促进烧伤 

 创面愈合的临床疗效比较 ----------------------------------------------------------------------- 黎秋生 850 

PO-1561 bFGF/VEGF in the Serum from Severe Burns Patients  

 Stimulates the Proliferation of Cultured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Via 

Activation of Notch Signaling Pathways ------------------------------------------------------------------- 刘玲英 850 

PO-1562 延期植皮治疗烧伤后重度关节瘢痕挛缩畸形 ------------------------------------- 张振信,郭亚东 851 

PO-1563 严重感染与 PICS ----------------------------------------------------------------- 肖仕初,房贺,陈甜胜 851 

PO-1564 皮肤肿物切除术后的皮瓣修复 ----------------------------------------------------------------- 郭亚东 852 

PO-1565 双管型 VSD 技术用于治疗不同部位复杂创面的最佳负压选择 ------------------------- 张宏峰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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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66 美宝烧伤膏联合生长因子在治疗颜面部烧伤患者中的 

 应用分析 -------------------------------------------------------------------------------------------- 高栋梁 853 

PO-1567 扩创植皮术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烧伤患者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 感染难愈创面的效果观察 --------------------------------- 计鹏,胡大海,刘洋等 853 

PO-1568 肉芽创面床上直接移植自体微粒皮覆盖保湿性敷料  

 治愈深度烧伤和慢性难愈性创面１２８例 ------------------------------- 肖厚安,周小茜,张丽等 854 

PO-1569 早期连续性血液净化对严重烧伤患者的治疗作用 -------------------------------------------- 游波 854 

PO-1570 大面积烧伤残余创面水动力清创结合自体微粒皮 

 移植效果观察 ----------------------------------------------------------------- 肖厚安,席云峰,张斌 等 855 

PO-1571 肉芽创面床上直接移植自体微粒皮覆盖保湿性敷料治疗 

 深度烧伤临床观察 ---------------------------------------------------------- 肖厚安,席云峰,周小茜等 855 

PO-1572 颈部放射性溃疡的皮瓣修复 -------------------------------------------------------------------- 潘云川 856 

PO-1573 VSD 应用于治疗急性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 安鸿肇,周小茜,张丽等 856 

PO-1574 1 例成人失禁相关性皮炎（IAD）的护理体会 ------------------------------ 苏婧,赖海静,李妮等 857 

PO-1575 自体微粒皮回植修复瘢痕皮肤中厚供皮区创面的效果观察 ---------- 邓旭东,肖厚安,官浩等 857 

PO-1576 肉芽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治疗新方法研究 ----------------------------- 肖厚安,周小茜,张 丽等 858 

PO-1577 情景教学法在烧伤急救护理技能教学中的应用 ----------------------------------------------- 梁云 858 

PO-1578 含银医疗外用制剂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与合理选用 -------------------------------------- 李宗瑜 858 

PO-1579 Vγ4 T 细胞和树突状表皮 T 细胞对创面愈合的影响 ------------------ 李雅舒,吴军,罗高兴等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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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001 

用于烧创伤治疗的生长因子国家一类新药的研发与转化应用: 

主要历程与思索 

 
付小兵 

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 

 

 

 

 

PL-0002 

皮肤替代模式 

 
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PL-0003 

THE MOLECULAR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TROPHIC 

SCARRING AFTER BURN INJURY 

 
Edward Tredget 

多伦多大学 

 

 

 

 

PL-0004 

中国烧伤康复的发展和烧伤康复的循证医学证据 

 
吴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PL-0005 

Present and future of burn care 

 
Naiem Moiemen 

Director， the Healing Foundation Burns Research centre， Birmingham， UK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 

 

PL-0006 

慢性创面与 MDT 

 
吕国忠 

江苏省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临床上多指因各种原因形成的创面经 1 个月以上治疗未能愈合，也无愈合倾向者。病因繁多，

病基复杂，合并症多，治疗效果差，复发率高。参与学科多。慢性创面的病变涉及多个脏器和系

统，需多学科联合治疗，且手段繁杂，单个科室无法完成其完整的诊疗过程。为此，我们对慢性创

面必须要应用多学科协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诊疗模式。多学科协作这一医疗模式的

目的是使传统个体式、经验式的医疗模式转变为现代的小组协作模式，由此推动医疗资源整合配

置，建立规范化、专业化的诊疗策略，提高医疗质量。为此，我们对病情涉及多个学科的患者进行

多学科协作诊疗，不仅能为患者提供更为合理的治疗方案，避免患者因需到多个科室就诊而带来的

诸多不便和重复检查及治疗。因此，多学科协作模式能在为患者就诊提供方便的同时，减轻其经济

负担，促进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式发展。最重要的是可以提高疾病的治愈率。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慢性创面诊治多学科协作团队应该包括内分泌专科医师、心血管科医师、血管外科医师、骨科医

师、烧伤整形科医师、普通外科医师、足踝外科医师、介入科医师、影像科医师及感染科医师、创

面治疗师、心理科医师、疼痛科医师，营养科医师、宣教护士、社会教育工作者、慢性创面足治疗

鞋定做者和康复治疗师。多学科协作团队应该从慢性创面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协同发挥作

用。 

 

 

PL-0007 

Blood Transfusion in Burns 

 
Tina Palmieri 

Burns and Trauma 

 

 

 

 

PL-0008 

头面部毁损伤修复重建及器官再造进展 

 
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PL-0009 

烧伤后侵袭性真菌感染的防治 

 
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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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010 

The evolution of burn surgery in Patagonia ( 20 years) 

 
Aldo Zamboni 

阿根廷烧伤学会 

 

 

 

 

PL-0011 

再议烧伤瘢痕治疗 

 
郇京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由于瘢痕形成的机理上不清楚，迄今没有非常理想的手段预防和治疗烧伤后瘢痕。近年来，

CO2 点阵激光、抗血管增生治疗、自体脂肪移植、肉毒毒素 A 注射、放射治疗、冷冻治疗等多种方

法逐渐用于烧伤瘢痕治疗。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和个人临床经验，讨论如何根据病人和瘢痕的

具体情况，在压力治疗、外用硅凝胶、瘢痕内注射皮质激素等常规方法基础上，个体化、综合地选

用多种治疗方法治疗烧伤瘢痕。同时，探讨瘢痕分子靶向治疗和重新启用冷冻治疗的可能性。 

 

 

PL-0012 

Development of Burn Management in Brazil 

 
Luiz Philipe Mplina Vana 

巴西烧伤学会 

 

 

 

 

PL-0013 

吸入性损伤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郭光华

1
,朱峰

2
,黄跃生

3
,吴军

4
,孙永华

5
,夏照帆

2
,付小兵

6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2.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3.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6.解放军总医院 

 

吸入性损伤是影响烧伤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既往临床医师在吸入性损伤的诊断和治疗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对于吸入性损伤的病理生理学变化、循证指导的诊疗以及潜在诊疗措施的

了解和认识仍有限。随着当今医疗服务要求的提高和相关学科的迅猛发展，吸入性损伤的临床诊治

面临诸多挑战，有待更新和规范。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吸入性损伤的诊治进展，结合国情，形成

吸入性损伤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草案，拟为临床提供诊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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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014 

大面积烧伤救治新策略的探索与展望 

 
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PL-0015 

Quality indicators in burn care 

 
Folke Sjoberg 

ISBI 秘书长 

 

 

 

 

PL-0016 

儿童特重烧伤后瘢痕防治策略的探讨 

 
付晋凤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L-0017 

The Efficacy of First-Aid in Burns, Evidence from 

Australasia 

 
Roy Kimble 

澳大利亚 

 

 

 

 

PL-0018 

儿童烧伤营养支持相关问题的探讨 

 
齐鸿燕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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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019 

烧伤代谢研究进展与挑战 

 
yongming you 

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 

 

 

 

 

PL-0020 

复杂性创面的皮瓣修复与功能重建 

 
沈余明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复杂性创面皮瓣修复的方法与功能重建的重要性 

方法 本文列举了大量不同部位、不同创面缺损的病例来阐述创面修复与功能重建的重要性，采用

不同的方法介绍了皮肤与骨缺损的重建；皮肤与肌腱、韧带、神经缺损的重建；皮肤与主要血管损

伤的重建；体表器官缺损的修复与重建等。 

结果 由于采用现代创面修复与重建的先进理念，患者修复效果优良，功能恢复良好。 

结论 复杂性创面基本上都伴有复合组织缺损，创面修复是前提，更重要的行功能重建。复合性组

织的缺损的修复一方面需要跨学科合作，另一方面修复重建外科大夫需要掌握更多跨学科方面的知

识；重视序贯性的修复与重建，有条件的情况下在消灭创面的同时应进行功能重建和外形的恢复，

特别是器官的再造，一次性创面修复与功能重建值得提倡。 

  

 

PL-0021 

Burns Management in Egypt 

 
Ezz Eldolify 

埃及烧伤学会 

 

 

 

 

PL-0022 

糖尿病足的治疗与护理 

 
刘小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糖尿病足病（Diabetic Foot Ulcers,DFU），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一种微血管并发症，DFU 是

神经病变、外周动脉疾病、足部畸形和感染的复杂混合体，主要病理改变为糖尿病性周围血管病变

和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微血管病变是全身性改变，涉及各系统，各组织器官。微循环

障碍是糖尿病肢端坏死的病因病理基础，亦是预后的决定因素。故此 DFU 治疗上采用多学科联合的

综合治疗的方法，其目的是控制血糖、预防相关并发症，延缓疾病的发展。关于 DFU 的护理十分重

要，住院期间：让患者及家属了解糖尿病足疾病的基本知识，理解糖尿病足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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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出院后应注重糖尿病足患者生理、心理及日常生活等的护理，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糖尿

病足应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延缓疾病的发展进程，严格正规的治疗方法和护理手段是治疗糖尿

病足的保障。 

 

 

PL-0023 

区域性慢创救治体系的建设与探索 

 
王一兵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PL-0024 

穿支血管分级及其在临床应用 

 
王达利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背景与目的 公元前 600 年妙闻设计切取的额部皮瓣蒂部无意包括了 I 级穿支血管，1889 年已有了

皮肤穿支概念。由此可看出穿支血管发现有很长历史，临床应用广泛。本文拟对穿支皮瓣的穿支血

管进行分级及探讨在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分析发现穿支血管的历史、观察穿支血管造影解剖特点和尸体标本解剖特点，总结穿支

血管并进行分级。根据穿支血管分级，再对穿支皮瓣命名和分叶皮瓣进行分类。 

结果 穿支血管可分为 I、II、III、IV 级，穿支皮瓣命名在“根特”会议穿支皮瓣命名基础上增加

瓣部血管类型。分叶皮瓣可分为 I 级穿支分叶皮瓣、II 级穿支分叶皮瓣、III 级穿支分叶皮瓣、IV

级穿支分叶皮瓣。 

结论 把穿支血管分为四级，可更好理解穿支皮瓣成活原理及对穿支皮瓣命名、分叶皮瓣分类进行

有益补充。 

 

 

PL-0025 

Cell therapy and engineer skin substitute for severe 

burn wound healing. 

 
Zhe Li 

澳大利亚 Concord 医院 

 

 

 



专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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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 

早期康复训练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关节挛缩程度的影响调查 

 
谭江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早期康复训练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关节挛缩程度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科接受早期康复训练的大面积烧伤患者（≥50%TBSA）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

烧伤面积（浅 II°、深 II°、III°面积）、烧伤深度、入院时间、康复锻炼时间、卧床时间、

BICU 时间和手术干预次数等。入院后行康复评估后进行早期康复训练，入院 1 月后再次行康复评

估，测量各受伤关节的关节活动度（ROM）。分析预测与大面积烧伤患者烧伤后关节挛缩数量和严

重程度相关的影响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收集 108 名大面积严重烧伤患者，平均面积为 67.4%TBSA。其中 93.5%患者出现至少

1 个关节挛缩。其中关节轻度挛缩受限约 37.7%，中度受限约 33.2%。其中腕关节是最常受累关

节，占 18.2%，其次为肩关节占 17.0%、踝关节占 16.8%，髋关节占 16.6%，膝关节 16.4%和肘关节

15.0%。严重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深 II°和 III°创面、卧床时间、BICU 时间和手术干预与关节挛缩

的数量相关，III°创面、卧床时间和 BICU时间与关节挛缩严重情况相关。 

结论 严重大面积烧伤患者存在严重的关节挛缩，早期康复训练可以预防或改善严重大面积烧伤患

者的关节挛缩。 

 

 

S-0002 

头皮超薄皮片回植中厚皮供皮区的观察 

 
官浩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中厚皮移植过程中能否选择真皮厚度最厚的部位作为供皮区，避免瘢痕增生? 能否通过切取

超薄皮片回植供区，达到类似“自体复合皮”的效果 ？通过早期封闭供区创面，从而避免供区瘢

痕过度增生 ？  

方法 实验组：鼓式取皮机切取背部较厚中厚皮肤，移植于受区，采用气动刀，切取超薄皮片移植

于供区，打包固定后，外用负压包扎。头皮采用供皮套装包扎。5 天检视植皮区和供皮区。对照

组：采用鼓式取皮机切取背部较厚中厚皮肤，移植于受区，不做头皮回植 

结果  

切取中厚皮厚度接近 1mm，真皮厚度超过 2/3，回植皮肤厚度约 0.10mm，除了有少量钉突内的真皮

外，基本不含真皮 鼓式取皮术，头皮回植和不回植组术后一年相比，供皮区瘢痕发生率，可捏起

率，可重复取皮率有显著差异（p<0.05） 。 

结论 头皮超薄皮片回植中厚皮供皮区不但可以切取较厚的中厚皮，从而达到整形部位具有全后皮

移植的效果，而且可以做到供区不长或者少长瘢痕的效果。是一种值得推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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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3 

烧伤细菌感染的噬菌体治疗 

 
彭毅志,黄广涛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随着临床上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细菌耐药性不断增强。临床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烧伤感染的常

见致病菌如鲍氏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针对细菌耐药问

题，尽管全世界都广泛重视抗生素的研发，但近年来新型抗生素的开发速度显著减缓、难度日益加

大。对一些多药耐药菌甚至超级细菌，现有抗生素的治疗效果越来越有限。因此，亟需寻找一些新

的方法来治疗临床上的难治性细菌感染。 

噬菌体是一类依赖细菌生长的病毒，由核酸和蛋白衣壳组成，其大小一般在几十到几百纳米不

等。噬菌体仅特异性地感染其对应细菌，不感染人体真核细胞。噬菌体感染宿主的过程分为吸附、

传入、复制、组装和释放。噬菌体治疗细菌感染的优点：1.传统抗生素治疗在杀灭致病菌的同时，

破坏了机体内正常菌群，从而引起微生态失衡，可能导致二重感染甚至全身性感染。而噬菌体的宿

主特异性强，只裂解相应的宿主菌，不会破坏机体内正常菌群。2.不同于抗生素针对细菌某一个代

谢过程的靶点发挥作用，噬菌体的作用机制是裂解单个细菌，治疗效果不受细菌耐药性的影响，对

于治疗耐药细菌有天然优势。3.噬菌体治疗效率高。噬菌体只在感染部位增殖并且增殖速度很快，

一个噬菌体感染宿主菌后可以产生几十甚至几百个后代噬菌体，因此只需极少量的噬菌体就可以完

成杀灭大量细菌的工作。4.噬菌体不会感染人体细胞，这是因为噬菌体的受体是细菌特有的结构成

分，真核细胞没有噬菌体的受体。 

噬菌体抗细菌感染的研究进展：1.利用噬菌体直接治疗细菌感染；2.利用噬菌体编码的溶菌素

杀灭细菌；3.利用噬菌体传递常间回文重复序列丛集相关系统 CRISPR/cas 靶向消灭细菌；4.构建

重组噬菌体酶增强抗菌活性。 

 

 

S-0004 

新形势下军队医院烧伤科发展及青年医师培养之刍议 

 
唐洪泰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回顾作者在去年的全军烧伤会议上做了《从德军实践经验话我军卫勤改革》的报告，该报告中

“启示和愿望”等内容在过去一年来的军改实践中正逐步落实或被印证。本次会议上作者将就新形

势下军队医院烧伤科发展及青年医师培养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供广大同仁参考。 

 

 

S-0005 

烧伤临床营养新视角 

 
彭曦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营养治疗是烧伤临床救治的重要环节，历来受到重视。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营养治疗方案，在烧伤救治尤其是重症烧伤的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烧伤患者代谢的复杂

性，造成按目前的营养模式在治疗重症患者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近 10 年来，随

着外科和重症营养的快速发展，为烧伤营养的进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结合烧伤患者的代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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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及病理生理改变，笔者建议应该重新审视传统营养模式的优点和不足，提出新的治疗理念，优化

烧伤营养治疗方案，提高营养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将针对烧伤营养治疗的多个环节展开论

述，重点介绍烧伤患者代谢特点、优化能量供给、补充途径和营养配比方案，重新审视免疫营养的

疗效和安全性，加强营养治疗方案的执行和疗效监测以及时调整营养方案。我们将就上述领域的一

些思考和经验以及目前临床营养最新的理念与烧伤同仁交流，以期规范烧伤营养治疗，提高营养疗

效，进一步提高我国烧伤整体治疗水平。 

 

 

S-0006 

额颞部扩张皮瓣修复面颈部瘢痕挛缩畸形的美学效果 

 
夏成德,薛继东,狄海萍,曹大勇,韩大伟,李强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额颞部扩张后轴型皮瓣修复面颈部瘢痕挛缩畸形的方法及美学效果。 

方法 2012 年 1 月一 2018 年 3 月，对 12 例面颈部严重瘢痕增生、挛缩畸形的男性患者，包括耳

前、面颊、颏颈部大面积瘢痕，应用额颞部头皮同时扩张技术，形成带双侧颞浅动静脉血管蒂的额

颞部扩张皮瓣进行修复。手术分为扩张器植入、注水；扩张器取出、皮瓣转移；皮瓣断蒂、局部修

整三期进行。一期手术于额顶部植入 400～600ml 圆柱形扩张器 1 枚，两侧颞部各辅助植入 50～

100ml 圆柱形扩张器 1 枚，植入层次在帽状腱膜及额肌、颞肌下。二期术前应用超声多普勒血流探

测仪、CTA 三维重建技术对颞浅动脉及其额支、顶支的位置走形方向进行检查标记，切取带双侧颞

浅血管蒂的扩张皮瓣，修复颌颈部瘢痕切除、挛缩松解后的继发创面，重塑颈部曲线，额颞部供瓣

区直接拉拢缝合。三期手术为皮瓣断蒂修整、剩余瘢痕切除修复术。术后皮瓣部位的毛发进行激光

脱毛处理。 

结果 本组 12 例患者，其中 7 例联合颈胸部皮肤同时扩张。注水扩张时间 4～6 个月，平均 5.2 个

月，扩张后可切取皮瓣面积 45 cm×15cm～38 cm×9 cm，12 例皮瓣转移后均成活，1 例患者Ⅱ期

手术后皮瓣出现静脉回流障碍，呈现紫色、肿胀，给予针刺放血、按压促皮瓣静脉回流等处理后 1

周完全恢复。8 例患者皮瓣部位的毛发给予激光脱毛，每月 1 次，共计 4～5 次。另外 4 例患者对

术区毛发不要求脱毛处理。5 例患者因皮瓣稍显臃肿给予皮瓣修薄。12 例患者随访 4～20 个月，皮

瓣外形美观，无臃肿，色泽、质地与面部皮肤近似。头部毛发生长、分布正常，缝合口瘢痕轻微且

隐蔽，颈部活动度明显改善。 

结论 额颞部皮肤扩张后能够提供较大面积的薄皮瓣，血运可靠，术后外形美观，是修复面颈部瘢

痕挛缩较佳的方法。同时应用 CTA 三维重建技术对颞浅血管及其额支、顶支的位置和走形方向能够

进行精确测定，为皮瓣切取提供了安全保障。 

 

 

S-0007 

微等离子体射频治疗外伤后色素沉着的疗效观察 

 
俞舜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微等离子体射频治疗外伤后色素沉着的临床经验并观察其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在本院接受治疗的因各种外伤导致色素沉着患者，选取时间段为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病例数为 37 例。治疗功率为 50~100W，采用“米”字形滚动治疗，治疗 2~3 遍，6 周左右

治疗一次，治疗 3~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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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患者经过治疗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9 例基本愈合，22 例明显效果，6 例好转，无色

脱和瘢痕形成。 

结论 微等离子体射频应用于外伤后色素沉着效果可靠，副反应少，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治疗色素沉

着的治疗方法。 

  

 

S-0008 

创面延迟愈合与微循环障碍 

 
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S-0009 

穿支皮瓣联合补片修复腹部深度烧伤后瘢痕并发腹壁疝 

 
沈余明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穿支皮瓣联合补片修复腹部深度烧伤后瘢痕并发腹壁疝的临床疗效。 

方法  自 2000 年 3 月-2017 年 6 月共收治腹部深度烧伤后瘢痕并发腹壁疝患者 10 例，均为男

性，年龄 29-55 岁，平均 39.5 岁；其中高压电烧伤后 9 例，CO 中毒后深度烧伤 1 例，有 9 例在当

地治疗、1 例在本院治疗，均行早期清创、换药，待肉芽生长后植皮修复。创面愈合后 2-5 个月出

现腹壁疝，腹部有坠胀感、胀痛。此组患者入院时疝环 5cm*5cm-12cm*11cm，均采用疝表面瘢痕切

除、疝内容物回纳、补片或脱细胞异体真皮加固腹壁、穿支皮瓣修复创面，穿支皮瓣 7cm*7cm-

13cm*12cm。 

结果 皮瓣成活好，切口一期愈合，随访 6个月-1年，腹壁疝未见复发，患者无不适感觉. 

结论 穿支皮瓣切取方便、转移灵活、血运丰富，联合补片或生物材料，是修复腹部深度烧伤后瘢

痕并发腹壁疝的一个较好的方法。 

  

 

S-0010 

89 例下肢瘢痕癌的诊治体会 

 
张丕红,田靖,梁鹏飞,任利成,周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总结下肢瘢痕癌的临床特点，探讨其诊治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烧伤重建外科 20 年来收治的 89 例下肢瘢痕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包括人口统计学、致伤因素、癌变潜伏期长短、病变部位、溃疡面积、病理类型、骨质侵犯和

淋巴结转移情况、手术方式、修复方法与预后等。 

结果 本组男 70 例，女 19 例；年龄 24～84（52.0±13.3）岁。最常见致伤因素依次为火焰烧伤

（42 例）、创伤（19 例）、烫伤（12 例）。癌变潜伏期 2 个月～66 年，平均 30.8±15.5 年;病变

部位最常见于小腿（31 例），其次为大腿（11 例）、足跟（11 例）。溃疡面积为 1.5-600 cm
2 
;平

均 91.7±123.0cm
2
。组织病理学类型：鳞状细胞癌（Squamous-cell carcinoma,SCC）80 例、疣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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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8 例、肉瘤 1 例。术前发现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78 例，行腹股沟淋巴结清扫 49 例，单纯淋巴结活

检、切除 29 例，9 例发现淋巴结转移，8 例有骨质侵犯；24 例行截肢术，53 例行病灶扩大切除皮

片移植术，12例行病灶扩大切除皮瓣修复术。65例得到随访，其中 8 例出现复发。 

结论 下肢瘢痕癌复发转移率较高，需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尽早手术治疗并定期随访；腹股沟淋

巴结肿大较常见，需行淋巴结活检、切除或清扫；局部扩大切除、植皮或皮瓣修复是其主要治疗方

法，但癌肿较大、侵犯较深且下肢瘢痕广泛、畸形严重者可考虑截肢。 

 

 

S-0011 

弹药火器伤致命性大出血新型止血材料实验研究 

 
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旨在设计和研发一种新型止血材料：①可以对动静脉大血管破裂出血止血；②超强的吸

水和锁水作用，快速浓缩凝固局部血液；③良好的柔韧性，可施加压力，第一时间阻断动脉血流；

④吸水后凝胶化，血液无法穿透材料；⑤遇到血液产生粘附性，预防继发出血；⑥有良好的生物相

容性和透气性；⑦能够阻隔环境中的细菌和有害微粒接触创面；⑧去除材料时不与伤口发生粘连，

减少疼痛；⑨简单易用，适合于平战时战创伤伤员自救互救，价格便宜，造福社会。 

方法 采用简单的“一锅法”反应，将聚丙烯酸钠接枝到壳聚糖分子上，采用改性的聚乙二醇作为

柔性交联剂，NaHCHO3 作为发泡剂，制备了一种柔软的互穿孔道的高分子海绵。并对其结构进行表

征、理化性能进行表征、生物相容性评价、体外凝血实验评价、兔股动脉出血止血研究、大白猪股

动脉剪断出血止血研究、大白猪子弹贯通伤出血、大白猪爆炸伤出血止血研究。 

结果 通过红外光谱分析证明，本研究成功将聚丙烯酸钠接枝到壳聚糖上；扫描电镜可见海绵互穿

孔道结构；溶胀动力学表明，新型止血材料在不同的介质中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细胞增殖实验证

明，新型止血材料无细胞毒性，豚鼠皮内注射未见致敏性；体外凝血实验、兔股动脉出血止血研

究、大白猪股动脉剪断出血止血研究、大白猪子弹贯通伤出血、大白猪爆炸伤出血止血研究，皆证

明新型止血材料具有良好的止血效果，且明显优于现有外军列装止血材料。 

结论 本研究设计和研发的新型止血材料对大动物大动静脉破裂出血止血效果良好，稳定可靠；对

于火器伤造成的大动静脉出血止血效果十分理想；无细胞毒；无刺激性和致敏性；操作简单，轻

便，易携带。 

 

 

S-0012 

严重烧伤后胃肠道免疫保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张红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脓毒症和多器官功能障碍（MODS）是严重烧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胃肠道是人体最大的细菌

及毒素库，胃肠道黏膜是抵御细菌入侵的重要屏障但极易受损伤。同时胃肠道亦是人体最大的免疫

器官，含有约 50％的网状内皮细胞和其它免疫细胞，体液免疫的 80％来自于胃肠道。严重烧伤患

者由于休克、缺氧、感染、应激等各种刺激使胃肠粘膜屏障受损和免疫功能紊乱导致肠道细菌/内

毒素移位，是引发脓毒症和 MODS 的重要因素。因此高度重视严重烧伤后胃肠道粘膜保护一直是烧

创伤工作者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介绍了笔者课题组近年来关于热休克蛋白 70 和调节性 T 细胞在

严重烧伤后胃肠道免疫保护方面的一些临床和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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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3 

严重烧伤病人的气道管理 

 
李孝健 

广州市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原:广州市白云区红十字会医院),510000 

 

 

 

 

S-0014 

构建中国军民融合创烧伤救治体系 

 
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S-0015 

一个国家一类新药的研发与一个群体的成长：我的经历与思索 

 
付小兵 

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 

 

 

 

 

S-0016 

烧伤休克的发生机制及防治 

 
黄跃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S-0017 

严重烧伤早期救治新技术和新策略进展 

 
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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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8 

藏毛窦与藏毛囊肿的治疗技巧 

 
刘 毅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藏毛窦和藏毛囊肿统称为藏毛疾病，是发生在骶尾部臀间裂软组织内的一种慢性窦道或囊肿，内藏

毛发是其特征。也可表现为骶尾部急性脓肿，穿破后形成慢性窦道，或暂时愈合，反复发作。多在

青春期后 20～30 岁发生，一般好发于较为肥胖、体毛较多的青年男性。探针和影像学检查可帮助

确诊与定位。一旦确诊应予以手术治疗。本报告介绍了彻底根治藏毛窦和藏毛囊肿的相关治疗技

巧。 

 

 

 

S-0019 

微（小）型皮瓣在烧创伤修复重建中的应用 

 
陈铭锐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250000 

 

 

 

 

S-0020 

烧伤感染治疗新挑战 

 
刘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S-0021 

重症感染与 PICS 

 
肖仕初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S-0022 

烧伤脓毒症表现在一例小儿特重烧伤救治中的“全景”展现 

 
李宗瑜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五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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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回顾一例小儿烧伤 TBSA90%合并重度吸入性损伤的救治历程，展示烧伤脓毒症的全身性临

床典型表现，创面（感染）的局部表现、实验室表现、微生物学结果、影像学表现、器官功能障碍

以及救治的各种手段运用。该病例所报告的内容堪称烧伤脓毒症各方面表现之“经典百科”故用

“全景”比喻，通过讨论分析该病例发生脓毒症之必然和偶然因素，汲取成功的经验，反思临床工

作中不足和缺陷的教训，为提高医护人员临床能力做出努力。 

 

 

S-0023 

1 例Ⅲ度面积 94%，总面积 98%烧伤患者救治的技术与人文思考 

 
娄季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S-0024 

皮肤软组织感染诊治 

 
刘静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510000 

 

 

 

 

S-0025 

电击伤病例治疗讨论 

 
杨薛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S-0026 

优化置管部位预防严重烧伤患者 DVT 的建议：一项单中心临床回

顾性研究分析 

 
马思远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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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7 

烧创伤重症 MDT 治疗 

 
朱峰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S-0028 

THE MOLECULAR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TROPHIC 

SCARRING AFTER BURN INJURY 

 
Elisabeth Greenfield 

TBD 

 

 

 

 

S-0029 

膜肺在大面积烧伤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ECMO in Massive 

Burns 

 
彭成康 

台北荣民总医院 

 

 

 

 

S-0030 

烧烫伤后期增生性疤痕镭射治疗经验分享 Laser management 

for post burn injury Hypertrophic scar 

 
宋定宇 

台湾新北市联合医院 

 

 

 

 

S-0031 

8.2 昆山粉尘爆炸的救援救治 

 
谭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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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2 

台大皮肤保存库经验与烧伤之应用 The Experience of NTUH 

Skin Bank and Application on Burn Care 

 
黄慧夫 

台湾大学附设医院 

 

 

 

 

S-0033 

谷氨酰胺对烧伤后肠粘液屏障的影响 Effects of glutamine on 

intestinal mucus barrier after burn injury 

 
王子恩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S-0034 

烧伤常见神经肌肉骨骼及心肺系统并发症之康复治疗 

 
林昀毅 

台湾大学附设医院 

 

 

 

 

S-0035 

严重烧烫伤及吸入性呛伤时呼吸道的建立与维持 

 
何建良 

成功大学附设医院 

 

 

 

 

S-0036 

虚拟现实技术在烧伤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刘晓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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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7 

建构烧烫伤处理与输液治疗能力之临床技能测试 

 
张雪吟 

三军总医院烧伤中心 

 

 

 

 

S-0038 

肠道微生物菌群在大鼠严重烧伤后的变化 

 
黄广涛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胃肠道微生物菌群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其数量是人体细胞数量的十倍。胃肠道微生物菌群

对人体提供了很多营养支持。它在慢性疾病和免疫性疾病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样肠道微生物

在急性创伤和烧伤后机体变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大鼠为模型，研究胃肠道微生物在严

重烧伤后的肠道菌群变化。 

方法 运用大鼠烧伤模型，通过收集烧伤前后粪便，通过 16S DNA 分析研究大鼠烧伤后肠道菌群的

数量、种类、a-多样性和β-多样性的变化。 

结果 烧伤前后的 OUT 数量分别是 2287 和 2416 个，Chao1 指数、Shannon 指数和 ACE 指数，在烧伤

前后无明显改变。与烧伤前相比，烧伤后肠道菌群显示了一个聚集的趋势。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

比例在烧伤后显著下降。同时，部分益生菌的丰度（乳酸乳球菌和产顶酸盐菌）发生了下降。而一

些条件致病菌如大肠杆菌、志贺菌和变形菌门丰度显著升高。 

结论 大鼠模型中，肠道菌群在严重烧伤后发生失调，尽管早期微生物的总量和种类没有发生改

变，部分细菌种类的丰度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S-0039 

从“五个意识”谈烧伤学科建设与发展 

 
郭光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hospital modernization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and assur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peeding up the talent training, and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aliz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most of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models adopted the two ranks of the hospital and department. As a manager of the 

department, both hands about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must be grasped. The author talks about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urn  from  the "fiv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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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0 

一种 PHMB 修饰的具抗菌活性的人工真皮的研制 

 
金剑

1,2
,相阳

3
,秦晶

1
,陈郑礼

1
,周浩

1
,汤涛

1
,罗鹏飞

1
,马兵

1
,王光毅

1
,夏照帆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2.中国人民解放军 92858 部队岸勤部医院 

3.海军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勤务学教研室 

 

目的 研制一种可缓释聚已亚甲基盐酸（polyhexamethylenebiguanide，PHMB）的具抗菌活性的人

工真皮，并对其部分生物学性能进行了验证。 

方法 自制浓度为 0.25%、0.5%、1%、2%的 PHMB 的明胶水凝胶。利用 PHMB 和曙红(Eosin 染料)之间

的显色反应，检测 PHMB 水凝胶清洁环境下释放能力，以及在肺炎克雷白杆菌、鲍曼不动杆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株存在的有菌环境下的释放能力。以 K-B 法测定抑菌圈为基础检测 PHMB 水凝

胶对肺炎克雷白杆菌、鲍曼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株持续抑菌能力。在体检测 PHMB 水

凝胶组织安全性，并检测其体外细胞毒性。将合适浓度的 PHMB 水凝胶加入人工真皮硅胶层和胶原

层之间，制成具有抗菌能力的人工真皮。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期空间结构。取大鼠，分别进行清洁

创面和感染创面移植实验，观察创面愈合情况及感染情况。 

结果 体外释放实验中，该水凝胶的 PHMB 释放时长与 PHMB 浓度成正相关，最小有效释放时长（5

天）浓度为 1%。将 1%PHMB 水凝胶埋植入大鼠皮下，未引起植入局部及全身的不良反应。将 1%PHMB

水凝胶加入到 Lando®人工真皮的硅胶层和胶原层的夹层中，制成 PHMB 修饰的人工真皮。体外细胞

毒性实验显示，PHMB 修饰的人工真皮未对人成纤维细胞和人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率产生明显影响，

电子显微镜观察也未发现加入的 PHMB 水凝胶对人工真皮的原有立体支架结构有明显影响。在大鼠

背部全层皮肤缺损的清洁创面上移植 PHMB 水凝胶人工真皮/人工真皮后，二者血管化速度无明显差

异，但 PHMB 水凝胶人工真皮组创面组织细菌含量明显低于人工真皮组。在大鼠背部全层皮肤缺损

感染模型上移植 PHMB 水凝胶人工真皮/人工真皮后，PHMB 水凝胶人工真皮组创面感染率显著低于

人工真皮组。 

结论 我们的结论是，PHMB 水凝胶人工真皮具有持续缓释 PHMB 和良好的抗菌能力，其生物活性与

原人工真皮无明显差异，从而可有效预防人工真皮移植后的感染发生，并可能对感染性创面的治疗

提供了可能的新方法。 

 

 

S-0041 

大面积深度烧伤救治的临床新策略 

 
申传安,孙天骏,李东杰 ,蔡建华,邓虎平,李利根 ,李大伟,王淑君,张琳,何丽霞,王亮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深度烧伤救治的临床新策略。 

方法 1.休克复苏的思考；2.保守性超大面积削痂术；3.皮肤替代物的新选择；4.全胃肠营养的实

施；5.深静脉穿刺点的选择与构建；6.自体皮库-重复供皮区的构建；7.重视分时段、分区、分类

换药；8.应激障碍综合征的防治；9.全时段、全方位康复理念。 

 

 



论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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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01 

提高大面积烧伤休克期急诊入院患者液体复苏规范率的护理专案

改善及其效果评价 

 
黄静,潘俞谷,覃江焕,黄丽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运用护理专案改善方法对大面积烧伤休克期急诊入院患者质的液体复苏规范率进行质量持续

改进，使休克期入院患者在入院后能得到规范的液体复苏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2 月本科室大面积烧伤休克期患者入院输液量、液体比

例、补液时间、血浆输入时间等，运用专案改善方法制定休克期液体计算程序、烧伤休克期病人液

体复苏公式及余量尺（表）及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液体复苏流程表，对 2017 年 3 月至 6 月大面

积烧伤休克期急诊入院患者进行液体复苏管理 ，对比对照组和干预组患者每小时输液量规范率、

液体比例规范率、补液及时率、血浆输入及时率及三小时液体复苏成功率。 

结果 两组大面积烧伤休克期急诊入院患者入院输液量规范率分别为 62.5%和 85%(P>0.05);对照组

和干预组患者液体比例规范率为 53%和 85%(P>0.05); 对照组和干预组患者补液时间规范率为 87.5

和 100%(P>0.05); 对照组和干预组患者血浆输入及时率 75%和 96%(P>0.05); 对照组和干预组患者

三小时液体复苏成功率为 27%和 47%(P>0.05)。 

结论 结论 通过专案改善，可以提高大面积烧伤急诊入院患者的液体复苏规范率，可有效降低患者

低血容量性休克的发生风险 ，提高患者抢救成功率。 

 

 

OR-0002 

PRP 联合 PLA/PCL 对小型猪破片伤导致的深部软组织创面愈合的

影响 

 
姚丹

1,2
,郝岱峰

1
,赵帆

1
,郝秀锋

3
,冯光

1
,褚万立

1
,陈泽群

1
 

1.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2.解放军总医院 

3.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目的 探讨富血小板血浆（PRP）联合聚乳酸/聚己内酯(PLA/PCL)对小型猪破片伤深部软组织创面愈

合的影响。 

方法 将 45 只雄性巴马小型猪（以下称小型猪）按小型猪高爆弹药破片伤（以下称破片伤）造模，

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空白组和 4 个实验组：PPP+PLA/PCL 组、PRP
1х
+PLA/PCL 组、PRP

3х
+PLA/PCL

组、PRP
5х
+PLA/PCL 组，每组 9 只。造模成功后创面立即予以彻底清创，后空白组直接缝合封闭创

口；实验组对应分别予以 PLA/PCL 联合 PPP、PLA/PCL 联合 1 倍血小板浓度 PRP、PLA/PCL 联合 3 倍

血小板浓度 PRP、PLA/PCL 联合 5 倍血小板浓度 PRP 填塞破片伤残腔，并缝合封闭创口。术后予以

隔日碘伏换药治疗。分别于术后第 7、14、28d 每组各随机处死 3 只小型猪，将破片伤组织及填塞

材料一并取出。记录各组手术时间、创面感染率，病理检测观察残腔愈合情况和材料降解情况，免

疫组化法检测残腔内新生组织 TGF-β、VEGF 蛋白表达，实时定量 PCR 检测 TGF-β、VEGF mRNA 表

达量。对数据行析因设计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LSD检验。 

结果 与空白组相比，实验组手术耗时较长。随着 PRP 浓度增高，各组伤道感染例数逐渐降低，各

组 TGF-β、VEGF 蛋白阳性表达逐渐增强，同时 TGF-β、VEGF 的 mRNA 表达均呈现递增趋势。相同

浓度 PRP 条件下，术后伤道组织的 TGF-β、VEGFmRNA 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值水平，并于术后第

14d 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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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RP 联合 PLA/PCL 可为新生组织长入提供物理支架，同时能促进创面局部 TGF-β、VEGF 的

mRNA表达和蛋白表达，从而促进深部软组织创面愈合。 

  

 

OR-0003 

儿童特重度烧伤后瘢痕防治策略的探讨 

 
付晋凤,张梦思,朱辉,王璐,许水淋,杨丽红,蒙礼娟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为防止儿童特重度烧伤后全身多处瘢痕导致的畸形、功能障碍对患儿造成终身的身心影响，

探讨在伤后不同时期所采取的瘢痕防治措施，分享实施体会。 

方法 1、瘢痕预防从烧伤患者入院立即开始，在抗休克同时就由护士指导家属进行正确的体位摆

放。对可能形成瘢痕的部位和预期的畸形进行评估，在手术时机、手术方法、取皮区选择各个方面

均要考虑防止瘢痕畸形。2、创面愈合后马上开始外用药物防止瘢痕增生，大面积烧伤创面不会同

时愈合，不要等待，那里愈合那里就开始预防瘢痕增生。初期选择外用喷剂防止擦伤新生表皮；1-

2 周后选用外用药膏涂擦和按摩，也可辅以超声导入；1 月左右开始压力疗法。支具、物理康复创

面修复过程中就可开始，换药浸浴时进行大关节的活动。瘢痕增生和挛缩畸形的预防多个措施综合

进行可起到最佳效果。3、对已形成挛缩畸形，影响生长发育和容貌的患儿，要早期手术，术中要

考虑尽量降低供皮区造成新的瘢痕，因儿童不可能主动意识和配合康复治疗，术后综合防瘢痕家属

的配合至关重要。 

结果 由于儿童超乎寻常的可塑性，特重度烧伤后得到正确的康复指导，和定期复诊接受规范的综

合防瘢痕治疗的患儿，均可达到回归正常生活的效果。 

结论 儿童特重度度烧伤后期功能障碍的防治需贯穿治疗全过程，要由医院、家属和社会共同完

成。 

  

 

OR-0004 

复杂创面的立体式修复与供瓣区的生态保护意识 

 
唐修俊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63000 

 

目的 探讨复杂创面的立体式一次性修复策略，同时在切取皮瓣时强调供瓣区的生态保护，传播创

面修复利益最大化，供瓣区牺牲最小化修复策略与理念。 

方法 2012 年 8 月—2018 年 1 月，根据四肢复杂创面的特点，结合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穿支血管的解

剖特点，切取受区所需要的皮瓣，筋膜及肌肉等组织，同时在切取的时候尽可能保留供区的功能不

受影响，包括供区外形，感觉及运动功能的康复等。本组男 22 例，女 15 例；年龄 10～72 岁，平

均 51 岁。上肢手背及腕部创面 24 例，足背及下肢创面 13 例。创面面积约：8.5cm×13.0cm～

10.0cm×21.0cm，皮瓣面积：5cm×8cm～8cm×15cm，供区直接缝合，病程 1周～1月。 

结果 术中切取皮瓣顺利，一次性修复创面肌肉、肌腱及皮肤等缺损，术后皮瓣均顺利成活，无血

管危象产生，创面Ⅰ期愈合。33 例获随访，随访时间 6～36 个月，平均 18 个月。皮瓣色泽、质地

良好；外形满意，随访 12 月以上皮瓣恢复保护性感觉，36 月后皮瓣恢复感觉，刺激疼痛敏感。供

区仅留下线状瘢痕,供区无明显感觉缺失及异常，无肌疝产生。 

结论 结合创面缺损的情况一次性修复创面的缺损，可以减少患者手术次数，减轻经济及精神负

担，同时在切取皮瓣的同时力争减少供区的损害，复合皮瓣的经济学原则，同时更符合生态修复的

理念，值得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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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05 

降钙素原在严重烧伤患儿早期脓毒症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王纪龙 

天津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和分析降钙素原（PCT）在小儿烧伤早期脓毒症诊断价值，并与 C 反应蛋白(CRP)、白细

胞（WBC）等传统诊断脓毒症指标进行比较。 

方法 通过分析 52 例早期严重烧伤患儿住院资料，所有患儿分为脓毒症组与非脓毒症两组，并连续

检测所有患儿血 PCT 水平及血常规等检查。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特点，分析最大 PCT、△PCT 在诊断

脓毒症中的价值，并应用绘制受工作试特征曲线（ROC曲线）曲线与 CRP及 WBC相比较。 

结果 最大 PCT及△PCT 临界值是诊断烧伤脓毒症的敏感性及特异性较高。 

结论 最大 PCT和△PCT 可以作为小儿烧伤早期脓毒症诊断的指标。 

 

 

OR-0006 

氢氟酸中毒机制探索及救治策略最新进展 

 
王新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氢氟酸是一种具有原生质毒性的、高度危险的无机酸，不但可以引起接触部位皮肤的腐蚀性损

害，还可以快速穿过皮肤、粘膜屏障导致严重的机体中毒。据报道，小面积的氢氟酸皮肤暴露

（2.5%TBSA）即可能导致死亡。浙江省西南与闽、赣交界处，是重要的萤石出产区，萤石作为制备

氢氟酸的主要原材料，可以与浓硫酸作用生成氢氟酸。据估计，浙江省每年氢氟酸产量约 40 万

吨，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强。因而，浙西南地区也成为氢氟酸烧伤的高发地区。根据我们最新

的调查，自 200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浙江衢化医院烧伤科共收治化学烧伤 963 例，其中氢氟

酸烧伤 319 例，占所有化学烧伤的 32.8%，绝大多数氢氟酸烧伤发生在工作年龄（20-60 岁）人

口，其中 99.1%的氢氟酸烧伤为职业暴露。因氢氟酸暴露致伤、致残的病例不在少数，因氢氟酸中

毒致死的病例时有发生。如何制定快捷、有效氢氟酸烧伤救治策略十分必要，而进一步探索氢氟酸                 

致伤、致毒的相关机制成为制定防治策略的关键。 

传统的观念认为，氢氟酸分子具有高度的生物组织亲和性（直接毒性），可以在数分钟内穿透

全层皮肤，进而解离为氢离子和氟离子。氟离子除了与局部组织相互作用之外，吸收入血的氟离子

还可以与钙镁离子特异性结合，导致低钙血症、低镁血症及血钾的变化，从而引起全身中毒症状甚

至死亡。依照传统观念，氟离子是引起组织损伤和全身中毒的关键部分。目前的氢氟酸救治体系主

要是围绕着如何减少氟离子吸收和如何灭活氟离子，迅速纠正电解质紊乱而制定的。钙镁制剂因为

可以与氟离子特异性结合形成不溶性盐，成为以灭活氟离子为核心治疗策略的主导。目前的水洗治

疗和葡萄糖酸钙外用，以及钙镁制剂的全身用药、皮下注射、动静脉灌注等，均是围绕传统观念上

氢氟酸的致伤机制展开的。从致伤机制和救治策略上看，氢氟酸烧伤的救治几乎得到了“完美解

决”。 

但是，临床上遇到的氢氟酸烧伤病例，其具体病情远非上述描述的那样简单。例如，严重氢氟酸烧

伤后救治的时效性非常关键，错过了早期的有效诊治，患者发生严重中毒甚至死亡的情况十分常

见；而有些严重病例，血钙血镁已经补充到正常水平，但却发生心跳骤停或恶性心律失常而死亡。

Jason 等利用构建的消化道灌注氢氟酸的猪模型研究表明，给予钙镁制剂可以延迟但不能避免氟导

致的死亡！另外，我们还总结了亲身经历的 6 例氢氟酸烧伤死亡患者的病例资料，发现所有的死亡

发生在伤后 0.5-9 小时以内，除 1 例在到达医院前已经死亡外，其余 5 例明确死于室颤和/或心搏

骤停；进而我们通过文献检索，共检索到 15 例氢氟酸暴露导致死亡的报告，所有死亡发生在伤后

1-15.5 小时，大部分死因为室颤和心搏骤停。上述事实说明心脏可能是氢氟酸中毒主要的靶器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2 

 

官，基于传统观点建立的氢氟酸救治策略并没有完全阻断氢氟酸的毒性！我们最新的体外研究也发

现，葡萄糖酸钙难以逆转氢氟酸导致的心肌细胞损害，由次导致的心肌细胞钙离子通道功能紊乱和

线粒体破坏可能是临床上氢氟酸烧伤患者新功能发生变化的重要机制。 

有研究指出，需要重视氢氟酸的间接毒性。进入体内的氟离子，与钙镁离子结合形成盐，这些

盐的心肌毒性不能被忽视；氟离子与血液中的某些蛋白、细胞成分结合，抵达心脏后在某些作用下

重新释放氟离子，导致损害发生。而基于上述事实，以减少氟离子吸收和灭活氟离子为核心，强调

电解质平衡的维系的传统救治策略，需要进一步加入新的内容，即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之上，促进含

氟物质尽可能高效排出体外，加强脏器保护，从而挽救患者生命！ 

基于上述更新理念，我们课题组新近收治 1 例面颈部严重 HF 烧伤，导致急性全身性氟中毒，

伤后血钙、血镁急剧下降，伴有严重心肌损伤及心律失常，经过大剂量静脉补钙及补镁，并采用连

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患者最终得到成功救治。

通过检测透析液中氟浓度，发现 CRRT 可以有效促进含氟物质的排除，并迅速纠正电解质平衡。另

外，Berman 等报道采用血液透析救治氟化钠消化道摄入中毒，并且作为推荐治疗,Björnhagen 等报

道 1 例 HF 烧伤 7%TBSA，经过补钙、补镁治疗，在血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回复到正常范围时，反复发

生心室纤维颤动，均经电除颤复律，在伤后 8h 开始血液透析治疗，持续 4h 后转上级医院继续行

CRRT 治疗，最终患者存活。由此可见，快速促进体内含氟成分的有效排出，可能会更加有利于氢

氟酸烧伤和中毒患者的救治和转归，相关经验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但关于氢氟酸中毒和救治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待解：（1）氟离子造成机体组织/细胞损伤的具

体机制是什么？（2）氢氟酸直接毒性与间接毒性之间的具体联系？（3）氟离子与血液中主要成分

的结合形式与转运方式，造成远隔部位器官（主要是心脏）损伤的具体途径？（4）氢氟酸烧伤患

者的心脏毒性及心肌保护策略？（5）氟排除体外的具体机制及血透在相关治疗中的地位和作用？ 

 

 

OR-0007 

削痂后于脂肪组织层 MEEK 植皮治疗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效果及改

进 

 
李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对比大面积烧伤患者削痂后行一期或二期 MEEK 植皮的效果，并初步分析二期手术效果改善的

机制。 

方法  26 例接受 MEEK 植皮患者，分为一期手术组、二期手术组。一期手术组：14 例，年龄

（27～75）岁，平均（45.8±4.5）岁；烧伤面积（30%～98%）TBSA，平均（66.0%±6.1%）TBSA。

二期手术组：12 例，年龄（31～76）岁，平均（45.7±4.0）岁；烧伤面积（30%～95%）TBSA，平

均（62.1%±6.2%）TBSA。一期手术组在削痂后即行 MEEK 植皮术；二期手术组在削痂后采用异种脱

细胞真皮基质敷料覆盖创面，3 d 后行 MEEK 植皮术。所观察的临床效果包括：补充植皮次数、创

面基本愈合时间；脂肪断层表面的病理与微血管密度计数（MVD）。 

结果 一期手术组患者补充植皮次数（1～4）次，平均（3.4±0.6）次，二期手术组患者补充植皮

次数（1～3）次，平均（1.8±0.2）次；一期手术组创面基本愈合时间（30～90）天，平均

（48.8±4.9）天，二期手术组创面基本愈合时间（19～47）天，平均（35.1±2.3）天。二期手术

组的补充植皮次数、创面基本痊愈时间均少于一期手术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病理观

察显示：削痂后即刻切取的脂肪组织细胞间隙中细胞成分少，3d 后细胞间隙有新生肉芽组织。免

疫组化染色显示：削痂后即刻切取的脂肪组织与 3d 后脂肪组织断面的 MVD 分别为（20.2±1.3）/

高倍视野，（32.2±1.9）/高倍视野，差异有显著性（P＜0.01）。 

结论 对大面积深度烧伤，采取削痂后二期在脂肪断层上 MEEK 植皮的方法，可改善脂肪断层受皮条

件，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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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08 

Valuable Prognostic Indicators for Severe Burn Patients 

with Sepsis:Age, Platelet Count and Procalcitonin 

 
Yichao Xu

1
,Hong Zhou

2
,Yanbei Sun

3
, Xiaonan Shao

4
,Xinyuan Jin

5
 

1.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 and Burns，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5.Department of Burn Plastic Surgery， the Affiliated Suzhou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valuable prognostic indicators for severe burn patients with 

sepsis. 

Methods Thirty-seven severe burn patients with sepsi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wenty-two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death group and 15 patients to the survival 

group. Their general information, vital signs, blood index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and diagnosis of sepsis as well as the serum procalcitonin (PCT) level at admission, 

diagnosis of sepsis and 1-8 d of post diagnosis were also compared. 

Results Patients in the death group were older, and had lower platelet count (PLT)at 

the diagnosis of sepsis as well as higher PCT level at 1-8 d of post diagnosis than in 

the survival group (all P <0.05). The cutoff age for predicting mortalitywas 38 years 

old, the areaunderthecurve (AUC) was 0.708, and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from 

diagnosis of sepsis to death) of patients ≥38 year-old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38 year-old (32 days and 9 days, respectively). The best cutoff PLT at 

diagnosis of sepsis and cutoff PCT at 1-8 d of post diagnosis were 150×109/L and 2.4 

ng/mL, and the AUC was 0.911 and 0.74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PLT at diagnosis of sepsis was an independent protective factor affecting 

prognosis.Age, PLT at diagnosis of sepsis and PCT at 1-8 d of post diagnosis of sepsis 

could be used as prognostic indexes. Among them, PLT at diagnosis of sepsis had the 

greatest prognostic value, and age affected mortality and survival time. 

 

 

OR-0009 

优选组织瓣修复常见压疮 

 
苏卫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并优化骶尾、髋部、坐骨结节压疮修复术式。 

方法 共 11 例压疮，采用臀部双叶穿支皮瓣修复骶尾部压疮 5 例，股外侧肌肌皮瓣修复髋部压疮 3

例，股二头肌肌瓣组合皮瓣修复坐骨结节压疮 3 例，创面病史 1 月~8 年，6 例创面大小

3cmx5cm~12. 

结果 11例创面、供瓣区均一期愈合，随访 10~35周无复发。 

结论 1.臀部穿支血管数量多，可依创面情况随意设计；双叶瓣设计可封闭供瓣区；穿支皮瓣不损

伤臀大肌和深部血管，出血少，创伤小，是骶尾部压疮修复的优选术式；2.股外侧肌肌皮瓣肌肉组

织量丰富，血运佳，制备组织瓣无需分离皮支；患者髋关节越屈曲，则血管蒂越松弛，是修复髋部

压疮的优选术式；3.股二头肌肌瓣、穿支皮瓣两者组合的术式，抗感染能力强，组织量充沛，塑形

性好，操作简单，是修复坐骨结节压疮的优选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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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0 

基于人性化理念的舒适护理在老年烧伤住院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王永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老年烧伤住院患者中基于人性化理念的舒适护理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8 年 4 月收治的 78 例老年烧伤住院患者，借助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常

规组和舒适组，每组各包含有 39 例患者。常规组的护理方法为常规护理，舒适组的护理方法为常

规护理+基于人性化理念的舒适护理。分别于护理前、3d 后、5d 后、1 周后采用数字分级量表

（NRS）评价疼痛程度并进行对比，并对比住院期间舒适度分布情况和优良率，对比并发症发生

率。 

结果 舒适组护理前、3d 后、5d 后、1 周后的疼痛程度评分分别为（7.0±1.3）分、（5.1±1.0）

分、（4.0±1.1）分、（2.9±0.4）分，常规组评分分别为（7.1±1.2）分、（6.3±1.2）分、

（5.2±1.3）分、（4.3±0.7）分，2 组疼痛程度量化评分均随着时间的延长显著降低（P＜

0.05），且舒适组护理后各时刻疼痛程度均明显低于常规组（P＜0.05）；舒适组优、良、可、差

的构成比分别为 82.05%、12.82%、5.13%、0.00%，优良率为 94.87%，常规组优、良、可、差的构

成比分别为 56.41%、20.51%、15.38%、7.69%，优良率为 76.92%，舒适组与常规组舒适度分布对比

差异显著（P＜0.05），且舒适组舒适度优良率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舒适组住院期间总并

发症发生率（2.56%）明显低于常规组（15.38%）（P＜0.05）。 

结论 在老年烧伤住院患者中应用基于人性化理念的舒适护理能够减轻疼痛程度，改善舒适度，降

低并发症的风险。 

 

 

OR-0011 

TSG-6 secreted by human umbilical cord-MSCs attenuates 

severe burn-induced excessive inflammation via 

inhibiting activations of P38 and JNK signaling 

 
Lingying Liu 

Department of Burn & Plast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to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hMSCs have become a promising approach for inflammation treatment in 

acute phase. Our previous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human umbilical cord-MSCs could 

alleviate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of severely burned wound. In this study,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potential role and mechanism of the MSCs on severe burn-

induced excessive inflammation. 

Methods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llowing groups: Sham, Burn, Burn+MSCs, 

Burn+MAPKs inhibitors, and Burn, Burn+MSCs, Burn+Vehicle, Burn+siTSG-6, Burn+rhTSG-6 

in the both experiments.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MSCs could only down-regulate P38 and JNK signaling, but had 

no effect on ERK in peritoneal macrophages of severe burn rats. Furthermore, 

suppression of P38 and JNK activation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excessive 

inflammation induced by severe burn. TSG-6 was secreted by MSCs using different 

inflammatory mediators. TSG-6 from MSCs and recombinant human (rh)TSG-6 all 

significantly reduced activations of P38 and JNK signaling induced by severe burn and 

then attenuated excessive inflammations. On the contrary, knockdown TSG-6 in the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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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hosphorylation of P38 and JNK signaling and reduced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MSCs on excessive inflammation.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is study suggested TSG-6 from MSCs attenuated severe 

burn-induced excessive inflammation via inhibiting activation of P38 and JNK signaling. 

  

 

OR-0012 

头面颈部难治性严重电烧伤创面临床分析 

 
牟斌,李金松,李昕,巩振中,李宗瑜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头部为高压电烧伤的容易损伤部位之一，且部分头部电烧伤合并全层颅骨坏死，全层颅骨坏

死好发部位为顶骨以及顶骨和枕骨、额骨等连接处，而头部高压电烧伤所致大面积头皮缺损、颅骨

外露坏死的早期修复仍是难题，处理不当可致死亡，或造成严重并发症及后遗症，而面颈部结构复

杂皮肤下神经及大血管血管丰富，一旦损伤修复难度高且对外观容貌影响较大。 

方法 2009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笔者单位采用游离皮瓣修复头面颈部复杂难治性严重电烧伤创

面 8 例 

结果  

笔者单位采用游离皮瓣修复头面颈部复杂难治性严重电烧伤创面 8 例，取得良好效果，较为满意的

封闭了创面 

结论 头面颈部组织结构复杂、重要的血管、神经、腺体较为集中，一旦损伤修复难度高且对外观

容貌影响较大。笔者对头面颈部严重难治性电烧伤创面修复的一点体会：1：扩创尽可能彻底，坏

死组织的残留直接影响皮瓣的成活率，但部分有活力的颅骨、板障可作为支架可以适当保留，大血

管周围的间生态组织尽量保留，2：皮瓣血运可靠组织丰满最好是肌皮瓣，头颈部大范围的皮肤软

组织缺损乃至颅骨全层及部分坏死一旦逆行感染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选择血运可靠的皮瓣修复增

加局部抗感染的强度，切记皮瓣术后皮瓣下引流要充分；3：兼顾外观，头面部对人类外观影响

大，对伤者修复后回归社会生活心理影响极大，因此在修复创面的同时一定要兼顾所取皮瓣与面部

的色差尽量要小，尽量避免臃肿，为后期的局部整形做好铺垫。 

 

 

OR-0013 

儿童手部深度烧伤的整形治疗方法 

 
黎秋生 

龙岩市第一医院,364000 

 

目的 探讨整形外科治疗方法在儿童手部深度烧伤的临床处理。 

方法 回顾性总结并分析 2013 年 6 月一 2017 年 6 月我院烧伤整形外科对 22 例儿童手部深度烧

伤创面的处理及整复手术治疗的临床资料。 

结果 结果：20 例儿童 I 期愈合, 无明显手部畸形和功能障碍，2 例发生疤痕挛缩，伸屈功能受

限，再次手术松解后，症状明显改善。 

结论 儿童手部深度烧伤的整形治疗是一个综合治疗过程，往往需要施行数次手术来修复创面与瘢

痕畸形。总之，只有通过烧伤后早期及时处理，中期合理的抗瘢痕整形修复及术后及时、有效、坚

持的综合康复治疗，才能最大限度防地止儿童手部深度烧伤后出现的各类瘢痕挛缩畸形，促进患儿

手部外形及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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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4 

前列地尔早期干预对深 II 度烫伤大鼠创面微循环及转归的影响 

 
詹剑华,程兴,罗锦花,郑国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观察前列地尔早期干预对深 II度烫伤大鼠创面微循环及转归的影响。 

方法 成年 SPF 级 SD 大鼠（200±20）g，雌雄各半，随机分为：假伤组、烫伤组、前列地尔干预

组。假伤组模拟致伤，其余两组背部造成 30％TBSA 深 II°烫伤，伤后 2h 开始假伤组、烫伤组腹

腔注射 0.9%生理盐水 1mL，1 次/日，前列地尔干预组腹腔注射前列地尔 1.6µg/kg 加 0.9%生理盐水

配成 1mL，1 次/日。于伤后第 3、7、14 天各取 10 只活杀取材，观察创面外观、创面愈合百率、创

面微血管的密度、创面的病理形态、血清 TXB2 的变化。 

结果 1、创面外观：3d，前列地尔干预组创面少许出现黑色点状物，未见渗出，7d，前列地尔干预

组部分形成干痂，创面较前缩小，14d：前列地尔干预组创面明显缩小，干燥，无渗出，烫伤组创

面发黑，2、创面组织病理形态学：3d，前列地尔干预组可见少许新生上皮生长，有炎细胞浸润，

烫伤组见创面有大量坏死组织以及炎性细胞浸润，7d，前列地尔干预组上皮组织增厚明显，烫伤组

新生上皮出现，薄，且不明显，14d，前列地尔干预组新生上皮成熟，且见创面大部分基本愈合，

烫伤组见较薄的新生上皮组织，未见有表皮形成。3、创面愈合率：7、14d：前列地尔干预组的创

面愈合率均显著高于烫伤组(P<0.05)。4、血清 TXB2 水平：与假伤组比较，前列地尔干预组和烫伤

组在各时相点均高于假伤组(P<0.05)。前列地尔干预组血清 TXB2 水平随时间呈下降趋势，与烫伤

组比较，前列地尔干预组伤后第 3、7、14d血清 TXB2水平均低于烫伤组(P<0.05)。 

结论 前列地尔早期干预能显著改善深Ⅱ度烫伤大鼠创面微循环，促进微血管生成，减少血小板聚

集，改善创面转归，加快创面愈合。 

  

 

OR-0015 

压疮深部组织损伤中肌肉自噬和凋亡的变化以及 JAK2 对其的 

影响 

 
张丕红,刘赞,周捷,任利成,张明华,曾纪章,何志友,梁鹏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观察肌肉自噬和凋亡在压疮深部组织损伤中的变化，探讨 JAK2 对肌肉自噬和凋亡的影响，为

压疮的防治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收集深度压疮手术中的病变肌肉组织及截肢手术或皮瓣手术中的正常肌肉组织，通过 HE 染

色、透射电镜进行形态学观察，采用 TUNEL 染色检测细胞凋亡变化以及 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

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变化，采用 iTRAQ 标记、高效液相色谱分级技术对肌肉组织进行蛋白质组学

分析；通过糖氧剥夺的 C2C12 细胞体外模拟持续压力导致的缺血缺氧，利用慢病毒基因转染技术过

表达 JAK2,分别检测自噬、凋亡变化以及相关信号通路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与正常肌肉组织相比，压疮肌肉组织中肌纤维排列疏松，肌纤维萎缩变性，间质内炎症细胞

浸润；电镜下见线粒体空泡样变、自噬小体明显增多；自噬水平增强、细胞凋亡数增加；蛋白质组

结果显示 427 个蛋白表达增强、93 个蛋白表达减弱（fold change>2），JAK2 表达明显降低；糖氧

剥夺的 C2C12 细胞中 JAK2 表达亦明显减弱，且其自噬和凋亡水平明显增强；与阴性对照组相比，

细胞过表达 JAK2 后自噬和凋亡水平降低，而 3-MA 抑制自噬后凋亡减少；过表达 JAK2 的 C2C12 经

糖氧剥夺处理后，JAK2、PI3K、Akt、mTOR及 ERK1/2磷酸化水平升高。 

结论 压疮深部组织损伤中肌肉组织自噬增强、凋亡增多，JAK2 可通过 PI3K/Akt/mTOR 及 ERK 通路

使自噬减弱、凋亡减少，发挥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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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6 

儿童烧烫伤的康复治疗经验总结 

 
付立虎,左丽君,李艳红,张韶华,王林涛 

石家庄市友谊烧伤医院,050000 

 

烧伤儿童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儿童烧动伤后期预防瘢痕与康复治疗的特殊性及重要性,尤其对大

面积烧伤患儿康复治疗力难度相当大。我们通过残余创面的处理、加强功能锻炼，减少并发症、恢

复自理能力、 运动锻炼、温水浸泡、心理护理、加压疗法及做好出院的康复指导家庭的康复护

理，出院后在家庭里指导，督促和鼓励患儿进行功能练习,并做到定期复诊。 医疗的目的不只限于

保住生命，还必须使其生活能够自理，融入社会参加学习，提高生存质量减少家庭负担.。 

 

 

OR-0017 

腋窝创面修复的手术策略 

 
梁鹏飞,张明华,张丕红,曾纪章,任利成,黄晓元,郭乐,胡佳雄,崔旭,黄覛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腋窝创面修复的手术策略。 

方法 2010 年 7 月--2018 年 4 月，笔者单位收治 48 例腋窝烧伤后瘢痕挛缩及腋窝肿瘤患者。手术

予以腋窝挛缩瘢痕松解及腋窝肿瘤切除，根据手术后腋窝部位创面情况，分别予以游离皮片移植、

腋窝螺旋桨皮瓣、旋肩胛皮瓣、扩张的背阔肌皮瓣、带肋间穿支血管的 V-Y推进皮瓣修复创面。 

结果 所有患者腋窝部创面均得到了满意的创面修复，28 例患者行腋窝瘢痕松解后予以游离皮片移

植修复瘢痕松解后创面，其中 15 例术后出现移植皮片部分坏死，予以二次补充植皮修复创面；10

例患者行腋窝螺旋桨皮瓣修复腋窝前后壁，剩余创面植皮修复；8 例患者行旋肩胛皮瓣修复腋窝前

臂，创面一期愈合；1 例患者行背阔肌皮瓣扩张后修复腋窝挛缩瘢痕松解后创面；1 例腋窝肿瘤患

者行腋窝肿瘤切除后行带肋间穿支血管的 V-Y 推进皮瓣修复。随访 6～24 个月，8 例植皮患者出现

一定程度的皮片挛缩，采用皮瓣修复的患者均未见挛缩现象。 

结论 腋窝部瘢痕挛缩畸形的治疗以重建肩关节的活动及上臂的外展功能为重点，优先采用皮瓣移

植术，次选植皮术，可取得较佳修复效果。 

 

 

OR-0018 

自噬通过 AMPK/Akt/mTOR 信号通路促进热变性内皮细胞血管形成 

 
梁鹏飞

1
,蒋碧梅

2
,张丕红

1
,张明华

1
,黄晓元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探讨自噬在热变性内皮细胞恢复及血管形成过程的作用与发生机制。 

方法 采用 S-D 大鼠构建深Ⅱ烧伤模型，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予以 52 °C 30 s 热处理构建热变性

细胞；采用免疫荧光检测变性真皮中 LC3 的表达来评估自噬的发生情况；采用 MTT 分析细胞增殖情

况，Transwell 侵袭实验观察细胞的迁移情况，成管实验检测内皮细胞的成管情况，western 检测

LC3 Ⅰ/Ⅱ 、p62、LAMP2、p-AMPK、AMPK、p-Akt、Akt、p-mTOR、mTOR等各种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在变性真皮和热变性内皮细胞恢复 2-5 天时，自噬以时间依赖的方式增加；采用自噬诱导剂

雷帕霉素诱导内皮细胞自噬增加，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增加，成管能力增强，致细胞的血管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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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增强；而细胞经自噬抑制剂 3-甲基腺嘌呤处理后，细胞的血管生成能力被明显抑制；进一步

研究发现：内皮细胞经热变性后，AMP 激活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磷

酸化增强，而 Akt 和 mTOR 的磷酸化明显减弱；而热变性细胞经抗氧化剂 N-乙酰半胱氨

酸、 AMPK 抑制剂复合物 C、AMPK siRNA 干扰后，细胞的自噬被抑制，同时细胞的增殖、迁移以

及血管生成能力明显减弱。 

结论 在变性真皮和热变性内皮细胞恢复 2-5 天时，自噬以时间依赖的方式增加；采用自噬诱导剂

雷帕霉素诱导内皮细胞自噬增加，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增加，成管能力增强，致细胞的血管生成

能力增强；而细胞经自噬抑制剂 3-甲基腺嘌呤处理后，细胞的血管生成能力被明显抑制；进一步

研究发现：内皮细胞经热变性后，AMP 激活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磷

酸化增强，而 Akt 和 mTOR 的磷酸化明显减弱；而热变性细胞经抗氧化剂 N-乙酰半胱氨

酸、 AMPK 抑制剂复合物 C、AMPK siRNA 干扰后，细胞的自噬被抑制，同时细胞的增殖、迁移以

及血管生成能力明显减弱。 

 

 

OR-0019 

外伤性全头皮撕脱伤的急诊显微修复策略 

 
韩夫,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急诊显微修复 6例外伤性全头皮撕脱伤将治疗过程进行回顾分析。 

方法 2016 年 6 月—2018 年 6 月，笔者单位收治 6 例外伤性全头皮撕脱伤患者，均行急诊显微修

复。为了缩短撕脱头皮缺血时间，采取患者积极抗休克，在急诊完善术前检查，排除复合损伤，同

时手术医生将撕脱头皮组织备皮、1∶1000 新洁尔灭溶液消毒浸泡 30 分钟，配制低温血管灌洗溶

液 100ml（亚甲蓝 2ml，盐酸利多卡因 10ml，罂粟碱注射液 2ml），在病人未进手术室前即可完成

撕脱头皮备皮、清洗消毒、低温保存，显微镜下撕脱头皮血管灌注显影并标记。确保患者在完成术

前相关检查后迅速进行撕脱头皮回植，最大限度缩短了患者入院后到手术的时间。 

结果 术后 1 例患者显微修复回植头皮完全成活，另一例枕部头皮因碾挫伤严重出现不同程度坏

死，稳定后肉芽组织表面刃厚皮植皮完全成活。术后 2 年随访，患者回植头皮成活良好，外观满

意。 

结论 急诊显微修复外伤性全头皮撕脱伤能最大限度恢复患者撕脱头皮外观，术前的统筹规划尤为

重要。 

  

 

OR-0020 

2008-2017 年全球瘢痕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孙瑜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作为异常性生理创伤愈合的结果，瘢痕往往由烧伤，撕裂伤，手术切口等发展而来。在瘢痕

研究领域，全球的医学力量始终持续努力以获取更大突破。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评价全球瘢痕研究

的现状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方法 通过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本研究收集 2008-2017 年全球以瘢痕研究为主题的期刊论

文，仅包括论著或综述。总结得到本领域论文的一般性特征并针对性绘制科学计量学图谱进行深入

分析。 

结果 共有 1523 篇文章纳入本研究，论文总计被引用 19218 次。全球范围内，美国拥有最多的论文

数量（388 篇，占总体的 25.5%），最多的引用次数（6472 次，占总体的 25.5%）和最高的 H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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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发文量的平均增长率居世界首位，为 19.2%。排名其次的国家包括韩

国（12.2%）和日本（5.8%）。根据模型预测，中国将在 2021 年前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瘢痕研究累

计发文量最多的国家。关键词分析显示，全体关键词可分为三类：①生物学研究；②损伤-修复模

型构建；③瘢痕临床管理研究。各类关键词中最前沿的研究热点分别为“成纤维细胞/纤维母细

胞”，“炎症”和“激光”。 

结论 美国在目前的全球瘢痕研究中居统治地位。而中国将逐渐成为此领域的领导者。目前领域主

要包括：①生物学研究；②损伤-修复模型构建；③瘢痕临床管理研究。成纤维细胞/纤维母细胞，

炎症和激光等方面的研究将成为未来的焦点。 

 

 

OR-0021 

1 例爆炸复合伤患者 PICC 导管多次异位的处理体会 

 
谢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爆炸复合伤患者，由于病情严重而复杂、皮肤缺损、治疗周期长， 救治过程中需建立有效的

静脉通路。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具有安全、 方便、 留置时间长及感染率低

等优点[1]，在危重烧伤患者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 B 超引导下置管时由于置管所需导管很长，

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并不能看到置入内部导管的具体情况，往往在静脉汇合处易发生导管异位的现

象[2]。置管后胸片示 PICC 导管头端不在上腔静脉，而进入颈内静脉等其他血管或心脏即为导管异

位［3］。据国内文献报道导管异位发生率为 13.2%～25.5%，国外文献报道 35%[4]。临床上处理导

管异位时采取体位调整法中的半坐卧位较常见，但采取侧卧位加抬高床头 30°处理导管异位尚未

见报道，2015 年 10 月笔者所在科室成功处理 1 例爆炸复合伤患者 PICC 无名静脉折返正位后颈内

静脉异位 2次。 

 

 

OR-0022 

小儿中小面积烫伤并发脓毒症的临床分析 

 
刘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小儿中小面积Ⅱ°烫伤脓毒症的临床特点及血培养的临床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本科 47 例小儿烫伤脓毒症的诊断、治疗经过及转归，根据血培养结果调整抗菌药物

的使用 

结果 45例脓毒症治愈，创面愈合，2例脓毒症好转后，创面未愈合出院 

结论 由于小儿解剖生理特点,对烫伤和感染的耐受较成人差,烫伤后易发生脓毒症。应尽早准确规

范进行血培养、创面培养等感染证据，根据细菌药敏调整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或降低烫伤脓毒症继

发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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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23 

腹部超薄皮瓣修复小儿手指深度电烧伤 

 
韩军涛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腹部超薄皮瓣在小儿手指电烧伤深度创面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本组患儿共 14 人，涉及 25 个手指深度创面，单指创面面积 1.2cm×2.5cm～2.0cm×3.5cm；

共设计腹部随意皮瓣 6 例，腹壁下动脉脐旁穿支双叶皮瓣 4 例，旋髂浅动脉双叶皮瓣 4 例，皮瓣大

小为 2cm×4cm～4cm×8cm，皮瓣转移术后 10～12d断蒂，有并指者同时进行皮瓣分指手术。 

结果 14例患儿的皮瓣均成活良好，3例分指术后皮瓣亦存活良好，无一例出现血运障碍。 

结论 腹部超薄皮瓣是修复小儿手指深度电烧伤创面的良好适应症之一。 

  

 

OR-0024 

自体断层瘢痕组织复合皮修复儿童功能部位瘢痕挛缩畸形的临床

应用 

 
韩军涛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利用自体断层瘢痕组织作为真皮支架，结合自体刃厚皮，构建一种新型的自体来源的断层瘢

痕组织复合皮片，修复儿童深度烧伤愈后功能部位的瘢痕挛缩畸形，并就其临床效果进行探讨。 

方法 本组患者共 12 例，年龄 3~10 岁，瘢痕挛缩畸形部位分别位于腋部、肘部、腘窝及躯干等

处。选取患者自身瘢痕区域为供区，以 0.5 mm 厚度切取自体断层瘢痕组织，按 1:1 比例制备网状

瘢痕支架，其上覆盖取自头皮的刃厚皮片，形成自体断层瘢痕组织复合皮，植于瘢痕挛缩松解后继

发创面，同时将瘢痕表皮回植原瘢痕供区，两处术区均常规加压包扎，7~10 天后交换敷料，查看

皮片成活情况并进行随访观察。 

结果 12 例患者，共 14 处自体断层瘢痕组织复合皮移植区，其中 12 处皮片成活良好，2 处因感染

导致部分皮片坏死，后经换药治愈。14 处瘢痕表皮回植术区皮片均成活良好，外观与术前无明显

区别。随访 2月~24月，自体断层瘢痕组织复合皮术区及瘢痕表皮回植术区的功能及外形均满意。 

结论 自体断层瘢痕组织复合皮为儿童深度烧伤的后遗畸形整复提供了一种新手段。 

 

 

OR-0025 

体外冲击波治疗烧伤后冻结肩的疗效观察 

 
刘灿滨,吴英钦,黄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对烧伤后冻结肩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用瑞士 STORZ MP100 型体外冲击波治疗仪对我中心烧伤后制动而非瘢痕引起肩关节活动受

限，且伴疼痛的 10 例患者进行治疗，体外冲击波治疗参数选取压力 2-3bar，频率 5-15HZ，冲击次

数每处 2000-3500 次，作用于肩周疼痛点及僵硬肌群，3-5 天治疗一次，共 3-5 次。在冲击波治疗

后嘱患者进行肩关节各方向的无痛范围内的主动活动。治疗前和疗程结束后应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评定患者肩部疼痛状态，采用肩关节功能评价量表评定肩关节功能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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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接受治疗的患者依从性较好，治疗前后均未发生明显的副反应，如皮肤过敏，肿胀、痉挛

等。1、10 例患者治疗前均符合原发性冻结肩的准入标准，排除了患者伤前肩周炎病史，创面累及

肩周的情况。2、经冲击波治疗后，10 例患者肩部疼痛 VAS 评分明显降低。3、经冲击波治疗后，

10例患者肩关节功能评分均见改善。 

结论 体外冲击波治疗配合无痛范围的主动活动训练，有助于减轻烧伤后原发性冻结肩疼痛不适，

改善肩关节活动度，可在临床上推广并使用。 

 

 

OR-0026 

新西兰兔肢体氢氟酸烧伤早期止血带急救实验研究 

 
林建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新西兰兔肢体氢氟酸烧伤后早期应用止血带急救的效果。 

方法 36 只实验级新西兰兔随机分为未烫伤空白组 4 只（对照组 A 组）、氢氟酸烫伤未扎止血带组

16 只（对照组 B 组）和氢氟酸烫伤扎止血带组 16 只（实验组 C 组），将 55％氢氟酸按规定用量

直接涂抹 B、C 组新西兰兔右后腿暴露表皮组织，腐蚀时间为 5min，用清水除去创面残留氢氟酸，

造成Ⅲ度烧伤创面(经病理检查证实)，C 组新西兰兔右后腿扎止血带。各组新西兰兔于伤前、伤后

30'、1h、2h、3h 抽取颈静脉血测血氟、血钙、血镁浓度，留取尿液检测尿氟浓度；计算伤后 3h

实验动物死亡率。采用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血氟、尿氟浓度；采用比色法检测血钙、血镁浓度。 

结果 C 组与 B 组相比，烫伤后 30'、1h、2h、3h，血氟、尿氟浓度均明显升高(P<0.01)，血钙浓度

明显降低(P<0.01)，血镁浓度降低(P<0.05)；C组新西兰兔死亡率低于 B组(P<0.01)。 

结论  

新西兰兔肢体氢氟酸烧伤后早期扎止血带，可通过降低血中氟离子浓度，大大降低发生致死性低

钙、低镁血症风险，提高实验动物生存率。 

 

 

OR-0027 

预扩张穿支皮瓣修复烧伤后严重瘢痕挛缩的优效性与局限型 

 
朱雄翔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探讨预扩张穿支皮瓣应用于修复严重瘢痕挛缩的优效性与局限性， 

方法 评估挛缩瘢痕的部位、充分松解后创面大小、修复后功能要求等因素选择预扩张皮瓣，手术

分两期进行，一期手术放置扩张器，术前用超声多普勒对皮瓣轴型血管入皮点进行确认和定位。于

皮瓣供区深筋膜深层剥离扩张器囊腔，囊腔边缘尽可能靠近血管穿支又不损伤血管。术后常规注水

扩张。二期手术： 切除增生挛缩的瘢痕组织，充分松解。以创面形状裁剪皮瓣布样，依布样放大

1cm 设计皮瓣，细致解剖血管蒂，仔细剔除皮瓣纤维囊壁，确认皮瓣循环正常后切断血管蒂。供瓣

区直接缝合或临位皮瓣转移修复，本组患者共 32 例，年龄 3~47 岁，颈胸粘连 23 例，颏胸粘连 5

例。其他部位 4例。采用预扩张胸背动脉穿支皮瓣 21例，股前外侧皮瓣 5例，背部皮瓣 6例。 

结果 28 列预扩张皮瓣游离移植全部成活，4 例带蒂转移，1 例皮瓣部分坏死，随访 1~3 年，皮瓣

无继发性挛缩， 能满足儿童生长发育需求。 

结论 穿支皮瓣可保留供区的肌肉、筋膜和神经，可将供区的并发症降到最低，皮瓣设计更加灵活, 

顺应性好，符合“ 相似组织替代” 原则, 使修复更加完美，供区较隐蔽皮。肤扩张术与穿支皮瓣

相结合，充分发挥了两者的优势，达到了 1+1 >2 的效果，从而实现严重瘢痕挛缩畸形的完美修

复。局限性：技术复杂，疗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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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28 

噬菌体 pap3 的 gp68 蛋白通过上调 minD 抑制细菌分裂促进噬菌

体产量 

 
杨子晨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OR-0029 

VSD 技术加股直肌岛状肌皮瓣序贯修复股骨大转子褥疮伴窦道 

 
赵遵江,张保德,章荣涛,刘勇 

六安市人民医院,237000 

 

目的 探讨 VSD技术加股直肌岛状肌皮瓣序贯性修复股骨大转子Ⅳ期褥疮伴窦道的方法。 

方法 将股骨大转子Ⅳ期褥疮伴窦道扩创后，应用 VSD 技术暂时封闭创面，待褥疮伴窦道坏死组织

逐步清除，可见新鲜组织生长后，再根据创面缺损大小于股前侧设计股直肌岛状肌皮瓣，皮瓣的轴

线为股骨长轴中线的体表投影；本组 VSD 技术应用结束后创面缺损大小约 6.0 cm×5.5cm～11.0 

cm×10.0cm，切取肌皮瓣面积大小约 6.5 cm×6.0cm～11.5 cm×10.5cm；临床应用修复 15例。 

结果 1 例皮瓣出现张力性水泡，15 例股直肌岛状肌皮瓣全部成活，经 2～28 个月随访, 均无复

发。 

结论 采用 VSD 技术加股直肌岛状肌皮瓣序贯性修复股骨大转子Ⅳ期褥疮伴窦道，具有缩短住院

日、提高皮瓣成活率、修复后增加局部赖磨度，利于防止褥疮再发等优点。 

  

 

OR-0030 

中药复方溃疡宁联合 NPWT 治疗慢性难愈性溃疡创面 

 
张红艳

1
,彭旦明

2
,闵定宏

1
,邓鸿敖

1
,陈鑫

1
,郭光华

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2.江西省中医院研究院 

 

目的 观察中药合剂复方溃疡宁联合 NPWT治疗慢性难愈性溃疡创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慢性溃疡患者，分为三组:单纯 NPWT 治疗

组；单纯复方溃疡宁治疗组；复方溃疡宁联合 NPWT 治疗组。分析患者创面愈合率、创面细菌培养

阳性率、抗菌素使用时间、住院天数、外周血白细胞数(WC)、内皮细胞数(EC)、CD34(+)KDR 数目

等变化。 

结果 中药复方溃疡宁联合 NPW治疗组在创面愈合率、抗创面细菌感染方面均优于对照组。 

结论 中药复方溃疡宁联合 NPWT治疗慢性难愈性溃疡创面临床疗效较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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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31 

个性化护理对烧伤患者治疗依从性影响的研究 

 
宿威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个性化护理对烧伤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本院烧伤患者 80 例，随机的原则分为 2 组（对照组与

实验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个性化护理模式，对

两组烧伤患者疼痛评分及依从性评分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在本研究中，实验组烧伤患者与对照组烧伤患者的依从性评分组间差异显著，其中实验组较

为优异，P<0.05。实验组烧伤患者接受个性化护理后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烧伤患者的护理当中应用个性化护理，有利于减轻烧伤患者的疼痛不适感，提高烧伤患者

临床康复治疗中的依从性，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OR-0032 

糖尿病足溃疡复杂创面的外科治疗策略及保趾治疗探讨 

 
陶克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糖尿病足溃疡(diabetic foot ulcer)一般认为是糖尿病患者由于合并神经病变及各种不同程

度血管病变，同时伴有下肢感染而导致得到溃疡形成和(或)深部组织的破坏。其导致的损伤形式多

样。一般认为，是周围神经病变、缺血、感染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形式的损伤在清创和创面治疗

等治疗方式也有所不同。本文从糖尿病足溃疡的损伤机制入手，总结了糖尿病足溃疡的外科治疗方

法，并探讨糖尿病足溃疡的外科治疗策略；并针对日益增多的糖尿病足截趾患者的保趾治疗进行了

多方面探讨，旨在系统总结糖尿病足溃疡的外科治疗方法，形成行之有效的外科治疗策略；以及针

对临床发病率居高不下的糖尿病足溃疡截趾患者进行保趾治疗方法的探讨。 

方法 通过对糖尿病足溃疡的血管介入、外科清创（水动力清创/负压伤口治疗等）、清创策略、皮

片移植、皮瓣移植、骨搬移技术等不同创面外科治疗方法及治疗效果归纳总结，提出糖尿病足溃疡

“早期血管介入+负压+外科手术”外科序贯治疗策略，以及应用微小皮瓣（股前外侧皮瓣、腓动脉

穿支皮瓣等）或筋膜瓣（股前外侧筋膜瓣、颞筋膜瓣等）+刃厚植皮是糖尿病足溃疡保趾治疗的有

效方法。 

结果 尽早进行血管介入治疗，选择合适的清创时机和清创策略，结合水动力清创和负压伤口治疗

等方法，酌情选取游离植皮、局部皮瓣或游离皮瓣覆盖创面，是加快糖尿病足溃疡愈合和封闭创面

的有效方法。 

结论 “早期血管介入+负压+外科手术”外科序贯治疗策略使糖尿病足溃疡加速愈合，大大缩短病

程和降低截肢率；微小皮瓣和筋膜瓣结合皮片移植可大大提高糖尿病足溃疡保趾治疗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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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33 

重度吸入性损伤合并“Ⅲ”型呼衰的诊治 

 
朱峰,房贺,徐达圆,徐龙,肖仕初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评价经鼻湿化高流量氧疗（Hiflow/HFNC）在中度吸入性损伤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期

在临床推广使用。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长海医院烧创伤 ICU 收治的未达到建立人工气道指征的中

度吸入性损伤患者 16 例（鼻导管吸氧 2-5L/min，SPO2<92%，PO2<60 mmHg、PCO2>45 mmHg 或气道

功能不全者，TBSA≦40%）。排除有全身严重感染或肺部感染，支气管胸膜瘘者；严重恶性肿瘤并

发生肺转移者；合并严重肝肾功能疾病者；妊娠期女性；有人工气道禁忌证者；有严重精神疾病

者。根据是否给予患者 Hiflow 治疗分为观察组 9 例和对照组 7 例。对照组给予吸入性损伤和创面

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氧疗治疗基础上，给予 Hiflow 治疗进行气道管理，具体方法 ：使

用新西兰费雪派克公司生产的费雪派克 AIRVO2 型呼吸湿化治疗仪治疗，温度设置为 34℃，流速设

置为 30-35L/min，氧气浓度控制在低于 40%。收集治疗前及治疗 1 天、5 天、10 天时患者心率、呼

吸频率、血气指标、血压等循环指标；纤维支气管镜下观察气道黏膜出血、痰痂形成、痰液黏稠度

变化；X线片评估肺部感染和肺不张发生率以及治疗过程中其他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1）Hiflow 治疗的有效性：治疗期间，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治疗 1 天、5 天、10 天时血

气指标[PaO2（54.15±5.63）vs （70.34±4.89）/（79.44±3.99）/（90.34±4.89）、PaCO2

（45.62±3.24）vs（48.02±5.21）/（45.72±3.99）/（46.02±3.76）]均明显改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痰液黏稠度显著改善。心率和呼吸频率无明显变化。（2）Hiflow 治疗的安

全性：治疗期间，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在各观察时间点血压等循环指标、气道粘膜脱落发生率、

痰痂形成、肺部感染和肺不张发生率及治疗过程中其他不良反应的发生无显著升高。 

结论 Hiflow/HFNC 是对传统吸氧装置的革新，它的最大吸气流速可达到 40~60 L/min，在 37℃下

可达到 100%湿化效果，具有维持稳定的吸入氧体积分数及流量、呼气末正压效应、冲刷呼吸道死

腔、强大湿化等作用。本研究显示 Hiflow/HFNC 对中度吸入性损伤的治疗是有效且安全的，值得推

广。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太小，尚需大样本的验证。 

 

 

OR-0034 

大面积烧伤创面修复进展与实践 

 
肖仕初,贲道峰,朱世辉,唐洪泰,路卫,纪世召,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微粒皮移植、大张异体皮开窗小皮片嵌植、MEEK 植皮等常规方法在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的修

复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仍存在自体皮源不充分、异体皮来源有限、多种影响因素导致存活率

不稳定等问题。 

方法 近年来，在传统植皮方式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理念及新技术、新方法，部分已成功应用于临

床，部分技术尽管仍在探索中但为后期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新思路和方向。笔者结合国内外相关进展

及本单位的工作，通过简要介绍供同道参考与讨论。 

结果 主要内容包括：1.微型皮移植新概念：重新定义了微型皮大小，尝试定向漂浮法解决方向性

影响微型皮移植存活率问题；采用吸疱法获取微型皮，既保证了皮片移植的方向性与均匀性，又使

供皮区达到近似无痕愈合。2.改良自-异体小皮片混合移植，临床实践表明存活率较高而稳定。3.

单细胞悬液移植理论上可扩大 80 倍，通过喷洒、皮肤枪技术尝试应用于烧伤创面修复、瘢痕整形

及色素减退性疾病治疗。4.尽管表皮细胞培养移植存活率尚不稳定，易破溃、挛缩等，但已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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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广泛的应用于皮源缺乏患者的治疗。建立了创可贴式异体表皮细胞膜片移植技术，有效防止创面

加深，促进愈合，减轻瘢痕形成。 

结论 总之，进一步改良、创新传统植皮方式，提高组织工程皮肤移植存活率仍是目前可预见应用

于临床的大面积深度创面修复方式。 

  

 

OR-0035 

富血小板血浆负载人脂肪来源干细胞促进小鼠压疮愈合的实验研

究 

 
刘志远,邓呈亮,王达利,魏在荣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富血小板血浆负载人脂肪来源干细胞对小鼠压疮创面愈合的影响及潜在的治疗机制，为

压疮的干细胞疗法提供实验研究资料 

方法 取志愿者脂肪组织，采用酶消化法获取人来源脂肪干细胞（hADSCs）并传代，传至第 3 代行

慢病毒转染和绿色荧光蛋白标记，采取成脂、成骨、成软骨和流式细胞仪检测进行细胞鉴定。采集

健康志愿者外周血，三次离心法制备富血小板血浆（PRP）并行血小板计数。取 60 只野生型

C57BL/6J 雌性小鼠（6-8 周）于背部建立缺血再灌注损伤压疮模型，按随机表法分为 4 组

（n=15），hADSCs+PRP 组注射 100μL PRP 负载的 hADSCs（1×10
6
个），hADSCs 组、PRP 组及对

照组创面分别注射 100μL hADSCs（1×10
6
个）、人 PRP、PBS。注射后于 1、5、9、13、17、21 d 

跟踪拍照并计算创面大小；于 5、11、21 d 取标本行 HE 染色、Masson 染色以及 CD31、S100 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创面炎症反应、胶原沉积、血管和神经再生情况。并于 11 d 时荧光示踪法

观察细胞定植及成活情况 

结果 经诱导分化及流式细胞仪鉴定分离培养细胞为 hADSCs。PRP 血小板计数显著高于正常外周血

（t=5.781，P=0.029）。大体创面观察，相对于 hADSCs 组、PRP 组和对照组，hADSCs+PRP 组创面

愈合最快，在各时间点创面均较其他各组明显减小（P <0.05）。组织学结果显示，hADSCs+PRP

组炎性细胞浸润、炎性反应明显减轻，胶原沉积明显增多，且 11d 和 21d 时可见皮肤附属器再生；

Masson 染色显示，hADSCs+PRP 组胶原相对表达量均显著高于 hADSCs 组、PRP 组及对照组（P 
<0.05）。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5、11、21 d，hADSCs+PRP 组新生血管数、S100 阳性细胞百分

比均明显多于 hADSCs、PRP 组和对照组（P <0.05），其中，21 天时各组的新生血管数目均较前

减少，但仍可见 hADSCs+PRP 组血管数目最多（P<0.05）。荧光示踪法显示注射 11d 后 hADSCs 可定

植于创面并成活，hADSCs+PRP 组在皮肤全层可见细胞大量定植 

结论 PRP 负载 hADSCs 局部移植减少炎症浸润、增加胶原沉积、促进血管新生和神经再生、提高

hADSCs存活时间从而加速小鼠压疮创面愈合，提高愈合质量 

  

 

OR-0036 

1 例烧冲复合伤感染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患者的护理 

 
吴杨炀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总结了 1例烧冲复合伤感染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患者的护理经验。 

方法 （1）落实有效的接触隔离措施，做好防护隔离与消毒；（2）定时浅吸痰刺激咳嗽以及应用

气道护理量化评估模式行精细化气道管理；（3）严格执行抗生素分级管理制度以及持续浅镇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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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导向调控方案在药物治疗方面的应用；（4）胃肠双腔管行烧伤营养支持的护理；（5）创面及细

致化口腔护理的应用。 

结果 作为烧伤后常见并发症，感染是导致烧伤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总结探讨严重烧伤合并 CRKP

的有效治疗和护理方法，在临床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患者病情复杂，病程长，护理困难大。

护士通过上述有效地护理措施，经过 3个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最终成功康复出院。 

结论 CRKP 是烧伤病房继耐铜绿假单胞菌及鲍氏不动杆菌后检出的又一重要菌株.基于耐碳青霉烯

类肺炎克雷伯菌对接近所有的抗生素均耐药，因此临床的治疗跟护理也十分棘手。如果严重烧伤合

并 CRKP 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会导致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对于

十分棘手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重症烧伤患者， 在根据药敏结果联合使用多种抗生素

的同时，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护理也是救治成功的关键所在。 

 

 

OR-0037 

基于避免复发理念的压疮修复策略临床研究 

 
黄红军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基于避免复发理念的压疮修复策略临床研究压疮的临床效果。 

方法 臀部压疮患者 40 例，依据治疗措施不同分为研究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研究组给基于避

免复发理念的压疮修复策略方案修复治疗，对照组给予肌皮瓣修复治疗，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研究组患者压疮Ⅰ期愈合率、感染发生率和住院时间均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基于避免复发理念的压疮修复策略组Ⅰ期愈合率高，降低了感染发生率，住院时间较对照组

短，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0038 

现有的糖尿病相关下肢截肢指征能否指导临床决策？—基于临床

病例的实际情况的探讨 

 
胡骁骅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从临床大截肢病例的实际情况的探讨现有指征的对糖尿病足大截肢指导价值。 

方法 199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笔者单位收糖尿病相关溃疡 316 例，其中大截肢 5 例，分析患

者大截肢原因。 

结果 1 例患者因基础疾患行大截肢，1 例患者因严重骨破坏行大截肢，1 例患者因年龄大行大截

肢，1例患者因经济原因行大截肢，1例因肢体远端血液循环障碍行大截肢。 

结论 现存的糖尿病相关截肢指征仅能作为临床治疗的参考，截肢方案的制定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如年龄、基础疾患、经济状况、组织坏死程度等）来决定，对于危及生命的感染是糖尿病足截肢

指征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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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39 

肌瓣翻转瓣法修复和重建胸骨正中切口术后伤口裂开并胸骨骨髓

炎及纵隔感染的研究 

 
官浩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应用胸大肌或者胸大肌联合腹直肌肌瓣翻转，修复和重建不同长度经胸骨正中切口术

后，胸骨骨髓炎及纵隔感染裂开伤口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应用胸大肌或者胸大肌联合腹直肌肌瓣翻转

手术治疗 28 例胸骨正中切口，术后胸骨骨髓炎及纵隔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方法：手术方法为彻

底清创，根据裂开感染伤口是否涉及胸骨下 1/4，选用胸大肌肌瓣或者胸大肌联合腹直肌肌瓣将胸

骨缺损区填实消灭残腔，放置带灌洗的负压吸引装置的引流管，保障伤口引流通畅。 

结果 58 例患者肌瓣成活良好，28 例 7±3 天内康复出院。1 例女性患者因巨大乳房牵拉，切口

再次裂开，二次缝合后延迟 1 周出院，2 例患者其他并发症死亡。所有患者经随访无感染复发。 

结论 手术彻底清除感染的软组织，咬除感染的胸骨，应用应用胸大肌或者胸大肌联合腹直肌肌瓣

翻转来填充清创后的胸骨缺损区，术后伤口充分引流，是治疗经胸骨正中切口手术术后胸骨骨髓炎

及纵隔感染的有效方法。 

 

 

OR-0040 

集束化干预在降低烧伤科住院患者 VSD 术后引流不畅发生率中的

效果分析 

 
周琴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集束化干预对降低烧伤科住院患者 VSD术后引流不畅发生率的影响。 

方法 回顾笔者单位 2016.10.04-2016.12.04 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 VSD 手术设为对照组，

2017.05.12-2017.07.12 符合纳入标准的 58 例 VSD 手术设为集束化干预组，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

治疗方法无差异，对照组采用 VSD 术后常规护理，干预组运用集束化干预方案，包括用物准备、负

压值大小及负压模式设置、管道护理、半透膜加固、负压内囊更换及健康教育六大要素，比较两组

患者之间 VSD 术后引流不畅的发生率及集束化干预对不同因素、不同创面类型、不同部位导致的

VSD 术后引流不畅发生率的影响；同时，对比两组患者对 VSD 术后护理满意度（内囊更换流程、管

道固定方法、VSD 相关知识宣教内容及宣教形式）的评价。对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

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集束化干预后 VSD 术后引流不畅的发生率较前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3.35，

p<0.001）；不同因素导致的引流不畅发生率较前明显降低，（=10.379、22.951、4.832、7.840、

7.399；p= 0.001、<0.001、0.028、0.005、0.007），其中引流物滞留结痂致管道堵塞及负压值过

小是引起引流不畅的主要原因；不同类型创面及不同部位创面的发生率较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 值均小于 0.05 )，而创面类型及部位本身对其引流不畅的发生率并无影响(= 0.434、

0.057、0.071、0.069； p=0.980、1.000、0.995、0.995)；集束化干预后，患者对 VSD 术后护理

满意度较前明显提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166、4.471、7.958、8.975，p<0.001）。 

结论 VSD 术后患者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不仅降低了术后引流不畅的发生率，提高了患者对 VSD

术后护理的满意度，同时为其术后护理提供了临床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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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41 

Klf4 Alleviates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Inflammation 

by Inducing Expression of MCP-1 induced protein 1 to 

Deubiquitinate TRAF6 

 
Zhenzhen Li,Dahai Hu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flammation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innate immunity against pathogens, 

but is tightly regulated, such as by Krüppel-like factor 4 (Klf4), to prevent injury. 

Klf4 also regulates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lthough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both 

functions are poorly understoo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d 

how Klf4 prevents unregulated inflammation. 

Methods The bone marrow-derived macrophages and RAW264.7 cell line were use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determin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β, TNF-

α, IL-6 and MCP-1), Klf4 and MCPIP1 transcript levels. Extraction of nuclear and 

cytoplasmic proteins and Immunoblotting were used to determine Klf4, MCPIP1, relative 

kinases from NF-κB pathway and K63-linked polyubiquitins expression in nucleus and 

cytoplasm separately.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used to analyze whether Klf4 

mediate MCPIP1 transcription. Immunoprecipitation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otein 

interaction among Klf4, MCPIP1, TRAF6 and K63-linked polyubiquitins. Secretion of IL-

1β and TNF-α into sera in mice was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We found that exposure to lipopolysaccharides suppresses Klf4 expression, even 

as it induces release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Strikingly, Klf4 over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lowered cytokine secretion and NF-κB signaling in the cytoplasm 

following exposure to lipopolysaccharide, even though Klf4 was exclusively nuclear. 

The cytoplasmic effects are likely mediated by MCP-1 induced protein 1 (MCPIP1), a 

deubiquitinase and a key modulator of inflammation that accumulates both in the 

nucleus and cytoplasm in response to Klf4. Indeed, binding between MCPIP1 and K63 

polyubiquitins is attenuated in macrophages overexpressing Klf4, suggesting that 

MCPIP1 is an intermediator induced by Klf4 in the nucleus to remove K63 polyubiquitins 

from TRAF6 in the cytoplasm, and thereby impede NF-κB and inflammatory signaling. 

Importantly, Klf4 overexpression in mice alleviated sepsis symptoms following exposure 

to lipopolysaccharides. 

Conclusions The data highlight Klf4 as an essential MCPIP1-dependent modulator of 

innate immunity that protects against excessive and self-destructive inflammation. 

  

 

OR-0042 

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胶促进慢性创面愈合的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 

 
邓呈亮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胶是脂肪组织经纯物理方法处理后获得的富含生物活性 ECM 和 SVF 的凝

胶状混合物。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胶移植是否促进糖尿病鼠皮肤创面和临床

慢性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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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用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鼠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将鼠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胶异体移植后

观察糖尿病鼠创面愈合情况及组织学变化。临床入选 20 名慢性创面患者，其中 10 名接受自体脂肪

来源干细胞基质胶移植，10名接受创面负压封闭治疗。观察每周的愈合率及组织学的变化。 

结果 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胶异体移植后真皮层炎性细胞浸润减少，脂肪组织再生明显，胶原沉积

增多，更早的产生较为完整的皮肤结构，提高糖尿病鼠的创面愈合率。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胶移植

组每周的愈合率为 34.55% ± 11.18%，而负压治疗组的愈合率仅为 10.16% ± 2.67%。ECM/SVF 

gel 移植组真皮深层的淋巴细胞浸润明显减少，胶原沉积增多，且可见大量新生血管和脂肪组织。 

结论 1. 同种异体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胶移植后促进创面下真皮层脂肪细胞再生和胶原沉积，更早

的产生较为完整的皮肤结构，加速糖尿病鼠创面愈合，提高愈合质量。 

2. 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胶在慢性创面的临床应用是安全可靠的. 

 

 

OR-0043 

应用带感觉的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修复前臂热压伤创面 

 
何文君,林伟,祁强,刘建疆,陈卫鑫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探讨吻合股外侧皮神经的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修复前臂深度烧伤创面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8 年 6 月，我科收治一例右前臂热压伤患者，患者 45 岁，男性，右前臂被 200℃左右的熨

烫机压住 10 分钟后方脱离热源，后送我院就医。患者经过一期切痂后右前臂残留 10cm×20cm 的创

面，创面内掌长肌腱、桡侧腕屈肌腱、指浅屈肌腱、正中神经远端、头静脉、桡动脉暴露，无法植

皮覆盖。遂采用患者左侧股前外侧游离皮瓣移植覆盖创面。患者术前由血管多普勒定位及 CTA 血管

重建确定皮瓣血管位置及数量，根据创面面积及形态设计皮瓣并切取移植，旋股外侧动静脉分别与

桡动脉、头静脉吻合，切取过程中将供瓣区皮神经包含在皮瓣内，并与前臂内侧皮神经远端进行吻

合。术后患者每日口服维生素 B121500μg 辅助治疗，并分别在 8 周、12 周进行对患者进行随访，

评估皮瓣感觉恢复情况。  

结果 游离皮瓣移植术后完全成活，未出现血管危象，伤口一期愈合，皮瓣形态良好，无明显臃

肿。术后两周患者屈指\腕、伸指\腕功能恢复良好，能主动完成握持动作，术后 4 周患肢握力达到

健侧 80%。随访提示术后皮瓣浅感觉逐渐由近向远端逐渐恢复，术后 12 周皮瓣近端浅感觉开始出

现，对刺痛、冷、热有反应。 

结论 应用吻合皮神经的游离皮瓣覆盖四肢深度烧伤创面不仅能够覆盖创面内骨、肌腱、神经等重

要结构，为患肢提供饱满的外形，且能够有效修复患区的感觉，避免了患者四肢暴露区因保护性反

射缺失而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损伤，提高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OR-0044 

rh-GH 在促进大鼠创面愈合中的作用研究 

 
王克甲,李小强,韩夫,计鹏,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在大鼠背部创面周围局部注射 rh-GH（重组人生长激素，Recombinant Human Growth 

Hormone）来调控创面局部 GH（生长激素，Growth Factor）水平，观察 GH 在创面愈合中的作用，

并对其可能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 

方法 在 SD 大鼠背部制作创面，创周定期注射不同浓度 rh-GH，观察并分析创面愈合速度差异；选

取 rh-GH 的最适浓度进行创周注射并定期取材，以 Western-Blot 检测创周组织中 GH 蛋白水平，

并以 RT-PCR 检测创周组织中 EGF（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FGF（成纤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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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生长因子，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VEGF（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的表达变化。 

结果 三个注射不同剂量 rh-Gh 的实验组大鼠创面平均愈合时间由快至慢依次为 16.5± 1.5 天、

17.1± 2.9 天、18.5± 1.5 天，与注射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平均愈合时间 21.7± 2.3 天相比均明

显增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创缘组织中 GH 的 Western-Blot 结果显示对照组 GH 水平

在创面形成初期升高，但伤后 4 天开始 GH 表达水平即逐渐下降，而 rh-GH 注射组的 GH 水平在创

面形成后逐渐升高，并维持 GH 在高表达水平。检测创周组织中 EGF、FGF、VEGF 的 RNA 转录水

平，PCR 结果显示实验组各生长因子的基因转录水平在伤后 2 天起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创伤初期创面周围组织中 GH 表达水平呈现一过性升高然后逐渐下降的过程；2.创面周围注

射 rh-GH 可以提高组织中 GH 水平，并减少创面愈合时间；3.GH 可以提高皮肤组织中 EGF、FGF、

VEGF水平，间接促进创面上皮化，加快创面愈合。 

 

 

OR-0045 

增生性瘢痕治疗选择的循证依据 

 
王西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深度烧伤或创伤后往往导致增生性瘢痕的发生，增生性的防治面临很大挑战。目前的临床实践表

明，浅二度烧伤或愈合时间超过 10-14 天，都有可能产生增生性瘢痕。而瘢痕一旦产生，效果往往

欠佳。因此目前主张瘢痕治疗策略为预防为主，极早期干预，联合治疗。治疗究竟采用什么方式，

有什么循证依据呢。 

一 通过对瘢痕的自然成熟的机制研究发现：瘢痕组织内微血管闭塞导致的严重缺氧、缺营养，以

及内皮功能障碍对瘢痕成熟的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提出了瘢痕的靶向血管治疗。目前治

疗方式选择中，哪些方式与疤痕靶向血管有关呢？ 

1 压力治疗，瘢痕治疗中效果最好的方式。 有弹力套，3D 面罩，低温热塑板。 2 激光治疗，有

PDL 和 CO2点阵激光，在瘢痕防治中显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3 其他。 

二 创面愈合后，在瘢痕的早期发现有大量炎症的存在，炎症在瘢痕增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启动作

用。因此针对炎症的治疗可能抑制瘢痕的产生。我们在早期使用外用激素软膏，有良好的抑制作

用，越早使用效果越好，优于其他药物治疗。 

三 瘢痕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 

忌与血管充血和炎症诱导、高营养饮食相关的生活方式。 

 

 

OR-0046 

一种脱细胞真皮基质（ADM）制备方法的实验研究 

 
王富生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518000 

 

目的 优化实验条件，建立提取脱细胞真皮基质的可靠方法。 

方法 选择 20 例包皮环切术后切除包皮为研究材料，用胰蛋白酶的消化方式、高渗盐水分离皮肤表

皮，用去垢剂法和胰蛋白酶去除真皮细胞成分，用组织病理学，抗原性和生物原性观察制备后细胞

真皮基质进行鉴定。 

结果 20例同种异体真皮在组织学，抗原性及生物原性体征方面符合真皮基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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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用酶消化法分离皮肤表皮，用酶消化法祛除真皮细胞成分，方法可靠，操作简单，制备脱细

胞基质，符合真皮基质的特征，制成真皮基质具有真皮基底膜完整，抗原性小，是理想的组织修复

材料。 

 

 

OR-0047 

典型慢性难愈性创面治疗的思考 

 
陶白江,孙可,曾丁 

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 思考和探讨具有代表性的难愈性创面特点及在治疗中的原则和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并总结出 7例具有不同特点的难愈性创面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通过针对性较强且各不相同的治疗措施，均取得了较满意的治疗效果。 

结论 在难愈性创面治疗过程中，往往面临手术复杂、风险较大的问题，除制定针对性较强的个性

化治疗方案外，耐心的沟通和认真细致的术前准备是成功救治的关键。 

 

 

OR-0048 

“两步法”修复难治性压疮治疗体会 

 
沈运彪,柯海文,夏来启,张立森 

中国人民解放新疆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采用“两步法”修复难治性褥疮的效果。 

方法 我单位 2011 年 9 月-2016 年 10 月 75 例褥疮患者，接受两步法手术治疗，第一步：创面彻底

清创，保持引流通畅（引流条、持续负压吸引等），暂不强求封闭创面；第二步：采用皮瓣转移或

皮片移植修复创面。 

结果 结果：75 例褥疮创面经第一步清创（26 例 1次，10 例 2 次，3 例 3 次）后，选择皮瓣转移创

面修复良好。 

结论 两步法修复褥疮有效的减少了复发并发症的发生，手术成功率高，疗效显著。 

 

 

OR-0049 

Clin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 of 140 Marjolin’s 

ulcers at a major burn center in Southwest China 

 
Fei Xiang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auma， Burns and Combined Injury， Southwest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Marjolin’s ulcer (MU) is a malignant tumor that occurs in scar 

tissue.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aetiolog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methods,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of this disease. 

Methods Data from 140 cases of MU patients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December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Demographic data,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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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one invasion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treatment methods, and prognosi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Among 140 patients, the initial injury or primary disease occurred at 1-75 

years of age, and most cases occurred at 10 years of age or younger (41.4%). 

MU occurred at 15-85 years of age, and the mean was 53.3±1.2 years. The mean latency 

period was 28.8±1.7 years. The age of patients at initial injury or onset of primary 

disease showe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length of the latency 

period (P＜0.01). The lesion locations were commonly seen on the lower limbs (42.1%) 

followed by the head, face and neck (34.5%). Among 140 patients, 46 cases (32.9%) had 

bone invasion, 33 cases (23.6%) had lymph node enlargement, and only 5 cases (3.6%) 

had lymph node metastasis. Skull was the bone that was the most susceptible to 

MU invasion. The percentage of bone invasion in head, face and neck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other wound locations (P ＜ 0.01). The surgical 

methods in order from the most to least used were skin grafting, local flap transfer 

repair, amputation, and island flap repair. In the follow-up of 65 cases, the 

recurrence time was mainly within 1 year after surgery. 

Conclusions MU mainly occurred in males and were mainly scar carcinomas after flame 

burns. Autologous skin grafting and local skin flap repair were the major surgical 

methods. The peak period of recurrence was within one year of surgery and patients 

should be regularly followed up. 

  

 

OR-0050 

野生纯合小鼠与 P75NTR 敲基因小鼠对疼痛的影响 

 
江杭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野生纯合小鼠与 P75神经营养因子受体（P75NTR）敲基因小鼠对疼痛反应的差异。 

方法 将野生纯合小鼠与 P75NTR 敲基因小鼠分为 2 组，每组各 5 只雌性成年小鼠，分别给予疼痛行

为学实验，热板试验（将小鼠放在设定温度的热板上，观察小鼠抬后足或舔后足的时间）和丙酮试

验（剃除小鼠后背同一部位、大小的皮肤的毛发，并在小鼠该部位滴 5 滴丙酮，观察小鼠在 5min

内扭体舔背的次数），观察小鼠疼痛阈值变化。收集未接受刺激前野生纯合小鼠和 P75NTR 敲基因

小鼠的足底皮肤，将足底皮肤制成石蜡切片，行 HE 染色观察足底皮肤有无形态学变化，行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观察神经生长因子（NGF）、P75 神经营养因子受体（P75NTR）、酪氨酸激酶受体 A

（TrkA）蛋白的表达情况，同时以 PGP9.5 为特异性轴突标记物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足底

皮肤神经纤维的形态学特点，并测定表皮神经纤维密度，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野生纯合小鼠比 P75NTR 敲基因小鼠对疼痛反应敏感，P75NTR 敲基因小鼠对疼痛阈值较高，

HE 染色观察足底皮肤无明显形态学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神经生长因子（NGF）、P75 神经

营养因子受体（P75NTR）、酪氨酸激酶受体 A（TrkA）蛋白的表达较敲基因小鼠蛋白的表达高，且

足底表皮神经纤维密度相对较大。 

结论 P75神经营养因子受体（P75NTR）与小鼠疼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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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51 

蒂岛状皮瓣联合负压技术分期修复臀股部多发压疮 

 
吴鹏

1
,王一兵

2
 

1.临沂市人民医院北城新区医院 

2.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应用带蒂岛状皮瓣联合负压技术分期修复臀股部多发压疮的手术方法及手术效果。 

方法 本组病例共 35 例，男性 23 例，女性 12 例，年龄 22~70 岁，平均为 38.6 岁。疾病分类：脊

髓损伤 20 例，脑血管疾病 8 例，其他疾病 7 例。所有病例压疮均为Ⅳ度，每位患者均为 2 处以上

创面。创面分布于骶尾部 18 例，坐骨结节区 22 例，股骨粗隆区 15 例。创面大小：

5~15cm×8~20cm.术前创面予以负压吸引技术进行创面准备，控制感染，促进创面坏死组织脱落及

血运改善。根据压疮部位、深度及面积，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合理规划手术分期，一期手术先

行修复缺损较小并且较表浅的创面，皮瓣切口区及未修复创面继续予以负压引流治疗；于 1 周后行

二期手术，选择溃疡创面邻近的皮瓣（或肌皮瓣），采用带蒂岛状皮瓣转移修复。骶尾部创面选用

岛状腰臀皮瓣修复，坐骨结节处创面选用岛状下部臀大肌肌皮瓣修复，股骨粗隆区创面选用岛状阔

筋膜张肌肌皮瓣修复。 

结果 35 例患者术后皮瓣全部成活，无血供障碍，切口无明显感染、渗液。术后随访 0.5~2 年，其

中 32例患者未出现复发，3例患者在其他部位出现压疮，1例坐骨结节区压疮患者原位复发 

结论 多发性压疮的手术修复是临床治疗的难点之一。一期同时修复多处溃疡创面创伤较大，手术

方式复杂。将负压技术应用于多发压疮的手术治疗中，采用分期手术的方式，虽使手术次数增加，

但简化了手术方式，减少了每次手术创伤，并能有效地改善术区愈合质量，降低了术后护理难度及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并增加了患者治疗信心；根据臀股部压疮的发病部位选择邻近部位的皮瓣或肌

皮瓣，采用岛状带蒂转移的手术方式进行修复，有效减轻了对皮瓣供区的损伤，缩短了手术时间及

术后恢复时间。利于在基层医院推广使用。 

  

 

OR-0052 

基于 KTA 模式构建手烧伤患者住院期间康复管理方案 

 
王慧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本研究以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为例，结合具体临床情景，构建成人手部烧伤患者住院

期间手功能康复管理方案，促进手功能康复知识转化为实践，提高康复实践水平。 

方法  采用 KTA 理论框架指导方案构建，检索 Cochrane Library、PubMed、FEBM、万方等数据库

中手功能康复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证据总结、系统评价、综述，按照 KTA 理论框架提倡的步骤进

行文献筛选、评价、证据提取、阻碍因素评估，最后修订、合成手功能康复管理方案。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0 篇文献，包括 4 篇指南、3 篇系统评价、3 篇综述，构建的管理方案包括手

功能康复干预方案及实施流程。 

结论 以循证为基础，KTA 模式为指导本方案构建的理论框架，构建方法科学严谨，构建的方案对

我国烧伤手功能康复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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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53 

危重创伤全身危重情况的掌控暨长海战创伤急救中心建设实践与

思考 

 
贲道锋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2011 年长海烧创伤中心成立至今 7 年了，2015 年长海战创伤急救中心成立至今也有 3 年来，

本着面向战场的需要向部队靠拢向实战聚焦的目的，我们通过中心建设模式和危重创伤早期救治的

实践，思考提高危重创伤救治成活率的要素。 

方法 通过长海烧创伤中心成立 7 年来的建设，和 1 千多名危重创伤患者的救治实践，探讨提高危

重创伤救治成活率的要素。 

结果 经过大量危重创伤的早期救治，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体会到，要提高危重创

伤早期救治的成活率，就要瞄准国际创伤救治最前沿，解决威胁生命的呼吸循环感染等问题，要实

行前伸到急诊后延到 ICU 的创伤总指挥负责制，要梳理危重创伤救治的多个环节重点解决用血检查

手术室等常见的短板，要建立危重创伤急救措施简表，要明确手术的止血固定减压目的实行损伤控

制性手术。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领先的管理理念，完善的救治网络和组织框架，先进的救治模式

等基础之上。 

结论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长海战创伤急救中心的建设是军队医院烧创伤外科面向战场、应

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尝试。 

 

 

OR-0054 

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治疗与临床思考 

 
王杨,王澜,曲开,李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联合富血小板纤维蛋白（PRF）在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患者治

疗中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我科就诊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患者 10 例，入院后

完善术前检查早期行清创手术，应用 VSD 暂时封闭巨大裸露创面，根据创面清洁程度反复清创及更

换 VSD 材料继续行 VSD 治疗，如创腔较深，则应用 PRF 填塞深部潜行腔隙，待创面新鲜后应用自体

皮片或皮瓣封闭创面。 

结果 10例患者全部治愈，随访半年至一年，创面愈合良好，无复发。 

结论 VSD 联合 PRF 能有效清除坏死组织及渗液，减少消耗，促进创腔愈合，缩短病程，是临床治

疗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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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55 

CD9 通过影响 E-cadherin 向细胞膜上募集调控表皮细胞分化及

运动性间的转换 

 
江旭品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再上皮化是创面愈合过程的关键环节。表皮细胞迁移作为再上皮化过程的限速步骤一直是创

面愈合研究的热点之一。表皮细胞进行迁移其必须先激活发生细胞移行表型改变，进入相对幼稚表

皮细胞分化状态，包括细胞间连接松解、细胞形态改变，伪足形成，分化标记物表达下调等，但创

面愈合过程中表皮细胞如何进行分化状态改变与移行表型间的转化并不十分清楚。本研究组前期研

究发现表皮细胞膜上四次跨膜分子 CD9 在表皮细胞移行及重塑阶段起重要调控作用，且其在多种肿

瘤细胞中也参与细胞移行及分化状态调控，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CD9 在创面愈合时表皮细胞分化及

运动性调节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利用 CD9 腺病毒转染技术建立 CD9 高、低表达的 HaCaT 细胞及原代表皮细胞模型，并利用小

鼠皮肤创面愈合模型，使用 WB、免疫荧光染色、活细胞工作站、IP 等技术检测表皮细胞分化标记

物、E-cadherin、PI3K/Akt 等分子表达分布变化。 

结果 体内及体外实验均证实在分化成熟的表皮细胞中 CD9 均显著高表达。上调 CD9 表达可促进表

皮细胞分化成熟，并使细胞运动性下调，而下调 CD9 表达则可抑制高钙诱导的表皮细胞分化同时上

调细胞运动性。另外，CD9 可向表皮细胞胞膜募集 E-cadherin 分子，并激活下游 PI3K/Akt 信号通

路，而下调 CD9 表达则可抑制这一过程。同时，我们还发现 E-cadherin/PI3K/Akt 信号通路在 CD9

介导的表皮细胞分化及运动性调控中起重要作用。 

结论 CD9 可作为创面愈合过程中表皮细胞分化状态及运动性调控的重要纽带分子, 创面愈合早期

CD9 下调表达可通过抑制 E-cadherin 向细胞膜上募集，并抑制下游 PI3K/Akt 信号通路激活，从而

起到抑制表皮细胞分化、上调细胞运动性的作用，促进细胞发生移行表型改变，最终参与创面再上

皮化过程。 

 

 

 

 

OR-0056 

阴囊皮瓣重建球部尿道联合留置尿管支架管修复会阴高压电击伤

一例并文献复习 

 
刘伟

1
,李森恺

2
,李峰

1
,柴家科

1
 

1.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2.北京八大处整形医院 

 

目的 探讨阴囊皮瓣重建球部尿道联合留置尿管支架管治疗会阴高压电击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报道 1 例使用阴囊皮瓣重建球部尿道联合留置尿管支架管成功修复因高压电击伤导致的会阴

部严重毁损伤的诊疗经过，并以“尿道损伤、尿道重建术、尿道支架管、阴囊皮瓣和会阴电击伤”

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 PubMed 相关文献并分析。 

结果 患者男，58 岁，高压电击伤后会阴尿道球部严重毁损 1 年余，诊断：前、后尿道离断，会阴

部组织缺损。使用阴囊皮瓣重建缺损的球部尿道，全尿道内留置尿管支架管，将阴囊与尿道膜部吻

合封闭，术后三周拔除留置的尿管支架管，术后五周创面愈合，无感染、漏尿等并发症，最终成功

再造球部尿道，恢复前后尿道正常排尿功能。术后 1 年随访，会阴部切口瘢痕软化，未见有瘢痕挛

缩畸形，软组织饱满，无漏尿，患者排尿可自我调控，排尿顺畅无梗阻、排尿困难等并发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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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8 年阴囊皮瓣修复尿道损伤相关报道，国内文献 36 篇，其中有关尿道下裂 11 篇、尿道狭

窄 9 篇、阴茎损伤 4 篇、会阴部撕脱伤 3 篇、尿瘘直肠瘘 3篇、尿道再造 2篇、其它 4 篇，国外文

献 3 篇，其中尿道损伤及狭窄 1 篇、尿道重建 1 篇、尿道下裂 1 篇；利用尿管作为支架引流管的相

关文献报道，国内文献 16 篇，其中尿道下裂 4 篇、材料组织相容性及动物实验 4 篇、尿道重建 2

篇、尿道狭窄 2 篇、其它 3 篇，国外文献 7 篇，其中尿道下裂 2 篇、材料组织相容性及动物实验 3

篇、其它 2 篇；但外伤导致会阴球部尿道严重毁损伤，前后尿道离断的病例未见有报道。排除重复

研究、普通综述和 Meta 分析类文章，研究结果提示阴囊皮瓣是修复重建球部尿道较为理想的供瓣

区，而联合应用留置尿管支架管可能是引流尿液、减轻切口感染、促进伤口愈合及预防尿道狭窄的

有效方法。 

结论 阴囊皮瓣重建球部尿道是治疗会阴部严重毁损伤所致前、后尿道离断的方法之一，疗效满

意，联合全尿道应用留置尿管支架管，能有效防治尿液浸泡伤口，充分引流，促进伤口愈合，预防

尿道狭窄。 

 

 

OR-0057 

Dermal Vγ4+T cells enhance the IMQ-induced psoriasis-

like skin imflammation in re-challenged mice 

 
Yashu Li,Weifeng He 

the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dermal Vγ4
+
γδ T cells in psoriasis-like skin 

inflammation induced by a re-challenge with imiquimod (IMQ) 

Methods We compared the development of dermatitis induced by topical application of 

IMQ in primary challenged mice and re-challenged mice. We also compared the 

development of dermatitis induced by IMQ between re-challenged control mice and Vγ4
-
 

depleted re-challenged mice that had been initially subjected to IMQ-induced 

dermatitis 30 prior.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IMQ-induced dermatitis was exacerbated in the re-challenge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primary challenged group and the Vγ4
-
 depleted re-challenged 

group. In addition, the Vγ4
+
γδ T cells increased in number and secreted more IL-17A, 

γ-IFN and IL-22 in the re-challenged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primary 

challenged group. However, in the Vγ4
-
 depleted re-challenged group, the Vγ4

-
γδ T 

cells increased in number and produced more IL-17A and IL-22 compared with re-

challenged control mice.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ermal Vγ4
+
γδ T cells enhance relapsing 

psoriasis-like skin inflammation induced by IMQ in C57BL/6 mice by secreting IL-17A 

and γ-I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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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58 

乳酸化壳聚糖-透明质酸复合膜的生物学研究 

 
张逸,胡克苏,祁俊,王磊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系统研究改性后的水溶性乳酸化壳聚糖/透明质酸复合海绵的生物学性能，为该复合海绵的临

床应用进一步奠定基础。 

方法 采用 GB/T16886 的生物学评价体系，从生物安全性的角度，选取成纤维细胞 L929、小鼠、大

鼠、新西兰白兔对复合海绵的细胞毒性、刺激与致敏、皮内反应、急性毒性、亚慢性毒性等性能进

行了系统化评估。 

结果 乳酸化壳聚糖/透明质酸复合海绵（以下简称“复合海绵”）的细胞毒性为 1 级，与阴性对照

组无显著性差异；皮肤刺激试验表明新西兰白兔皮肤在受到复合海绵刺激后无红斑、无水肿，刺激

反应类型为极轻微。几乎不会导致明显的致敏反应；皮内反应显示新西兰白兔无水肿和红斑，复合

海绵的皮内反应刺激非常弱；急性毒性试验表明注射后小鼠没有明显毒性症状，未出现运动机能减

退、呼吸困难、或腹部刺激。从 72h 的观察结果来看，实验组的动物无一只比对照组动物反应大，

实验组材料没有急性全身毒性；在亚慢性毒性试验中，大鼠的体重与对照组动物没有明显差异、血

液学结果未观察到明显的毒性特征、试验组与对照组动物各脏器系数均无明显差异，没有显示出任

何毒性特征，复合海绵的生物学性能良好。 

结论 经过细胞毒性、刺激与致敏、皮内反应、全身急性毒性、亚慢性毒性试验，我们较全面的评

价了水溶性乳酸化壳聚糖/透明质酸复合海绵的生物学性能，生物学安全性良好。乳酸化壳聚糖/透

明质酸复合海绵作为改良后的海绵，其理化性能的优越性已经得到证实，本次生物安全性的系统性

研究有助于迅速推动该海绵在烧创伤创面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OR-0059 

Serum cystatin C in severely burned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late acute kidney injury: a prospective multi-

centre observational study 

 
Xingfeng Zheng

1
,Yi Li

2
,Binjie Luo

3
,Fei Chang

4
,Zhaofan Xia

1
 

1.Changhai Hospital， Naval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College of Basic Medicin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3.Taizhou People's Hospital 

4.Zhangjiag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happens in massive burn 

injury, which aggravates the difficulty of burn treatment. Late AKI after burn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troublesome than early AKI. In this study, factors relates to late AKI 

and diagnostic value of biomarkers, especially cystatin C (Cys C),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 injury were investigated.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was conduct in three hospital with burn 

centre betweenfrom January 2015 andto December 2017. Adult patients with burn injury 

(over 30% TBSA) admitted to the Burn Centres excluded by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enrolled. Clinical parameters and laboratory data of patients were recorded and 

evaluated every day during their staying at BICU. AKI was diagnosed and staged 

according to the 2011 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KDIGO)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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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Guideline for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The t test, Mann-Whitney U test or 

Chi-Square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s between two group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late AKI.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s), optimal threshold value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calculated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Cys C, urea, AS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nd LDH (lactate 

dehydrogenase) in the AKI diagnosis. The ranked data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sC and AKI stages. 

Results Totally, 146 cas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multi-centre stud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age, sex ratio, total body surface area(TBSA), third-degree 

burn rate, inhalation injury rate, sepsis rate and mortality between AKI and Non-AKI 

group, respectively. Third-degree burn rate was found to be the only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affecting AKI in the burned patients. Cys C was the only biomarker which showed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 with AKI. The AUCs for ROC curve of Cys C, urea , AST, and 

LDH for determining AKI were 0.917, 0.484, 0.820, 0.574, respectively. A strong 

relationship was showed between the value of CysC and the stage of AKI. The cut-off 

value of Cys C for indicating AKI was 1.38 mg/L. 

Conclusions Third-degree burn rate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occurrence of late 

AKI in severely burned patients and Cys C is a good biomarker in the diagnosis and 

severity evaluation for late AKI in severely burned patients. 

  

 

OR-0060 

游离移植胸部扩张的穿支皮瓣修复双侧颜面部瘢痕 2 例 

 
储国平,朱宇刚,杨敏烈,秦宏波,吕国忠 

江苏省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游离胸部扩张的穿支皮瓣移植修复双侧颜面部瘢痕手术效果及其优势，为解决颜面部瘢

痕提供新思路。 

方法 收住院 2 例颜面部增殖性瘢痕患者，均采用一期胸部扩张器（600ml）置入术;半年余后,二期

行游离右胸部扩张的穿支皮瓣移植修复左颜面部瘢痕；再一月余后，三期行游离左胸部扩张的穿支

皮瓣移植修复右颜面部瘢痕，供瓣区均直接拉拢缝合。第一例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双侧胸部扩张

器置入；2012 年 6 月 3 日行右胸部扩张的穿支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左面部瘢痕，血管吻合（胸廓内

侧动脉第 2 肋间穿支动脉及伴行静脉与左颞浅动静脉吻合，胸外侧动脉皮穿支动静脉与左侧面动

脉、静脉吻合），皮瓣面积 18.0cm×10.0cm；2012 年 7 月 5 日行左胸部扩张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右

面部瘢痕，血管吻合（胸外侧动脉皮穿支动静脉与右侧面动静脉吻合），皮瓣面积

21.0cm×17.0cm。第二例 2016 年 3 月 31 日行双侧胸部扩张器置入；2016 年 10 月 19 日行右侧胸

部扩张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左面部瘢痕区，血管吻合（胸肩峰动脉穿支动静脉与面动脉近断端吻合

（一动两静），颈横动脉内侧皮穿支与面动脉远断端吻合），皮瓣面积 21.0cm×9.0cm；2016 年

12 月 1 日行左胸部扩张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右面部瘢痕，血管吻合（胸廓内侧动脉第 2 肋间穿支动

静脉与面动脉、静脉吻合，胸肩峰及胸外侧区各一根浅静脉与面静脉 2 个分支吻合），皮瓣面积

23.0cm×9.0cm。   

结果 2 例病人皮瓣均完全成活，外观无臃肿，质地柔软，肤色与面部正常皮肤相近，恢复良好外

观，患者满意。 

结论 游离胸部扩张的穿支皮瓣，四组穿支血管，可选其一或二优势血管与面或颞浅动静脉进行吻

合，无需血管预构，不带蒂，减少手术次数，减少患者痛苦，可以修复颜面部各种形状的瘢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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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61 

皮肤 Vγ4 γδ T 细胞亚群在创面愈合中的重要作用及机制研究 

 
贺伟峰 

1.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在小鼠真皮组织中 γδ T 细胞亚群 Vγ4 T 细胞被证实是皮肤组织中强力促炎因子 IL-17A 的

主要来源。 

方法 目前对 Vγ4 T 细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皮肤炎症、银屑病、皮肤移植排斥反应中的作用，而对

Vγ4 T 细胞在创面愈合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关注很少，目前为止尚未见他人报道。 

结果 我们研究表明，皮肤损伤后，真皮组织内 Vγ4 T 细胞通过 CCR6-CCL20 通路浸润到创缘表皮

组织中，是创面早期 IL-17A 主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Vγ4 T 细胞通过与创缘表皮细胞相互作用

形成了 IL-17A-IL-1β/23 正反馈环路，在启动皮肤创面组织炎症级联放大网络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并能够促进糖尿病创面的愈合。另外，在异基因皮肤移植模型中，我们发现 Vγ4 T 细胞引发

的创面早期炎症对后期继发的以 αβT 细胞为主的炎症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通过清除 Vγ4 T 细

胞，能够显著降低移植物受体外周引流淋巴组织中 αβ T 细胞的激活，并明显减轻后期由 αβ 

效应 T细胞引起的抗移植物免疫排斥反应。 

结论 因此，Vγ4 T 细胞是创面早期炎症启动及放大的关键效应细胞，能够促进低炎症糖尿病创面

的愈合。 

  

 

OR-0062 

慢性创面外露内植物的保全和创面修复：系列病例报道 

 
褚万立,郝岱峰,赵景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内植物外露是导致创面愈合不良的因素之一，去除外露的内植物固然有利于创面的愈合，但

势必影响到其本来的作用，也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我们结合既往收治的伴有内植物外露

的慢性创面病例，探讨外露内植物的保全和创面修复策略。 

方法 回顾既往收治的伴有内植物外露的慢性创面病例，包括腹部补片、颅骨钛板、骨科内固定、

人工血管外露等，总结、探讨内植物保全和修复此类创面的策略。 

结果 6 例慢性创面合并有内植物外露，其中 1 例外伤后腹部补片外露，1 例颅脑术后颅骨钛板外

露，1 例胫骨骨折术后切口愈合不良伴内固定螺钉外露，1 例寰枢椎术后切口愈合不良伴内固定螺

钉外露，2 例下肢溃疡伴人工血管外露，通过清创、负压封闭引流等治疗，并积极培养创面，4 例

创面后期分别采用缝合、皮片移植、皮瓣移植、富血小板血浆凝胶等方式封闭，而 2 例人工血管暴

露的创面愈合欠佳，需要后期血管外科的联合处理。 

结论 结合彻底清创、持续负压封闭引流、富血小板血浆等技术以及适当的创面封闭策略，大部分

外露内植物的慢性创面能够在保留内植物的情况下得以有效封闭，但人工血管暴露的慢性创面治疗

难度相对较大，其治疗策略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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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63 

PICCO 监测技术在特重烧伤患者液体管理中的应用及护理 

 
谢肖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脉搏指示持续心输出量（PICCO）监测技术在特重烧伤患者液体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与护理

对策。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科特重烧伤患者液体管理中应用 PICCO 监测技术 8 

例，8 例患者均在入院后开始使用 PICCO 监测仪监测，监测并记录患者的 GEDV、GEDVI、EVLW、

EVLWI、ITBV、ITBVI、CO、CI、CVP，根据 picco 监测参数调整补液速度和补液量。严密观察患者

心率（heart rate，HR）、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y pressure，MAP）、中心静脉压 （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每小时尿量的变化，比较患者使用 PICCO 监测技术液体管理前及使用

后 24h、72h、7d、14d 各项指标的变化。 

结果 8 例患者使用 PICCO 监测技术液体管理后 24h、72h、7d、14d 各项指标较治疗前有明显的改

善（P<0.05）；本组 8 例患者拔管后，均无出现并发症；8 例患者经早期救治，手术覆盖创面，

安全度过休克期。 

结论 PICCO 监测技术能直接、精确的提供患者血流动力学的重要信息，在特重烧伤患者液体管理

中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OR-0064 

膀胱冲洗频率与特重度烧伤病人尿路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陈楚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特重度烧伤患者长期留置导尿管膀胱冲洗频率与尿路感染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10 至 2016-10 期间烧伤外科病房因特重度烧伤需长期留置导尿的患者 80 例， 

随机分为Ⅰ、Ⅱ、Ⅲ、Ⅳ4 组， 每组 20 例， 膀胱冲洗频率Ⅰ组 1 次/d，Ⅱ组 1 次/Q2d、Ⅲ组 1

次/Q3d、Ⅳ组为非冲洗组， 分另于留置导尿后第 3、 7、 14、21 天进行尿培养检查。统计学软件

分析尿路感染发生率。 

结果 Ⅱ组的尿路感染率最低, 与其他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但对于发生尿路感

染的患者细菌量比较无显著差异。 

结论 选择每 2天 1次膀胱冲洗能更加有效地降低尿路感染的概率，合理地发挥膀胱冲洗的作用。 

  

 

OR-0065 

老年糖尿病足临床综合治疗的探讨 

 
杨心波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探讨老年糖尿病足病人的临床特点及综合治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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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50 例糖尿病足患者按照 Wagner 分级法分为 0～Ⅴ级，采用内外科、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的

综合治疗后的治愈率为 42．6%，总有效率为 89．7%，治疗效果与糖尿病足级别有关，同时要兼顾

老年病人特点。 

结果 糖尿病足的治愈率为 42．6%，总有效率为 89．7%，治疗效果与糖尿病足级别有关，同时要兼

顾老年病人特点。 

结论 老年糖尿病足患病时间长，治疗难度大，以改善微循环、改善神经功能及局部和外科等综合

治疗方法为主。   

 

 

OR-0066 

不同超薄游离皮瓣修复拇指环形电烧伤缺损效果比较 

 
狄海萍,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比较不同超薄游离皮瓣在拇指环形电烧伤缺损中的修复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8 年 7 月于本院进行 手术治疗的 32 例拇指环形电烧伤缺损患者为研究

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超薄游离旋髂浅动脉皮瓣修复）和研究组（超薄游离足底内侧动脉皮

瓣修复），每组 16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治疗后不同时间的感觉功能、拇指功能及

甲襞微循环指 标。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不同时

间两组患者的感觉功 能、拇指功能及甲襞微循环指标均持续改善，且研究组显著好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薄游离足底内侧动脉皮瓣修复拇指环形电烧伤创面效果较好，在血供、感觉及功能改善中

的作用更好，因此临床应用价值相对更高。 

 

 

OR-0067 

双侧股薄肌穿支皮瓣修复会阴部瘢痕之病例报告 

 
史京萍,胡恺轩,章宏伟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大面积的严重的下腹部及会阴部瘢痕在生活上给患者带来严重困难，组织修复成为挑战。 

方法 本例设计双侧股薄肌穿支皮瓣，以股深动脉的股薄肌支为供血动脉，旋转皮瓣以修复耻骨周

瘢痕畸形。 

结果 双侧股薄肌穿支皮瓣术中解剖顺利，术后穿支皮瓣成活良好。 

结论 股薄肌穿支皮瓣是修复下腹部会阴部瘢痕或组织缺损的良好术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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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68 

严重烧伤大鼠呼吸肌蛋白氧化应激及抗氧化酶表达的实验研究 

 
段红杰

1,2
,何延奇

2
,陈晨

2
,张恒博

2
,白海亮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呼吸肌萎缩和功能障碍是严重烧伤后呼吸功能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研究拟探讨烧伤后大

鼠最主要的呼吸肌——膈肌内氧化应激的发生及抗氧化酶表达水平，以期进一步了解严重烧伤后膈

肌萎缩和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 

方法 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烧伤组和假伤组，制作 50%TBSA 大鼠烫伤模型，于伤后 2h、1d、

3d、7d、14d 取膈肌并称重。采用蛋白羰基化合物含量分析试剂盒检测烧伤后膈肌内羰基化合物含

量以反映膈肌蛋白氧化应激水平。抗氧化酶（过氧化氢酶、超氧化物岐化酶 2、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 1）蛋白表达分析用 Western Blot进行检测。 

结果 严重烧伤后大鼠膈肌重量显著下降，于伤后第 3 天达到最低（P<0.01），此后虽缓慢上升，

但仍显著低于假伤对照（P<0.01）。膈肌蛋白羰基化合物含量自伤后 2h 即显著降低（P<0.01），

并持续至伤后 14d（P<0.01 或 P<0.05）。膈肌内超氧化物岐化酶 2 蛋白表达水平于烧伤后各时间

点均无显著变化（p>0.05）；过氧化氢酶蛋白表达于伤后 2h 显著降低（p<0.05），而伤后 7～14d

则显著升高（p<0.05）；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1 蛋白表达仅于伤后 14d 显著升高（p<0.05），而其

他时间点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膈肌蛋白氧化应激持续发生及抗氧化酶表达相对不足是严重烧伤后膈肌萎缩和功能障碍的一

个可能原因。 

 

 

OR-0069 

PowerPICC 导管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张芜茗,吴巍巍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耐高压注射型中心静脉导管（Power PICC）临床应用于大面积烧伤患者的可行性。 

方法 次研究选择 60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作研究对象，均为我院烧伤科 2017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

治，运用塞丁格技术（MST）进行 PowerPICC 导管置入，观察 Power PICC 在置管前、置管中、置管

后的护理问题。 

结果 PowerPICC 导管有多腔道可以选择，壁薄大腔、高流速，最大可耐受 5ml/s 的输注速度，满

足大面积烧伤患者病情危重、复杂、变化快的输注要求。患者在院期间观察创面，达到愈合标准。 

结论 大面积烧伤采用 PowerPICC 导管可以满足大面积烧伤患者复杂病情变化的治疗，减轻患者多

次置管的痛苦，提高护理人员工作效率，解决大面积烧伤患者输液工具选择单一，且静脉通路建立

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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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70 

CFTR 在大面积烧伤后肠道菌群移位中的作用及机制 

 
刘馨竹,游波,张玉龙,陈渝,姜北,殷素鹏,石云龙,陈婧,彭毅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目的 机体经历严重创伤如，如大面积烧伤，由于缺血缺氧，肠黏膜屏障功能破坏，肠黏膜通透性

增高，从而导致肠道菌群和毒素移位。本文着眼于囊性纤维化跨膜信号转导体（CFTR)在烧伤后肠

黏膜屏障破坏中的作用，阐明其在大面积烧伤后肠道菌群移位中的机制。 

方法 建立 Caco-2 细胞单层模型后予缺氧处理， CFTR 抑制剂处理，及 CFTR 敲减处理，检测跨膜

细胞电阻（TER）、免疫荧光检测细胞间紧密连接结构，QRT-PCR 及 WB 检测 CFTR 及紧密连接蛋白

ZO-1、occludin 表达，并检测 ERK 通路，ELISA 检测细胞因子浓度；建立 C57 小鼠大面积烫伤模

型，烫伤后 6 小时、12 小时、24 小时及 48 小时取回肠末端，组织免疫组化、WB 检测肠道 CFTR 及

紧密连接蛋白 ZO-1、occludin 的表达；利用 CFTR 基因突变小鼠，取其回肠末端，免疫组化检测

ZO-1、occludin的表达，并行肠道细菌移位实验。 

结果 缺氧处理后，CFTR 及 ZO-1、occludin 表达降低，紧密连接结构被破坏；使用 CFTR 抑制剂或

对 CFTR 敲减后，TER 降低，紧密连接机构破坏，ZO-1、occludin 表达降低，同时可以检测到 P-

ERK 激活，细胞因子浓度升高；在 C57 小鼠大面积烫伤模型中，在伤后 6 小时可以观察到 CFTR 及

ZO-1、occludin 表达降低，并持续到伤后 24h；在 CFTR 基因突变的小鼠中，可以观察到+/-基因型

小鼠回肠末端 ZO-1、occludin 表达显著降低，且+/-及-/-基因型小鼠本身存在肠道细菌移位情

况。 

结论 大面积烧伤后，由于缺血缺氧导致肠上皮 CFTR 表达减少，激活 ERK 通路，使细胞因子表达增

多，从而使细胞间紧密连接破坏，导致肠道细菌移位的发生。 

 

 

OR-0071 

硅凝胶透明面具治疗面部烧伤后瘢痕的短期临床疗效观察 

 
郑林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硅凝胶透明面具与硅凝胶贴膜在临床面部烧伤后瘢痕治疗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本单位收治的 22 例面部烧伤，分为 2 组。面部出现瘢痕增生倾向时，将硅凝胶贴膜、硅

凝胶透明面具两种方法分别应用于面部瘢痕。第一个月面具组佩戴时间每天 10h，贴膜组每日外贴

10h。第二个月面具组佩戴时间每天 12h，贴膜组每日外贴 12h。2个月后观察疗效。 

结果 面具组：11 例病人平均瘢痕厚度 0.621±0.201mm，温哥华瘢痕量表平均分值 6.184。贴膜

组：11例病人平均瘢痕厚度 1.015±0.422mm，温哥华瘢痕量表平均值为 8.231. 

结论 硅凝胶能够比较有效控制面部增生性瘢痕，硅凝胶贴膜能够起到一定防治作用，但效果欠

佳，尤其对凹陷处瘢痕，如眼周、鼻周、口周等处。硅凝胶透明面具为面部三维扫描定制，针对面

部各个部分适行施压，不受面部形状影响，控制凹陷处瘢痕显示处极大得优势。硅凝胶透明面具控

制面部瘢痕，效果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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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72 

烧伤早期肺部康复治疗体会 

 
刘秋石,宋华培,谭江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针对烧伤合并 ARDS早期肺部康复治疗体会探索一种安全、有效、简单的呼吸训练方法。 

方法 将胸廓松动术、呼吸操训练、自主引流、体位引流及呼吸肌肌力训练等方法运用于烧伤重症

早期肺部气管插管患者。 

结果 通过伤后一个月的康复训练后患者康复前肺功能检查：呼吸困难度 5 级、气短气级症状分级

指数 5 级，有明显胸痛。VT（潮气量）=300ml，血气分析：PH 值=7.38，PCO2 =47mmhg,，

PO2=40mmhg，氧化指数=108mmhg。 

康复后肺功能检查：呼吸困难度 4 级、气短气级症状分级指数 3 级，有明显胸痛。VT（潮气量）

=500ml，血气分析：PH 值=7.42，PCO2 =41mmhg，PO2=148mmhg，氧化指数=510mmhg。肺部康复训

练后较训练前得到明显改善。 

结论 通过早期康复治疗+呼吸功能训练。加快了对体能恢复预防其它功能下降，从而缩短重症病房

住院时间。以往康复治疗手段外还应与心肺功能，防止肺部并发症的发生。 

  

 

OR-0073 

经浅筋膜浅层切取股前外侧薄皮瓣及其临床应用 

 
肖顺娥,邓呈亮,黄广涛,张子阳,李海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经浅筋膜浅层切取股前外侧薄皮瓣的可行性及临床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 98 例经浅筋膜浅层切除的股前外侧薄皮瓣，其中切取

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皮瓣 40 例，切取外侧支皮瓣 48 例。切取旋股外侧动脉降支与外侧支联合分叶皮

瓣 8 例，切取高位直接皮支皮瓣 2例，用于修复肢体创面及瘢痕挛缩畸形。 

结果 皮瓣全部成活 93 例，部分坏死 5 例，皮瓣移植受区修复效果均满意，不显臃肿，皮瓣供区得

到良好的保护，阔筋膜完整、皮神经未受损，术后供区感觉测评均满意，供区未见瘢痕凹陷、粘连

及肌疝。 

结论 完全直视下经浅筋膜浅层切取股前外侧薄皮瓣是可行的，皮瓣供区可得到很好的保护，供区

并发症明显降低，受区可获得较好的美容效果，降低二期修整的概率。 

  

 

OR-0074 

等离子束治疗面部萎缩性瘢痕的临床研究 

 
杜勇,杨敏烈,俞舜,秦宏波,王丹,吕国忠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等离子束治疗面部萎缩性瘢痕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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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自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笔者单位采用等离子束治疗面部萎缩性瘢痕患者 92 例，6～8

周治疗 1 次，6 次为一个疗程，观察记录临床恢复过程、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并根据温哥华瘢痕

评定量表评价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结果 本组共 92 例患者，治疗后随访至少 1 年，其中 33 例患者瘢痕基本痊愈，50 例获得明显改

善，8例治疗效果欠佳，1例导致局部瘢痕增生或色沉更加明显，总有效累为 90.21%。 

结论 等离子束能够有效地治疗面部萎缩性瘢痕，治疗过程安全，副作用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0075 

pcDNA3/hVEGF165 裸质粒对糖尿病小鼠皮肤全层缺损创面愈合的

促进作用 

 
曹大勇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前期实验构建的糖尿病小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模型具有糖尿病创面愈合延迟的特征。因此我

们将采用该模型观察重组质粒 pcDNA3/hVEGF165 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进行研究。 

方法 36 只四周龄 ICR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 2 组，分别给予普通鼠粮（C 组，n=12）或 15%猪油强化

的高脂鼠粮饲养(DM 组，n=24)。高脂鼠粮饲养的 24 只小鼠腹腔注射 STZ 80mg/Kg 诱导糖尿病模

型。以空腹血糖≥11.1mmol/L 作为糖尿病小鼠的入组标准，随机分为 pcDNA3 空质粒+全层皮肤缺

损组（P 组）、pcDNA3/hVEGF165+全层皮肤缺损组（V 组）。13 周龄时两组小鼠进行全层皮肤缺损

模型的复制。三组建模后即刻分别于创缘皮内注射 200ul PBS 溶液、60ug/100ul 的 pcDNA3 空质

粒、60ug/100ul 的 pcDNA3/hVEGF165 质粒。术后分别进行创面定焦照相、创面换药、创面取材，

进行创面愈合率的测定，检测创面组织生长因子的表达，并进行组织病理检查。 

结果 与 C 组相比，P、V 两组血糖值明显升高（P<0.01）。 P、V 两组血糖值差异不明显，且高血

糖状态至少维持至实验结束（即术后 14 天）。C 组与 P 组比较，P 组创面愈合率第 7 天时降低（P

＜0.05）,第 10、14 天时创面愈合率明显降低（P＜0.01，表 3）。C 组与 V 组比较，各时相点创面

愈合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V 组与 P 组比较，V 组创面愈合较快，在术后第 10 天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5)。V 组小鼠 hVEGF-A 相对表达量较 P、C 组明显增高，在术后第 7 天、第 14 天

均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V、P 组小鼠创面组织 mCOL-Ia、mVCAM mRNA 的表达均低于

C 组，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术后第 7 天，V 组小鼠创面组织 mCOL-Ia、mVCAM mRNA 的表

达均高于 P组，但未发现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pcDNA3/hVEGF165 裸质粒注射可使 hVEGF165 成功转染，并可促进糖尿病小鼠创面的愈合。其

作用机制与直接增加小鼠创面组织 hVEGF165 的表达有关。同时，转染 hVEGF165 后，创面组织中

mVEGF-A mRNA的表达同步上升。 

  

 

OR-0076 

小儿烧伤深度的早期评估 

 
林国安 

解放军第 159 医院烧伤中心 

 

目的 探讨小儿烧伤深度判断的临床相关问题。 

方法 正确判断烧伤深度有利于预后评估。有些年轻医生对小儿烫伤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往往对小

儿烧伤深度估计偏浅判断错误。通过分析小儿解剖和生理特点、烧烫伤后病理变化及笔者在小儿烧

伤深度判断方面的临床经验，探讨小儿烧伤深度判断的临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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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有些年轻医生对小儿烫伤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往往对小儿烧伤深度估计偏浅判断错误。对小

儿烧伤深度的判断应注意①小儿皮肤菲薄，同一致伤条件下烧伤深度偏深。②小儿皮肤含水量高，

受伤后的局部表现不典型，易将深度烧伤估计偏浅。③小儿皮肤对热力损伤耐受性差，或因烧烫伤

后没有及时去除伤处衣物，或未及时冷敷导致热力损伤持续，创面有继续加深过程。④小儿烧伤以

热液烫伤居多，即使是Ⅲ度烧伤大多也不会出现典型焦痂，也常表现为水疱。⑤小儿皮肤娇嫩且

薄，创面一经感染很容易加深。⑥对小儿浅Ⅱ度伤的诊断要慎重，除非烫伤后处理及时、冷疗彻

底。如果拿不准就先笼统地诊断为Ⅱ度，不要分深Ⅱ度还是浅Ⅱ度，以后根据情况再校正。 

结论 对小儿烧伤深度的判断不应局限于创面表象，应综合考虑、提前预测、随时复核、及时修

正。 

 

 

OR-0077 

高爆弹药破片伤致深部软组织缺损型伤口一期修复的实验研究 

 
郝岱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现代战伤中最为常见的高爆弹药破片伤所致的肢体深部软组织缺损型伤口，常由于早期处置

方案不理想而导致高死亡率或后期迁延不愈的感染性窦道，本研究尝试探索一种适用于成批伤早期

急救的伤道填充处置手术方案，并观察其疗效和实用性。 

方法 首先，将 PLA 与 PCL 按不同质量比组合，利用双螺杆挤出机制备 PLA 与 PCL 共混粒料，利用

超临界 CO2 发泡技术制备 PLA/PCL 复合发泡材料； 二次离心法制备异体 PRP(20℃×1000g×15min

＋20℃×3000g×10min)，检测 PRP 中 PLT 浓度为 870~1450×109/L（即 3~5 倍正常 PLT 浓度）视

为 PRP 制作成功；对比发射不同大小菱形破片的速率、冲量和伤道情况，建立一种稳定的皮肤软组

织高爆弹药破片伤小型猪动物模型；伤后即时进行麻醉下清创术，清创后以 PLA/PCL 发泡材料联合

异体 PRP 填充伤道，分组观察记录手术时间、创面感染率，病理检测观察残腔愈合情况和材料降解

情况；免疫组化法检测残腔内新生组织 TGF-β、VEGF 蛋白表达，实时定量 PCR 检测 TGF-β、VEGF 

mRNA表达量。 

结果 结果表明，PCL 含量在 10-15%时 PLA/PCL 复合材料综合力学性能最优（压缩强度和冲击强度

较高，拉伸强度降低，断裂伸长率较高），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术后 2 周可见巨噬细胞及血

管内皮细胞 VEGF 表达（++），有新生血管形成；4 周时可见材料分解成小片状，材料周围有大量

新生血管形成，血管壁 VEGF(++)，4 周材料组及 PRP+材料组可见材料内、材料周围被大量成纤维

和巨噬细胞包绕，材料与机体组织已完全嵌接，相互包容。其中，PRP+材料组相较单纯材料组伤道

组织周围已无急慢性炎细胞侵润，愈合良好。 

结论 1.将 PLA/PCL 制成发泡材料填塞伤道，可消灭残腔、填塞压迫止血，还能为新生组织的长入

提供三维物理支架，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 

2.PRP 不仅可促进生长因子表达，还含有白细胞和多种抑菌、杀菌蛋白，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创面

感染，从而促进创面愈合； 

3.本治疗方案可显著缩短手术时间，降低难度，适用于战场成批伤早期急救，并一期修复软组织深

度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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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78 

高压电烧伤截肢患者的心理危机干预及效果评价 

 
徐秀玲,孙燕秋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评价四肢高压电烧伤保肢失败截肢患者发生心理危机的干预效果，以期找到解决四肢高压电

烧伤保肢失败截肢患者心理失衡状态的有效方法。 

方法 本组 48 例患者，均为笔者医院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四肢高压电烧伤保肢失败

不同平面截肢患者，遵循随机原则，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24 例，采用 SAS、SDS、心理

应激反应程度 SR（FER、FPR、FBR）测评高压电烧伤保肢失败患者心理应激、焦虑、抑郁程度。根

据评估结果，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进行心理护理基础上，进行心理危机干预，采用 James 和

Gilliland 提出的危机干预 6 步法模型：确定问题、保证安全、提供心理支持、提出并验证变通的

应对方式、制订计划、承诺实施，及稳定疏导，无功能肢体与肌电义肢功能对照等技术支持提供心

理支持。 

结果 观察组患者心理应急调试能力（心理应激反应程度 SR）明显高于对照组，SAS 评分、SDS 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四肢高压电烧伤保肢失败患者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是改善患者负面情绪的最佳方式，有利

于患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截肢的现实，焦虑和抑郁情绪得到缓解，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回归社会。 

  

 

OR-0079 

纳米材料表界面的构建及其用于细菌杀灭和促进伤口愈合的 

应用研究 

 
邓君 

1.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细菌感染构成严重的全球挑战，威胁公共健康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细菌感染后导致毒素

急剧增加，会显著延长或扰乱伤口愈合过程。由于抗生素的过量使用, 使细菌产生耐药性,进一步

加剧了该问题。因此，为了解决细菌耐药性问题，开发替代抗生素的制剂已成为迫切需要。 

方法 纳米技术的出现，为抗菌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很多金属纳米粒子如银被发现具有很强的杀

菌作用，此外还有纳米材料具有光热和光动力作用，也被用来杀菌。由于它们不具有选择性，不可

避免会产生毒性，且杀菌效率不高。因此我们构建了一系列的功能化表/界面，根据细菌感染的微

环境响应，使其具有靶向作用，提高其杀菌效率和降低其毒性，同时使其具有多功能性（如多模式

影像，多模式治疗等）。 

结果 发现了通过荧光/CT/热成像等技术，具有 pH/酶响应或生物膜（细胞膜或血小板膜）包裹的

纳米材料表/界面可以很好的富集和靶向到细菌感染部位。利用光热/光动力联合抗生素等策略可以

高效的杀死细菌，且不对正常细胞和组织造成损伤，促进伤口的愈合。 

结论 纳米材料表界面的构建可以显著提高细菌的靶向性和杀灭效率，促进伤口愈合，为临床严重

创烧伤感染创面和内脏感染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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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80 

深度烧伤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和康复护理 

 
李际洪 

海南省人民医院,570100 

 

目的 探讨深度烧伤患者的早期功能锻炼及康复护理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月至 2017 年 1 月 64 例深度烧伤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和康复护理，创面基本

愈合后予使用弹力套及弹力绷带坚持加压瘢痕 6个月至 1年半。 

结果  64 例深度烧伤患者均进行早期功能锻炼，随访 6 个月至 1 年半，52 例坚持使用弹力套及弹

力绷带，关节功能恢复良好；12例不能坚持治疗，肢体瘢痕增生挛缩明显，关节功能受限。 

结论 深度烧伤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及康复护理可有效预防和减轻烧伤后瘢痕增生与挛缩畸形，改善

患者预后，提高其生活质量。 

  

 

OR-0081 

1 例糖尿病肾病肾功能衰竭患者伴左下肢感染伤口的护理 

 
张茵华,华皎,朱利红,沈香君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伤口治疗中心 

 

目的 分析糖尿病肾病肾功能衰竭患者伴左下肢感染伤口的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于 2017 年 1 月~3 月接受院内会诊护理 1 例糖尿病肾病肾功能衰竭伴左下肢

感染伤口的患者资料，施以针对性的伤口护理和血液透析护理，并辅以心理和饮食护理，观察护理

后的临床疗效。 

结果 历经 81天的伤口局部处理及全身综合治疗护理，患者伤口完全愈合。 

结论 针对患者伤口特点和临床症状进行正确的伤口评估，采取有针对性的有效护理措施，并辅以

针对性的心理和饮食护理等措施，强化生活关怀，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整体护理质量，保证患者生

活质量和临床治疗效果。可被临床推广应用。 

 

 

OR-0082 

同种异体脱细胞真皮基质复合自体刃厚皮移植一期修复功能部位

小面积骨外露创面的临床应用 

 
黄波,薛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应用同种异体脱细胞真皮基质材料复合自体刃厚皮移植一期修复功能部位小面积骨外露

创面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成都军区总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11 例骨外露患者，应用同种

异体脱细胞真皮基质复合自体刃厚皮移植一期修复。其中男 7 例，女 4 例；中位年龄 37 岁；骨外

露部位为：髌骨 2 例，胫骨（内踝 1 例，外踝 2 例）3 例，趾骨 2 例，尺骨 2 例、指骨 2 例；骨外

露面积最大约 4cm×4cm， 最小约 1.5 cm ×2 cm。术后 1 周、2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门

诊随访复查，观察脱细胞真皮基质及移植皮片的成活、修复部位瘢痕增生、功能恢复情况和供皮区

瘢痕增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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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 例骨外露患者皮片均成活良好且瘢痕增生不明显，功能恢复良好；供皮区瘢痕增生不明

显。1例患者（胫骨外踝部位，骨外露面积约 4cm×4cm），皮片坏死。 

结论 同种异体脱细胞真皮基质材料复合自体刃厚皮移植修复功能部位较小骨外露创面能一期修

复，缩短住院时间，功能恢复良好；供皮区瘢痕增生不明显。 

  

 

OR-0083 

脂肪干细胞联合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植皮术后色素沉着 

 
程静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观察脂肪干细胞联合 CO
2
点阵激光治疗植皮术后色素沉着。 

方法 选取 30 名植皮术后的患者，随机分为 3 组，空白对照组，激光组和实验组。空白对照组给与

生理盐水皮下钝针注射；激光组给与 CO
2
点阵激光治疗；实验组给与浓度为 5x10

6
的脂肪干细胞皮

下钝针注射，并联合 CO
2
点阵激光治疗，分别由医生和患者本人对治疗后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

后的皮肤颜色进行 Fitzpatrick 分型和评价。 

结果 实验组的医生和患者评分明显高于激光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激

光组和空白对照组的评分差异较小，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脂肪干细胞联合 CO
2
点阵激光对植皮术后皮肤的色素沉着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OR-0084 

糖尿病溃疡患者血清下调组蛋白 H3K27 甲基化水平诱导血管内皮

细胞功能紊乱 

 
汪涟,郭菲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分析组蛋白 H3K27 甲基化水平的改变在糖尿病溃疡患者血清影响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

衰老及激活与损伤中的作用及表观调控机制。 

方法 收集糖尿病溃疡患者及健康老年人血清，分别建立糖尿病溃疡组（DB）和健康对照组(Ctrl）

样本血清池。将人血清配成条件培养基（5%）作用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根据检测需要在不

同时间点收集细胞，进行相应的测定，以分析两组血清对 HUVECs 影响：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活

性，β-半乳糖苷酶原位染色实验检测细胞衰老的情况，流式细胞术分析细胞周期，划痕实验分析

细胞迁移修复能力；与此同时，运用激光共聚焦技术观察内皮细胞内 JMJD3 和组蛋白 H3K27 甲基化

蛋白表达情况，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法测定 HUVECs 中粘附分子、炎性介质、细胞生长因子以及

eNOS和 RAGE122的 mRNA相对表达水平。 

结果 糖尿病溃疡患者血清虽不影响 HUVECs 细胞活性，但明显促进了脐静脉内皮细胞的衰老，且

H3K27me2/3 去甲基化酶抑制剂 GSK-J4 能有效逆转糖尿病溃疡患者血清所诱导的脐静脉内皮细胞衰

老。细胞周期分析结果也显示，糖尿病溃疡患者血清可致内皮细胞增殖紊乱，糖尿病溃疡患者血清

作用 48h 后，诱导 HUVECs G2-M 期阻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GSK-J4 抑制剂能有效抑制糖尿病

溃疡患者血清所致的内皮细胞增殖紊乱。划痕实验结果显示，虽然两组细胞在观察的各时间点划痕

修复面积没有显著差异，但被修复部分单位面积内的细胞数量却存在显著差异，P<0.0001。免疫荧

光染色发现糖尿病溃疡患者血清能够诱导脐静脉内皮细胞中 JMJD3 的表达上调，使内皮细胞发生去

甲基化。从而进一步分析内皮功能、细胞粘附、炎症相关及糖化蛋白受体等的基因表达发现糖尿病

溃疡组 eNOS，VCAM， TNF-α 和 IL-6 的 mRNA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显著下调， 而 TGF-β，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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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EGF192 和 RAGE122 的基因表达水平明显上调，此外，虽观察到 ICAM 表达上调，IL-1β 水平

下调，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糖尿病溃疡患者血清诱导 HUVECs 的细胞周期紊乱和衰老， 上调糖化蛋白受体的基因表达，

引起内皮功能、细胞粘附和炎症相关等基因表达紊乱，并异常活化上述基因的上游 JMJD3 信号通

路、下调细胞中 H3K27 总体甲基化水平。 JMJD3 信号通路参与了糖尿病患者血清诱导内皮细胞活

化、衰老和功能障碍等过程。 

 

 

OR-0085 

扩张后皮瓣修复头面颈部严重烧伤后瘢痕畸形 

 
沈余明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头面颈部严重烧伤后瘢痕挛缩畸形的方法 

方法 总结最近 10 年收治的头面颈部瘢痕采用扩张器修复的方法，本组患者 51 例，其中男 43 例、

女 8 例，年龄为 6—49 岁。均为烧伤后瘢痕，其中头部 18 例，面部 8 例、颈部 13 例、面颈部 12

例。利用 101 个皮肤扩张器对 51 例烧伤后头面颈部瘢痕挛缩畸形患者进行治疗。扩张器容量为

50—600 mL，注水量为 105-1000ml。扩张时间 3—5 个月。扩张器置入部位大部分为正常皮肤，但

其中 11个扩张器置入烧伤后稳定软化的瘢痕下。 

结果 51 例患者术后皮瓣均成活，效果满意。其中 6 例术后发生血肿、感染等并发症，经处理后均

未影响治疗效果。32 例患者随访 6—24个月，皮瓣颜色、质地均佳，外形及功能明显改善。 

结论 扩张后皮瓣由于皮肤厚薄、色泽、质地与受区接近，且不会造成供区缺损，应是治疗头面颈

部烧伤后瘢痕畸形的首选方法 

 

 

OR-0086 

胸腔镜在复杂深部腔隙性创面修复中的应用 

 
贲道锋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报道胸腔镜在深部腔隙性复杂创面修复中的应用 

方法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间，共应用胸腔镜辅助治疗深部腔隙性复杂创面 3 例，其中肿瘤

切除后形成的后背胸腔开放腔隙和骶尾部深部腔隙各 1 例，铝水烧伤后肋骨外露伴胸腔开放肺组织

暴露 1例，经过胸腔镜辅助下多次清创治疗配合负压封闭引流等技术，腔隙缩小创面修复。 

结果 在伴有深部腔隙的复杂创面修复中，由于腔隙开口小术者肉芽难以观察到深部空腔的详细情

况，应用胸腔镜能辅助对深部腔隙内的坏死组织的观察和清除，尤其在有渗血时能辅助止血等。 

结论 在肉眼难以观察到的体表深部腔隙，应用胸腔镜能辅助清创，尽快精准清除深部坏死组织，

配合其他技术达到尽快消灭死腔的目的，尤其适用于有骨性结构阻挡在体表开口处的仍有坏死组织

存在的深部空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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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87 

应用 FLACC 疼痛评估工具评价小儿四肢烧伤植皮术后 

疼痛治疗护理效果 

 
邓茹,王丽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 FLACC疼痛评估表在烧伤小儿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改良面部表情评分法( FLACC) 对 60 例四肢烧伤患儿在住院期间植皮术后进行疼痛程度

评分，并经规范化止痛治疗后，对比疼痛安慰前后评分前后的变化 

结果 60 例患儿出室后疼痛评分 4.65 分，在 FLACC 疼痛评估方法指导下进行相应镇痛治疗，于术

后 1h，6h,24h进行疼痛评分，评分分别为 2.73 分，1.8分， 1.67分 

结论 全麻术后 24h 在患儿疼痛评估过程中应用 FLACC 疼痛评估量表，能够直观、动态评估患儿全

麻手术后疼痛变化，对疼痛的治疗和护理干预有良好的指导作用，更加有效地为术后患儿镇痛，增

加患儿舒适度，值得在临床进行进一步推广 

 

 

OR-0088 

伤后入院时间对烧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李琳,张灵倩,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伤后入院时间对烧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解放军第一八〇医

院、解放军第九二医院、龙岩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烧伤患者。将患者按照伤后入院时间分为≤ 1h

组和>1h 组，收集患者人口学资料、临床特征及治疗相关情况，比较两组烧伤患者流行病学特点、

伤后入院时间及预后。 

结果 伤后>1h 入院组中 30.7%（1360/4340）的患者在住院期间出现并发症，明显高于伤后≤1h 入

院组的 17.9%（777/4423）（c2
=196.011，P<0.01）。伤后≤ 1h 入院组患者的住院天数及费用均

少于伤后>1h入院组（Z=-7.696、8.829，P<0.01）。 

结论 伤后一小时内入院治疗能有效降低烧伤患者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长，减少住

院费用。 

 

 

OR-0089 

股深动脉第一穿动脉穿支皮瓣的临床应用 

 
魏在荣,谭昊,李海,张子阳,金文虎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股深动脉第一穿动脉穿支皮瓣修复四肢软组织缺损的可行性。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采用游离股深动脉第一穿动脉穿支皮瓣修复四肢软组织缺损 7 例。

男 5 例，女 2 例；年龄 29~44 岁，平均 35 岁。致伤原因：交通事故伤 4 例，重物压砸伤 3 例。

上肢软组织缺损 3 例，下肢软组织缺损 4 例；伴肌腱外露 2 例，骨外露 2 例，肌腱合并骨外露 1

例。清创后软组织缺损范围达 10cm×5cm~16cm×10cm。术中皮瓣或皮瓣加筋膜瓣切取面积范围达

12cm×6cm~18cm×11cm。受区血管吻合，皮瓣覆盖创面，供区直接拉拢缝合，受区筋膜瓣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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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单纯皮瓣 5 例，皮瓣加筋膜瓣 2 例。所有皮瓣完全成活，临床应用 7 例游离股深动脉第一穿

动脉穿支皮瓣修复四肢软组织缺损，未出现血管危象等并发症。采用多种形式随访（回院、电话、

微信）6~12个月，皮瓣外观及功能满意，质地良好。 

结论 股深动脉第一穿动脉穿支皮瓣可修复四肢软组组缺损，该皮瓣供区隐蔽、可供组织量相对较

大，但体位不适是其缺点。 

  

 

OR-0090 

Notch1 Pathway Protects against Burn-Induced Myocardial 

Injury by Repressing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Production 

through JAK2/STAT3 Signaling 

 
Weixia Cai 

Department of Burns and Cutaneous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xidative str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rn-induced myocardial injury, but the 

cellular mechanisms that contro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production and 

scavenging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blockade of Notch 

signaling via knockout of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RBP-J or a pharmacological 

inhibitor aggravated postburn myocardial injury,which manifested as deteriorated serum 

CK, CK-MB, and LDH levels and increased apoptosis in vitro and in vivo. Interruption 

of Notch signaling increased intracellular ROS production, and a ROS scavenger 

reversed the exacerbated myocardial injury after Notch signaling blockade.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Notch signaling deficiency aggravated postburn myocardial injury 

through increased ROS levels. Notch signaling blockade also decreased MnSOD express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Notably, Notch signaling blockade downregulated p-JAK2 and p-

STAT3 expression. Inhibition of JAK2/STAT3 signaling with AG490 markedly decreased 

MnSOD expression, increased ROS production, and aggravated myocardial injury. AG490 

plus GSI exerted no additional effects.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Notch signaling 

protects against burn-induced myocardial injury through JAK2/STAT3 signaling,which 

activates the expression of MnSOD and leads to decreased ROS levels. 

 

 

OR-0091 

上海市居民对儿童小面积烧烫伤急救知识认知水平调查 

 
于庆,肖永强,胡晓燕,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了解上海市居民对儿童小面积烧烫伤急救知识认知水平，掌握上海市居民关于儿童小面积烧

烫伤急救知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卫生行政部门作出相应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通过整群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共抽取上海市在校儿童家长 5814 人，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

家长在儿童小面积烧烫伤急救知识方面的认知情况、就医选择等内容进行调查，通过数据统计与分

析，掌握上海市居民对儿童小面积烧烫伤急救知识认知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和误区，并提出科学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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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儿童烫伤后，第一反应是脱去孩子衣物并用自来水冲洗的家长居多（73.77%），其次，有

15.76%的家长认为应赶紧送医院。在烧伤救治过程中，17.82%的家长会给孩子涂抹民间偏方，常见

涂抹物质中以牙膏最为多见（34.47%）。在就诊医院的选择方面，上海市居民第一反应以前往就近

医院就诊为主（40.01%）；在设立烧伤专科或烧伤门诊的多种医疗机构中，上海市居民主要倾向于

前往儿童医院的小儿烧伤科就诊（73.96%）。在正确的小面积烧烫伤处理步骤中，知道需要用干净

毛巾覆盖创面的家长占比最少（51.14%）。 

结论 上海市居民对儿童小面积烧烫伤急救知识的认知水平较好，烧烫伤后使用自来水冲洗并赶紧

送医院的观念较普遍，但仍存在许多家长自行涂抹牙膏或其它不当物品等诸多问题和不足，应加强

相关宣传教育。 

 

 

OR-0092 

深度手烧伤的功能康复治疗 

 
景福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深度手烧伤致畸、致残率高，功能障碍严重，手部创面修复后通过康复治疗才能有效预防和

减轻手关节的功能障碍。 

方法 通过手法联合药物按摩、实施康复治疗及功能锻炼，改善手部功能。康复治疗的原则：1、早

期锻炼贵在坚持。2、从日常生活锻炼入手，配合物理治疗，利用简单辅助器械进行技能锻炼，促

进手部各关节活动和握力的提高。3、温水疗法。浸泡时进行手指伸屈功能锻炼，可减轻局部肿胀

并促进手创面愈合。4、在被动及主动功能锻炼的同时，应用弹力支具，防止拇指内收，掌指关节

背屈和手指屈曲，使手控制在功能位，持续 6-10 个月。5、植皮手术拆线后即外用弹力绷带，2-3

周后改用薄弹力手套，5-6 周后改用厚弹力手套，持续 6 个月至一年。6、植皮缝合处伤口愈合后

外用硅凝胶敷贴或康瑞保、肤康霜等防治瘢痕的药物。 

结果 42例患者 76只手通过积极配合康复治疗和功能锻炼，都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 

结论 对手部深度烧伤患者实施正确的康复治疗及功能锻炼，既可减少瘢痕畸形的发生并能有效的

改善手部功能。 

  

 

OR-0093 

装载自由基引发剂的酸敏感石墨烯用于治疗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的

研究 

 
于洵洲,贺丹枫,邓君,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近年来，耐药菌皮肤局灶感染的发病率急剧上升，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挑战；大量耐药细

菌侵入性感染导致的烧伤创面脓毒症死亡率更居高不下。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具有细

菌靶向结合能力的联合治疗体系。以聚多巴胺包覆的羧基化石墨烯(PDA@CG)为原料，交联 pH 敏感

的乙二醇壳聚糖(GCS-PDA@CG)，通过非共价键装载自由基引发剂(AIBI-GCS-PDA@CG)。在近红外光

照射下，可诱导引发剂分解生成烷自由基(R•)，导致氧化应激(OS)升高，最终导致细菌在不同氧张

力下的死亡。 

方法 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热重分析、傅里叶红外光谱仪、Zeta 电位仪、近红外光仪等检

测石墨烯纳米材料的合成与性能；通过透射电镜、扫描电镜、原子力显微镜检测石墨烯纳米材料形

貌大小；采用电子自旋共振技术检测自由基生成情况；通过 IVIS Lumina 荧光成像、平板计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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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活细菌染色、耐药菌皮下脓肿治疗等检测体外及体内环境下石墨烯纳米材料靶向杀菌作用；通过

细胞毒性实验、溶血实验、小鼠脏器病理切片、血常规、肝肾功等检测体内体外石墨烯纳米材料生

物相容性。 

结果 结合光热效应和 AIBI 的热分解能力，AIBI-GCS-PDA@CG 可以在近红外照射下产生自由基。产

生的自由基在正常和缺氧条件下均表现出同等的治疗效果，但作用机制不同。在正常氧条件下，生

成的烷基自由基(R•)可转化为烷基自由基(RO•)，直接导致细菌损伤。在缺氧条件下，生成的烷基

自由基(R•)也表现出 DNA 损伤能力，这也是导致细菌死亡的原因之一。同时，该纳米材料在体外及

体内环境下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结论 我们建立了一种基于光诱导产生自由基的多重耐药细菌治疗新策略。该方法为光动力疗法在

更复杂条件下的应用提供了优越的可能性。该纳米材料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抗生素替代疗法，为多

重耐药菌感染的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方向和策略，对于进一步探索应用于耐药菌的多功能纳米平台具

有重要意义和重要价值。 

  

 

OR-0094 

感染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烧伤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该菌耐药情况 

 
程林 

中华烧伤杂志 

 

目的 分析感染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烧伤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该菌的耐药情况。 

方法 对 2011 年 7 月—2017 年 7 月笔者单位收治检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采用 API 20NE 细菌鉴定板条或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鉴定菌株，采用最低抑菌浓度

法选取左氧氟沙星、复方磺胺甲恶唑、米诺环素、头孢哌酮/舒巴坦进行药物敏感试验。统计各年

度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检出情况、感染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样

本来源及检出时间、检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前患者其他病原菌检出情况及抗生素使用情况、嗜麦芽

窄食单胞菌对前述 4种抗生素的耐药情况。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采用 WHONET5.5 软件进行统计。 

结果 （1）共 119 例患者检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2011—2017 年依次为 11、12、21、22、28、

13、12 例。（2）感染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患者中，男 86 例（72.3%）、女 33 例（27.7%）；年龄

≥65 岁者占 11.8%（14/119），年龄≥18 岁且＜65 岁者占 76.5%（91/119），年龄＜18 岁者占

11.8%（14/119）；烫伤患者最多，共 72 例（60.5%）；烧伤总面积≤10%TBSA 的患者最多，共 35

例（29.4%）；16.8%（20/119）的患者有基础病史，46.2%（55/119）的患者有气管切开，47.9%

（57/119）的患者有深静脉置管，61.3%（73/119）的患者入住 ICU；75 例（63.0%）患者治愈，24

例（20.2%）患者好转，14 例（11.8%）患者放弃治疗，6 例（5.0%）患者死亡。（3）患者创面分

泌物检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比例最大，为 58.0%（69/119）；其次是痰液、血液、创面组织、导

管、尿液样本，分别占 17.6%（21/119）、14.3%（17/119）、4.2%（5/119）、4.2%（5/119）、

1.7%（2/119）。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检出时间为入院后 10 h～71 d，平均 12.7 d。（4）66.4%

（79/119）的患者在检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之前检出了其他病原菌，其中鲍氏不动杆菌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所占比例较大。（5）91.6%（109/119）的患者在检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之前使用过广谱抗

生素，且有 44.0%（48/109）的患者使用过 3 类及以上的广谱抗生素。共使用抗生素 271 次，其中

碳青霉烯类和糖肽类抗生素使用次数较多，分别为 61、63 次。（6）7 年间，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

左氧氟沙星和米诺环素的总体敏感率高，分别为 91.6%、99.4%；对头孢哌酮/舒巴坦的总体敏感率

较低，为 52.5%，且年敏感率呈下降趋势；对复方磺胺甲恶唑的总体敏感率较高，为 77.6%，且年

敏感率在近 3年呈上升趋势 

结论 气管切开、深静脉置管、入住 ICU、使用广谱抗生素是烧伤患者感染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重

要因素。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左氧氟沙星、米诺环素和复方磺胺甲恶唑敏感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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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95 

新型多糖基止血海绵 

 
刘佳颖,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对于创伤病例，高效的止血材料非常重要。天然多糖因为其在人体中独特的功能从而被大量

的发展为新型止血材料。本设计中多糖止血海绵是通过透明质酸和阳离子化葡聚糖复合而成。 

方法 通过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DMAEMA）改性葡聚糖制得 DEX-PDM，DEX-PDM 为两亲性化合物，具

有发泡功能，将 DEX-PDM 与 HA 机械搅拌混合均匀，HA 将为体系提供黏度保证气泡不会短时间消

失，将所得物迅速放置于-80℃冰箱中放置 30 min 后冷冻干燥一天后放置 60 ℃烘箱中放置 2 天，

制得海绵。为了提高体系正电性，使其具有更优异的凝血性能，设计一种季胺化 DEX-PDM。通过溴

己烷季胺化 DEX-PDM 制得 DEX-QPDM。为了提高体系交联结构，三偏磷酸钠加入体系中，交联羟

基。制得海绵 SHDQ。静电交联与化学交联结合，体系三维网状结构更加紧密。 

结果 通过 SEM 观察得出体系为三维网状多孔结构。通过孔隙率检测得海绵具有高的孔隙率有利于

更多血液的吸收。通过膨胀比实验分析得出海绵具有高的膨胀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通过溶

血实验得出海绵无明显溶血，具有良好的血液相容性。通过体外动态凝血实验分析海绵具有快速的

止血特性。通过显微镜观察海绵与血细胞的接触形貌可以得出海绵止血机制为带有阳离子的海绵吸

附血细胞快速聚集从而达到止血效果。通过体内止血实验（大鼠肝脏模型）得出，海绵具有优异的

体内止血特性。 

结论 在“绿色”交联剂 STMP 交联下通过一步自发泡技术成功值得交联多糖基止血多孔海绵

（SHDQ）。此海绵具有高空隙率、高膨胀比、无明显溶血、快速体外体内凝血特性。简单的制备方

法、良好的血液相容性和快速的止血特性使得此海绵有望成为新型的止血辅料。多糖自发泡海绵技

术为未来设计低溶血高性能止血生物材料提供一个新策略。 

  

 

OR-0096 

自体表皮细胞悬液移植修复全层皮肤缺损创面的动物实验研究 

 
尹凯,申传安,马丽,尚玉茹,李大伟,李龙珠,赵东旭,程文凤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自体表皮细胞悬液移植技术用于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适宜密度。 

方法 取健康清洁级成年 SD 大鼠 40 只，雌雄不限，体质量 210～230 g；根据细胞移植密度不同，

随机分为高、中、低细胞密度及空白组（分别为 A、B、C、D 组，n=10）。取大鼠背部皮肤培养表

皮细胞，并制作大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抗挛缩模型。其中 A、B、C 组分别将 0.2 mL 密度为

1×10
6
、1×10

5
、1×10

4
个/cm

2
的自体表皮细胞悬液移植至创面处，D 组给予等量限制性角质形成细

胞无血清培养基；取成年 Wistar 大鼠背部皮肤制备同种异体皮，覆盖各组创面。术后观察大鼠存

活情况，于术后 7 d、14 d、21 d 大体观察同种异体皮成活、脱落及创面愈合情况，同种异体皮脱

落后计算创面愈合率；21 d时取材行组织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创面修复情况。 

结果 术后大鼠均存活至实验完成。各组大鼠同种异体皮随时间延长逐渐成活，干燥并开始脱痂；

至 21 d 同种异体皮基本脱落后 A、B 组创面可见成片上皮，C 组创面可见少量菲薄上皮，D 组创面

无上皮形成。术后 21 d 同种异体皮脱落后，A、B、C、D 组创面愈合率分别为 62.9%±9.6%、

64.2%±9.1%、38.5%±5.7%、22.7%±5.5%，A、B 组创面愈合率显著高于 C、D 组（P<0.05），C 组

高于 D 组（P<0.05），A、B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织学观察示，A、B、C 组愈

合的创面上皮层可见鳞状上皮细胞，A、B 组表皮分层明显，C 组表皮层薄、可见炎性细胞浸润，D

组为肉芽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示，A、B、C 组表皮-真皮连接层Ⅳ型胶原和Ⅶ型胶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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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阳性，D 组无表皮层呈阴性；A、B 组Ⅳ、Ⅶ型胶原表达阳性细胞百分比显著高于 C 组

（P<0.05），A、B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自体表皮细胞悬液移植技术在大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修复中可重构皮肤，1.0×10
5
个/mL 为创

面修复的适宜移植密度。 

  

 

OR-0097 

老年烧伤流行病学：693 例老年烧伤患者的回顾性分析 

 
钱卫,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老年烧伤是现代社会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近 5 年来，西南地区老年烧伤流行病学调查

尚未见报道。现将我所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693 例电烧伤患者的流行病学特点、相

关预后评估、社会经济负担进行分析讨论。 

方法 采用我科临床病例与采集系统收集病历资料，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受伤时间、年龄、性

别、病因、烧伤部位、烧伤面积与深度、吸入性损伤、手术次数、住院时间、结局及经济花费情

况，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筛选住院时长及经济花费的危险因素。 

结果 从 2010 年至 2016 年，我科收治了 693 例老年烧伤患者（年龄≥60 岁），占总烧伤人数的

7.5%。7 年间，老年烧伤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年龄 69.05 ± 7.58 岁 (60-94 岁)，60-69

岁与 70-79 岁两个年龄组分别占 56.85%、30.74%；1、2、3、6、12 月高发，10、11、4 月发生率

较低；男女比例为 1.5:1, 7 年间比例恒定；42 例发生吸入性损伤，占 6.1%，2014 年 2015 年发生

率最高；49.6%的患者接受了手术，2015 年手术率最高（64.9%），平均住院日 23.68 ± 26.10

天；反应率与创面完全愈合率分别为 95.1%、51.5%，6 例患者发生死亡，死亡率为 0.9%。火焰烧

伤为最常见病因（51.95%），其次为烫伤（36.22%）；四肢为常见烧伤部位（69.41%）；平均

TBSA 为 11.42 ± 14.67%，其中 0-10%占 67.97%，III°烧伤占 64.79%，深 II°烧伤占 34.49%；

手术率与病因、年龄、烧伤深度显著相关；创面完全愈合率与病因、烧伤深度、手术次数显著相

关；住院时长危险因素为较多的手术次数、较好的预后、III°烧伤等；经济花费平均为 51673.3 

± 100405.2 元，危险因素为较长的住院日、较大的 TBSA、死亡、III°烧伤等。 

结论 老年人不同于青壮年，机体功能减退，烧伤后果往往较为严重，有其特征性的流行病学特

点；治疗上极具挑战性，治疗方式（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选择上亟需循证医学证据；安全教育、

做好预防最为首要；社会与个人共同参与后期康复、经费保障已变得十分迫切。 

 

 

OR-0098 

人工真皮移植后创面的组织学初步观察 

 
傅跃先,赵燕妮,袁心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400014 

 

目的 初步了解人工真皮（PELNAC）移植后创面及瘢痕的组织学变化。 

方法 2014 年 4 月～2017 年 12 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整形外科就诊病例。严重创伤创面

使用 PELNAC 移植后、刃厚植皮术前肉芽组织 12 例，严重创伤创面成熟肉芽组织 10 例；PELNAC 移

植后（6 月～2 年）瘢痕组织 7 例；增生性瘢痕组织 11 例；正常皮肤组织 14 例。分别进行病理学

染色、免疫组织化学、透射电镜观察。 

结果 HE 染色：PELNAC，低倍镜下无表皮，高倍镜下见大量胶原纤维，大量成纤维细胞细胞，大量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等炎症细胞浸润，大量新生的毛细血管。PELNAC 移植后瘢痕（SA），低倍

镜下表皮较薄，表皮脚短或未见表皮脚，瘢痕组织胶原纤维增生、较粗大，几乎平行排列；高倍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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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未见汗腺、肌肉、皮脂腺等皮肤附件，可见毛细血管，靠近表皮胶原纤维平行排列，部分病例瘢

痕深层胶原纤维呈结节状，可见少量成纤维细胞，散在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浸润。阿

尔新蓝-过碘酸雪夫染色法（AB-PAS）：各组“真皮”层均可见酸性粘多糖成分，少许中性粘多糖

成分；OS:各组均未见明显弹性纤维. 细胞角蛋白 1（CK1）: SA 全层阳性或基底层阳性；细胞角蛋

白 10（CK10）：SA 表皮层全层阳性或基底层阳性；纤维连接蛋白（FN）在各组均有表达，主要在

基底层、“真皮”、皮肤附属器及血管或腺体内皮细胞周围有表达；胶原纤维蛋白Ⅰ（ Co Ⅰ）、

胶原纤维蛋白Ⅲ（Co Ⅲ）在各组“真皮”均有表达；FN、Co.Ⅰ、Co.Ⅲ表达强度秩和检验结果初

步提示，三者表达强度在 PELNAC 移植后瘢痕与 PELNAC 肉芽组织组间未见明显差异。透射电镜：

PELNAC 成纤维细胞内质网丰富、活跃，胶原纤维较稀疏，胶原原纤维平行排列，可见浆细胞，细

胞自噬现象；SA 成纤维细胞内质网丰富、成纤维细胞活跃，胶原原纤维增生明显、致密，平行排

列，可见淋巴细胞。 

结论 本组组织学观察初步提示，PELNAC 移植后 2～3 周的创面具有真皮成分，其结构较成熟肉芽

组织无特殊差异；创面愈合后半年～2 年所形成的“类真皮结构”更类似增生性瘢痕组织，与正常

皮肤结构存在一定差异。 

 

 

OR-0099 

Pure androgens accelerate burn injury wound healing 

 
王裔惟,施怀凯,Ulla Simanainen,David Handelsman 

Burns Research， ANZAC Research Institute， Concord Hospital， Concord West， NSW 2139， Australia 

 

目 的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hood burns, synthetic androgens, Oxandrolone are 

clincially reported to btter maintain lean body mass, with reduced hypermetabolic 

response of major burn injury. These findings are contrary to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rodnts that androgens impair skin wound healing. The aim of this study therefore is to 

identifty the role of androgens on local healing and  systemic burns-induced 

hypermetabolism.  

方法 A major burn injury mouse model was establisehd. Using this model, mice underwent 

subdermal insertion of silastic implants containing the pure androgens or placebo and 

wound healing rate was observed over 21 days. Body weight, energy expednidture and 

circulating cytokines were measured. Local wound healing process were assessed using 

histolog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RT-PCR. 

结果 Androgens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enhanced wound healing over 14 days with better 

maintained body weight, whereas androgens treatment had no effect on burn-induced 

hypermetabolism. Pure androgens treatment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ollagen 

deposition over wound healing process.  

结论 Pure androgens accelerate burn injury wound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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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00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 in 

patients during burn shock stage 

 
Zhaohong Chen,Changdan Jin,Shun Chen,Xiaosong Chen,Zien Wang,Wei Liu,Jianchang Li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 (EGDT) provided at the earliest stages of burn 

shock, has significant benefits for ordinary burn patients, however, its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more than 80% of total surface area burned (TBSA) still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34 extensively burned patients with (87.3±5.6)% of total surface area 

burned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08 to January 2014. All burn patients here had 

similar monitoring or treatment modalities.  

Methods General treatments 
This study is a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 includ- ing 34 seriously burned 

patients (97≥%TB- SA≥80, the average TBSA% burn of 87.3±5.6)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08 to January 2014. They all had similar monitoring or treatment modalities at this 

burn center. Based on a ran- domized trial (Random Number Tabl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TBSA and treatment modaliti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n EGDT group and a conventional group (CG). The 

EGDT group consisted of 13 patients aged from 17 to 62 years old (a mean age of 

31.7 years), and the CG group consisted of 21 patients 

aged from 18 to 71 years old (a mean age of 

33.0 year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gree- ment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and approved by the ethical committee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ho had one of the fol- lowings had been excluded: high blood 

pres- sure, diabetes, and incomplete fluid records during the first 48 h. 

Pulse indicator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 (PICCO) 

An indwelling catheter was inserted into the patients’ femoral artery for PICCO 

monitoring, and a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was placed in the internal jugular vein. 

Cold isotonic saline (4-8°C) was injected through the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within 4 seconds, and replaced when global end-diastolic volume index (GEDI) and CVP 

reached certain points, in this way, the 

PICCO catheter could detect temperature varia- tion of blood within the arteries. 

In this opera- tion, the goal of resuscitation is to maintain GEDl between 650 and 800 

ml·m-2. The con- sumption of dobutamine was regulated to keep stroke volume 

index (SVI) between 40 and 60 ml·m-2 and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force index 

between 1200 and 2000 mmHg·s-1. In the meantime, the consumption of dopamine was also 

adjusted to remain systemic vascular resistance index (SVRI) between 1200 and 1800 

dyn·s·cm-5·m2 and MAP≥65 mmHg.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observed indicators and relevant parameters in EGDT and CG 

groups 

VariablesEGDT (n=13)CG (n=21)t-valuep-value 
MAP (mmHg)76.2±13.174.3±15.6-0.366>0.05 

ScvO2 (%)78.1±8.665.5±11.2-3.466<0.05 

PaO2/FiO2381.4±56.6328.9±48.62.85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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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of lactic acid (mmo·L-1)2.0±0.63.9±1.25.292<0.05 

Mean fluid volume (mL·1% TBSA-1·Kg-1)3.29±0.263.71±0.314.654<0.05 

Urine output (mL·Kg-1·h-1 )0.83±0.120.85±0.170.370>0.05 

EGDT means “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 group”; CG means “conventional group”; MAP 

means “mean arterial pressure”; ScvO2 means “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 

PaO2 means “arterial pressure of oxygen”; FiO2 means “Fraction of inspiration O2”. 

Data are shown as mean ± SD.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s (A) and percentage (B) of ultra-capac- ity 

phenomenon, burn sepsis and fatality. EGDT means “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 and 

CG means “Conventional Group”. 

was kept ≥65 mmHg, urine volume was remained ≥1 mL·Kg-1·h-1, and extravascular 

lung water index (EVLWI) was maintained  between  3.0 and 

7.0 mL·Kg-1, and some special cases as below were strongly advised to take 

appropriate doses of norepinephrine boo- ster drug. Firstly,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and tissue perfusion of patients failed to recover to normal levels, or 

presented severely low pressure after sufficient resuscitation. Seco- ndly, SVRI 

reduced to 1000 dyn·s·cm-5·m2 or lower after sufficient resuscitation. While in 

control group (CG), patients from were conducted fluid management by traditional 

formula (First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Index for further observation 
The needed volume of crys- talloid-colloid (mL·1% TBSA- 1·Kg-1), the cases of limb 

peripheral cyanosis,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Criteria of resuscitation 

After initial assessment, patients with TBSA%≥ 80 were admitted to hospital within 6 

hours.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DT were asked to be treated immediately with fluid 

resuscitation of crystalloid-colloid (ratio 1:1), until their physio- logical 

characters reached the resuscitation criteria under PICCO guidance in 6 hours. In EGDT 

group, CVP was maintained between 8 and 12 cm H2O,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MODS), ultra-capacity, and fatality were all 

observed and recorded in 48 hours. Additionally, hemodynamic parameters, 

including CVP, CO index, SVRI, GEDI, intrathoracic blood volume index, and EVLWI were 

also recorded before and after EGDT. 

Statistical analysis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with SPSS13.0 software. The measurement data 

are presented as the means ±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processed with Student’s t 

test for independent sample, thus the count data was analyzed with Chi-square tes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set when P<0.05. 

Results The finding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more than 80% of total surface 

area burned during burn shock phase could get better outcome from EGDT. 

Conclusions The finding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more than 80% of total 

surface area burned during burn shock phase could get better outcome from EG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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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01 

信息虚拟技术在战创伤救治训练领域应用的研究进展 

 
彭宇,范东东,吕凌云,范晓明,夏照帆,马兵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战创伤救治训练做为我国海军战斗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各级重视，但

由于战创伤救治训练长期脱离实战，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 

方法 信息虚拟技术做为一种新型的训练模式，有其先天独特的优势，将信息虚拟技术运用到战创

伤救治训练领域中去，将会对解决我军战创伤救治的不足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结果 外军虚拟现实技术在战场急救训练领域和部队后方医院救治训练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结论 虚拟现实技术在我军战创伤救治训练领域的运用前景巨大，可大大弥补我军在战创伤救治训

练领域的不足。 

 

 

OR-0102 

A crosstalk between RORα and SIRT1 invovled in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 sepsis by regulating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Shichao Han 

Xijing Hospital，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severity of sepsis is assocaited with excessive inflammatory responses, 

however, the pathophysiology of sepsis are poorly understood. The nuclear receptor 

retinoic-acid-related orphan receptor α (RORα) is a key inflammation regulator, but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it remains uncle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d how RORα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s. 

Methods Macrophage model of sepsis and mouse model of sepsis were induced by LPS 

treatment. Several in vitro assays such as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immunoblotting,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nd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assay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RORα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ORα and SIRT1.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RORα and SIRT1 were both suppressed in LPS induced 

macrophages and activation of RORα by SR1078 alleviated cytokine secretion and p65 

nuclear translocation. Further study showed that RORα was required for the regulation 

of p65 nuclear translocation by controlling p65 acetylation via promoting SIRT1 

transcription by directly binding to the promoter region of SIRT1. Meanwhile, we found 

that SIRT1 could bind to RORα and regulate RORα acetylation. Decreased acetylation 

level of RORα by SIRT1 overexpression exhibited decreased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which performed a negative feedback loop between RORα and SIRT1. Importantly, RORα 

activation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SR1078 in mice alleviated sepsis and sepsis 

induced organ injury following exposure to lipopolysaccharide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demonstrated that RORα could alleviate sepsis and sepsis 

induced organ injury by promoting SIRT1 transcription and SIRT1 could in turn 

deacetylate RORα and suppress its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Targeting RORα might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strategy to regulate inflammatory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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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03 

3D Printing of Dermal ECM Hyfrogel Enhances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Split Thickness Skin Grafting in 

Full-thickness Skin Wound Repair 

 
shaohai qi,Shaohai Qi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Objective The use of autologous split-thickness skin grafts (STSGs)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permanent wound repair when the integrity of 

skin is extensively compromised or the donor site is limited.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sufficient dermis, STSGs-treated full-thickness wound often turns into an 

undesirable skin pattern with excessive fibrosis and poor elasticity. Although by 

using the conventional tissue-engineered dermal templates some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skin restoration, more technical breakthroughs are still in need. 

Methods We developed a thermally gelled, decellularized porcine dermal matrix (dPDM) 

ink which was capable of fast printing scaffold-free dermis analogues (PDA). The 

morp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s of PDA were tested in vitro, and the effects 

of PDA in full-thickness wound repair were studied in an immune-competent rat split 

thickness skin graft model. 

Results Our in vitro experiments have shown that the PDA has no cytotoxicity and could 

support fibroblasts and endotheliocytes proliferation. Additionally, in the immune-

competent rat split thickness skin graft (20 mm) model, PDA cross-linked by 0.25% 

glutaraldehyde solution facilitated STSGs take, improved dermal regeneration and 

inhibited wound contraction. Superior to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dermal template, 

PDA cross-linked by 0.25% glutaraldehyde solution did not elicit an adverse immune 

response and promoted the activation of M2 macrophages associated with a constructive 

remodeling response.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PDA, with its specific designed 3D 

topologies, could preserve both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nano-fibrous structure of 

natural ECM, and exert a beneficial effect during wound repair. Hence, from our 

perspective, combining STSG with PDA implantation could become a promising approach 

for full-thickness skin wound repair. 

 

 

OR-0104 

中国瘢痕年度报告：2010-2017 

 
孙瑜,唐洪泰,夏照帆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客观评价国内各单位瘢痕救治的质量和诊疗现状，为提高瘢痕的临床防治效果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医院质量监测系统（Hospital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HQMS），依托国家卫健委

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支持，建立了基于全国三级甲等医院出院病历首页数据的瘢痕数据分库。根

据瘢痕数据分库中的数据，系统分析 2010-2017 年 HQMS 系统中瘢痕患者的性别、年龄、 致伤原

因等一般情况，以及手术方式、并发症、出院情况和住院费用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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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瘢痕患者在不同性别、常住地、年龄、城乡、职业、民族、致伤原因和部位方面的分布比例

不同。从 2010-2017 年整体而言，男性多于女性、儿童和青壮年多于幼儿和老年、城乡分布接近。

少数民族中，壮族、回族和维吾尔族较多见。职业中以工人和学生常见。致伤原因中，儿童以热液

烫伤常见，成人以火焰、电、化学、手术和创伤常见。瘢痕部位以头面颈部为最多，其它部位各占

一定比例。瘢痕患者入院主要集中在烧伤外科、整形外科等外科科室，手术方式以松解术、切除

术、植皮术、皮瓣手术、扩张器手术为主，主要并发症为挛缩、畸形、感染、粘连及眼部并发症。

瘢痕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是 14 天，其中下肢瘢痕做植皮手术的住院天数较长。瘢痕病人自费的比

例较高。 

结论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 HQMS 数据库中的 16 万余条瘢痕病例，首次呈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瘢痕病人

信息，系统地概述了 2010-2017 年度全国三甲医院瘢痕住院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和诊疗概况，初步

勾勒出中国三级医疗机构住院人群的瘢痕全景图，为中国的瘢痕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OR-0105 

精准化管理策略在严重烧伤患者血糖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研究 

 
黎宁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干预策略在预防大面积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效果。 

方法 采取前瞻性对比研究的方法，对 264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通过整群抽样分为对照组、研究组,将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感染指标等观察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集束化干预对导管留置时间、ICU 住院天数、感染例数、拔管时体温、白细胞计数、导管相

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导管利用率等有统计学差异，集束化组 CRBSI 发生率较对照组低、发生时间

较对照组延长；集束化组导管留置天数明显高于对照组、ICU 平均住院天数低于对照组；集束化组

感染例数、拔管时体温、白细胞计数均低于对照组。 

结论 集束化护理策略能有效预防大面积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通过优化护理措

施，将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零感染的目标成为可能。 

  

 

OR-0106 

红蓝光治疗烧伤患者下肢植皮术后创面的观察与护理 

 
杨磊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红光蓝光照射治疗烧伤患者下肢植皮术后创面的效果与护理经验。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7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下肢新鲜烧伤创面患者 60 例，均为 III°烧伤，

均接受大腿取皮植皮手术。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其中观察组视手术方式决定

换药时间：大张皮移植术后 4-5 天打开换药，邮票皮植皮术后 3 天打开换药。换药时去除敷料后，

开始接受红蓝光照射治疗及护理。采用波长 640nm 红光，波长 460nm 蓝光照射，各 10 分钟，每日

两次，照射距离约 30cm。对照组接受常规抗感染、创面换药治疗及护理。并于首次换药时接受红

蓝光治疗前、治疗后 7 天、14 天分别留取创面分泌物细菌培养。比较两组患者创面愈合率、愈合

时间，是否存在感染等并发症，以及疼痛评分情况。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较，愈合率及愈合时间有明显差异，观察组愈合率明显提高，愈合时间

明显缩短，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另外，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较，疼痛评分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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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红光治疗，可以消除创面肿胀，缓解疼痛，缩短烧伤患者植皮区的愈合时间，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蓝光可以有效的起到抗菌作用，减少抗菌素的使用，防止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促进创面

愈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OR-0107 

植皮联合重睑修复瘢痕性上睑外翻 

 
蒋章佳 

浏阳市人民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游离植皮联合重睑修复瘢痕性上睑外翻的方法 

方法 选择 78 例共 146 只眼中、重度瘢痕性上睑外翻患者，采用游离植皮修复上睑外翻，同时行重

睑术 

结果 78 例共 146 只眼的瘢痕性上睑外翻畸形修复治疗中，皮片移植全部成活良好，外翻得到矫

正，眼睑能够自然闭合，一次手术治愈率 89.04%，再次手术获得 100%治愈率；146 只眼中 135 只

眼重睑线良好，重睑成形优良率 92.47%，效果满意 

结论 植皮联合重睑可以修复瘢痕性上睑外翻，有功能与美学修复的双重效果 

 

 

OR-0108 

强脉冲光联合弹力套治疗小儿烧伤后早期瘢痕的疗效观察 

 
魏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强脉冲光联合弹力套对烧伤后早期增生性瘢痕的治疗作用。 

方法 从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共治疗 40 例深Ⅱ°小儿烧伤后早期瘢痕患者，按照烧伤瘢痕的

位置、范围、颜色、厚度、血运、硬度等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A 组 20 人，应用强脉冲光联合瘢

痕贴、弹力套治疗组；B 组 20 人，只应用瘢痕贴、弹力套治疗组。瘢痕生长时间 2 周～3 个月，麻

醉软膏外敷患处，1 h 后脉冲强光治疗，脉宽 10ms～12 ms,光斑 8 mm×34 mm；根据瘢痕组织对

激光的反应，能量密度选择 12～15J／cm2，最大可达 20J/cm2，以瘢痕表面稍变红为度，术毕冷敷

30分钟。病人治疗 4～6次，治疗间隔 3～4周。 

结果 A 组 所有病例治疗后瘙痒、疼痛症状明显减轻甚至全部消失，瘢痕颜色明显变浅，瘢痕质

地变软，增生明显减轻，较 B组效果明显。 

结论 脉冲强光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增生性瘢痕的新方法；治疗后局部冷敷可以减少热损伤和局

部炎症反应，同时通过弹性套等施加一定的机械压力，从而抑制瘢痕增生。在预防瘢痕增生治疗中

的作用，不仅提高了传统预防瘢痕治疗疗效，而且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治疗时间。 

 

 

OR-0109 

miRNA-146a 在严重糖尿病足中的表达情况 

 
舒斌,赵菁玲,张利军,周飞,周子恒,朱君佑,吴军,祁少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 miRNA-146a与严重糖尿病足炎症反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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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糖尿病足部溃疡患者 9 名（DM 组），非糖尿病足部溃疡患者 11 名（NDM 组）。于两组患

者创面收集渗液与溃疡组织，采用 RT-qPCR 检测渗液与溃疡组织巨噬细胞的 miRNA-146a 表达情

况，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渗液中炎症介质表达情况，免疫组织荧光检测溃疡组织巨噬细胞 M1 和 M2

的表达情况。 

结果 DM 与 NDM 渗液中 miRNA-146a 表达分别为 4.1±1.1 和 5.4±1.3，两组溃疡组织中巨噬细胞

miRNA-146a 的表达分别为 12.5±3.6 和 25.3±10.4，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酶联免疫吸附法表明 DM 渗液中 TNF-α、 IL-1β、 IL-6 浓度分别为 9.37±1.20pg/ml、

272.78±15.21 pg/ml、216.21±17.21 pg/ml，明显高于 NDM（P＜0.05）。而 DM 组 IL-10 浓度为

1.84±0.23 pg/ml，明显低于 NDM 组（P＜0.05）。免疫组织荧光检测 DM 组巨噬细胞总数为

17.2±2.6、M1 为 5.6±1.2，均明显高于 NDM 组；而 DM 组 M2 为 8.3±1.8，明显低于 NDM 组（P＜
0.05）。 

结论 miRNA-146a可作为糖尿病足炎症反应的生物标记物。 

 

 

OR-0110 

健康教育在烧伤围手术期患者中应用 

 
刘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总结对烧伤植皮患者及家属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方法 采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具有专科特

色的教育方法，将健康教育贯穿于患者治疗护理的全过程 

方法 通过对我科 102 例烧伤植皮患者实行个体的健康教育来研究健康教育对烧伤植皮患者生活质

量的影响，以提高患者皮片成活及生活质量。 

结果 患者主动采取利于疾病恢复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积极配合医疗护理工作，病程缩短。 

结论 做好围手术期的健康宣教，有效降低焦虑及紧张情绪，有助于病人平稳度过围手术期，大大

提高植皮的成活率。 

 

 

OR-0111 

利用头皮修复儿童瘢痕挛缩畸形的临床总结 

 
李东杰,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应用头皮皮片修复儿童严重烧伤后瘢痕增生挛缩畸形的方法和效果。 

方法 2013 年 6 月―2018 年 6 月，笔者单位收治,8 例深度烧烫伤后瘢痕挛缩畸形患儿，手部 3

例、颈部 1 例、肘部及腕部 4 例。瘢痕病程 6 个月～3 年。瘢痕累及患儿手部、颈部或上肢，瘢痕

挛缩造成牵拉，严重影响外观及功能，同时还可伴有不稳定瘢痕反复破溃不愈合，3 例患儿躯干供

皮皮源有限。手术进行瘢痕切开松解，或进行瘢痕切除或部分切除，形成创面。头部供皮区均用电

动取皮刀取皮，采用宽 7.6cm，厚 0.3mm-0.4mm 条件取皮，尽量完整，确保长度。一期或分期将所

取大张中厚头皮移植于瘢痕切除松解创面并固定，根据手术部位不同，采取 7 天-12 天打开手术敷

料，皮片成活良好并拆除术区手术缝线。创面愈合后进行瘢痕防护及功能康复治疗。 

结果 头部供皮区均顺利愈合，未发生瘢痕性秃发，植皮区域功能及外观改善明显，效果满意。 

结论 头皮皮片是修复儿童严重烧伤后瘢痕增生挛缩畸形的一种较好选择，皮量充足，不额外增加

瘢痕。需确保皮片宽度及厚度，结合瘢痕防护及功能康复锻炼。为进一步康复及瘢痕整复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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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12 

大面积烧伤合并冷凝集素影响血型鉴定的输血对策 

 
李东杰,李大伟,孙天骏,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合并冷凝集素影响血型鉴定的输血对策。 

方法 2018 年 1 月，笔者单位收治 1 例深度火焰烧伤 85%男性患者，合并血型鉴定困难。严格按照

血型鉴定及交叉配血程序，采取升温、减少出血、输血，控制手术范围、缩短手术时间等方法，顺

利明确血型并进行输血治疗，确保大面积烧伤手术及相关治疗的顺利进行。 

结果 烧伤创面顺利愈合，患者救治成功，未出现输血并发症，血型鉴定变为顺利。 

结论 大面积烧伤治疗合并血型鉴定困难非常少见，冷凝集素是影响血型鉴定的常见因素，遇到这

种病例应该严格按照输血程序，采取有效手段，确保烧伤治疗顺利进行。 

  

 

OR-0113 

脱细胞异体真皮联合 VSD 治疗功能部位瘢痕畸形的护理体会 

 
万蓉,王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610000 

 

目的 观察采用脱细胞异体真皮联合 VSD负压引流治疗功能部位瘢痕挛缩畸形的治疗 

方法 将 40 例功能部位的瘢痕挛缩畸形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观察组采用

脱细胞异体真皮＋植皮术治疗功能部位的瘢痕挛缩畸形，对照组则在脱细胞异体真皮＋植皮术的基

础上，联合 VSD 技术治疗功能部位瘢痕挛缩畸形，比较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并发症的发

生率以及患者和家属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脱细胞异体真皮联合 VSD 负压引流治疗功能部位瘢痕挛缩畸形有利于患者的康复治疗，同时

也有利于降低医疗成本，改善护患关系 

 

 

OR-0114 

羊膜上皮细胞促糖尿病创面愈合的作用及初步机制研究 

 
郑勇军,郑仕清,肖仕初,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评估羊膜上皮细胞治疗糖尿病创面的有效性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收集剖宫产胎盘分离提取羊膜上皮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羊膜上皮细胞表型，并通过成脂、

成骨、成软骨培养基验证其多向分化潜能。动物实验将 db/db 鼠分为两组：羊膜上皮细胞组和空白

对照组。CM-Dil 标记羊膜上皮细胞后局部创周注射于小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定期取材追踪羊膜

上皮细胞转归、拍照计算不同时间点创面愈合率、H&E 染色检测创面肉芽组织形成并计算其平均厚

度；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创面 M1 型、M2 型巨噬细胞数量，ELISA 检测创面促炎因子（IL-1β、IL-

6、TNF-α）和促愈合因子（VEGF、TGF-β1、IGF-1）表达评估创面炎症情况；免疫组化染色抗

CD31 抗体检测创面新生血管数量。体外实验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收集羊膜上皮细胞条件培养

基，体外原代分离培养小鼠骨髓巨噬细胞，采用大体形态观察及 Western Blot 检测条件培养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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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细胞从 M1 表型到 M2 表型极化的作用；原代培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采用 CCK-8 试剂盒、

Transwell小室以及小管形成实验检测条件培养对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及成管能力的作用。 

结果 羊膜上皮细胞高表达 CD29、CD44、CD73、CD90、CD105，不表达 CD45、CD34，并具有向三胚

层分化潜能。动物实验发现：创面第 5 天羊膜上皮细胞在创面存活良好，至第 10 天仅观察到极少

量细胞在创面存活。大体观发现羊膜上皮细胞能明显促进糖尿病小鼠创面愈合，H&E 染色发现实验

组肉芽组织厚度明显增加。免疫荧光检测发现实验组 M1 型巨噬细胞密度减少、M2 型巨噬细胞密度

增加、M1/M2 的比例明显降低， ELISA 检测发现羊膜上皮细胞能明显减少创面促炎因子表达而增加

促愈合因子表达。CD31 免疫组化发现实验组新生血管密度增加。进一步体外实验发现：羊膜上皮

细胞条件培养基能减少 M1 型巨噬细胞标志物表达并增加 M2 型巨噬细胞标志物表达，并能明显促进

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及成管能力。 

结论 羊膜上皮细胞具有干细胞特征并能明显促进糖尿病创面愈合。羊膜上皮细胞在创面存活时间

很短，其初步作用机制主要通过旁分泌作用调控创面炎症反应及新生血管化。 

 

 

OR-0115 

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大面积烧伤瘢痕患者疗效的 

前瞻性队列研究 

 
吕开阳,刘华振,肖仕初,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研究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大面积烧伤瘢痕患者的疗效。 

方法 对本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住院大面积烧伤瘢痕患者（TBSA>30%）进行随访观察，所

有病人均实施常规的瘢痕护理和防治教育，根据有无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分别作为暴露与非暴

露两个队列，在住院 1 个月后进行问卷随访，随访填写的调查量表包括 36 题健康调查问卷（SF-

36）、POSAS 患者量表、5-D 瘙痒量表、温哥华瘙痒系数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

北卡罗来纳大学“4P”瘢痕评定量表（UNC4P），根据量表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统计学描

述和分析。 

结果 在研究时段内，共纳入非激光治疗组患者 24 例（42.25±33.18% TBSA），点阵激光治疗组患

者 22 例（53.32±21.97% TBSA）。点阵激光治疗组的 SF-36 评分(489.11±108.78 vs. 

355.34±93.61，P<0.001) 较非激光治疗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点阵激光治疗组 PSQI 评分

(8.45±3.90 vs. 12.5±5.32，P<0.001)、POSAS 患者量表评分（43.65±7.93 vs.31.73±9.26，

P<0.001）、温哥华瘙痒系数评分（5.58±2.27 vs.4.36±2.06，P<0.05）、5-D 瘙痒量表评分

（16.29±3.30 vs.12.09±3.91， P<0.001）、 DN4 量表评分（5.17±2.66 vs.3.5±2.52，

P<0.05）、UNC4P 量表评分（7.33±2.08 vs.5.55±2.66，P<0.05） 较非激光治疗组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本前瞻性队列研究中，与传统治疗方法相比，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可以显著减轻大面

积烧伤瘢痕患者瘙痒，改善患者睡眠、瘢痕外观，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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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16 

MAP4 磷酸化在病理性心脏重塑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凌霏,胡炯宇,黄跃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心肌肥大和重塑是高原缺氧环境、严重战创伤等情况下常见的后遗并发症，该并发症不仅是

慢性心衰发生发展的病理基础，同时也是增加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影响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心

肌肥大和心脏重塑最常见的病因包括持续性的缺氧、心肌梗死和心脏负荷增加，尽管这一肥厚性的

反应可能是机体早期一种代偿性的适应性反应，但这些重塑事件的持续进展仍然被认为是心血管疾

病发生率和死亡率增加的一种不良性反应。因此，研究探讨心肌肥大和重塑的发病机制成为当前亟

待解决的难题。 

方法 我们通过收集法洛四联征病人的心脏标本、建立心肌梗死和主动脉缩窄的小鼠模型、构建模

拟微管相关蛋白 4 (MAP4) 磷酸化的基因敲入小鼠以及体外利用异丙肾上腺素刺激等多种工具手段

进行研究，利用免疫印迹、组织化学、免疫荧光、透射电镜、原代细胞培养、试剂盒检测、

TUNEL、线粒体和微管的分离提取等多种方法对相关指标进行检测。 

结果 我们发现 MAP4 磷酸化在缺氧/缺血、压力负荷等病理刺激下蛋白表达显著增加。并且，模拟

MAP4 持续磷酸化的基因敲入小鼠表现为年龄依赖性的心肌肥大、心脏纤维化、心脏重塑和心脏功

能异常等一系列心脏表型变化。不仅如此，该基因敲入小鼠还存在明显的心肌细胞凋亡，同时伴随

有心肌细胞微管解聚和心肌细胞磷酸化 MAP4 的线粒体转位，并且这些改变均发生于心肌肥大、心

脏纤维化和心脏重塑之前。此外，我们还证明了 p38/MAPK 激酶通路不仅参与心肌细胞凋亡、心肌

肥大和心脏重塑的发生，而且也是调节异丙肾上腺素诱导成纤维细胞分泌细胞外基质增加的重要信

号通路。 

结论 综上，我们首次解决并证明 MAP4 通过磷酸化修饰诱导病理性心肌肥大和心脏重塑的发生发

展，同时心肌细胞微管解聚、磷酸化 MAP4 线粒体转位可能是参与病理性心肌肥大和重塑的潜在机

制，而 p38/MAPK 激酶通路则是诱导该环节的重要信号通路，这一发现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了病理性

心脏重塑的发展过程，有望为高原缺氧环境、严重战创伤等疾病并发的病理性心脏重塑的防治提供

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新的治疗靶点。 

  

 

OR-0117 

早期护理干预对颈部烧伤患儿治疗效果的影响 

 
童纪文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观察早期护理干预对有颈部烧伤的烧伤患儿临床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40 例有颈部烧伤患儿根据家属依从性及是否愿意接受和全程配合早期护理干预措施分成早期

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0 例患儿，观察两组患儿伤后 14 天颈部创面愈合百分比和创面愈合

时间。 

结果 临床病情具有可比性的有颈部烧伤的两组烧伤患儿，早期护理干预组患儿伤后 14 天颈部创面

愈合百分比优于对照组，创面愈合时间明显提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font-s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时间。 

结论 早期护理干预能够提高颈部烧伤患儿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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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18 

局部穿支螺旋桨皮瓣修复臀部创面 

 
陈黎明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局部穿支螺旋桨皮瓣修复臀部创面的效果。 

方法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 27 例臀部创面患者，其中压疮 16 例，鳞状细胞癌 7 例，

臀部脓肿 4 例，创面位于骶尾部 15 例，坐骨结节 8 例，臀部 4 例，创面清创或扩大切除后面积

4cm×6cm～6cm×12cm。均以局部穿支血管为轴，螺旋桨式转移修复创面，供区直接拉拢缝合。 

结果 2 例出现皮瓣下引流不畅，淤血形成，经换药引流，14d 愈合；余病例均 10d～14d 拆线，一

期愈合，外形、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局部穿支螺旋桨皮瓣设计简便，损伤较小，疗效满意，值得推广。 

 

 

OR-0119 

高压电烧伤对大鼠血清 PDGF、TPO 的远期影响及血必净、乌司他

丁的干预作用 

 
高志娟,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高压电烧伤对大鼠血清 PDGF、TPO 的远期影响及血必净、乌司他丁的干预作用。 

方法 将 350 只清洁级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伤组、电伤组、盐水组、血必净组、乌司他丁

（UTI）组，每组 70 只，每组再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七个时相组，分别为：电伤前 15 分

钟、电伤后 1 小时、8 小时、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和电伤后 1 周，每时相为 10 只。以左前肢

作为电流的入口，以右后肢为出口，使用实验电击系统及变压器，以 2KV 高压、（1.92±0.24）A

电流电击大鼠，各分组按时相以腹腔内注射生理盐水 2mL/kg、血必净 10ml/kg、 1%UTI

（2×10
4
u/kg）2mL/kg 给药。经心脏采血 5～7ml，分离血清后，用 ELISA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PDGF、TPO的含量。对数据行析因设计方差分析。 

结果 1.伤后 1h、8h、24h、48h、72h、1w，单纯电伤组大鼠血清 PDGF 含量均高于假伤组（P 值均

小于 0.05）和电前 15min（P 值均小于 0.05），电伤组电后 8h、24h 显著高于其他时相，并呈现

“双高峰”趋势。血必净组和 UTI 组大鼠血清 PDGF 含量显著低于电伤组和盐水组（P 值均小于

0.05），且二者均可抑制电后 24hPDGF 二次高峰的出现。2.伤后 1h、8h、24h、48h、72h、1w，单

纯电伤组大鼠血清 TPO 含量均高于假伤组（P 值均小于 0.05）和电前 15min（P 值均小于 0.05），

血必净组和乌司他丁组大鼠血清 TPO 含量显著低于电伤组和盐水组（P 值均小于 0.05）。电伤组电

后 8h、24h显著高于其他时相，并呈现“双高峰”趋势。 

结论 1.高压电烧伤可导致大鼠血液中 PDGF、TPO 的浓度升高，且于伤后 8h 到达高峰，伤后 24h 出

现再次升高，至 48h 后下降，这可能与伤后 24h 创面感染有关。2.高压电烧伤可刺激激活细胞内

PDGF、TPO 信号传导途径，增强其对相关基因转录的调节作用，参与高压电烧伤后机体细胞内的炎

症反应，影响机体微循环。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3.高压电击伤后早期应用血必净、UTI 治疗

可使血清中 PDGF、TPO 含量明显降低，表明血必净、UTI 可降低高压电烧伤后 PDGF、TPO 水平，减

轻炎症反应，改善微循环。UTI 的抗炎、改善微循环效应在休克期可能比血必净好。但其具体效果

比较与机理需进一步探索。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79 

 

OR-0120 

SIRT1 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在瘢痕增生中的生物学作用 

 
何亭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增生性瘢痕（Hypertrophic scar，HS）是皮肤烧（创）伤、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为

了更全面的阐明 SIRT1 信号分子调控巨噬细胞参与瘢痕增生的作用和机制，我们利用巨噬细胞特

异性 SIRT1 敲除的小鼠模型，在小鼠皮肤切口模型中，通过采用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方法，从分

子、细胞和动物水平分析 SIRT1 信号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参与瘢痕增生的作用和机制，以期为将来

靶向巨噬细胞干预 SIRT1信号进行瘢痕治疗提供新靶点和新策略。 

方法 利用 Cre-LoxP 重组酶系统构建巨噬细胞 SIRT1 特异性敲除小鼠模型，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

鉴定小鼠基因型，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验证小鼠巨噬中 SIRT1 基因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织化学验证 SIRT1 蛋白表

达水平。将对照小鼠、巨噬细胞特异性 SIRT1 剔除小鼠的背部皮肤做 1×1cm 的切口模型。

Masson、免疫荧光染色、qRT-PCR 检测小鼠模型中纤维化水平的变化。H&E, qRT-PCR、ELISA 检测

小鼠模型中炎性细胞浸润以及促炎促纤维化因子的变化。免疫荧光染色、流式细胞术、qRT-PCR 检

测巨噬细胞的浸润及极化；利用脂质体包裹的氯磷酸盐清除创伤周围组织定居型巨噬细胞实验，通

过 FACS、组织学染色检测组织定居巨噬细胞对瘢痕增生的影响。 

结果 1.通过对小鼠繁育、杂交和鉴定，我们成功建立了巨噬细胞 SIRT1 特异性敲除小鼠模型。2

巨噬细胞特异性敲除 SIRT1 信号后，促纤维化因子释放增多；增加了炎症细胞浸润和炎症因子的释

放；瘢痕增生明显。 

结论 创伤愈合过程中 M2 型巨噬细胞参与瘢痕增生的病理进展，且瘢痕组织中巨噬细胞的 SIRT1

信号通路被抑制。在创伤愈合动物模型中 SIRT1 信号的缺失，导致瘢痕增生。其机制可能与巨噬细

胞的募集有关。 

 

 

OR-0121 

糖尿病大鼠创面组织中内皮细胞迁移 VEGFR-2（Tyr1175）信号

通路的改变 

 
江琼,陈晓东,林建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糖尿病大鼠创面组织内皮细胞迁移 VEGFR-2（Tyr1175）信号通路的变化，确定其作用环

节和效应靶点。 

方法 SD 大鼠随机分为糖尿病组(DM 组，n=42)和非糖尿病对照组（C 组，n=42 只）；糖尿病组模型

稳定 2 个月后建立深Ⅱ度烫伤模型。于烫伤后 0，1，3，7，10，14，21d(n=6)，观察大鼠体重，

50%创面愈合时间，创面愈合率及血糖变化，于各时相点处死，留取创面皮肤组织。检测皮肤组织

糖含量，观察皮肤组织形态学变化，ELISA 检测创面组织中 VEGF、VEGFR-2、F-Actin、AGEs 的水

平。Western blot 法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创面组织中 VEGFR-2（Tyr1175）、FAK、PI3K 的含

量。 

结果 与非糖尿病组相比，糖尿病创面组织局部糖含量明显升高，创面组织 AGEs 高水平表达，创面

愈合明显延迟。与非糖尿病组相比，糖尿病创面组织中表达 VEGF 及 VEGFR-2 升高，糖尿病组

Tyr1175 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P >0.05），其下游蛋白 FAK 、PI3K 及 F-actin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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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难愈创面与创面组织中糖含量及 AGEs 表达升高有关，可能与内皮细胞迁移 VEGFR-2

（Tyr1175）信号通路中下游信号磷酸化 PI3K和 FAK蛋白的表达减少有关。 

 

 

OR-0122 

miR-96 的抑制可以通过调节 smad7 缩小瘢痕疙瘩 

 
李超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异常高表达的 TGF-β 信号通路已被文献报道参与了瘢痕疙瘩的发生与发展。 

方法 瘢痕疙瘩与过度产生的胶原沉积密切相关，是一类继发于外伤的良性的皮肤肿瘤。miR-96 作

为一个重要的肿瘤 miRNA，目前已发现与多种恶性肿瘤相关。然而，明确的生物学功能及 miR-96

在瘢痕疙瘩中的分子机制仍未被充分阐释。我们的实验证实了瘢痕疙瘩中 miR-96 过度表达的事

实，并且进一步证实了作为 TGF-β信号通路重要的抑制因子 Smad7是 miR-96的直接靶点。 

结果 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miR-96 还与瘢痕疙瘩中 I 型胶原的表达水平有关，所以我们假设过表

达 miR-96 也许能够抑制瘢痕疙瘩。为了研究抑制 miR-96 所能带来的抗瘢痕效果，通过直接注入

miR-96 抑制因子到瘢痕疙瘩组织培养模型中，我们发现培养的瘢痕疙瘩组织较对照组明显重量减

轻，并且出现了纤维结构上的改变。 

结论 除此之外，组织中 COL1A1 和 COL3A1 在 RNA 和蛋白水平上均明显下降。这些结果显示 miR-96

在瘢痕疙瘩的病理生理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抑制 miR-96 是阻止和减小瘢痕疙瘩的潜在治

疗手段。 

  

 

OR-0123 

3 种不同方法在手部深度烧伤及烧伤整形植皮术后瘢痕预防的 

疗效观察 

 
吉小平 

解放军兰州总医院 

 

目的 手部深度烧伤，往往易形成增生性瘢痕，或需要植皮，烧伤植皮后，植皮边缘也易形成增生

性瘢痕，通过探讨使用压力手套、压力手套+抗瘢痕药物、及压力手套+美皮护在烧伤植皮后 3 种不

同方法抗瘢痕的效果观察，选择预防增生性瘢痕较果最佳的治疗方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11 月我科 216 例烧伤及植皮修复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患者的治疗方法，将其分 3 个组，每组 72 人。Ａ组只使用压力手套、Ｂ组使用压力手套+抗瘢痕

药物(为涂抹类)、Ｃ组使用压力手套+美皮护（软聚硅酮贴类），抗瘢痕治疗 6 个月，对比 3 组不

同治疗效果。 

结果 Ｃ组＞Ｂ组＞Ａ组。 

结论 压力手套+美皮护在深度烧伤及植皮术后预防增生性瘢痕的效果更佳，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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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24 

银离子敷料降低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性感染的临床研究 

 
李娟,李娜,付伟,冯建科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银离子敷料对危重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性感染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烧伤整形科 2016 年 10 月～2018 年 4 月住院且符合条件的患者 90 例，均采用经烧

伤创面中心静脉置管输液治疗，随机分为三组，使用不同的敷料进行规范的导管护理。 观察组 30

例使用银离子敷料护理，对照 A 组 30 例使用无菌敷贴护理，对照 B 组 30 例使用 0.1%安尔碘纱布

护理。对比导管入口局部感染率、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catheter related blood st ream 

infection ,CRBSI）发生率、导管留置时间及非计划性拔管率。 

结果 观察组导管入口局部感染率、CRBSI 发生率及非计划性拔管率明显低于对照 A 组和对照 B

组，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导管留置时间明显高于对照 A 组及对照 B 组，P＜0.05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导管感染发生率最低，导管留置时间最长；对照 B 组次之，对照 A 组导管

感染发生率最高，导管留置时间最短。 

结论 经烧伤创面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使用银离子抗菌敷料进行导管护理，能有效降低导管感染

率，延长带管时间，减少非计划性拔管率，同时可减轻患者因反复穿刺带来的痛苦、降低住院费

用。 

 

 

OR-0125 

箱庭疗法联合催眠疗法在烧伤患者心理康复中的应用个案报道 

 
丁晓燕 

贵阳钢厂职工医院贵阳烧伤医院,550000 

 

目的 采用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术对出现心理问题的烧伤患者进行心理辅导，寻求更有效的方法帮

助患者心理康复尽早回归社会。 

方法 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A）评估患者在咨询前后的心理状态，以箱庭疗法

为主，配合催眠疗法，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 

结果 通过评估：患者为重度抑郁、中度焦虑，通过 10 次心理咨询后评估患者无抑郁、无焦虑。患

者的箱庭作品呈现了患者的心理变化，由对抗、防御、逐渐走向平静、自我力量逐步增强。在解读

箱庭作品的同时，患者哀伤的情绪得到表达，创伤逐步得到疗愈。催眠技术的应用让患者一方面学

会放松，释放焦虑、恐惧的情绪，另一方面患者说出来失去家庭后的悲伤，与家人与自我对话，特

别是与爱人的对话中表达了对爱人的自责和内疚，情绪得以表达，即是对逝者的尊重和怀念，也是

来访者对逝者告别的仪式化方式。同时作为父亲的责任，增加其内生的动力，让来访者看到自身的

力量，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方向和信心。患者从最初对治疗效果失望，消极训练转变为主动积极的康

复训练，能平静的面对创伤，积极改变自我的状态，自我力量逐步增强，促使患者尽早的回归了社

会。 

结论 在烧伤患者康复的过程中，针对有心理问题的患者，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的应用能快速有效

的进入来访者的内心世界，释放负能量的情绪，处理创伤情结，对于患者的心理康复身体康复有着

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患者回归社会后重塑生活的信心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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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26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is more valuable than computed 

tomography in severe inhalation injury: A summary of 14 

patients’ therapy 

 
Ting He 

Burns and Cutaneous Surgery， Xijing Hospti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evere inhalation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14 burn patients who were suspected having a severe inhalation 

injury and underwent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and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examinations between June 2012 and Jan 2018 were included. Treatments of these 

patients were similar. The respiratory rate, saturation of pulse oxygen, PaO2/FiO2 was 

recorded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o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could show the injuries in the 

lungs while the results were not changed with the condition changes as quickly as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is more sensitive in the diagnosis 

of severe inhalation injury than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could help with the 

therapy. 

  

 

OR-0127 

严重烧伤患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13 例临床分析 

 
李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严重烧伤患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病机制和病例特点，为临床治疗、护理、预

防工作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对笔者所在医院 2012 年 6 月—2018 年 6 月间收治严重烧伤后合并 DVT 的 13 例患者病例治疗

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13例患者经治疗后症状及体征显著改善。 

结论 通过抗凝及溶栓非手术保守治疗和置入下腔静脉滤器后继续溶栓、抗凝治疗的疗效、预后进

行临床分析，两种治疗方法对于 DVT 治疗效果和预后无明显差异，严重烧伤患者合并 DVT 重点在于

预防。 

 

 

OR-0128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小儿重度烧伤的临床效果观察 

 
马晓明 

太钢总医院烧伤整形中心,030000 

 

目的 观察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治疗小儿重度烧伤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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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82 例重度烧伤（热液烫伤）患儿。按照随机数表

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1 例。对照组患儿入院后接受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使用 rhGH 治疗，观察两组创面愈合时间、血红蛋白、前白蛋白、总蛋白、心肌酶谱水平以及瘢痕

增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为（18.21±2.94）d，对照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为（16.37±2.51）

d；观察组创面愈合时间均较对照组短，差异显著（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血红蛋白、

前白蛋白、总蛋白、CKMB、CK、CKMB／CK 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 14 天后，观察组患者血

清血红蛋白、前白蛋白、总蛋白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 CKMB、

CK、CKMB／CK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随访 1 年，与对照组患儿相比，观察

组瘢痕表面较平坦，水泡少。 

结论 rhGH治疗重度烧伤效果显著，可缩短创面愈合时间，降低心肌酶谱，改善血总蛋白水平。 

 

 

OR-0129 

雾化吸入 rhKGF-2 对烟雾吸入性损伤兔肺组织细胞凋亡的影响 

 
付忠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观察不同浓度的 KGF-2对烟雾吸入性损伤兔肺组织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烟雾吸入性损伤新西兰大白兔 120 只，随机分成 5 组，分别予吸入空气、PBS 液，1mg/kg 

rhKGF-2 组，2mg/kg rhKGF-2 组及 5mg/kg rhKGF-2 组，在治疗后 1d、3d、5d 及 7d 后，取肺组织

测定 Bcl-2的含量，TUNNEL法检测肺组织细胞凋亡。 

结果 雾化吸入 rhKGF-2 后，2mg/kg rhKGF-2 组及 5mg/kg rhKGF-2 组动物，Bcl-2 的含量较对照组

及 PBS 组均各升高，且分别在第 7d、第 5d 达到最高（P<0.05），但 1mg/kg KGF-2 组动物无明显

差异（P>0.05）；相比对照组，2mg/kg rhKGF-2 组及 5mg/kg rhKGF-2 组动物，组织细胞调亡减

少，凋亡指数下降，且分别在第 7d、第 5d 达到最低（P<0.05），但 1mg/kg rhKGF-2 组动物无明

显差异（P>0.05）。 

结论 rhKGF-2 可以减少烟雾吸入性损伤兔的肺组织细胞凋亡，且与浓度相关，其机制可能与增加

Bcl-2的表达有关。 

 

 

OR-0130 

含镓抗菌真皮支架材料的体外功能评价 

 
许钊荣

1
,夏照帆

1,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2.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目的 观察新型抗菌剂镓离子溶液对烧伤感染创面常见细菌的抗菌功能并探讨其抗菌机制，制备含

镓抗菌真皮支架材料，进行材料表征和体外功能评价，为抗菌真皮支架材料进一步基础研究及临床

转化提供基础。 

方法 选取临床烧伤感染创面中检出率高的九种常见细菌的标准菌株，其中包括大肠埃希菌，铜绿

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检测硝酸镓溶液对上述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同时，使用透射电镜

观察镓离子处理后的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微观结构及形态学的变化。以镓离子和牛源胶

原为主要原料，采用冻干工艺制备含镓抗菌真皮支架材料，进行材料表征，体外抗菌和细胞毒性等

功能评价。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84 

 

结果 采用微生物活性检测试剂盒-WST 检测硝酸镓溶液的 MIC，结果显示其对大肠埃希菌和粪肠球

菌的 MIC 为 256μg/ml，对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

食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的 MIC 均为 512μg/ml。通过 TEM 观察在镓离子处理后

的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中，都发现了细胞膜与壁的分离，以及胞内出现含浓缩物质的电子

亮区。此外，大肠埃希菌还发现了分布于胞壁和胞内的高密度电子颗粒，以及疑似反应终末期的菌

株；相较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微观形态变化更轻微，可能得益于革兰阳性菌更厚的细胞壁

的保护机制。TEM 发现镓离子对革兰阴性和阳性菌有相似的观察结果，提示镓离子对其有相似的攻

击机制，这也符合 MIC 的实验结果。制备的含镓抗菌真皮支架材料，SEM 显示其具有均匀贯穿孔的

三维孔隙结构，体外抗菌实验观察到其对于烧伤感染创面常见的细菌具有抑菌圈，细菌穿透试验阴

性，直接接触法测定 1h 杀菌率均大于 90%。细胞培养结果提示，含镓真皮支架材料对于小鼠成纤

维细胞，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相对增殖率均大于 70%。 

结论 硝酸镓溶液对烧伤感染创面的九种常见细菌具有一致并且较高抗菌活性，透射电镜也发现了

其可能的抗菌机制的镜下图像证据。制备的含镓抗菌真皮支架材料，具有满意的三维孔隙结构，体

外抗菌效果显著，没有潜在细胞毒性，生物安全性高。作为一个广谱有效的新型抗菌剂，镓离子及

其复合创面修复材料可为临床烧伤创面感染治疗和预防提供新的探索与研究，本研究可为抗菌真皮

支架材料进一步基础研究及临床转化提供基础。 

 

 

OR-0131 

近五年我院儿童烧伤流行病学分析 

 
田社民,韩大伟,杨高远,李允,魏莹,杨焕纳,韩波,查新建,贺芳,陈志坚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计我院近五年多来儿童烧伤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为儿童烧伤患者的防治提供资料。 

方法 对我院烧伤科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 14 岁以下儿童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得出不同

年龄段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烧伤原因及致伤环境、时间等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收治 14 岁以下儿童烧伤患者 4457 例，占

同期烧伤住院患者（9937）的 44.8%，且逐年升高趋势。年龄段分布：1 岁以下：8.8%，1-3 岁

48.1%，3-7 岁 28.0%，7-14 岁 15.1%；性别比 男：女=1.52:1（60.3:39.7）；季节分布特点：春

夏秋冬分别为：27.6%、30.3%、21.0%、21.1%；烧伤原因情况：热液（热水、热粥）83.4%、火焰

10.7%、其他（电、化学等）5.9%。烧伤严重程度：轻度 25.1%、中度 66.9%、重度 6.5%特重

1.5%；区域分布：农村多于城市（2.6:1）治疗方案：非手术治疗 92.7%，手术 7.3%烧伤部位：躯

干 25.1%、双上肢 66.9%、双下肢 6.5%、会阴臀部 1.5%。 

结论 儿童烧伤比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增高的趋势，以无知好奇好动的幼儿、学龄前儿童为主要群

体。从烧伤原因来看主要是热液包括热水、热饭等，就是大多发生在吃饭、饮水时，责任应在家

长。要重点加强这个时段儿童的监管。学龄期儿童除了监管外还有老师及家长教育不力有关。家长

的防范意识提高、责任心加强将是避免儿童烧伤的决定性因素。从烧伤严重程度看，以中小面积为

主，多采取保守疗法治疗。但是功能部位尤其双上肢、双手比例大，对后期的功能影响是应该引起

医务人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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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32 

picco  监测技术在危重烧伤患者早期液体复苏中的应用 

 
肖宏涛,田社民,李晓亮,娄季鹤,夏成德,李允,张建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脉搏指示连续心输出量 (picco) 监测在危重烧伤患者早期液体复苏中的应用。 

方法 84 例危重烧伤患者 , 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 每组 42 例。观察组采用 picco 监

测 , 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监测。比较两组液体复苏前后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系统

Ⅱ(APACHEⅡ)评分、心率(HR)、平均动脉压 (MAP)、中心静脉压 (CVP), 比较观察组复苏前后血

管外肺水指数 (EVLWI)、胸腔内血容量指数(ITBVI)、全心舒张末容积指数(GEDVI)的变化。 

结果 复苏后观察组 APACHEⅡ评分(18.48±5.59)分、 HR(98.64±20.69) 次 /min 低于对照

组 (22.48±5.38) 分、(120.59±26.16) 次 /min(P<0.05), MAP(91.65± 17.68)mm Hg(1 mm 

Hg=0.133 kPa)、CVP(10.49±2.64)mm Hg 高于对照组  (83.97±17.61)、(8.04±2.05)mm Hg 

(P<0.05) ； 观 察 组 复 苏 后  EVLWI(5.24±0.94)ml/kg 、 ITBVI(738.64±125.68)ml/m
2
、

GEDVI(734.61±125.29)ml/m
2
显著高于复苏前  (4.31±1.34)ml/kg、 (532.08±65.05)ml/m

2
、

(417.94±92.64)ml/m
2
(P<0.05 

结论 picco 监测技术在危重烧伤患者早期液体复苏中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OR-0133 

20 例严重呼吸道烧伤患者的心理疏导体会 

 
童小仙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严重呼吸道烧伤会对患者呼吸道造成剧大的损伤，导致患者机体功能差，免疫力弱，易受感

染等问题，除此之外，还可能因皮肤烧伤、呼吸器官功能受损等问题而一时难以接受事实，导致产

生抑郁、焦虑甚至崩溃等情绪反应，不利于病情的康复。因此，除相关的医学护理外，对严重烧伤

患者还应做好心理疏导工作，以促进病情康复，改善预后。 

方法 我科通过对 20 例严重呼吸道烧伤患者提供心理安慰、用手势、表情等与患者沟通、真诚细致

护理、适当补充营养、转移患者注意力，增强自信心，旨在探讨有效的心理疏导方法。 

结果 某院自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20例严重呼吸道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中男性

15 例，女性 5 例，患者年龄 20～70 岁，平均年龄 45 岁，烧伤面积 50%15 例，烧伤面积大于 80%5

例。全部患者入院后均获得有效治疗，治愈 18 例，死亡 2例。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及抑郁自评量表 SDS 对患者护理前后的情绪状态进行评价，患者自我评价或

由家属、护士协助填写。SAS 按 4、3、2、1 计分，总分×1.25 取整数，得分越高，焦虑情况越严

重，SDS评分同 SAS，得分越高，抑郁情况越严重。 

在患者清醒初期(护理前)及出院前(护理后)分别采用 SAS 及 SDS 自评量表进行测评，患者经护理

后，SAS及 SDS评分较护理前有明显改善(P＜0.05)，详见下表。 

表护理前后患者 SAS及 SDS评分对比情况表 

结论 烧伤患者多为意外事故造成，严重呼吸道烧伤患者还会出现呼吸困难、呛咳等一系列症状，

引起身体不适，身体状况变差，对于未来工作、生活的担忧，这些都容易引起患者惊慌不安、绝望

失落等负面心理情绪，个别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会因此害怕参与社会活动，情绪焦虑、抑郁，悲

观厌世，甚至会出现自杀倾向。因此，加强患者心理疏导，树立治疗信心，提高社会参与度，对于

促进病情康复，改善预后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组研究中，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在护理过程中，以

保持患者舒适度、保持良好心情、树立治疗信心为主要原则，与患者保持有效的沟通，以随时了解

患者的情绪状态及负面情绪的源由，给予针对性心理疏导，通过环境、舒适度护理、饮食指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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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疏导等几个方面，注重并加强患者身心的舒适感的护理。通过护理后，本组患者 SAS 及 SDS 自评

量表评分明显改善，患者心情舒畅，对于促进病情康复，提高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OR-0134 

表皮干细胞促进大鼠创面创面愈合的机制研究 

 
黄韶斌,唐冰,朱家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创面是临床上常见及多发疾病，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并增加患者经济及社会医疗资源

负担。目前有很多方法用于创面修复，其中细胞治疗可通过细胞本身的增殖分化以及分泌的细胞因

子参与到创伤修复全过程、发挥接近正常修复功能而备受人们关注。我们的研究旨在探究表皮干细

胞的定植、归巢与分化，从而研究表皮干细胞在促进创面愈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方法 取 SPF 级 SD 大鼠胎鼠皮肤提取表皮干细胞，通过流式及免疫荧光鉴定表皮干细胞。利用慢病

毒载体在大鼠表皮干细胞中转染 EGFP。SPF 级大鼠 20 只，体重 200g，随机分为 2 组，雌雄各半，

细胞组大鼠于皮下均匀注射细胞悬液（盐水）1mL，细胞浓度 1X10
6
个/ml，对照组仅用盐水 1mL。

分别于第 1，2，3，4，5，6周取材，做冰冻切片免疫荧光。 

结果 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不同时间点标本的免疫荧光可观察到表皮干细胞可定植于皮肤，并可进行

分裂增殖。以 K5 标记毛囊后，可观察到 EGFP 标记的表皮干细胞定植于毛囊周围并表达毛囊标记物

K5。以 CD31 标记血管，可观察到 EGFP 标记的表皮干细胞定植于血管周围并表达血管标记物

CD31。 

结论 我们研究表明表皮干细胞可定植于皮肤毛囊和血管，并进行增殖和定向分化，表达血管和毛

囊的特异性标记物。 

 

 

OR-0135 

小儿手足烫伤后瘢痕挛缩畸形治疗体会 

 
王燕妮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目的 总结小儿手足烫伤瘢痕挛缩早期手术联合支具治疗的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儿童医院 2007 年 1 月-2008 年 1 月收治的 30 例手足烫伤后瘢痕挛缩的患

者，采用手术联合支具的方法矫正畸形。其中采用自体皮移植 12 例，异体皮联合自体皮移植 7

例，扩张器治疗 6，VSD联合植皮 2例，交腿皮瓣 3例。 

结果 全部病例皮肤成活创面覆盖率达 95%以上。经过 1 年的佩戴支具及康复，手足功能优 26 例，

良 3 例，可 1例。 

结论 手术联合支具治疗小儿手足烫伤瘢痕挛缩疗效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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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36 

烧伤科护士的常见职业损伤与防护 

 
周万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讨论烧伤科护士常见四方面的职业危害，探索防护要点； 

方法 通过对烧伤科护士职业损伤因素的分析，针对护士感染各种传 染性疾 病的危险因素较多，

综述烧伤科护士的职业环境与危害形成原因，提出相应防护措施。 

结果  烧伤科护士面临着生物、物理、化学和心理等多重职业危害，造成烧伤科护士的心身损

害； 

结论 烧伤科护士需要加强学习，缓解职业压力，保持稳定情绪，管理层亦需要营造更安全的职业

环境。  

 

 

OR-0137 

采用动力型矫形器辅助烧伤后早期手功能体位摆放疗效观察 

 
罗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 

 

目的 探讨烧伤后早期采用动力性矫形器辅助患者早期进行手功能体位摆放的效果。 

方法 将 20 例手深Ⅱ°及以上,无神经、肌腱、骨骼损伤的烧伤患者,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各 10 例。

观察组手部创面行一般暴露治疗，治疗组采用低温热塑矫形器定做手指伸展型动力矫形器辅助其进

行手部功能位摆放，在两组患者创面愈合后对其的功能康复的影响进行观察分析。 

结果 治疗组 10 例患者在烧伤早期通过动力型矫形器进行正确、合理的手功能位摆放,在创面愈合

后进行评定时,手部 MP、PIP、DIP 较体位摆放前均有增加,为后期康复打下良好的基础,对照组则功

能较差,瘢痕有挛缩。 

结论 手部深Ⅱ°及以上烧伤后,制动时间较长,易造成手部肌肉、肌腱及神经的萎缩和关节损伤,以

及烧伤后瘢痕的挛缩可使关节畸形,对功能的恢复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烧伤患者休息时,采用的体

位多需要放松手部,采取屈曲体位,但受到此种体位的影响,加之瘢痕因素的存在,虽然提升了手部瘢

痕挛缩患者休息的舒适程度,却也会提升手指挛缩的发生几率,而正确、合理的体位摆放,能有效地

缓解神经、肌肉、肌腱的萎缩,对抗瘢痕造成的关节畸形,为患者后期康复,重新走入社会打下良好

的基础。 

 

 

OR-0138 

23528 例烧伤住院患者临床流行病学分析 

 
席毛毛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住院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了解烧伤患者的基本情况及变化趋势，

为烧伤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04 年-2016 年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所有住院患者病历资料。统计患者性别、年龄、

致伤原因、烧伤总面积、烧伤深度、受伤部位、受伤季节、住院天数、治疗转归。非正态分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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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位数及四分位数间距（M[Q1，Q3]）表示，组间差异行非参数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1）13 年间收治入院烧伤患者共有 23528 例，平均每年收治烧伤患者近 1810 例，历年烧伤

患者总人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2）烧伤患者中男性占 65.8%、女性 34.2%，不同年份的男性占比有下降趋势（P＜0.001）。烧伤

患者年龄中位数 21[2,43]岁。0~10 岁的患者人数最多占 44.6%。合并年龄为未成年（0~17 岁）

47.3%、中青年（18~64岁）46.3%、老年（＞64岁）6.2%，老年占比有增加趋势（P＜0.001）。 

（3）本组烧伤患者中致伤原因占比前三位的分别为热液（58.9%）、火焰（24.9%）、电烧伤

（8.1%）。 

（4）烧伤总面积中位数为 8.0[4.0,13.0]%，0~10%组占比最多 59.1%。老年患者中 0~10%占比显著

高于其他组（P<0.001）。 

（5）深度烧伤（Ⅲ度，Ⅳ度）患者 19.4%（1775 例），老年烧伤中 34.7%，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P<0.001）。烧伤部位以下肢比例最高为 39.7%。 

(6) 将月份划分为春季（3-5 月）、夏季（6-8 月）、秋季（9-11 月）及冬季（12-次年 2 月），

春季和夏季烧伤患者占比分别为 26.2%及 25.7%，高于秋季（ 23.2%）和冬季（ 24.8%）

（P<0.001）。 

（7）住院天数中位数为 12.0[7.0,22.0] 天。住院时间超过 30 天者 3508 例（16.2%），其中未成

年 8.9%，中青年 23.5%，老年 16.5%（P<0.001）。 

（8）治愈及好转率 96.8%，放弃治疗 2.1%，死亡率 0.8%,其中老年烧伤患者的放弃及死亡率显著

高于未成年及中青年人群（P<0.001）。 

结论 13 年间本单位烧伤患者数量逐渐上升，高发于男性及 0-10 岁，主要为热液、火焰及电烧

伤，多为小面积烧伤，多发于春夏两季，烧伤的预防仍有待提高。 

 

 

OR-0139 

小型猪肢体高压电烧伤软组织损伤模型 

 
栾夏刚,陈斓,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建立小型猪单侧肢体高压电烧伤软组织损伤模型 ； 

方法 4 只健康成年巴马小香猪，体重 15+0.5Kg, 随机分为 A、B、C、D 组 造模前一天麻醉备皮，

称重，前晚禁食水。氯胺酮诱导 5-10mg/kg，丙泊酚静脉留置针维持麻醉 1-2.5mg/kg,采用自制电

击伤装置[1] ,根据电压及电流时间不同分 A 组（1KV、1 s )B 组（1KV、2 s ) C 组（2KV、1s),D

组（2KV、2s）。(1)分别对肢体进行电伤,观测各组猪肢体创面的大体变化；（2）创面中心伤前及

伤后即刻皮肤温度变化；(3）伤后不同时相点超声引导下一次性穿刺枪组织活检创面中心、5cm、

10cm 肌肉组织的病理变化及肿胀程度的测量；(4)伤前及伤后不同时相点取外周静脉血，观察伤后

血液及血生化指标的动态变化。 

结果 （1）大体观察：肢体创面根据电压大小及电流时间不同，形成的创面大小及深度不同，可见

不同程度坏死焦痂，部分骨质及肌腱外露；（2）伤前皮温为 36.720.23℃，伤后即刻（1 分钟内）

创面中心皮温 43.663.16℃；（3）H E 染色伤后不同部位及时间可见肌肉组织形态各异的坏死表现

及肉芽组织形成;超声引导下测量伤前厚度 2.30.17cm，伤后 3d 肢体肿胀最明显，厚度 3.91.7cm；

（4）伤前测量分别测量 WBC、CK、CKMB（21.21.99G/L,43091.75U/L，323143U/L），伤后分别于

3d、1d、30m达峰值（25.71.94G/L，,136181155U/L，1140190U/L）。 

结论 所致高压电烧伤创面模型复制成功 ,肢体形成损伤稳定 ,可复制性好 ； 在不同时间电击作

用下 ,各组肢体组织损伤程度及转归不同 , 适用于不同目的肢体高压电击伤实验研究；超声引导

穿刺活检术能准确诊断肌肉坏死程度及动态观察肢体肿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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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40 

重症烧伤患者镇痛镇静治疗的护理观察及体会 

 
孙静,孙燕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烧伤科患者镇痛镇静治疗的护理方法。 

方法 比较吗啡联合安定片与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的镇痛镇静治疗应用于重症烧伤科患者的效果

观察，及总结相关护理体会，吗啡联合安定片为观察组，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为实验组，观察组

与实验组各 20例。 

结果 观察组患者镇痛镇静治疗效果不佳，镇痛镇静时间因患者个体差异波动较大，维持时间相对

实验组短，不良反应为拔管 3 例。实验组患者镇痛镇静治疗效果好，可根据患者病情及个体差异随

时调整药物剂量，治疗过程中有 3 例患者在给予镇痛镇静治疗后出现低血压，其余患者都未发生护

理不良事件。 

结论 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镇痛镇静药物治疗应用于重症烧伤科患者，在有效的护理干预下，能

够使患者消除疼痛，舒适睡眠，减少重症烧伤科不良事件的发生，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OR-0141 

多种皮瓣联合修复小儿手指电烧伤 

 
王伊宁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根据手指电烧伤不同位置和面积应用手指局部皮瓣或腹部皮瓣治疗小儿手指电烧伤中的

疗效。 

方法 28 例小儿手部急性电烧伤患儿 ，平均年龄 3.7 岁，单指创面 0.8cmx0.8cm～4.5cmx3cm，切

痂清创后根据创面大小分别采用局部推进皮瓣、对侧腹部带真皮下血管网皮瓣、对侧下腹部轴型皮

瓣进行创面修复，术后 14 d断蒂。 

结果 28 例患儿移植皮瓣中 25 例Ⅰ期存活 ,创面Ⅰ期愈合，3 例患者皮瓣远端坏死,经换药后愈

合；术后随访 3 个月～2 年,10 例行腹部轴型皮瓣修复患儿皮瓣臃肿行修薄术，2 例出现示指远节

向桡侧偏曲生长，行部分截骨克氏针固定术。所有患儿虎口开大、手指屈伸功能均较佳。 

结论 根据手部电烧伤创面位置、面积采用不同皮瓣修复，可以兼顾术后患者手指感觉、活动度、

外观形态。 

 

 

OR-0142 

封闭负压引流技术在不同部位产生的压力及安全性探讨 

 
尹会男,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封闭负压引流技术对于肢体与手部在不同负压值下产生压力的大小，探讨封闭负压引流

技术用于肢体与手部时的安全性。 

方法 采用聚乙烯醇材料的海绵敷料，分别采用常规包扎、吸盘式封闭负压引流、引流管式封闭负

压引流用于前臂，观察不同负压值对于不同点皮肤压力的大小。分别采用吸盘式与引流管式封闭负

压引流用于整个手部，观察不同负压值对于手指与手背的压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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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常规包扎对于前臂的压力为 82±13mmHg，而吸盘式与引流管式封闭负压引流对于前臂皮肤的

压力随着负压值的增大(-100，-150，-200，-250，-300mmHg)而增大。但直至负压值为-300mmHg

时，对前臂皮肤的压力仍远低于常规包扎对于皮肤的压力(引流管式：35±7mmHg；吸盘式：

30±4mmHg)。吸盘式与引流管式封闭负压引流对于手背与手指皮肤的压力随负压值的增大(-100，-

150，-200，-250，-300mmHg)而增大，且在相同的负压值下，对手指的压力大于对手背的压力；直

至-300mmHg，二种引流方式对于手指与手背的压力仍低于 82mmHg。但当引流管式封闭负压引流的

引流管贴近手指时负压值上升会对手指产生异常增大的压力(-300mmHg时：121±24mmHg)。 

结论 吸盘式封闭负压引流对于肢体与手部的压力是安全的；引流管式封闭负压引流对于肢体压力

是安全的，而在手部使用时如使用不当可造成安全隐患。 

 

 

OR-0143 

烧伤康复的几点思考 

 
董茂龙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自己治疗烧伤患者的体会及烧伤患者康复的理解，强调烧伤康复的重要性。 

方法 通过展示病例、学习体会、治疗体会分享烧伤康复的理念。 

结果 烧伤后尽早康复，长期坚持，个人、家庭、社会相结合，患者和康复团队相结合，提高患者

的生存和生活质量。 

结论 当今的医学模式已经使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保健医学、康复医学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四位一

体，康复医学的早期介入，使机体的组织、器官能够更早、更好地恢复功能。近年来，我国各地比

较大的烧伤专科纷纷成立康复理疗室，为烧伤病人的康复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本文通过对迈阿密烧创伤中心的参观学习后的理解与思考，认为烧伤后的康复应该在伤后尽早进

行，在烧伤康复团队的帮助、指导下，鼓励患者本人、家庭参与，强调尽早康复，尽量进行自我康

复，注重心理康复，强调对患者和家庭的康复教育，最终让患者能生活自理，回归社会，提高患者

的生存和生活质量。 

  

 

OR-0144 

微等离子体治疗烧伤后色素沉着的疗效观察 

 
石文,辛乃军,高聪,左海斌,许理华,张永虎,宋国栋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微等离子体治疗烧伤后色素沉着的临床效果。 

方法 对 56 例烧伤后色素沉着患者采用闪耀离子束治疗仪（以色列飞顿公司，Alma Lasers）治疗

3-5 次，间隔 45-60d，对治疗前后采用拍照对比、Visa 检测及患者满意度调查进行评估，观察临

床治疗效果。 

结果 微等离子体能有效改善烧伤后色素沉着，无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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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45 

创面的成因治疗原则和临床实践 

 
纪世召,肖仕初,王广庆,刘晓彬,郑勇军,侯文佳,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伴随社会老龄化的发展及各种慢性疾病的增加，临床常见伤口正逐渐由急性创伤转为慢性创

面，包括各种创伤、烧伤后长期不愈、术后切口不愈及糖尿病足、静脉性溃疡、压疮等，临床表现

为创面反复破溃、感染，持续数月经久不愈，甚至发生癌变，成为临床治疗的棘手问题，本文旨在

探索各种慢性、难愈性创面的临床治疗原则。  

创面/伤口的发生是致伤因素包括外力、热、电、放射、化学物质、低温、外科手术、细菌感

染、生物咬伤等各种外界原因引起的皮肤损伤，或致病因素（机体内在因素）包括各种皮肤疾病、

神经、血管病变等引起的皮肤损害，最终表现为皮肤完整性结构的破坏。一旦伤口/创面出现或形

成，在其发展、愈合、转归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全身、局部及内在、外在等多

种因素的干扰：如机体营养情况、免疫状况、局部组织结构、外用药物、是否合并感染、是否服用

免疫抑制剂等等。因此，在治疗创面时，既要找出创面发生的始动因素（致伤致病因素），注重进

行创面的病因预防和治疗，同时也要评估影响创面转归的干扰因素（形成发展因素），积极控制创

面的影响和发展因素，综合分析创面的发生和形成原因，最终获得符合当前创面的系统治疗方案。 

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烧、创伤伤口/创面及糖尿病足、静脉溃疡、压疮等各种慢性、难愈性创面

的临床治疗实践，提出创面的成因治疗原则：通过综合分析创面的致伤致病因素和形成发展因素，

既要明确当前创面亟需解决的主要矛盾，也要探究创面发生、形成的主要原因，系统评估当前创面

表象背后的形成和发展因素，获得个体化创面治疗的最佳临床方案。 

 

 

OR-0146 

糖尿病合并压疮的研究进展 

 
崔正军,孙佳琳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目的为探究糖尿病并发压疮的病因诱因、创面分级、治疗及预防等方面。 

方法 查阅相关文献。  

结果 糖尿病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一种以慢性血糖升高为特征的代谢紊乱综合征。压疮最初称为褥

疮，又称压力性溃疡，由压力或者压力联合剪切力引起的，皮肤或／和皮下组织的局部损伤。压疮

通常位于骨突出的部位。糖尿病患者发生压疮后，创面常迁延不愈，严重危害患者的健康及生活质

量，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结论 在治疗糖尿病并发压疮的过程中达成共识的是：在充分评估患者全身及创面的基础上，控制

血糖、补充营养，积极处理创面，促进创面愈合，缩短治疗过程，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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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47 

线粒体自噬在烧伤创面早期损伤进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郭松雪,韩春茂,方荃,张莉萍,朱凌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探索并验证线粒体自噬通过清除受损线粒体影响烧伤创面损伤机制的动员，进而缓解烧伤创

面早期进展的内源性保护角色及相关调控细节，进一步深化烧伤创面进行性加深相关机制研究,明

确线粒体防治新靶点的价值。 

方法 本研究以 SD 大鼠为研究对象，根据前期文献构建成熟的梳齿状大鼠烧伤模型，模拟烧伤创面

进行性加深的关键区域—淤滞区，再利用激光多普勒、透射电镜、组织学、分子生物学等检测技

术，观察烧伤创面伤后早期（3 天内）淤滞区组织细胞线粒体损伤及相关上下游损伤机制的动员变

化，如组织缺氧、ROS 生成、细胞凋亡等，结合线粒体自噬相关标记（TOMM20、SQSTM1、LC3B）的

定位表达情况，以期明确线粒体自噬通过调节线粒体相关 ROS 生成、细胞凋亡等生物学过程，最

终实现缓解烧伤创面进行性加深的作用，进一步提示其作为干预靶点的价值。利用小分子抑制剂、

Western blot 等方法，明确调控淤滞区组织细胞线粒体自噬的主要途径，并初探信号传导机制细

节。 

结果 研究中我们利用激光多普勒观察到淤滞区组织在烧伤后呈现出明显的低灌注缺氧状态， HIF-

1α mRNA 及蛋白的表达在伤后 6-12h 呈上升趋势，随后开始趋于下调，这与组织损伤的持续进展

趋势相反。而同时，电镜下烧伤后淤滞区组织内可以观察到明显的线粒体自噬现象，烧伤后淤滞区

组织内 TOMM20、SQSTM1、LC3B 的表达分布随时间呈波动性表达变化，提示线粒体自噬在伤后初期

（6-24h）有明显增加，而在后期（48-72h）则有减少。此外，我们还发现淤滞区组织内线粒体自

噬调控相关的 PARKIN 及 BNIP3 的表达呈现出与线粒体自噬标记蛋白近似的先增后减的表达趋势，

另外 BNIP3L（NIX）、FUNDC1 两种蛋白的表达虽在伤后有明显增高，但表达水平在各时间点变化并

不明显。应用 HIF-1α 抑制剂 PX-478，可以明显减少 PARKIN 及 BNIP3 的表达，并减少 TOMM20、

SQSTM1、LC3B的表达及分布。 

结论 受损线粒体通过增加淤滞区组织内 ROS 释放、细胞凋亡，促进烧伤创面的早期损伤进展，而

线粒体自噬是清除淤滞区组织细胞受损线粒体的重要途径，也是缓解烧伤创面进行性加深的内源性

保护机制；缺氧诱导的 HIF-1α 表达可能参与淤滞区组织细胞线粒体自噬的调控，PARKIN 及

BNIP3 是介导 HIF-1α 调控线粒体自噬的主要途径。 

  

 

OR-0148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对儿童深Ⅱ度烧伤创面愈合影响的研究 

 
胡楠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 VSD）治疗儿童深Ⅱ度烧伤创面愈合的临床效果，为临床儿童烧伤

患者的治疗方法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7 月～2018 年 5 月收治的 60 例深Ⅱ度烧伤儿童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

创面分成 VSD 治疗组（30 例）和常规换药（30 例）对照组。比较两组细菌培养结果、创面疼痛程

度评价、2周创面愈合率、完全愈合时间、半年瘢痕增生程度、创面治疗费用。 

结果 治疗组的细菌培养阳性率 1.75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28.00％（ P＜0.05）；治疗组的疼痛评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治疗组的 2 周创面愈合率 94.5.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1.32％

（ P＜0.05）；治疗组的伤口完全愈合时间、瘢痕增生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

组的治疗费用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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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VSD 治疗深Ⅱ度烧伤创面能够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轻患者的疼痛及瘢痕增生情况，但医疗

费用相对增高。 

 

 

OR-0149 

CRRT 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 

 
薛岩,于家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肺损伤是大面积烧伤患者常见的早期并发症之一，尽管机械通气使得部分肺损伤患者得到有

效治疗，但不能明显改变其极差的预后。连续性肾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是近年来抢救各种危重症患者的一种新的辅助治疗措施，临床实践发现，CRRT 可

以明显改善烧伤后肺损伤患者的氧合能力。 

方法 采用治疗前后自身对照研究，6 例大面积烧伤后肺损伤患者纳入实验，全部患者在常规综合

治疗基础上联合 CVVH(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治疗,观察 CVVH 治疗前后患者

动脉血氧分压、氧合指数(PaO2/FiO2)、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A-a)DO2]、动静脉分流百分比

(Qs/Qt)、APACHEⅡ评分以及呼吸频率的变化。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全部患者在 CVVH 治疗 6hr、12hr、24hr，PaO2、PaO2/FiO2 明显增加，(A-

a)DO2、Qs/Qt以及患者呼吸频率和 APACHEⅡ评分均降低。 

结论 CRRT 可以有效地改善大面积烧伤后肺损伤患者肺内动静脉分流，从而改善肺换气，改善氧合

能力，纠正低氧血症。 

  

 

OR-0150 

带蒂股薄肌皮瓣修复会阴重建尿道桥接血管游离股前外穿支分叶

皮瓣修复腕手创面的严重电击伤一例 

 
杨立文,王文龙,刘文剑,欧阳耀胜,雷文武,陈玉生,魏华勇,饶文斌,曹勇辉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330000 

 

目的 带蒂股薄肌皮瓣修复会阴重建尿道，利用旋股外侧动静脉桥接尺动静脉血管的游离股前外穿

支分叶皮瓣修复手创面严重电击伤一例的疗效观察 

方法 一例严重电击伤导致会阴部下腹部 III 度烧伤，阴茎整体烧焦坏死，左腕部左手桡侧半 III

度烧伤，左尺动静脉 10cm 栓塞缺损，右手桡侧半 III 度烧伤，分别采用带蒂股薄肌皮瓣修复会阴

重建尿道，下腹部创面植皮，利用旋股外侧动静脉桥接左尺动静脉血管的游离右股前外穿支分叶皮

瓣修复左腕部手创面，游离左股前外穿支皮瓣修复右手创面。 

结果 股薄肌皮瓣成活，成功修复会阴创面，重建尿道，自主排尿，下腹部创面植皮成活，利用旋

股外侧动静脉桥接左尺动静脉血管右股前外穿支分叶皮瓣成活，修复左腕部手创面，左尺动静脉血

流再通，左股前外穿支皮瓣成活，修复右手创面，具有一定外形和功能，病人满意。 

结论 带蒂股薄肌皮瓣是修复会阴重建尿道的有效易成功的一种临床方法，利用旋股外侧动静脉桥

接尺动静脉血管的游离股前外穿支分叶皮瓣修复腕部手创面，并能再通尺动静脉血流，是具有良好

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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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51 

营养风险筛查与营养测评在烧伤患儿中的应用 

 
周静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通过对烧伤患儿营养风险筛查与营养测评，对有风险患儿及时进行营养干预。 

方法 对我科 2018 年 1 月至 6 月收治 312 例患儿，使用营养风险及发育不良筛查工具、膳食营养及

相关调查、人体成分测量、实验室检查四个方面评估，对患儿进行营养风险筛查与营养测评，营养

师帮助患儿制定营养干预计划，改善有风险患儿营养状况。 

结果 312 例患儿中存在低风险患儿 48 例，中等风险患儿 260 例，高风险患儿 4 例，对于评估中等

风险及高风险患儿及时与医院营养科联系。 

结论 通过对烧伤患儿营养风险筛查与营养测评，能及时发现患儿营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

干预，让患儿营养状况及时得到改善，有益于烧伤患儿创面修复。 

 

 

OR-0152 

生物 3D 打印人工皮肤体外构建的初步研究 

 
李海航

1,2
,金剑

1,3
,罗鹏飞

1
,朱世辉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2.中国人民解放军 92187 部队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 92858 部队岸勤部医院 

 

目的 本研究围绕生物 3D 打印构建人工皮肤进行开展，研发一种可用于进行人工皮肤构建的生物型

3D打印机，并进行体外的生物 3D打印构建人工皮肤的初步探索。 

方法 为实现通过生物型 3D 打印机体外构建人工皮肤，课题组提出课题研究需要的生物型 3D 打印

机设备的设计要求，并交由器械公司完成设备的制造。基于 2 种不同参数的模型和 3 种不同的打印

成分测试 5 种不同内径的打印头的运行情况。将成纤维细胞和表皮细胞消化形成细胞悬液，将 2 种

细胞经过不同内径的打印头的直接打印种植于 12 孔板中，检测经过打印操作后 0h、6h、24h 和

48h 的细胞存活率，对照组为直接通过微量移液枪将细胞种植于培养孔中。 

研制一种能够在生物 3D 打印机使用的进行体外构建人工皮肤需要的作为支架成分的“生物墨

水”。 将部分样品冻干形成固态进行扫描电镜检测观察材料的物理表征，并于流体旋转流变仪上

进行样品的流体力学检测。以传代培养旺盛的成纤维细胞和表皮细胞为实验体系，检测“生物墨

水”的细胞毒性。通过 bal/bc 裸鼠及 SD 大鼠的全层皮肤缺损模型检测该“生物墨水”修复创面的

作用。 

基于自主研发生物型 3D 打印机和研制的胶原蛋白“生物墨水”，结合成纤维细胞和表皮细胞，进

行通过生物 3D 打印的方式初步探索体外模拟构建生物 3D 打印人工皮肤的试验，并对其进行初步的

生物学评价。并进行冰冻切片的方式结合 HE染色观察其显微结构。 

结果 经课题组设计并完成制造生物型 3D 打印机- PrototypeSK00。运行检测过程发现基于 0.09mm

打印浓度较高的海藻酸钠溶液时，容易发生堵头现象。打印浓度较低海藻酸钠溶液时，总体积较大

的模型在打印后期，容易发生水分蒸发导致前期构建的模型干燥坍塌而致使打印失败。成纤维细胞

和表皮细胞经过打印操作后，0h-48h 的细胞存活率最低 95%，最高 100%，与对照组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 

通过重组人胶原蛋白构建了一种孔隙均匀的具有高生物活性的胶原蛋白“生物墨水”，对表皮细胞

及成纤维细胞无明显毒性。基于生物型 3D 打印机和“生物墨水”成果完成人工皮肤的体外生物 3D

打印构建，冰冻切片后的 HE 染色观察。体外培养 7 天后，具有稳定表达 EGFP 的成纤维细胞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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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构建的多层结构证明成纤维细胞在“生物墨水”中存活良好，并且底层的细胞呈贴壁增

殖。 

结论 通过生物 3D 打印的方式，以胶原蛋白“生物墨水”为支架，成纤维细胞和表皮细胞为种子细

胞，能够在体外模拟皮肤的结构仿生构建人工皮肤。 

  

 

OR-0153 

降钙素原和血小板计数在革兰氏阴性杆菌烧伤脓毒血症中的临床

意义 

 
蒋南红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降钙素原（PCT）与血小板计数（PLT）在烧伤患者血培养革兰氏阴性杆菌脓毒血症的病

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 

方法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析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收治 36 例血培养为

革兰氏阴性杆菌脓毒血症（A 组）及 28 例血培养非革兰氏阴性杆菌脓毒血症（B）患者。将 A 组分

为脓毒症休克组及脓毒症组，根据 2 周内是否死亡分为：存活组及死亡组。统计分析 PCT 及 PLT 在

革兰氏阴性杆菌脓毒血症患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中评估的作用。 

结果 A 组患者的 PCT 水平均高于 B 组，PLT 水平均低于 B 组（P<0.05）。在 A 组脓毒症休克组及脓

毒症组中，随着病情加重，PCT 的水平逐渐升高，PLT 水平逐渐降低（P<0.05）。死亡组 PCT 水平

明显高于存活组（P<0.05），PLT 水平明显低于存活组（P<0.05）。通过绘制 ROC 曲线可以得知，

应用 PCT 及 PLT 判断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的范围为：≧2.5ng/ml、≤57×10
9
/L，灵敏度分别为

68.3%、81.2%，特异度为 88.2%、76.4， 

结论 PCT 及 PLT 在革兰氏阴性杆菌脓毒血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中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OR-0154 

血浆外泌体来源 miR-29b-3p 调控自噬在右美托咪定介导脓毒症

心 肌保护中的作用与机制 

 
余天漪,刘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 

 

目的 脓毒症时易导致多脏器功能障碍和休克，心脏损害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噬在心肌

损害中能通过抑制细胞凋亡维持细胞的稳态和功能。右美托咪定（Dex）是临床用于镇静镇痛的选

择性 α2 受体激活剂，其对器官的保护作用引起了许多关注。该研究旨在探索 Dex 对脓毒症心肌损

伤保护作用及机制。 

方法 我们采用盲肠结扎法穿孔法（CLP）制作大鼠脓毒症模型。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

组、CLP 组、CLP+Dex 组（n=12）。通过 HE 染色、电镜、ELISA、WB 等技术观察心脏组织病理、心

脏功能变化及心脏炎症、凋亡、自噬水平。同时采用超速离心法提取各组大鼠血浆外泌体，体外培

养心肌细胞 H9C2 并通过对外泌体中 miRNA 测序，通过小 RNA 干扰、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等方法验证

miR-29b-3p/GSK-3β 在心肌细胞凋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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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Dex 可通过介导自噬改善 CLP 造成的大鼠心脏病理改变，减轻心肌组织炎症、凋亡水平；Dex

可促进脓毒症大鼠血浆外泌体中 miR-29b-3p 的表达，后者通过调控 GSK-3β 影响心肌细胞自噬水

平。 

结论 Dex 通过诱导完整的自噬对脓毒症心脏起到保护作用，miR-29b-3p/GSK-3β 可能成为脓毒症

治疗的有效干预靶点。 

 

 

OR-0155 

65%TBSA 婴儿特重度烧伤救治体会 

 
陈琨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目的 总结 1例 65%TBSA婴儿特重烧伤的救治经过，探讨婴幼儿特重烧伤的临床特点和救治方法。 

方法 患儿为 9 月龄女婴，体重 8kg，意外坠入火炉致 65%TBSA 烧伤，其中 III 度 44%TBSA，深 II

度 21%TBSA。患儿于伤后 11 小时由当地医院转入我院重症监护病房（ICU），给予机械通气，积极

扩容抗休克等对症治疗。患儿右下肢为环状焦痂，紧急床旁给予切开减压术，创面外用脱细胞异种

真皮+银离子抗菌敷料+纱布包扎。予个性化补液治疗：伤后第 1 个 24 小时予 NaCL700ml、血浆

200ml、白蛋白 16g（160ml）；伤后第 2 个 24 小时予 NaCL300ml、血浆 400ml。伤后第 2 天在多科

协作下早期行清创削痂术。伤后第 3 天由 ICU 转入烧伤整形科继续治疗，第 3 个 24 小时继续予

NaCL200ml、血浆 200ml 补液治疗。该患儿为特重烧伤，可能存在复杂细菌感染，在完善病原学检

查基础上，予以经验性用药，升级抗生素为万古霉素+美罗培南，同时监测重要脏器功能，早期加

用肠外营养支持治疗，加强创面及呼吸道管理，最大化防止伤面受压。患儿病情稳定后予多次全麻

下清创换药，并于伤后 14 天行腹部拉网植皮术，植皮全部成活，创面细菌培养为耐甲氧西林金黄

色葡萄球菌：利奈唑胺敏感，术后改为利奈唑胺+美罗培南抗感染；伤后 23 天行全身 Meek 植皮，

创面培养为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复方新诺明、替加环素敏感，加用复方新诺明抗感

染，植皮成活率不足 50%；伤后 39 天再次行 Meek 植皮，术后改为替加环素+美罗培南抗感染，植

皮大部分成活；伤后 56天残余创面行微粒皮移植，植皮大部分成活。 

结果 此案例为目前我院收治的年龄最小、面积最大的特重烧伤患儿，在多学科协作下，积极抗休

克、补液复苏治疗后，早期予切开减压及清创削痂术，创面外用脱细胞异种真皮+银离子抗菌敷料+

纱布包扎，应用有效抗生素抗感染，早期全程给予肠内外营养支持，待创面条件允许后，应用多种

植皮手段，烧伤创面全部愈合。 

结论 婴幼儿特重烧伤的救治难度极大，需要多学科协作下综合治疗。希望本案例的成功救治经

验，可以为此类烧伤患儿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OR-0156 

探讨音乐疗法对烧伤病人疼痛的影响 

 
韩秀林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探讨音乐治疗对烧伤病人疼痛的影响，为临床护理提供指导干预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科住院的烧伤病人因烧伤引起的疼痛进行音乐疗法，了解音

乐疗法对疼痛的影响。 

结果 音乐疗法对烧伤引起的疼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结论 通过对烧伤病人进行音乐疗法，使病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疼痛，对于临床护理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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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57 

烧伤 ICU 多重耐药菌发生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拟定 

 
李凤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 ICU多重耐药菌发生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拟定。 

方法 回顾性地调查分析 2016 年下半年至 2018 年上半年烧伤 ICU 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生例数 60 例，

分析原因：1、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不高；2、专科医务人员不足，非专科医务人员经验不足；

3、采样不规范；4、卫生物品消毒不严格，公用仪器消毒不够；5、医务人员对接触隔离认识不

够，通过对环境、空气进行采样，找出最常见致病菌，通过加强消毒措施、强化保洁人员培训、落

实手卫生等一系列措施，来降低多重耐药菌的发生。 

结果 烧伤 ICU患者中多重耐药菌的检出率明显降低(P<0.01)。 

结论 加强管理能有效降低患者多重耐药菌发生率,减少院内感染,提高医疗质量、保障患者的安

全、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值得运用推广。 

 

 

OR-0158 

基于 MR 三维成像的非线性有限元方法分析负压创面治疗下细胞

力学微环境的时空变化 

 
陈孝强,李俏颖,张薇,雷战军,秦丹莹,潘泽平,李学拥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创面愈合不同阶段负压创面治疗（NPWT）细胞力学微环境的动态变化。 

方法 6 只新西兰大白兔，于兔背侧脊椎中线两侧旁开 1cm 处各切割出 2cm 直径圆形创面，深达肌

肉层，随机分为不同负压值(-50、-80、-125、-150mmHg)NPWT 组和对照组（普通纱布覆盖）（每

组 4 只），每日观察比较创面愈合情况；（2）随机选取 2 只兔子，分别于术后 1 天和 5 天行 MR 三

维重建后建立有限元数值模型，并同时行剪切波弹力成像检测各组兔背创面皮肤软组织和肌肉组织

硬度；（3）将上述实验参数进行拟合处理后，输入 ABQUES 软件设置边界条件，施加上述不同负

压载荷，采用非线性超弹性有限元方法分析术后 1 天和 5 天距创缘和创底 0、5、10mm 组织的三维

应力应变分布情况。采用 SPSS 19.0对数据进行非配对 t检验分析。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50、-80、-125mmHg NPWT 组的创面愈合时间均缩短（P<0.05）, -

150mmHg 组无明显差异（P＞0.05）；（2）剪切波弹力成像检测结果示术后第 1 天和第 5 天 NPWT

组创面皮肤软组织硬度分别为 9.78±1.25kpa、22.22±2.35kpa，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对照组为 21.75±3.25kpa、31.72±2.56kpa，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NPWT 组的皮肤软组织

硬度在术后第 1 天、5 天均较对照组小（P<0.05）；各组创面肌肉组织硬度无明显差异（P＞
0.05）；（3）NPWT 作用下，兔背创面创缘和创底呈现由内向外三维空间上的应力、应变梯度分

布，梯度值随负压值增加而相应增大；对照术后第 1 天和第 5 天，随着组织硬度增大，应变相应变

小，应力相应变大。 

结论 整合 MR 三维成像、剪切波弹力成像技术和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的序列方法，可以实现创面愈合

不同阶段 NPWT 细胞力学微环境的动态变化分析，为临床个体化治疗优化 NPWT 的负压设置提供力学

生物学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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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59 

辅具在儿童手指瘢痕挛缩畸形治疗进展 

 
赵洪良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目的 儿童手指深度烧伤后常常会手指瘢痕挛缩畸形，因为会影响儿童的发育，所以传统的方法是

尽快进行手术治疗。本文是综述近年来文献报道的儿童手指瘢痕挛缩的类型以及辅具在瘢痕挛缩畸

形中的防治作用。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对儿童烧伤后手指瘢痕挛缩畸形进行分类分析，并且检索手指瘢痕挛缩畸形

应用辅具治疗的种类及其效果。 

结果 儿童手指瘢痕挛缩畸形，包括瘢痕性并指，手指（掌指关节）屈曲挛缩畸形、和手指（掌指

关节）过伸畸形等。弹力手套、防瘢痕粘连固定带和手指塑性手套等技术对于手指瘢痕挛缩畸形的

防治和康复有较好的效果。 

结论 辅具在儿童手指瘢痕挛缩畸形有重要的辅助治疗和康复作用，是防止手指瘢痕挛缩畸形复发

的重要手段之一。 

 

 

OR-0160 

亲属头皮接力混合移植在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修复及脓毒症防治

中的应用价值 

 
刘亦峰 

苏北人民医院 

 

目的 大面积深度烧伤早期四肢切痂大张异体皮覆盖，即采用微粒皮移植和异体皮开窗嵌植自体小

皮片逐步修复创面并减轻全身感染防治脓毒症已成为临床共识。但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因治疗经费

缺乏或异体皮源紧缺给临床救治带来困难，因此，探寻亲属头皮混合移植早期创面减轻全身感染防

治脓毒症具有很大应用价值。 

方法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近 10 年来，采用亲属头皮接力供皮混合移植修复早期切痂创

面和大面积残余创面近 20 例，并收到很好效果。具体方法：每次局麻肿胀法取亲属刃厚头皮片 3%

加患者头皮片 3%制成 5mmX5mm 大小皮片，相互间隔 5mm—10mm,皮片一次扩增面积约 4—9 倍，平均

6 倍，即一次修复创面 20%-40%，平均 30%，待头皮 10 天左右愈合后可重复再切取植皮，平均 2—3

次，深度创面大都修复，全身感染脓毒症好转。3 例患者大面积残余创面因患者全身情况很差采用

亲属头皮混合移植 1-2次修复创面救活患者，取的很好效果。 

结果 18 例患者全部救治成功，其中 3 例大面积残余创面因患者全身情况很差，采用混合移植 1-2

次，消灭全部创面。 

结论 亲属头皮接力混合移植在大面积深度烧伤早期创面修复和晚期残余创面修复及减轻全身感染

脓毒症防治中具有很好应用价值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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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61 

微粒皮移植术中脱细胞异体皮占位的“利与弊” 

 
娄季鹤,李树仁,李晓亮,吕涛,李延仓,王磊,张建,刘冰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评析大面积深度烧伤微粒皮移植脱细胞异体皮占位的“利于弊”。 

方法 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 2 年半期间，我科对大面积深度烧伤早期切痂后即刻行微粒皮

移植脱细胞异体真皮（北京桀亚莱福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覆盖，自体皮扩大比例 1：8-

1；12，术后常规换药，将大于 60 天异体皮未脱落（未排异）大于移植面积的 80%确定为异体皮占

位，此后通过手术刀或滚轴刀去除，移植自体邮票皮修复。 

结果 微粒皮移植脱细胞异体真皮覆盖共 19 例（26 次），其中术后随访大于 60 天者 13 例（17

次），占位 6 例次（。占位患者中总烧伤面积/三度烧伤面积(86-98)%/(66-94)%,年龄 5 岁-56

岁，占位表现（1）异体皮与基底粘附牢靠。（2）病理切片显示：微粒皮被基底及异体皮包埋，异

体皮底层真皮内微血管丰富，真皮纤维结构正常，皮肤附件缺如，表层干性坏死。 

结论 尽早有效覆盖修复创面是救治大面积深度烧伤的主要策略，自体微粒皮移植异体皮覆盖时常

用手术方法。随着微粒皮扩展生长，异体皮排异脱落，达到创面愈合目的。若异体皮排异过早，自

体微粒皮尚未扩展生长，创面裸露，易招致感染。将异体皮进行脱细胞处理，去除主要抗原成分，

拟达到延迟排异为自体微粒皮提供充分扩展生长时间，最终有效修复创面的目的。本组发现占位病

例，体会其优点为：长时间不脱落，减少换药次数，无疼痛，暂时起到类似正常皮肤一样，有很好

的屏障保护作用，为修复其他创面创造机会和条件，约 60 天后等到其他创面基本修复，全身情况

逐渐稳定，再序贯处理占位创面。缺点为：浪费微粒皮皮源，部分患者可能延迟治疗周期。 

本组发现，脱细胞异体皮在创面存留时间差异较大，同一次手术不同批次亦有差别。由于观察病例

数较少，需进一步开展研究，利于目标导向患者治疗。 

 

 

OR-0162 

早期介入系统康复治疗在重度烧伤救治中的疗效观察 

 
彭英,张逸,胡克苏,花超,王磊,王冬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重度烧伤患者早期介入系统康复治疗后，在预防瘢痕增生挛缩、关节功能障碍以及心理

康复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早期的肢体体位摆放、创伤应激心理辅导治疗、关节主被动训练及综合抗瘢痕挛缩等系

统性康复治疗，对重度烧伤患者从入院初期全程康复介入治疗后临床疗效进行观察评价。 

结果 重度烧伤患者早期介入系统性康复综合治疗后，患者关节活动度和瘢痕成熟度显著提高，生

活自理能力明显改善，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关节功能障碍和瘢痕增生挛缩带来残疾的可能性。 

结论 重度烧伤患者早期介入系统康复治疗后，在预防关节功能障碍和瘢痕增生挛缩中起到积极作

用，可有效提升患者关节伸展角度和活动灵活度，显著减轻了瘢痕增生挛缩程度，使患者获得了最

佳的生存状态，从而顺利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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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63 

c-myc 在糖尿病难愈创面再上皮化障碍中的致病机制 

 
杨沛瑯,刘丹,章雄,刘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再上皮化是创面边缘或基底残留表皮细胞通过增殖、迁移覆盖缺损创面，并通过细胞分化，

完成表皮结构和功能重建的过程。快速的再上皮化、恢复完整皮肤结构，可减轻创面的细菌负荷、

改善创面局部慢性炎症状态、防止创面迁延、改善愈合进程。糖尿病难愈创面存在再上皮化困难现

象。c-myc 是调控表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和分化的主要基因。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 c-myc 蛋白在糖

尿病难愈创面表皮细胞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创面表皮细胞。研究表明 c-myc 的 O-GlcNAc 化修饰

可以导致 c-myc 的稳定性增加。本课题旨在研究糖尿病状态表皮细胞 cmyc 蛋白蓄积与 O-GlcNAc 化

之间的关系，并且探讨是否可以通过干预 c-myc的 O-GlcNAc化以促进糖尿病创面再上皮化。 

方法 western blot、免疫组化及免疫荧光等观察糖尿病足部溃疡表皮细胞 c-myc 转录相关信号通

路，下游靶基因的蛋白表达。分析高糖培养的表皮细胞 c-myc 蛋白的蓄积情况以及对表皮细胞增

殖、迁移以及终末分化的影响。使用 si-RNA 干扰调控蛋白 O-GlcNAc 化关键的蛋白 OGA 及

OGT，观察调控表皮细胞 O-GlcNAc 化水平对 c-myc 蛋白的影响以及对表皮细胞增殖、迁移及分

化的影响。动物在体实验通过 Western blot 、H&E 以及免疫组化等观察 OGA 和 OGT 抑制剂对糖

尿病大鼠创面再上皮化速度及表皮终末分化的影响。 

结果 糖尿病足部溃疡创面表现为高增殖、低迁移及终末分化受抑制的现象。这一特征与 c-myc 的

高表达相关。c-myc 下游靶基因 β1 整合素的表达明显下调。与 c-myc 高表达相一致的是表皮细胞

的高 O-GlcNAc 化修饰水平。细胞实验表明高糖培养可以明显上调 c-myc 的蛋白水平，与此一致的

是表皮细胞增殖上调、迁移减慢以及终末分化受损。si-RNA 干预 OGA 的表达可以逆转这一现象，

降低 c-myc 的蓄积，促进表皮细胞迁移及分化。糖尿病大鼠创面使用 OGA 抑制剂可以促进创面再上

皮化，促进创面愈合，改善表皮细胞终末分化受损。 

结论 糖尿病状态下高 O-GlcNAc 水平可以造成 c-myc 在表皮细胞的蓄积进而导致创面表皮细胞呈高

增殖、低迁移及终末分化受损状态。下调糖尿病创面表皮细胞 O-GlcNAc 水平可以促进创面再上皮

化，促进糖尿病创面愈合。 

  

 

OR-0164 

综合康复治疗对烧伤后手功能恢复的影响 

 
陈兴 

天津市第四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综合康复治疗对烧伤后手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对我科收治的手部深度烧伤患者 282 例(384 只手)进行综合治疗后，观察其手指关节总活动

度(TAM)，及日常生活活动 ADL（以 Banhel指数计分） 

结果 经过综合康复治疗 Banhel指数评分优良率 90.78%，TAM优良率为 93.75％。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能促进烧伤后手功能的恢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能力及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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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65 

笑氧混合气体在烧伤换药镇痛中的应用体会和文献回顾 

 
胡晓燕,杨先锋,徐晓娜,肖仕初,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疼痛伴随烧伤治疗的整个过程，创伤因素、治疗因素、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综合引起不同程

度的疼痛。笑氧混合气体在烧伤治疗中的应用在国外早有报道，并且国内在口腔和妇产科诊疗中笑

氧混合气体镇痛治疗已经广泛开展。笑氧混合气体是否适用于国内的烧伤镇痛？有什么注意事项？ 

方法 笔者就笔者单位的多项笑氧混合气体自控式阵痛技术（PCA）应用于烧伤患者的系列研究和个

案报道进行总结，并查阅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笑氧混合气体应用于烧伤患者安全性高、效果较好、患者依从性好，无明显难以戒断的依赖

性。 

结论 得出一个初步的笑氧混合气体于烧伤镇痛的应用指南。 

 

 

OR-0166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Ⅰ期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研究 

 
祝闽辉

1
,郭树忠

3
,马显杰

2
,张栋梁

2
,叶祥柏

1
 

1.原海军总医院 

2.西京医院 

3.联合利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 

 

目的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其并发症高，其中感染的发生常常意味着需要提前取出

扩张器，扩张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本课题希望探究Ⅰ期术后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为降低感

染率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西京医院整形外科 2003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间行扩张器植入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法进行比较，将差异 P<0.1 的潜在危险因素引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

型，采用 Backward Conditional 法行逐步回归分析,以 P<0. 05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2003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西京医院整形科行皮肤软组织扩张器置入术患者，共 2056 人次

3382 例扩张器入选研究，Ⅰ期术后发生感染的共 177 例，发生率为 5.2 %，经过统计分析最终发现

术前白细胞较低、年龄大、扩张器共置数增加、扩张器容积增高是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术前白细胞计数越低、年龄越大、单次手术扩张器埋置数越多、扩张器容积越大时，软组织

扩张术后发生感染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对指导临床工作降低感染发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OR-0167 

TIEG1 Represses Smad7-Mediated Activation of TGF-b1/Smad 

Signaling in Keloid Pathogenesis 

 
Zhicheng Hu,Jiayuan Zhu,Fen Shi,Xiaoling Cao,Bing T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 (TGF-b)/Smad signaling plays a key role in 

excessive fibrosis and keloid formations. Smad7 is a negative feedback regulato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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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s activation of TGF-b/Smad signaling. However,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for 

Smad7 in the keloid pathogenic process remains elusive. 

Methods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of TIEG1 and Smad7 by promoter activit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TIEG1 is markedly higher in keloid fibroblasts, whereas 

protein, mRNA, and promoter activity levels of Smad7 are decreased. When TIEG1 was 

knocked down with small interfering RNA, both the promoter activity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Smad7 were increased, whereas collagen production and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keloid fibroblasts were decreased. In contrast, TIEG1 

overexpression led to a decrease in Smad7 expression and Smad7 promoter activity. Upon 

TGF-b1 stimulation, TIEG1 promoted Smad2 phosphorylation by down-regulating Smad7.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further showed 

that TIEG1 can directly bind a GC-box/Sp1 site located between nucleotides e1392 and 

e1382 in the Smad7 promoter to repress Smad7 promoter activity. 

Conclusions TIEG1 is highly expressed in human keloids and that it directly binds and 

represses Smad7 promoter-mediated activation of TGF-b/Smad2 signaling, thus providing 

clues for development of TIEG1 blocking strategies for therapy or prophylaxis of 

keloids. 

 

 

OR-0168 

小儿特重度烫伤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 

 
孙天骏,申传安,蔡建华,李利根,李东杰,邓虎平,王淑君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小儿特重度烫伤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 1 例小儿特重度烫伤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表现、实验室资料、诊断、创面处理、多

器官功能支持过程进行分析，并行文献复习。 

结果 本例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创面侵袭性感染、发热、脓毒症、凝血功能异常，经过创面处理、抗

真菌、抗脓毒症、多器官功能支持治疗，病情得到缓解。 

结论 烧伤后真菌感染，念珠菌感染占绝大多数，其次为曲霉菌，易感因素包括全身免疫力下降、

器官功能障碍、大量抗生素的使用引起菌群失调，一旦形成侵袭性感染，发展急剧，病情及其险

恶，及时创面处理，有效感染控制、重视保护脏器功能、提升免疫力及营养支持治疗等综合措施有

助于提高治愈率。 

 

 

OR-0169 

CD40L 诱导肺微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机制研究 

 
常梦玲,郭峰,周增丁,黄晓琴,易磊,郇京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CD40L可诱导肺微血管通透性增加及肺部炎症因子水平增加及炎性细胞浸润； 

CD40L 可诱导 HPMVECs 中多条信号通路活化，炎症因子表达增加，内皮通透性增加及细胞内凋亡蛋

白表达上调； 

CD40L可活化 GEF-H1/RhoA/ROCK信号通路,且通过此通路调控 2中的效应； 

抑制 GEF-H1/RhoA/ROCK信号通路可以减轻 CD40L 诱导的小鼠急性肺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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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D40L可诱导肺微血管通透性增加及肺部炎症因子水平增加及炎性细胞浸润； 

CD40L 可诱导 HPMVECs 中多条信号通路活化，炎症因子表达增加，内皮通透性增加及细胞内凋亡蛋

白表达上调； 

CD40L可活化 GEF-H1/RhoA/ROCK信号通路,且通过此通路调控 2中的效应； 

抑制 GEF-H1/RhoA/ROCK信号通路可以减轻 CD40L 诱导的小鼠急性肺损伤； 

结论 CD40L 通过活化 GEF-H1/RhoA/ROCK 信号通路，进而活化细胞内多条信号转导通路，一方面介

导 NF-κB 入核导致 HPMVECs 炎症因子表达增加；另一方面通过细胞骨架变化及连接结构破坏导致

内皮通透性增高，且可以促进凋亡蛋白表达增加，最终导致急性肺损伤的发生，而靶向抑制肺微血

管内皮细胞中 GEF-H1/RhoA/ROCK 信号可明显减轻 CD40L诱导的急性肺损伤； 

 

 

OR-0170 

康复护理干预对手部烧伤患者手功能恢复影响的 Meta 分析 

 
邵星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 meta分析方法综合分析康复护理对手部烧伤患者功能恢复的应用效果。 

方法 利用计算机检索 Pubmed、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康复

护理对手部烧伤患者功能恢复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限为 2007 年 1 月到 2018 年 7

月。利用 Review Manager5.3 对符合纳入水准的文献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本研究对纳入符合分析水准的 RCT 文献 12 篇。分析结果表明，康复护理组与普通护理组的

Barthel 指数、手关节功能优良率、以及受总体 功能、外观、患者满意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

异。 

结论 通过康复护理干预，能够有效促进手部烧伤患者的功能恢复，增强患者活动能力，进而提高

其康复期的生活质量 

 

 

OR-0171 

表皮细胞种植技术在深Ⅱ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王耘川,官浩,韩飞,李小强,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表皮细胞种植技术对深Ⅱ度烧伤创面治疗的作用及应用技巧。 

方法 在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将本单位收治的深Ⅱ度烧伤患者随机分为表皮细胞种植组

与常规换药组。主要观察结果是创面再上皮化时间。次要结果包括视觉模拟疼痛和瘙痒评分。术后

随访 12周，观察愈合质量。 

结果 共纳入 43 例患者，其中表皮细胞种植组 22 例，常规换药组 23 例。表皮细胞种植组再上皮化

时间为 9.2±2.4（95% CI 8±3～9±7）天，常规换药组为 17±3.8 天（P＜0.01）。术后疼痛方

面表皮细胞种植组显著轻与常规换药组。12 周随访显示表皮细胞种植组瘢痕形成显著优于常规换

药组。 

结论 自体皮肤细胞悬浮液加胶体敷料促进上皮化与单独的水胶体敷料相比，供体部位的愈合质量

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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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72 

严重手烧伤的治疗策略 

 
陈昭宏,陈舜,许钊荣,王子恩,刘灿滨,刘维,金昌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严重手烧伤后治疗策略的选择及预后疗效评估。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9～2017 年 65 例严重手烧伤临床救治资料，其中大面积深度烧伤版双手

深度烧伤的患者在抢救生命的同时重视挽救手功能，比较早期是否行切开减压及是否行规范切开减

压操作、手部创面手术时间、术区移植皮片的选择、术后早期功能康复干预等措施进行比较。32

例早期进行切开减压，其中 19 例实行过手指侧中线的深度手烧伤的规范化切开减压；41 例在伤后

4-7 d 植皮，24 例在伤后 14-21 d 植皮；53 例手部植皮都选用自体大张中厚皮片,12 例因供皮区

匮乏等因素选用自体薄厚或刃厚皮片。46例术后予以早期功能锻炼和康复指导。 

结果 通过分析资料，并通过术后功能随访，对外形、功能、手指长度及满意度和生活自理能力等

方面进行评价，分析结果发现， 43 例双手外形和功能恢复良好，生活自理，14 例双手部分手指残

缺，生活基本自理，8例手指末节或中节干性坏死截除，生活需要照顾。 

结论 严重手烧伤早期规范切开减压，尤其深Ⅱ°以上烧伤过手指侧中线的深度手烧伤的规范化切

开减压对防止烧伤手指继发性坏死、保护手外观及功能意义重大；严重手烧伤早期切削痂植中厚皮

以上自体皮较刃厚皮优势明显，配合早期手功能的康复治疗至关重要。严重手烧伤必须采取规范化

得综合性治疗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OR-0173 

游离穿支皮瓣分叶移植修复电击伤创面 

 
张伟,张卫东,杨飞,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采用穿支皮瓣分叶移植早期修复电击伤创面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 

方法 肢体电击伤电击伤患者 16 例共 29 处创面，手部创面 21 处，腕部和前臂创面 3 处，足部创面

3 处，小腿创面 2 处，均合并深度软组织毁损外露，其中 2 处及以上创面 12 例，伤后 1 周内扩

创，去除病变肌肉和筋膜组织，保留重要神经肌腱结构完整性，采用股前外侧穿支皮瓣分叶或腓肠

内侧穿支皮瓣分叶后游离移植修复，评估皮瓣存活情况和手术修复效果等。 

结果 所有待术创面扩创后，切取分离皮瓣，分别含有 2 个穿支（10 例）、3 个穿支（4 例）、4 个

穿支（2 例）后，以穿支为单位，分成 2 叶皮瓣（13 例）、3 叶皮瓣（2 例）、4 叶皮瓣（1 例），

其中含肌肉 2 例填塞凹陷、修复肌肉损伤，筋膜 1 例覆盖另指创面；共 37 个皮瓣经去脂修薄后其

中 23 个皮瓣共干或独立吻合修复 23 处创面，14 个皮瓣经 KISS 组合修复 6 处创面，供瓣区除 3 例

需植皮外，其余均直接缝合。移植后 3 个皮瓣因血管危象，2 例经处理后大部分存活，后修整植皮

修复愈合，1 处栓塞坏死，经再次皮瓣修复后存活。其余 34 个皮瓣全部存活完整；2 例患者的其他

创面再次皮瓣手术修复，1 例行截指拇指再造，所有患者术后均获得有效修复，供瓣区愈合良好，

术后外观和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通过分叶后早期同时修复多处创面或分叶后组合修复不规则或近圆形创面，使电击伤深部组

织得到有效保护和血管化，减轻供瓣区损伤，减少手术次数，降低住院费，缩短住院时间，其临床

治疗效果确切，适合应用于电击伤早期创面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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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74 

B-Flow 技术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留置有创动脉压的应用效果 

 
蔡夺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二维灰阶血流成像技术（简称 B-Flow 技术）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留置有创动脉压的应用

效果； 

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2018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留置有创动脉压的 67 例患者，

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 32 例，对照组 35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触诊方法，试验组采用

B-Flow 技术探测动脉血管走向、位置及血流动力学特点，选择符合标准的动脉血管留置有创动脉

压，比较两组患者置管成功率、置管时间及置管后动脉血栓发生率； 

结果 试验组置管成功例数为 30 例，对照组 27 例，两组患者置管成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置管操作时间为（18.23±1.08）min，对照组置管时间为（11.45±1.13）

min，两组患者置管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置管后血栓发生例数为 0 例，对

照组 6例，两组患者置管后血栓发生率比较（c
2
=6.025，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B-Flow 技术可以提高大面积烧伤患者有创动脉置管成功率，缩短置管时间，并可以有效检

测出有无动脉血栓的发生。 

 

 

OR-0175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accelerates rats 

diabetic wound by promoting agenesis 

 
李小强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NPWT) has become widely adopted to several wound 

treatment over  

the last 15 years, including diabetic foot ulcer (DFU). Much of the existing evidence 

supports that NPWT increase in  

blood flow, reduce in edema, decrease bacterial proliferation and accelerate 

granulation-tissue formation. However,  

the accurate mechanism is not clear till now.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effects of  

NPWT on angiogenesis of diabetic wound model. As result, our data showed: 1) NPWT 

promoted the wound heal  

-ing and blood perfusion on both diabetic and normal wound compared with control, 2) 

The NPWT increased wound  

vessel density, and the wound treated with NPWT showed well developed and more 

functional vessels at day 7 post  

operation compared with control 3) NPWT up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VEGF at day 3 

and Ang1 at day 7 on RNA  

and protein level. 4) Ang2 was up regulated in diabetic rats but NPWT attenuated this 

affection.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NPWT increased vessel density and promoted the maturation of neovascular over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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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regulated VEGF and Ang1 and down regulated of Ang2.  

 

 

OR-0176 

小儿烧烫伤创面修复方式的选择 

 
迟云飞,李峰,尹会男,胡泉,刘伟,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小儿二度以上烧烫伤，特别是面积大于 10%烧烫伤患儿创面修复时，如何选择更为合适

的修复方式。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的 50 例小儿烧烫

伤患者，其中 25 例患儿创面修复时采用了薄削术+异种真皮覆盖治疗，其中有 10 名患儿在休克期

进行了薄削手术，其余患儿分别选择了磨削术+异种真皮覆盖，单纯异种真皮覆盖术，单纯负压吸

引术，创面定期换药及植皮手术治疗，分析小儿烧烫伤患者创面修复的方式的选择依据，比较各种

修复方式的优势及不足，依据 1年期瘢痕严重程度的随访，比较各种修复方式的远期影响。 

结果 薄削术+异种真皮覆盖术对于小儿烧烫伤创面的修复过程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但适应症的选

择和薄削创面的范围仍需进一步细化。10 例休克期进行薄削术的患儿治疗效果也说明，薄削术的

手术时机可以更早，保证疗效的前提下手术也比较安全。 

结论 小儿烧烫伤创面修复方式的选择具有其特殊性，薄削术+异种真皮覆盖术的适应症选择需要更

为严谨，远期瘢痕的发展程度为我们的治疗精细化提供反馈性依据，值得参考。 

 

 

OR-0177 

儿童大面积三度烧伤综合救治体会 

 
李耀,王会军,蒋永能,鲁冰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大面积三度烧伤综合救治临床特点和治疗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笔者科室 36 例，其中男 21 例，女 15 例；年龄 8 月～5 岁。大面积三度烧伤治疗经

过及转归；分析休克期补液量及晶胶体量，并发症的发生等及手术时机选择。 

结果 36例中死亡 2例，抢救成功率 94.4％。 

结论 由于儿童生理解剖特点，对缺水敏感和对创面感染的耐受较成人差。积极抗休克，预防水过

多，全身抗感染结合创面处理，12 天～18 天后通过 1～2 次手术封闭创面、加强营养支持是救治

儿童大面积三度烧伤成功关键措施。 

 

 

OR-0178 

NPWT 技术联合生物敷料治疗小儿Ⅱ度烧伤疗效观察 

 
刘新庄,宋国栋 

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目的 在小儿Ⅱ度烧伤创面联合应用负压创面治疗技术（NPWT）及生物敷料，观察临床疗效，与传

统换药治疗相比较。分析研究结果，为应用负压创面治疗技术治疗儿童烧伤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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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于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复外科入院治疗的

小儿Ⅱ度烧伤 60 例，分为三组进行研究。A 组 20 例，患儿入院后手术室清创，清创后创面联合应

用 NPWT 负压技术和生物敷料； B 组 20 例，患儿入院后手术室清创，清创后创面应用生物敷料覆

盖，外用无菌敷料包扎； C 组 20 例，患儿入院后不做手术清创，于床旁清创后外用无菌纱布、棉

垫等传统敷料包扎治疗。观察创面愈合率、创面愈合天数、愈合后创面瘢痕增生及色素沉着情况及

住院费用等。 

结果 （1）统计学分析研究结果示：2d 时三组患儿在愈合率方面统计学比较（P＞0.05），此时三

组患儿的创面愈合率没有差别。9d 时三组患儿在愈合率方面统计学比较（P＜0.05），此时三组患

儿的创面愈合率存在差别，且 A 组＞B 组＞C 组。12d 时三组患儿在愈合率方面统计学比较（P＜
0.05），此时三组患儿的创面愈合率存在差别，且 A 组＞B 组＞C 组。（2）统计学分析研究结果

示：三组患儿在烧伤创面愈合天数方面统计学比较（P＜0.05），且 A 组＜B 组＜C 组。（3）统计

学分析研究结果示：三组患儿在住院费用方面统计学比较（P＜0.05），认为三组患儿在住院费用

方面存在差别。住院费用比较 A 组＞B 组＞C 组。（4）三组患儿均在创面愈合后出院，出院后随访

效果差，三组患儿在瘢痕评分方面统计学比较（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 A 组＜B 组

＜C 组。 

结论 （1）手术清创后联合应用负压创面治疗技术（NPWT）和生物敷料与单独应用生物敷料或保守

换药治疗比较有效提高了创面愈合率，缩短愈合天数。然而，在住院费用方面，应用负压创面治疗

技术（NPWT）联合生物敷料组较其他两组高。（2）创面愈合后瘢痕增生及色素沉着情况随访可粗

略得出负压创面治疗技术（NPWT）联合生物敷料治疗烧伤创面能够有效的减轻瘢痕增生及色素沉

着。 

 

 

OR-0179 

儿童烧伤瘢痕综合防治的新探索和新思路 

 
乔亮,杨惠忠,李学川,黄晓琴,原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儿童烧伤后易引起瘢痕增生，造成外观和功能的障碍，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同时伴有

的皮肤瘙痒和皮肤破溃、心理问题、家长应对都是易忽略却有严重影响儿童的生活质量。 

方法 总结瑞金医院烧伤整形科在儿童烧伤瘢痕防治的经验。 

结果 1）儿童烧伤瘢痕防治的综合管理的新概念。2）早期干预预防烧伤瘢痕。3）精确压力调控预

防瘢痕增生 4）治疗儿童烧伤瘙痒 5）干预儿童烧伤后心理问题 6）指导家长应对策略 7）手术治

疗儿童烧伤瘢痕的最新进展。 

结论 通过上述防治手段和综合管理措施能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儿童烧伤瘢痕。 

 

 

OR-0180 

多学科协作救治高温钢筋盆腔贯通伤合并皮肤烧伤的病人 

 
杨磊,吴起,马军,高艳彬,黄磊,牛立斌,董茂龙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本文回顾性地分析了一例严重的高温钢筋盆腔贯通伤合并局部皮肤烧伤病人的救治过程，探

讨总结其救治过程中的临床经验。 

方法  病人入院后急行术前检查，判断伤情，多学科协作急行异物取出、剖腹探查、膀胱造瘘、

结肠造瘘、贯通伤清创负压引流术。术后收入外科 ICU 进行监护，其后在伤后一周后内多次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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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诊，又行多次创面清创、瘘道冲洗、创面清创植皮术，反复多次负压吸引术，并经全身综合治

疗，患者创面愈合，瘘道封闭，痊愈出院。 

结果 经多次手术和全身综合治疗，患者最终痊愈出院。 

结论 钢筋穿透伤比较少见，近年偶有病例报告，高温钢筋贯通伤更是罕见。除了钢筋穿透造成组

织损伤外，热力作用更是对周围组织脏器造成烧伤，治疗难度加大，盆腔血液循环丰富，一旦小血

管破裂，则出血凶猛，难以结扎止血。此例高温钢筋盆腔贯通伤伴周围皮肤烧伤病人，为我院首例

收治，无先例可循。患者住院早期经多次院内大会诊，多学科协作对于脏器损伤的修复较为重要，

治疗过程中对于高温钢筋贯通造成的瘘道采用反复负压吸引冲洗的方法，最终导致瘘道的闭合，经

过数次手术植皮创面愈合出院。此病例的救治成功反映了医院的综合实力，也反映了我科救治特殊

原因特殊部位烧伤的能力。 

  

 

OR-0181 

预混笑气在对烧伤患者换药镇痛效果临床分析 

 
李延仓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预混笑气在烧伤患者换药中的应用评估其临床镇痛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 20 例次特重烧伤患者，20 例次中重度烧伤患者，年龄在 16 岁到 65 岁之间，男女

不限，无心脏病，高血压及肾功能异常等基础病。通过换药过程中配合度，心率，呼吸频率及换药

后疼痛量表，综合分析镇痛效果。 

结果 换药疼痛均有明显好转，但是大面积及换药时间长的烧伤患者，镇痛效果略有不足。 

结论 短时间换药及小面积患者镇痛效果较好，大面积及换药时间较长的患者，建议手术室麻醉情

况下换药。 

 

 

OR-0182 

奥瑞姆自护模式在电击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张伟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奥瑞姆自护模式在电击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方法 

1.2.1 对照组 按传统的电击伤护理常规进行护理。患者入院后依次给予急救处理、做好创面维

护、维持体液和电解质平衡、营养支持、心理护理、健康教育、出院指导等全方位的护理。 

1.2.2 试验组 运用奥瑞姆自护模式的三个补偿系统分阶段实施护理干预。 

(1)渗出期 ( 休克期 ) 为患者提供完全补偿系统。 

此期患者病情重，需要依靠护士及家属来满足自理需要。入院后即对创面予彻底清创处理，医用无

菌棉垫覆盖创面。严格实施隔离措施，室温保持在 25 ℃ ~28 ℃，新风系统 24 小时开启。建立足

够的深静脉管路，充分液体复苏，密切关注患者尿量。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变化。创面给予大型远红

外线照射治疗。帮助患者接受全补偿性护理。 

(2) 电击伤感染期为患者提供部分补偿系统和辅助教育系统。 

协助患者 1~2 h 翻身 1 次，适当应用支具支撑患肢，避免电击伤创面长期受压，注意观察创面颜

色，是否有臭味、脓液渗出等。指导患者进行肢体功能锻炼。。鼓励患者进食高热量、高蛋白、高

维生素易消化食物为主。护士根据患者病情阶段与自理缺失程度制定计划，补偿患者的自理不足，

在患者需要时提供帮助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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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击伤康复期辅助支持教育系统。 

电击伤治疗周期长，手术多次、疼痛剧烈，花费高等对患者打击巨大，会产生较多的心理问题。根

据患者的自理需要和能力、制定适合患者的护理计划，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1.3 评价工具 

 采用 Barthel 指数 (BI) 评定法调查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采用自制满意度调查表及健康知

识调查表了解患者对本科室护理工作满意度及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结果   

两组住院患者 Barthel 指数 (BI) 评定比较，试验组自理能力评分无需依赖等级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试验组总掌握率 100%，对照

组 7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试验组满意度 100%，

对照组 8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电击伤是临床危急重症，死亡率高。奥瑞姆自护模式强调的是护理对象进行自我照顾。本研究主要

通过在电击伤的不同时期，根据患者的自理情况分别采用全补偿系统、部分补偿系统 + 辅助教育

系统、辅助教育系统来指导临床护理工作，促进身体恢复。奥瑞姆自护模式运用在电击伤患者中，

能有效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OR-0183 

烧烫伤儿童早期给予营养支持治疗的临床观察 

 
齐鸿燕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对重度烧伤小儿早期给予营养支持治疗进行临床观察,评价其临床效果,探讨更为合理有

效的营养支持方法。 

方法 选择 2012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治的 76例重度烧伤小儿,其中男 46例、女 30 例,平均年龄

(3.5±1.3)岁;烧伤总面积为 15％～65％TBSA,平均(20.2±1.9)％ TBSA;烧伤深度为深Ⅱ度～Ⅲ度;

伤后入院时间 1～10 h,平均(4.8±1.7)h;伤前均无心肺等重要器官器质性疾病,无胃肠道疾病及消

化道出血。观察患儿全身营养性生化指标、达到氮平衡所需时间、创面愈合时间、全身性感染发生

时间、胃肠道并发症及全身性感染发生率 

结果 小儿重度烧伤早期积极给予胃肠道营养支持,能有效维护胃肠道功能,降低高代谢反应,减少并

发症及全身性感染发生,改善机体营养状况,提高治疗效果。 

结论 小儿各器官发育不完善,消化功能不足,体内能量储备远低于成人,故在严重烧伤后易引起消化

功能紊乱和营养不良,临床上应将营养支持的重要性列于休克复苏、抗感染、创面处理同等重要。 

  

 

OR-0184 

烧伤患者的镇痛镇静治疗体会 

 
冯世海,马伟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目的 用药物手段消除患者疼痛、焦虑、躁动和谵妄；抑制患者的“交感风暴”；调节代谢，降低

氧耗，抑制过度的炎性反应的治疗。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本院重症烧伤科收治 23 例重症烧伤患者，烧伤面积 30-

92% ，在换药等有创操作及呼吸机辅助治疗期间，予以舒芬太尼+咪达唑仑或舒芬太尼+右美托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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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镇痛镇静治疗，期间通过 Riker 镇静躁动评分及 CAM-ICU 谵妄的评估，调整药物用量，监测患

者临床指标：呼吸、血压、心率、氧供、氧耗。 

结果 23 例患者在镇痛镇静治疗前后，呼吸频率：治疗前 32.4±7.3，治疗后 23.7±5.1，P<0.05,

有显著差异；平均动脉压：治疗前， 78.2±5.9mmHg、治疗后 76.8±6.6mmHg，P>0.05,没有显著

差异；心率：治疗前 112.5±10.3，治疗后 98.3±6.4，P<0.05,有显著差异；、氧供：治疗前

759.7±24.1，治疗后 762.5±18.9，P>0.05,没有显著差异；、氧耗；治疗前 452.9±15.6，治疗

后 199.8±11.3，P<0.05,有显著差异。 

结论 镇痛镇静治疗不仅仅是减轻患者痛苦，同等重要的是对代谢调理，应急状态的调整，同时降

低氧耗；应成为烧伤综合治疗的一部分。 

 

 

OR-0185 

应用负压创面疗法治疗小儿多部位Ⅱ度烧伤一例 

 
宋国栋

1,2
,辛乃军

1,2
,高聪

1,2
 

1.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目的 总结应用负压创面疗法治疗 1例小儿多部位Ⅱ度烧伤的经验及效果。 

方法 患儿男性，8 个月；热液烫伤右上肢、右侧躯干、双臀及右下肢，总面积 13%TBSA，其中浅Ⅱ

度 6%，深Ⅱ度 7%且创面散在、深浅不一；并发等渗性脱水。伤后第 2 天在全麻下行清创、深Ⅱ度

创面削痂，削除深度以见到稀疏、缓慢出血点为度，全部创面行负压创面疗法（NPWT），7 天后常

规换药 1次。 

结果 伤后第 16 天全部创面愈合，包括首次清创包扎在内创面处理仅 3 次。愈后 2 个半月随访，仅

右臀部临界Ⅲ度愈合创面约 0.5%TBSA瘢痕形成。 

结论 应用负压创面疗法治疗中、小面积Ⅱ度烫伤尤其是多部位烫伤患儿，具有创面处理次数少、

患儿及家长痛苦小、创面愈合时间短、偏深创面愈合质量高等显著优点。 

 

 

OR-0186 

基于肺组织 Micro-CT 下的烧冲复合伤大鼠三维重建密度分析 

 
畅阳,张东海,胡泉,郁永辉,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烧冲复合伤是由热力、冲击波同时或相继作用于机体而造成的创伤。烧冲复合伤的发病率正

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烧冲复合伤对机体造成的损伤较单纯的烧伤或冲击伤要严重，具有呼吸障碍

发生早，并发症多，死亡率高等特点。 

方法 本研究基于烧冲复合伤动物模型，对烧冲复合伤大鼠伤后 6、24、48 小时后的肺组织进行 CT

扫描，利用 CT 数据进行肺组织三维重建，基于重建结果进行肺组织密度分析，观察烧冲复合伤、

单纯冲击伤、单纯烧伤肺组织密度值的变化。 

结果 通过密度值分析可见，与冲击伤组、烧伤组相比，烧冲复合伤组肺组织密度明显增高。在烧

冲复合伤、冲击伤组中，致伤后 24h、48h 肺组织密度值均明显高于 6h 肺组织密度值，48h 较 24h

肺组织密度值存在下降趋势。烧伤组中 24 小时较 6 小时增高，48 小时密度较 24 小时密度值高。

病理结果验证了密度分析的结果。 

结论 利用三维重建技术构建了烧冲复合伤条件下肺组织三维立体结构，通过肺组织内 CT 密度值数

据可以作为肺损伤的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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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87 

大面积深度烧伤早期切除与皮肤移植 

 
宋国栋

1,2
,辛乃军

1,2
 

1.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目的 早期切除植皮是改善大面积深度烧伤（EDB）生存及后果的关键技术，但近 20 年来 EDB 总的

生存率改善并不明显。本文的目的是就 EDB早期切除植皮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方法 以国内外代表性专著为基础，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本科实践，探讨总结 EDB 创面的病理生理

学特点、创面切除的时机与面积、方式与深度、失血与感染控制、切除创面的封闭与修复、围术期

处理及注意事项。 

结果 对烧伤创面深度的准确评估和对创面衍变过程的深刻理解，是创面处理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应贯彻损伤控制性手术理念，确定适宜的切除时机及面积。削痂术适用于深Ⅱ度和Ⅲ度烧伤，削除

深度应以有效去除坏死组织至有生机真皮或皮下组织平面为度。肢体削痂可不用止血带，而是尽可

能使患肢处于抬高状态分区快速削痂。对削痂后新鲜创面仍水肿明显者，可多点穿刺引流。对伤后

14 d 尤其是 7 d 以内削痂创面可行异体（种）皮移植过渡择期自体皮更植术，微粒皮移植宜用于

伤后 7 d后血运趋于改善的切除后创面。应加强围术期尤其是术中管理。 

结论  EDB早期切除植皮治疗策略虽然取得了良好疗效，但仍需完善与验证。 

  

 

OR-0188 

200 例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小儿烫伤的护理体会 

 
宣梦佳,刘艳华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 VSD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小儿烫伤护理。 

方法 通过对 200 例烫伤患儿实施针对性的术前心理护理、完善术前皮肤及胃肠道准备、患儿进入

手术室前负压引流装置的准备工作；术后观察患儿生命体征变化、加强半透膜的护理、保持有效负

压吸引、合理调节负压流量、进行标准化 VSD 管路维护、定时正确更换引流瓶等专科护理措施，总

结 VSD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小儿烫伤的护理体会。 

结果 通过术前术后采用全面整体有针对性的专科护理，200 例患儿可以做到不惧怕白衣护士，让

护士搂抱，家属理解手术方法，愿意与之配合，术前备皮除原发病灶外皮肤完整率 100%，经静脉

补液后均未出现脱水症状；术后给予氧气吸入及心电监护，生命体征平稳，透明薄膜固定好，未出

现破损及渗漏，通过同质标准化的管路固定方法，VSD 管路无 1 例脱出，创面除术后 12 小时内可

见少量血性液体外 ，未继续出现新鲜血性液体引出，VSD 负压引流装置拆除后，经过植皮手术，

创面全部愈合，经过早期康复运动指导，均为出现严重影响正常生活质量的瘢痕挛缩。 

结论 在应用 VSD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小儿烫伤的过程中，术前采取全面准备，术后给予针对性

的专科护理， 200 例烫伤患儿创面全部愈合，负压引流期间未出现管路脱落、透明薄膜破损、创

面出血、感染等症状，有效地缓解患儿的痛苦，降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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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89 

小儿 Meek 微型皮片移植临床失败原因的分析及补救措施的探讨 

 
李兴照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分析 Meek 微型皮片移植临床上治疗大面积重度烧伤患儿失败的原因，观察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外科自 2012 年 1 月到 2018 年 1 月收治的不同原

因所致的大面积重度烧伤患儿、均先采用 Meek 微型皮片移植进行手术但失败后并采取了相关补救

措施的病例 30 例，其中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1～12 岁(4.34±1．25 岁),烧伤总面积为 15%～

70%TBSA（32.68±4.75%TBSA）、深Ⅱ度-Ⅲ度烧伤面积 10%～50%TBSA（25.25±4.23%TBSA），

Meek 微型皮片移植的面积：15%～40% TBSA(21.25 ±2.23％TBSA)，手术失败的标准：Meek 微型

皮片移植成活率 0%～50%（26.31±3.42%），分析 Meek 微型皮片移植失败的原因，观察所采取补

救措施的疗效。 

结果 0 例大面积重度烧伤患儿 Meek 微型皮片移植失败的主要原因包括细菌感染（30 例、100%）、

营养因素（30 例、100%）、季节因素（梅雨季节 9 例、30%）等，均及时采取了相关补救措施、待

创面形成肉芽屏障后再行邮票皮移植，最终 30 例患儿中有 28 例的体表创面得到了有效的封闭、2

例死亡，补救治疗成功率 93%。 

结论 导致 Meek 微型皮片移植封闭大面积重度烧伤患儿体表创面失败的主要原因有细菌感染、营养

因素、季节因素等，我们采取了控制感染、加强营养、排除季节性潮湿干扰等对应治疗后 28 例患

儿的创面最终以邮票皮移植得到了有效封闭。 

 

 

OR-0190 

VSD 负压吸引技术治疗糖尿病足临床体会 

 
李德绘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观察一期手术清创糖尿病足溃疡创面+VSD 持续负压吸引+二期创面植皮加压+VSD 负压吸引技

术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糖尿病足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一期手术清创糖尿

病足引起的溃疡创面+VSD 持续负压吸引+二期创面植皮加压+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治疗组及创面清

创植皮对照组，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 

结果 分别对实验组及对照组的创面肉芽情况及植皮创面修复情况及住院时间观察，一期手术清创

糖尿病足引起的溃烂创面+VSD 持续负压吸引+二期创面植皮加压+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治疗组的创

面植皮存活率明显提高，且能明显缩短住院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一期手术清创+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二期植皮加压+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治疗糖尿病

足临床研究疗效良好，皮片容易存活，愈合快，明显缩短住院时间，且手术简单。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13 

 

OR-0191 

创面治疗的临床思路浅议 

 
赖文,卞徽宁,孙传伟,罗红敏,郑少逸,熊兵,马亮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创面是正常皮肤（组织）在外界致伤因子以及机体内在因素等作用下所导致的损害，常伴有

皮肤完整性的破坏以及一定量正常组织的丢失，同时皮肤的正常功能受损。目前，在烧伤外科的临

床工作中，创面治疗占比越来越高。近 5 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本单位出院患者中烧伤患者比例由

50%下降至不足 20%，创面修复成为主要临床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烧伤外科医生面对的创面更加

复杂了。由以前主要修复烧伤单一因素导致的创面变为修复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创面，应该建立

起新的治疗的思路。 

方法 面对临床上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创面，临床诊断至为重要。笔者认为应着重考虑以下五个

方面，逐一鉴别、排除，提高诊断准确率，有针对性治疗，从而提高治疗水平。 

感染相关性创面：感染是创面形成最常见因素之一，可单独存在，也可与其它因素共同存在。应重

视特殊病原体导致的感染，如结核菌、分支杆菌、真菌、创伤弧菌、革兰氏阳性菌等，细菌培养病

理检查能明确诊断。 

代谢疾病相关性创面：糖尿病、痛风是常见原发病，原发病的治疗非常重要。 

血管疾病相关性创面：包括动脉性溃疡和静脉性溃疡。介入手术、血管旁路手术、静脉结扎抽剥术

等作用明显。静脉性溃疡应重视压力治疗。 

免疫疾病相关性创面：许多难愈性创面与免疫功能异常有关。应重视原发病治疗，与内科共同协商

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调整，是治疗中重要的一环。早期较易误诊的创面如坏疽性脓皮病等应得到重

视。 

肿瘤相关性创面：肿瘤导致的创面越来越常见，除了烧伤外科较熟悉的瘢痕癌、鳞癌等，某些严重

创面、难愈性创面中血液肿瘤较为常见，尤其是淋巴瘤。获取标本行病理检查必不可少，但有时仍

有难度，有一定风险。 

与此同时，还不能孤立地思考问题，应该考虑创面的形成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形成的，主要病因可

以和其它任何病因同时存在，治疗时要分主次也要共同治疗。 

结果 以上五个考虑因素基本上包括了绝大部分的病因，在创面治疗中将其作为诊断及鉴别的重

点，有利于明确诊断，减少漏诊及误诊。尤其在年轻医生和创面治疗师的培训中，更应该强调这种

临床思路。 

 

 

OR-0192 

新生儿烧烫伤的疼痛干预 

 
严峻,崔杰, 陈建兵 ,邹继军, 沈卫民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如何减轻新生儿换药疼痛，减少疼痛对新生儿身心的影响。 

方法 2010 年-2015 年我科收治入院新生儿烧烫伤 126 例。入院后记录新生儿一般资料。用数码摄

相机记录患儿每次换药面部表情变化，同时记录患儿换药操作时所用敷料、换药次数、换药间隔时

间、创面深度、面积、部位等。运用新生儿面部编码系统(Neonatal Facial Coding System，

NFCS)，评估早产儿和足月儿疼痛，分别比较①深度，②部位，③治疗时间，④植皮，⑤敷料，⑥

非营养性吮吸对疼痛指数评分的影响。 

结果 早期换药时Ⅱ°烫伤疼痛评分明显高于Ⅲ°患儿，但随着换药次数的增多Ⅱ°烫伤疼痛评分

略有下降，相反Ⅲ°烫伤患儿疼痛指数明显上升后再下降，手足及会阴部烫伤换药时疼痛评分明显

高于躯干部。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患儿疼痛评分有所下降。植皮后评分相较植皮前明显下降。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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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油、凝胶类敷料评分明显低于银离子、纳米银等干性纱布类敷料评分。非营养性吮吸能明显降低

疼痛评分。 

结论 新生儿烫伤后换药疼痛明显，应加强疼痛管理，尽快愈合创面，对于敏感部位应尽量操作轻

柔，必要时尽早植皮，充分湿润创面或使用非粘附性敷料换药，予以非营养性吮吸减轻患儿换药痛

苦。 

 

 

OR-0193 

胸部扩张后颈横动脉穿支皮瓣修复颈部疤痕的治疗效果临床分析 

 
巫国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双侧胸部扩张器扩张后颈横动脉穿支皮瓣修复大面积颈部烧伤疤痕增生的临床疗效分析。 

方法 自 2017 年 6 月至今收治面颈部大面积烧伤后瘢痕增生患者 3 例，均于双侧锁骨下、乳头上方

胸大肌表面安装 100-600ml 容积皮肤软组织扩张囊各 1 个，之后 2 至 6 个月不等定期向扩张器内注

射生理盐水，待扩张满意，随后行动脉彩超将双侧颈横动脉颈段标记出来，再以颈横动脉颈段约

2-3cm为皮瓣蒂部行皮瓣转移修复面颈部疤痕切除后继发创面。 

结果 2 例患者行双侧颈横动脉皮瓣转移修复继发创面，术后给予罂粟碱预防血管痉挛及低分子肝

素钠抗凝，其中 1 例术后 4 小时出现皮瓣下活动性出血明显，给予急诊均再次手术止血，处理后皮

瓣逐渐恢复，颜色、质地、血运及外观均较术前明显改善。另 1 例术后皮瓣恢复顺利，术后 6 天发

现颈部正中前方皮瓣颜色略暗，考虑皮瓣下少量积血激化引起，经过加强换药及引流，术后 14

天，皮瓣颜色恢复，血运正常。最后 1 例行右侧颈横动脉皮瓣转移修复有面颈部瘢痕增生，术后皮

瓣恢复顺利，但右锁骨上方处皮瓣松弛度欠佳，轻微影响患者头部转向左侧。3 例患者恢复后均对

外观非常满意，功能得到明显改善。 

结论 现今社会每个人都越来越注重“颜值”，而对于面颈部烧伤后疤痕增生患者尤其如此，采用

扩张器扩张后颈横动脉穿支皮瓣可以较大面积修复面颈部增生疤痕，同时皮肤颜色及质地也较接近

面颈部。缺点是经历周期较长，往往注射扩张器要经历好几个月的时间，期间有发生感染及扩张器

破裂的风险，同时扩张器的置入短期内对患者的生活有较大的影响。综上所述，对于面积较大的成

年易配合患者，采取胸部扩张后颈横动脉皮瓣修复有显著疗效，并发症较少，值得在临床中应用。 

 

 

OR-0194 

Protective effects of glutathione on oxidative injury 

induced by hydrogen peroxide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Haitao Ren

1,2
,Qinghe Meng

2,2
,Natesh Yepuri

1
,Xianjin Du

1
,James Osei Sarpong

2
,Robert N. Cooney

1
 

1.Department of Burns and Wound Center，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Surgery， SUNY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Syracuse， New York 

 

Obj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GSH attenuates hydrogen peroxide 

(H2O2)einduced injury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Methods IEC-6 cells were cultured and treated with H2O2 GSH. Inflammation was measured 

by nuclear factor kappa-B (NF-kB) P65 expression, NF-kB nuclear translocation, ikBa 

phosphorylation, and interleukin 1 beta secretion. The role of P38 mitogen-ac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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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 kinase (P38 MAPK) signaling was examined using the P38 MAPK agonist U46619 and 

inhibitor SB203580 in H2O2 and GSHtreated cells. Phosphorylated and total P38 MAPKs 

and cleaved aspase-3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Pretreatment with GSH attenuates the activation of NF-kB and 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s by H2O2. GSH also decreased H2O2-mediated increases in interleukin 

1 beta secretion, cleaved caspase-3 activation, and apoptosis in IEC-6 cells. SB203580 

attenuated the increase in apoptosis and cleaved caspase-3 in H2O2-treated cells. The 

increase in apoptotic index and cleaved caspase-3 observed in U46619-treated cells was 

also diminished by GSH. 

Conclusions GSH appears to ameliorate oxidative injury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by attenuating H2O2-mediated activation of NF-kB and 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s that 

regulate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apoptosis. 

  

 

OR-0195 

儿童颈部烧伤瘢痕挛缩的手术治疗 

 
靳三丁

1
,张合成

1,2
,孙文超

1
 

1.河南省儿童医院 

2.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颈部烧伤瘢痕挛缩的手术治疗效果及术式选择 

方法 选取今年收治的烧伤后 1 年以上颈部瘢痕挛缩患儿 7 例，根据瘢痕挛缩轻重、周围组织情况

及家长沟通情况。对于瘢痕局限，组织较薄，颈部功能影响小的采取局部皮瓣成形术式；瘢痕虽然

局限，但组织较厚韧，且影响正常颈部活动的采用局部皮瓣加自体全厚皮片移植；大片增生性瘢

痕，挛缩牵拉周围组织以致颈部活动受限的，在瘢痕附近放置皮肤软组织扩张器，之后采取扩张后

任意型皮瓣修复术对切除瘢痕后继发创面进行修复。术后配合功能锻炼及颈部矫形支架佩戴。 

结果 7 例患儿均完成手术，z 成型 1 例、五瓣法成型 2 例，条索状挛缩解除；瘢痕切除自体全厚皮

片植皮 2 例，1 例靠近瘢痕瓣区有 0.5cm 条状皮肤坏死，经换药瘢痕愈合；软组织扩张器后任意皮

瓣修复 2 例，放置 200ml 扩张器 2 只、100ml 扩张器 2 只，未出现扩张器外露，1 例皮瓣边缘术后

早期有缺血表现，术后复诊 3月以上患者转移皮瓣的质地、色泽均和缺损区域组织保持一致。 

结论 颈部皮肤较薄弱，组织疏松弹性好，烧伤后易引起外观畸形及功能障碍，轻者直接影响外貌

及头、颈部活动功能，重者可引起广泛颏颈胸黏连，并可影响语言、咀嚼、进食、呼吸等功能，甚

至影响下颌、颈椎骨组织的发育以致变形。治疗目的在于解除颈部的强迫姿势，恢复或改善功能及

外形。可根据患儿的瘢痕及周围组织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术后采用抗挛缩措施及功能锻炼

可减少瘢痕挛缩的发生或减轻瘢痕挛缩的程度。 

 

 

OR-0196 

游离皮瓣移植修复患者头面颈部软组织严重烧伤的效果 

 
夏成德,狄海萍,薛继东,田社民,杨焕纳,邢培朋,曹大勇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游离皮瓣移植修复头面颈部软组织严重烧伤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2014 年 1 月一 2018 年 4 月，笔者单位收治头面颈部软组织严重烧伤患者 18 例，扩创后头面

颈部创面面积 14cm×6cm～22 cm×14 cm。伴有呼吸道烧伤者 5 例，眼球烧伤者 4 例，面颊部洞穿

性缺损者 4 例。应用股前外侧皮瓣或小腿内侧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创面，分别为 15 例和 3 例，皮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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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取面积 16 cm×7 cm～24 cm×17 cm。静脉血管吻合使用微血管吻合器吻合，动脉吻合是在显微

镜下常规手工吻合。 

结果 18 例游离皮瓣中，l 例术后 6 h 皮瓣下出血，血肿压迫出现皮瓣颜色发暗，经积极处理后皮

瓣血运转好，1 例皮瓣远端坏死 3cm，经过换药及植皮后创面封闭，其余皮瓣成活良好。两条静脉

血管吻合时间在 6～10min，平均为 8.5min，血管通畅率为 100%。出院随访 2～24 个月，五官功能

大部分恢复，皮瓣在颜色、质地等方面与面部正常皮肤不一致，部分皮瓣略显臃肿。4 例眼球烧伤

者，有 3 例眼球摘除，1 例眼球机化后保留。4 例面颊部洞穿性缺损者，修复了口腔的完整性，张

口度 2.2～3.5cm。 

结论 游离股前外侧皮瓣或小腿内侧皮瓣修复头面颈部软组织严重烧伤创面效果满意。静脉血管应

用微血管吻合器可以极大缩短血管吻合时间，保证皮瓣静脉血管吻合质量，提高皮瓣成活率。 

 

 

OR-0197 

转型时期烧伤科护士的核心能力培训体系的构建研究 

 
陈瀚熙

1,2
,赖文

1,2
,陈华德

1,2
 

1.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2.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目的 针对烧伤患者不断减少，烧伤科收治病种由烧伤患者扩大到慢性创面患者，制定转型时期烧

伤科护士的核心能力培训模式并观察培训效果。 

方法 根据护士的分层使用原则，构建转型时期烧伤科护士的核心能力培训模块并观察培训实施效

果。 

结论 基于护士的分层使用原则的核心能力培训模式，能更好的提高烧伤科护士的核心能力，适应

新时期病种的变化，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OR-0198 

水刀清创术在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背部创面的应用 

 
于东宁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背部深度创面溶痂阶段，往往引发严重感染及全身炎症反应；处理难

度大。此类创面采用水刀清创术，观察其对患者全身情况的影响及局部创面的效果。 

方法 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 16 例，男性 11 例，女性 5 例。平均年龄 39.2±8.6 岁。烧伤面积 60-

95%, 均伴有背部广泛深二度以上创面。常规抗休克、肢体及胸部深度创面予以切削痂、植皮术

（微粒皮、网状植皮或 MEEK 植皮），并常规使用翻身床辅助治疗。背部创面出现广泛溶痂后，手

术室全麻下采用水刀清创术，并予以自、异体皮移植。观察创面愈合情况及全身情况变化。 

结果 入选病例，背部广泛溶痂时间在伤后 10-19 天。溶痂时间与休克渡过平稳程度呈负相关；与

初次上翻身床距离伤后时间呈负相关。所有背部广泛溶痂病例，均出现明显脓毒症；其中三例伴有

脓毒性休克（早期伴有延迟复苏）。手术室全麻下予以水刀清创术，术中出血量不多（大多压迫止

血即可，而无需过多电凝止血）；术后数小时患者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情况均明显好转。背部创面

术后经换药基本愈合者 5例；补充植皮一次后基本愈合者 7例，补充植皮二次后基本愈合者 4 例。 

结论 1.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背部广泛溶痂，对全身情况影响很大。及时、高效率清创有助于尽

快稳定全身情况。 

2.水刀清创术应用于背部溶痂后的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术中出血少，清创效率高、速度快；术后

全身情况更稳定（毒素、病原微生物因手术操作而侵入机体程度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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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面的最终确切覆盖依然十分重要。清创术后尽快植皮修复创面，才能真正稳定全身情况。 

 

 

OR-0199 

632 例危重烧伤患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王淑君,张改巾,宋喜鹤,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调查危重烧伤患者致病相关因素和发病规律,为危重烧伤的预防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调查北京市收治的 632 例危重烧伤住院患者,统计分析性别比例、年龄分布、致伤因

素、受伤场所、季节分布、时间分布、合并症情况、感染菌株培养情况、病死率。 

结果 结果：危重烧伤患者男女比例为 2:1；14 岁以下的儿童发病超过成年人的 47.78%,占到了

48.42%；14 岁以下危重烧伤患儿中，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占 91.83%;热力烧伤为主要致伤因素,占

94.78%，火焰烧伤和热液烧伤所占比例基本持平; 在家中发生构成比高于在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

中在单位烧伤最多,生活中受伤比例跃升至 67.72%；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季节分布依次为夏季 

(35.76%)、春季(29.43%)、秋季(21.36%)、冬季(13.45%);日间发生率高，占 61.39%，其次是晚

间，占 16.61%；接诊时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占 31.01%;常见感染菌占比从高到低前 3 位，依次为耐

药绿脓杆菌、鲍曼不动杆菌、耐药葡萄球菌；危重烧伤病死率 2.69%。 

结论 危重烧伤预防工作的开展迫在眉睫;预防的重点人群是 6 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壮年;危重烧伤预

防知识宣教重点应转移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安全和发生火灾时的自救、自我保护的宣教。 

 

 

 

OR-0200 

A 型肉毒毒素对于瘢痕增生影响的动物实验研究 

 
陶谏,刘宾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肉毒素 A（BTXA）局部注射对于兔耳瘢痕形态以及瘢痕内成纤维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 

方法 10 只新西兰大耳白兔建立 120 处兔耳瘢痕模型，肉毒素 A 治疗组(T 组)，对照瘢痕组(S 组)

各 60 个创面。术后 28 天时，收集两组瘢痕组织，分别进行 HE 染色、MTT 法检测成纤维细胞增殖

活性和电泳法 TGF-β1 表达测定。 

结果 组织学检查及瘢痕增生指数结果提示 BTXA 局部注射可抑制瘢痕内成纤维细胞的过度无序增

殖；MTT 法检测结果提示 BTXA 作用后的成纤维细胞活性明显较未治疗组降低（P<0.05）；TGF-β1

表达测定，治疗组(T 组)的 TGF-β1 条带明显小于对照组(S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通过对瘢痕中成纤维细胞增殖活性的抑制，BTXA 可以降低成纤维细胞对于胶原等细胞外基质

的合成以及下调细胞因子 TGF-β1的表达，起到抑制瘢痕增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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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01 

重度烧伤患者生活质量早期心理干预效果系统评价 

 
罗旭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早期心理干预对中重度烧伤病人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状况的影响。 

方法 利用 PubMed, Web of Science, Library of Congress,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

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由两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评价文献质量和提取数据，采

用 进行 Meta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8 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2448 例，干预组 1226 例，对照组 1222 例，干预方法主要

包括：健康教育、心理支持、认知干预、行为干预、放松疗法。干预时间以患者入院至出院的全程

心理干预，评价量表主要为：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

卷（GQOLI-74）。SAS 总分、SDS 总分及 GQOLI-74，比较均显示干预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心理干预能有效缓解重度烧伤患者的焦虑、悲观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OR-0202 

VSD 联合过氧乙酸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研究 

 
周军利

1
,李亚文

2
 

1.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2.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0000 

 

目的 探究 VSD+过氧乙酸溶液冲洗术对糖尿病足患者全身感染、炎症反应情况及创面局部生长因子

含量的影响；探究 VSD+过氧乙酸溶液冲洗术对糖尿病足创面的治疗是否优于创面单纯使用 VSD 及

VSD+无菌生理盐水冲洗术。 

方法 选取我院烧伤科 48 例Ⅱ或Ⅲ级的糖尿病足患者（16 例治疗方法为创面单独应用 VSD，16 例

为 VSD+生理盐水冲洗、16 例为 VSD+过氧乙酸冲洗）的资料进行分析。患者入院后即观察创面局部

情况，并于第二日检测全身相关指标。纳入研究患者均给予以营养支持与改善全身微循环为主的全

身系统对症支持治疗,将血糖控制在适当的水平。清创时尽可能清除创面坏死组织及残留异物,取适

量创面肉芽组织，用 PBS 缓冲液冲洗后置于液氮保存，等待后续检测。创面彻底止血,安装 VSD，

调整负压值为 180mmHg。将患者随机分配到 VSDA 组、VSDN 组及 VSD 组内,分别行 VSD、VSD 联合过

氧乙酸溶液生理盐水冲洗治疗。第 7 日，拆除 VSD 装置，记录创面局部情况并再次检测全身相关指

标，切取适量创面中心肉芽组织，将两次留取的组织行后续 EGF、FGF检测。 

结果 1.三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年龄、病灶范围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前

三组的 WBC、CRP、ESR、IL-6、TNF-α、EGF、FGF 水平评定无统计学差异（P>0.05），即排除了三

组间非治疗因素之影响，认为三组病人在治疗前存在可比性。2.经过 VSD、VSD 联合过氧乙酸溶液/

生理盐水冲洗治疗后，VSDA 及 VSDN 组患者 WBC、ESR、CRP、IL-6、TNF-α、EGF、FGF 均有所改

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VSD 组 WBC 水平改善明显（P＜0.05），余全身及创面局部

参数未见明显改善(P>0.05)。3.VSDA 组与 VSDN 组相比，治疗后患者 WBC、ESR、CRP、IL-6、TNF-

α、EGF、FGF改善的显著，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VSD+生理盐水/过氧乙酸溶液冲洗术对糖尿病足患者的 EGF、FGF 含量及患者全身感染指

标、炎症反应因子水平的改善程度均优于创面单纯应用 VSD 疗法，均有提高创面愈合率的作用。

2.VSD 负压吸引+过氧乙酸溶液冲洗术对糖尿病足的疗效更优于 VSD 负压吸引+无菌生理盐水冲洗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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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03 

Intense pulsed light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postburn 

hyperpigmentation and telangiectasia 

 
李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 的 Intense pulsed light (IPL) has been used to treat postinflammatory 

hyperpigmentation and telangiectasia in Fitzpatrick type I -II skin. However,its 

therapeutic effects after superficial second-degree burns in Asian populations with 

Fitzpatrick type III-IV skin are uncertain. 

方法 Each patient underwent 2–6 treatments over 3–5 weeks. The laser wavelength was 

560–615 nm. Skin pigmentation was evaluated by two plastic surgeons as well as by the 

patients themselves (self-evaluation) before treatment at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cycle and 1 year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Blood flow in telangiectasia skin was 

measured by laser Doppler flow. 

结果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PL significantly lessened hyperpigmentation so that 

close to normal skin color was achieved after the treatment cycles, and pigmentation 

did not reoccur 1 year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Approximately 82.9% of the pati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eatment outcomes. Doppler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d 

blood flow in telangiectasia after treatment. 

结论 IPL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modality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hyperpigmentation 

and telangiectasia after fire burns. 

 

 

OR-0204 

通过共培养模型初步探讨脂肪干细胞促进放射性皮肤损伤修复的

机制 

 
唐炜雅,杨超, 方硕,邢新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本研究通过将大鼠脂肪干细胞（rADSCs）与辐射后的大鼠皮肤成纤维细胞（rFbs）隔以半透

膜共同培养建立 rADSCs 修复放射性皮肤损伤的细胞模型，观察共培养对 rFbs 放射性损伤的修复，

探索 ADSCs 通过旁分泌作用促进放射性皮肤损伤愈合的机制，为进一步研究 ADSCs 修复放射性皮肤

损伤奠定基础。 

方法 将 rADSCs 与辐射后的 rFbs 隔以半透膜共同培养，通过划痕实验比较各组 rFbs 迁移能力的差

异，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 rFbs 的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EdU 检测各组 rFbs 的细胞增殖能力，

Western blot 检测 rFbs 的 CCND1、P53 的水平，ELISA 检测培养基中 TGF-β、GCSF、COLⅠ、

COLⅡ等指标。制作大鼠皮肤放射性损伤模型，将 rADSCs、rADSCs 共培养基、完全培养基在创面周

围局部注射，通过创面面积测量、HE 和 Masson 染色观察创面组织结构变化，PCNA 和 Tunel 实验检

测细胞增殖和凋亡，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创面组织 CD31、TNF-α 的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生长因

子 VEGF的水平，综合反映大鼠放射性创面的愈合状况。 

结果 在大鼠放射性皮肤损伤模型中，rADSCs 共培养基应用于大鼠放射性创面中，可以降低炎症反

应，促进血管生成和胶原产生，增强细胞增殖能力，促进创面愈合。在体外实验中，辐射可以引起

rFbs 增殖、迁移能力下降，细胞凋亡增加，G2 期阻滞，CCND1 蛋白水平下降，P53 蛋白水平升高，

分泌细胞因子 TGF-β 水平升高，而 GCSF、CollagenⅠ、CollagenⅡ水平下降。rADSCs 共培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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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rFbs 增殖迁移能力明显上升，细胞凋亡减少，G2 期阻滞减轻，CCND1 蛋白水平升高，在培养基

中，TGF-β水平下降，而 GCSF、CollagenⅠ、CollagenⅡ水平升高。 

结论 rADSCs 与辐射后 rFbs 的共培养基在动物模型中能够有效促进大鼠放射性皮肤损伤创面愈

合。共培养模型中 rADCSs 可以通过旁分泌作用增强放射后 rFbs 的增殖、迁移能力，降低细胞凋

亡，修复 rFbs放射性损伤。 

  

 

OR-0205 

基于转录组测序对负压伤口疗法治疗小鼠烧伤感染创面的 

机制探索 

 
刘洋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OR-0206 

负压伤口治疗机制研究进展 

 
王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负压伤口治疗 NPWT（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作为一种伤口治疗手段在我国已有十余

年历史，通过这种治疗方式使很多难以愈合的伤口得以治愈。然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这种优秀的

治疗手段的治疗机制，仍不完全明确。作者通过检索国内外文献并结合临床实践，对 NPWT 的治疗

机制做一综述，分析 NPWT 治疗的物理作用机制，提出在形成负压状态下，负压材料的微观结构对

组织的切割性作用增大了创面可供愈合的表面积，对于难以彻底清创的伤口，通过负压切割作用，

使失活组织碎裂，更易于水解，更容易被负压吸出，对创面形成持续性的显微损伤，持续性的启动

伤口愈合过程，从而达到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有望进一步改进负压治疗的方案，并提出新型负压

材料的改进方案。 

 

 

OR-0207 

改良 V-Y 推进皮瓣修复指端软组织缺损的疗效观察 

 
李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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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08 

2007-2016 年某部队基层医院小儿烧伤住院患者流行病学 

调查分析 

 
姚志慧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661400 

 

目的 研究某部队基层医院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特征，了解小儿烧伤的相关临床规律及存在的相关问

题，为预防儿童烧伤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统计云南省开远市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18

岁及以下住院烧伤小儿患者资料，对各年龄段及各居住地患儿烧伤的性别、致伤原因、致伤时间、

致伤场所、院前处理、烧伤总面积、致伤部位、吸入性损伤和复合伤、住院费用来源、治疗结局和

住院天数等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 

结果 本次收录烧伤住院患儿共 1169 例，占同期烧伤住院患者的 40.08%，是本地区严重烧伤的主

要群体。烧伤患儿中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 1:0.6。烧伤患儿主要集中于 0 岁到 3 岁之间，占

同期烧伤住院患儿的 54.15%。热液烫伤是本地区小儿烧伤的主要原因，每年 6 月至 8 月发病率较

高，随着年龄增长，火焰烧伤和电烧伤作为致伤因素所占比例明显增加。农村烧伤患儿数量明显多

于城市，主要致伤场所多为私人住宅。患儿烧伤面积以 10%～39%为主，最常见致伤部位所占比例

由高到低依次为躯干、下肢、上肢、头面颈及臀部。烧伤患儿住院费用来源主要是新农合及城镇医

保。 

结论 通过本研究，明确本地区小儿烧伤发生的特点，为今后制定小儿烧伤预防措施提供相应的流

行病学数据，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OR-0209 

烧伤康复 

 
谢卫国 

湖北省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 

 

 

 

 

OR-0210 

烧伤儿童的康复治疗 

 
周雅琴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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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11 

下颌严重疤痕畸形修复方案探讨 

 
张家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OR-0212 

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白烟致急性肺损伤实验研究 

 
童亚林 

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OR-0213 

大面积烧伤后严重罕见并发症一例临床报告 

 
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OR-0214 

“5.17”南阳成批钢水烧伤患者的转运及早期救治 

 
张树堂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进一步探讨成批危重钢水烧伤患者的早期救治方案。 

方法 对 5.17 南阳某钢厂突发爆炸事件中，13 名钢水烧伤伤员的病情、转运、救治过程及经验进

行总结，该次救援及早期救治主要采用科学合理的双梯队管理法和加量法、多院及多学科综合诊疗

模式、建立迅速有效的早期转运及救治体系、基于患者治疗反应的补液方案及早期切痂植皮等措

施。 

结果 爆炸事件后西峡县应急办及急救中心立即对患者组织抢救等初步处理，同时上报南阳市卫计

委，其立即组织南石油田医院启动救护车和直升飞机奔赴现场进行抢救，于伤后 5 小时左右，13

名重度烧伤以上伤员全部转入院内进行救治，转运成功率 100%。两名伤员因脑外伤及全身

100%TBSA 的深度烧伤，入院 24 小时内死亡。其余 11 名伤员中特重伤 9 名、重度烧伤 2 人，9 例特

重伤中有 6 名烧伤面积达 80-100%TBSA，这批患者同时合并有爆震伤，救治难度大，这 11 名患者 1

周生存率 100%，2周生存率达 90.9%，1月生存率 72.7%，4月好转出院率、生存率 54.5%可。 

结论 发生成批烧伤事故后相关部门有效组织、空陆联合转运、转运与院内接诊无缝连接、多院及

多学科齐心协力共同救治的模式能极大地改善患者预后、降低爆炸损伤造成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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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15 

危重烧伤患者的早期康复 

 
王淑君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OR-0216 

烧伤早期的康复治疗 

 
成剑 

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OR-0217 

创面治疗对危重烧伤患者后期功能康复的影响 

 
许瓅文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OR-0218 

围手术期的快速康复外科 

 
刘利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快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 After Surgery ,ERAS）是在一系列询证医学证据的发展和支持

下，颠覆传统外科观念，采取多学科合作模式对围术期处理措施及流程进行优化，从而加速术后患

者康复，这一理念最早由丹麦外科医生 Kehlet 在 1997 年倡导，并在临床实践中积极探索其可行性

及优越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快速康复外科传入我国已有十多年，并在胃肠、肝胆外科，心胸外

科，泌尿外科，妇科等外科诸多专业领域得以成功应用，在减少上述外科疾病领域患者手术应激及

术后并发症，缩短患者平均住院日，提高患者就医体验及满意度方面有较好的效果。本文从

PubMed、万方数据库收集了 2011-2017 年的相关文献，对 ERAS 研究进展特别是 ERAS 在烧伤外科领

域的应用研究进行简要综述，以期为烧伤外科专业领域快速康复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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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19 

基于 PICC 在烧伤患者静脉通路管理中证据的应用和 CRBSI 的 

防控 

 
滕培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为降低大面积烧伤患者导管相关性感染发生率，将 B 超导引下 Power PICC 穿刺技术应用于大

面积烧伤患者输液治疗。 

方法 数据使用 SPSS20.0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

使用百分比和卡方检验。  

结果 本组 28 例患者平均留置时间 31.75±13.99 天，18 例患者行贵腰静脉穿刺，6 例患者行肘正

中静脉穿刺，4 例患者行肱静脉穿刺。其中创面上或距创面边缘<5cm 部位穿刺 8 例（占

28.57%），正常皮肤上穿刺 20 例（占 71.43%）。28 例患者中 4 例发生高热占 14.29%，血培养阳

性 3 例占 10.71%，导管培养均阴性。1例因患者突发精神异常自行拔管，其余均无并发症发生。 

结论 烧伤患者通常使用 CVC 建立静脉通路维持液体的输注，但 CVC 容易发生感染，留置时间仅 7

天左右，有时更短，反复的穿刺给患者带来痛苦。而 Power PICC 导管，亦可为病人建立了有效的

急救静脉通道，且输注速度快，并可直接在导管中采血，还可用作 CVP 监测，适宜输注血浆、全血

等血制品、TPN、强酸、强碱抗生素等刺激性药物连续滴注或微量泵推注等要求等优点，更适合大

面积烧伤患者使用。 

 

 

OR-0220 

提高烧伤监护室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 

 
柴雪郡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750000 

 

 

 

 

OR-0221 

JCI 模式下烧伤科护理流程改进及成效 

 
陈华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本文总结 JCI 理念下烧伤科护理管理实践及成效。根据烧伤科特点，重点改进：提高患者身份

辨识操作正确率、增进有效沟通、安全使用高警讯药品、降低医源性感染的风险、优化疼痛管理流

程、标准化营养评估流程、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5 年来，未发生 1 例因身份核查不到位引起的

不良事件；护理部年度目标管理患者安全指标均达成；科室共开展质量改进项目 12 项，出院患者

满意度测评 96.50%；护士对工作满意度＞95%。出色完成重大群体伤救治工作、实现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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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22 

两种术中保暖措施对游离皮瓣血运的影响 

 
王玲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术中 2 种保温措施干预对游离皮瓣血液循环的影响，从而针选出对游离皮瓣移植血液循

环最有利的术中保温措施，为术中护理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将 96 例欲行游离皮瓣移植患者按就诊次序,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保温组和多元化保温组

2 组，每组 48 例。常规保温组采用保温措施:术中维持常规手术室室温;冲洗液常规加温冲洗皮

瓣。多元化保温组措施:提高术中室温及使用的各种冲洗液、消毒液温度；液体输入使用温液仪输

入；术中使用手术床应铺置复温毯。观察 2种保温护理措施对游离皮瓣移植血液循环的影响。  

结果 常规保温措施护理组移植皮瓣的局部弹性、毛细血管充盈时间评分分别为（2.02 ± 

0.79）、（2.04 ± 0.8）分；多元化保温护理组移植皮瓣的局部弹性、毛细血管充盈时间评分分

别为（2.50 ± 0.61）、（2.48 ± 0.6）分，显著优于常规保温措施，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z=3.872 65、1.949 15，均 P＜0.05）。常规保温组临床预后皮瓣成活率为 83.3%，多元化保

温组临床预后皮瓣成活率为 95.8%，显著优于常规保温组，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02 ，P＜0.05）。   

结论 多元化保温护理组，可更有效促进皮瓣局部血运和皮瓣成活，改善临床预后，促进术后康

复，值得临床推进。 

 

 

OR-0223 

鼻背瘢痕做衬里修复鼻翼缺损 

 
王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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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01 

Management of combined massive burn and blast lung 

injury 

 
Xingfeng Zheng,Shichu Xiao ,Zhaofan Xia 

Changhai Hospital， Naval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evere thermal injury combined with blast lung injury (BLI) occurs 

frequently in terrorist bomb attacks and accidental explosions. This report 

summarizes our experience with the management of combined massive burn and BLI at 

Shanghai Burn Center in Chin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was performed for 

massive burn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BLI during a 20-year interval.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causes of injury, clinical parameters, management, and outcomes were 

record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Total of 151 patients (120 males and 31 females) with severe burn injury 

(≥50%TBSA) treated at the Burn Center of Changhai Hospital in Shanghai between 

July 1997 and June 2017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mean age was 38.6 ± 

17.8 (3-75) years. Of them, 28 patients were combined with BLI and 39 patients 

had no BLI or smoke inhalation injury (None-BLI-SII).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urn area or full thickness burn are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lowest PaO2/fraction of inspired oxygen (FiO2) during the first 24 h in BLI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one-BLI-SII patients. Exudative 

changes were observed on X-ray radiography in all BLI patients but not in None-BLI-

SII patients within 6 h after injury.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portion of colloids 

were used for fluid resuscitation in BLI patients 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None-BLI-

SII patients. A higher proportion, longer time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a higher 

rate of sedation were need for BLI patients than those for None-BLI-SII patients. 

The first escharectomy was performed later in BLI patients than that in None-BLI-

SII patients during waiting for the recovery of lung injury. The length of ICU and 

hospital stay in BLI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None-BLI-SII 

patien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overall mortality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Conclusions It is a formidable challenge for clinicians to diagnose and manage massive 

burn patients combined with BLI. 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pproach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including fluid resuscitation, airway management,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surgical treatment. Given the high mortality of massive burn patients combined 

with BLI even in a recognized burn center, more prospective studies are encouraged to 

explore m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such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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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02 

头皮供皮区多次重复取皮的临床经验 

 
卢长虹,李连贵,徐和平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目的 探讨大面积深度烧伤后头皮供皮区的保护和反复取皮的技术要点 

方法 1. 头皮取皮前，皮下常规注射肿胀液（生理盐水 1000ml+1mg 肾上腺素），注射量为 1%体表

面积注射肿胀液 500ml； 

2. 控制取皮厚度在 0.2-0.25mm，避免取皮过厚，影响愈合； 

3. 常规应用 bFGF促进上皮生长； 

4. 外用石蜡油，清洁并滋润新生头皮。 

结果 患者男性，26 岁，1989 年 9 月 3 日火焰烧伤全身 1 小时后入院，入院诊断：特重烧伤，烧伤

总面积 100%，其中 III 度烧伤面积 96%，合并吸入性损伤，头皮约 0.5%正常皮肤。患者入院时病

情危重，呼吸困难，急诊行气管切开术及四肢切开减张术，抗休克补液，入院第 4d 行双下肢切痂

微粒植皮+异体皮覆盖术，术中取头皮刃厚皮 0.5%，取皮后创面外用凡士林油纱布覆盖，无菌纱布

敷料覆盖，次日打开外层纱布敷料，只保留凡士林油纱布。12d 后头皮供皮区愈合，行双上肢切痂

植皮，头皮取皮术，取皮面积约 0.5%，取皮后创面仍用凡士林油纱布覆盖，无菌纱布敷料覆盖。

1w 头皮供皮区愈合，分别在伤后 19、26、33、40d 行四肢创面植皮术，头皮取皮术，治疗 360d 患

者创面基本愈合。患者此后反复出现溃疡创面，有 4 次出现癌变，重复取头皮修复，取皮工具均为

徒手滚轴式取皮刀，采用肿胀技术减少出血。住院 28年，累计取头皮 122次。 

结论 1. 取皮前后头皮的保护非常关键，避免持续受压、感染，常规应用 bFGF 促进上皮生长,外用

石蜡油滋润新生上皮; 

2. 大面积深度烧伤后，头皮是重要皮库，应反复切取，充分利用以解决皮源不足的问题，提高大

面积烧伤治疗成功率。 

 

 

PO-0004 

新型功能敷料组合在皮肤移植供皮区的应用 

 
钟俊波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643000 

 

目的 探讨一种有利于供皮区愈合、减少患者换药痛苦的新方法，比较新型功能敷料组合使用与凡

士林纱布在供皮区应用中创面愈合时间、换药疼痛度及后期瘢痕增生的差异。 

方法 随机选取 13 例较小面积大腿供皮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大腿取皮后，将同“一刀”供皮区

分为左右二个区域，随机纳入凡士林纱布组和功能敷料组进行自身对照，功能敷料组分别使用藻酸

盐（一级敷料）、泡沫敷料（二级敷料），凡士林纱布组使用凡士林纱布（一级敷料），普通纱布

（二级敷料）。二组均 7 日后开始换药，每 3 日一次，观察创面愈合时间，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比较第一次换药时疼痛度。术后随访 6-12月，使用温哥华量表观察瘢痕增生情况。 

结果  所有纳入病例无一例发生感染、浸渍，愈合时间实验组 12.10±2.47 天，对照组

21.60±4.00 天；疼痛评分实验组 2.60±1.26，对照组 6.30±1.77，瘢痕增生情况（VSS）实验组

8.08±1.50，对照组 8.08±1.71。两组比较，实验组愈合时间提前，换药疼痛减轻(p＜0.01), 而

瘢痕增生情况无明显差异(p=1.00)。 

结论 新型敷料组合在供皮区的应用，可减少创面愈合时间，减轻患者在换药中的疼痛，渗液管理

良好，值得临床应用。但随访中未发现二组间瘢痕增生情况存在差异。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28 

 

PO-0005 

中、重度吸入性损伤气道改建的维护 

 
魏霞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中、重度吸入性损伤气道改建后的护理，气道湿化和吸痰的最佳操作流程。 

方法 气道改建后保持气道通畅，气道湿化采用雾化吸入，定时冲洗灌注，持续滴注的方法，呼吸

机辅助呼吸依据血气分析监测随时调整参数。 

结果  

结论 经过抢救及准确护理操作，19 例患者的呼吸道通畅率达到 100%，存活 14 例， 5 例死于多

器官功能衰竭。 

 

 

PO-0006 

游离中厚皮皮管法预制尿道阴囊皮瓣修复烧伤后阴茎中段 

尿道缺损 

 
官浩,徐志刚,李军,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采用游离中厚皮皮管预制血管化的尿道阴囊皮瓣修复烧伤后男性阴茎中断尿道缺损的临

床效果。 

方法 对因为烧伤，外伤无阴茎皮管法、阴囊皮瓣法尿道成型术条件的尿道中段缺损患者 3 例，一

期采用游离中厚皮片预制硅胶管支撑皮管，皮管埋置于残存阴囊皮瓣下 14 天，血管化。14 天后行

二期手术，做局部皮瓣转移，与原有尿道会师后，2周拔出尿管。。 

结果 一期植入后，患者无不适，二期会师后，愈合良好。拔出尿管后，排尿正常，随访 1 年，排

尿正常。 

结论 游离中厚皮管法预制尿道阴囊皮瓣对于阴囊残留较少的男性阴茎中段尿道缺损患者是一种可

选的手术方式 

 

 

PO-0007 

Use of porcine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following early 

dermabrasion reduces length of stay in extensive deep 

dermal burns 

 
Zhiqian Guo

1
,Xu-Lin Chen

2
 

1.Department of Burns and Plastic Surgery， No. 174 Hospital of PLA， Xiamen， Fujian 

2.Department of Burn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early dermabrasion and porcine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ADM) in extensive deep dermal burn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09 to September 2013, a total of 60 adult patients sustained 

greater than 50% total body surface area (TBSA) burn by hot water or gas explosion wa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dermabrasion: Group A (early dermabra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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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cine ADM), Group B (early dermabrasion and nano-silver dressings), and Group 

C (conservative group). The wound healing tim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analyzed. Scar assessment was performed 3 and 12 months post-operatively with a 

modified Vancouver Scar Scale linked with TBSA (mVSS-TBSA).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mean burn size, full-thickness burn, 

age, male-to-female ratio, or incidence of inhalation injury between the patients in 

three groups (P＞0.05) . Study burns treated with early dermabrasion and porcine ADM 

had a mean healing time of 22.50 days (±4.7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group B and C. The mean time in hospital of patients received early 

dermabrasion and porcine ADM was 28.3±7.2 day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group B and C (P<0.05~0.01). The mVSS-TBSA of patients in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B and C at 3 and 12 months after the injury. 

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rtality rate between three groups(P＞0.05). 

Conclusions  Early aggressive dermabrasion and porcine ADM coverage 

facilitates wound healing, decreases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improves 

esthetic and functional results in extensive deep dermal burns with burn size over 50% 

TBSA. 

  

 

PO-0008 

手背尺侧皮瓣修复小指尺侧缺损的临床效果观察 

 
童伟平,吴天德,刘志荣,练至真 

武平县医院,364000 

 

目的 观察手背尺侧皮瓣修复小指尺侧缺损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11 月应用手背尺侧皮瓣修复小指尺侧缺损病例共 6 例，观察术后皮瓣

成活和供区伤口愈合，6 个月后皮瓣外观与感觉（触觉和两点分辨觉）、供区疤痕、手 TAM 综合评

分。 

结果 术后 6 例皮瓣全部存活，随访 6 个月～15 个月，皮瓣质地优良，外形满意，手指功能恢复

好，供区没有显著疤痕和功能影响。 

结论 手背尺侧皮瓣修复小指尺侧缺损的临床效果满意。 

 

 

PO-0009 

负压封闭引流冲洗联合局部氧疗对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观察 

 
张美光,阳纯兵 

粤北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负压封闭引流（VSD）冲洗联合局部氧治疗对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收治 3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结合个人意愿

分为单纯 VSD（VSD,9 例）组；VSD+冲洗（VSDI,10 例）组；VSD 冲洗联合局部氧治疗（VSDIO,11

例）组。于治疗前，治疗 7 d，均行创面大体观察；治疗 7d 后计算创面肉芽覆盖率；留取创面组

织液，检测创面组织液氧分压；记录 3 组创面二期手术方式及术后游离皮片或皮瓣成活率（%）；

比较术后平均换药次数，抗生素费用及住院时间。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LSD-t检验。 

结果 （1）VSD 冲洗联合局部氧治疗组肉芽组织覆盖率[（95±4）%]均高于单纯 VSD 组与 VSD+冲洗

组（t 值为 13.53、27.63，P 值均小于 0.01），VSD+冲洗组与单纯 VSD 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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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4.09，P 值小于 0.01）；（2）治疗 7 天后，VSD 冲洗联合局部氧治疗组氧分压 为

[(118±12)mmHg]，均高于单纯 VSD 组与 VSD+冲洗组（t 值为 73.91、76.59，P 值均小于 0.01），

VSD 组与 VSD+冲洗对照组比较无差异（t 值为 2.69，P 值大于 0.05）；（3）3 组以游离皮片和带

蒂皮瓣修复创面， VSD 冲洗联合局部氧治疗组皮片成活率[（97.9±2.0）%]与皮瓣成活率

[（97.5±0.9）%]均优于单纯 VSD 组与 VSD+冲洗组（t 值为 11.2~20.4，P 值均小于 0.01），VSD+

冲洗对照组优于 VSD 组（t 值为 4.43、8.43，P 值均小于 0.05）。（4） VSD 冲洗+局部氧治疗组

术后换药次数、抗生素使用天数及住院时间明显少于 VSD+冲洗组和单纯 VSD 组(t=3.37~13.26，P

值均<0.01)；VSD+冲洗组少于单纯 VSD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9~6.24 ，P 值均

<0.05)。 

结论 VSD 冲洗联合局部氧治疗充分利用三种创面治疗的优势，纠正创面组织的缺血缺氧，为创面

修复提供新鲜创面床，提高二期移植皮片或皮瓣成活率，提高临床疗效。 

  

 

PO-0010 

瘢痕性眉下垂整形术后 A 型肉毒素的应用体会 

 
赵阳,于扬,达吾力▪沙里木江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830000 

 

目的 瘢痕性眉下垂术后应用 A型肉毒素对畸形修整治疗的体会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面部烧伤、外伤后瘢痕性眉下垂整形术后患者 16 例，根据眉

下垂程度分 2 组，一组仅切眉及皮瓣成形术治疗，一组待术后肿胀消除后使用 A 型肉毒素（衡力）

注射提眉肌群。注射点为额肌 2U（5 点）、提眉肌（4U）、降眉肌（4U），术后 1 月、6 月评价眉

下垂矫正结果。 

结果 手术组术后 1 月 7 例患者对眉形满意，术后 6 月患者 4 例对眉形满意。手术结合肉毒素注射

组术后 1 月 8 例满意，6 月 7 例患者对眉形满意。测量坐位睁眼时左右眉头、眉峰和眉尾差距，手

术组术后 1 月 7 例患者对眉头、眉峰及眉尾均较对侧高 0.2±0.1cm，1 例患者较对侧低

0.4±0.2cm；术后 6 月患者 4 例对对眉头、眉峰及眉尾均较对侧高 0.2±0.1cm，4 例患者较对侧低

0.4±0.2cm；手术结合肉毒素注射组术后 1 月 8 例对眉头、眉峰及眉尾均较对侧高 0.2±0.1cm；

术后 6月 7例患者对眉头、眉峰及眉尾均较对侧高 0.3±0.1cm，1例患者较对侧低 0.4±0.1cm。 

结论 瘢痕性眉下垂由于眉毛周围瘢痕牵拉形成畸形，除手术纠正畸形外，术后瘢痕再次牵拉形成

畸形发生率高。除 1 例因外伤后损伤面神经导致额肌瘫痪外，其余术后 1 月瘢痕牵拉不明显。术后

6 月瘢痕塑性呈无序状态，由于眉周围肌群活动造成一定的眉内移、外形变化较大。使用 A 型肉毒

素后，减轻眉周围肌群牵拉，同时减轻瘢痕过度生长及挛缩，6 月后与术后 1 月变化不大。瘢痕性

眉下垂术后使用 A型肉毒素综合治疗能有效减轻术后畸形复发和加重。 

 

 

PO-0011 

异体富血小板血浆免疫原性的小型猪动物实验研究 

 
姚丹

1,2
,赵帆

1
,郝岱峰

1
,冯光

1
,褚万立

1
,陈泽群

1
 

1.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评价异体富血小板血浆（PRP）在小型猪体内产生的免疫原性反应。 

方法 无菌条件下经颈动脉取巴马小型猪全血，通过二次离心法制备异体 PRP；9 只雄性巴马小型猪

双侧股部分别注射激活的异体 PRP 0.5ml，于注射前及注射后第 1、2、4 周分别随机取 3 只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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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耳缘静脉血各 1ml，之后处死该小型猪，取注射部位组织。流式细胞检测比较 CD4+/CD8+淋巴细

胞亚群，组织学及免疫组化分析比较局部免疫原性反应。 

结果 （1）与注射异体 PRP 前 CD4+/CD8+淋巴细胞亚群比(0.75±0.02),局部注射异体 PRP1 周后

CD4+/CD8+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变化不大（0.96±0.01，P<0.05），且注射 4 周后 CD4+/CD8+淋巴细

胞亚群比例已恢复至正常水平（0.79±0.01，P>0.05）。病理检查可见，异体 PRP 注射部位的局部

组织于 1 周后有轻微炎症反应和 IL-2 的表达，注射后 2、4 周炎症反应逐渐消失，IL-2 表达转为

阴性。 

结论 异体 PRP 注射仅在小型猪体内产生轻微的局部和全身免疫原性反应，且在注射 4 周后该免疫

原性反应基本消失。 

  

 

PO-0012 

儿童坏死性筋膜炎治疗临床分析 

 
张梦思,付晋凤,朱辉 

昆明市儿童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儿童坏死性筋膜炎的有效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 2014 年 10 月-2017 年 7 我科室收治的 12 例儿童坏死性筋膜炎患者，予以足量广谱抗

生素抗感染、全身营养支持、创面换药、及时水刀彻底清创、创面封闭负压引流等综合治疗。 

结果 12例患者均治愈出院。 

结论 儿童坏死性筋膜炎予及时水刀彻底清创联合创面负压引流治疗，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PO-0013 

某院烧伤科 2015-2017 年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流行病学调查和脓毒

症危险因素分析 

 
任海涛,韩春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分析 2015-2017 年我院烧伤科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 KP）和耐碳青霉烯类

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感染的流行趋势；对比

CRKP 感染和碳青霉烯类敏感 KP（carbapenem-susceptible KP ，CSKP)感染患者 KP 血流感染和脓

毒症的发生率；分析 CRKP感染是否为烧伤患者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方法 1.检索 2015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烧伤合并 KP 感染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资料，采

用卡方检验分析我科住院患者 KP、CRKP 感染率趋势。2.按照是否为碳青霉烯类耐药，将患者分为

CRKP 组和 CSKP 组。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两组 KP 血流感染和脓毒症发生率。3.采用进行 logistic 回

归的方法分析患者年龄、性别、烧伤面积、气管切开/呼吸机治疗、深静脉穿刺、留置导尿管、

CRKP感染是否为影响患者发生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 2015-2017 年，KP 感染患者占我科当年住院患者总数的 5.78%、4.08%和 5.54%；CRKP 感

染占比为 3.31%、3.37%和 4.37%；KP 和 CRKP 感染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2. CRKP 组 KP 血

流感染和脓毒症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CSKP 组（P<0.05）。两组年龄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

烧伤面积有显著性差异（P<0.01），烧伤面积差异可能是 KP 血流感染和脓毒症发生率差异的重要

原因之一。3.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烧伤面积和 CRKP 感染均是烧伤患者发生脓毒症的独立危

险因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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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2015 年-2017 年本院烧伤病房 KP 和 CRKP 感染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 2. CRKP 感

染患者脓毒症和 KP 血流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 CSKP 组，但不能排除烧伤面积的混杂因素。3.烧伤面

积和 CRKP感染均是烧伤患者发生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PO-0014 

连续性血液滤过防治烧伤脓毒症临床效果观察 

 
王恩峰 

齐齐哈尔市建华医院,161000 

 

目的 用连续性血液滤过技术防治烧伤脓毒症，降低病死率。 

方法 5 例特重烧伤病人休克期后出现烧伤脓毒症, 采用德国贝朗血滤器, 进行连续性血液滤过治

疗, 每天 12-14 h, 连续 5-7 d。治疗前后观察生命体征, 检测电解质、 血尿素氮、 血气、降钙

素原等指标, 根据病情及检测结果调整滤过液的配制。 

结果 治疗前后患者各生命体征及各监测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结论 连续性血液滤过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能有效减轻炎性介质对机体的进一步损害, 降低重

度烧伤死亡率 

 

 

PO-0015 

头皮撕脱伤回植术围手术期的护理 

 
郑学琴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总结头皮撕脱伤回植术围手术期的护理经验，以便临床护理工作指导 

方法 本文通过对 15 例头皮撕脱伤患者,均为女性，除了需具备精湛头皮回植术的显微外科技术

外，围术期的护理也至关重要，本文从术前抗休克予输血输液，补充血容量的不足的护理、撕脱头

皮处理，应尽快进行清洁保护处理，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术后的恢复效果、心理护理，及时进行心理

疏导，向患者及家属解释手术的大致情况、术后血管危象观察及护理包括病房准备和皮瓣的观察、

术后卧位、皮肤护理因回植头皮限制了头部活动, 长时间受压血运不畅,局部缺血缺氧, 可致头皮

部分坏死, 形成压疮 ，因此, 我们给予枕部垫海棉垫、疼痛的护理、营养支持应加强营养，指导

合理饮食，观察患者的食欲情况、功能锻炼早期有效的功能锻炼是预防肌肉萎缩及关节僵直的关键, 

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健康教育：头皮撕脱伤多因工厂女工头发被机器卷入所致，为了预防头皮撕

脱伤，工厂工人避免留长发，头发不外露。若不小心，头发被机器卷入，应立即关掉运转的机器，

剪去头发，取出已撕脱的头皮，用无菌敷料包扎伤口，压迫止血，连同撕脱的头皮急送附近医院处

理等方面总结了围手术期的护理。 

结果 本组头皮撕脱伤患者中，14 例皮片存活，再植头皮成活率达 89.3%。 

结论 头皮撕脱伤回植术围手术期的护理对于提高皮片成活起到很重要作用，为今后的临床工作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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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6 

中药制剂治疗老年慢性创面中的临床应用 

 
张萍,张谊,王本志,宋加瑞 

济南皮肤疮疡医院,250000 

 

目的 评价中药制剂在慢性创面治疗中的临床效果和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03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收治的 1737 例慢性创面患者，通过病人回院复查、

电话随访和家访收集治疗结果，其中糖尿病足病例 622 例，褥疮病例 682 例，静脉曲张引起的下肢

皮肤溃疡 433例，应用中药制剂张萍大夫牌抑菌膏 1号换药治疗，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经过治疗糖尿病足总有效率 82.4%，治愈率 74.8%，褥疮总有效率 94.2%，治愈率 86.4%，静

脉曲张引起的下肢皮肤溃疡有效率 92.3%，治愈率 89.7% 。 

结论 中药制剂在治疗慢性溃疡方面疗效确切，因其换药几乎无创伤、无痛苦，特别适合年老体弱

不能经受外科治疗的老年病人，其操作简单，护理人员和家属也可以参与换药，中药制剂治疗慢性

创面充分体现了简便验廉的特色。 

  

  

PO-0017 

面部肿瘤切除术后修复:力学与美学的完美结合 

 
唐修俊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63000 

 

目的 探讨面部肿瘤切除术后创面美学修复的策略及修复注意事项,在修复是充分考虑皮瓣回缩及瘢

痕收缩的力学问题，避免术后产生口角歪斜，眼睑外翻等畸形，重视美学修复，减少或避免并发

症。 

方法 2012 年 6 月 ～ 2017 年 9 月，收治面部肿瘤患者 56 例，其中基底细胞癌 42 例，鳞状细胞癌

14 例，病程 1 年～ 11 年。肿瘤大小 0.5cm×1.0 cm～3.0 cm×4.0 cm，根据肿瘤外观初步扩大切

除肿瘤组织，术中送冰冻病理检查，提示各切缘及基底缘无肿瘤侵犯后，根据创面位置、大小及周

边血管穿支及皮肤的松弛情况以及是否会导致术后功能障碍等，设计局部皮瓣或穿支皮瓣或穿支接

力皮瓣修复术后创面，皮瓣面积 2.0cm×5.0cm～3.0cm×7.5 cm。 

结果 术后 52 例患者皮瓣存活，无皮瓣血运障碍，切口愈合良好。4 例皮瓣张力较大,远端青紫,经

过保湿及高压氧治疗后顺利愈合，随访 6 月～36 月，肿瘤无复发，切口瘢痕不明显，皮瓣色泽与

周围皮肤无明显差异，无面瘫和面部皮肤感觉异常现象, 无口角及眼睑畸形与外翻等，面部外形和

功能效果均较满意。 

结论 面部肿瘤切除术后因根据创面的部位，周围的皮肤松弛程度及穿支情况灵活设计皮瓣修复，

修复是充分考虑皮瓣后期回缩，瘢痕挛缩的力学因素与美学相结合，使修复个体化，精细化，彻底

避免睑外翻、口角歪斜、面瘫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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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8 

特殊部位烧伤的护理 

 
张丽平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特殊部位的烧伤是指头、面、外耳、手、会阴等部位的烧伤，因这些部位的解剖，生理特点

与其他部位不同，在护理方面有其特殊要求。 

方法 本组男 31 例女 14 例年龄 9 个月~56 岁，平均 19.5 岁其中热力烧伤 33 例、化学烧伤 12 例、

波及眼烧伤 8 例、鼻烧伤 6 例、口烧伤 6 例、耳烧伤 5 例、会阴部烧伤 9 例。双手及会阴部烧伤患

者 45例，功能部位早期手术修复，自体皮移植等。 

结果 其中 5 例因眼烧伤严重视力仅有光感，20 例面部及五官功能恢复良好，3 例面部有不同程度

的疤痕形成。 

结论  

头皮是良好的自体皮供皮源，可反复切取达 6～12 次之多。保护头皮勿使感染，使其在抢救大面积

Ⅲ度烧伤时提供重要的皮源。面部组织疏松，血液循环丰富，故烧伤后水肿明显。深度烧伤时，由

于Ⅲ度焦痂缺乏弹性，肿胀外观可不明显，水肿渗液转向深层，致使颈部软组织和后咽部水肿，有

时可导致或加重呼吸道梗阻。面部烧伤常伴眼、耳鼻、口腔等器官的烧伤，五官分泌物常使面部创

面潮湿软化而感染，反过来面部创面感染也可并发或加重五官特别是眼、耳的感染。面部静脉多呈

网状，缺乏静脉瓣，一旦感染易向颅内扩散，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护理烧伤患者时要争分夺秒，耐

心细致多观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才能尽量减少创面感染，减少疤痕的形成，尽快恢复功能，降

低伤残程度，早日回归家庭和社会。 

 

 

PO-0019 

人文关怀在儿科烧伤门诊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肖胜元 

昆明市儿童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在儿科烧伤门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方法 根据儿科烧伤门诊护理工作及团队的特点制定一系列本区特色的护理方案、工作计划、排班

模式，并在全程一对一的进行护理，尽最大力量做到患儿及家长的角度考虑问题。 

结果 实施人文关怀护理中，不断增强烧伤诊区护理人员对人文关怀的服务意识及服务能力，并体

会到了患儿及家长满意，从而我们也满意的一种护患关系。 

结论 人文关怀增加了全体医护人员的各种学习机会，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增

强了护理人员的信心，最大限度的发挥了每个护士的潜能。对患儿的治疗效果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所以儿科烧伤门诊实行人文关怀是让患儿及家长对医疗护理服务满意的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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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20 

Treatment of hydrofluoric acid burns: Our 20-year 

experience 

 
Xingang Wang 

Department of Burns & Wound Care Center，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PO-0021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urinary fluorid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ydrofluoric acid burns 

 
Xingang Wang 

Department of Burns & Wound Care Center，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urinary fluorid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ydrofluoric acid (HFA) burns of different severities and explore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levels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HFA burn.  

Methods A total of 260 patients with HFA burn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Burns, Zhejiang Quhua Hospital between July 2006 and June 2016.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HFA burn,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non-poisoning, mild poisoning, 

moderate poisoning, and severe poisoning groups. In addition, 25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Fluorine Chemical Companies. The urinary fluoride level was 

measured using the electrode method, and value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groups. In 

addition, the urinary fluoride level was measured periodically after exposure to 

investigate dynamic changes in the moderate poisoning and the severe poisoning groups. 

Results For all of the 260 patients, the urinary fluoride level was 0.32–520.0 mg/L 

on admission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182 patients had a urinary fluoride 

level > 1.7 mg/L. The urinary fluoride levels in the control and non-poisoning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and i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in severity. Thirty-three patients were admitted 4 h after injury; of these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poisoning who had a hospital stay > 7 days, the 

urinary fluoride level within 7 days in the severe poison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oderate poisoning group. The urinary fluoride level peaked at 

4 h after poisoning and was thereafter reduced and returned to normal at 6 days after 

injury. 

Conclusions Urinary fluoride level can be used for early diagnosis of HFA burn an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everity of poisoning, which is crucial for early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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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22 

Epidemiology of bus fire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Xingang Wang 

Department of Burns &amp; Wound Care Center，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us fires in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o develop prevention strategies and emergency 

procedures for such incidence and the resulting casualties. 

Methods  

We collected reports on bus fires from the media and news websites and looked up on 

Medline, PubMed, and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s for relevant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or Chinese from January 1, 2006 to December 31, 2015. 

Results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re were 382 bus fires in mainland China. The frequency of 

fires was markedly higher in 2013 and 2014. The vast majority (89.1%) of the fires 

were caused by spontaneous combustion, followed by arson (5.0%). There were reports of 

casualties in 41 (10.7%) of the bus fires, including 144 deaths and 567 injuries. The 

fires leading to casualties resulted from spontaneous combustion in 22 (53.7%) 

incidents, arson in 12 (29.3%) incidents, and traffic accidents in 7 (17.1%) incidents. 

Arson caused the most casualties, including 91 deaths and 323 injuries. 

Conclusions  

This epidemiological study presents characteristic findings related to bus fires in 

China mainland. The general trend of bus fires showed a gradual increase but with a 

fluctuation in several year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bus fires revealed som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most of bus fires happened in those regions locating in 

the eastern area of China mainland. The largest number of bus fires were caused by 

spontaneous combustion. Bus fires caused by arson accounting for only 5% of the total 

bus fires resulted in the most severe casualties. Most of bus arson occurred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rush hours. 

 

 

PO-0023 

爱康肤银 Plus 用于慢性难愈性创面的临床病例观察 

 
王新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评价爱康肤银 Plus对慢性难愈合创面愈合的影响。 

方法 收集符合入组条件的慢性难愈合创面患者，用爱康肤银 Plus治疗并观察疗效。 

结果 本单位应用爱康肤银 Plus 治疗了一批慢性难愈合创面的患者，并对相关病例的临床治疗效果

进行了观察，现予以汇报。 

结论 爱康肤银 Plus 是康维德公司近期推出的一款具有抗细菌生物膜作用的产品，其独有的成分可

以帮助银离子穿透细菌生物膜，从而起到杀灭细菌的作用。同时该产品具有良好的渗液管理能力和

垂直吸收能力，可以有效地促进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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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24 

The Effect of Topical Negative Pressure on Wound Repair 

with Dermal Substitutes 

 
Xingang Wang 

Department of Burns &amp;amp; Wound Care Center，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PO-0025 

早期磨削术联合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凝胶在儿童深Ⅱ

度烧伤创面中临床效果观察 

 
许晓勇,杨梅 

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磨削术联合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rb-bFGF）凝胶在儿童深Ⅱ度烧伤创面

中临床效果。 

方法 对 2017 年 3 月—2018 年 2 月我院烧伤整形外科收治的 50 例烧烫伤的儿童患者，创面以深Ⅱ

度创面为主，入院后早期（待生命征平稳）行磨削术联合 rb-bFGF 凝胶凡士林纱布覆盖创面，并加

压包扎。术后随访、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所有患者除 1 例因创面 2 周不愈选择植皮外，余患者均达到一期愈合，后期 6~8 个月随访，

在换药次数、住院天数、愈合时间、愈合质量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优势，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早期磨削术联合 rb-bFGF凝胶对儿童深Ⅱ度烧伤创面的处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PO-0026 

心理护理对重度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家庭的影响 

 
冯凤环 

1.漳州市解放军一七五医院 

2.漳州市解放军一七五医院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重度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家庭影响因素，为临床护理提供依据。对我科

收治 64例重度烧伤患者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收入、受伤面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家庭产生的影响各异，主

要依次是按收入情况、住院天数、文化程度、受伤面积来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 

结论 医护人员及社会应关注重度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家庭，采取对应措施，提高重度烧伤患

者的生存质量，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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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27 

脂肪干细胞在瘢痕防治中的研究进展 

 
潘伊,姜笃银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瘢痕组织是机体损伤修复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不但影响外观，甚至还有可能因为挛缩而引

起功能障碍，其本质是一种不具有正常的皮肤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异常组织。 

方法 瘢痕的发生机制尚未完全清楚，目前人体炎症介质过度分泌、细胞因子释放失调、成纤维细

胞增殖和降解不平衡以及胶原过度沉积被认为是瘢痕形成的主要因素。瘢痕的治疗方案主要包括抗

瘢痕药物的应用、手术切除、皮瓣转移、皮肤软组织扩张等，都具有一定的效果，但亦有一定的局

限性。 

结果 近年来，脂肪干细胞因其特性被大家所重视，通过分泌一些可溶性物质，脂肪干细胞的条件

培养基能够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值，减少胶原蛋白分泌，为瘢痕疙瘩的发病机制提供新的治疗策

略。 

结论 脂肪干细胞因其特性被大家所重视，通过分泌一些可溶性物质，脂肪干细胞的条件培养基能

够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值，减少胶原蛋白分泌，为瘢痕疙瘩的发病机制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PO-0028 

IL-6 干预下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诱导黑色素瘤细胞凋亡的 

实验研究 

 
王晓,姜笃银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黑色素瘤是恶性程度高的皮肤肿瘤，其预后较差，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间充质干细胞

（MSCs）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和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其在临床的应用已经比较广泛和深

入，且已有研究证实其对肿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FDMSCs）来源于胎儿真

皮，具有 MSCs 的特性。IL-6 是一种炎症促进因子，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而 IL-6 对 MSCs 的调节作

用机制并不清楚，IL-6诱导后的 MSCs是否可以促进黑色素瘤细胞凋亡有待进一步研究。 

方法 应用干细胞体外诱导分化培养基培养干细胞，对 FDMSCs 进行多向分化诱导。以空白培养基为

空白对照，以 FDMSCs 为阴性对照，将 IL-6 诱导后的 FDMSCs 与 A375 细胞共培养后，观察 A375 细

胞形态，应用 Annexin V/PI 凋亡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水平； 提取细胞蛋白，检测凋亡通路蛋

白的表达水平变化。 

结果  FDMSCs 具有多向分化潜能，能够分化成为软骨细胞、骨细胞和脂肪细胞。将 IL-6 诱导后

的 FDMSCs 与 A375 细胞共培养后，诱导组细胞形态发生明显变化，出现细胞皱缩，贴壁不牢，脱

落。应用 Annexin V/PI 凋亡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水平，诱导组 A375 晚期凋亡细胞显著增加。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促凋亡蛋白 BAX表达量增加，抗凋亡蛋白 Bcl-2表达量降低。 

结论 IL-6诱导后 FDMSCs组能够显著促进 A375 细胞的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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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29 

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对衰老皮肤成纤维细胞生物活性的影响 

 
祁永军,姜笃银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衰老是每个机体必然经历的自然现象，但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抗衰老已成为全球美

容界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干细胞因其增殖能力强、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并促进组织再生和修复等优

点，而备受整形美容界学者的青睐。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是来源于胎儿皮肤组织的皮肤干细胞，

不仅具有多向分化潜能，而且提取过程简单，在胎儿无瘢痕愈合中起决定作用。 

方法 在对抗皮肤衰老的研究中，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干细胞之一。但是，

目前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能否改善皮肤状态的研究甚少，如能否延缓细胞的衰老过程和逆转衰老

成纤维细胞的生物活性等。本文期待从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对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凋亡过程

的影响及对衰老成纤维细胞生物活性的影响进行基因和蛋白水平的检测，探讨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

胞在抗衰老方面的作用及机制 

结果 本文期待从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对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凋亡过程的影响及对衰老成纤

维细胞生物活性的影响进行基因和蛋白水平的检测，探讨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在抗衰老方面的作

用及机制，为今后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对抗皮肤衰老过程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结论 本文期待从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对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凋亡过程的影响及对衰老成纤

维细胞生物活性的影响进行基因和蛋白水平的检测，探讨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在抗衰老方面的作

用及机制，为今后胎儿真皮间充质干细胞对抗皮肤衰老过程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PO-0030 

急诊斜坡状伤口的整形修复方式 

 
宫红敏,姜笃银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斜坡状伤口，顾名思义就是在斜形外力的作用下，伤口的表皮端至真皮、浅筋膜层形成斜坡

状。此类伤口在急诊较为常见。在伤口较深的情况下需行皮下缝合，如皮下层次对应不良，易形成

伤口两端皮肤后期高低不等，瘢痕增生明显，对患者的外观甚至心理造成影响。 

方法 如应用整形修复原则，可以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本文就针对斜坡状伤口使用普通缝合方法

和整形缝合方法对患者的预后做一对比，以提高急诊外科对坡状伤口的重视，减少患者术后瘢痕。 

结果 如应用整形修复原则，可以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本文就针对斜坡状伤口使用普通缝合方法

和整形缝合方法对患者的预后做一对比，以提高急诊外科对坡状伤口的重视，减少患者术后瘢痕。 

结论 如应用整形修复原则，可以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本文就针对斜坡状伤口使用普通缝合方法

和整形缝合方法对患者的预后做一对比，以提高急诊外科对坡状伤口的重视，减少患者术后瘢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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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31 

可控性负压吸引技术在开胸术后慢性肋软骨炎、肋骨炎治疗中的

应用 

 
王晓川,张基勋,姜笃银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可控负压引流技术治疗心胸外科术后慢性肋软骨炎、肋骨炎的手术方法及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7 年 9 月慢性肋软骨炎、肋骨炎患者 31 例，其中肋软骨炎 22 例，肋软

骨炎伴肋骨炎 2 例。围手术期应用敏感抗生素控制感染。术中彻底清除病灶，应用脉冲式负压引流

技术培育新鲜肉芽组织，观察和评估患者术后疗效。 

结果 31 例患者随访 4~18 个月，平均 11 个月。术后 30 例(96.7%)患者切口愈合良好，无红肿及分

泌物；1 例(3.3%)患者切口局部有少许分泌物，经换药 1 周后愈合。所有患者术区无感染复发及慢

性窦道形成，无异常呼吸动度，疼痛症状逐渐缓解。 

结论 可控性负压引流技术治疗心脏外科术后慢性肋软骨炎、肋骨炎疗效可靠，无需增加手术切

口，创伤小、易于操作，适宜临床推广应用。 

  

 

PO-0032 

浅谈磨痂术 

 
杨占杰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笔者以深二度为主创面磨痂术 400 余例，90%以上愈合。不足 10%由于创面深、动脉硬化、糖

尿病、营养差、感染等综合原因，后期创面处理后愈合。特殊部位，如手足蹼面颈部等，因硫酸烧

伤、 粉尘着色；大面积深度烧伤、感染创面、不易削痂部位和大面积深度烧伤（早期）创面，是

对削痂进一步完善、补充、延续和丰富。 

碘伏消毒，用剪刀剪出腐皮，用电动磨削机，钢丝球，或电刀擦，自制磨痂器具，在术区由浅到深

充分摩擦，辅以盐水，充分散发产生热量，防止再次损伤，直到弥漫出血，有较深创面时，处理到

创面发红后即可，大面积用猪皮及牛胎膜覆盖创面，猪皮及牛胎膜，打洞引流，小面积用用油纱布

覆盖，加吸水辅料及抗菌辅料，充分管理渗液和抗炎治疗，外层用无菌纱布适当加压包扎。术后根

据敷料渗出情况及时更换外层敷料，一般创面约 5 天打开，只保留内层生物敷料或油纱，较深创面

约 7 天渗出减少，半暴露。 

2.优点： 

1、烧伤创面变创伤创面，对烧伤创面微减张，解除坏死组织对局部微循环“外压”,改善创面微循

环、充分引流，激活淤积带，加快血管再生及创面皮肤自我修复。减少感染。磨痂后，使受伤皮肤

形成了许多裂隙和小孔，有利于组织内的液体渗出。 

2、休克期磨痂，打破渗出---补液---再渗出---再补液循环模式，减少输液量，清除坏死组织，术

后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 等炎症因子迅速下降。有利于减轻或控制感染，减轻高代谢反

应，改善机体免疫功能，给种子细胞生长创造好的环境，最大可能促进创面愈合 

3、更精准治疗，磨痂较削痂层面浅，对健康组织损伤轻，出血少，对循环影响轻。视野清楚，避

免一刀切，最大保留间生态组织，术中去除的物质中有大量坏死组织和少量纤维组织细胞，无真皮

及皮肤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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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良好的覆盖（生物敷料）。创造了湿润的环境。以猪为例，38℃体温时，暴露创面局部温度约

为 21℃，而以纱布、薄膜、泡沫材料包扎时，局部温度分别为 25-27℃、30-32℃、33-35℃。湿润

和温暖的环境中，创面局部中性粒细胞和吞噬细胞功能较强。最大可能减少感染。 

5、操作简单易掌握，多人同时进行，即使大于 80%体表总面积，1 小时内也可顺利完成。术后换药

次数较少，一般更换外层辅料 4-5 次。如上悬浮床，利用悬浮床利用其悬浮，温控和抽湿作用，术

后仅需换药 1-2次，即可去除外敷料，直至创面愈合。创面愈合时间缩短。 

6、化验示术后约 5-7 天，各线指标接近或达正常。高频超声示磨痂后即血流信号丰富，3 天后术

区反光增强，5 天后上皮组织增生明显。 一般不形成能瘢痕和对色素细胞无影响，或减少瘢痕及

色素脱失和沉着，感觉好，外观良好，皮肤弹性较好。患者满意。 

 

 

PO-0033 

负压封闭引流术应用于电击伤创面的临床研究 

 
黄国宝 

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引流术在电击伤患者创面中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12-2017.12 在我科接受治疗的电击伤患者 20 例，在全身和局部治疗的基础上采用

持续负压引流技术治疗 1-3 周，使用负压范围-40-120mmHg，与 2012.12-2014.12 我科收治的 21 例

采用传统治疗的电击伤患者进行对比，2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创面面积及入院时间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负压治疗组在平均住院时间、创面愈合时间上均明显短于传统治疗组，负压治疗组在敷料去

除后一次手术封闭创面植皮或皮瓣均成活，而传统治疗组在一次手术封闭创面时，有 6 例因血供不

良或感染较重而使植皮或皮瓣成活不良，需二次肉芽植皮封闭残余创面。 

结论 负压封闭引流术可以明显缩短电击伤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手术成功率，降低手术风险，减

轻患者痛苦，是一种治疗电击伤的好方法。 

 

 

PO-0034 

中草药美容在烧伤后色素沉着的研究与护理 

 
王秀美 

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烧 

 

目的 探讨烧伤后色素沉着的治疗与护理方法。 

方法 选择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科烧伤中心收治，烧伤康复期患者 86 例，采用离子喷雾

机、中草药及美容护理，减轻色素沉着。 

结果 86例烧伤后色素沉着患者，经一个疗程（10次护理）明显改善。 

结论 采用离子喷雾机、中草药美容护——可以较好地改善色素沉着，让患者身心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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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35 

乌司他丁对严重烧伤患者伤后早期心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 

 
崔正军,王晓博,孟庆楠,王常印,高娅,杨荣强,孙佳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系统评价乌司他丁对严重烧伤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数据库、EMbase 数据库、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数

据库、万方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收集从每个数据库创建至 2018 年 3 月所有随机对照试验，由两

名评价人员独立搜索文献，提取数据，评估所包含研究的质量，采用 RevMan（review mannage）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本文共纳入 6 个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共包括 246 位严重烧伤患者。Meta 分析的结

果显示，10 万 U/次，3 次/d 治疗第 4d 时乌司他丁组心肌肌钙蛋白Ⅰ（cTnⅠ）[加权均数差值

（WMD）-1.11，95% CI（-1.46，-0.76），P＜0.000 01] 、心肌型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加

权均数差值（WMD）-0.84，95% CI（-1.18，-0.50），P＜0.000 01]水平低于常规治疗组；10 万

U/次，3 次/d 治疗第 6d 时乌司他丁组 cTnⅠ[加权均数差值（WMD）-1.43，95% CI（-1.85，-

1.01），P＜0.000 01] 、CK-MB [加权均数差值（WMD）-1.04，95% CI（-1.44，-0.65），P＜

0.000 01]水平低于常规治疗组；20 万 U/次，3 次/d 治疗第 7d 时乌司他丁组 cTnⅠ [加权均数差

值（WMD）-1.83，95% CI（-2.40，-1.26），P＜0.000 01] 、CK-MB [加权均数差值（WMD）-

2.81，95% CI（-3.39，-2.24），P＜0.000 01]水平低于常规治疗组。 

结论 乌司他丁对严重烧伤患者伤后早期心功能具有保护作用。 

  

 

PO-0036 

辛伐他汀对烟雾吸入性肺损伤中 iNOS、Caspase-3 及氧化应激反

应作用的研究 

 
崔正军,杨荣强,孟庆楠,王常印,高娅,王晓博,孙佳琳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辛伐他汀对烟雾吸入性肺损伤的作用 

方法 将 75 只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盐水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及高剂量组，烟雾损伤后 30min

内，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及高剂量组分别给予辛伐他汀溶液 25mg/kg、50mg/kg 、100mg/kg 灌胃，

盐水组大鼠则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间隔 12h 给药一次，于致伤后 24h、48h、72h 取左肺行病理

学检测并行病理学评分，同时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及天冬氨酸特异性

半胱氨酸蛋白酶-3（Caspase-3 ）的表达情况，取右肺上叶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

qPCR）检测 iNOS 及 Caspase-3 mRNA 的表达情况，取右侧肺中叶行蛋白免疫印记实验（Western 

Blot）检测 iNOS 及 Caspase-3 的表达情况，同时检测血清及右下肺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的活性、丙二醛（MDA）的含量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盐水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及高剂量组大鼠肺组织病理学评分明显升高（P＜
0.05），肺组织中 iNOS、Caspase-3 及 iNOS、Caspase-3 mRNA 的表达均明显升高（P＜0.05），肺

组织及血清中 SOD 的活力明显降低，而 MDA 的含量则明显升高（P＜0.05）。而与盐水组相比低剂

量组、中剂量组及高剂量组大鼠肺水肿、出血减轻，病理学评分明显降低（P＜0.05），肺组织中

iNOS、Caspase-3 及 iNOS、Caspase-3 mRNA 的表达均明显降低（P＜0.05），肺组织及血清中 SOD

的活力明显升高，而 MDA 的含量则降低（P＜0.05），而与低剂量组相比，中剂量组及高剂量组大

鼠肺水肿、出血减轻，病理学评分明显降低（P＜0.05），肺组织中 iNOS、Caspase-3 及 i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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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ase-3 mRNA 的表达均明显降低（P＜0.05），肺组织及血清中 SOD 的活力升高，而 MDA 的含量

则明显降低（P＜0.05）。与中剂量组相比，高剂量组除 48h 肺组织中 SOD 的活性及 48h 血清中

MDA 的含量升高（P＜0.05）外，其余上述变化未见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辛伐他汀通过抑制 iNOS 的表达，减少 NO 的合成及 Caspase-3 的表达，减少细胞的凋亡。同

时辛伐他汀还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抑制烟雾吸入性肺损伤时机体内过量的氧化应激反应，对烟

雾吸入性肺损伤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在一定范围内其效果与剂量呈正相关性 

  

 

PO-0037 

辛伐他汀通过抗炎作用减轻大鼠烟雾吸入性肺损伤的程度 

 
崔正军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辛伐他汀对大鼠早期烟雾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健康成年 SD 大鼠 54 只，随机化原则分为正常组、盐水组、辛伐他汀组，辛伐他汀组大鼠烟

雾致伤后，用灌胃器灌入实验药物—辛伐他汀 50mg/kg，每日一次，盐水组大鼠烟雾致伤后灌入与

辛伐他汀组相同量的生理盐水，正常组作为基础值，不做任何处理。三组大鼠分别于灌液后 6h、

24h、48h 这三个时相采取大鼠动脉血离心后血清、左肺肺泡灌洗液上清应用 ELISA 法测定 TNF-a、

IL-6 的含量，并取右肺上叶组织提取蛋白后应用 Western Blot 法测定 TNF-a、IL-6、NF-kB 的蛋

白表达情况。于灌液 48h后取右肺下叶行 HE病理染色。各组各时相大鼠 6只。 

结果  烟雾吸入性肺损伤后，盐水组、辛伐他汀组血清及肺泡灌洗液中 TNF-α、IL-6 的含量均明

显升高，在不同观察时相均明显高于正常组（P ＜0.05），辛伐他汀治疗组血清及肺泡灌洗液中

TNF-α、IL-6 含量与盐水组相比，除 6h 时相外，其它三个时相均有显著降低（P ＜0.05）；盐

水组、辛伐他汀组 TNF-α、IL-6 及 NF-kB 蛋白表达较正常组明显升高，有统计学差异（P ＜

0.05）；而辛伐他汀组与盐水组相比，除 6h 时相外，TNF-α、IL-6 及 NF-kB 蛋白的表达均明显减

少，有统计学差异（P ＜0.05）；灌液 48h 后显微镜下正常组大鼠肺泡腔清晰、完整、洁净，肺

泡间隔匀称无肿胀，间质无炎性细胞聚集；盐水组大鼠肺组织有明显充血、出血，肺泡结构破坏，

肺泡间隔增厚，间质有大量的炎症细胞浸润等；辛伐  他汀组病理改变均较盐水组明显减轻。 

结论 辛伐他汀能降低烟雾吸入性损伤大鼠肺组织及血清中 TNF-a、IL-6 和 NF-kB 的水平，对大鼠

早期烟雾肺损伤有保护作用。 

  

 

PO-0038 

自制负压封闭引流装置（NPWT）在Ⅱ°烧伤创面的应用探讨 

 
温裕庆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自制负压封闭引流装置在Ⅱ°烧伤创面中的治疗作用。 

方法 纳入Ⅱ°烧伤患者 76 例，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采用自制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每隔 5-7

天，打开敷料观察创面愈合情况。对照组按照传统换药方法治疗。比较两组创面愈合时间、换药疼

痛程度、细菌阳性率、患者经济负担及医务人员工作量，连续观察 3 周。 

结果 试验组创面愈合时间、细菌阳性率、换药疼痛程度、患者经济负担及医务人员工作量均低于

对照组(P＜0.01)。 

结论 自制封闭负压吸引技术相较传统换药方法能够加快创面愈合，减少创面感染和患者换药疼

痛，且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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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39 

中药五黄制剂治疗烧伤残余创面的临床观察 

 
李荣兴 

龙岩市第一医院,364000 

 

目的 研究中药五黄制剂浸浴合并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烧伤残余创面且肝功能异常患者的治疗效

果。 

方法 将 150 例合并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烧伤残余创面并且肝功能异常的患者用随机方法分为试验

组 73例、对照组 77例，观察比较中药五黄制剂治疗效果。 

结果 中药五黄制剂浸浴能明显加快烧伤残余创面愈合，减轻创面感染，改善肝功能。与对照组比

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中药五黄制剂能加快烧伤残余创面愈合、减轻创面感染、改善肝功能。 

 

 

PO-0040 

基于“专科医联体”推进创面修复“同质化” 

 
崔正军,苏卫国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促进创面修复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创面修复学科的规范化，推进创面修复同质化。 

方法 1.于 2018 年 3 月 9 日成立立河南省烧伤重症与创面修复联盟。2.以医联体内 114 家各级医疗

机构为基础，建立“河南省创面修复研究中心、高级创面诊疗中心（地级市）、初级创面诊疗中心

（县、县级市）、标准化换药室（乡镇、街道）”等四级诊疗机构。3.建立“河南省创面修复多学

科专家库”，库内专家通过编著“河南省创面修复适宜技术规范”，达成创面修复临床共识。4.库

内专家以推广“河南省创面修复适宜技术”为抓手，用网络培训、远程会诊、双向转诊、专家定期

会诊等多种形式，为河南省各级医院培养创面修复临床人才，打造创面修复学科。 

结果 1.成立联盟三月来，创面修复研究中心共派出专家外出会诊 9 人次。2.组织海峡两岸烧伤急

救培训 1 次，参会人数约 300，讲师 20 位；网络培训 8 次，内容涵盖烧伤重症、创面修复、营养

治疗、瘢痕修复等，每次听课人数 73~221 不等。3.建成了第一个诊疗样板——标准化换药室。4.

初步成立了烧伤学组、压疮学组、糖尿病足学组、创伤学组、重症学组等。5.通过远程会诊系统，

远程指导创面处理 5人次。5.向基层医院转诊 20人次。 

结论 专科医联体，能促进医疗资源下沉，打造出硬件和诊疗技能同质化的创面修复学科，有效配

置创面修复医疗资源，引导创面患者有序就医。 

 

 

PO-0041 

阴茎Ⅲ°烧伤合并急性脊髓炎患者的伤口治疗 

 
柏志玉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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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42 

结核性创面动物模型中巨噬细胞极化改变 

 
贾赤宇,汪毅平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目的 通过成功构建大鼠结核性创面模型，动态观察创面病理变化,同时初步探讨结核性创面中巨噬

细胞极化改变 

方法 35 只雌性 8 周龄 SD 大鼠，选取 PPD 试验无反应或弱反应的 30 只大鼠，采取 MP 弗氏完全佐

剂致敏，6 周后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阴性对照组，每组各 15 只。实验组背部皮内注射

BCG（5×10
7 
CFU/mL、0.2 mL/只）；阴性对照组背部皮内注射无菌的 PBS（0.2 mL/只）。大体观

察创面演变情况，于注射后 2、6、11 d，行皮肤组织石蜡包埋切片（每个时相点每组取 5 只大

鼠），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各组创面愈合的情况及愈合过程中炎性细胞的浸润变化；病原

微生物学检测鉴定菌株；注射后 6 d，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D68 标记巨噬细胞，其亚型 M1 型巨

噬细胞 iNOS 标记、M2 型巨噬细胞 CD206 标记，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分析 M1 型和 M2 型巨噬细胞

在实验组及阴性对照组中的分布情况；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经致敏大鼠，皮内注射 BCG 后创面观察到明显的红肿、液化、坏死和破溃等改变。HE 染色显

示液化坏死渐进增强后进而有效愈合的病理过程。抗酸染色结果：阳性。免疫组织化学显示：实验

组创面组织液化坏死高峰期中 CD68 巨噬细胞、iNOS M1 型巨噬细胞、CD206 M2 型巨噬细胞数量分

别为（ 84.8±3.4 ）、（ 60.8±2.8 ）、（ 13.2±2.2 ）个 /HP，均显著高于阴性对照组

（1.4±0.5）、（0.4±0.5）、（0.6±0.5）个/HP，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3.2、95.5、

28.2，P 值均小于 0.05）；创面组织中 iNOS M1 型巨噬细胞[（60.8±2.78）个/HP]显著高于

CD206 M2型巨噬细胞[（13.2±2.18）个/H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6，P<0.05） 

结论 经过致敏的大鼠注射 BCG 可有效诱导液化和坏死，液化坏死高峰期创面组织中 M1 型巨噬细胞

的数量比 M2 型巨噬细胞明显增多，且明显多于阴性对照组。实验结果提示，结核性创面液化坏死

高峰期创面组织局部微环境可诱导巨噬细胞向 M1 型转变，有利于发挥巨噬细胞有效的杀灭 M.tb
作用 

 

 

PO-0043 

清创后外用生长因子对新西兰兔结核性创面愈合的影响 

 
贾赤宇

1
,张同威

1,2
 

1.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2.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新西兰兔结核性创面清创后愈合的影响。 

方法 在 32 只经完全弗氏佐剂致敏的新西兰兔两侧背部注射浓度 5×10
7
CFU/ml 的 BCG 菌液，建立

新西兰兔结核性创面模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新西兰兔分为生长因子组、抗结核药物组、生长因子

联合抗结核药物组、空白对照组，每组 8 只。对创面进行彻底清创后，各组行相应药物治疗，隔日

换药一次。于清创后即刻、7、14、21、28d 分别观察各组创面愈合情况，数码拍照计算创面愈合

率，记录愈合时间；取创缘组织行 HE 染色、Masson 染色进行组织学观察；行 CD31 染色计数创缘

组织微血管数；ELISA 法检测创缘羟脯氨酸水平。对数据行析因设计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

LSD-t检验及 Bonferroni校正 

结果 （1）术后 7、14d，4 组实验组创面缩小明显；术后 21d，生长因子组和生长因子联合抗结核

药物组创面基本愈合；术后 28d，实验组创面完全愈合，空白对照组仍有部分创面未愈合。（2）4

组创面愈合时间分别为，生长因子组 29.50 天±2.45 天，抗结核药物组 31.63 天±1.30 天，生长

因子联合抗结核药物组 28.13 天±0.99 天，空白对照组 35.63 天±2.33 天，实验组创面愈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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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小于空白对照组（P 值均小于 0.05）（3）实验组创面组织结构完整，胶原纤维排列更加有

序。（4）术后 21d 时 4 组创面微血管数实验组明显高于抗结核药物组（P 值均小于 0.05）。（5）

在术后 14d和 21d时，实验组羟脯氨酸水平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P值均小于 0.05） 

结论 清创后局部单独应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或联合抗结核药物均可促进新西兰兔结核性创面的

愈合。 

 

 

PO-0044 

烧烫伤合并真菌感染患者 15 例的治疗体会 

 
林宙 

福建医科大学龙岩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烧烫伤后真菌感染的相关因素, 进一步研究讨论真菌感染的防治措施。 

方法 通过对本科 2012 年 5 月~2014 年 2 月 14 例严重烧伤并发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

析、总结。 

结果 白色念珠菌是严重烧伤真菌感染的主要病原菌，长期使用广谱抗菌药物是最常见的诱因, 烧

伤严重程度、侵入性操作、静脉置管、激素的应用等也是重要的危险因素。 

结论 积极控制感染相关危险因素，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减少侵入性操作, 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力和

尽早切削痂治疗等是预防真菌感染的主要措施。 

n> 

 

 

PO-0045 

多巴胺对严重烫伤大鼠早期内脏器官功能的影响 

 
王子恩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多巴胺对严重烫伤大鼠早期内脏器官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32 只 Wistar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假伤组、单纯复苏组、小剂量组及中剂量组，每组

8 只。假伤组大鼠模拟致伤后不行其他处理，单纯复苏组、小剂量组及中剂量组大鼠均预置心导

管，背部造成 30%TBSAⅢ度烫伤，伤后烫伤大鼠均按 Parkland 公式，采用微量注射泵补液。单纯

复苏组输注生理盐水；小剂量组和中剂量组生理盐水中加入多巴胺，分别按 1.25、6.00 μg·kg
-

1
·min

-1
剂量输注。伤后 1、3、6、12、24h，抽取各组大鼠静脉血检测其血清心肌肌钙蛋白

Ⅰ(cTnⅠ)、二胺氧化酶（DAO）、β2-微球蛋白（β2-MG）、总胆汁酸(TBA)、乳酸、丙二醛

（MDA）及髓过氧化物酶（MPO）。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 LSD 检验。 

结果 伤后各时相点，假伤组各监测指标水平均低于其他组(P 值均小于 0.05)；伤后各时相点，中

剂 量 组 cTnI （ 2.18±0.14 ） 、 （ 2.54±0.09 ） 、 （ 3.97±0.14 ） 、 （ 5.46±0.34 ） 、

（3.32±0.33）ug/L 低于单纯复苏组（2.69±0.19）、（3.04±0.19）、（4.96±0.25）、

（ 6.88±0.28）、（ 4.75±0.31） ug/L 及小剂量组（ 2.70±0.14 ）、（ 3.08±0.13 ）、

（5.06±0.19）、（7.11±0.21）、（4.89±0.16）ug/L (P 值均小于 0.05）；小剂量组与单纯

复苏组 cTnI 相近（P 值均大于 0．05）；伤后各时相点，小剂量组 DAO、β2-MG、乳酸、MDA 及 MPO

低于单纯复苏组及中剂量组的相应指标(P 值均小于 0.05）；单纯复苏组与中剂量组 DAO、β2-MG、

乳酸、MDA 及 MPO 相近（P 值均大于 0．05）；伤后各时相点，小剂量组、单纯复苏组与中剂量组

TBA 相近（P值均大于 0．05）。 

结论 在有效的液体复苏下，中剂量多巴胺能改善严重烫伤大鼠早期的心脏功能，而小剂量多巴胺

则能缓解组织的缺血缺氧状态，减轻内脏器官的氧自由基损伤，改善肠道、肾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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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46 

大面积烧伤患者并发高血糖胰岛素抵抗 46 例 

 
王子恩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并发应激性高血糖胰岛素抵抗（IR）的病情变化与治疗要点。 

方法 收集 2010 年 5 月至 2017 年 4月期间本单位收治的大面积烧伤患者 118例，男性 64例，女性

54 例，年龄（27.4±24.04）岁（18～65 岁），合并 IR 患者 46 例，单纯高血糖者 60 例，比较两

组患者的死亡率、脓毒症发生率、创面愈合及住院时间等情况。 

结果 IR组较单纯高血糖组死亡率、脓毒症发生率高，创面愈合迟缓，住院时间延长。 

结论 大面积烧伤合并高血糖 IR 患者死亡率、脓毒症发生率高，创面愈合迟缓，住院时间长，积极

纠正胰岛素抵抗、控制血糖在临床治疗中至关重要。 

 

 

PO-0047 

持续创面负压吸引技术在儿童深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王子恩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持续创面负压吸引技术在儿童深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情况。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本单位收治的大面积烧伤患者 28 例，男性 16 例，女性

12 例，年龄（7.4±4.04）岁（1～12 岁），观察患儿创面使用持续负压吸引技术后的创面愈合

率、感染发生率、住院天数等情况。 

结果 持续创面负压吸引技术，患儿的疼痛减轻，创面愈合加快，创面感染降低，住院天数降低。 

结论 持续创面负压吸引技术可以减轻患儿的疼痛，促进创面愈合，降低创面感染，降低住院天

数。 

  

 

PO-0048 

Epidemiology of pediatric burns in south central China 

 
Qian Xu,Li Xiao,Li Zeng,Ying Wu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spitalized pediatric 

burns in Hunan Province, summarize the regional regularity of burns in pediatric 

population and provide rationales for optimizing the management protocols of pediatric 

burns. 

Methods Clinical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15-year-old pediatric burn patients 

hospitalized at our Department of Burn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3–2017.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cluding gender, distribution of age, place of 

injury, cause of burn, distribution of months, extent of burn, anatomical sites of 

burn,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and number of operations.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ces 

were analyzed in causes of burn at different places, among 4 intervals of age, seasons 

of burn occurrence and weeks of hospitalization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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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 total of 452 children were hospitalized, accounting for 57.07% in the total 

number of burn patients. Most of them were aged 1–3 years (69.03%). And the ratio of 

boy-to-girl was 1.48. Indoor was a major occurring place of burn (89.16%) while 

scalding with hot liquid became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burns (77.21%). The 

difference among causes of burn at places of bur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173.13, P<0.01).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were scalded with hot liquid indoors 

(347/403, 86.10%) and flaming burn was a major reason for outdoor injury (36/49, 

73.47%).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mong causes of burn during 4 

intervals of age (χ2=62.52, P<0.01). The proportion of flaming burn increased 

gradually in each age group along with growing up. The months of February to April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burn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mong causes 

of burn during different seasons (χ2=21.43, P<0.01). Most burns were mild and 

moderate (69.61%). Trunk, head & neck area and upper extremities were the most 

susceptible anatomical sites. More than half of them had 2 or more anatomic sites of 

burns (58.41%). Those injured within 2–12h accounted for 34.51% in total and 39.38% 

were injured 24h earlier. Almost half of them demonstrated improvements or were cured 

within 2 weeks of hospitalization.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among causes of burn (χ2=9.65, P<0.01). Yet those injured 

by flame, electricity and chemicals had longer hospital stay. 

Conclusions Children aged <3 years, boys and players during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re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burns. Scalds happen mostly indoors while flaming burns 

tend to occur outdoors. Multiple anatomic sites, including trunk and head & neck area, 

are at greater risks of burn injuries. Pediatric burns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social problem. Through a family-school-hospital-government mode of preventive 

strategy, a personalized preventive system of pediatric bur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lowering effectively the morbidity of burns. 

 

 

PO-0049 

高频超声和皮肤镜在大鼠供皮区创面深度评估中的应用 

 
张永存,李理,王亮,鲁晋,孙颖,唐洪泰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1.建立 SD大鼠供皮区模型，通过组织病理学切片验证其稳定性。 

2.探索高频超声对精确取皮操作的应用价值。 

3. 通过皮肤镜对创面图像的获取和特征分析，探索其在创面观察和评价中应用价值。 

方法 2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2 组（辊轴取皮刀/电动取皮刀组），每组 10 只，在大鼠背部取皮，

每只背部设定 4 个供皮区，设定取皮厚度分别为 0.1mm、0.2mm、0.3mm、0.4mm 取皮。取皮前后分

别用数码相机、皮肤镜、高频超声记录相关图像。分析正常皮肤表皮、真皮、全层（表皮+真皮）

及断层皮片厚度的病理测量数据与高频超声测量结果之间关系。 

结果 皮肤镜： 0.1mm 组：创面呈粉白色，散在分布的点状出血点； 0.2mm 组：创面可见密度远高

于前者的点状出血点，毛细血管末梢呈碎发样分布； 0.3mm 组：创面密集网状结构清晰可见，散

在分布较大出血点，毛细血管分布可见，较多毛细血管纹路清晰呈现； 0.4mm 组：创面可见弥散

性大出血点，毛细血管广泛可见，皮下筋膜隐约呈现。 

高频皮肤超声：表皮呈一条连续平滑的线状强回声，真皮层回声较表皮明显降低，真皮—皮下分界

处呈不连续的线状回声，回声强度介于表皮、真皮之间，浅筋膜为规则的线状高密度回声。取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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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线状强回声带消失，真皮层回声带宽度随着取皮厚度的递增而递减，随着取皮厚度进一步增

加，真皮回声带亦消失。 

组织学观察：所取皮片、及相应的供皮区镜下厚薄均匀一致，无明显起伏。皮肤各层次组织结构清

晰可见。 

使用 SAS 9.4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SD 大鼠背部皮肤表皮、真皮、全层病理厚度与其高频超

声图像计算结果正相关，其中:表皮相关系数 0.83，P<0.01；真皮相关系数 0.93，P<0.01；皮肤厚

度 0.85， P<0.01。断层皮片病理厚度与超声检查结呈正相关。 

结论  

1.建立简单易行，稳定的 SD大鼠供皮区模型，为涉及供皮区的研究提供一个稳定的动物平台。 

2.高频超声测量断层皮片厚度结果和病理结果正相关，可为个性化、精确的取皮提供实时、无创的

检测和参考。 

3.皮肤镜图像，尤其是对毛细血管损伤情况的清晰成像，能为供皮区的评价提供更准确、客观的方

法。 

 

 

PO-0050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Stem Cells in Cutaneous Wound 

Angiogenesis 

 
Lingying Liu,Longlong Yang,Jiake Chai 

Department of Burn & Plast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to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Wound healing is a complex dynamic progress that comprises inflammatory, 

proliferative, and remodeling phases, and angiogenesis in three phases is necessary 

and major in order to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Angiogenesis deficiency contribute to 

the chronic nonhealing wound. Stem cells therapy provides a novel and perfect 

candidates for the regenerative medicine. Stem cells from various sourc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omote angiogenesis and regenerate wound tissue through homing, 

migration, proliferaiton, differentiation and paracrine mechanisms. Some studies had 

shown that stem cells could differentiate into endothelial cells and/or pericytes, 

which increased blood vessel and granular tissue formation in wound. And other studies 

showed that stem cells could enhance wound angiogenesis through paracrine some 

cytokines of promoting surviva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endothelial cells to 

form new vessels. Futhermore, the wound microenvironment is also very critical 

influence on therapeutic effects of stem cells. Here, we review the current 

literatures pertaining to stem cells as a source of angiogenesis in cutaneous w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m cells and wound microenvironment, and the multiple roles 

and mechanisms of promoting wound angiogenesis, as well as some methods of enhancing 

stem cells angi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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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51 

白烟吸入致大鼠 ARDS 模型的研究 

 
崔培,童亚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目的 发烟罐广泛应用于消防演练，燃烧后可迅速产生白烟。意外暴露于高浓度的白烟，特别是在

密闭空间，白烟可迅速触发吸入性损伤，包括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纤维化甚至死

亡。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针对白烟吸入致肺损伤的临床特效救治方案。因此，有必要探讨

白烟吸入在肺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以确定新的治疗靶点。 

方法 228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C 组, n=12）、白烟吸入 3 min 组（W3 组，n=72）、5 min

组（W5 组, n=72）和 7 min 组（W7 组, n=72）。白烟吸入组大鼠置于自制的多功能烟雾致伤实验

设备中持续吸入相应时长的白烟，正常组大鼠置于相同的致伤实验设备中自由呼吸空气 7min。根

据各组大鼠伤后 72 h 的存活率以及伤后 6、12、24、48、72 h 肺组织病理变化和 CT 表现确定建模

条件。在建立的白烟吸入 5min 模型中，继续评价该组大鼠肺组织湿/干重比、PaO2、PaCO2、

PaO2/FiO2的变化，ELISA 法检肺泡灌洗液中 TGF-β1、TNF-α、IL-β1 和 INF-γ 含量，WB 测定肺

组织中磷酸化与非磷酸化 NF-κB/IκB-α的蛋白表达。 

结果 W3 组大鼠 72h 存活率为 83.33%，W5 组为 75%，W7 组仅为 25%。W 组大鼠白烟吸入后 6-12h，

肺组织 HE 染色显示出血、水肿等病理变化，24h 出现炎性细胞浸润，48h 肺泡水肿和弥漫性出血。

W3 组伤后 72h 水肿和炎性分泌物较之前减少，W5 和 W7 组肺泡水肿和炎性细胞浸润更加明显。CT

与病理结果显示出的肺损伤进程一致，因此确立吸入白烟 5min 作为建立急性肺损伤模型的条件。

该组大鼠随着观察时间点的延长，PaO2和 PaO2/FiO2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PaCO2在 48h 前

逐渐上升，72h 略降低，且各个时间点的 PaCO2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W5 组大鼠各个观察

时间点的肺湿干重比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与对照组相比，W5 组大鼠肺泡灌洗液中的

TGF-β1、TNF-α、IL-β1 和 INF-γ 含量显著增加（p<0.05）。W5 组大鼠伤后 72h 内，肺组织中

p-κB-α、p65 NF-κB和 p65 NF-κB表达均显著升高（p<0.05）。 

结论 白烟吸入 5min 可作为白烟诱导大鼠 ARDS 模型来用于进一步的实验。NF-κB 信号通路可能是

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 

  

 

PO-0052 

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减轻白烟致大鼠肺损伤的研究 

 
童亚林,崔培 

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目的 白烟吸入（WSI）是一种罕见的但可能致命的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病因。目前

还没有开发出特效的药物治疗方法。本研究旨在探讨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hAMSCs）对 WSI 诱导的

大鼠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白烟吸入后 4h，大鼠尾静脉注射 hAMSCs。hAMSCs 注射后第 1、3、7、14 和 28 天，荧光显微

镜下观察肺组织、心脏组织、肝组织和肾组织中 PKH26 标记的 hAMSCs。用苏木精-伊红染色法进行

肺损伤评分。用 Masson 染色法评定肺纤维化程度。通过 CT 扫描进行 CT 评分。检测大鼠动脉血氧

分压（PaO2）、二氧化碳分压（PaCO2）和氧合指数（PaO2/FiO2）。计算肺组织湿干重比。用 ELISA

法测定肺泡灌洗液中 IL-1β，IL-6 和 IL-10 水平。WB 法检测肺组织中 SP-A、SP-C 和 SP-D 的表

达。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与模型组和 PBS 组相比，hAMSCs 治疗组可减轻白烟诱导的大鼠肺损伤、肺纤维

化和炎症反应。且与模型组和 PBS 组相比，hAMSCs 治疗组干细胞滞留增加，PaO2 和氧合指数以及

肺组织中 SP-A、SP-C和 SP-D的表达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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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 hAMSCs是一种基于细胞治疗白烟吸入诱导肺损伤的潜在方法。 

  

 

PO-0053 

烧伤患者的深静脉血栓风险评价及相关因素研究 

 
彭欢,岳丽青,谢黎,贺爱兰,唐红英,李映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调查烧伤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风险并分析其相关因素，为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提供依

据。 

方法 对 2012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笔者单位收治住院的烧伤患者 845 例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了解深静脉血栓发生情况，并运用 Caprini 血栓风险评估量表评估 DVT风险。 

结果 患者 845 例，DVT 中危患者 236 例（28.0%），高危患者 360 例（42.7%），其中已行下肢静

脉彩色多普勒检查者 30 例（3.6%），15 例确诊为 DVT，DVT 的发现率为 1.8%。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越大、电接触烧伤、热压伤、下肢烧伤、Ⅲ度烧伤、创面感染、深静脉采血、卧床

时间长、多次手术及伤后首次手术时机越长、血小板偏低的烧伤患者 DVT 的风险高，其 Caprini 评

分均高于 5分。 

结论 烧伤患者是深静脉血栓的高风险人群；烧伤患者年龄、致伤原因、烧伤部位、烧伤面积、烧

伤深度、创面感染、输入高渗液体、留置中心静脉导管、行深静脉采血、手术及手术次数、卧床时

间、Fib 升高、血小板降低是烧伤患者 DVT 的危险因素。建议针对上述危险因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

施，预防 DVT的发生。 

 

 

PO-0054 

NETs 诱导 NLRP3 炎症体表达活化致糖尿病创面炎症反应持续及

机制探索 

 
刘丹,杨沛瑯,刘琰,章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研究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促进巨噬细胞 NLRP3 炎症体表达和活化致糖尿病创面持

续炎症反应状态的机制，探讨相应的干预措施。 

方法 应用免疫蛋白印迹、免疫荧光和免疫共沉淀技术检测糖尿病足部溃疡创面 NETs、NLRP3 炎症

体及促炎介质 IL-1β 的表达以及降低 NETs 水平后，NLRP3 炎症体表达和活化情况，验证 NETs 激

活巨噬细胞炎症体的作用并探讨其机制。检测 STZ 注射诱导的 I 型糖尿病大鼠创面 NETs 的表达，

并观察给予外源性 Dnase I 降低 NETs 表达对创面炎症体及 IL-1β 表达、炎症细胞浸润和创面愈合

的影响。 

结果 糖尿病足部溃疡创面 NETs、NLRP3 炎症体及 IL-1β 的表达明显增加。体外 PMA 诱导中性粒细

胞形成的 NETs 可促进原代巨噬细胞 NLRP3 炎症体表达和 IL-1β 释放。Dnase I 消化 NETs 后，巨

噬细胞 NLRP3 炎症体的表达和 IL-1β 释放均显著减少。阻断 TLR4、TLR9 受体及抑制 NF-kB 核转位

可显著降低巨噬细胞 NLRP3 表达及 IL-1β 释放。NLRP3 的活化依赖 ROS/TXNIP 通路，Dnase I 降解

NETs 或 NAC 中和 ROS 均可减少 TXNIP 与 NLRP3 的结合及 IL-1β 释放。模型糖尿病大鼠创面存在

NETs、NLRP3 炎症体和 IL-β 的高表达，干预创面形成的 NETs 可减少炎症体的表达及 IL-1β 释

放，减少创面炎症细胞浸润，改善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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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创面 NETs 表达增加，NETs 可通过激活 TLR4/TLR-9/NF-kB 信号通路，促进巨噬细胞炎

症体 NLRP3 及 IL-1β 前体的表达，并通过 ROS/TXNIP 通路维持 NLRP3 炎症体活化，促进 IL-1β 释

放，趋化炎症细胞在创面浸润，参与糖尿病创面慢性持续炎症反应。 

 

 

PO-0055 

应用 VSD 综合治疗烧伤后期残余创面 

 
刘宁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观察封闭负压引流疗法(VSD) 联合植皮或皮瓣修复大面积烧伤后期的残余创面或迁延不愈创

面的效果。 

方法 68 例烧伤后残余创面不愈合患者，创面分泌物多，大部分已形成肉芽创面，组织水肿，伴或

不伴有深部肌腱、骨质外露。经创面分泌物细菌培养，结果检出细菌 89 株，其中铜绿假单胞菌 44

株，占 49.43%，金黄色葡萄球菌 23 株，占 25.84%;鲍曼不动杆菌 15 株，占 16.85%;奇异变形杆菌

4 株，占 4.49%; 其他 3 株，占 3.37%。在加强全身治疗提高机体抵抗力，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应

用敏感抗生素抗感染前提下，应用 VSD 对创面进行治疗，7～ 10 d 后去除负压材料，根据创面情

况可以多次应用 VSD 治疗，直至创面能受皮为止，然后植皮或皮瓣修复创面。不足 5cm 创面予以德

赛恩湿敷换药，直至创面愈合。 

结果 本组 68 例患者中，经 VSD 持续负压引流治疗，创面培养结果逐渐转阴，2～3 周愈合者 17 

例，邮票植皮 51 例。9 例患者负压吸引 1 次 7 ～ 10 d，31 例患者负压吸引 2 次 15～ 18 d，27

例患者负压吸引 3 次 23～ 26 d，应用时间最长的 1 例负压吸引 4 次 33d，其中植皮 52 例，皮瓣

修复 7例，换药愈合 10例。经负压吸引后仅有 1 例创面培养出铜绿假单胞菌。本组患者均治愈。 

结论 VSD 能够改善烧伤残余创面局部供血不良，促进肉芽生长，抑制细菌增殖从而促进创面愈合

的作用，值得在慢性不愈合的烧伤残余创面中推广应用。 

  

 

PO-0056 

氢醌软膏联合胶原贴敷料治疗烧伤后色素沉着疗效观察 

 
钟毅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氢醌软膏联合胶原贴敷料治疗烧伤后色素沉着的临床有效性、安全性。 

方法 采用随机、平行对照的研究方法，将 139 例烧伤后色素沉着患者分为 A 组 46 例（空白组，未

使用任何药物），B 组 46 例（对照组 单纯采用氢醌软膏治疗），C 组 47 例（实验组 采用氢醌软

膏联合胶原体敷料治疗），总疗程为 8 周。观察治疗后三组患者全身情况和不良反应及不同时点的

总有效率。 

结果  治疗前后三组患者生命征，血尿常规及生化功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不良反应轻微，其中 B 组 7 例出现过敏反应，1 例症状较重，予停药，C 组 5 例出现轻微过敏反

应，不影响进一步治疗。治疗 2、4、6、8周后，总有效率，C组>B组>A组，（P<0.05） 

结论 氢醌软膏联合胶原贴敷料治疗烧伤创面愈合后遗留的色素沉着有显著疗效，并且有较好的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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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57 

上海某三甲医院护士对 2014 版压疮指南知识掌握的现状调查 

 
张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了解上海三甲医院护士对 2014 版压疮指南知识掌握现状，分析压疮知识测试得分与各影响因

素的关系；了解临床护士压疮知识培训现状与知识来源，为进一步制订压疮知识培训课程提供理论

依据，提高护士压疮护理质量。 

方法 方便抽样 2017 年 12月至 2018 年 2 月在上海某一三甲医院护士 599名。采用自行设计的“护

士压疮知识掌握现状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该问卷内容效度 CVI 为 0.93，Cronbach’sα 系数

为 0.762，重测信度为 0.704。经 t检验、方差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对数据进行统计。 

结果 599 名临床护士压疮知识测试问卷总体得分为 41.71±3.04 分，最高分为 50 分，最低分为 34

分。不同科室、年龄、学历、能级、职务、职称的临床护士在压疮知识测试问卷总体得分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F=3.290、3.516、12.003、7.949、7.741、19.385，P 均<0.05）。多元线性逐步

回归结果显示（F=20.658,P<0.01），职说明职称越高，压疮知识测试总体得分越高。压疮知识测

试问卷各条目答题情况显示，条目“压疮发生的高危人群：行动和行为受限的患者”以及“压疮发

生的危险因素：较差的营养状态”正确率最高；条目“剧烈和（或）常去的压力或压力联合摩擦力

可导致压力性损伤出现”正确率最低，仅为 1.7%。 

结论 该结果反映了该三甲医院护士压疮知识掌握情况不理想。压疮知识掌握的程度于科室、学

历、职务、职称的有关，工作时间越长，职称越高，日常工作中接触压疮患者越多，知识掌握程度

也越高。另外，从知识掌握的内容来看，压疮高风险因素掌握的最好，这可能与目前实施的护理评

估内容有关。而压疮定义等基础知识，预防知识掌握程度有所欠缺，提示我们今后在培训中要加强

基础知识和预防措施的培训。 

  

 

PO-0058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后应用 Power PICC 实施输液治疗的护理 

 
滕陪敏,张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探索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后的输液治疗中应用 Power PICC 技术是否能在保证大容量输液的

基础上又能降低静脉导管感染的风险，为烧伤患者的抢救、输液和监测提供经验。 

方法 患者伤后由于抗休克需要先采用股静脉置管，5-7 天后改用 B 超导引下改良塞丁格技术 Power 

PICC 置管。通过拔管时导管细菌培养和血培养评估 PowerPICC 技术感染风险，并计算最大输液容

量及最大输液容量时的输液速度，是否满足大面积烧伤患者的需要。 

结果 平均留置时间 31.75±13.99 天，创面上或距创面边缘<5cm 部位穿刺 8 例（占 28.57%），正

常皮肤上穿刺 20 例（占 71.43%）。4 例发生高热占 14.29%，血培养阳性 3 例占 10.71%，在正常皮

肤上穿刺和创面上或距创面边缘<5cm 部位穿刺血培养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导管培养均阴性。导

管应用时间一般从伤后 5-7 天开始，最大每天静脉输液量约 5142.64ml，平均输液速度

214.28ml/h，输液成分为胶体、晶体和水分以及静脉营养液等。 

结论 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后的输液治疗中采用 Power PICC 技术，不但导管的留置时间较长，

能满足烧伤患者大容量的输液治疗，还可大大降低大面积深度烧伤深静脉途径血流感染。是烧伤液

体复苏后一种安全可靠的静脉输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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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59 

致死性坏死性筋膜炎治疗的思考与挑战 

 
余小平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致死性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诊断与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收治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对其诊断和治疗方法进行探讨 

结果 该病一般发生小的创伤之后，局部溃疡创面沿肢体蔓延所致的重度全身炎症反应。 

结论 该病一般发生小的创伤之后，局部溃疡创面沿肢体蔓延所致的重度全身炎症反应。结论：其

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早期诊断是关键，全身综合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早期积极彻底反复清

创、有效封闭创面。 

 

 

PO-0060 

一种负载纳米 ZnO 水凝胶敷料的研发 

 
刘名倬,王小磊,郭光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PO-0061 

外泌体在急性肺损伤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刘名倬,甘春霞,徐斌,郭光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急性肺损伤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疾病，治疗方法多样。干细胞在急性肺损伤治疗方面具有良好的

效果，因而备受关注。但是因为其凋亡率高等原因而限制其进一步的临床应用。外泌体是细胞分泌

的一种胞外囊泡，随着对外泌体的不断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其在治疗损伤性疾病模型实验研究和临

床应用中的优势逐步显现。本文从急性肺损伤的研究现状，外泌体治疗急性肺损伤可能的信号通路

等方面予以综述。 

 

 

PO-0062 

手、足部深度创伤的皮瓣修复方法临床分析 

 
牟斌,李金松,李昕,巩振中,李宗瑜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手部最易受伤的肢体部位。足跟部是人体的主要负重部位，由于该部位的皮肤和跟垫在解剖

上具有特殊结构，加之此处为跟腱的附着点，血运不是很丰富，局部软组织缺损后易感染且容易摩

擦破溃，损伤后通常有肌腱骨外露修复较为困难。 

方法 胸、腹部随意皮瓣、轴型皮瓣、岛状皮瓣、或者采取 1 期扩创，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封闭创面

2期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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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35 例全部患者创面均成功修复，随访 6～24 个月(平均 12 个月)，所有足根部创面 I 期

愈合，7 例皮瓣质地及颜色良好，功能满意，创面植皮患者因注意患区保护未重新形成创面，供区

植皮成活良好，除外 2 例截瘫病人，7 例患者下肢负重行走正常，3 例患者安装假肢后可借助拐杖

行走。手部热压伤及电烧伤创面 7 例患者部分手指因早期毁损严重而行部分坏死指骨截除，剩余

16例手部深度创面均以皮瓣 1期封闭创面，术后随访功能良好。 

结论 我院烧伤科在 2001-2018 内成功应用胸、腹部随意皮瓣、轴型皮瓣、岛状皮瓣、或者采取 1

期扩创，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封闭创面 2 期植皮，较为满意的修复了手、足部的电烧伤、化学烧伤、

热压伤、低温烫伤及冻伤患者 35例，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手、足部的功能，取得了满意疗效。 

 

 

PO-0063 

烧创伤并发肺栓塞 17 例的诊疗体会 

 
李德绘

1
,吴浩

1,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530031 

 

目的 分析我院烧创伤并发肺栓塞病例的临床特点、存在的危险因素，加深对烧创伤患者并发肺栓

塞的认识，以降低烧创伤患者发生肺栓塞的可能，提高治愈率。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烧伤、创伤并发肺栓塞的 17 例患者进行数据收集，

分析患者发病时间，发病时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发病后血浆 D-二聚体的含量，CT 肺动脉造影

( CTPA)检查结果，按肺栓塞可能性 Geneva 评分及 Wells 评分给予患者危险程度分级，并统计患者

存在的肺栓塞危险因素，寻找患者存在的最大诱发危险因素。 

结果 17 例患者中 15 例发病于受伤后 28 天内，所占比例为 88.2%，其中于伤后 14 天并发的为 8

例；发病时最常见的症状为呼吸困难、胸闷、胸痛，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 70.6%、35.2%、17.6%；

血浆 D-二聚体＞500μg/L 者占 94.1%；17 例患者行 CT 肺动脉造影检查者均可见肺栓塞形成的直接

或间接征象；17 例患者中 15 例接受抗凝或溶栓治疗，2 例患者死亡，15 例患者痊愈，治愈率为

88.2%；17例患者均存在至少 3个肺栓塞相关危险因素，最大诱发因素为骨折或重大创伤。 

结论 1、烧创伤患者存在诸多发生肺栓塞的危险因素，骨折、重大创伤为最大的诱发因素；发生肺

栓塞早期症状缺乏特异性，预防是防治肺栓塞的关键措施。 

2、烧创伤患者住院 28 天内，应积极监测患者发生静脉栓塞的可能，定期行下肢静脉彩超检查，并

高度警惕疑似肺栓塞的突发症状，及时完善血浆 D-二聚体及 CTPA检查，明确诊断。 

3、确诊后按指南早期给予患者标准化治疗，可提高治愈率。 

 

 

PO-0064 

多部门、多学科协作在高速公路连环车祸救援中的意义 

 
徐庆连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探讨空中转运及多部门、多学科协作在高速公路连环车祸救援中的意义。 

方法 对于“滁新高速”发生多点多起造成人员伤亡的高速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 18 人死亡，21

名伤者现在医院救治，其中伤势较重 11 人（两人抢救无效死亡），1 天后大部分病人生命体征平

稳，但有一例严重复合伤病人仍然处于昏迷状态，国务院、安徽省政府、省市卫计委，以及省、市

和各级医院联合、协同合作，在当地先期进行处理，并采用直升飞机快速将病人转运到安徽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医院又组织多学科会诊、协作处理。 结果 病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创面完

全修复，后期转入康复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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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成功救治 

结论 对于高速公路连环车祸的重伤受伤病人，动员多方力量，协调、及时、快速有效的处理是抢

救成功的重要因素，值得在全国推广。 

  

 

PO-0065 

一例皮肤软组织曲霉菌感染治疗病例分享 

 
徐庆连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探讨体表皮肤软组织曲霉菌感染的诊断、治疗的意义 

方法 对于皮肤反复溃疡不能愈合，并呈现扩大趋势，并诱发慢性疾病基础的病人，采用病理和微

生物反复检验和检查发现曲霉菌感染，明确诊断后，予以有效抗生素治疗，再次检查后未见曲霉菌

感染，采用负压封闭引流培养肉芽新鲜后，大张皮移植 

结果 皮片移植一次成功。 

结论 对体表皮肤软组织曲霉菌感染依据创面微生物培养结果和病理检查结果，进行针对性治疗，

在未再检出真菌、在创面基底床新鲜后予以大张皮移植，效果满意。 

 

 

PO-0066 

PiCCO 技术监测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心肌损害的回顾性研究 

 
周军利,李一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探究 PiCCO技术应用于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改善心肌损害的监测效果。 

方法 通过查阅甘肃省人民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回顾性分析了甘肃省人民医院烧伤科 2015 年 11 月-

2017 年 11 月收住的 52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的病历资料，按监测不同分为传统监测组（27 例）及

PiCCO 监测组（25 例），传统组根据患者每小时尿量、心率、平均动脉压、血气分析及血生化等指

标随时调整复苏方案，PiCCO 组时除考虑上述指标外，还需结合 PiCCO 测得的参数分析血流动力学

情况调整补液。共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重、烧伤总面积、致伤原因、是

否伴有吸入性损伤、伤后入院时间，以及两组患者入院即刻至伤后第七日共 8 个时相的 NT-

proBNP、cTnT及 CK-MB。 

结果 （1）两组患者年龄、体重、伤后入院时间、烧伤面积、性别、吸入性损伤、致伤原因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2）两组患者伤后第 1、2、4、5、6、7 日 NT-proBNP 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伤后入院即刻、第 3 日 NT-proBNP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

两组患者伤后第 1、2、6、7 日 cTnT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即刻、第 3、4、5 日

cTnT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患者伤后第 3、6、7 日 CK-MB 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入院即刻、第 1、2、4、5日 CK-MB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iCCO 能更科学合理地监测大面积烧伤患者的伤后早期补液，减轻心肌损害的效果优于传统

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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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67 

烧伤复合热射病的诊断及治疗研究进展 

 
杨福旺,童亚林 

解放军第 181 医院 

 

目的 烧伤复合热射病是一种致命性急症，机制复杂，虽然发病率不高，但一旦发病，救治极其困

难，病残率及死亡率极高。本文就烧伤复合热射病的诊断及治疗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

临床诊断及救治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PO-0068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踝部难愈性创面 

 
贾赤宇

1
,李鹏程

1,2
,常春娟

1,2
,宋卫平

1,2
 

1.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2.解放军第 309 医院 

 

目的 究腓动脉穿支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大面积足踝皮肤软组织缺损的效果，探讨其手术注

意事项。 

方法 在 2010～2017 年，对 17 例足踝部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的病人，切取以小腿后侧皮肤为供

瓣区的小腿外侧皮瓣一期修复创面。同时观察皮瓣的血液供应及静脉回流情况、营养血管在外踝上

与腓动脉穿支的位置。 

结果 皮瓣均完全成活，无一例出现静脉回流障碍，较好的恢复了病人的负重及行走功能 

结论 腓动脉穿支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血液循环丰富，成活率高，操作简便，是修复足踝部大面

积皮肤的较好皮瓣。 

 

 

PO-0069 

新的伤口修复理念：皮肤牵张器的发展及临床应用 

 
贾赤宇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目的 客观分析皮肤牵张器在伤口愈合中的独特作用及作用机制，使大家特别是基层医务人员对此

新技术有深入了解，增加对伤口修复的治疗途径和手段 

方法 系统回顾皮肤牵张器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 

结果 理论基础：扩张后皮肤组织的修复过程是介于组织再生修复和疤痕修复之间的一种中间状

态，一段时间内虽然组织结构基本恢复正常但胶原纤维仍有排列紊乱现象，扩张后的软组织短期内

仍具有疤痕挛缩样特性，扩张后组织的收缩率较正常组织明显增加，即时收缩增强的主要部位是扩

张后的真皮和纤维包膜部分。因皮肤牵张法不形成纤维包膜，其即时收缩强度较内扩张法明显降

低，皮肤伸展术能刺激皮肤基底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分裂，促进胶原纤维合成，并使血管组织

增生。牵张器类型也有较大的进展：从简易的自制克氏针到皮肤牵张带 ETE、子弹型的不锈钢伤口

闭合工具、TopClosure® 3S 系统、儿童并指牵张器和新型拉杆式皮肤牵张器。在各类急慢性难愈

合伤口上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结论 在火器伤、四肢骨折合并皮肤软组织缺损、骨筋膜室综合征减张切口及伤口感染和不宜手术

的伤口修复方面有独特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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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70 

新型颠覆性技术在慢性创面管理中的应用 

 
贾赤宇,陈泠西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目的 信息化时代，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已快速渗透

致健康医疗领域。而慢性创面的诊疗及管理仍处在传统的落后阶段。探索新兴技术在慢性创面管理

中的应用前景、倡导和规划新型颠覆性技术在慢性创面诊治中的策略和模式。 

方法 系统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相关文献，

加以归纳分析和综合，阐述它们在慢性创面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在慢性创面管理中融入新兴技术，患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诊疗体验和结果。对于糖尿病、因健

康问题而长期卧床等高危患者，可以用可穿戴式设备进行自我健康精准化管理，用大数据和机器学

习建立的风险评估模型预测其发展为慢性创面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从而做好预防措施；对于慢性

创面患者，物联网和计算机视觉可以用来评估慢性创面的进展变化，CDSS 系统能够为医生提供基

于证据的临床决策支持；远程医疗技术支持传统的医院创面管理延伸到社区和家庭进行创面监测和

康复理疗。但是我们需要承认新兴技术在慢性创面管理中的某些应用还不太成熟，诸如远程创面诊

疗的推广普及，大数据的互通共享，人工智能的安全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结论 颠覆性技术能够为慢性创面管理带来多方面的益处。全新的慢病管理理念、颠覆传统的就医

模式、崭新的诊疗体验、打破传统医疗模式中的时间和空间障碍。某些诊治策略和模式还需要进一

步改进和优化，从而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医疗环境相贴合。 

 

 

PO-0071 

丙戊酸钠对烧伤休克大鼠肺微血管内皮细胞活化和通透性的 

影响 

 
贾赤宇

1
,周国勇

2
 

1.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2.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丙戊酸钠(valproic acid,VPA)对大鼠 50%TBSA Ⅲ°烧伤休克

模型肺微血管内皮细胞（Pulmonary microvascular endothelium cell，PMEC）活化和通透性的影

响 

方法 雄性 SD 大鼠，麻醉后随机分为①假烫组，水浴温度 37℃ 15s；②烫伤组，水温 80℃，背部

和双下肢 15 s、腹部 8 s，造成 50%TBSA Ⅲ°烫伤；③HDACI 组，分别于烫伤后即刻皮下注射丙戊

酸钠（VPA）及对照药物 2-甲基-2-戊烯酸（2-methyl-2-pentenoic acid，2M2P）（300mg·kg
-1
，

100mg·ml
-1
）。各组大鼠分别于烫伤后 2h、6h 及 12h，采用伊文斯蓝（Evans blue，EB）染色法

检测肺血管通透性；腹主动脉取血检测 HCT 和脏器功能指标；取肺组织，HE 染色观察病理变化，

干湿重法检测肺组织含水率，免疫组化法检测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E-选择素（ E-selectin）和细胞间黏附分子 -1（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表达；TUNEL法检测肺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率。 

结果 1. HDACI 对烫伤休克大鼠模型肺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与烫伤组相比，伤后 2h 和 6h VPA 组和

2M2P 组 HCT 和肺组织含水率降低，肺血管对 EB 的通透性降低(p 均<0.05)，肺水肿等病理改变减

轻；VPA 组作用显著强于 2M2P 组(p<0.05)。2. HDACI 对烫伤大鼠模型内皮细胞活化和凋亡的影响 

烫伤后 2h 和 6h，烫伤组肺微血管内皮细胞 VEGF、E-selectin、ICAM-1 表达及凋亡率均较假烫组

显著升高；VPA 组 2h 和 6h 各细胞因子阳性表达率和凋亡率均显著低于烫伤组(p 均<0.05)；2M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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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2h 和 6h 各细胞因子阳性表达率与烫伤组无显著差异(p 均>0.05)，凋亡率显著低于烫伤组(p 
<0.05)。 

结论 大鼠 50%TBSA Ⅲ°烧伤休克模型实验结果表明，丙戊酸钠能显著抑制烧伤休克时肺血管内皮

细胞的活化和凋亡，减少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的血容量丢失，VPA 作用显著强于 2M2P，为 HDACI 用

于致死性烧伤休克的早期救治提供了实验依据。 

 

 

PO-0072 

改良足底内侧带神经动脉岛状皮瓣修复足跟部软组织缺损 

 
赵遵江,李成虎,王瑜,王修坤,胡育栋 

六安市人民医院,237000 

 

目的 探讨保留第一趾足底固有神经的足底内侧带神经动脉岛状皮瓣修复足跟部软组织缺损的临床

应用效果。 

方法 传统足底内侧带神经动脉岛状皮瓣在切取游离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足够长的血管神经蒂，须

将 1-3 趾的足底固有神经与足底内侧动脉一起切取；导致第一足趾感觉丧失，对患者以后行走和防

意外能力均造成不可弥补的影响。采用保留第 1 足趾足底固有神经，在第 1 足趾足底固有神经与第

2-3 足趾足底固有神经移行融合处切开神经包膜，沿神经干纵行劈离，延长至足够长的血管神经蒂

即可，最远不易超过足底内侧动脉与足底内侧动脉移行处；注意不伤及各自神经束。这样，既保留

了第一足趾感觉功能，又维持所取足底内侧带神经动脉岛状皮瓣感觉功能；即为改良带神经血管蒂

足底内侧岛状皮瓣。应用这种改良足底内侧带神经动脉岛状皮瓣修复足跟部软组织缺损 12 例；区

同侧右大腿外侧取相应大小中厚厚皮片移植封闭创面。 

结果 12 例皮瓣及皮片全部成活，术后第一趾感觉与足跟部感觉良好，随访 2-8 个月，皮瓣外观良

好，质地佳，行走后无皮瓣皮肤破损。 

结论 改良足底内侧带神经动脉岛状皮瓣修复足跟部软组织缺损，术后第一足趾与足跟部感觉功能

良好，对患者行走能力，稳定能力，防意外能力比传统修复手术有所提高。 

 

 

PO-0073 

安尔舒创面生物修复胶在深Ⅱ°烧伤创面的临床应用 

 
罗锦花,詹剑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安尔舒创面修复胶在深Ⅱ°烧伤创面中的修复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 100 例我院深Ⅱ°烧伤患者，以随机的方式分成两组：对照

组和治疗组，前者用凡士林治疗，后者用安尔舒创面修复胶治疗，分别观察及统计止痛效果、创面

溶痂率（第 5、10、14 天）、创面愈合率（第 7、14 及 21 天）、创面愈合时间、细菌检出阳性

率、疤痕生长情况及不良反应。 

结果 创面修复胶止痛快速且效果明显，能促进创面溶痂、创面愈合，治疗组不同时间点与对照组

相比，其创面溶痂率、愈合率都明显比后者高（P<0.05 或 P<0.01），而愈合时间相比后者，明显

减少（P<0.01），抑菌效果明显（P<0.01），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不良反应，愈合皮肤平整光滑。 

结论 创面修复胶应用于烧伤深Ⅱ°创面效果良好，值得临床进一步应用。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60 

 

PO-0074 

复方雪莲烧伤膏在深Ⅱ°烧伤创面的临床应用 

 
陈秋莹,詹剑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复方雪莲烧伤膏在深Ⅱ°烧伤创面中的修复作用及安全性研究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院 78 例深Ⅱ°烧伤创面患者，以随机的方式分成对照组和

治疗组，对照组用磺胺嘧啶银乳膏治疗，治疗组用复方雪莲烧伤膏治疗，分别观察患者换药疼痛程

度、渗液量、创面溶痂率（第 5、10、14 天）、创面愈合率（第 7、14 及 21 天）、细菌检出阳性

率、创面感染、瘢痕发生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复方雪莲烧伤膏组换药疼痛程度、渗液量、细菌检出阳性率、创面感染、瘢

痕发生情况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创面溶痂率、创面愈合率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78例患者中对照组有 1例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 复方雪莲烧伤膏应用于深Ⅱ°烧伤创面效果良好，可减轻烧伤患者换药的疼痛程度，减少创

面渗液量，可以加快创面溶痂，促进创面愈合，减少细菌感染及瘢痕的发生，且安全性良好，值得

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PO-0075 

成功救治化学烧伤并发重症药疹及下肢深静脉血栓 1 例 

 
罗锦花,詹剑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 44 岁，化学物质(主要成分为苯酚)烧伤四肢 15% （浅Ⅱ°-深Ⅱ°）（图 1），后自行涂

抹烧伤湿润膏无明显改善，遂于伤后第 3 天至当地医院住院，予以头孢菌素抗炎及继续烧伤湿润膏

处理创面，但病情逐渐加重，于伤后第 6 天因全身出现皮疹、表皮剥脱转至我科。入院查患者全身

发生呈现弥漫性的紫色或红色斑块，同时还有松弛性大疱，有超过 90%体表面积的区域发生表皮剥

脱，口腔黏膜也包括在内，入院后请皮肤科会诊，诊断为重症药疹，考虑头孢类药物引起可能性

大，于第 2 天行全身清创及异种皮覆盖术（图 2），予以泰能抗炎、甲强龙 80mg qd、丙种球蛋白

静滴，治疗过程中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均异常、蛋白水平低等，予以护肝、制酸保护胃粘膜及维

持水、电解质平衡,监测血压、血糖,输血浆或输白蛋白加强支持等治疗,患者病情控制，激素逐渐

减量改为强的松口服直至停用。患者在受伤 46 天之后（图 3），其左下肢发生肿胀、发热和疼痛

等现象，相比另一下肢，其周径增加 6 cm。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为:左下肢多处静脉内

有血栓，包括股总静脉、股浅静脉、股深静脉、腘静脉、胫后静脉和胫前静脉。检查血小板为

578×109/ 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24s，凝血酶原时间 7.2 s,表明此时血液呈现高凝情况。予以

置入下腔静脉滤网、尿激酶溶栓，抗凝等处理, 将受伤下肢升高 30°,通过局部红外线灯照射的方

式，使得静脉血流增强。通过一系列处理措施后，患者左下肢胀痛、肿胀情况得到缓解,14 天后彩

超复查，结果表明血流通畅，继续小剂量华法林口服预防性治疗。患者创面愈合后痊愈出院。 

2 讨论 

烧伤并发药疹或静脉栓塞的病例已有报道，但烧伤同时并发药疹及静脉栓塞的病例并未见报道。 

重症药疹[1]指的是，大面积的皮损同时有全身中毒、内脏受损现象的药疹。由于重症药疹病情发

展迅速，且常伴有内脏受累及全身中毒症状，极易出现并发症而造成严重后果，甚至死亡。该患者

入院时全身体表 95%以上的表皮剥脱，病情危重，入院后能迅速控制病情发展，创面顺利愈合，主

要与我们采取以下积极有效的救治措施有关。1、患者入院后首先询问病史和用药史。重症药疹的

致敏药物中抗生素居首位．故考虑头孢抗菌素可能性大，予以停用一切可疑药物及致敏高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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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期足量使用糖皮质激素[2] ，它是目前抗炎、抗过敏的最好药物。等到病情好转，体温恢复

正常，皮肤颜色变浅，没有新生的皮疹后，药量渐渐减少直到停止用药；在治疗期间，糖皮质激素

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良症状，如继发性高血压，水电解质紊乱，继发感染等，由于病情没有改善因

而要继续用药甚至加量用药，故本患者应用激素时给予丙种球蛋白（400mg/kg.d 5 天），其可减

少糖皮质激素的用量及并发症[3] 。3、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感染：这是提高救治成功率的关

键。4、加强创面处理：传统的保守换药使创面坏死组织脱落的周期较长，因而常常导致创面出现

局部炎症反应，而频繁换药，疼痛感剧烈，不仅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还使其精神上受到折磨，

为此，本例患者在早期去除创面坏死组织同时选择脱细胞异种皮作为覆盖物[4]不仅加快了病人创

面的愈合，而且减轻了病人频繁换药的痛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病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质

量。5、积极防治肝肾功能等内脏的并发症。6、由于发热、进食差、创面丢失等，因此输血浆或输

白蛋白加强支持亦为重要，同时注意水、电解质平衡。 

治疗过程中，左下肢发生肿胀、发热和疼痛等现象，相比另一下肢，其周径增加 6 cm。通过彩色

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为：左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分析原因，可能

与以下因素有关：1、由于治疗周期长，之后大量时间卧床，同时因为大面积创伤使得肢体活动量

降低等原因，使得下肢静脉血流不畅；2、患者并发重症药疹后使用大量激素，其致血小板升高可

能[5]；3、创面长期裸露，持续体液丢失，血液浓缩，炎症因子作用导致机体长期处于高凝状态；

4、由于在股静脉进行多次穿刺、深静脉导管留置等操作，使得起静脉血管壁受到损害，血管内皮

下胶原的刺激下，血小板发生聚集。各种因子的诱导作用下，发生了 DVT。 

及时发现、果断处理是该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治疗成功的关键。发现血栓后即行了下腔静脉滤器置

入术[7]，有效防止了因血栓脱落引起的更严重并发症。同时使用尿激酶（20 万 u，bid,连用 7

日）溶栓抗凝治疗，抑制血栓蔓延，促进血栓溶解并预防复发。后期改用华法令（2-3 月）的抗凝

方法安全可靠。2周左右，下肢肿胀、疼痛消失，肢体恢复活动。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更为重要，可采取以下措施：对创面进行早期封闭，减少卧床时间，尽可能

避免创面发生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最为重要的手段是抗凝药物使用[5]；要进行长时间输液的患

者，注意输液位置要时常更换，下肢静脉输液和股静脉穿刺抽血要尽量在不同部位进行，同时在完

成抽血后，按压 10 分钟左右；尽可能早地进行主/被动康复训练,从而达到改善下肢血液循环的目

的，也应加强对患者饮食、生活、及心理上的引导和护理。 

 

 

PO-0076 

大张中厚皮移植修复功能部位烧伤的临床探讨 

 
罗锦花,詹剑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大张中厚皮移植修复功能部位烧伤的效果。 

方法 2010 -2017 年期间，我科 206 例功能部位严重烧伤患者，其中早期创面 186 例，肉芽创面 20

例，早期创面行削切痂、肉芽创面清创后分别行自体大张中厚皮移植封闭创面。 

结果 206 例中厚皮全部存活，16 例皮下积液有零星部分植皮坏死、后经换药等治疗治愈。术后 6

月观察创面外形和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结论 对功能部位深度烧伤早期切削痂/肉芽清创+大张中厚皮片是恢复功能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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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77 

富含血小板血浆外敷在深Ⅱ度烧伤创面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罗锦花,詹剑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析深Ⅱ度烧伤创面修复中应用富含血小板血浆外敷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对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深Ⅱ度烧伤患者予以研究，根据随机数表法均

分为两组，即参照组与观察组，各 30 例。参照组患者给予磺胺嘧啶银霜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富

含血小板血浆外敷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创面愈合时间及换药次数。 

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是 93.3%，明显高于参照组的 73.3%，对比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

创面愈合时间、换药次数明显少于参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富含血小板血浆外敷治疗深Ⅱ度烧伤的临床效果更加确切，能够明显缩短患者创面愈合时

间，减少换药次数，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PO-0078 

黄芪多糖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陈秋莹,詹剑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黄芪是常用且重要的中草药和食疗药膳，用途广泛。黄芪多糖（APS）是近年来从黄芪中分离

提纯的均一多糖成分，是其最重要的天然活性成分，主要由葡聚糖和杂多糖组成。目前，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逐步对 APS 的化学组成、作用机理和用途有了新的认识，它不仅具有广泛的药理作

用，而且长期使用对组织细胞毒副作用小、代谢残留少等优点，因而得到国际上的公认，且较广泛

应用于临床。近年来，笔者发现 APS 在心血管疾病防治等领域研究较为深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本文就有关 APS 对心血管系统作用及可能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科学研究和临床治

疗提高帮助。 

 

 

PO-0079 

黄芪多糖对严重烫伤大鼠炎性因子的调控作用 

 
詹剑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了解烧伤早期炎性因子的释放规律、了解黄芪多糖对烧伤早期炎性因子的调控效果。 

方法 成年健康清洁级大鼠 120 只，雌雄各半，（200±15）g。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烫伤组、烫

伤对照组和烫伤黄芪多糖治疗组，每组 40 只。假烫伤组给予 37℃水雾烫伤 8 秒造假烫伤。烫伤对

照组及烫伤黄芪多糖治疗组给予 8 秒 108℃蒸汽烫伤造成 30％TBSAIII°烫伤，烫伤后立即补液抗

休克，创面涂碘伏，2 次/天。假烫伤组、烫伤对照组每日腹腔注射 0.9%生理盐水 2ml，烫伤黄芪

多糖治疗组每日腹腔注射黄芪多糖溶液（25mg/ml）2ml，直至大鼠处死。于伤后第 1、3、7、14 天

各取 10 只麻醉后无菌条件下腹主动脉取血 6ml， ELISA 法检测各组血清中炎性因子 TNF-α、IL-

1、IL-6、IL-8 和 IL-10 水平。对数据行 Leven 齐性检验、析因设计方差分析、LSD-t 检验、SNK-q

检验、Friedman M非参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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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第 1、3、7、14 天烫伤对照组与假烫伤组比较：血清 IL-1、IL-6、IL-8、TNF-α、IL-

10 水平明显升高(P<0.05)；第 1、3、7 天烫伤黄芪多糖治疗组与假烫伤组比较：血清 IL-1、IL-

6、IL-8、TNF-α、IL-10 水平明显升高(P<0.05)，第 14 天烫伤黄芪多糖治疗组各指标水平与假烫

伤组已无明显差异(P﹥0.05)。2）黄芪多糖治疗组与烫伤对照组比较：IL-1、IL-6、IL-8、TNF-α

水平伤后第 1、3、7、14天均明显降低(P<0.05)；IL-10伤后第 1、3 天明显升高(P<0.05)， 

结论 1、严重烫伤大鼠伤后促炎性因子和抗炎因子均有过度释放。2、黄芪多糖治疗可减少烧伤后

促炎因子 IL-1、IL-6、IL-8、TNF-α 的产生，促进抗炎因子 IL-10 的产生，对烧伤早期炎性因子

的无序释放有调控作用。 

 

 

PO-0080 

黄芪多糖（APS）对严重烫伤兔心功能损害的保护作用 

 
詹剑华,罗锦花,陈秋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了解黄芪多糖(APS)对严重烫伤兔心功能损害的保护作用。 

方法 健康清洁级成年雄性兔 64 只，体重（2.4±0.2）kg，随机分为单纯烫伤组（后称 Model

组,n=32 只）和烫伤治疗组（后称 APS 组,n=32 只）。各实验兔予 8 秒、108℃、蒸气压 4MPa 烫

伤，造成 30％TBSAIII°烫伤模型，伤后立即补液抗休克。APS 组分别于伤后即刻、伤后 1-6 天给

予腹腔注射黄芪多糖溶液 200mg/kg，Model 组予等量的生理盐水对照，直至动物处死。于伤后 1、

3、7、14 天，每组各取 8 只兔，麻醉无菌操作下开胸，经颈静脉采血 10ml，送检验科行血液流变

学、心肌酶检测，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中 cTnI、MDA、SOD、ET-1 含量，RIA 法检测 AngⅡ含量。无

痛处死，取 1g 心肌组织制作病理切片观察；另取 1g 心肌组织制作细胞上清液，ELISA 法检测心肌

组织 ET-1和 RIA法检测 AngⅡ含量。 

结果 1、APS 组 CK、LDH、cTnI 水平，伤后 1、3、7 天均较 Model 组低，差异有显著性

（P<0.05)，伤后 14d 无差异；AST、CK-MB 水平，伤后 1、3 天明显下降，第 7、14 天无差异。2、

APS 组血清及心肌 Ang II、ET-1 值，伤后各时相点均低于 Model 组(P<0.05)；4、APS 组各血液流

变学指标，伤后 1、3、7 天均较 Model 组低(P<0.05)，伤后 14 天无差异；3、APS 组 SOD 值，伤后

1、3、7 天高于 Model 组(P<0.05)，伤后 14 天无差异；APS 组 MDA 值，伤后各时相点均低于 Model

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5、APS 组在伤后各时相点心肌损害的程度较 Model 组均有所减轻，

尤其是伤后 7、14天，未发现明显的心肌细胞肥大及间质纤维增生情况。 

结论 APS可减轻严重烫伤对心肌细胞的损害，对烧伤早期心功能损害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 

  

 

PO-0081 

黄芪多糖调理烫伤大鼠肠道免疫功能的 实验研究 

 
詹剑华,罗锦花,许飞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观察黄芪多糖对烫伤大鼠肠黏膜 PP 结淋巴细胞亚群、肠黏液 s-IgA 水平、肠黏膜病理形态学

变化的影响。了解其对肠道免疫功能的调理作用。 

方法 成年健康 SD 大鼠 130 只，用抽签法将动物随机分成五组：正常对照组（A 组，n=10)、单纯

烫伤组(B 组，n=30)、黄芪多糖低剂量组(C 组，n=30)、黄芪多糖中剂量组(D 组，n=30)和黄芪多

糖高剂量组(E 组，n=30)。A 组 37℃假烫伤模型，B、C、D、E 组大鼠背部 30%TBSAⅢ度烫伤，烫伤

后补液抗休克，创面擦碘伏 2 次/d。C 组、D 组、E 组伤后 2 小时分别以黄芪多糖 100ｍｇ.kg-1、

200ｍｇ.kg-1、300ｍｇ.kg-1，配成 0.5ｍl 溶液腹腔注射，1 次/天，持续 14 天，B 组相同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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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等量 0.9％生理盐水腹腔注射。A 组假烫伤后活杀取材送检，结果作为正常参考值和烫伤组大

鼠烫伤前的参考值、B 组、C 组、D 组、E 组分别于伤后 3、7、14 天各取 10 只活杀，取回盲部肠黏

膜，光镜下观察肠黏膜形态变化情况、流式细胞仪技术检验肠黏膜 T 淋巴细胞亚群、双抗体夹心酶

联免疫吸附（2-PEG）法测定肠道 s-IgA。 

结果 1、肠黏膜 PP 结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与 A 组比较：B 组、C 组、D 组、E 组大鼠肠黏膜 PP

结各时相点 CD3+、CD4+、CD4+/CD8+比值均下降，CD4+CD25+、CD8+升高(P<0.05)。B 组、C 组、D

组、E 组组间比较：CD3+、CD4+、CD4+/CD8+比值均有回升，CD4+CD25+、CD8+降低，且 C 组、D

组、E 组随着黄芪多糖剂量的增加，上述各项指标与正常对照组越接近。2、肠道 s-IgA 的变化：

与 A 组比较：B组、C 组、D 组、E 组肠道 s-IgA 水平均下降(P<0.05)。B 组、C组、D 组、E 组组间

比较：各时相点均明显升高(P<0.05)。3、肠黏膜病理形态的变化：A 组光镜下可见肠道黏膜绒毛

上皮细胞完整,绒毛无水肿，排列整齐，B 组、C 组、D 组、E 组烫伤后 3 天，肠黏膜病理形态发生

均见明显损伤，伤后第 7 天，C、D、E 组肠黏膜可见开始修复，至 14 天几乎恢复正常。B 组 14 天

后仍未见明显恢复。 

结论 1、严重烫伤可导致大鼠肠道的免疫屏障功能受损。 2、黄芪多糖注射治疗可调节烫伤大鼠

肠道 PP 结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平衡，促进肠黏膜 s-IgA 分泌，改善大鼠小肠黏膜组织病理学形态，

促进肠黏膜恢复，其调理作用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存在量效关系。 

  

 

PO-0082 

加味四君子汤对严重烫伤大鼠肠组织细胞因子的影响 

 
郑国钰,詹剑华,罗锦花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 

 

目的 观察加味四君子汤对严重烫伤大鼠肠组织 TNF-α，IL-1β、IL-10、ICAM-1 mRNA 水平的影

响。 

方法 成年雌雄各半 SPF 级 SD 大鼠（200±15g）90 只，随机分为四君子汤组、单纯烫伤组、假伤

组。各组大鼠背部脱毛后，假伤组模拟烫伤，其余 2 组造成大鼠背部 30%TBSAⅢ度烫伤，四君子汤

组予加味四君子汤灌胃，2ml/次，3 次/d，持续 14 天，烫伤组予生理盐水对照。观察各组大鼠一

般情况，Real-time PCR 技术检测大鼠小肠组织 TNF-α，IL-1β、IL-10、ICAM-1 mRNA 表达水

平。 

结果 1、一般生存状况: 四君子汤组大鼠较单纯烫伤组精神好，活动更多，进食、饮水增加。2、

与假伤组比较：四君子汤组及单纯烫伤组大鼠肠组织 TNF-α，IL-1β,IL-10，ICAM-1 mRNA 水平各

时相点均较明显升高（P＜0.05），但四君子汤组有明显恢复趋势，至第 14 天，四君子汤组 TNF-

α，IL-10 水平与假伤组无明显差异（P＞0.05）。3、四君子汤组与单纯烫伤组比较：①TNF-α 

mRNA 水平:第 1 天，无明显差异（P＞0.05）。第 3、7、14 天，四君子汤组则显著下降（P＜

0.05）。②IL-1β mRNA 水平:第 1 天无明显差异，第 3、7、14 天，四君子汤组则显著下降（P＜

0.05）。③IL-10 mRNA 水平: 第 1、3 天，四君子汤组显著增加（P＜0.05），第 7、14 天，则显

著下降（P＜0.05）。④ICAM-1 mRNA水平 各个时相点，四君子汤组均显著下降（P＜0.05）。 

结论 加味四君子汤可以降低烫伤大鼠小肠组织中促炎因子 TNF-α，IL-1β、ICAM-1 水平，促进

抗炎因子 IL-10的产生，对严重烧伤后肠道炎性反应具有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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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3 

前列地尔对烫伤大鼠 Wnt/β-catenin 通路表达的影响 

 
郑国钰,詹剑华,罗锦花,许飞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 

 

目的 观察前列地尔对烫伤大鼠 Wnt/β-catenin 通路表达的影响  

方法  成年雌雄各半 SPF 级 SD 大鼠（200±20g）48 只，随机分为前列地尔组，氯化锂组，单纯

烫伤组，假伤组。假伤组背部脱毛模拟致伤，余三组背部脱毛后致 30%体表面积深Ⅱ烫伤模型。前

列地尔组予前列地尔尾静脉注射，氯化锂组予氯化锂灌胃，余组以生理盐水对照，持续 14 天。观

察各组大鼠创面大体观，创面愈合率及第 14 天创面皮肤组织 Wnt1，β-catenin mRNA 及蛋白表达

水平。 

结果 1、创面外观：各组烫伤大鼠创面逐渐形成干痂，而后痂下愈合。前列地尔组较氯化锂组及单

纯烫伤组创面干燥，渗出少，创面红润，愈合皮肤毛发生长更旺盛，创面愈合更快；同时氯化锂组

较单纯烫伤组毛发生长更旺盛，创面愈合更快。2、创面愈合率：给药后第 7 天，前列地尔组、氯

化锂组、单纯烫伤组其创面愈合率无明显差异（p＞0.05），第 10、14 天，前列地尔组大鼠创面愈

合率显著高于氯化锂组及单纯烫伤组（p＜0.05），且第 10、14 天，氯化锂组创面愈合率较单纯烫

伤组显著升高（p＜0.05）。3、Wnt1，β-catenin mRNA 及蛋白水平：前列地尔组与氯化锂组无

明显差异（p＞0.05）。前列地尔组较单纯烫伤组及假伤组显著升高（p＜0.05）。单纯烫伤组较假

伤组明显升高（p＜0.05）。4、Wnt1，β-catenin 水平：前列地尔组与氯化锂组无明显差异（p

＞0.05）。前列地尔组较单纯烫伤组及假伤组显著升高（p＜0.05）。单纯烫伤组较假伤组明显升

高（p＜0.05） 

结论 前列地尔可通过提高皮肤组织中 Wnt1，β-catenin 的表达，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通

路，从而促进创面愈合。 

  

 

PO-0084 

严重烧伤患者免疫功能变化及免疫调理的临床研究 

 
詹剑华,罗锦花,陈秋莹,许飞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观察严重烧伤患者伤后免疫功能的变化规律，探索其可能机制，研究适用临床的免疫调理新

方法。 

方法 1、选择烧伤总面积> 30%的患者 35 例，分别于烧伤后 1、2、3 周采集样本进行免疫指标检

测。另选健康献血员 10 名作为健康对照组。观察：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自然杀伤细胞(NK 细

胞)活性、白细胞介素-2 受体（sIL-2R）、T 淋巴细胞转化抑制率的变化，分析各指标的变化规律

及相关性。2、选择烧伤面积>30%的住院患者 40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于伤后第 3

天开始口服中药膳食,100 ml/次、3 次/天，连用 2 周, 对照组采用常规饮食，患者在伤后 3 天及

伤后 2 周分别检测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活性、白细胞介素-2 受体

（sIL-2R）及血浆 IgA、IgM、IgG、C3、C4。 

结果 1、与对照组比较，烧伤患者 CD3
+
、CD4

+
及 CD4

+
/CD8

+
比值、NK 细胞活性明显明显下降(P<0.01 或

P<0.05),CD8、sIL-2R、T 淋巴细胞转化抑制率明显升高 (P<0.01)。2、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D4
+
及

CD4
+
/CD8

+
比值、NK 细胞活性、IgA、IgM、IgG、C3、C4 明显升高(P<0.05),CD8、sIL-2R、T 淋巴细胞

转化抑制率明显降低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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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严重烧伤后 T 淋巴细胞亚群、NK 细胞活性、白细胞介素-2 受体及 T 淋巴细胞转化抑制率

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共同构成伤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的因素。2、应用中药膳食治疗，能调理烧

伤后机体的免疫功能紊乱，值得临床推广。 

  

 

PO-0085 

严重烧伤后心功能损害的可能机制及防治策略 

 
詹剑华,钟林,罗锦花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严重烧伤后早期即可发生心肌损害，导致心脏功能减退。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动力器官，这种迅

速发生的心肌损害及心功能减退，可现在诱发或加重烧伤休克，导致有效循环血量进一步降低，加

重全身组织器官缺血缺氧，诱发 MODS，成为大面积烧伤患者的重要死亡原因。因此，充分认识严

重烧伤后心功能损害的原因、细胞分子机制以及防治策略，对防治心肌损害、改善抗休克效果、提

高严重烧伤患者临床救治水平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O-0086 

中药膳食防治烫伤大鼠肠源性感染的实验研究 

 
詹剑华,罗锦花,陈秋莹,许飞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了解中药膳食对严重烫伤大鼠肠源性感染的防治效果，探索临床防治烧伤后肠源性感染的新

方法。 

方法 健康 Wistar 大鼠 100 只，随机分为烧伤药膳喂养组（A 组，n=30）、烧伤肉汤喂养组（B

组，n=30）、烧伤常规喂养组（C 组，n=30）和正常对照组（D 组，n=10）。A,B,C 组于伤后第 1、

3、7 天各取 10 只，无菌条件下取材检测：肠粘膜病理形态学、血浆内毒素含量、细菌移位率、盲

肠膜菌群、肠黏液中 sIgA(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含量。 

结果 （1）A,B,C 组肠粘膜发生了不同的病理变化，A 组伤后 7 天基本恢复，B,C 组仍未恢复。

（2）与 D 组比较，伤后 A,B,C 组细菌移位率、内毒素水平、酵母菌及大肠杆菌、肠道 slgA 水平明

显升高，双歧杆菌明显减少（P<0.01 或 P<0.05）；与 B,C 组比较，A 组细菌移位率、内毒素水

平、酵母菌及大肠杆菌、肠道 slgA水平明显降低，双歧杆菌明显增多（P<0.01或 P<0.05）。 

结论 严重烫伤破坏了肠道粘膜屏障功能，引起细菌、内毒素移位。应用中药膳食治疗，能促进肠

粘膜机械屏障功能的恢复，减少细菌和内毒素的移位，调整肠道微生态平衡，提高了肠道局部和全

身免疫功能，能有效的防治肠源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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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7 

自体富血小板血浆促进猪深二度烧伤创面愈合的实验研究 

 
孙岩伟

1,2
,王一兵

2
 

1.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2.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评价创面内早期多点注射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RP）对猪深二度烧伤创面愈合的影响，探索作

用机制。 

方法 应用温控热压仪在每只巴马小香猪背部制备 10 个深二度烧伤创面模型，共三只猪 30 个创

面。应用二次离心法制备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RP）。在伤后第 1 天于创面内多点注射 PRP 与生理

盐水作为 PRP 组和对照组。第 3 天重复第 1 天操作。比较两组创面完全再上皮化时间，并通过 HE

及免疫组化染色分析比较两组 Ki67（+）细胞、成纤维细胞、新生血管（α-SMA（+））、毛囊及

毛囊球细胞的数量。 

结果 PRP 组再上皮化时间为(19.67±1.75)天，短于对照组再上皮化时间 (23.33±1.63)天 

(p<0.05)。在伤后第 7 天，PRP 组 α-SMA（+）血管平均评分为（1.60±0.68），高于对照组

(0.57±0.63) (p<0.01)，PRP 组成纤维细胞平均评分为（2.67±0.48），高于对照组(1.43±0.50) 

(p<0.01)， PRP 组 Ki67（+）细胞平均计数为（9.20±1.13），多于对照组(8.53±1.25) 

(p<0.05)，PRP 组 Ki67（+）毛囊球细胞平均计数为（10.17±1.68），多于对照组(8.73±1.48) 

(p<0.05)。在伤后第 28 天，PRP 组毛囊平均计数为（1.47±0.68），多于对照组(0.57±0.77) 

(p<0.01)。 

结论 创面内早期多点注射 PRP 可以缩短巴马小香猪深二度烧伤创面再上皮化时间。PRP 可以通过

细胞增殖与迁移促进深二度烧伤创面血管再生和肉芽组织形成，通过血管再生和毛囊球细胞的增殖

促进毛囊的形成。 

 

 

PO-0088 

通过多媒体及社交平台进行早期及全程互动式康复宣教对烧伤患

者及家属的烧伤康复治疗认知度的影响 

 
魏亚婷,张丽平,严刚,周丽娜,吴会萍,蒋红艳,王娅琼,陈艳花,梅杜,吴世学,罗才平,岳树凯,刘文军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烧伤患者及家属对烧伤康复治疗的认知度和依从性是烧伤康复治疗能否有效开展的重要决定

因素。随着新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广泛普及，其科普影响力逐步扩大。本研究通过结合多媒体及社交

平台进行早期及全程互动式康复宣教，研究新型康复宣教方式对烧伤患者及家属的烧伤康复治疗认

知度的影响，探索烧伤康复治疗新思路。 

方法 创建一套全面的烧伤康复治疗科普教程，形式包括多媒体演示及微信公众号图文信息。纳入

我单位住院的烧伤患者及家属为研究对象。患者入院后 3 天内进行首次烧伤康复宣教，采用多媒体

演示与讲解结合，根据患者伤情进行一对一个体化康复指导，宣教结束后督导患者及家属关注“烧

伤康复”微信公众号并阅读相关课程内容，进行互动式问答。宣教前行烧伤康复认知度问卷调查。

一周后对相同患者或家属再次行问卷调查评估，比较宣教前后烧伤康复认知度调查问卷各项目得分

及总分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检查宣教对象对烧伤康复措施的理解度和治疗依从度，解答疑

问。 

结果 共有 95 名具有阅读能力的烧伤患者及家属参加此研究。康复宣教前，61.05%的受访者未听说

过烧伤康复，66.32%的受访者不知烧伤瘢痕导致的危害，71.57%的受访者不知道烧伤康复治疗的作

用。康复宣教后，康烧伤康复治疗知晓率上升至 100%，98.52%的患者或家属至少认识一种以上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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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康复治疗措施，83.82%的受访者认为患者需进行康复治疗。同组患者及家属在宣教前后烧伤康复

认知度问卷各项目得分及总分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宣教后问卷总分与我科长期接受烧伤康

复治疗的随访患者得分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76)。 

结论 通过对烧伤患者及家属进行烧伤后早期及全程的康复综合宣教，运用多媒体及社交平台手段

进行互动式干预，能够有效提高烧伤患者及家属对烧伤康复治疗的认知度，并能早期就达到长期坚

持康复治疗患者的烧伤康复认知度水平。此干预措施可有效促进烧伤后早期开始并全程坚持烧伤康

复治疗，提高烧伤患者及家属的康复治疗依从性，促进烧伤患者康复治疗效果的提高。 

  

 

PO-0089 

早期烧伤康复护理干预改善患者瘢痕形成预后 

 
王丽晖,方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研究探讨护理干预对烧伤后瘢痕形成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入院接受治疗的中重度烧伤患者 48 例，随机将其分为常规

护理组和烧伤康复护理组患者各 24 例，对常规护理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对烧伤康复护理组

患者在采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心理护理、瘢痕预防、健康教育等一系列的护理干预，比较两

组烧伤患者形成瘢痕的概率。 

结果 常规护理组 24 例烧伤患者中形成瘢痕的患者为 20 例，占本组患者总数的 83.3%，烧伤康复

护理组 24 例烧伤患者中形成瘢痕的患者为 10 例，占本组患者总数的 41.7%，两者对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烧伤患者形成瘢痕的概率，效果较为明显，值得进行临床推广。  

 

 

PO-0090 

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感染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 

 
常博,王凌峰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原：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014000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病原菌,也是医院和社区获得性感染最常见的病原菌之一,是

个革兰氏阳性菌的代表。且金黄色葡萄球菌易形成生物膜,患者一旦发生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感

染,难以彻底治愈。而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感染的调控机制对寻找有效的治疗药物及手段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调控机制进行综述。  

 

 

PO-0091 

整合子与细菌耐药关系的研究进展 

 
韩超,王凌峰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原：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014000 

 

整合子在细菌生物膜耐药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整合子结构、功能及其参与细菌生物

膜耐药方面的研究文献分析,发现整合子是细菌耐药机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细菌生物膜耐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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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整合子的结构、分布、及它对细菌耐药性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研

究进展进行讨论。 

 

 

PO-0092 

胰岛素强化治疗对重度烧伤患者炎症反应与免疫功能的影响 

 
周彪,巴特,王凌峰 

内蒙古包钢医院 

 

目的 了解重度烧伤应激后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 6(IL-6)、T 淋巴细胞

亚群的变化,探讨胰岛素强化治疗对重度烧伤患者炎症反应与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烧伤科收治的重度烧伤患者

5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胰岛素强化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每组各 28 例,采用静脉输液泵持续静

脉泵入胰岛素(50 IU 胰岛素加入到 50 mL 0.9%氯化钠溶液中),依据患者血糖测定结果指导治疗。

胰岛素强化治疗组血糖水平控制在 4.4~7.0 mmol/L;常规治疗组血糖水平控制在 7.0~10.0 

mmol/L。分别在治疗后即刻及治疗后第 3、7、14、21 天后测定患者的血清 TNF-α、IL-6 含量和外

周血中 CD3~+、CD4~+、CD8~+及 CD4~+/CD8~+比值变化情况;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后 21 d 血、尿、痰

培养及创面培养阳性感染人数并计算感染率。数据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t 检验及 χ~2

检验。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血清 TNF-α、IL-6 含量均逐渐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外周血 CD3~+、CD4~+、CD8~+细胞的百分比及 CD4~+/CD8~+比值均有所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的 CD3~+、CD4~+、CD8~+细胞的百分比在各个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胰岛素

强化治疗组患者的感染率为 14.3%(4/28),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 39.3%(11/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6,P<0.05)。 

结论 胰岛素强化治疗可以更好地抑制重度烧伤患者体内的炎症反应,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降低感

染率。 

 

 

PO-0093 

整合素在烧伤创面愈合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李全,巴特 

内蒙古包钢医院 

 

整合素家族为跨膜糖蛋白受体家族,其作用是介导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参与细胞

相互之间的黏附功能。整合素通过双向信号转导,影响细胞的分化、增生与凋亡;整合素信号系统还

可以通过调控细胞周期,产生细胞凋亡,影响瘢痕的形成。本文就整合素家族参与烧伤创面成纤维细

胞分化、促进创面收缩,增强细胞外基质的收缩能力以及整合素连接激酶与创面愈合之间的关系作

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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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94 

应用皮瓣修复足部深度烧伤创面的疗效 

 
刘贵春,巴特 

内蒙古包钢医院 

 

目的 总结临床应用皮瓣修复足部深度烧伤创面的手术经验,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烧伤科收治的足部深度(Ⅳ度)

烧伤患者 45 例,入院后及时给予手术清创,评估患者及创面情况,设计带血管蒂轴型皮瓣、交腿皮瓣

和游离皮瓣等移植,一期修复足部深度烧伤创面,供区采用拉拢缝合、自体皮片移植覆盖。 

结果 45 例患者中 41 例皮瓣全部一期愈合,4 例皮肤边缘部分坏死,经换药后治愈,经 6 个月以上随

访观察,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一期应用皮瓣修复足部深度烧伤创面是一种可行方法,可以最大限度恢复足部烧伤部位外形和功能,

减少创面愈合时间,疗效满意。  

 

 

PO-0095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重度烧伤大鼠脾脏炎症反应和 

脾细胞凋亡的影响 

 
王琼,巴特 

内蒙古包钢医院 

 

目的 探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重度烧伤大鼠脾脏炎症反应和脾细胞凋亡的治疗影响。 

方法 健康清洁级雄性 Wistar 大鼠 27 只，使用随机数据表法分为假伤组、烧伤组和干细胞治疗

组。（1）建立重度烧伤模型：1％戊巴比妥钠 40mg/kg 腹腔内注射麻醉，脱毛备皮，94℃，12s 造

成大背部 30 %总体表面积Ⅲ度烫伤。对照组则使用 37℃，12s 进行处理。（2）处理方案：干细胞

治疗组经尾静脉注射 2×10
6
个干细胞/1mL PBS 处理，烧伤组和假伤组经尾静脉注射 1mL PBS 处

理。（3）标本采集：收集干细胞移植后 24h 时的全血和脾脏组织标本。（4）指标检测：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检测脾脏组织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的改变。ELISA 法检测脾脏组织促炎因水平子的

变化。HE 染色观察脾脏组织的病理学改变。TUNEL 染色检测脾细胞凋亡的变化。数据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SNK-q检验。 

结果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可显著降低重度烧伤大鼠脾脏组织中炎症细胞的浸润程度和促炎因

子 TNF-α、IL-1β 和 IL-6 的水平，以及显著减轻重度烧伤大鼠脾脏组织的病理学改变和显著降低

脾细胞凋亡的数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具有有效降低脾脏组织的炎症反应和脾细胞凋亡的作用。 

  

 

PO-0096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重度烧伤大鼠急性肺损伤的治疗作用 

 
王琼,巴特 

内蒙古包钢医院 

 

目的 探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重度烧伤大鼠急性肺损伤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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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健康清洁级雄性 Wistar 大鼠 27 只，使用随机数据表法分为假伤组、烧伤组和干细胞治疗

组。（1）建立重度烧伤模型：1％戊巴比妥钠 40mg/kg 腹腔内注射麻醉，脱毛备皮，94℃，12s 造

成大背部 30 %总体表面积Ⅲ度烫伤。对照组则使用 37℃，12s 进行处理。（2）处理方案：干细胞

治疗组经尾静脉注射 2×10
6
个干细胞/1mL PBS 处理，烧伤组和假伤组经尾静脉注射 1mL PBS 处

理。（3）标本采集：收集干细胞移植后 24h 时的血液和肺组织标本。（4）指标检测：免疫组织化

学染色检测肺组织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的改变。ELISA 法检测肺组织促炎因子水平的变化。

HE 染色观察肺组织的病理学改变。TUNEL 染色检测肺组织凋亡细胞的变化。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两两比较采用 q检验。 

结果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可显著降低重度烧伤大鼠肺组织中炎症细胞的浸润程度以及促炎因

子 TNF-α、IL-1β 和 IL-6 的水平，进而显著减轻重度烧伤大鼠肺组织的病理学改变以及降低细胞

凋亡的数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通过有效降低肺组织的炎症反应，进而发挥有效治疗重度烧伤大鼠急性

肺损伤的作用。 

  

 

PO-0097 

重度烧伤患者血小板减少临床意义 

 
邓金星 

万载县人民医院,336000 

 

目的 讨论重度烧伤患者血小板减少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分析本院 2010 年 1月至 2017 年 12月收治的 82 例重度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设 42例血小板

减少重度烧伤患者为 A 组，42 例非血小板减少重度烧伤患者为 B 组，比较两组患者异常出血发生

率，脏器并发症发生率，创面脓毒血症发生率，死亡率。 

结果 1,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烧伤面积、烧伤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 

2，两组患者输血浆量，输血小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两组患者异常出血发生率、脏器并发症发生率，创面脓毒血症发生率，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度烧伤患者血小板减少与烧伤面积、烧伤指数有关，与烧伤病情发展、预后无关，无特殊

的临床意义。 

 

 

PO-0098 

修饰用医用硅橡胶微晶体在面部轮廓塑形中的应用 

 
曹京敏 

济南曹博士美容整形医院 

 

目的 研究一种微创、不用剥离创面、术后恢复快、保持时间长的面部软组织填充剂。 

方法 采用特制的医用硅橡胶粉碎机，将医用固态硅橡胶制备成很小的颗粒（1-50 微米），利用高

能电离辐照将聚乙烯吡咯烷酮接枝到硅橡胶颗粒表面，加入适量的生理盐水，摇匀，通过 18 号注

射针头，将面部软组织填充剂注射到面部，达到形体改善与修复。 

结果 面部轮廓改善明显，治疗微创，术后保持时间长。 

结论 这种医用面部软组织填充剂在面部轮廓塑形中的应用前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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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99 

烧伤瘢痕癌 Ezrin 和 CD44v6 的表达及其与淋巴转移的关系探讨 

 
张丕红,刘宁,刘赞,周捷,任利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观察烧伤瘢痕癌 Ezrin 蛋白及变异型 CD44 分子（CD44v6）的表达变化，初步探讨 Ezrin 和

CD44v6与烧伤瘢痕癌淋巴转移的关系。 

方法 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烧伤重建外科 2010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烧伤瘢痕癌患者 33 例

（其中伴淋巴结转移瘢痕癌患者 12 例）、烧伤瘢痕患者 20 例以及 20 例正常皮肤组织标本。记录

烧伤瘢痕癌和烧伤瘢痕的相关病历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Ezrin 蛋白及 CD44v6 在淋巴

结转移阳性烧伤瘢痕癌、淋巴结转移阴性烧伤瘢痕癌、烧伤瘢痕、正常皮肤组织中的表达，采用高

清晰度彩色病理图文报告分析系统进行半定量分析及平均光密度值的测定，得到的定性资料采用卡

方检验；定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Ezrin 蛋白淋巴结转移阳性烧伤瘢痕癌组、淋巴结转移阴性烧伤瘢痕癌组、烧伤瘢痕组和正

常皮肤组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100%（12/12）、85.7%(18/21)、55%(11/20)和 15%(3/20)，

CD44v6 在以上四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100%（12/12）、100%(21/21)、45%(9/20)和 65%(15/20)。

Ezrin 蛋白和 CD44v6 阳性率定性检测和光密度值定量检测在四组的表达均具有显著差异

(P<0.05)，淋巴结转移阳性烧伤瘢痕癌组中 Ezrin 蛋白和 CD44v6 的表达均高于它们在淋巴结转移

阴性烧伤瘢痕癌组的表达，行组间比较 LN
+
BSC 组与 LN

-
BSC 组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 Ezrin 蛋白与 CD44v6 分子两者表达有相关性(P<0.05，且相关系

数 rs=0.537)。 

结论 Ezrin 和 CD44v6 在烧伤瘢痕癌组织中的表达较正常皮肤和烧伤瘢痕增高，且两者的表达相

关，它们可能在瘢痕癌发病及其淋巴转移中发挥作用。 

 

 

PO-0100 

I L 一 33 参与烧冲复合伤小鼠肺损伤机制的研究 

 
樊军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建立烧冲复合伤小鼠动物模型，探讨在烧冲复合伤小鼠动物模型中 IL-33是否参与肺损伤。 

方法 利用 IL-33 转基因小鼠与野生型 C57BL／6 小鼠分别建立烧冲复合伤、冲击伤、烧伤动物模

型，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烧伤组、冲击伤组、烧冲复合伤组。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透射电

镜、real-time 

PCR、ELISA、micro-CT和肺功能检测法评估伤后 24h肺损伤。 

结果 烧冲复合伤小鼠肺组织展示大面积肺泡内出血，肺通气功能明显减弱。同时，我们发现在与

正常对照组、烧伤组、冲击伤组相比，烧冲复合伤野生型 C57BL／6 小鼠，IL-33、GRK2、MP0 表达

明显升高，CXCR2 表达下降。与烧冲复合伤野生型 C57BL／6 小鼠相比，烧冲复合伤 IL-33 转基因

小鼠肺组织 GRK2、MPO 表达明显升高，CXCR2表达未明显下降。 

结论 我们成功构建了一种烧冲复合伤动物模型，IL-33 可能通过激活 GRK2 通路阻断趋化因子

CXCR2下调促进中性粒细胞迁移参与烧冲复合伤小鼠肺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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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1 

VSD 在烧伤临床应用中的护理 

 
陈卉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对 VSD在烧伤临床应用中护理问题及措施进行探讨 

方法 通过观察 12例深度烧伤患者使用 VSD治疗，总结围手术期的护理方法 

结果 7 例患者在 VSD 治疗一周后拆除 VSD，创面肉芽组织形成而进行自体小皮片移植，创面痊愈。

5 例进行第二次 VSD 治疗，其中 3 例创面肉芽形成植自体皮片，2 例因有深部组织暴露而行皮瓣修

复。 

结论 VSD 封闭负压引流在治疗深度烧伤创面中疗效显著，为烧伤患者的治疗及护理提供了极大的

方便 

 

 

PO-0102 

RUNX3 调控 TGF-β1/Smads 信号通路对瘢痕疙瘩角化上皮细胞中

EMT 的影响及机制的研究 

 
陈华夏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明确瘢痕疙瘩组织标本中 RUNX3 与 EMT 分子标志物的相关性。提取培养人瘢痕疙瘩原代角化

上皮细胞。构建 RUNX3 沉默及过表达瘢痕疙瘩角化上皮细胞对 TGF-信号通路中的关键基因

(snail、twist1、HMGA2)启动子转录活性的影响 

体内实验证明 RUNX3 的变化对瘢痕疙瘩增殖分化迁移的影响。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1.在瘢痕疙

瘩角质上皮细胞中，RUNX3 对 TGF 通路诱导的 EMT 的影响。2.明确 RUNX3 通过与 Smad 转录复合体

结合从而调控 TGF-β1 通路中关键因子的转录调控。 

方法 收集手术标本，分别检测 RUNX3、snail、 twist1、HMGA1、HMGA2、E-cadherin、N- 

cadherin 及 vimentin 等 EMT 分子标志物在瘢痕疙瘩组织中的表达。分离培养原代瘢痕疙瘩角化上

皮细胞；予 TGF-β1 因子刺激后进行体外功能实验，明确 RUNX3 对 TGF-β1 信号通路所诱导的瘢痕

疙瘩恶性生物性行为及 EMT 过程中的影响。设计构建靶向 RUNX3 基因过表达 lentivirus 载体，转

染筛选稳定转染株，经 TGF-β1 刺激后，检测 RUNX3 改变对 TGF-β1 信号通路的激活水平，明确

RUNX3 对 TGF-β1 信号通路的影响。体外侵袭实验 Transwell 进一步证实 RUNX3 调控 TGF-β1 信号

通路所诱导的 EMT过程及瘢痕疙瘩的生物学行为。 

结论 瘢痕疙瘩主要继发于皮肤创伤或炎症后，是超出原有损伤界限向周围正常皮肤呈侵袭性生长

的良性皮肤肿瘤。申请者前期研究发现，RUNX3 在瘢痕疙瘩上皮细胞和正常皮肤上皮细胞中呈差异

性表达，并且作为一种抑癌基因，RUNX3 在瘢痕疙瘩上皮细胞中通过 TGF-β1 诱导瘢痕疙瘩细胞发

生上皮细胞-间质细胞转化(EMT)而促进肿瘤细胞侵袭转移。由此我们推断 RUNX3 可能是瘢痕疙瘩角

化上皮细胞向间质型态细胞转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因子。基于以上假设，本研究通过检测正常皮肤及

瘢痕疙瘩不同区域表皮层中 RUNX3 及 TGF-β1/Smads 信号通路的相关因子的表达水平；体外实验构

建人瘢痕疙瘩中角化上皮细胞 RUNX3 不同表达细胞系模型以明确 RUNX3 调控其活性及 EMT 的作用机

制。体内实验观察不同 RUNX3 表达对瘢痕疙瘩角化上皮细胞间质基因及上皮基因的表达的影响。明

确 RUNX3在 TGF-β1/Smads 通路中影响瘢痕疙瘩形成的新机制，为瘢痕疙瘩治疗提供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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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3 

Dermabrasion potentiates earlier epithelization in 

partial-thickness burn wounds 

 
Ran Zhao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controversy behind whether dermabrasion 

accelerates the healing process in partial-thickness burn wounds.  

Methods Eight female Bama minipigs were chosen and anesthetized, and eighteen partial-

thickness wounds (circle, 4.0 cm
2
, symmetrically located at both sides of spine) were 

produced on each. Wounds on the left side received dermabrasion after injury (Group D), 

and wounds on the right side did not (Group N). All wounds were covered with allogenic 

skin (pre-made). The healing processes of the wounds were observed through three 

different ways, which included gross photo evaluation, ultrasonography and 

histological observation. The epithelization rate (ER) for each day was plotted 

together to form a healing curve, by which theoretical mean healing times were 

determined.  “Healed” was classified as  ER = 95%. 

Results Through gross observation, the healing times of group D and group N were 13.6 

and 18.0 days respectively. With ultrasonography, the wounds of group D and group N 

were found healed at 5.0 and 10.4 days respectively. Through histological observation, 

the full epithelization was seen at 5.0 days in group D, and at 10.2 days in group N. 

The healing curves based on gross evaluation deviated far from those based on 

ultrasonographical and histological observations, the two of which were almost 

duplicated. 

Conclusions Earlier epithelization could be seen in wounds of partial-thickness burns 

after dermabrasion. It was much more accurate to trace the epithelization process 

through ultrasonography than gross observation. 

  

 

PO-0104 

电动磨痂器的临床应用 

 
赵冉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检验新发明电动磨痂器在临床操作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设计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入组烧伤面积 5%-20%TBSA 的成人烧烫伤患者，于伤后 48 小时内

行烧伤后磨痂治疗。试验组应用新发明的电动磨痂器，对照组应用传统医用钢丝球，术后创面覆盖

生物敷料。观察创面的愈合时间。 

结果 试验组创面愈合时间较对照组缩短，感染率降低，手术操作时间缩短。 

结论 新发明电动磨痂器可以增加磨痂效率，改善深 II°创面的愈合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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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5 

穿支定位技术在预防股前外侧皮瓣供区并发症中的应用 

 
郭鹏飞,魏爱周,周健,孟庆楠,韩兆峰,崔正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术前对股前外侧皮瓣(ALTF)穿支定位、术中切取时术式的改良，预防并减少股前外侧皮

瓣供区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自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对 40 例游离 ALTF 移植病例，手持超声多普勒方法对其穿支

进行定位，在确定穿支的部位和口径后，切取皮瓣时做了以下改进： ① 保留供区的阔筋膜，切取

超薄皮瓣，使皮瓣宽度在 8cm 以内的供区均可直接缝合。 ② 对皮瓣宽度大于 8cm 的病例，根据创

面情况将单块皮瓣按其纵轴方向分两叶，皮瓣切取后供区创面直接闭合。 ③ 根据术前对旋股外侧

动脉降支及其穿支的走行定位，切取时减少对肌肉的创伤，并保护好股神经的股外侧肌支。 

结果 根据术中验证，术前穿支定位符合率达 97%，单叶 ALTF 移植 30 例，占病例总数 75％。分叶

ALTF 移植 10 例，占病例总数 25％，１例发生近期并发症，38 例供区一期缝合，2 例因供区过大采

取植皮。 40例皮瓣全部成活，成活率 １００％ 。 

结论 穿支定位技术对股前外侧皮瓣设计起到指导性作用，通过对皮瓣切取的改良，保留了供区的

阔筋膜和降低了皮瓣切取的宽度，尽量使供区直接闭合或最少的植皮，明显减少了供区并发症的发

生。 

 

 

PO-0106 

乌司他丁联合谷氨酰胺对严重大面积烧伤病人脏器的保护作用 

 
孙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七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淮海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乌司他丁联合谷氨酰胺对严重大面积烧伤病人的肺脏的影响。 

方法 将严重大面积烧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及对照组。对照组予以烧伤常规治疗；治疗组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及丙氨酰谷氨酰胺。抽血检测两组 surfactant proteins A

（SPA) 、TNF-α 及 IL-6；血气分析检测:肺泡气－动脉血氧分压差 (Aveolar-arterial gradient 

ofoxygen, A-aDO2 ) 、呼吸指数(Respiratory inde,RI)和氧合指数(Pa02/FiO2)；两组同时行脉搏

轮廓温度稀释连续心排血量（pulse index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PICCO）监测，观察并记

录两组患者血管外肺水指数（ELWl）和肺血管通透性指数(PVPI)。 

结果 与 T0（入院当天）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7 天（T7）血浆 TNF-α，IL-6 及 SP-A 的水平均较对

照组显著降低（p<0.05）；治疗组治疗疗后 7 天（T7）A-aDO2、RI 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

治疗组治疗后 7 天（T7）Pa02/FiO2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4-7 天（T4-

T7）ELWL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乌司他丁联合谷氨酰胺能有效改善严重大面积烧伤患者的肺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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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7 

高频血管超声结合声学造影在穿支皮瓣手术中的应用 

 
何志友,张丕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采用高频血管超声结合声学造影，对穿支皮瓣术前供、受区血管管径、位置、血流速度等相

关参数进行测量，为手术设计提供参考。并与术中所见对比，观察其实际符合率。 

方法  

1、拟手术病人术前选定拟探测的供受区血管，供区可探测 2-3 处用于备选，探测内容包括：血管

走行、管径、血流、管壁有无病变、穿支血管穿出点、皮瓣厚度、伴行静脉数量等。同时对供受区

血管的匹配度做出判定。 

2、仪器选用飞利浦超声机，型号为 EPIQ5，选用高频线阵探头 10-18MHz，应用线阵探头对皮瓣的

穿支血管以及源动脉进行测定，测定较浅表的血管时注意控制力度避免伴行静脉被压扁，造成数据

误差。 

3、对于管径较小或需进行高质量三维重建的血管，采用声学造影提高成像质量。具体方法为：注

射用六氟化硫微泡按说明书配制成 5ml 悬液，静脉注射，然后迅速探测重点区域，如需三维重建，

则采用容积探头进行探测。 

4、根据超声探测的结果设计、优化手术方案。术中对血管的管径进行再次测量，并对结果进行统

计学分析，采用 t检验判断术前术中结果有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  

1、实行穿支皮瓣手术共 18 例，术前实际探测供受区血管 52 组。其中 13 例病人根据术前探测结果

选用最佳的供受区血管，取得了较好的手术效果。2 例病人因找到可靠的邻近血管改行逆行&岛状

瓣修复创面。3例病人因找不到合适的受区血管放弃皮瓣手术，改为截肢植皮等其他方式修复。 

2、高频血管超声可以较好地测定供受区的血管走行、管径、血流、管壁有无病变、穿支血管穿出

点、皮瓣厚度、伴行静脉数量等，且与术中实际所见相符。术中实际测量动脉 26 跟，静脉 40 跟，

与术前测量结果行统计学分析，发现术前术中血管直径有统计学差异，考虑与全麻药物引起血管扩

张等因素有关。 

3、未注射造影剂的患者采用容积探头行血管三维成像效果较差。本研究中 2 例患者注射了六氟化

硫微泡，采用容积探头三维重建取得了较好的图像，可直观地观察血管形态。 

结论 高频血管超声可对穿支血管解剖学特点进行清晰探测，为穿支皮瓣手术的设计、优化提供了

依据。它同时具有无辐射无创伤的特点，可较好地替代目前常用的手持式多普勒超声及 CT 血管造

影。且通过三维重建技术，可使图像更为直观，其临床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推广。 

 

 

PO-0108 

自制鼻孔撑开器在鼻部深度烧伤康复病人中的应用 

 
张建芬 

衢化集团公司职工医院,324000 

 

目的 观察自制鼻孔撑开器在鼻部深度烧伤康复病人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鼻部深度烧伤病人，创面愈合后，鼻孔内置放自制鼻孔撑开器，预防瘢痕增生 

结果 患者未出现明显鼻孔增生及挛缩 

结论 自制鼻孔撑开器，采用橡皮管与针头塑料保护套结合，既保证了一定的硬度又避免过硬导致

鼻孔压疮，很好的预防了鼻孔瘢痕增生挛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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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9 

可溶型 CD74 通过 NF-κB 信号通路调控肺炎症反应的实验研究 

 
孙瑜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可溶型 CD74 分子（soluble CD74, sCD74）是 CD74 分子的细胞膜外段，我们前期研究结果表

明临床 ARDS 患者血清中 sCD74 含量异常增高，并且其增高程度和 ARDS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在

ARDS 模型小鼠血清和肺泡灌洗液中 sCD74 含量也和 ARDS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sCD74 能否成为独立

损伤因素加重肺损伤的发生？本次研究的目的就是探究 sCD74 是否能够参与肺炎症反应的发生并寻

找其可能的信号通路。 

方法 1、通过气道滴入 sCD74 的方式刺激小鼠，收集小鼠肺泡灌洗液和肺组织，采用 ELISA 法检测

肺泡灌洗液中炎症因子含量，采用 RT-PCR法检测肺组织中炎症基因相对表达量。 

2、采用 sCD74 和 RAW264.7、A549、HUVEC 等细胞共孵育，分别收集细胞上清和细胞裂解液，采用

ELISA 法检测上清中炎症因子的分泌情况，采用 RT-PCR 法检测细胞裂解液中炎症基因相对表达量

的变化。 

3、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sCD74 孵育 RAW264.7 后细胞裂解液中 IκB、P65 及其磷酸化蛋白的

含量。同时采 NF-κB 通路抑制剂进行干预，重复检查上述蛋白的含量，进行反向验证。 

结果 0.5mg/kg sCD74 气道滴入 2h 后肺组织炎症基因 TNF-α、MIP-2 和 IL-6 显著增高。肺泡灌洗

液中炎症因子 TNF-α、MIP-2 含量随时间变化先增高后下降，8h 是炎症因子分泌的高峰点，分别

为 560pg/ml 和 107 pg/ml。在浓度效应上，炎症基因相对表达量和炎症因子分泌含量和气道滴入

sCD74 浓度存在正向依赖关系。1000ng/ml sCD74 刺激巨噬细胞 2h 后 TNF-a、MIP-2 和 IL-6 相对表

达量增高最明显。巨噬细胞上清液中炎症因子 TNF-a 和 MIP-2 含量随着刺激时间的延长和刺激浓度

的增高而增加。sCD74 能够在 8h 时刺激 A549 和 HUVEC 细胞炎症基因 TNF-a 和 IL-6 高表达。sCD74

刺激巨噬细胞后，细胞质中 phosphate-IκB、phosphate-P65 和细胞核中 phosphate-P65 蛋白含量

明显增多。NF-κB通路抑制剂处理后上述增高的通路蛋白又明显降低。 

结论 1、sCD74能够刺激小鼠肺组织炎症因子的分泌和炎症基因表达的上调 

2、sCD74能够促进肺相关细胞炎症因子的分泌和炎症基因表达增加 

3、sCD74能通过激活 NF-κB通路促进肺炎症反应的发生 

 

 

PO-0110 

烧伤儿童康复护理依从性对治疗结果的影响 

 
周贤良,童纪文,徐庆连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研究烧伤儿童康复护理依从性对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医院收治的烧伤儿童 80 例，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儿 40 例。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方法护理，观察组患儿采用提高依从性护理

方法护理。对比两组患儿治疗过程中对依从性和发生不良事件的机率，并对比两组患儿创面愈合时

间和住院时间。 

结果 观察组患儿总依从率为 95.00%，高于对照组患儿的 70.00%（P＜0.05）。观察组患儿发生不

良事件的机率为 5.00%，低于对照组患儿的 25.00%（P＜0.05）。观察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为

（13.5±3.2）天，住院时间为（15.6±3.3）天，均少于对照组患儿（P＜0.05）。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78 

 

结论 在烧伤儿童的治疗及护理当中，采用针对性护理方法，注重对患儿康复依从性的提高，能够

有效减少患儿发生不良事件的机率，同时缩短创面愈合及住院时间，对患儿治疗效果有积极的影

响。 

  

 

PO-0111 

噬菌体在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烧伤感染中的研究 

 
黄广涛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感染是烧伤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重症烧伤患者的重要死亡原因。随着抗生素耐药情况的日

益严峻，急切需要新的抗菌治疗手段。噬菌体是一种细菌的病毒，有作为抗生素的应用潜能。为了

评估噬菌体在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的应用，开展了此研究。 

方法 以一株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杆菌 AB1 为切入点，从环境中分离噬菌体，进一步纯化该噬菌

体，分析其理化特性和基本生物学特点。在完善细胞安全性实验基础上，进行了创面感染和全身感

染噬菌体治疗的动物模型研究。 

结果 分离到了一株裂解性噬菌体 Abp1，它是一株短尾噬菌体，基因组约 42k。Abp1 展示了良好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动物实验表明噬菌体局部治疗组不仅展现了较高的小鼠存活率，其创面面积也是

愈合最快的。在全身感染模型中，Abp1可以显著提高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小鼠的存活率。 

结论 噬菌体在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烧伤感染中展现了良好的应用价值，具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 

 

 

PO-0112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充填治疗下肢骨外露创面 

 
郑健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随着机动车日益增多，各种车祸导致下肢严重损伤概率增加，部分创面骨外露，其治疗一直

是外科医师面临的难题。采用 PRF充填治疗，效果较佳，现介绍如下。 

方法 采用“局部麻醉”。术区常规消毒、麻醉后，取仰卧位，术区扩创、压迫止血，将所制备的

PRF 充填、植入到创腔内，适当加压包扎，促进 PRF 与窦道基底，包括骨外露创面贴合，无需引

流，术后 3 天开始换药。根据创腔范围及创面修复情况决定是否重复充填，本组病例分别采用 PRF

充填治疗 1至 3次。 

结果 术后创面愈合良好，未出现感染坏死。PRF 填充治疗后随访 1~6 个月，1 例左足踝部位治疗区

域与周围皮肤色差明显，其余患者创区与周围皮肤无明显差别；创面愈合后皮肤质地柔软；皮温

觉、触觉、痛觉不同程度恢复，术后 2 月踝关节无异常活动，左小腿下段无压痛。本组病例充填后

均闭合创腔，创面愈合，效果满意。  

结论 PRF 制备过程简单，降低了外源混入后的感染风险以及免疫反应风险，大量的生长因子，对

加快组织再生，创面愈合具有积极的影响。采用 PRF 充填治疗下肢骨外露创面，效果满意，可以为

下肢骨外露创面的治疗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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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13 

富血小板血浆对兔预构皮瓣再血管化的实验研究 

 
郑健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探讨局部应用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 PRP）对兔预构皮瓣血管新生的影

响。 

方法 分别在 20 只健康雄性新西兰大白兔腹部两侧构建股动静脉血管束预构皮瓣，一侧作为实验

侧，另一侧为对照侧。实验侧预构股血管束周围注射自体 PRP，对照侧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将 20 只兔等分成 4 组，标记为 A 组、B组、C 组、D 组。于术后 7d（A 组）、14d(B 组)

取两组各侧预构皮瓣组织行 HE 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镜下观察。于术后 14d 行 2 期手术，沿原预

构皮瓣标记线以植入的股血管束为蒂掀起岛状皮瓣后原位缝合，2 期术后 7d 进行皮瓣存活率检

测，分别于 2 期术后 7d（C 组）、14d(D 组)取两组各侧预构皮瓣组织进行 HE 染色及免疫组化的检

测。 

结果 2 期术后 7d，实验侧与对照侧皮瓣存活率分别为(76.60±8.91)%、(64.75±6.49)%，p<0.05

有统计学意义。A 组、B 组、C 组、D 组 4 组实验侧新生血管密度分别为(10.78±1.07)、

(12.86±1.18)、(17.42±0.84)、(18.44±0.87)；对照侧分别为(7.22±0.84)、(9.36±0.88)、

(15.02±1.04)、(16.04±1.39)。各组实验侧与对照侧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时间

延长，实验侧与对照侧新生血管密度逐渐增大，B 组较 A 组，C 组较 B 组，新生血管密度增长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D组与 C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PRP可促进预构皮瓣再血管化，且随时间延长，血管密度逐渐增大。 

  

 

PO-0114 

广西某医院电烧伤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李德绘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通过对电烧伤流行病调查，得出电烧伤一般规律并指导防治。 

方法 本研究收集广西某医院烧伤整形科 2012 年-2016 年 4 年所收治的 203 例电烧伤患者的数据，

数据包括患者一般数据（年龄、性别等），入院前信息（受伤原因、电流出入口、昏迷史、外伤史

等），院内信息（住院日、手术次数、合并症等）。利用 SPSS软件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 203 例电烧伤中男性患者比例为 90.6%（184/203），事故发生在工作中比例为 54.2%

（110/203），发生在家中比例为 43.3%（88/203），发生在公共场所为 2.9%（5/203）。电击伤对

心肌损伤有直接关系，尤其是高电压电击伤，电击伤患者手术次数，住院日均较电火花损伤高，且

临床表现较重。 

结论 在广西地区用电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用电安全意识及防护措施并未跟上高速发展的经济形

势，用电安全事故仍然在上升。因此必须加强用电安全教育来增强群众用电安全意识，同时大力加

强防护措施来预防用电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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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15 

富血小板血浆影响兔游离皮瓣存活的实验研究 

 
郑健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探讨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 PRP）对游离皮瓣存活的影响。 

方法 取 30 只新西兰大白兔，一侧兔耳作为实验组另一侧作为对照组。心脏采血制备自体 PRP，检

测小板浓度及 VEGF 浓度。实验组处理：游离皮瓣基底部涂抹 1.0 ml PRP 后原位缝合；对照组组处

理：游离皮瓣基底部涂抹 1.0 ml 生理盐水后原位缝合。分别于术后 2 d、3 d、5 d、7 d 和 14 d

取皮瓣组织进行组织学观察、微血管密度测定。数据结果使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分析。全血与

PRP 的血小板平均浓度以及生长因子浓度分别采用独立样本资料 t 检验；血管密度采用配对资料 t

检验。 

结果 ①皮瓣愈合时间：PRP 组皮瓣愈合时间 5.14 ± 0.23d，生理盐水组皮瓣愈合时间 7.16 ± 

0.23d，t=0.80，P ﹤ 0.05，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②微血管密度：PRP 组 CD31 检测微血管

平均密度 10.5 ± 0.8 个/低倍镜，生理盐水组 5.3 ± 0.7 个/低倍镜，t=9.56，P ﹤ 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RP 组 α-SMA 检测微血管平均密度 11.6 ± 0.8 个/低倍镜，生理盐水组 5.3 ± 

0.5 个/低倍镜，t=9.10，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PRP 血小板浓度（2 863.00 ± 

962.23）× 10
9
/L，全血血小板浓度（392.77 ± 49.13）× 10

9
/L，平均约 7 倍。④PRP 中 VEGF

浓度 564.30 ± 3.20pg/ml，全血 VEGF 浓度 99.70 ± 0.40pg/ml，约 5.6 倍；PRP 中 TGF-β 浓度

1 142.70 ± 251.30pg/ml，全血 TGF-β浓度 273.50 ± 95.20pg/ml，约 4.1倍。 

结论 1. PRP 可以有效缩短游离皮瓣愈合时间。2. PRP 可以显著地提高游离皮瓣组织微血管密

度。3. PRP 能够有效浓缩血小板浓度 4 倍以上，VEGF 浓度约是全血浓度的 5.6 倍，TGF-β 浓度约

是全血浓度 4.1倍。 

 

 

PO-0116 

烧伤患者抗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再认识及抗菌

治疗策略 

 
向军,郇京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The prevalence of carbapenems-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 in burn ward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troublesome issues in current management of bacterial 

infections.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consider the epidemiology, risk factor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RKP infection as well as therapeutic options.For the 

principles of antimicrobial therapy of CRKP infection, combined antibiotics therapy 

and dosing regimens designed by 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odynamic （PK/PD）profiles 

will be of importance.Common antimicrobial agents for the treatment include polymyxins, 

tigecycline, fosfomycin and carbapenems.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such as contact 

isolation, active screening and environmental surface disinfections must be integrated 

with 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to effectively curb and prevent the spread of CR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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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17 

82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头部供皮区的护理 

 
叶祖琼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分析和研究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头部供皮区的临床护理办法以及效果情况。 

方法 随机择取 2017 年 01 月～2018 年 01 月以来，我科诊治的 82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参照抽签法

划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各 41 例），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和综合护理进行头部供皮区的临

床干预，并就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情况和效果进行统计学对比和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95.12%）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65.85%），组间比较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综合护理对大面积烧伤患者进行头部供皮区的临床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

状，促进头部皮肤伤口愈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O-0118 

1 例蛇咬伤并感染患者 VSD 治疗的护理 

 
李培珍,刘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PO-0119 

烧伤脓毒症的治疗体会 

 
刘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目的总结烧伤脓毒症的防治经验 

方法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烧伤患者 1426 例,发生烧伤脓毒症 173 例。对 173 例患

者烧伤脓毒症的发生、发展及救治措施进行分析和总结。休克延迟复苏、未控制的创面感染、营养

不良等是脓毒症发生的主要原因;经积极抗休克治疗、加强创面处理和抗感染、脏器功能保护、营

养支持等综合治疗。 

结果 烧伤脓毒症患者治愈 146例,死亡 27例,病死率 15.6%,主要死因是烧伤脓毒症并发的 MODS。 

结论 早期有效液体复苏、早期对创面感染的控制、深度创面早期切痂植皮、合理使用抗生素、加

强脏器功能保护和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能有效提高烧伤脓毒症的治愈率。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82 

 

PO-0120 

头部电烧伤的治疗体会 

 
刘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目的探讨头部电烧伤的外科治疗及效果 

方法 回顾性总结头部电烧伤 43 例患者的治疗,分析两种不同手术方法效果、并发症、住院时间、

患者满意度. 

结果 43 例患者中 23 例,颅骨钻孔或去除死骨，培育肉芽、肉芽创面上游离植皮,治愈但住院时间

长,有时需多次补充植皮，患者患者较痛苦，钻孔过程可能损伤内层颅骨，甚至造成硬膜外出血甚

至颅内感染;20 例予局部或轴向皮瓣或肌皮瓣转移覆盖,手术效果明确,住院时间短,患者痛苦小，

满意度高，但部分皮瓣供区外观及功能受损; 

结论 头部电烧伤患者应早期清创,应用血供良好的皮瓣及肌皮瓣修复,清创时应尽可能保留间生态

颅骨,对颅骨形态及功能起重要的支撑及稳定作用. 

 

 

PO-0121 

窄谱中波紫外线与红光和低功率 He-Ne 激光联合治疗烧伤后湿疹

的疗效观察 

 
赵海洋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窄谱中波紫外线，红光，低功率 He-Ne激光联合运用治疗烧伤后湿疹的疗效。 

方法 将 80 例深Ⅱ-Ⅲ度烧伤后伴有湿疹的患者随机分为 4 组。分为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组（A

组，20 例），红光治疗组（B 组，20 例），低功率 He-Ne 激光治疗组（C 组，20 例），联合治疗

组（D组，20例）将上述三种方法联合使用，治疗 4周。 

结果 四组患者分别治疗四周后，D 组有效率高于其他三组，且 D 组的显效时间也明显少于其他三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3 种仪器联合运用治疗烧伤后湿疹的疗效优于单纯的窄谱中波紫外线，红光，低功率 He-Ne

激光治疗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PO-0122 

功能训练联合自制踝关节屈曲训练带治疗烧伤后踝关节背屈功能

障碍的疗效观察 

 
赵海洋,王洪涛,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观察功能训练联合自制踝关节屈曲训练带治疗烧伤后踝关节瘢痕挛缩背屈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至 2018 年我科康复中心收治的踝关节植皮术后患者 32 例深Ⅱ～Ⅲ度烧伤后瘢

痕患者，根据患者意愿分为常规治疗组 14 例和联合治疗组 18 例。两组患者均累及踝关节为深Ⅱ～

Ⅲ度烧伤，均行踝关节植皮手术，术后 2 周植皮成活，拆线后予以康复治疗。均行踝关节常规物理

因子治疗、自制弹力袜治疗、关节松动术治疗、主动训练等系统康复治疗。联合治疗组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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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制踝关节背屈训练带进行静态渐进牵伸治疗。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12 周。两组患者康复治

疗前及治疗 12 周后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常规关节角度尺测量法、美国矫形外科足踝协会

（AOFAS）踝-后足评分系统评分来评定踝关节周围瘢痕情况、关节活动度(ROM)及踝关节功能。 

结果 （1）常规训练组和联合训练组治疗后瘢痕情况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2)治疗后，联合

治疗组患者踝关节 ROM 评级优良比为 88.8%（16/18）明显高于常规训练组的 64.2%（9/14）。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治疗后常规治疗组和联合治疗组患者踝关节功能评分与组内

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功能训练联合自制踝关节背屈训练带可显著改善踝关节烧伤后背屈功能障碍，能较好地恢复

踝关节背屈功能，值得临床推广。 

 

 

PO-0123 

单层型人工真皮临床应用观察 

 
杜伟力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评估单层型人工真皮治疗复杂创面的治疗效果。 

方法 2013 年 3 月-2016 年 1 月，笔者单位 10 例患者。将入选病例分为 3 组：（1）关节创面组：3

例；（2）肌腱组：3 例；（3）骨折/骨外露组：4 例。手术分 2 期进行， I 期扩创后将单层型人

工真皮放置在创面上方，在其上方放置标准型人工真皮。Ⅱ期手术时，在完成血管化的人工真皮上

方，移植自体刃厚皮片。  

结果 10 例患者的 10 处创面，全部愈合达到优良。（1）关节处创面组：3 处创面愈合都为优，两

次手术间隔时间为 17±2 天。（2）肌腱组：3 处创面愈合为：2 处优，1 处良。两次手术间隔时间

为 23±2 天。（3）骨折/骨外露组：4 处创面愈合为：4 处优。两次手术间隔时间为 26±3 天。随

访 3~12 个月，患者创面无复发，未见明显瘢痕增生，关节活动不受限。供皮区愈合良好，无瘢痕

形成。 

结论 单层型人工真皮联合标准型人工真皮治疗复杂创面效果良好，克服单独应用标准型人工真皮

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PO-0124 

逆行缝匠肌皮瓣修复小腿截肢残端创面的临床效果观察 

 
杜伟力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逆行缝匠肌肌皮瓣修复小腿截肢残端创面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 2008 年 10月至 2017 年 10月北京积水潭医院采用逆行缝匠肌肌皮瓣转移修复 21 例

伴有胫骨外露的小腿截肢残端创面患者的临床资料。创面大小为 16 cm×6 cm～21 cm×9 cm，皮

瓣大小为 18 cm×8 cm～23 cm×10 cm。 

结果 21 例患者肌皮瓣全部成活。其中 2 例出现肌皮瓣远端表层坏死，经过换药治疗后创面二期愈

合。全部病例的皮瓣供瓣区均直接缝合，皮瓣供瓣区无障碍。随访时间为 1～3 年。患者佩戴义肢

后创面耐磨性良好，无破溃，小腿残端外观良好。 

结论 采用逆行缝匠肌肌皮瓣修复伴有胫骨外露的小腿截肢残端创面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临床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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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25 

食指背侧顺行岛状皮瓣修复虎口深度烧伤创面 

 
高京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056000 

 

目的 观察食指背侧顺行岛状皮瓣修复虎口深度创面的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08 年度~~2013 年度收治的手部深度创面患者 8 例。烧伤总面积在 3%~~18%，其中

Ⅲ
。
~Ⅱ

.
创面 5%~18%TBSA；虎口处创面行扩创，切除焦痂或坏死组织后，设计并切去与创面大小等

同的食指背侧岛状皮瓣修复虎口创面。供瓣区植刃厚皮。观察术后皮瓣成活及供区成活情况。随访

虎口外形及功能重建情况 

结果 8 例患者术后皮瓣成活良好，供区植皮成活良好，虎口部外形良好，可有伸展对掌捏夹等功

能，可自行夹物。皮瓣边缘可见少量缝线瘢痕，术后患者上肢可自行小幅度活动。 

结论 结论应用食指背侧岛状皮瓣 进行虎口重建修复深度创面外形功能恢复良好且术后患者体位较

随意与腹部皮瓣患者术后相比更舒适优越。 

 

 

PO-0126 

Intense pulsed light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postburn 

hyperpigmentation and telangiectasia in Chinese patients 

 
Na Li 

Xijing Hospital， AFMU 

 

Intense pulsed light (IPL) has been used to treat postinflammatory hyperpigmentation 

and telangiecta-  

sia in Fitzpatrick type I -II skin. However, its therapeutic effects after superficial 

second-degree burns in  

Asian populations with Fitzpatrick type III-IV skin are uncertain. Thirty-five Han 

Chinese patients with  

facial or hand hyperpigmentation and telangiectasia due to second-degree fire burns 

received treatment  

with IPL. Each patient underwent 2–6 treatments over 3–5 weeks. The laser wavelength 

was560–615 nm. Skin pigmentation was evaluated by two plastic surgeons as well as by 

the patients  

themselves (self-evaluation) before treatment at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cycle and 1 

year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Blood flow in telangiectasia skin was measured by 

laser Doppler flo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PL significantly lessened 

hyperpigmentation so that close to normal skin color was achieved after the treatment 

cycles, and pigmentation did not reoccur 1 year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Approximately 82.9% of the pati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eatment outcomes. 

There were no post-treatment complications. Doppler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d 

blood flow in telangiectasia after treatment. In conclusion, IPL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modality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hyperpigmentation and telangiectasia after 

fire burns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85 

 

PO-0127 

脉冲染料激光与超脉冲二氧化碳治疗烧伤后增生性瘢痕的临床研

究 

 
李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比较脉冲染料激光与超脉冲 CO2点阵激光治疗烧伤后增生性瘢痕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烧伤后增生性瘢痕患者 221 例，随机分组，脉冲染料激光组 122 例，超脉冲 CO2 点阵激光组

99 例，对增生性瘢痕的治疗效果，患者满意度以及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不良反应等进行临床分

析。 

结果 （1）VSS 瘢痕评分，PDL 组治疗组与 Ultra CO2 治疗组均明显下降，治疗后评分下降分别为

5.8±1.1、6.0±1.4，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t=1.9，P>0.05）。（2） VAS 疼痛评分，PDL 组治

疗组与 Ultra CO2 治疗组疼痛明显均明显改善，两组间的改善分别为 3.9±0.6、3.2±1.2，两组

间比较无明显差异（t=1.88，P>0.05）（3）两组瘢痕血流灌注均下降。（4）PDL 组的患者满意度

达 80.3%，Ultra CO2 组患者满意度 76%，两组间满意度评价无明显差异（t=0.97，P>0.05）。

（4）PDL 治疗组红斑/紫癜持续时间（2.1±0.5）d，明显短于 Ultra CO2 治疗组（3.2±0.7）d，

两组红斑持续时间具有显著差异（P<0.05）；治疗过程中 PDL 治疗组 VAS 评分达 1.9±0.9 明显低

于 Ultra CO2 治疗组评分 4.7±0.4，两组治疗时 VAS 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

两组误工时间具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脉冲染料激光与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对增生性瘢痕的疗效非常确切，者都是较理想的增

生性瘢痕的激光治疗方法。而脉冲染料激光的不良反应少、误工时间短，是预防早期增生性瘢痕更

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0128 

JAM-A3’UTR 维持毛乳头细胞活性及促进毛发再生的机制研究 

 
仵敏娟

1,2
,徐辰

3,2
,蒋俊锋

2
,范晓明

1
,方潇

1
,王越

2
, 刘厚奇

2
,夏照帆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2.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3.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200000 

 

目的 寻找一种有效的维持毛乳头细胞活性进而促进毛发再生的方法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分离培养人毛乳头细胞（dermal papilla cell，DPC）并鉴定其特异性 versican（VCAN），

alkaline phosphatase（ALP），同时构建 junction adhesion molecule A 3’end untranslated 

regions(JAM-A3’UTR)的过表达载体及相关 miRNA 位点突变载体并转染至 DPC。并合成相关 miRNA

成熟体及抑制剂。将修饰后的 DPC 以皮下移植的方式接种到裸鼠皮肤组织。接种后不同时间点观察

毛发生成情况，石蜡切片 H.E 染色观察皮肤显微结构改变，荧光双标实验观察人源性细胞归巢及

转分化情况。在 C3H/HeJ 小鼠背部皮肤制备直径约 1 厘米的斑秃模型并鉴定。将前期构建合成的

JAM-A3’UTR 的过表达载体及相关 miRNA 位点突变载体，相关 miRNA 成熟体及抑制剂采用显微注

射的方式移植到斑秃处皮肤，不同时间点观察斑秃区域毛发再生情况并采用图像分析软件分析毛发

生成质量。在机制研究方面，系统分析人 DPC 中 JAM-A 的 3’UTR 影响的基因和 miRNA。补偿实验

验证 VCAN 是否参与 JAM-A3’UTR 对 DPC 的调控作用：对前期建立的 JAM-A3’UTR 稳定过表达的

人 DPC 进行 VCAN 干扰；对 JAM-A3’UTR 稳定干扰的人 DPC 进行 VCAN 过表达，分别检测 DPC 生

长状态及碱性磷酸酶的改变。接下来，分析人 DPC 中 JAM-A3’UTR 是否通过 ceRNA (competing 

endogenous RNAs,内源竞争 RNA)机制调控 VCAN：筛选和分析 JAM-A3’UTR 与 VCAN 共享的调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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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补偿实验分析 JAM-A3’UTR 调控 VCAN 是否依赖于 mir-221、 mir-340 等；RNA pull 

down 实验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竞争实验证实 JAM-A3’UTR 和 VCAN 互为 ceRNA。 

结果 人头皮来源毛乳头细胞在体外培养时呈现凝聚样生长并表达毛乳头细胞的标志分子 ALP，

VCAN。随 DPC 传代次数增加，JAM-A，VCAN 和 ALP 的表达逐渐降低。JAM-A3’UTR 通过 miRNA 机

制，具体来讲，是 miRNA221，来调控 VCAN的表达，维持毛乳头细胞的活性，促进毛发再生。 

结论 JAM-A3’UTR 可通过 ceRNA机制调控毛乳头细胞活性并促进毛发再生。 

 

 

PO-0129 

32 例大面积火焰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的气道管理 

 
汪永莲,李培珍,王清香,邓肖静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探讨大面积火焰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的救治护理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烧伤整形外科 2008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住的 32 例大面积火焰烧伤合并吸

入性损伤患者临床特点、气道管理措施及预后。 

结果 本组收治病例主要来源从事煤矿、电焊工业、水泥生产、商场人口密集高温场所作业等有一

定危险性的行业人群。32 例患者中治愈 23 例，治愈率为 71.9%；死亡 9 例，病死率为 28.1%；全

部病例均行气管切开,气管切开处周围皮肤均烧伤,保持气管套管周围敷料干燥，持续使用推注泵均

速注入气道湿化液, 加强气道管理，早期采取限制性补液是防治肺水肿的关键， 早期合理使用抗

生素，做好创面护理，防止交叉感染, 

结论 大面积火焰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病势严重，病情发展迅速，病死率高，气管切开后及时

做好气道管理等措施是降低其病死率的关键。 

 

 

PO-0130 

老年烧伤患者的临床护理干预对其护理满意度的影响观察 

 
陈英凤,刘文珍, 汪永莲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观察护理干预对老年烧伤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用双色球分组法将 2017.02 月-12 月于本科治疗的 80 例老年烧伤患者分成 40 例一组。分别

实施常规护理（对照组）和人性化护理（观察组）。比较 2组疼痛强度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在换药前、清创时、敷药包扎时以及换药后的疼痛得分（5.02±0.14 分、5.30±0.13

分、4.26±0.15 分、2.21±0.11 分）都比对照组低，护理满意度（97.50%）更高（p 值＜

0.05）。 

结论 实施人性化的护理能够提高老年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减轻疼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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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31 

改良预扩张颈横动脉皮支皮瓣修复面颈部瘢痕的临床应用 

 
韩军涛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利用软组织扩张器对上胸部区域进行预扩张后形成以颈横动脉皮支为蒂的带蒂/岛状皮瓣，修

复面颈部烧伤后瘢痕。 

方法 本组 22 例患者,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面、颈部瘢痕伴挛缩畸形，I 期手术根据患者上胸部条

件，分别于单侧或双侧埋置 200 ml～600 ml 扩张器，同时术中电凝破坏胸廓内动脉及胸肩峰动脉

在该区域的分支。II 期手术在进行瘢痕切除松解后，根据创面大小设计以颈横动脉皮支为蒂的带

蒂/岛状皮瓣，转移到受区，供区拉拢缝合。 

结果 本组 22例患者, 共设计岛状皮瓣 15个，带蒂皮瓣 13个,皮瓣均全部成活，术后效果满意。 

结论 采用预扩张后的颈横动脉皮支皮瓣，血运可靠，旋转灵活，是修复面颈部瘢痕畸形较理想的

治疗方法。 

 

 

PO-0132 

以肋下动脉侧皮支前支为血管蒂皮瓣的设计及临床应用 

 
韩军涛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以肋下动脉侧皮支前支为血管蒂，设计侧腹部轴型皮瓣或游离皮瓣，修复下腹部及远位创

面。 

方法 本组患者共 10 人，年龄 38.2±6.5 岁，共设计带蒂皮瓣 6 例，岛状皮瓣 3 例，游离皮瓣 1

例，皮瓣大小为 4×8 cm
2
～7×15 cm

2
，用于修复腹部供皮/供瓣区创面 9 例，足底供瓣区创面 1

例。 

结果 10例皮瓣均成活良好，无一例出现血运障碍，腹部外形良好，遗留线状瘢痕。 

结论 以肋下动脉侧皮支前支为血管蒂的侧腹部皮瓣具有血管蒂位置恒定，局部血管网丰富且携带

感觉神经等特点，是良好的皮瓣供区。 

 

 

PO-0133 

面部增生性瘢痕内垂直切口扩张器置入的临床应用 

 
韩军涛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面部增生性瘢痕内做垂直切口埋置皮肤软组织扩张器的临床应用 

方法 本组 13 例，均为面部深度烧伤愈后 6～18 月的瘢痕增生期患者。其中男 8 例，女 5 例，年龄

12～45 岁。共置入扩张器 18 个，其中 5 人为双侧，8 人为单侧，均采用注射壶外置方式，扩张器

容量为 50～100 ml。 

结果 本组患者于术后 2～3 d 拔除引流管，4～6 d 开始常规注射生理盐水扩张，8～10 d 拆除缝

线，切口均愈合良好。之后每周注水 2～3 次，扩张周期 1～5 月不等，扩张过程顺利，未出现切口

裂开、扩张器外露、感染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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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面部增生性瘢痕内垂直切口扩张器置入，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PO-0134 

200 例化学烧伤患者应用银离子医用抗菌抗菌凝胶疗效观察 

 
龚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银离子医用抗菌凝胶治疗化学烧伤的疗效，包括创面愈合的评估及创面疼痛管理

的评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福建协和医院烧伤科诊治情况，共收治 200 例

Ⅰ～Ⅱ度化学烧伤患者，并进行临床病历资料整理。其中男性 18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18～58 岁,

平均 36 岁。头面部烧伤 65 例，四肢烧伤 135 例，合并躯干部烧伤者 40 例。所有患者均为伤后

3～5 天内行临床诊治，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立即行简单创面清洗、消毒、清创，并在清创后外涂银

离子医用抗菌凝胶适量，四肢及躯干视创面渗出情况进行适量无菌纱布包扎，隔天检查创面，直至

创面愈合。并在外涂凝胶后进行患者创面疼痛评估。 

结果 200例患者全部Ⅰ期愈合，无 1例感染，178例患者创面疼痛缓解。 

结论 应用银离子医用抗菌凝胶治疗Ⅰ～Ⅱ度化学烧伤患者，有创面止痛功效，浅Ⅱ度烧伤者平均

7～10天痊愈，深Ⅱ度烧伤者平均 2～3周痊愈，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PO-0135 

特重度烧伤休克期切痂植皮的临床研究 

 
王韶华,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特重度烧伤休克期切痂植皮的可行性及效果分析。 

方法 回顾性总结 2015 年 1 月-2018 年 1 月以来收治的特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切痂植皮 65 例的相

关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 

结果 65例特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切痂植皮手术均顺利完成，术后 56例治愈出院，9例死亡。 

结论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切痂植皮可有效的去除坏死组织，使血流动力学趋于稳定，改善器官

功能障碍，减少创面脓毒症的发生，缩短了大面积烧伤患者创面愈合的时间。 

 

 

PO-0136 

负压吸引对高压电手烧伤保肢治疗的研究 

 
王韶华,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高压电手烧伤多次清创负压吸引对截肢率的影响。 

方法 通过对科室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高压电手烧伤患者应用负压吸引前后时期的比

较，分析传统扩创手术及多次清创负压吸引治疗对患者最终截肢率的影响，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2008 年至 2012 年负压使用前及 2012 年至 2018 年负压使用后，患者截肢率由 67.9%降至

32.4%。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89 

 

结论 多次清创负压吸引治疗对严重高压电手烧伤患者手部组织的保留，血运的改善及创面床的准

备均有重要作用，为保肢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大大降低了高压电手烧伤的截肢率。 

 

 

PO-0137 

高温复合烫伤对兔早期心肌损伤的影响 

 
刘上基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高温环境对严重烫伤兔早期心肌酶变化及心肌病理学改变的影响。 

方法  选健康雄性新西兰大耳白兔 18 只,随机分为常温烫伤组、高温应激烫伤组、高温习服烫伤

组，建立高温环境下Ⅲ
o
烧伤总面积（Total Body Surface Area，TBSA）为 30%的烫伤动物模型。

检测指标：肌酸激酶 (CK)、乳酸脱氢酶（LDH)和 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AST）的含量，并观察各组动物心组织病理形态变化。 

结果  烫伤前，高温习服烫伤组 CK、LDH、α-HBDH、AST 明显高于常温烫伤组和高温应激烫伤组

（ P<0.01）；烫伤后，高温习服烫伤组和高温应激烫伤组心肌酶值明显高于常温烫伤组（P<0.05

或 P<0.01），而高温应激烫伤组心肌酶值明显高于高温习服烫伤组（P<0.05或 P<0.01）。 

结论 高温对机体心肌有损害作用，高温和烫伤复合应激加重损害程度，高温习服有利于减轻这种

复合应激对心肌的损伤。 

 

 

PO-0138 

Propofol inhibits burn injury-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through SOD2 up-regulation in Human Dermal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g lin X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People’s Hospital of Guizhou Province， Institute of Nephritic &Urinary 

disease of Guizhou Province 

 

Objective Propofol is an i.v. drug that is a widely used shortacting intravenous 

anesthetic, and has shown some antioxidative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13].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propofol prevents the oxidative stress-mediated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and dysfunction induced by hydrogen peroxide as well as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14].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propofol against cellular damage caused by burn serum in HDMEC cells. 

Methods Burn injury was inflicted based on a recently described burn model .  blood 

was collected by cannulation of carotis communis, and serum obtained by centrifugation 

at 10,000g for 20 min.Human dermal microvascular ECs (HDMECs, ScienCell, USA)were 

treatments with burn/nomal serum and propofol (PPF).Cell viability was assessed by 

Premixed WST-1 Cell Proliferation Reagent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Transendo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 assay was measured.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cell apoptosis using Annexin V-FITC/PI staining.Caspase activity by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Using cytochrome C ELISA kit (MBL, USA) to assay Cytosolic cytochrome C content. 

Mitochondrial superoxide was detected.Measurement of cellular ATP.Mitochond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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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ane potentialwas assayed. siRNAwas transfecte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nalysis of  RNA isolated from HDMEC cells. 

Results propofol protected against burn injury. Propofol attenuated burn-serum-induced 

cell death.Propofol can protect against burn serum-induced disruption of the HDMEC 

monolayer. Propofol inhibited burn serum-induced mitochondria damage. Propofol 

inhibited burn serum-induced mitochondrial superoxide generation. The antioxidation of 

propofol is involved in upregulation of SOD2. Role of SOD2 in propofol’s protection 

of cells injured by burn serum. 

Conclusions endothelial damage induced by burn serum can be effectively restored by 

propofol treatment. Propofol may act through oxidative stress signaling pathway and 

mediate burn induced cell injury through inhibiting enzyme SOD2 expression, inducing 

mitochondria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Propofol could have positive therapeutic effects 

through its extensive intervention in this pathway. These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propofol holds great promise in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settings to interfere with 

vascular hyperpermeability caused by burns. 

 

 

PO-0139 

从应激启动角度看瘢痕疙瘩的发生 

 
陈俊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瘢痕疙瘩作为一种皮肤创面过度纤维化的病理性愈合结果，一直都是困扰着皮肤病学、整形外

科学乃至整个医学界的疑难问题之一。目前尽管对于瘢痕疙瘩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

践，但其明确的病因学机制至今仍不清楚，也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 

为了充分挖掘瘢痕疙瘩形成的根本原因，首先要从促其发生的始动因素开始。众所周知，瘢痕疙瘩

的发生始终与皮肤损伤密不可分，无论这种创伤是严重而深层次的，还是微不足道而极其表浅的

（即所谓自发发生的），总之由各种不同程度损伤引发的应激刺激因素存在，才是导致瘢痕疙瘩发

生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众多应激刺激因素中，血管紧张素作为强大的应激刺激源因子，在瘢痕疙瘩

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研究显示：不论从血管紧张素系统主要成员的表达分布，

还是其对瘢痕疙瘩发生密切相关的系列性信号传导通路的影响，以及干预血管紧张素药物在瘢痕疙

瘩发生方面发挥的不容忽视的作用，均提示我们血管紧张素在瘢痕疙瘩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其作为强大的应激始动因素促进了瘢痕疙瘩的生成。 

 

 

PO-0140 

从应激发展角度再看瘢痕疙瘩的发生 

 
陈俊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瘢痕疙瘩作为一种皮肤创面过度纤维化的病理性愈合结果，一直都是困扰着皮肤病学、整形外

科学乃至整个医学界的疑难问题之一。目前尽管对于瘢痕疙瘩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

践，但其明确的病因学机制至今仍不清楚，也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 

瘢痕疙瘩形成的与强大的应激始动因素关系密切，然而仅仅有了强大应激刺激因子的作用还是

不够的，更需要能够将这种应激刺激引发的应激反应持续传导下去。本课题组认为，在引发瘢痕疙

瘩的损伤皮肤上就存在持续发生的应激反应，正是这种持续的应激反应促使损伤皮肤在愈合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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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纤维化、细胞不断增殖并将这种趋势向周边扩张，最终导致了瘢痕疙瘩的形成。执行这种传

导或是实现应激反应的蛋白就是应激蛋白，又称热休克蛋白。本研究显示：主要热休克蛋白的表达

量随着瘢痕形成的概率增加而增加，在瘢痕疙瘩中的表达尤为异常增高；干预和改变瘢痕疙瘩成纤

维细胞中热休克蛋白的表达量，会引发相应的细胞胶原代谢和增殖凋亡状态的变化，从而影响瘢痕

疙瘩的发生发展。 

综上研究结果显示，瘢痕疙瘩的发生离不开应激刺激因子的引动，更少不了应激蛋白将这种引

发的应激效应传导并持续发展下去。这种瘢痕疙瘩与应激过程密切相关的联系，将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阐明瘢痕疙瘩的发病机制，并为制定针对应激相关的诊治瘢痕疙瘩的新型方案提供有力依据。 

 

 

PO-0141 

干扰素联合针灸在大面积烧伤后瘢痕瘙痒疼痛治疗中的临床研究 

 
张炜强 

龙岩市第一医院,364000 

 

目的 寻找一种快速缓解大面积烧伤后患者增生性瘢痕瘙痒、疼痛及改善其生活质量的临床方法。 

方法 将大面积烧伤后患者分为空白组、对照组和实验组三组，空白组无特殊治疗，对照组单纯肌

注干扰素治疗，实验组肌注干扰素联合瘢痕周围辅助针灸电针治疗；三组之间两两对比，行独立样

本 t 检验。 

结果 对照组缓解瘢痕瘙痒疼痛时间明显短于空白组，而实验组缓解瘢痕瘙痒疼痛时间短于对照

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肌注干扰素联合瘢痕周围辅助针灸电针治疗可在较短时间内缓解大面积烧伤后患者增生性瘢

痕瘙痒及疼痛，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PO-0142 

悬浮床在老年患者难治性压疮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白亚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悬浮床用于老年患者臀部难治性压疮护理的效果观察。 

方法 分析我院 2016 年 01月至 2018 年 01月烧伤科收治的 20 例老年患者臀部深度压疮患者临床资

料,依据是否使用悬浮床进行分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均采用结合臀部肌皮瓣修复术。 

结果 观察组患者换药频次、抗生素使用时间、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二者住院费用无明显差异,P>0.05 。 

结论 悬浮床用于老年压疮患者, 可以减少皮肤表面的压强,透气性好，有利于创面愈合。术后可提

高皮瓣表面温度，增加皮瓣血液循环 ，防止细菌生长,减少抗生素的用量, 同时减少换药次数，

减轻患者痛苦, 缩短平均住院日，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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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43 

延续护理对烧伤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雷艳,罗旭芳,赵杜娟,张蓓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对烧伤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2018 年 1 月烧伤出院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60 例，对

照组住院期间接受常规护理和出院指导，实验组住院期间实施个体化护理，采用系统延续护理模

式，内容主要为烧伤后期危险因素、心理护理、饮食与功能锻炼方法、抗瘢痕治疗的方法、用药指

导等，同时发放个体化健康教育宣传册，分别在患者出院 1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采用温哥

华瘢痕量表、生活自理能力评估表、遵医行为评定表进行调查。 

结果 随访 6 个月后实验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康复锻炼依从性、社会交往能力均高于对照组，瘢

痕挛缩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烧伤患者出院后实施系统的延续护理，能有效防止瘢痕挛缩，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社

会交往能力。减轻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使患者更好回归社会，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PO-0144 

浸浴疗法对烧伤难愈创面的细菌学和愈合时间的影响 

 
王艳霞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浸浴疗法对烧伤难愈性创面细菌清除率和愈合时间的影响 

方法 对我科 2016 年 2 月至 11 月在我科住院的 32 例患者，随机分为浸浴治疗组和常规换药组各

16 例，浸浴治疗组病人在换药前采用 37℃-40℃温水浸浴患肢 20-30 分钟后，擦洗创面，再用复方

桐叶油纱布换药，每日换药一次。对照组直接用复方桐叶油纱布常规换药，每日换药一次。两组病

人均于治疗前、治疗 14天分别做创面细菌培养，同时计算最终愈合天数。 

结果 浸浴组的细菌清除率为 75%，对照组的细菌清除率为 5%，两组细菌的清除率有显著差异（p＜

0.05），同时浸浴组创面平均愈合时间为 19 天左右，对照组平均为 41 天左右，浸浴组显著优于对

照组（p＜0.05）。 

结论 浸浴治疗对难愈创面的细菌具有显著清除效果，同时明显促进难愈性创面的愈合。 

  

 

PO-0145 

应用带蒂肌皮瓣早期修复颈部高压电烧伤深度创面 

 
梁尊鸿,潘云川 

海南省人民医院,570100 

 

目的 总结颈部高压电烧伤创面清创特点及各种带蒂肌皮瓣修复的临床经验。 

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 8 例颈部深度电烧伤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11～63

岁，伤后 4h～2d 入院。烧伤面积 3％～25％。给予早期行颈部创面清创后应用带蒂背阔肌肌皮

瓣、斜方肌肌皮瓣及胸大肌肌皮瓣修复，切取皮瓣面积 9cm×11cm～15cm×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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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8 例肌皮瓣中 7 例完全成活，1 例远端边缘（1.5cm）坏死，二期清创后直接缝合修复，

未发生颈部血管破裂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所有患者术后 6 月～2 年获随访，移植皮瓣外观良好，

外形及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颈部高压电烧伤深度创面 应给予早期清创后应用肌皮瓣修复，所选的三种带蒂肌肌皮瓣修

复效果较好. 

 

 

PO-0146 

胫后动脉穿支皮瓣接力修复足踝部及皮瓣供区皮肤软组织缺损 

 
梁尊鸿,潘云川 

海南省人民医院,570100 

 

目的 应用胫后动脉穿支形成皮瓣接力的方式，同时修复足踝部及供瓣区缺损，探讨减少继发皮瓣

供区损伤的方法。 

方法 2013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笔者单位收治 8 例足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病例，创面面积

3.0cm×2.0cm～8.0cm×6.0cm。采用胫后动脉内踝上皮支皮瓣修复足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继发的

供区再采用胫后动脉较高位皮穿支形成接力皮瓣修复，不需要额外的植皮手术。 

结果 切取移植的 16 个皮瓣完全成活，其中接力皮瓣面积 5.0cm×2.0cm～8.0cm×5.0cm，手术时

间 30～40 分钟。术后随访 6～12 个月，移植皮瓣质地柔软，局部无明显色素沉着，供瓣区遗留线

状瘢痕，无凹陷，外形满意，踝关节伸、屈活动无受限。 

结论 应用胫后动脉穿支皮瓣接力修复足踝部及供瓣区皮肤软组织缺损，在修复原始创面的同时又

能较好地修复皮瓣供区，避免供瓣区植皮，扩大了穿支皮瓣临床使用范围。 

 

 

PO-0147 

游离股前外侧皮瓣及头皮扩张术序贯治疗头皮大面积缺损并颅骨

外露感染创面 

 
梁尊鸿,潘云川,徐家钦 

海南省人民医院,570100 

 

目的 观察游离股前外侧皮瓣及头皮扩张术序贯治疗头皮大面积缺损并颅骨外露感染的临床效果。 

方法 自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笔者单位收治 5 例高压电烧伤致头皮大面积缺如并颅骨外露感

染创面，大小约 6cm×8cm～15cm×12cm。首先手术给予头部创面扩创后，选用游离股前外皮瓣游

离移植修复头皮缺损及颅骨外露，供瓣区给予游离植皮修复。2期手术行头皮扩张术修复秃发区。 

结果 本组 5 例游离皮瓣游离完全成活，其中 1 例皮瓣下感染，经换药引流半月后愈合。皮肤扩张

术及扩张皮瓣移植修复秃发区手术均顺利完成，未出现扩张器感染、外露等并发症。 

结论 应用游离股前外侧皮瓣及头皮扩张术序贯治疗头皮大面积缺损并颅骨外露感染创面，既能修

复创面及控制感染，又能达到治疗秃发的美容效果，是一种安全性高、临床疗效较好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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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48 

显微技术改良微型腹壁带蒂皮瓣的临床效果 

 
饶金梅,刘志荣,谢春生,练至真 

武平县医院,364000 

 

目的 前瞻性对比研究显微技术改良微型腹壁带蒂皮瓣的临床效果。 

方法 分析对比手指软组织缺损的微型带蒂腹壁皮瓣（皮瓣比例 1:2～1:3）手术传统手术与显微手

术的手术时间、皮瓣成活情况、远期臃肿。 

结果 显微手术的手术时间增加约 1.4 倍，皮瓣的水疱和边缘坏死少，最终成活没有明显差别，没

有远期皮瓣臃肿，比较传统手术有明显改善。 

结论 微型腹壁随意皮瓣应用显微技术保证确实的营养血管轴，皮瓣血供更可靠，皮瓣即刻修整更

安全更彻底，合理满足手指软组织缺损的创面形态和组织量需求，无需远期臃肿的整形手术，临床

效果优于传统手术，可为有效的改良方式。 

 

 

PO-0149 

鱼际皮瓣修复 2、3、4 指指端缺损的临床效果 

 
王大学,吴天德,童伟平,练至真 

武平县医院,364000 

 

目的 探讨鱼际皮瓣修复指端末节皮肤软组织缺损的方法和效果。 

方法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应用鱼际皮瓣修复指端末节皮肤软组织缺损病例共 23 例，皮瓣

大小为约 11mm×12mm～5mm×11mm。观察术后体位舒适、皮瓣成活、供区伤口愈合、6 个月后移植

区外观（颜色质地、皮纹）、感觉（触觉和两点分辨觉）、6 个月后供区外观与功能、手 TAM 综合

评分。 

结果 术后 23 例皮瓣全部顺利存活，随访 6 个月～24 个月，皮瓣质地优良，外形满意，效果优良

率高，满意度好，供区创面愈合良好，无痛性瘢痕，无皮肤挛缩。 

结论 鱼际皮瓣修复指端末节皮肤软组织缺损，手术难度小、术后皮瓣美观、功能优良、供区无需

植皮，且手术费用低廉，易于在基层医院开展。 

 

 

PO-0150 

重症烧伤护理中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分析 

 
兰金凤

1
,陈文颖

2
,李敏玲

1
 

1.武平县医院,364000 

2.龙岩市第一医院,364000 

 

目的 评价重症烧伤护理中临床护理路径的应用效果。 

方法 整体筛查法选取我院收治的重症烧伤患者 76 例，随机双盲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8 例，

分别采取常规护理、临床护理路径。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抗生素应用时间、创面愈合时间、重症病房入住时间较对照组缩短，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 23.68%，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 63.16%，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重症烧伤患者采取临床护理路径，能促使患者更好恢复，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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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51 

跗外侧皮瓣的供区影响临床观察 

 
谢春生,刘志荣,饶金梅,练至真 

福建省武平县医院 

 

目的 跗外侧皮瓣供区影响临床观察。 

方法 跗外侧皮瓣的供区以全厚皮片修复，随访观察 1 年后皮瓣供区的皮肤外观、耐磨、叩击痛

和、穿鞋袜影响。 

结果 6 例供区全厚皮片移植 5 例完全成活，1 例微小斑灶坏死 4 周愈合。1 年后观察供区愈合后皮

肤移动度、耐磨、叩击痛和穿鞋袜影响，这些方面影响均明显。 

结论 跗外侧皮瓣供区影响明显。 

 

 

PO-0152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联合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在二度烧伤中的 

应用体会 

 
武铠,陈铭锐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分析负压封闭引流术联合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在减少二度烧伤患者换药次数，减轻疼痛

及促进创面愈合方面的作用。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间收治的烧伤面积小于 10%的二度烧伤患者 40 名，将其

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以负压封闭引流术联合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进行换药，对照组以亲水性纤维

含银敷料进行换药，比较两组患者换药次数、VAS疼痛评分、创面愈合时间等指标。 

结果 实验组疼痛评分及换药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创面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负压封闭引流术与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联合应用，能减轻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的水负荷，为

创面愈合提供长时间适宜的湿性环境，同时保持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的抗菌作用。两者的联合应用

能明显减轻二度烧伤患者的换药疼痛，减少换药次数，缩短创面愈合时间。 

  

 

PO-0153 

足部痛风结石患者伤口治疗与护理 

 
杨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痛风结石的伤口治疗与护理经验 

方法 在对痛风患者进行全身治疗前提下采用医护合作，针对不同的伤口给予相应的治疗方法，治

疗与护理相结合，针对患者的个体差异从心里、疼痛、饮食、自我生活护理等方面与患者进行有效

的沟通，通过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使患者对疾病充分认识增加信心积极主动参与治疗。 

结果 患者创面经治疗均愈合，治疗后足部功能、感觉恢复良好，治疗取得良好效果 

结论 护理人员通过对患者进行全方位护理，鼓励患者积极主动参与治疗，增加患者就医治疗的依

从性，医生、护士、患者家属共同参与到治疗全过程中，治疗与护理相结合，共同促进足部痛风石

伤口治疗与护理工作，加速伤口愈合同时提高患者日后生活质量并帮助患者建立了良好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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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54 

多孔仿生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创面敷料的研制 

 
雷强,陈铭锐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250000 

 

目的 本研究以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为原料，采用新型的粒子沥虑-浸没沉淀法，制备了具

有仿生结构的 TPU 多孔膜；我们希望此研究能进一步拓宽 TPU 材料的应用范围，同时能够为临床上

创面的治疗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方法 （1）采用离子沥滤-浸没沉淀法制备多孔仿生 TPU 多孔膜的；（2）TPU 多孔膜的观察及表征

的测定；（3）动物实验研究 TPU多孔膜对创面愈合时间的影响和相关蛋白的表达。 

结果 （1）仿生 TPU 多孔膜在外观、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及水蒸气透过率上均优于传统方法制备

的普通 TPU 多孔膜；并且一定程度上模拟了人体正常皮肤结构；（2）TPU 多孔膜敷料生物相容性

良好；（3）在动物实验中，仿生 TPU 多孔膜用作创面覆盖物，与其他各实验组相比，能显著缩短

创面的愈合时间；（4）在致创后第 3 天及第 7 天，仿生 TPU 多孔膜组创面新生上皮长度明显长于

其他各组；在致创后第 7 天时，其肉芽组织厚度也显著大于其他实验组；（5）在致创后第 5 天，

仿生 TPU 多孔膜组创面组织中的 PCNA 及 CD31 的表达强度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凡士林纱布组及普

通 TPU多孔膜 组，提示仿生 TPU多孔膜可促进创周细胞的增殖和创面新生组织的血管化。 

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改进了制备 TPU 多孔膜的工艺，采用新型粒子沥虑-浸没沉淀法成功地制备

了仿生 TPU 多孔膜。与传统方法制备的产品相比，采用新方法制备的 TPU 多孔膜除了在外观、力学

性质及水蒸气透过率上具有明显优势外，其结构更是具有仿生的特性—外表面孔径为微米级，具有

防止细菌入侵的屏障作用，内部的海绵结构，可作为储藏池引流吸收渗液，内表面的大孔径有利创

面细胞的增殖和组织的修复。除此之外，仿生 TPU 多孔膜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小鼠皮肤全层

创面愈合的实验中，仿生 TPU 多孔膜覆盖创面的愈合时间明显短于普通 TPU 多孔膜组，凡士林纱布

组及空白对照组。同时，我们发现使用仿生 TPU 多孔膜作为敷料的创面上皮化速度及肉芽组织厚度

明显大于对照组。WB 结果显示仿生 TPU多孔膜能增强创面 PCNA及 CD31的表达。 

 

 

PO-0155 

烧伤病房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流行特点及 

抗菌药物使用策略 

 
窦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了解烧伤病房 10 年间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为合理有效地应用抗菌药物提供

建议 

方法 收集 2008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笔者单位 12789 例住院烧伤患者的创面分泌物、深静脉导管

表面附着物、静脉血、大便、痰液等标本，行细菌培养。采用 API 细菌鉴定板条和细菌鉴定仪进行

菌种鉴定，K-B 纸片扩散法进行药物敏感试验，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采用 WHONET 5.6 软件统计病原菌分布情况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对数据

行线性模型曲线拟合。 

结果 （1）10 年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构成比没有显著变化，一直居于首位，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

克雷伯菌的构成比呈明显上升趋势（R2
=0.727、0.784，P＜0.01）。（2）10 年中，共检出 1101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其中主要来自于创面，每年的所占比例均在 85%以上。（3）10 年中，金黄色葡

萄球菌对庆大霉素和利福平的耐药率呈明显下降趋势（R2
=0.747、0.705，P＜0.01），对磷霉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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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率始终维持较低水平（7.1%~19.5%）。（4）10 年间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比例

始终超过 50%（52.4%~75.3%）。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构成比第一位，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构成比显著上升；金黄色葡萄

球菌对磷霉素耐药率较低；MRSA 占比较高，需要重视对 MRSA 的治疗。针对 MRSA 感染，国内主要

应用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达托霉素、替加环素，这 5 种药物各有优劣。另外，抗菌药

物要根据药物的 PK/PD 特点和烧伤患者独特的病理生理特点来使用。 

 

 

PO-0156 

预防性护理对于避免患者烧伤部位皮瓣部分坏死的治疗效果 

 
张迪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预防性护理干预对于预防烧伤后皮瓣移植部分坏死治疗效果。在皮瓣移植后即进行预防

性治疗，以降低皮瓣坏死率，提高皮瓣移植效率，减少医护工作量为前提，同时节省治疗成本，降

低重度烧伤患者治疗负担，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我科室 2017 年 4 月-2018 年 4 月收治的烧伤后治疗的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的对象,随机

等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试验组在皮瓣移植后给予患者预防性护理干预。 

对比两组患者的皮瓣成活率、烧伤部位愈合时间、明显瘢痕增生率、SAS 评分、SDS 评分及满意

度。 

结果 实验组皮瓣移植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试验组的面部愈合时间较对照组短。试验组患者瘢

痕增生率及 SAS 和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试验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5）。 

实验组从总体来看，对患者的护理工作量上由明显的减少，有助于提高对皮瓣移植患者的工作效

率，用药成本来看，略高于对照组。从目前情况来看，预防性护理治疗有进一步降低用药成本的空

间，长期实施的话，从成本上来说明显优于对照组。非常有益于降低患者的医疗费压力。 

结论 给予皮瓣移植患者预防性护理，明显提高了皮瓣移植的成活率，大大缩短患者的面部愈合时

间，降低瘢痕增生率，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并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有利于促进护患

关系的和谐,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应用推广。 

 

 

PO-0157 

园艺治疗在烧伤康复中的应用及展望 

 
刘灿滨,吴英钦,黄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园艺治疗是一种久经考验的实践。花园环境的治疗益处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如今，其被认为是

一种有益而有效的治疗方式。它广泛应用于康复、职业和社区。烧伤患者在创伤后常残留肢体及心

理功能障碍，而“园艺治疗是针对身体、精神心理、心理等方面有改善需求的人们，通过植物的种

植修剪等有目的的设计的园艺治疗活动，以达到最终改善生活质量的一种治疗方法。[1]”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可很好的满足烧伤患者康复治疗需求。文章通过结合烧伤患者功能康复需求阐述园

艺治疗的相关理念、内容、方法等，为烧伤康复治疗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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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58 

烧伤休克复苏液最佳钠浓度筛选的实验研究初探 

 
孙业祥,袁春雨,王沁澄,王彪,王春华,唐益忠,胡德林,李兴照,宋均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探讨六种不同浓度的高渗盐液对烧伤早期复苏后机体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的影响，初步筛选

出最佳钠浓度的高渗盐休克复苏液。 

方法 176 只 SD 大鼠随机分成假伤组（n=8），烧伤+乳酸钠林格液组（LR,n=24）和烧伤+不同钠浓

度的高渗盐溶液组（HS,包括 6 个亚组，且每组 n=24，200,300,400,600,800 和 1000mmol/L 

HS）。假伤组大鼠使用温水模拟烫伤之后不予液体复苏，其余实验组大鼠均采用 98°C 开水致背部

30％TBSA Ⅲ°烫伤处理，并根据 Parkland 公式计算出“含钠量 0.52 mmol·kg
-1
·1% BSA

-1
确定第

一个 24h 补液量，前 8h 补入第一个 24h 补液量的一半方案”复苏，分别经尾静脉泵入相应的复苏

液治疗。分别在大鼠烫伤后第 2h,8h 和 24h 处死大鼠并收集血清检测炎症指标[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和白细胞介素（IL）-1β 及高迁移率族蛋白 1（HMGB1）]和肝脏组织氧化应激指标[丙

二醛（MDA）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变化。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假伤组比较，LR 组的血 TNF-α、IL-1β 含量及肝 MDA 含量在伤后各时间点均明显增加，

除 HS600 组外的 5 个 HS 组的血 TNF-α、IL-1β 含量及肝 MDA 含量在伤后不同时间点有明显增加，

LR 组与所有的 HS 组的血 HMGB1 含量在 8h（除外 HS600 组）、24h显著增加；LR 组的 SOD活性在伤

后各时间点均明显降低，除 HS600 组外的 5 个 HS 组的 SOD 活性在伤后不同时间点有明显降低。与

LR 组比较，6 个 HS 组在伤后各时间点的血 TNF-α、IL-1β 含量以及肝 MDA 含量均显著降低，在

8h、24h 的血 HMGB1 含量明显降低；除 1000 组外的 5 个 HS 组的肝 SOD 活性在伤后各时间点均显著

增加。其中 HS600 组的改变最为显著。不同浓度的 HS 组间比较显示，HS600 组伤后不同时间点的

血 TNF-α、IL-1β、HMGB1 以及肝 MDA 的含量显著低于其他 5 个 HS 组，HS600 组伤后不同时间点

的 SOD活性明显高于其他 5个 HS组（P＜0.05或 P＜0.01）。 

结论 6 组不同浓度的高渗钠盐复苏液与 LR 比较，均能不同程度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减轻肝组织氧

化应激损伤。其疗效与钠离子浓度密切相关，在一定范围内随着钠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超过一

定范围，随着钠浓度增加而疗效反而减低。6组 HS中，疗效最佳钠浓度是 600mmol/L的 HS。 

  

 

PO-0159 

rhGM-CSF 对大鼠烫伤创面血管化的研究探讨 

 
林建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rhGM-CSF)对大鼠深Ⅱ度烫伤创面微循环形成的作用。 

方法 36 只雄性 SD 清洁级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 30 只和对照组 6 只,实验组大鼠背部造成 4 个直径

2cm 深 II 度烫伤创面,分别给予 rhGM-CSF 凝胶、SD-Ag 冷霜、空白凝胶、生理盐水(对照用药),每

日换药 1 次,实验组大鼠根据伤后 1、3、7、14、21d 随机分成 5 组,每组 6 只,对照组为非烫伤大鼠

6 只。测量和计算各时相点创面愈合率。采用 ELISA 法检测创面组织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EGF）;采用免疫组化染色法检测Ⅷ因子,评价微血管密度(MVD)。 

结果 rhGM-CSF 凝胶组(A 组)与 SD-Ag 冷霜组、空白凝胶组和生理盐水组(B 组)相比,烫伤后第 14、

21d,创面愈合率显著提高(P<0.05);烫伤后第 3、7、14、21d,创面组织 VEGF 含量显著增加

(P<0.05);烫伤后第 7、14、21d,创面微血管密度显著增大(P<0.05)。SD-Ag 冷霜组、空白凝胶组和

生理盐水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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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hGM-CSF 凝胶能通过增加大鼠深 II 度烫伤创面组织 VEGF 含量,增加创面微血管形成,促进创

面愈合。 

  

 

PO-0160 

Tyr1214-P38MAPK 信号通路在糖尿病大鼠创面 血管内皮细胞迁

移中的作用 

 
林建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糖尿病大鼠创面血管内皮细胞中介导内皮细胞迁移的 Tyr1214-P38MAPK 信号通路蛋白表

达的变化，确定其作用环节和效应靶点。 

方法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84 只 SD 大鼠分为糖尿病组(DM 组，42 只)和非糖尿病对照组（C 组，42

只），糖尿病模型稳定 8 周后建立深Ⅱ度烫伤模型，其中设假烫糖尿病组（0 d，n=6）和假烫非糖

尿病组（0 d，n=6），观察大鼠体重和 50%创面愈合时间，血糖仪检测尾静脉血糖变化，透明胶纸

描计计算创面愈合率，于烫伤后 0，1，3，7，10，14，21d，每时相点分别处死 6 只糖尿病组和非

糖尿病对照组大鼠，留取创面皮肤组织，组织切片 HE 染色和 Masson’s 染色，观察皮肤组织形态

学变化，ELISA 法检测创面组织中 VEGF、VEGFR-2、F-Actin 的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创面组织

中 P38MAPK磷酸化蛋白的表达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Tyr1214 和创面组织微血管密度。 

结果 与非糖尿病组相比，糖尿病创面组织中 VEGF 及 VEGFR-2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 <0.05），微

血管密度无明显差异（P >0.05），F-Actin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 <0.05），糖尿病组 p-Tyr1214

及其下游信号蛋白 p-P38MAPK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 <0.05）。 

结论 糖尿病创面难愈与介导内皮细胞迁移的 Tyr1214-P38MAPK 信号通路蛋白持续低表达有关，

Tyr1214-P38MAPK 信号通路蛋白磷酸化障碍可能与糖尿病持续高糖环境有关，其机制有待进一步深

入研究。 

  

 

PO-0161 

带血管神经蒂的示指背侧岛状皮瓣修复拇指缺损的临床分析 

 
杨雷钧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了解应用带血管神经蒂的示指背侧岛状皮瓣修复拇指缺损的效果。  

方法 2010 年 3 月—2014 年 11 月，笔者单位对 29 例患者拇指的软组织缺损创面，应用示指近节背

侧皮瓣修复。机器绞伤 17 例，电击伤 9 例，切割伤 3 例。受伤部位为拇指掌侧和背侧，伴或不伴

有指间关节外露，  指骨、肌腱外露，软组织缺损面积大小约（ 1.5cm×2.0cm ）～

（1.5cm×3.0cm）。我们利用示指近节背侧皮瓣修复创面。 

结果 本组 29 例患者皮瓣均成活。术后 0.5～2.0 年随访，拇指外观饱满，色泽正常，血运良好，

感觉良好，耐磨，夹捏功能良好。 

结论 示指近节背侧皮瓣血管蒂较恒定，变异少，操作简单，无须吻合血管神经，成功率高，供、

受区在同一部位，皮肤色泽、质地相似，术后患者可早期活动，拇指术后功能恢复良好，指腹丰满

有感觉，外观不臃肿，耐磨性强，是拇指软组织缺损较为理想的修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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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62 

1 例多学科联合行腹直肌皮瓣及腹部大网膜修复胸部放射性溃疡

的手术配合 

 
王清香,黄丽,张翚,唐秋燕,黄静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对 1 例多学科联合行腹直肌皮瓣及腹部大网膜修复胸部放射性溃疡进行手术配合，总结配合

经验。 

方法 术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查阅相关文献及咨询手术者，了解手术流程，准备手术物品和器械，

术中密切关注手术进展，从容不迫，做到有效配合。结果：手术配合流畅，顺利开展。 

结果 手术配合流畅，顺利开展。 

结论 对多学科联合开展的新手术，要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包括人员、物品、流程的准备，术中

要细致耐心，有条不紊，对手术流程有预见性，才能提高手术效率，保证手术顺利开展。 

 

 

PO-0163 

两种浓度的高渗盐复苏液对严重烫伤大鼠早期肾脏损伤的影响 

 
袁春雨,王沁澄,孙业祥,王春华,唐益忠,胡德林,李兴照,宋均辉,王彪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探讨两种浓度的高渗盐复苏液对严重烫伤大鼠早期肾脏损伤的影响 

方法 80 只健康雌性 SD 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假伤组（8 只），乳酸钠林格液复苏组（LR，24

只）、200mmol/L 高渗钠盐溶液组（HS200 组，24 只）及 300mmol/L 高渗钠盐溶液组（HS300 组，

24 只）。假伤组大鼠室温水浴模拟假伤不予液体复苏，余实验组大鼠构建背部 30%TBSA 三度烫伤

模型，并根据 Parkland 公式计算出“含钠量 0.52 mmol·kg
-1
·1% BSA

-1
确定第一个 24h 补液量”

进行复苏，通过尾静脉分别输注 LR、200mmol/L HS 和 300mmol/L HS，并在补液后 2、8、24h 取大

鼠腹主动脉血和肾脏组织。干湿质量法检测肾脏含水量 [肾组织湿/干重（W/D）比值]；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检测血清中肌酐（Cr）和尿素氮（BUN）含量，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中性

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肿瘤坏死因子 a （TNF-a）及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HMGB1）含量；应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分别检测肾组织中丙二醛（MDA）含量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活性。所有计量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假伤组相比较，LR 组和两高渗盐溶液组伤后各时间点血清中 Cr、BUN、NGAL、TNF-a、

HMGB1 含量及肾组织 W/D 比值、MDA 含量呈不同程度升高，肾组织 SOD 活性下降；与 LR 组相比，两

高渗盐组伤后各时间点血清中 Cr、BUN、NGAL、TNF-a、HMGB1 含量及肾组织 W/D 比值、MDA 含量均

降低，肾组织 SOD活性升高，其中 HS300组伤后 8h变化更明显（P＜0.01或 P＜0.05）。 

结论 与 LR 相比，HS 复苏液可通过减少炎症介质产生及降低氧化应激反应等减轻严重烫伤大鼠早

期肾脏损伤，并且 300mmol/L Na
+
 HS效果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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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64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对小儿 I 度浅 II 度烧伤治疗效果探讨 

 
张燕平,温裕庆 

龙岩市第一医院,364000 

 

目的 研究小儿 I度浅 II度烧伤采用负压封闭引流术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5 月-2017 年 4 月我院接诊的小儿 I 度浅 II 度患儿 100 例，采用电脑随机双盲

法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试验组予以负压封闭引流术，对照组予常规治疗。观察 2 组创面

愈合情况，比较 2组住院时间等指标。 

结果 选择 2016 年 5 月-2017 年 4 月我院接诊的小儿 I 度浅 II 度患儿 100 例，采用电脑随机双盲

法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试验组予以负压封闭引流术，对照组予常规治疗。观察 2 组创面

愈合情况，比较 2组住院时间等指标。 

结论 积极对小儿 I 度浅 II 度烧伤予以负压封闭引流术治疗，可显著缩短创面愈合时间，促进病情

恢复，帮助减轻经济负担。 

  

 

PO-0165 

人工真皮在大面积烧伤后瘢痕挛缩整复中的应用 

 
陈舜,郑林文,刘维,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人工真皮联合自体刃厚皮片移植及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大面积烧伤后皮源紧张的瘢痕

挛缩患者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选择瘢痕挛缩患者 8 例，一期先切除松解挛缩部位的瘢痕组织，

然后人工真皮覆盖创面，配合负压封闭引流，待类真皮组织形成后二期自体刃厚皮片移植修复创

面，术后继续负压封闭引流制动，皮片成活后常规抗瘢痕治疗及功能锻炼。观察植皮区皮片成活情

况与功能恢复情况、供皮区愈合情况及两者瘢痕生长情况。 

结果 8 例瘢痕挛缩患者均如期修复创面，术后均进行 6 个月至 2 年随访观察，植皮处质地及外观

满意，瘢痕增生挛缩引起的功能障碍明显改善，达到了预期临床治疗效果。 

结论 人工真皮联合自体刃厚皮片及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大面积烧伤后皮源紧张的挛缩瘢痕畸形

能取得良好临床效果。 

 

 

PO-0166 

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深度手烧伤的疗效观察 

 
陈舜,陈昭宏,王子 恩,刘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评价早期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深度手烧伤创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笔者单位 2016 年 5 月-2018 年 3 月收治的深度手烧伤患者 16 例，其中男 14 例，女 2 

例，平均年龄 38±11 岁。手部烧伤面积最大 2%TBSA，最小 0.5%TBSA。伤后早期清创，负压材料覆

盖后持续封闭引流，每周更换负压材料同时观察创面，根据基底生长情况决定是否植皮。观察负压

手术时间及愈合后手功能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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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16 例患者手创面平均愈合时间 22.6±7.3 天，第一次负压手术时间 2.9±2.6 天，第二

次负压手术时间 10.0±2.3 天，第三次负压手术时间 16.0±1.2 天。11 例负压治疗后痊愈，5 例联

合植皮手术后痊愈。随访 6-12 个月，手部瘢痕形成少，手功能恢复优 12 例，良 2 例，中 2 例，

优良率 87.5%，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早期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手深度烧伤创面能缩短愈合时间，提高其愈合质量，值得临床关

注与进一步研究。 

 

 

PO-0167 

Free vascularized fascia flap combined with skin 

grafting for deep toe ulcer in diabetic patients 

 
Xuekang Yang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techniqu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eep toe defects 

in 

diabetic patients using amethod that combines free vascularized fascia flapwith skin 

grafting.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conducted between March 2010 and February 2016, 

15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eep toe ulcer received surgeries that combined free 

vascularized 

fascia flap with skin grafting, including nine anterolateral thigh fascia lata flaps 

and six 

superficial temporal fascia flaps. Their medical records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from 

electronic databases. The donor artery was anastomosed to the dorsalis pedis artery in 

an 

end-to-side manner, and the vein was anastomosed to the accompanying vein in an endto- 

end manner. 

Results Thirteen fascia flaps completely survived without any rejection. Partially 

necrosed 

grafted skins, which were found in two cases, were healed after routine dressing 

changes. 

Patients achieved an esthetic outcome and acceptable functions without further 

revisions. 

Two patients suffered from ischemic necrosis of the fascia flap and eventually 

underwent 

amputation.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vascularized fascia flap combined with 

skin 

grafting has great advantages for correcting deep toe ulcer indiabetic patients 

characterized by 

the esthetic outcome, abundant vascularity, surgical simplicity, and good 

deform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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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68 

聚焦解决模式对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双双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聚焦解决模式对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88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4 例，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及治疗方式无差异，对照组实施颜面部烧伤常规护理，包括入院宣教、创面护理、

心理护理、功能锻炼、出院指导等；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用聚焦解决模式护理干预，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AS )、 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两组患者入院及出院时的

负性情绪，采用烧伤专用健康量表(BSHS－A)评估两组患者出院时及出院一个月后的生活质量 

结果 加用聚焦解决模式后实验组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73、

2.567，P <0.05）；SCL-90 的 10 个因子项抑郁、焦虑、恐怖等评分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0.05）；出院及出院一个月随访时实验组生活质量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t=2.185、3.292，P =0.032、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论：以聚焦解决模式为基础的心理干预策略可显著改善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负性情绪，提

高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PO-0169 

种防止烧伤患者足下垂调节治疗装置的设计 

 
李双双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采用悬浮床治疗大面积烧伤目前在国内外都是比较新的方法，其用于大面积重度烧伤的优势已

得到普遍认可
[1]
。悬浮床附设冷凝系统，床体温度可调控，实现了有效保暖；同时，由于悬浮床的

自身风热功能，可使创面渗出液及时散发，微生物生长受限，促使创面快速结痂，加速痂下愈合；

且悬浮床不需翻身，不仅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和治疗安全性，同时减轻了患者痛苦。但长期使用

时，由于其自身构造无法实现足部有效支撑，仰卧位时只能依靠软枕尽可能保持足部中立位，使其

90°垂直于床面，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极易造成患者足下垂，不利于患者后期

康复。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笔者单位于 2017 年 12 月设计了一种适用于悬浮床的防止烧伤

患者足下垂调节治疗装置（已获国家发明新型专利：ZL201610202793.4），该装置不仅能方便安装

于悬浮床上，同时滑轨式的架体可调节两腿间的距离，进行有效的足部支撑，还可实现对支撑角

度、支撑位置的调节 

 

 

PO-0170 

集束化干预在降低烧伤科住院患者 VSD 术后引流不畅发生率中的

效果研究 

 
李双双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干预对降低烧伤科住院患者 VSD术后引流不畅发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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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笔者单位 2016.10.04-2016.12.04 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 VSD 手术设为对照组，

2017.05.12-2017.07.12 符合纳入标准的 58 例 VSD 手术设为集束化干预组，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

治疗方法无差异，对照组采用 VSD 术后常规护理，干预组运用集束化干预方案，包括用物准备、负

压值大小及负压模式设置、管道护理、半透膜加固、负压内囊更换及健康教育六大要素，比较两组

患者之间 VSD 术后引流不畅的发生率及集束化干预对不同因素、不同创面类型、不同部位导致的

VSD 术后引流不畅发生率的影响；同时，对比两组患者对 VSD 术后护理满意度（内囊更换流程、管

道固定方法、VSD 相关知识宣教内容及宣教形式）的评价。对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

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集束化干预后 VSD 术后引流不畅的发生率较前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3.35，

p<0.001）；不同因素导致的引流不畅发生率较前明显降低，（=10.379、22.951、4.832、7.840、

7.399；p= 0.001、<0.001、0.028、0.005、0.007），其中引流物滞留结痂致管道堵塞及负压值过

小是引起引流不畅的主要原因；不同类型创面及不同部位创面的发生率较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 值均小于 0.05 )，而创面类型及部位本身对其引流不畅的发生率并无影响(= 0.434、

0.057、0.071、0.069； p=0.980、1.000、0.995、0.995)；集束化干预后，患者对 VSD 术后护理

满意度较前明显提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166、4.471、7.958、8.975，p<0.001）。 

结论 对 VSD 术后患者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不仅降低了术后引流不畅的发生率，提高了患者对

VSD 术后护理的满意度，同时为其术后护理提供了临床参考依据。 

  

 

PO-0171 

成批严重烧伤伤员转运的经验和效果 

 
陈旭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不同情况、不同转运方式转运成批严重烧伤伤员的效果和经验。 

方法 回顾和分析近年来多批次严重烧伤伤员使用陆运和空运转运的各阶段救治过程。转运前按照

方案和流程就患者、家属、转运专家组和机组等方面完善各项安排；转运中充分利用医疗专机相应

设备做好患者的监护和治疗并做好记录；安排出发地点到医院烧伤 ICU的绿色通道。 

结果 本组 10 批次共 85 例伤员于伤后 26~72h 安全到达目的地，伤员转运途中病情平稳，后续抢救

顺利。 

结论 成批严重烧伤伤员应该使用专业医疗转运工具转运，按照规范化流程实施转运更加安全有

效，转运的时机可以酌情提前到休克期内。 

  

 

PO-0172 

烧伤 ICU 病房的建立和设置 

 
陈旭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烧伤 ICU的布局和设计、人员组成、设施和设备和医疗管理模式 

方法 回顾和分析近年来普通 ICU 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烧伤救治的现状和模式，比较开放

式、半封闭式和封闭式管理的优势和缺点。 

结果 部分大型烧伤科的烧伤监护室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烧伤 ICU,但是也与标准的综合 ICU 有明显

的差距。最大的不同是缺少专职的烧伤 ICU 医生，多为烧伤外科医师兼任。近年来少数烧伤 ICU 引

入个别专职烧伤 ICU 医生，也不能达到综合 ICU 的医生床位比，大多数工作仍然由烧伤外科医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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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此烧伤 ICU 尚无定型的管理和配置标准，各单位都以各自的发展模式运作。同时，很多中小

型烧伤科的烧伤监护室并未得到升级，仍处于低水平运行中。 

结论 建立区域性烧伤中心及相对完善和标准的烧伤 ICU 迫在眉睫。应建立国家烧伤 ICU 建设和管

理规范和烧伤 ICU质控标准。 

  

 

PO-0173 

重度烧伤患儿照护者照护体验的质性研究 

 
罗旭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深入了解重度烧伤患儿照护者在患儿治疗期间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以期为提供适合患儿照

护者需求的护理服务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西京医院烧伤科收治的 18 例重度以上烧伤

患儿照护者作为访谈对象，采用质性研究现象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并用

Colaizzi现象学研究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经分析，沉淀三大主题，即患儿照护者承受较重的心理负担；随着治疗的展开承受着严重的

经济负担和照顾任务；治疗过程中表现出对疾病、患儿护理问题等知识的严重缺乏及对患儿未来的

担忧 

结论 护理人员在关注重度烧伤患儿的同时，应重视其照护者的身心压力，为其及时提供一定的经

济、社会及专业支持，满足患儿照护者的信息及技能需求，促进患儿的康复及成长；另一方面呼吁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区联动，有效展开延续护理服务对烧伤预防和急救知识的普及及

有效降低小儿烧伤发生的风险具有深远意义 

 

 

PO-0174 

Autophagy protein LC3 regulates the fibrosis of 

hypertrophic scar by controlling Bcl-xL in dermal 

fibroblasts 

 
Jihong Shi,Hao Guan,Dahai Hu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autophagic capacity in hypertrophic scar (HS) and 

explore/verify the key regulatory molecules of autophagy in HS-derived fibroblasts 

(HSFs). 

Method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immunostaining, qRT-PCR, Western 

blotting, Flow cytometry method and rabbit ear scar model were used. 

Results LC3-positive cells and autophagosomes in HS/HSFs were more intensive relative 

to NS/NSFs groups. Knockdown of LC3 (shLC3) could significantly block the expression 

of Col 1 (p < 0.01) and Col 3 (p < 0.01) and thus inhibit the fibrosis of HSFs. shLC3 

resistant to autophagy was shown to be Bcl-xL-, not Bcl-2-dependent, and silencing of 

Bcl-xL (sibcl-x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poptosis of HSFs (p < 0.01). 

Immunofluorescence results showed that instead of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α-SMA, 

shLC3 could change its architecture arrangement in HSFs. sibcl-xL showed that Bcl-xL 

is a key signaling molecule involved in HSFs autophagy. More importantly, both shL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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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ibcl-xL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ppearance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rabbit ear 

scar, and reduced scar formation on the rabbit ear. 

Conclusions The aberration of LC3 protein processing compromised autophagy in HS may 

associate with its pathogenesis in wound repair. LC3 regulates HS fibrosis by 

controlling the expression of Bcl-xL in HSFs. 

 

 

PO-0175 

Curcumin pretreatment prevents hydrogen peroxid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through enhanced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deactivation of Akt/Erk signaling pathways in r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xujie wang,Dahai Hu 

Xijing hospital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SCs)-based therapy has emerged as a promising 

modality for the treatment of tissue injury.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ransplanted 

cells are readily lost after transplantation because of hypoxia and oxidative stress. 

Efficient means to enhance the survival ability of BMSCs under pathologic conditions 

are required. Curcumin, a natural bioactive flavonoid, is a dietary component 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of interest due to its potential health-promoting effects. Here we 

report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curcumin pretreatment on BMSCs apoptosis induced by 

hydrogen peroxide (H2O2), which is used as ROS source of oxidative stress in vitro. We 

found that curcumin pretreatment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H2O2-induced cell viability 

reduction, LDH release and cell apoptosis in BMSCs. Moreover, curcumin pretreatment 

rescue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duced by H2O2, including adenosine triphosphate 

reduction,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overproduction and membrane potential 

depolarization. In addition, curcumin pretreatment markedly reduced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s of Akt and Erk. Thus, our investigations demonstrated that 

curcumin pretreatment confers BMSCs the ability to survive from H2O2-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which may attribute to its attenuation of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deactivation of Akt and Erk signaling pathways. Above results shed more light on the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s of curcumin and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for BMSCs-

preconditioning therapeutic strategies. 

 

 

PO-0176 

重大群体烧伤救治的经验与教训 

 
陈旭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重大群体烧伤救治的经验与教训，为今后妥善处置此类事件提供方法。 

方法 回顾和分析近年来多批次重大群体烧伤救治过程中的社会属性、群体属性、多学科协作特

点、伤员的转运、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以及事后的评估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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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10 余批次重大群体烧伤救治成果斐然，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肯定和表彰。其中一次国

际救援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结论 重大群体烧伤救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重视与国家或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对接，严密组织医

疗流程。做好烧伤救治事后的评估和总结，完成重大群体烧伤救治的全国和地区预案的制定和修

订。 

  

 

PO-0177 

一种新型烧伤科患儿输液固定装置的设计方法及应用 

 
白亚平,罗旭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一种新型烧伤科患儿输液固定装置的设计方法及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科 1000 例静脉输液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0 例，对照组使用传统纸板作

固定装置，观察组使用烧伤科新型患儿手部输液固定装置，比较两组患儿渗漏再穿刺率及舒适度. 

结果 两组患儿渗漏再穿刺率及舒适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结论 烧伤科新型患儿输液固定装置制作方便、使用安全，固定灵活，降低烧伤科患儿静脉输液手

部僵直不适、避免渗漏、再穿刺等并发症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PO-0178 

复合组织蒂岛状皮瓣在面部软组织缺损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赵遵江,王修坤,李成虎 

六安市人民医院,237000 

 

目的 探讨复合组织蒂岛状皮瓣在面部软组织缺损修复方法。 

方法 根据面部软组织缺损大小、走形设计复合组织蒂岛状皮瓣，完全游离皮瓣后经隧道或明道转

移修复组织缺损，临床应用 22例。 

结果 22例皮瓣全部成活；经 2～30个月随访, 美容效果明显。 

结论 采用复合组织蒂岛状皮瓣在面部软组织缺损，具有设计合理、切取转移方便、组织相近，修

复局部效果满意等优点；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PO-0179 

大面积烧伤患者使用 MEBT/MEBO 治疗的体会 

 
韩俊杰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原中原油田总医院）,457000 

 

目的 总结 1 例烧伤面积 80%，III°30%并伴有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全程应用 MEBT/MEBO 治疗的过程

及经验总结。 

方法 入院后紧急补液与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的治疗，建立静脉通道，气管切开保持呼吸道通畅，快

速、有效扩容复苏，防治烧伤休克；同时给予抗感染、营养支持、内脏功能保护等全身综合治疗。

创面全程采用烧伤 MEBT/MEBO 及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治疗，对皮肤呈皮革样改变的深度烧伤创面

应尽早进行耕耘减压处理（1），将 MEBO 药膏与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混合后均匀地涂擦创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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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m，同时清理创面，及时清理创面上的液化物和坏死组织，及时给药，保持烧伤创面湿润不干燥

不浸渍。每日换药 2-3次。 

结果 经积极的全身、局部及内脏治疗，患者于伤后 2 月余痊愈出院。治疗过程未并出现全身严重

感染及内脏功能障碍，未行手术植皮，通过换药达到痊愈目的，愈后无明显瘢痕增生，不影响正常

生活，各个肢体功能良好。 

结论 MEBT/MEBO 治疗大面积烧伤，效果良好，治疗费用低，深度创面避免手术，愈后瘢痕增生程

度较轻，功能影响轻微，可作为临床治疗大面积烧伤基础用药，联合多粘菌素 B 能更好的防治感

染，减轻炎症反应，此治疗方法值得大力推广。 

  

 

PO-0180 

双叶指动脉岛状皮瓣修复拇指掌侧大面积软组织缺损创面 

 
赵遵江,张保德,刘勇,薛忠信,章荣涛,梁其国,胡育栋 

六安市人民医院,237000 

 

目的 观察以中指尺侧环指桡侧带神经双叶指动脉岛状皮瓣修复拇指掌侧大面积软组织缺损创面的

效果。 

  

方法 据拇指掌侧大面积软组织缺损创面大小，在中指尺侧环指桡侧设计带神经双叶指动脉岛状皮

瓣转移修复患处，供区创面植皮修复。 

结果 8例皮瓣全部存活。随访 1～24 个月手指外形满意，感觉、功能良好。 

结论 应用中指尺侧环指桡侧带神经双叶指动脉岛状皮瓣修复拇指掌侧大面积软组织缺损创面，具

有设计合理、切取转移方便、供受区邻近组织结构合理、修复后指外形满意等优点。 

  

 

PO-0181 

Vγ4 T 细胞通过分泌 IL-17A 促进皮肤移植排斥反应 

 
李雅舒

1
,吴军

1
,贺伟峰

1
,罗高兴

1
 

1.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γδ T 细胞主要负责天然免疫，是除 αβ T 细胞以外比例较少的 T 细胞，但占小鼠皮肤的

淋巴细胞比例的 90%以上，在皮肤稳态维持和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Vγ4 T 细胞 γδ T 细胞

中的主要的一群细胞，分布于皮肤的真皮层，可分泌 IL-17A 和 IFN-γ 参与皮肤炎症反应。我们在

之前的小鼠皮肤移植模型实验中发现，Vγ4 T 细胞可促进排斥反应，但是机制尚不清楚。 

方法 建立雄性小鼠到雌性野生型 C57BL/6 小鼠的背部皮肤移植模型。即小鼠备皮后第二天在背部

选取 1 平方厘米的皮肤，小心剥离，不附带皮下筋膜层。将雄性小鼠皮片移植到雌性小鼠背部，缝

合后加压包扎，5 天后每天观察拍照，记录抑制排斥发生的时间。皮片坏死面积及边界溃烂超过

80%即认定为完全排斥。采用 BioXcell 公司的 Vγ4 T 细胞清除抗体或同型抗体（200 微克/只）腹

腔注移植皮片创周注射射制作 Vγ4 T 细胞清除的小鼠及对照模型。采用 IL-17A 或 IFN-γ 敲基因

小鼠，用免疫磁珠的方法提取 IL-17A
-/-
和 IFN-γ

-/-
Vγ4 T 细胞，建立细胞回输的移植模型。观察

移植排斥发生时间，采用 WB，流式细胞术，免疫组化等方法检测。 

结果 与 IFN-γ 中和相比，IL-17A 中和可显著延迟排斥发生时间，提示 IL-17A 是 Vγ4 T 细胞发

挥排斥反应的主要因素。其次，我们发现在移植区域包括皮片和创周表皮，Vγ4 T 细胞是 IL-17 A

的早期来源。 

结论 Vγ4 T 细胞通过分泌 IL-17A促进皮肤移植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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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82 

烧伤患者血清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的动态与临床意义 

 
孟艳斌 

太钢总医院烧伤整形中心,030000 

 

目的 探讨烧伤患者血清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EpoR)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可能的临床意义 

方法 检测 40 例烧伤患者入院 Oh,24h,7d 血清 EpoR 水平，并记录对应生理指标(自细胞、血红蛋

自、血糖)。根据损伤类型将患者分为重度烧伤组和特重度烧伤组。分析血清 EpoR 浓度的动态变化

及组间差异。 

结果 重度烧伤组和特重度烧伤组 EpoR 浓度均为 24h 升至高峰，7d 时仍维持在显著升高水平;特重

度烧伤组的血清 EpoR 浓度在 24h,7d 时间点均明显高于重度烧伤组;重度、特重度烧伤组血清 EpoR

浓度在各时间点均明显升高。 

结论 EpoR 可作为评价烧伤严重程度的有效指标，可反映病情的变化趋势，对判断预后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PO-0183 

血小板和血钙作为烧伤初期病情预判指标 

 
张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本研究从入院初始血钙及血小板等在基层医院能够监测的实验室指标入手，了解这些指标与

初期病情的关系，为未来智能辅助的个体化液体复苏决策做准备。 

方法 临床资料与研究方法：本研究研究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急诊入院患者。聚焦于严重烧

伤入院后第一个 24 小时内测得的第一个血钙值和血小板值，结合患者身高、体重、性别、致伤原

因、伤后转运因素和烧伤总面积、三度烧伤面积及是否接受机械通气进行研究。，纳入标准为：

1）年龄大于 18岁；2）受伤后 24小时内进入本烧伤 ICU；3）烧伤总面积（TBSA）≥50%。 

结果 共入组瑞金医院烧伤中心从 2010年 1月至 2015年 7月共 142名患者。 

患者入院初始平均血钙值为 1.87±0.20mmol/l，最大值为 2.41mmol/l，最小值为 1.08mmol/l，中

位数为 1.86mmol/l。在入组的 142 名患者中，入院初始正常血钙患者共 4 人，占 2.8%，低钙血症

患者共 138 人，占 97.2%，其中严重低钙血症组患者共 52 人，占总人数的 36.6%。非严重低钙血症

患者共 86 名，占总人数 60.6%。严重低钙血症和非严重低钙血症患者平均年龄、性别分布、烧伤

原因无显著差异。与非严重低钙血症比较，严重低钙血症患者体重显著较轻，灼伤总面积和三度烧

伤面积较大、伤后至院时间显著较非严重低钙血症患者长、机械通气的比例高、入院时白蛋白水平

更低。但两组入院初始 PH值无显著差异。不同血钙水平患者治疗结果无显著差异。 

伤后最初 14 天生存组和死亡组特重度烧伤患者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计数（MPV/PLT）动态变化

均可分成两个阶段，即伤后第 1-4 天持续上升，至伤后第 4 天达到最高值之后呈逐渐下降趋势。除

伤后第 1 天两组患者 MPV/PLT 均值无显著差异外（P > 0.05），其余时相死亡组患者 MPV/PLT 均值

均显著高于生存组患者（P < 0.05），尤其是伤后第 5-14天，这种差异更加明显 

结论 烧伤早期血钙、血小板变化尤其是 MPV/PLT 与患者 pH 及蛋白水平密切相关，pH 及蛋白水平

恰恰反映患者烧伤初期病情。未来可以应用两者进行液体复苏预判及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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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84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游离皮瓣血管危象中的作用 

 
雷艳,罗旭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降低游离皮瓣血管危象中的作用。 

方法 成立以“降低游离皮瓣血管危象发生率”为主题的品管圈活动小组，选取 2015 年 2-12 月在

我科住院行游离皮瓣手术的 7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品管圈活动干预实施前行游离皮瓣的设为对

照组，品管圈活动干预实施后的患者为实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开展品管圈活动，分析游离皮瓣血管危象的发生因素，制定相应对策实施。比较两组行游离皮瓣手

术患者血管危象发生率。 

结果 实验组游离皮瓣血管危象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品管圈活动能显著降低游离皮瓣血管危象的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率同时增强护理人员之间

的协作精神及工作积极性。 

 

 

PO-0185 

简易创面标识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费国,常江,孙丹,吕国忠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强化低年资医护人员、病患家属及护理员对烧伤患者手术植皮方式、植皮部位、感染创面、

出血创面的了解和关注，优化交接班内容，增强全员的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烧伤病区医疗护理质

量。 

方法 （1）设计创面标识，以颜色、文字相结合的方式，文字内容应简洁明了、重点突出，结合临

床实际采用不同的颜色。如红色标记指高危出血创面、黄色标识指特殊感染创面（如绿脓杆菌创面

等）、黑色标识指植皮创面、绿色标识指 ADM 或得膜健贴合创面、灰色标识指深度烧烫伤暂未切开

减张创面。（2）我科在每个病室内设立标识对应的宣教手册，针对各类烧伤创面，通过通俗易懂

的文字方便患者家属及低年资医护人员、进修轮转医护人员翻阅学习。 

结果 简易创面标识使用后护理不良事件及安全隐患明显减少。同时医生、护士、患者和护理员对

工作满意度较前均明显改善。 

结论 简易创面标识简便经济，该方法和经验值得在其他医院烧伤病房推广。 

 

 

PO-0186 

足踝部严重烧创伤后复杂感染创面的系统治疗探讨 

 
陶克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历次战争中足部损伤发生率最高，也是截肢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在平时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等导致足部损伤的几率也明显增加。足踝部严重烧创伤后复杂感染

创面治疗现状仍欠佳：部分患者创面感染严重，修复困难；部分患者对修复后远期疗效不满意，往

往出现起水泡、不耐磨、瘢痕挛缩（跖趾关节的仰趾畸形、屈曲挛缩）、甚至跛行等功能障碍；原

因在于足部结构复杂，只是简单控制感染并消灭创面、对功能恢复重视不够。本文对足踝部严重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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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复杂感染创面的创面修复方法及系统治疗进行了回顾和探讨，旨在总结并提出足踝部严重烧

创伤后复杂感染创面的系统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单位 2012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102 例足踝部烧创伤后复杂感染创面患

者资料，男 82 例，女 20 例；年龄 4～70 岁，平均 41.1 岁。皮肤软组织缺损面积为

5.0cm×1.5cm～23.0cm×12.0cm,创面均存在不同程度感染。均按照“精确清创-负压伤口滴注冲洗

治疗-皮瓣修复”的治疗策略，在全身抗感染等综合治疗基础上，分别根据创面情况采用腓肠神经

营养皮瓣或腓动脉穿支皮瓣游离移植修复足背、足跟、踝部创面；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修复足部大面

积缺损创面；不牺牲足背动脉主干情况下足背动脉穿支皮瓣修复前足缺损 ；胫后动脉内踝上穿支

皮瓣修复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等，移植时选择性携带利用阔筋膜等组织恢复踝部及足部关节稳定

性，并在术后早期（2周左右）尽早开始足踝部功能康复训练，以加快促进足踝部功能恢复。 

结果 102 例患者术后 3 个月至 3 年（平均 15 个月）随访。82 例患者术后伤口一期愈合，14 例患

者二期愈合。6 例患者皮瓣或皮瓣出现部分坏死，均为带蒂转位者。另有 2 例虽经皮瓣移植创而川

合，但仍残留窦道换药，需再次手术；28 例患者术后皮瓣臃肿，术后 3-6 个月行皮瓣去脂术。术

后随访外形及功能均满意。 

结论 对于足踝部严重烧创伤后复杂感染创面，根据不同病情，采用“精确清创-负压伤口滴注冲洗

治疗-皮瓣修复”的治疗策略，在全身抗感染等综合治疗基础上，分别根据创面情况选择不同皮瓣

修复方式进行修复，并在术后早期（2 周左右）尽早开始足踝部功能康复训练，以加快促进足踝部

功能恢复，可取得良好疗效。 

 

 

PO-0187 

严重烧伤大鼠肠道调节性 T 细胞的表达变化及其 与肠道内毒素/

细菌移位的关系 

 
张红艳,陈鑫,熊林朋,彭燕,邢娟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观察调节性 T 细胞(Treg)在严重烧伤大鼠肠道淋巴结中的表达变化，探讨其变化对肠道淋巴

结其它 T淋巴细胞的影响及其与肠道内毒素/细菌移位的关系。 

方法 取雄性 SD 大鼠 50 只，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和烧伤后 12、24、36、48h 组（各 10 只），对各

烫伤组大鼠背部造成 30%全身体表面积 III 度烧伤；分离肠道淋巴结，采用流式细胞仪技术检测肠

道淋巴结 Treg、CD3+CD4+/ CD3+CD8+淋巴细胞的表达变化；采用鲎试剂（动态浊度法）检测门静

脉血浆内毒素水平及各脏器细菌移位率的变化。 

结果 （1）烧伤后 12、24、36、48h 组大鼠肠道淋巴结 Treg 分别为 17.42±1.17、25.65±1.43、

36.83±0.68、40.66±0.93，与正常对照组（8.07±0.82）相比表达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2）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烧伤后各时相点 CD3+CD4+/ CD3+CD8+淋巴细胞比值均明显降低

（p<0.05）。 

（ 3）烧伤后 12、 24、 36、 48h 组门静脉血浆内毒素分别为 2.21±0.15、5.36±0.15、

8.04±0.13、10.89±0.14、较之正常对照组（0.32±0.24）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4）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烧伤后各时相点各脏器细菌移位率逐渐升高（p<0.05）。 

（5）烧伤后大鼠肠道 Treg 表达与 CD3+CD4+/ CD3+CD8+淋巴细胞比值呈负相关 r=-0.827,p<0.01；

而 Treg水平与门静脉血浆 ET水平及各脏器细菌移位率呈正相关 r=0.782和 0.803,p<0.01。 

结论 严重烧伤大鼠肠道淋巴结调节性 T 细胞表达的增加，对肠道其它 T 淋巴细胞有免疫抑制作

用，与肠道内毒素和细菌移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调节性 T 细胞在严重烧伤后肠道免疫屏障中可能起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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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88 

严重烧伤大鼠肠道 Treg 对 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张红艳,熊林朋,邓鸿敖,彭燕,邢娟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体外分选严重烧伤后大鼠肠道淋巴结中 CD3+T 细胞及 Treg 细胞，予以不同浓度 Treg 与

CD3+T细胞体外共培养，以此来探讨 Treg浓度的升高对肠道 T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10 只 SD 大鼠用控时控温控压蒸汽烫伤仪在每只大鼠背部造成全身体表面积为 30%的 III

度烧伤，于伤后 12 小时颈椎脱臼处死大鼠，提取肠道淋巴细胞，抗原特异性玻璃柱法纯化 CD3+T

细胞，采用免疫磁珠分选技术分选 CD4+CD25+Treg 细胞，将纯化后的 CD3+T 细胞随机分成空白对照

组和 A、B、C、D 共 4 个浓度组。各组 CD3+T 细胞均为 106 个，其中空白对照组不加 Treg，各个浓

度组分别加入 1×104、2×104、5×104、1×105 个分选好的 Treg 细胞，体外共培养 12 小时后，

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CD4+/CD8+T 细胞、Th1/Th2 细胞比例及 T 细胞凋亡率；采用 ELISA 方法检

测 IL-2和 IL-10在培养液上清中的表达变化。 

结果 （1）严重烧伤后不同浓度的 Treg 作用于 T 细胞后，随着浓度升高，各组 CD4+、CD8+T 细胞

数目逐步下降，CD4+/CD8+T 细胞比例也随之下降，与空白对照组比较，A 组比例出现下降，D 组比

例明显下降，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严重烧伤后不同浓度的 Treg 细胞作用

于 T 细胞后，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各组 Th1/Th2 细胞比例逐渐下降，随着浓度的升高， Th1 细胞

比例降低， Th2 细胞比例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严重烧伤后不同浓

度的 Treg 作用于 T 细胞后，随浓度升高，各组 T 细胞总调亡率逐步升高，与空白对照组

(32.04±1.84)比较，A 组(35.25±2.04) T 细胞总调亡率升高，D 组（51.69±1.47）T 细胞总调亡

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4）与空白对照组比较，随浓度升高，各组培养上

清液的 IL-2 表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IL-10 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大鼠严重烧伤后肠道 Treg 细胞的升高，可能参与了肠道的 T 细胞免疫紊乱的过程。随着

Treg 浓度的升高，CD4+/CD8+T 细胞比例也随之下降，促进 Th1 向 Th2 飘移， T 细胞凋亡率升高，

IL-2 表达下降、IL-10 表达升高，产生免疫抑制状态，适度减少 Treg 的数目或抑制其活性，可能

作为纠正烧伤后免疫功能抑制状态的一个新的靶点。 

 

 

PO-0189 

严重烧伤大鼠肠道 Th17/Treg 平衡漂移及对肠黏膜屏障损伤的 

影响 

 
张红艳,熊林朋 ,邓鸿敖,彭燕,邢娟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观察严重烧伤后大鼠肠道淋巴结辅助性 T17 细胞（Th17）及调节性 T 细胞（Treg）比例变化

情况，门静脉血及肠黏膜组织中 IL-17A、IL-6 水平变化及肠黏膜损伤程度，初步探讨 Th17/Treg

平衡漂移及相关细胞因子变化对肠黏膜屏障损伤的影响。 

方法 把 5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和烧伤后 12 小时、24 小时、36 小时、48 小

时（T1-T4），每组各 10 只，用控时控温控压蒸汽烫伤仪在每只烫伤组大鼠背部造成全身体表面积

为 30%的 III 度烧伤，于各时相点颈椎脱臼处死 SD 大鼠，提取肠道淋巴细胞，运用流式细胞仪检

测 Th17 及 Treg 细胞的比例变化，提取肠黏膜组织上清液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 IL-17A、IL-6 的表

达变化，取门静脉血清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 IL-17A、IL-6 含量的表达变化，同时取距回盲部 7cm

的一段小肠组织进行切片、HE染色，显微镜下观察损伤程度，运用改良 chiu评分法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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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严重烧伤后各个时相点，Th17 细胞比例逐渐升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T1 组 Th17 比

例出现升高， T4 组 Th17 比例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严重烧伤后各个时相点，

Treg 细胞比例逐渐升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T1 组 Treg 比例出现升高，T4 组 Treg 比例

(40.66±0.93)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严重烧伤后各个时相点门静脉血

中 IL-6、IL-17A 均升高，与正常对照组 IL-6、 IL-17A (16.3±1.25)比较， T1 组 IL-6、IL-17A

含量均升高，48 小时 T4 组 IL-6、 IL-17A 含量均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4）严重烧

伤后各个时相点肠黏膜组织中 IL-6、IL-17A 均升高，与正常对照组 IL-6、IL-17A 比较， T1 组

IL-6、IL-17A 含量均升高， T4 组 IL-6、 IL-17A 含量均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5）

与空白对照组（0）比较，各时相点肠黏膜损伤程度评分均升高，其中 T1 组为，T4 组肠黏膜损伤

最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Th17、Treg、门静脉血 IL-6、IL-17A，小肠组织 IL-6、IL-17A

表达与肠黏膜损伤评分呈正相关。Th17/Treg与肠黏膜损伤评分呈负相关。 

结论 严重烧伤大鼠肠道存在 Th17/Treg 平衡漂移；Th17/Treg 平衡漂移可导致烧伤后肠黏膜屏障

损伤并参与脓毒症的发生发展。 

  

 

PO-0190 

创伤后增生性瘢痕的形成机制及防治现状 

 
毛远桂,李梦芸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增生性瘢痕是创伤后皮肤结缔组织异常修复愈合的结果，其组织学特点为成纤维细胞大量异

常增生、胞外基质（胶原、蛋白多糖、糖蛋白等）过度沉积及各类胶原纤维紊乱排列。增生性瘢痕

不仅影响美观，严重甚至引起畸形及功能障碍。目前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外科手术治疗、物理治

疗、药物治疗、基因疗法等，但大多难以取得满意疗效。近年，国内外对增生性瘢痕的形成机制以

及其基因缺陷的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使得从基因水平突破性治疗增生性瘢痕有了理论支持。 

方法 本文中，笔者将从生物学特征、形成机制以及临床治疗三方面对增生性瘢痕进行综述。 

 

 

PO-0191 

巨大神经纤维瘤切除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杨姣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总结 3例巨大神经纤维瘤切除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参加全院病例讨论，根据患者病情，确定手术方案，合理人员分配；巡回护士术前针对患者

不同心理状况进行心理支持，熟知各项化验结果，术中加强体位、体温管理，术后伤口引流护理；

器械护士熟练掌握手术步骤，准确传递、精准配合。 

结果 本组 3例手术顺利完成，术后患者均得到外形及功能的改善 

结论 通过对此 3 例巨大神经纤维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巩固了护理人员的基础知识，提高了护

理操作技能，为此类手术护理工作提供了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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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2 

头皮在功能部瘢痕畸形治疗体会 

 
翁旭豪,马小亚 

解放军第 113 医院 

 

目的 本文回顾性分析，通过对 96 例不同功能部位瘢痕挛缩畸形，应用头部中厚皮片供皮，瘢痕切

除、松解、植皮等回顾性分析 

方法 采取适合麻醉方式，头部取皮，功能部瘢痕松解切除，创面彻底止血，移植大张自体中厚皮

片缝合固定，加压包扎，外用石膏托固定。对于移植皮片未成活残留创面，待头皮愈合后（2 周左

右），再次取皮、植皮消灭残余创面。 

结果 大面积烧伤愈合后或多发创伤创面缺损愈合后，常残留功能部位瘢痕挛缩畸形，应用头部供

皮可解决畸形矫正供皮缺乏难题，且头皮可多次取皮供皮，且不发生增生性瘢痕，供皮部 1 年后毛

发生长不影响外观，不留瘢痕。存在不足是：供皮皮片小，拼接线较多，且最多只能一次供给 3%

左右面积，常需多次手术。 

结论 大面积烧伤愈合后或多发创伤创面缺损愈合后，常残留功能部位瘢痕挛缩畸形，应用头部供

皮可解决畸形矫正供皮缺乏难题，且头皮可多次取皮供皮，且不发生增生性瘢痕，供皮部 1 年后毛

发生长不影响外观，不留瘢痕。存在不足是：供皮皮片小，拼接线较多，且最多只能一次供给 3%

左右面积，常需多次手术。 

 

 

PO-0193 

胰岛素的“非代谢调控”作用 

 
刘琰,章雄,杨沛瑯,余天漪,郜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探索胰岛素作为“类生长因子”样激素的、对炎症反应及创面愈合的调控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应用细胞株、原代细胞、不同动物模型及多种细胞及分子研究手段，探索胰岛素对炎症细胞

及创面修复细胞增殖、迁移、分泌、分化等的影响及相关分子调控机制。并观察严重烧伤患者休克

期应用胰岛素对烧伤液体复苏的影响 

结果 (1)胰岛素具有拮抗凝血酶诱导的微血管渗漏、保护血管屏障功能的作用。其机制与胰岛素干

预凝血酶诱导的 VE-钙粘蛋白从细胞膜向细胞质的转位相关。Src 磷酸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小分子 GTP 酶 Rac1 亦参与了胰岛素对凝血酶诱导的血管渗漏的拮抗作用；胰岛素活化 Src 并

进而诱导 Src-Rac1 活化，干扰了凝血酶-Src-RhoA 信号，从而起到拮抗凝血酶诱导的微血管通透

性增高的作用。胰岛素拮抗液体渗漏的作用对于减轻严重烧伤患者的休克复苏所需液体量、改善复

苏效果具有积极意义。（2）局部应用小剂量胰岛素通过调控创面炎症细胞趋化因子水平、通过多

种信号途径的介导而调控创面炎症细胞数量和炎症细胞在创面表达时相。此外胰岛素具有增加炎症

细胞吞噬/胞饮以及炎症介质分泌、调控 NLRP3 炎症体表达等作用。（3）2 型糖尿病大鼠皮肤组织

存在与肌肉、肝脏等传统组织胰岛素作用靶组织不同的胰岛素反应特性。糖尿病皮肤及创面局部胰

岛素降解酶水平增高，创面胰岛素及 IGF-1 水平降低。局部应用小剂量胰岛素可补充糖尿病皮肤及

创面局部胰岛素水平，并通过调控创面炎症反应、调控巨噬细胞表型转换，促进巨噬细胞由促炎的

M1 表型向抑炎的 M2 表型转换、调控表皮角质形成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等创面修复细胞功能促进糖

尿病创面愈合。 

结论 胰岛素可调控血管通透性，调控多种创面炎症细胞及创面修复细胞功能，对于改善液体复苏

效果、改善包括糖尿病慢性创面在内的多种创面愈合过程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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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4 

1，25-二羟维生素 D3 对严重烫伤小鼠应激反应的影响 

 
刘曼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 1，25-二羟维生素 D3对严重烫伤小鼠应激状态下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反应的影响。 

方法 130 只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健康组 10 只，实验组Ⅰ、实验组Ⅱ、对照组各 40 只。实验

组Ⅰ、实验组Ⅱ和对照组小鼠制成 30%全身体表面积（TBSA）Ⅲ度烫伤模型。每隔 1 日晨 8 时，实

验组Ⅰ小鼠 1，25-(OH)2VitD3 1 μg·kg
-1
+0.6 mL 花生油灌胃；实验组Ⅱ小鼠 1，25-(OH)2VitD3 4 

μg·kg
-1
+0.6 mL 花生油灌胃；对照组小鼠 0.6 mL 花生油灌胃。分别于伤后 1、3、7、14 d 测空

腹血糖（FBG）、空腹胰岛素（FIns）、血清 TNF-α浓度和创面组织 NF-κB阳性率。 

结果 （1）实验组Ⅰ、实验组Ⅱ和对照组各时点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血清 TNF-α 含量和

创面组织 NF-κB 表达阳性率均数均高于健康组水平。（2）实验组Ⅰ和实验组Ⅱ小鼠伤后同一时点

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均数均低于对照组水平，且实验组Ⅱ低于实验组Ⅰ（P＜0.05）；同一

组内不同时相点实验小鼠伤后第 3 天 HOMA-IR 均数最高，以后逐渐降低（P＜0.05）。（3）实验组

Ⅰ和实验组Ⅱ小鼠伤后同一时点血清 TNF-α 含量、创面组织 NF-κB 表达阳性率均数均低于对照组

水平，且实验组Ⅱ低于实验组Ⅰ（P＜0.05）；同一组内不同时点血清 TNF-α 含量、创面组织 NF-

κB 表达阳性率均数均逐渐降低（P＜0.05）。 

结论  1，25-二羟维生素 D3能够减轻严重烫伤小鼠应激状态下胰岛素抵抗作用和炎症反应。 

  

 

PO-0195 

应用多专科综合干预模式在大面积烧伤患者治疗中的效果观察 

 
wangqing,Zhouqin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应用多专科综合干预模式在大面积烧伤患者治疗中的效果。 

方法 回顾 2013.07-2015.07 笔者单位收治的 58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设为对照组，2015.08-2017.08

收治的 56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设为干预组，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治疗方法无差异，对照组采用常规

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包括重症专科、静疗专科、伤口造口专科、皮肤护理与瘢痕治疗专

科、功能康复专科的多专科综合干预，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时间（重症监护时间、总住院时间）、并

发症（创面脓毒症、肺部感染、导管相关性感染、压力性损伤）、患者危重指数（急性生理与慢性

健康评分 APACHE-II）、生活质量评分（烧伤专用健康量表 BSHS-A）有无差异。 

结果 多专科综合干预后，干预组重症监护时间、总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52、16.885，P <0.05）；创面脓毒症、肺部感染、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发生率均较前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073、6.075、3.962，P =0.043、0.014、0.047）；治疗 4W 后两组患者

APACHE-II 评分均较入院时显著下降（P <0.001），其中干预组明显低于对照组（t=2.170、P 
=0.032），出院及三个月随访时干预组生活质量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878、2.033，P =0.005、0.044）。 

结论 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实施多专科综合干预，将常规分散、独立遵医嘱执行模式变为一套系统、

综合、全方位、预见性的发现问题、预防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有效解决了护理难点、疑点，预

防了潜在护理问题，提高了治疗及康复效果，使患者的治疗、护理、康复更加全面系统，更快更好

的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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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6 

开展预防及处理压力性损伤工作坊培训模式的实践 

 
wangqing,周琴,石雪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开展预防及处理压力性损伤工作坊培训模式的实践、组织管理方法及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118 名低年资护士为培训对象，评估工作坊的培训模式效果，在培训前设计摸底考卷评

估培训对象的理论实践技能，培训后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对开展工作坊培训模式满意程度 ，对课

程内容的满意程度。 

结果  培训后低年资护士理论成绩优秀 78 人，平均 89.91±7.62 分，（χ
２
=9.78、t=11.72），

操作成绩优秀 94 人，平均 92.20±5.26 分，（χ
２
=9.63、t=8.89）明显高于培训前（Ｐ＜

0.05）；不同评估指标的满意度在 67.79% ～92.37%之间。 

结论 开展工作坊培训模式不但激发了护士的学习兴趣及热情，更有效的提高了其对压力性损伤预

防及处理的能力，提升了临床护理质量。 

 

 

PO-0197 

Ang-1 和 VEGF165 基因共修饰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 对 ALI 的

修复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朱峰,郑兴锋,徐龙,房贺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本研究采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s）作为载体，通过将血管生成素-1（Ang-1） /血

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165）双基因修饰的 hUCMSCs 移植到内毒素诱导的 ALI 的大鼠体内，观

察并比较炎症因子、新生血管及其通透性、肺组织修复作用的变化，初步探讨炎症信号调节和肺内

血管新生调节机制，考察 Ang-1/VEGF165 双基因修饰的 hUCMSCs 干预 ALI 的优势及机制，为基因-

干细胞治疗，尤其是双基因治疗 ALI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利用 Ang-1 和 VEGF165 单基因慢病毒与 Ang-1/VEGF165 双基因慢病毒感染第三代 hUCMSCs，

获得稳系细胞。分别将标记后的 2×106/ml hUCMSCs（Ⅰ组）、Ang-1 /hUCMSCs（Ⅱ组）、

VEGF165/hUCMSCs（Ⅲ组）以及 Ang-1+VEGF165/hUCMSCs（Ⅳ组）经尾静脉注入 LPS 诱导的 ALI 大

鼠体内。于不同时间点分别取大鼠肺组织、肺泡灌洗液、静脉血作组织病理学、炎症因子、肺水、

肺微血管密度（MVD）、肺内新生血管通透性等检测并比较。 

结果 （1）与空白对照组和单纯致伤组比较，Ⅰ-Ⅳ组大鼠炎症因子、肺水含量、肺组织损伤均明

显改善（P<0.05）。；肺灌洗液中粒细胞计数及表面活性物质水平显著降低（P<0.05），伊文思蓝

标准曲线显著改善；免疫组化显示肺内 CD34 染色阳性的细胞（棕色）数显著增加（P>0.05）。

（2）与Ⅰ组相比，Ⅱ-Ⅳ组大鼠炎症因子、肺水含量、肺组织损伤均明显改善（P<0.05）；肺灌洗

液中粒细胞计数及表面活性物质水平显著降低（P<0.05），伊文思蓝标准曲线显著改善；尤其是肺

内 CD34 染色阳性的细胞数增加显著（P<0.01）。（3）与Ⅱ组和Ⅲ组相比，虽然在炎症因子和肺损

伤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但Ⅳ组伊文思蓝标准曲线和肺内 CD34 染色阳性的细胞数显著改善

和增加（P<0.05）。 

结论 Ang-1/VEGF165 双基因修饰的 hUCMSCs 移植能改善 ALI 肺损伤，具有以肺血管内皮细胞和肺

上皮细胞为干预靶点的 ALI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其远期抗纤维化及成瘤效应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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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8 

创面管理趋势：精细化、微创化 

 
肖仕初,朱世辉,唐洪泰,路卫,纪世召,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急慢性创面的修复是一个古老且不断发展、受到持续关注的课题。国内创面治疗中心呈快速

发展趋势，创面的处理由传统方法（常规换药、皮片移植、皮瓣移植等）逐步向组织工程技术、细

胞移植、干细胞移植及 3D生物活性打印皮肤类似物移植等不断发展。 

方法 在强调治疗效果、改善创面愈合质量的同时，创面处理逐渐向精细化、微创化发展。率先在

国内开展烧伤创面的水刀精准清创，最大化保留正常组织的同时降低感染风险。研发了活性真皮替

代物—组织工程化羊膜微粒，具有完整基底膜结构及近 8 种生物活性因子，既促进创面愈合又可诱

导真皮层形成，防止创面反复破溃，在此基础上提出微型组织工程皮肤的概念和原理。对于深二度

烧伤创面如何终止创面加深、减轻换药疼痛、促进愈合，含活性细胞生物覆盖物的应用展示了良好

的应用前景。初步建立了创口贴式异体细胞培养与移植技术，用于深二度创面、创伤创面、供皮区

等促进创面愈合，提高患者治疗的舒适性。 

结果 此外，我们也改良了自异体微小皮片混合移植技术，通过大量临床试验观察到，自异体微小

皮片混合移植可扩大 9-16 倍，在后期大面积残余创面及污染较重的创面修复中显示了良好的效

果，存活率高而稳定。提出影响自体小皮片存活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异体皮的厚度和密度，而异体皮

的活性并不重要。并通过染色追踪表明，异体真皮层长期存在，诱导新生真皮形成，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瘢痕形成。 

结论 如何进一步提高创面管理的精细化、微创化，如何在改善创面愈合质量的同时，提高患者治

疗的舒适性将是以后发展的趋势。 

  

 

PO-0199 

负压伤口技术治疗腔洞性创面的修复体会 （附 44 例报导） 

 
段云蔚,闵定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负压伤口治疗技术应用于腔洞性创面的治疗方法及疗效。 

方法 收集 2014 年 07 月至 2017 年 12 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和慢性创面修复病区收治的

腔洞性创面患者的临床资料 44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22 例和对照组 22 例，常规进行手术治疗后，

对照组创面单纯包扎换药，治疗组创面行负压伤口治疗。比较两组创面手术次数、住院天数、住院

费用。 

结果 44 例患者痊愈出院，治疗组约行 3 次手术，其中 13 例腔洞自行封闭，9 例行局部转移皮瓣移

植或自体大张皮移植闭合创面，住院时间为 25.71±8.68 天，对照组约行 5 次手术，其中 8 例腔洞

自行封闭，14 例行局部转移皮瓣移植或自体大张皮移植闭合创面，住院时间为 36.95±7.54 天。

经统计学分析得出资料中 P 值均小于 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随访时间平均 3 个月，无明

显并发症，骶尾部创面复发一例。 

结论 结论：负压伤口治疗与传统换药相比，应用于腔洞性创面的治疗，效果良好，可有效缩短愈

合时间，减少手术次数、治疗费用，是一种较好的修复腔洞性创面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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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00 

烧伤后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的诊疗研究进展 

 
周锦秀,郭光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机械通气是抢救危重烧伤患者的重要手段，能改善重要器官的功能，包括心脏，脑，肝脏和肾

脏，稳定身体内部环境并促进患者恢复。但是机械通气使用不当可引发并发症，其中呼吸机相关性

肺损伤(ventilator-induced lung injury，VILI)为最常见也是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致死率高。

本文从烧伤后使用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病理生理机制、诊断、治疗作一综述。 

 

 

PO-0201 

一例危重特大面积烧伤患者胃肠道的维护 

 
郑杨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对于中重度烧伤患者，应尽可能早地开始肠内营养，早用鼻饲,使早期肠内营养可增加内脏血

流量，促进胃肠功能的恢复，减少肠道细菌的移位，有利于预防应激性溃疡，肠源性感染，减少烧

伤后的毒血症和菌血症的发生，通过临床观察大面积烧伤患者胃肠道喂养的维护管理，认真做好管

道管理，肠内喂养供应，有效预防胃肠道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提升经验 

方法 本文针对休克期至感染期的不同特点给予不同的胃肠道营养供给和维护，同时根据成人每日

所需营养需要给予热能的供应，从入院即给予口服硫糖铝混悬液及静脉给予奥美拉唑钠等保护胃粘

膜药物循序渐进肠内营养乳 TPF-D 经胃管滴注，从配餐、用药、益生菌药物及蕊福平果胶的应用，

给予基础护理、管道管理，通过每天观察大便性质、便培养、听诊肠鸣音，腹部触诊、体重测量及

病人主诉，每日供给热能计算来确定热能供给及胃肠道情况 

结果 住院期间 102 天，病程长，应用抗生素时间长，强度大，但大便基本正常，为黄色成型软

便，每天 1-2次，肠鸣音基本正常，腹部触诊基本正常，未出现胃肠道相关并发症。 

结论 重度烧伤患者不仅着重在创面修复、病情观察、消毒隔离感染控制，精确记录出入量平衡、

胃肠反应的评价及效果观察同样尤为重要。胃肠道的维护需尽早开始，参考成人每天所需热能，静

脉及胃肠营养同时进行。由于胃肠道营养的摄入与食欲及胃肠功能是否良好有关，故每日配餐内容

要全面丰富及均衡，少量多次，循序渐进，餐间补充含有维生素及益生菌的食物，如摄入不足可及

时给予补充，保证营养摄入并记录胃肠营养补充情况。蕊福平果胶为低甲养基（LM）果胶液，使营

养剂半固化，而不改变任何化学成分，同时减少反流误吸的危险，还可以通过改善小肠粘膜萎缩和

肠菌群正常化来控制自发性、游离的肠道运动，可选择性刺激有益菌增殖，酵解产生短链脂肪酸

SCFAs，提高肠道定植抗力，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有害菌黏附、增殖，减少细菌毒素产生；刺激肠

道蠕动，促进排便；调节免疫力，降低炎症反应，促进钙镁等抗物质吸收，有效调节肠道菌群，维

护肠道微生态，改善胃肠功能。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19 

 

PO-0202 

透明质酸促进胶原蛋白支架与创面融合的作用及其机制 

 
赵朋,吕国忠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透明质酸对胶原蛋白支架与创面相互作用的影响，并探讨炎症反应相关机制。 

方法 在 6~8 周龄的 C57BL/6J 雄性小鼠背部制作直径为 6mm 的全层皮肤切除创面，分别植入透明质

酸-胶原蛋白复合支架、胶原蛋白支架或不植入支架，然后先后用透明敷料和无纺胶贴覆盖创面。

分别在伤后 1、3、5、7、9d 观察支架和创面融合情况和创面愈合情况。观察伤后 1、5、9 d 创面

组织的组织结构、胶原纤维排列、血管密度、成纤维细胞密度，以及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密度。 

结果 透明质酸-胶原蛋白复合支架与创面的融合程度优于胶原蛋白支架。相比胶原蛋白支架，透明

质酸-胶原蛋白复合支架作用的创面在伤后 3、5 天的愈合率显著提高，血管化程度和成纤维细胞密

度显著提高。透明质酸降低了胶原蛋白支架引发的过度炎症反应。 

结论 透明质酸通过抑制胶原蛋白支架引发的过度炎症反应，促进胶原蛋白支架与创面融合，增强

了胶原蛋白支架为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增殖提供三维生长空间的作用。 

 

 

PO-0203 

HIF-1 对大鼠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调控作用的相关机制 

 
胡德林

1
,余又新

1
,梁荣

2
,周舜英

1
,段声梁

1
,蒋智永

1
,孟承颖

1
,蒋薇

1
,王欢

1
,孙业祥

1
,方林森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2.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中心卫生院 

 

目的 研究 HIF-lα 表达的不同水平大鼠血管内皮细胞 MLCK、p-MLC 和 ZO-1 的变化，探讨 HIF-lα

对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调控作用的相关机制。 

方法 采用大鼠血管内皮细胞原代培养方法，建立了 HIF-1α 过表达及低表达细胞系。用 Real-

Time PCR、Western blot 法检测 MLCK、p-MLC 和 ZO-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使用方差分析和

LSD 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 经过 4 天的连续培养，成功培养出大鼠血管内皮原代细胞。HIF-1α 过表达时 MLCK、p-MLC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都增高，与空白组和 GV230 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IF-1α

过表达时，ZO-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显著低于空白组和 GV230 组（P＜0.05）。与之相反，HIF-

1α 低表达时 MLCK、p-MLC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显著低于空白组和 shRNA-NC 组（P＜0.05），而

ZO-1的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空白组和 shRNA-NC组（P＜0.05）。 

结论 缺氧情况下，HIF-1α 介导 MLCK、p-MLC、ZO-1 的基因和蛋白质表达水平，通过正调节

MLCK、p-MLC和负调节 ZO-1的表达，最终促进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增加。 

  

 

PO-0204 

专业化处理在治疗复杂性皮肤软组织感染中的体会 

 
陈辉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分析近五年来笔者收治的多例复杂性皮肤软组织感染患者的救治经过，探索对这类患者

更为专业化的诊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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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近五年笔者收治的复杂性皮肤软组织感染患者中，有部分病例在外院或其他科室治疗一段时

间后效果不显，随后收入笔者科室进行专业化的处理，另外部分病例从发病后尽早收入我科治疗，

收集这两部分病例资料，从病因、抗感染治疗措施、疗程、预后等方面进行比较和总结，提出一套

较为专业的评估及处置该类感染性疾病的措施。 

结果 笔者处理此类患者中，注重病因对致病菌的提示、对于感染的严重程度密切而专业评估并及

时应对进行外科处理、抗菌药物个性化选用并严格按照相应指南足量应用。观察对象共 32 例病

例，其中，糖尿病性溃疡 25 例，猫伤相关 1 例，海洋生物性致伤 2 例，车祸致伤 2 例，不明原因

皮肤感染 2 例。这些病例中 14 例患者均为在外院或其他科室治疗效果不佳转来我科，从发病到出

院平均治疗周期为 56±12 天，另外 18 例患者在出现外伤或感染征象后的 3 天内即来我科诊治，从

发病到出院平均治疗周期为 28±14 天，短于前者（P＜0.05）。 

结论 对于复杂性皮肤软组织感染进行专业化的评估和处置，主要包括重视病因、外科干预的及时

性、抗菌药物的精准使用等措施，将明显缩短疗程。 

 

 

PO-0205 

Wild-type p53-modulated autophagy and autophagic 

fibroblasts apoptosis inhibits hypertrophic scar 

formation 

 
Jihong Shi,Hao Guan,Dahai Hu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p53-modulated autophagy how to regulate hypertrophic scar (HS) 

fibrosis. 

Method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immunostaining, qRT-PCR, Western 

blotting, Flow cytometry method and rabbit ear scar model were used. 

Results Overexpression of wtp53 (Adp53) promoted autophagic capacity, and inhibited 

collagens and α-SMA expression in HSFs. By contrast, overexpression of LC3 (AdLC3) 

did not block the expression of Col 1, Col 3 or α-SMA, while the knockdown of LC3 

(shLC3)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collagens. Adp53-modulated autophagy changed 

Bcl-2 and Bcl-xL, but AdLC3 only affected Bcl-xL. Silence of Bcl-xl inhibited 

collagens expression, but the autophagy was also inhibited. Flow cytometry showed that 

silencing Bcl-2 (sibcl-2), Bcl-xL (sibcl-xL), as well as Adp53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poptosis of HSFs. Therefore, wtp53 inhibited HSFs fibrosis by modulating 

autophagic HSFs apoptosis, and inhibiting autophagy by sibcl-xL also showed anti-

fibrosis effect. And any of Adp53, AdLC3, shLC3, sibcl-2 and sibcl-xL reduced scar 

formation in rabbit ear scar model. 

Conclusions These data confirmed that wtp53-modulated autophagy and autophagic HSFs 

apoptosis might serve as potential molecular targets for HS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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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06 

鱼际皮瓣再造指甲 

 
魏爱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索甲母痣全甲切除术后指甲缺损再造的方法 

方法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甲母痣全甲切除术后应用鱼际皮瓣再造指甲 5 例，其中中指 3

例，食指 1 例，环指 1 例，手术分为两期进行，I 期行甲母痣全甲切除术，术中送快速冰冻检查，

带蒂鱼际皮瓣再造指甲；3周后行皮瓣断蒂术 

结果 5 例皮瓣全部成活，创面均一期愈合，皮瓣成活良好，外观不臃肿，再造指甲外形与正常指

甲相似度高，耐磨，无色素沉着 

结论 甲母痣全甲切除术后指甲缺损，修复困难，我们应用鱼际皮瓣再造指甲，手术简单，肿瘤切

除彻底，复发率低，后期指甲外形与正常指甲接近，耐磨性好。 

 

 

PO-0207 

股内侧肌穿支皮瓣修复股前外侧穿支游离皮瓣供区继发创面的 

临床应用 

 
高秋芳,张万锋,马亚军 

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股内侧肌穿支皮瓣修复股前外侧穿支游离皮瓣供区继发创面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4 年 8 月—2016 年 12 月，笔者单位收治 12 例四肢骨外露患者，创面大小 10cm×8 cm～

22 cm×14 cm，采用面积为 12cm×10 cm～24cm x 16 cm 股前外侧穿支皮瓣游离修复四肢骨外露创

面。股前外侧供瓣区皮肤无法直接全部拉拢缝合，均采用股内侧肌穿支皮瓣修复。 

结果 12 例股内侧肌穿支皮瓣及股前外侧穿支游离皮瓣全部成活良好。术后随访 6-12 个月，股内

侧肌穿支皮瓣局部外形、质地良好，未切断皮神经的 8 例患者皮瓣感觉灵敏，其余 4 例感觉逐渐恢

复，同侧膝关节功能正常。 

结论 股前外侧供瓣区无法直接缝合时传统植皮手术增加患者痛苦，延长下肢功能锻炼时间，遗留

大面积瘢痕，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使用股内侧肌穿支皮瓣修复股前外侧穿支游离皮瓣供区继发

创面，减轻了患者痛苦，缩短了恢复时间，减少了下肢瘢痕面积，且该皮瓣解剖恒定、操作便捷、

安全、易于推广，是修复股前外侧穿支游离皮瓣供区继发创面的一种可行性新术式。 

 

 

PO-0208 

烧伤幸存者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测评工具及研究进展 

 
吴杨炀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比较国内外开展大量关于烧伤患者生活质量（ＱＯＬ）干预的研究，探讨烧伤幸存者生活质

量及其测评工具与烧伤患者健康相关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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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根据 SF-36 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十个维度，对烧伤幸存者的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发

展领域、家庭领域四大方面的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国内外各项测评量表作了逐一介

绍和相互比较。 

结果 虽然国内外开展大量关于烧伤患者ＱＯＬ干预的研究，但我国较国外相比开展时间晚，且没

有统一标准。烧伤幸存者生活质量相关因素的分析及各项测评量表是评价烧伤预后患者生活质量的

有效工具，同时也改变了以往只有病死率评价烧伤治疗效果的状况。因此，今后烧伤患者各种评估

量表与烧伤患者健康相关方面的研究，将是国际和国内烧伤界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 

结论 由烧伤普遍引起的瘙痒、睡眠障碍、焦虑及抑郁等心理障碍以及特殊部位烧伤导致的患者功

能受损，家庭和谐度降低等问题看似微小，却贯穿于烧伤早期救治和后期康复整个过程中，严重影

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烧伤救治率的提高，能有效改善烧伤幸存者的生活质量，回归社会，成

为新焦点。同时让国内烧伤专业医务工作者对这些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并且在相关领域开展多学科

合作，进行系统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找到合适的干预手段，无疑能改善烧伤患者的满意度和幸福指

数，亦能促进烧伤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PO-0209 

游离足底内侧皮瓣矫正手部烧伤后瘢痕挛缩畸形 

 
魏爱周,孟庆楠,崔正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索手部深度烧伤后瘢痕挛缩畸形后矫正的方法 

方法 手术分两期进行，I 期行手部烧伤瘢痕彻底松解，克氏针固定，II 期行游离足底内侧皮瓣修

复 

结果 游离足底内侧皮瓣成活良好，颜色及质地与手掌侧皮肤相近，瘢痕挛缩矫正彻底。 

结论 手部烧伤后瘢痕挛缩矫正，多采用植皮方式解决，但再次挛缩几率高，我们采用游离足底内

侧皮瓣修复矫正挛缩彻底，后期效果良好。 

 

 

PO-0210 

深度烧伤患者创面护理干预措施探讨 

 
覃江焕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探讨深度烧伤患者创面护理干预措施。 

方法 将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进行医治的深度烧伤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共计 96

例，以计算机表法为依据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即使用常规护理干预的参照组（n=48）,以及使用

综合护理干预的研究组（n=48）,比较两组患者的平均愈合时间、焦虑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两组结果进行对比后，研究组呈现结果更优，且最终检验结局 P＜0.05，具有探讨分析价

值。 

结论 对深度烧伤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不仅能够促进患者的快速康复，降低患者的焦虑评分，同

时可以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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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11 

烧伤合并骨筋膜室综合症 18 例报告 

 
邓津菊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通过 18例烧伤合并骨筋膜室综合征提出如何减少截肢及其他合并症。 

方法 介绍本病的诊断、鉴别诊断、临床治疗及治疗。 

结果 18例中 4例截肢，14例治愈。 

结论 早预防、早发现、早减张、早手术是治疗本病的关键。 

 

 

PO-0212 

Manuka 蜂蜜敷料对慢性感染性伤口治疗效果的初步观察 

 
胡骁骅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 Manuka蜂蜜敷料对不同类型的慢性感染性伤口的治疗作用 

方法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收治的 5 例慢性感染伤口患者，其中糖尿

病足患者 3 例，宠物笼扎伤 1 例，不明原因指端骨髓炎 1 例，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骨破坏及脓

性分泌物。创面分泌物细菌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 3 株，鸟肠球菌 1 株，粪肠球菌 1 株，粘质沙雷

氏菌 1 株，多杀巴斯特菌 1 株。伤口经其它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改用 Manuka 蜂蜜敷料换药，2 次/

周。 

结果 4例患者局部感染得到控制，伤口愈合良好，1例患者伤口明显缩小，伤口无脓性分泌物。 

结论 小样本的病例观察显示 Manuka 蜂蜜敷料对伤口慢性感染有较好的控制作用，对此类伤口的愈

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疗效有待于大样本病例的进一步证实。 

  

 

 

 

PO-0213 

腹股沟区创面的修复体会 

 
刘军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腹股沟区为人体重要神经、血管走形与分布区域，该区域创面往往伴随重要神经、血管等深

部组织的外露，笔者选用不同的带蒂组织瓣进行该区域创面的修复。 

方法 选用髂腰皮瓣修复腹股沟区电击伤创面；腹壁下动脉脐周穿支皮瓣修复腹股沟区瘢痕挛缩松

解创面；跨区髂腰皮瓣修复腹股沟区瘢痕挛缩松解创面。 

结果 腹股沟区电击伤，大部分患者旋髂浅血管并未损伤，因而仍可使用髂腰皮瓣进行该区域的修

复；在该区域血管破坏时可使用腹壁下动脉脐周穿支皮瓣修复腹股沟区创面；跨区髂腰皮瓣可在腹

部无供瓣条件时选择；三组患者腹股沟区皮瓣成活良好，该区域深部组织得以保护与覆盖，髋关节

活动受限得以纠正、功能恢复，供瓣区一期缝合修复。 

结论 三种皮瓣可因具体条件不同，分别对腹股沟区创面进行修复，均能起到良好的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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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14 

封闭式负压吸引技术在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傅丽琴,张炜强 

福建医科附属龙岩市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封闭式负压吸引技术在烧伤创面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90 例烧伤患者纳入本次实验，入院病例均来自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

按照随机抽签的方式将其分为甲乙两组，各 45 例，乙组行常规治疗，甲组在乙组的基础上应用封

闭式负压吸引技术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结果 甲组患者手术次数较乙组更少，植皮存活率较乙组更高，住院时间较乙组更短，创面感染发

生率（4.4%）较乙组（20.0%）更低，两组比较 P＜0.05. 

结论 在烧伤创面治疗中应用封闭式负压吸引技术利于减少手术次数，预防创面感染，加快病情的

康复。 

 

 

PO-0215 

1 例 40％TBSA，IV°特重度电烧伤的治疗体会 

 
张田根,任宇,王娜,韩凯 

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 1例 40％TBSA，IV°特重度电烧伤的临床经验 

方法 通过抢救休克、全身治疗、创面手术治疗、抗感染治疗、营养支持等个体化综合治疗大面积

特重度电烧伤患者。 

结果 患者创面全部愈合、右肩关节离断、可进行一般的体力活动。 

结论 大面积电烧伤患者每一个治疗阶段都存在较高的风险，在休克期补液量较相同面积其他烧伤

患者更多，且更容易出现呼吸功能衰竭、急性心肌损伤、肝功能急性损伤、肾功能急性衰竭等多器

官功能障碍。感染期菌血症、脓毒症发生风险更大，手术治疗不能一期彻底清创植皮，需保留更多

的间生态组织、二期植皮封闭创面，防止一期手术清创彻底使组织损伤巨大、无法修复。 

 

 

PO-0216 

202 例烧伤后瘢痕治疗的临床体会 

 
查天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后瘢痕的治疗、术后恢复情况及烧伤后瘢痕的防治策略，为今后的瘢痕治疗提供更

好的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烧伤、创面修复外科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间收

治的 202 例烧伤后瘢痕手术患者的病例资料，所有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根据患者不同部位瘢痕性质

不同选择相应的手术方法。术后瘢痕组织送病理检查，统计上述患者住院时间、手术费用、术后病

理结果、治疗效果及术后恢复情况。 

结果 本组患者住院期间无死亡，无严重并发症出现，平均住院时间（14.50±6.04） d，平均手

术费用（1.59±0.37）万元，术后瘢痕部位均得到适当松解，创面均愈合良好出院。术后病理提示

发生恶变 22（10.89%）例，其中高分化鳞癌 15（7.44%）例，恶性黑色素瘤 2（0.99%）例，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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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癌 1（0.49%）例，梭形细胞癌 1（0.49%）例，低分化鳞癌 1（0.49%）例，局部恶变重度异性

增生 2（0.99%）例。术后随访时间中位数 10个月，随访过程中复发 3例。 

结论 目前手术仍是治疗烧伤后瘢痕挛缩的较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其防治较为复杂，建议严格把握

手术时机及手术适应症，使用个体化治疗方案。 

  

 

PO-0217 

汇涵术泰冲洗联合负压吸引治疗糖尿病足合并骨髓炎的疗效分析 

 
刘小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汇涵术泰冲洗联合负压吸引治疗糖尿病足合并骨髓炎的疗效及经验。 

方法 回顾性统计分析我院 2016 年 03 月至 2017 年 10 月间收治 32 例糖尿病足合并骨髓炎患者的病

例资料，给予创面清创，于残腔内留置冲洗管一根，表面安装负压封闭引流装置，持续吸引，同时

经冲洗管给予汇涵术泰 20ml 每日 3~5 次冲洗残腔，待肉芽组织覆盖创面后给予游离植皮术封闭创

面。 

结果 本组患者住院期间无死亡，无严重并发症出现，所有患者均创面愈合良好后出院，创面愈合

时间（11.48±2.17）d。出院后随访时间为 2~10 个月，随访中位数 6 个月，随访过程中复发 1

例，慢性疼痛 2例。 

结论 汇涵术泰冲洗联合负压吸引治疗糖尿病足合并骨髓炎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 

 

 

PO-0218 

“4P”理论在会阴部重度感染创面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查天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4P”理论治疗会阴部重度感染创面的疗效及经验。 

方法 回顾性统计分析我院 2016 年 03 月~2018 年 02 月间收治 132 例会阴部重度感染患者的病例资

料，遵循“4P”理论（即 T 创面清创-prepare、I 防治感染-protect、M 干湿平衡-progress、E 创

缘管理-promote），实行个性化治疗方案，在保证患者正常生理活动的同时封闭创面，促进创面愈

合。 

结果 本组患者住院期间无死亡，无严重并发症出现，所有患者均创面愈合良好后出院，创面愈合

时间（10.37±3.25）d。出院后随访时间为 2~10 个月，随访中位数 6 个月，随访过程中复发 3

例，慢性疼痛 5例。 

结论 “4P 理论”针对影响创面愈合的主要因素，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创面，治疗重度感染的会阴部

创面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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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19 

27 例冻伤患者的治疗体会 

 
刘小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冻伤的临床表现、分度及其诊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统计分析我院 2015 年 03 月至 2018 年 2 月间收治 27 例冻伤患者的病例资料，积极给

予快速复温，完善相关检查，常规使用广谱抗生素控制炎症。若患肢局部张力较高，及时切开减

张。保持创面干燥，受伤肢体应抬高、制动，促进血液循环，免于加重组织损伤。一、二度冻伤应

局部涂擦有充血作用的软膏。用消毒敷料包扎和保温。有水疱者可于无菌条件下抽干疱液后再用消

毒敷料包扎保暖。对于三、四度冻伤患肢应待坏死组织与正常组织分界清楚后再行外科手术，手术

中应彻底清创，必要时可行截指（趾、肢）术、游离植皮术等封闭创面。 

结果 本组患者住院期间无死亡，无严重并发症出现，所有患者均创面愈合良好后出院，其中单纯

切开减张者 8 例，截指者 5 例，截趾者 7 例，截肢者 7 例，截肢残端坏死再次手术 1 例，住院时间

（14.48±3.17）d。出院后随访时间为 2~10 个月，随访中位数 6 个月，随访过程中出现慢性疼痛

2例。 

结论 冻伤是一种常见的主要发生于边疆及高原地区的创伤类型，冻伤后及早就诊治疗、早期正确

复温、恰当的创面处理是治疗的关键，应防治结合，提高医疗救治水平，降低冻伤的致残率。 

 

 

PO-0220 

阶梯式心理干预在烧伤修复重建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王艳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验证阶梯式心理干预对减轻烧伤后拟行修复重建手术的患者心理焦虑抑郁状况的有效性。 

方法 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的方法，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入住于四川省某三甲医院美容

整形/烧伤外科，诊断为烧伤后瘢痕，并拟行瘢痕修复重建手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 2017 年 1

月-6 月的研究对象为对照组，2017 年 7 月-12 月为干预组。首先，采用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焦虑自

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 Scale, 

SDS），调查两组患者的焦虑与抑郁情况；其次，对照组在常规治疗与护理的基础上，采取传统的

心理干预方式；干预组在常规治疗与护理的基础上，采取阶梯式心理干预方法：根据其焦虑或抑郁

程度的不同，采取宣泄疗法、心理社会支持、认知行为疗法或放松疗法等。 

结果  共纳入 65 例患者为对照组， 63 例为干预组。术后 2 月，对照组 SDS 得分为

（41.90±12.20），SAS 为（37.03±10.47）分；干预组 SDS 得分为（34.75±6.79），SAS 为

（30.70±6.14）分；对照组满意度为（43.22±4.95）分，干预组为（46.94±2.42）分。两组比

较，干预组 SDS和 SAS 得分及满意度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阶梯式心理干预能有效降低患者的抑郁及焦虑情绪，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可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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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21 

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烧伤的应用效果 

 
张丽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烧伤的应用效果。观察两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和护理干预后的心理

状况。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小儿烧伤患者 52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分别为 26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应用综合护理干预。 

结果 对照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 55.39±12.08d，研究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为 40.12±10.39 d，通

过数据表明研究组患者的创面愈合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对照组患儿护理干预后的烦躁例数为 15

例，烦躁率为 57.69，研究组患儿护理干预后烦躁例数为 5 例，烦躁率为 19.23。对照组患儿护理

干预后的抑郁例数为 18 例，抑郁率为 69.23，研究组患儿护理干预后抑郁例数为 6 例，抑郁率为

23.08。对照组患儿护理干预后的抵触例数为 20 例，抵触率为 76.92，研究组患儿护理干预后抵触

例数为 7 例，烦躁率为 26.92。通过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研究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心理状况显著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烧伤创面的处理与护理伴随着整个的护理治疗过程，综合护理能够帮助患者减少感染、减少

烧伤面的恢复时间，尽快的帮助患儿脱离危险期。良好的环境能够保持创面的干净干燥，避免了细

菌的感染，有利于患儿的恢复。并且能够让患儿保持心情上的舒畅，减少了心理压力。小儿烧伤的

护理过程当中，综合护理干预效果理想，临床上应当进一步推广应用。 

  

 

PO-0222 

持续负压封闭包扎技术在难固定部位中厚植皮术中的应用研究 

 
官浩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观察持续负压封闭包扎技术与传统打包加压包扎技术应用在难固定部位创面中厚植皮术中的

效果对比。 

方法 难固定部位中厚植皮后，放置负压引流材料及引流管，半透膜粘贴密闭，持续负压吸引，压

力范围 75mmHg～125mmHg，术后观察皮片血流、成活率、换药次数、住院天数及皮片并发症。 

结果 临床应用 129 例，皮片成活率 98.6%，移动折皱 0 例，皮下血肿 2 例，皮下血流密度，术后

换药 1.7±0.32 次，术后住院天数 6.7±0.92 天，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传统方法（P<0.05）。 

结论 对传统意义上难固定部位的植皮如：面颈部、臀部等，持续负压封闭包扎技术能起到均匀加

压、稳妥固定、通畅引流的作用，有效促进皮片成活。 

  

 

PO-0223 

严重烧伤患者尿钠排出量与高钠血症的关系分析 

 
李利根,申传安,孙天骏,蔡建华,邓虎平,李东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严重烧伤患者尿钠排出量的变化，探讨尿钠排出量与高钠血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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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检测了 14 例烧伤面积 90%以上烧伤患者 24 小时尿中钠、钾、肌酐的排出量，同时检测静脉

血中钠、钾、肌酐及降钙素原含量。 

结果 24 小时尿钠、钾、肌酐排出量有以下特点：尿钠排出量变化幅度大,正常尿钠排出量为 130-

260mmol/24h，烧伤患者尿钠排出量最低为 49.03mmol/24h，最高为 642.8mmol/24h。   尿钾

24h 排出量高于正常。尿肌酐排出量相对稳定。14 例患者中有 5 例在伤后 5-10 天出现 24 小时尿钠

排出量减少，明显低于正常值，同时出现高钠血症，降钙素原呈上升趋势，临床表现为创面溶痂，

全身炎症反应加重等表现。最终经积极处理创面，手术清创植皮等处理后，尿钠排出量增加，血钠

恢复正常。尿钠排出量增多时未出现低钠血症。 

结论 创面坏死组织引发全身炎症反应使尿钠排出量减少是导致高钠血症的根本原因。尿钠排出量

可能受神经、体液、内分泌等多种因素的调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临

床上治疗高钠血症的策略应是积极处理创面，控制全身炎症反应，促进尿钠排出，这是治疗高钠血

症的有效措施。 

  

 

PO-0224 

残余指组织瓣修复邻近手指 4 例临床报告 

 
练至真,谢春生,吴天德,刘志荣 

武平县医院,364000 

 

目的 报告残余指组织瓣修复邻近手指 4例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1 年 3 月~2017 年 2 月，4 个多指损伤的病例，选择使用残余指形成的指固有动脉皮瓣转

位或游离移植、第 2掌背动脉与第 1掌背动脉之间的血管链皮瓣转位修复邻近手指。 

结果 4 个病例随访超过 1 年，手外观（手指缺损是否显眼）、皮瓣区域感觉、手功能 TAM、病人是

否满意于修复效果（对日常工作生活影响），各项均显示临床效果满意。 

结论 放弃预后残余少量功能的手指，换取其他手指的优质修复和早期康复，最终临床效果好。 

 

 

PO-0225 

半透明轻木-改性溶菌酶敷料制备及其对创面愈合影响与 

机制研究 

 
周代君 

陆军军医大学 

 

目的 优化设计改性溶菌酶，制备半透明轻木-改性溶菌酶敷料，探讨其对小鼠创面愈合影响与机

制。 

方法 采用肉桂酸、咖啡酸及对香豆酸作为改性剂，多巴胺胶联法分别制备不同改性溶菌酶，利用

抑菌圈直径、细菌共培养及最小抑菌浓度对比抑菌功能，最适 PH、温度、时间对比酶学性质，并

进行疏水性及二级结构含量测定，对比筛选最优改性剂。制备半透明轻木，并用多巴胺黏连最优改

性剂，分别设计为空白组（Control），原木组（A），半透明轻木组（B），半透明轻木-溶菌酶组

（C），半透明轻木-改性溶菌酶组（D），利用载药量及包封率对比 C、D 组负载情况，药物释放试

验检测 C、D 组溶菌酶缓释效果。采用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 12h 和 24h 细菌共培养检测各

组体外抗菌活性，采用小鼠原代成纤维上皮细胞接种 1-7 天 CCK-8 法检测各组体外细胞增值抑制。

最后，建立小鼠感染创面模型，观察小鼠创面的大体愈合情况，并进行 HE 染色检测新生上皮长

度。RT-PCR 检测改性敷料对细胞 Wnt3a，β-catenin 和 PCNAmRNA 表达的影响，WB 检测 wnt/β-

catenin 信号通路的 wnt3a，β-catenin，Axin2，phosphorylated GSK-3β(p-GSK-3β)，G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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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β，PCNA 的表达水平；最后给 D 组加入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抑制剂 XAV939，检测细胞增殖

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变化；划痕实验对 6h,12h,24h 时间点的细胞迁移进行研究,显微镜

观察染色的细胞骨架，WB检测 F-actin及 Viculin等迁移蛋白变化。 

结果 1.改性酶对比：抑菌效果及最小抑菌浓度为对香豆酸>咖啡酸>肉桂酸；四种酶的表面疏水性

指数及二级结构稳定性均为香豆酸>肉桂酸>咖啡酸；PH=6，温度 45℃，反应时间 30min 时对香豆

酸改性溶菌酶活性最强；2.载药量、包封率及体外药物释放：D 组载药量及包封率均优于 C 组。从

释放曲线来看，48h 左右 C、D 组释放趋于稳定及最大值，72h 累计释放百分比分别为 85.2%，

93.8%；3.体外抗菌及细胞增值抑制：空白对照组 24h 时金葡菌和大肠杆菌生长基本符合正常趋

势，各组对大肠杆菌及金葡菌抗菌活性依次为 D>C>B≈A（P<0.05）。且 1-7 天，不同组别对成纤

维细胞基本无增值抑制（P>0.05）；4.动物试验：伤后 3 天，空白组，A，B，C，D 组愈合率分别

为 18.5%，26.3%，28.5%，36.0%，39.8%；伤后 7 天创面愈合率分别为 30.6%，48.3%，56.7%，

70.9%，79.2%。伤后 3 天、7 天创面愈合率均为 D>C>B≈A>Control（P<0.05）。伤后 3 天各组新生

上皮长度无差异（P>0.05）。而伤后 7 天，空白组，A，B，C，D 组创面新生上皮长度分别为

618.0μm，687.3μm，726.5μm，819.8μm 和 886.7μm。D>C>B≈A>Control（P<0.05）。5.细胞

增殖影响： RT-PCR 显示 Wnt3a，β-catenin 及 PCNA mRNA 表达升高为 D>C>B≈A>Control

（P<0.05）。WB 检测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变化，Wnt3a，β-catenin，p-GSK-3β，p-GSK-

3β/GSK-3β 比值，PCNA 表达量均为 D>C>B≈A>Control（P<0.05）。GSK-3β 表达量无差异

（P>0.05）。而 Axin 表达量则为 D＜C＜B≈A＜Control（P<0.05）。D 组加入 Wnt/β-catenin 信

号通路抑制剂 XAV939 后，CCK8 法显示细胞生长受到显著抑制（P<0.05）；同时，Wnt3a，β-

catenin 和 PCNA 的表达均受抑制，而 Axin2 表达量上升（P<0.05）。6.细胞迁移影响：划痕后

24h，细胞迁移率为 D>C>B≈A>Control（P<0.05）。显微镜下各组细胞形态差异较明显，且 WB 检

测 F-actin及 Viculin 等迁移蛋白表达均为 D>C>B≈A>Control（P<0.05）。 

结论 本研究成功的优化设计改性溶菌酶，制备半透明轻木-改性溶菌酶敷料，该敷料具有抗菌能力

强，释放稳定持久，无细胞毒性，促进创面愈合及上皮生长，促进细胞增殖及迁移等优点。 

 

 

PO-0226 

甲壳素-两亲离子/季铵盐天然敷料的制备及其对创面愈合的影响 

 
周代君 

陆军军医大学 

 

目的 制备甲壳素-两亲离子/季铵盐天然敷料，并研究其体外抗污染抗菌活性以及对小鼠创面愈合

的影响。 

方法 采用 xx 法分别制备甲壳素，甲壳素+两亲离子，甲壳素+季铵盐，甲壳素+两亲离子+季铵盐四

种天然敷料（即 A，B，C，D 组），利用扫描电镜观察其微观结构，采用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

菌的 12h 和 24h 细菌共培养检测其体外抗菌活性，采用琼脂板计数检测其体外抗污染活性，采用小

鼠原代成纤维上皮细胞接种 1-7 天 CCK-8 法检测其体外细胞增值抑制。最后，建立小鼠感染创面模

型，观察小鼠创面的大体愈合情况，并进行 HE 染色检测新生上皮长度。 

结果 1.扫描电镜：A 组为常规贝壳膜纹路结构，D 组 10
4
倍下可见附着铺垫的复合离子析出；2.体

外抗菌：抗菌活性 D>C>B>A>Control，仅 A，B 组间差异不明显（P>0.05）。3.体外抗污染：抗污

染活性 D>B>C>A（P<0.05）。4.细胞增值抑制：1-5 天，4 组对细胞基本无增值抑制（P>0.05），

仅当到第 7 日时，D 组对细胞有轻微增值抑制（P<0.05）；4.动物试验：伤后 3 天创面愈合率

D>C>B>A>Control（P<0.05）；伤后 7 天创面愈合率分别为 D>C>B>A>Control，仅 B、C 组间差异不

明显（P>0.05）。伤后 3 天各组新生上皮长度无差异（P>0.05）；而伤后 7 天新生上皮长度

D>C>B>A>Control，仅 B、C组间差异不明显（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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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成功制备了甲壳素-两亲离子/季铵盐天然敷料，且 D 组材料抗菌抗污染效果均较好，亦能促

进创面愈合，从而为天然敷料的创面应用提供新的手段和思路。 

  

 

PO-0227 

轻木-溶菌酶抗感染敷料的制备及其对创面愈合的影响研究 

 
周代君 

陆军军医大学 

 

目的 制备轻木-溶菌酶天然抗感染敷料，并研究其体外抗菌活性以及对小鼠创面愈合的影响。 

方法 采用去木质素技术和多巴胺胶联法分别制备 0mg/ml，5mg/ml，10mg/ml，20mg/ml（即 A，B，

C，D组）不同浓度溶菌酶的轻木-溶菌酶复合材料。 

结果 1.扫描电镜：制备的轻木-溶菌酶复合材料在 10
4
倍下可见成团的溶菌酶球形颗粒物及铺垫的

多巴胺胶体；2.化学物理性能：傅里叶红外光谱显示溶菌酶已粘附，接触角测试证明材料仍具有极

强的亲水性。3.体外抗菌：12h 时，抗菌活性随溶菌酶度升高而增加（P<0.05），24h 亦同；大肠

杆菌抗菌活性显弱于金葡菌（P<0.05）。4.载药量和包封率：随着溶菌酶浓度的不断增高，轻木-

溶菌酶的载药量逐渐升高，而包封率则逐渐降低（P<0.05）。5.体外药物释放：从释放曲线来看，

48h 左右 B、C、D 组释放趋于稳定及最大值，72h 后累计释放百分比分别为 80.7%，90.6%，

92.3%。4.细胞增值抑制：1-5 天，不同浓度溶菌酶对细胞基本无增值抑制（P>0.05），仅当到第 7

日时，D 组对细胞有轻微增值抑制（P<0.05）；5.动物试验：伤后 3 天，空白组，A，B，C，D 组愈

合率分别为 17.9%，20.6%，25.8%，30.1%，31.5%；伤后 7 天创面愈合率分别为 30.7%，38.3%，

50.7%，61.2%，62.4%。伤后 3 天、7 天 C、D 组创面愈合率均大于其余三组（P<0.05），C、D 组间

差异不明显（P>0.05）。伤后 3 天各组新生上皮长度无差异（P>0.05）。而伤后 7 天，空白组，

A，B，C，D 组创面新生上皮长度分别为 631.7μm，702.5 μm，779.4μm，825.3μm 和

836.6μm。伤后 7 天 C、D 组新生上皮长度均大于其余三组（P<0.05），且 C、D 组间无差异

（P>0.05）。 

结论 成功制备了不同浓度的轻木-溶菌酶天然抗感染敷料，且浓度达到 10-20mg/ml 时，材料抗菌

效果较好，亦能促进创面愈合，但需注意其高浓度下的长期细胞增值抑制，从而为天然敷料的创面

应用提供新的手段和思路。 

  

 

PO-0228 

MiR-128-3p directly targets VEGFC/VEGFR3 to modulate the 

proliferation of lymphatic endothelial cells through 

Ca2+ signaling 

 
Jie Zhou,Xiaoyuan Huang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Lymphangiogenesis has been regarded as a physiological response to 

pathologic 

stimuli. The abnormal proliferation of lymphatic endothelial cell (LECs) and 

lymphangiogenesis i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lymphatic disorders. Reportedly, 

VEGFC/VEGFR3 plays a key role in lymphangiogenesis; moreover, 

VEGFC/VEGFR3 exerts their cellular effects through activation of Ca2+ signaling in 

several cell types. Herein, we demonstrated that VEGFC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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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 proliferation through VEGFR3; moreover, VEGFC/VEGFR3 induced Ca2+ signaling 

activation. 

Methods By using online tools, miR-128 and miR-3916 were predicted as 

candidate upstream miRNAs which might target VEGFC/VEGFR3. As verified using 

Immunoblotting assays. 

Results miR-128 significantly regulated the protein levels of 

VEGFC/VEGFR3, whereas miR-3916 only slightly modulated VEGFC and VEGFR3 

proteins. Contrary to VEGFC, miR-128 overexpression remarkably suppressed LEC 

proliferation, Ca2+ release and ERK1/2-Akt signaling; moreover, the effect of VEGFC 

could be partially attenuated by miR-128. In summary, miR-128 interacts with the 

3'-UTR of VEGFC and VEGFR3 to inhibit their expression, thus suppressing LEC 

proliferation through Ca2+ and ERK1/2-Akt signaling.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we provided novel experimental basis for miRNA-regulated 

LEC proliferation through Ca2+ signaling. 

 

 

PO-0229 

PDCA 循环管理在烧伤科护理科研中的应用 

 
卢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 PDCA循环理论在护理科研管理中的应用及方法。 

方法 应用 PDCA 循环理论对我科近年来科研成果进行现状调查及原因分析，并拟定计划进行实施，

制定考核标准，逐级检查并反馈结果，对科研管理进行持续改进。 

结果 提高了护理人员对科研的积极性，掌握了检索利用文献的方法，成功撰写科研文章及申请新

型专利。 

结论 PDCA循环理论在护理科研管理中应用有效。 

 

 

PO-0230 

新型小儿翻身床的制作与应用 

 
卢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针对大面积烧伤患儿正确处理创面是治愈烧伤的关键环节，任何时期都不容忽视，而翻身床作

为一种专科治疗床由于床体设计的特殊性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可保持创面干燥、加快愈合、减轻疼

痛、预防并发症的作用。同时可用于术后术区的局部减压，加快术区创面的恢复。但由于目前临床

上使用的小儿翻身床床体长度固定，而不同年龄阶段患儿身高存在差异性，无法根据患儿身高进行

调节，难以满足不同身高患儿的需求造成不适感；同时未设有四肢外展支架，针对四肢有烧伤创面

的患儿不能充分暴露使创面保持干燥。以上缺点的设计影响创面治疗效果，降低了治疗过程中使用

的舒适度。针对以上问题点本设计者于 2015 年 08 月设计了一种新型小儿翻身床，并已成功申请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1项，现将成果介绍如下： 

1. 设计与制作:（1）新型小儿翻身床分别增加上肢外展支架 2 及下肢外展支架 3（见图 1），此外

展支架可进行弧度调整，根据创面的受伤程度进行角度调整以充分暴露腋下及大腿根部创面达到治

疗效果；（2）设有床体外围的外框架 12（见图 1），此外框架可根据不同患儿身高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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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212），确保治疗过程中使用的舒适度；（3）两侧设有床体护栏 13 和卡环 14，护栏 13

的长度可由活动部 1302和 1304的功能根据床体长度进行调整（见图 2）。 

2. 使用方法：根据患儿身高调整床体长度，充分暴露患儿躯干部位创面，在变换体位后及时将四

肢外展架调整至合适位置，并在展板上方铺无菌纱垫，将四肢放于无菌纱垫上方根据四肢受伤部位

摆放肢体充分暴露创面；根据床体长度调节护栏长度及安全的高度，并妥善固定护栏确保患儿安

全。 

3. 优点： 

3.1 增加治疗效果：原小儿翻身床只设有独立的床体，在治疗过程中无论采取俯卧或平卧只能暴露

躯干、四肢前后的创面，针对腋窝、上肢内侧、大腿根部及双下肢内侧等特殊部位的创面不能充分

暴露，不利于创面干燥，增加创面感染风险。新型小儿翻身床新增的四肢外展架解决了此临床问

题，展板旋转功能的设计可充分将四肢外展并充分暴露，加快创面愈合，提高治疗效果。  

3.2 增加安全性：新型小儿翻身床新增的护栏装置，解决了原有翻身床发生小儿坠床的高风险问

题。两侧护栏的设计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护栏高度并可妥善固定，在治疗过程中起到保护作

用，降低患儿发生坠床的危险，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安全。 

3.3 提高舒适度：原小儿翻身床独立固定的床体不能适合不同身高患儿的使用，身高过矮者会导致

足背被迫平放于创面上，身高过高者导致双下肢悬于半空中，临床使用过程中必须借用软枕等辅助

用物，以减轻患儿的不适感，但此举不利于临床无菌操作，增加临床护理工作量，同时使用时间过

久给患儿带来不适感，影响患儿配合程度。 

 

 

PO-0231 

烧伤患者简易翻身架的研制与应用 

 
王立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大面积烧伤患者入院后需长期卧床治疗，初期多采用暴露疗法，配合以远红外烤架持续烘烤创

面，以达到创面干燥的目的。但由于患者长期仰卧位，远红外烤架对于背部创面起不到有效治疗效

果，而长期卧床导致背部创面受压，不但使创面经久不愈且更增加感染的危险，甚至引起压疮等一

系列并发症。为此，我们从更安全、有效、方便、舒适的目的出发，发明一种简易翻身架，在临床

应用中获得满意效果，现介绍如下。材料与制作：简易翻身架采用医用 ABS 工程塑料制作，尺寸为

长 40cm，宽 25cm，所有电路均采用电路板封装，避免渗液等污物损坏电路。翻身架包括支撑装置

和升降装置。使用时，支撑装置和升降装置同时塞入病人身下，升降装置进行支撑装置一侧的抬落

控制病人翻身；支撑装置为纵切面是楔形支撑板，支撑板上设置多个通气孔；楔形支撑板为一端渐

渐变薄另一端渐渐变厚的纵切面为近三角形结构，使用时将楔形支撑板渐薄端塞进人体，通气孔的

设置利于病人背部通风，支撑板边缘设置软垫，支撑板背面设置上下左右分布均匀的四个风扇和上

下 2 个紫外线灯（风扇和紫外线灯功能不受渗液等影响）；升降装置为千斤顶式装置，操作简单省

时省力。在支撑装置边缘设置提手，方便拿取和使用。简易翻身架结构图见图 1、图 2。使用方

法：支撑面上放置无菌渗液吸收纱垫，根据渗液情况及时更换。使用时，根据患者受伤部位及患者        

要求翻身高度进行调节，随意放置移动。调节完成后，固定支撑。   

3.优点：简易翻身架方便塞进病人身下，升降装置有利于支撑角度控制；带有通气孔的透气板，避

免创面长期浸润在潮湿环境下，进而降低感染的发生；软垫增加病人舒适感；紫外线灯和风扇，及   

时消毒且增加空气流动有利于创面洁干燥；升降装置结构简单且达到节力原则。总之，翻身架结构   

简单、可调节、操作方便、携带方便，便于烧伤患者及长期卧床患者使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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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32 

新型翻身床双上肢肢体固定架的制作与使用 

 
卢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烧伤病人正确处理创面是治愈烧伤的关键环节，任何时期都不容忽视，烧伤创面早期处理的目

的是移除致伤物质，减轻伤害，清洁创面，减少污染，防止感染，保护创面，减轻疼痛，为预防并

发症及促进创面愈合打好基础 [1]。而翻身床主要用于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保痂、促进创面干燥，

尤其对于特殊部位的烧伤，便于创面的交替暴露，减少了翻身时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同时可用于术

后术区的局部减压，帮助术后恢复，避免患者主动或被动翻身时伤口裂开，减少翻身时拖拉造成皮

肤破损等并发症，以及骶尾部压疮的治疗护理及压疮术后的减压[2-4]，因此加快了大面积烧伤患

者的治愈率，提高了围手术期患者的护理质量。此类患者在临床治疗中大多数会给予翻身床治疗，

但由于翻身床床体过窄，翻身床的两侧分别有一个挡手板，以方便双上肢的摆放。但现有翻身床挡

手板不便于双上肢的固定，在使用过程中如遇病情较重者，由于患者的不配合导致双手不断地由挡

手板上滑落下来，不能使患者双上肢处于一个完全外展状态，不利于双腋下创面的完全暴露，未达

到使创面保持干燥，促进创面愈合，预防双腋下创面粘连的作用，更有甚者在患者手臂滑落过程中

造成患者上肢的再次受伤，不利于临床护理安全，容易造成护患纠纷。现用的挡手板是一个完全平

面的设计，双上肢置于此挡手板之上，整个创面都与之完全接触，不但不能充分的暴露创面，更有

甚者由于牵拉及撕托的原因，会造成新生的上皮破坏，影响了双上肢创面的愈合。因此我科专门设

计了一款针对翻身床双上肢使用的肢体固定架，以便解决旧式的翻身床挡手板的缺点， 

 

 

PO-0233 

综合护理干预在重度烧伤患儿中的应用 

 
罗旭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并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在重度烧伤患儿临床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对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笔者单位收治的 80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重度烧伤患儿，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并结合患儿照护者意愿分为试验组（n=40）与对照组（n=40）。对照组患儿给予烧伤科

常规护理，试验组患儿在此基础上施加综合护理干预方法。对干预前后 2 组患儿照护者焦虑自评量

表、社会支持量表及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量表进行评估，同时对两组患儿的平均住院日进行比较。

对数据行
2
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1）试验组患儿照护者焦虑评价量表的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t=13.917, P<0.01），试验组

患儿照护者社会支持评价量表得分高于对照组（t= -22.110, P<0.01）。（2）干预后患儿照护者

社会支持各维度中客观支持得分试验组高于对照组（t=12.678, P<0.01），主观支持试验组高于对

照组（t= -11.024 , P<0.01），社会支持试验组高于对照组（t= -10.031, P<0.01）。（3）住院

患者满意度的调查比较中，在护士服务、宣教内容及宣教形式 3 个维度，20 个条目中，试验组与

对照组评分分别为（20.08±1.93）（26.18±1.70）、（37.90±2.47）（45.25±1.66）、

（24.85±1.35）（35.53±1.52）分，（t= -14.757、-15.627、-33.221，P<0.01）。试验组患儿

平均住院日为（30.15±11.41）d，对照组为（34.58±12.19）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57、P

＜0.01）。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重度烧伤患儿照护者的焦虑，使其更好的利用社会支持系

统，提高了住院患者的满意度。缩短了患儿的平均住院日。有利于重度烧伤患儿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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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34 

警示标识在多重耐药菌感染管理中的应用 

 
罗旭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确保临床隔离与感控工作的有效落实，对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保护隔离更安全彻底。提升护

理质量。 

方法 通过医院感染三级管理网络
[1]
，对多重耐药菌警示标示学习及临床应用，由科室感控小组根

据患者检验结果启用警示标识的管理方法。 

结果 2014 年 7 月～2016 年我科住院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率分别为 0.28%,0.22%，0.15%。临床相

关人员对于多重感染的知晓率及患者满意度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结论  

警示标识的使用能够对医、护、患等多方起到警示作用，便于更好地加强床旁隔离，达到医院预防

与感染控制的管理，最大限度的保障患者安全。 

 

 

PO-0235 

规范化护理流程在高压电击伤患者继发性大出血中的应用 

 
王立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提高护士对电击伤继发性大出血防范的护理能力，减少和预防继发性大出血的发生。 

方法 将规范化护理应用于高压电击伤继发性大出血防范中，将我科 2015 年 12 月到 2017 年 11 月

收治的 192 例电击伤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电击伤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常规护

理方法的基础上应用规范化护理方法。 

结果 运用规范化护理方法后，护士对电击伤相关知识掌握情况逐年增强，把更全面的预防措施运

用至临床，继发性大出血发生率由 2016 年的 11.83％ 降至 2017 年的 4.04％，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规范化护理方法的运用有效降低了电击伤继发性大出血的发生率，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O-0236 

大面积烧伤低体温的综合预防护理策略 

 
王小慧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了一系列预防大面积烧伤患者低体温的护理策略，以帮助减少或避免低体温给患者带来

的危害。 

方法 通过分析大面积烧伤患者发生低体温症状的原因及对机体各部位造成的不良影响，临床护理

中我们从加强患者核心温度监测、提高环境温度、减少体表散热、控制感染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预

防大面积烧伤患者低体温的护理策略，以帮助减少或避免低体温给患者带来的危害。 

结果 减少或避免低体温给患者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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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护理人员在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护理工作中，应认识到监测患者体温的重要性，采取多种护

理措施积极预防，以减少或避免患者低体温的发生，从而减轻患者痛苦，有利于患者早日康复，同

时提高护理质量，深化护理内涵。 

  

 

PO-0237 

一例罕见高压电击伤致颈部毁损伤患者的护理 

 
邹小梅-重复错误 

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 

 

患者男、50 岁，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因工作中双手接触电源，被 10 kv 高压电击伤，当时患

者意识丧失，立即被送往当地医院，给予补液、抗感染、气管插管术等对症支持治疗，具体补液量

不详，为进一步治疗，伤后 11 h 转入我院，急诊以电击伤 20%Ⅲ-Ⅳ度全身多处；浅昏迷收入我

科。入院后查体：电损伤的入口是双手，出口分布在颈部、枕部、躯干、四肢等多处，大部分创面

深达肌层，呈焦痂样改变，枕骨外露 4 ㎝×6 ㎝，颈部创面肌肉组织碳化，颈部肿胀明显、污染

重，颈部受伤面积约 31 ㎝×19 ㎝，可见颈动脉外露，颈动脉破裂出血的风险高，左手第 1-4 指呈

干瘪状，无血运，左足末梢血循环差；脉搏 134 次/min，呼吸 34 次/min，血氧饱和度 91%，血压

102/56 mmHg，神志处于浅昏迷状态，偶有躁动，酱油色尿，四肢湿冷。经鼻导管吸氧监测血氧饱

和度 90%~92%，血气分析氧分压 62 mmHg，提示低氧血症，入院后 2 h 急诊为患者行气管切开术，

术后经气管切开口给予面罩吸氧，氧流量为 6L/min，4 h 后患者氧饱和度>95%，血气分析氧分压为

86 mmHg，患者缺氧症状改善。在改善低氧血症的同时给予抗休克治疗，单位时间尿量的变化能客

观地反映休克存在的严重程度，也是判断复苏效果较为敏感的指标之一[1]。患者入院后第一个小

时尿量为 12 ml，尿色为酱油色，休克症状明显，迅速行股静脉置管术建立可靠的静脉通路，保障

了休克期顺利补液。补液原则同烧伤补液原则，患者受伤后的第一个 24 h 输入的实际量是在公式

计算量的基础上增加 30%，以后根据病情按公式补给。入院后前 13 h 输入受伤后第一个 24 h 的液

体量，液体总量的一半在前 2 h 内输入，500 ml 大约 20 min~25 min 内输完，同时按医嘱给予利

尿剂及 5%碳酸氢钠。伤后 24 h 每小时尿量大于 100 ml，尿色逐渐转为清亮。48 h 后患者神志清

楚，四肢转暖，予以拔除深静脉置管针，建立浅静脉通道。 

 

 

PO-0238 

旋转手法配合呼气相在烧伤患儿留置尿管中的应用 

 
邹小梅-重复错误 

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旋转手法配合呼气相在患儿留置尿管中的应用。 

方法 对照组选取 2013.04.01-09.30 住院烧伤患儿 68 例，实验组选取 2013.10.01-2014.04.01 住

院烧伤患儿 87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手法，实验组采用旋转手法配合呼气相，比较两组患儿在插管

时间，一次性插管成功率，粘膜损伤发生率上的差异。 

结果 实验组患儿一次插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插管所需时间、粘膜损伤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留置尿管中使用旋转手法配合呼气相可明显提高一次性插管成功率，减少插管时间，降

低尿道粘膜损伤发生率，减轻了患儿痛苦。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36 

 

PO-0239 

瘢痕尺寸测量装置的设计与应用 

 
邹小梅-重复错误 

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 

 

临床上需测量瘢痕的尺寸，现有技术中采用直尺测量，由于瘢痕不规则，人体不平整，测量时

很难将尺寸测量准确；另外，需从不同方向测量两次以上才能测出瘢痕的大概尺寸。针对此问题，

设计了一种瘢痕尺寸测量装置，已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5 2 0389225.0）。解决了

相关技术问题，同时使用简单、方便。 

一、材料与制作 

1、材料：板尺、连接头、转轴、限位卡头、滑动块、探针。2、制作方法: 见图 1-3。       

板尺 1、板尺 2、连接机构 3、限位卡头 4、滑动块 6、连接头 31、连接头 32、探针 61、刻度 62 

（1）如图 1 所示，瘢痕尺寸测量装置包括：板尺 1、板尺 2 和连接机构 3。板尺 1 和板尺 2 分别设

置有两根，两根板尺 1 相互平行，两根板尺 2 也相互平行，两根平行的板尺通过连接机构 3 交叉活

动。 

（2）如图 2 所示，连接机构 3 的连接头 31 和连接头 32 分别设置有容纳板尺滑动的环形腔体，板

尺在环形腔体中滑动，限位卡头 4卡住板尺防滑出。 

（3）如图 3 所示，板尺 1 或板尺 2 的上层设置有滑动块 6，可沿着板尺滑动。滑动块 6 向内侧延

伸的端部设置有可上下活动的探针 61，探针上设置有刻度 62，移动滑动块 6 以及板尺在水平方向

的位置，探针 61到达瘢痕任意位置的上方，向下移动伸入瘢痕底部。 

（二）临床用法 

（1）测量瘢痕大小时，将两根板尺 1和两根板尺 2围成的方形空格放在瘢痕上。 

（2）一根板尺 1 和一根板尺 2 靠在瘢痕相邻的两个侧边缘处，滑动另外两根板尺靠在瘢痕另外相

邻的两个侧边缘处，通过两个方向的刻度，可以直观地看到瘢痕长度和宽度。 

（3）移动滑动块 6 以及板尺在水平方向的位置，使探针 61 到达瘢痕任意位置的上方，向下移动探

针至瘢痕底部，直观读出疤痕的深（高）度。 

（三）优点 

（1）解决了相关技术中采用直尺测量不准确的问题，进而达到了瘢痕尺寸测量准确，测量方便的

技术效果。 

（2）可直观地看出瘢痕的长度、宽度和深（高）度。 

（3）本装置还可用于测量创面、敷料的大小。 

（4）本测量装置使用完毕后板尺可以相互折叠便于收纳存放。        

 

 

PO-0240 

一种防止烧伤患者足下垂调节治疗装置的设计 

 
李双双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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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41 

CD26 在真皮成纤维细胞及皮肤创面修复中的作用 

 
韩春茂,李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阐明 CD26 对真皮成纤维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进一步明确 CD26 在皮肤创面修复及真皮再

生中的作用，为完善创面修复的分子机制提供新线索。 

方法 分离及原代培养人真皮成纤维细胞，利用重组腺病毒介导的基因干扰及过表达技术，分别构

建低表达 CD26 基因及过表达 CD26 基因的人真皮成纤维细胞模型。通过细胞功能学实验及流式细胞

术检测 CD26 基因干扰和过表达后对成纤维细胞增殖及克隆形成能力、迁移能力、黏附能力、合成

及分泌胞外基质能力、凋亡、细胞周期分布的影响。体内实验部分，于裸鼠背部正中构建抗收缩全

层皮肤缺损模型，取 50μl 滴度为 10
10
PFU/ml 的重组腺病毒溶液，与 150μl 无菌生理盐水溶液混

匀后，分 8 个点于裸鼠皮肤创缘皮内均匀注射。术后第 0、3、7、11、15d，对创面进行大体观察

并拍照记录，每组各取 2 只动物处死，切取背部整个创面及邻近正常皮肤，行组织病理、免疫组

化、免疫荧光及分子生物学检测，评估创面修复及真皮再生情况。 

结果 1.低表达 CD26 的成纤维细胞增殖及克隆形成、迁移、黏附、合成及分泌胞外基质能力减弱；

CD26 过表达后成纤维细胞上述能力增强。2.低表达 CD26 可诱导成纤维细胞发生凋亡；过表达 CD26

可抑制成纤维细胞发生凋亡，尤其是早期凋亡。3.低表达 CD26 可诱导成纤维细胞发生 G0/G1 期阻

滞；CD26 过表达的成纤维细胞 G0/G1 比例下降，S+G2/M 期比例升高，进入 DNA 复制及有丝分裂的

细胞比例增加。4.创缘皮内注射的腺病毒可高效感染裸鼠创面组织与细胞，并显著干扰或过表达创

面周边组织中 CD26 的表达量。5.裸鼠皮肤创面愈合时间、上皮化进程、创面组织中包括新生胶原

在内的细胞外基质沉积均随着 CD26表达水平的增高而明显加快。 

结论 CD26可以通过调节真皮成纤维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及功能，进而影响皮肤创面修复进程及结局 

 

 

PO-0242 

聚焦解决模式对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研究 

 
李双双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聚焦解决模式对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88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4 例，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及治疗方式无差异，对照组实施颜面部烧伤常规护理，包括入院宣教、创面护理、

心理护理、功能锻炼、出院指导等；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用聚焦解决模式护理干预，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AS )、 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两组患者入院及出院时的

负性情绪，采用烧伤专用健康量表(BSHS－A)评估两组患者出院时及出院一个月后的生活质量。 

结果 加用聚焦解决模式后实验组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73、

2.567，P <0.05）；SCL-90 的 10 个因子项抑郁、焦虑、恐怖等评分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0.05）；出院及出院一个月随访时实验组生活质量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t=2.185、3.292，P =0.032、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以聚焦解决模式为基础的心理干预策略可显著改善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负性情绪，提高其生

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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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43 

不同随访方式对严重瘢痕患者肢体康复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石雪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观察不同随访方式对严重瘢痕患者肢体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帮助患者早期进行

功能训练、预防功能障碍。 

方法 以 2013 年 1 月 2017 年 5 月在我科 116 名出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n = 

59）和对照组（n =57）。实验组要求患者按时到我科康复室进行面对面随访，对照组则采取电话

随访。随访 3个月 1年比较两组患者临床康复效果。 

结果 实验组在患者的心态，肢体功能，生活自理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p<0.01）。 

结论 重视出院后随访对消除患者不良情绪，恢复自理，重返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是保证患者生活

质量的前提。 

 

 

PO-0244 

微型创面干燥治疗仪在临床中的研制 

 
石雪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报道一种微型创面干燥治疗仪的制作结构与使用方法。采用大型红外线在结构上把原部件超大

笨重，带车轮，稳定性差改为轻便，与地面吸附好的仪器。即把原来的创面干燥治疗仪的主体，与

地面接触的杆体更换为最新 PVC 材料，具有移动方便，结构简单、实用性强，方便快捷，适用于临

床推广。 

 

 

PO-0245 

乳腺癌术后游离大网膜即刻乳房重建的研究进展 

 
石雪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临床探索在腔镜下游离大网膜为乳腺癌患者即刻重建乳房再造的方法，以最大限度满足

患者需求。 

方法 本研究选用我科行大网膜游离再造术患者 15 例，年龄 30-60（10±2.2）岁，进行研究分

析。 

结果 结果：15 例患者创面均一期愈合，术后伤口血运良好，无明显并发症，未行二次手术，达到

预期美容效果，患者外观满意。术后持续随访，时间为 3-12 个月，1 例发现复发和转移，其余均

未发现复发和转移现象。 

结论 结论：游离大网膜重建术血运丰富，能与皮肤及胸大肌建立血运联合，从而减少皮瓣坏死的

可能性。这样不但保留乳房外形且自体再造，术后效果好，患者满意率高，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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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46 

巧用新型手指保护帽 

 
石雪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烧伤瘢痕挛缩与烧伤面积，深度及部位有关。越靠近近端关节的皮肤越易产生瘢痕。而且会持

续发展并逐渐变厚，变硬和收缩。除非施以等量的相反力量，否则瘢痕收缩的力量会持续存在。为

了能及时恢复患指功能。临床采取手术治疗。而现有的技术是在手指处放置钢针来固定手指的曲

度，但是钢针的针头会预留在手指外面，针头暴露在手指外面很不安全。 为解决上述的缺点，本

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实用的手指保护帽，  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操作容易，能够

有效将手指和钢针保护起来，防止意外发生，从而确保手术成效，达到预期目的。 

方法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手指保护帽,保护帽需要长（5-7㎝）寬（1.5- 

2.0 ㎝）高（1.2-1.7 ㎝），包括帽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帽体外部是手指状，帽体顶部向外所述

开口处设置需用魔术贴 A，B 两面互贴，所述帽体内是中空状，所述帽体和保护装置选取有孔 2.4

㎜低温（70℃）热塑板材。本实用新型使用方便，操作容易，能够有效将手指和钢针保护起来，防

止意外发生。临床根据医嘱 2-4小时观察一次患者末梢血运 

 

 

PO-0247 

恒温装置在烧伤患者四肢治疗中的应用 

 
焦晓春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烧伤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痛苦，尤其以四肢烧伤表现的更为明显。既往四肢皮肤烧伤治疗过程中

常需要利用纱布将创面包扎，但用纱布包扎不仅会导致创面局部温度升高，而且不通风，不利于伤

口愈合，甚至部分创面渗液会流入到纱布中，导致纱布与皮肤黏合紧密。每当换药取下纱布时会造

成创面组织二次损害，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痛苦。为解决这一方面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四肢烧伤创

面恒温装置。 

一、制作方法：包括连接板、夹板、锁紧螺钉、调节螺钉、锁紧螺母、第一折叠密封罩、第二折叠

密封罩、进气孔、除菌过滤网、风扇。连接板数量为四件且以圆形均匀分布，夹板数量为若干件且

夹板对称分布与连接板左右两端；左端的夹板与连接板滑配相连、右端的夹板与连接板胶连相连；

锁紧螺钉位于连接板左端，且贯穿夹板；锁紧螺钉与连接板紧配相连，另外锁紧螺钉与夹板滑配相

连；调节螺钉数量为 8 件，且调节螺钉贯穿相邻的夹板，锁紧螺母贯穿调节螺钉、另外锁紧螺母与

调节螺钉螺纹相连；第一折叠防护罩位于相邻连接板之间，并与连接板胶连相连；第二折叠防护罩

位于相邻夹板之间，与夹板胶连相连；进气孔位于连接板右端的前端上侧夹板顶部，且进气孔为圆

形通孔；除菌过滤网位于进气孔内部并且与夹板紧配相连；风扇位于连接板左端的前端上侧夹板的

顶部，风扇与夹板螺纹相连。 

其构成主要由 4 个定位销将上固定板和下固定板对位连接而成。上固定板设置上下两个圆形气孔，

一个气孔上安装带电池的排风扇，另外一个气孔安装除菌过滤网，上固定板中心部挖取方形孔并设

置透明盖板，与上固定板转动相连，盖板周围安置密封垫，盖板顶部设有拉钉，方便盖板开合，两

端出入口安装气垫，由气嘴充气与患者肢体紧密接触后在整个装置内形成封闭空间。 

二、使用方法：此装置适合四肢烧伤创面的治疗。首先，根据患者的烧伤部位、面积和肢体的肿胀

程度，调节连接板左右两端夹板的距离，并通过锁紧螺钉将夹板锁紧在连接板上。其次，通过调节

螺钉调节夹板与夹板之间的距离，从而使得该装置能安装在患者肢体上，并通过锁紧螺钉将调节螺

钉锁紧。最后，通过启动风扇，形成空气对流，从而使装置内部通风换气，避免装置内部温度升

高，进而使创面处于恒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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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装置的优点：1.该装置结构简单，功能实用，可代替传统的纱布包扎。2.可避免患处的皮肤

与纱布敷料黏结，并且使患处保持通风及维持恒温。3. 本装置为患者设计了一个肢体恒温无菌

仓，外界空气需经除菌滤网过滤后进入装置，可防止空气中的细菌和灰尘进入封闭空间，从而有效

防止患处二次感染，加快创面愈合。4.本装置设计了透明活动盖板方便随时观察创面情况，并及时

进行创面换药，减少了医护工作量，并提高了护理质量。5.本装置可实现空气的无菌循环对流，在

保证湿度温度的同时，减少了湿疹的发生率。6.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同时也减少了患者的费用。 

总之，本恒温装置，简单实用，既减少了医护工作量和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又提高了患者的舒适

度及创面愈合速度，值得在临床工作中进行推广应用。 

 

 

PO-0248 

滤网器的制作与应用 

 
焦晓春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换药室是外科日常治疗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锈钢碗反复使用消毒，每个换药碗不但要清

洗干净，而且还要擦干。这样，不仅增加了换药室护士的工作量，还浪费了耗材，不锈钢碗中的水

控干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科自行研制开发一种“滤网器装置”为临床工作者提供了方便，现

介绍如下。 

1．材料与制作：见图 1。包括控水装置 1 和导流装置 2，导流装置 2 上设置控水装置 1，导流装置

2 是凹形圆状，导流装置 2 侧面延伸一导流槽 3，控水装置 1 是一圆形，控水装置 1 内设置滤网

4，控水装置 1和导流装置 2的直径相同，控水装置 1和导流装置 2采用 PP材料。 

2．使用方法： 将洗干净的碗口朝下放到控水装置上，碗内残留的水就会通过滤网留到导流装置

内，然后通过导流槽将水排出。 

3．优点：（1）减少了消耗。以往每个换药碗都要用纱布擦干，现在控干就可以了。（2）节约了

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擦换药碗的时间可以合理安排工作。（3）提高了合格率。用纱布擦总

有一些水滴，滤网器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4)方便、实用、易于保存。使用后放到阴凉干燥的地

方，待自然晾干即可，清洁方便，经济实用。总之，这种“ 滤网器”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容易

清洗，节约成本，便于将碗中的水控干，值得推广。 

 

 

PO-0249 

多功能库房整理架的研制与应用 

 
焦晓春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病区库房主要是集专科常备的器材、办公物品、外用药品等的存放地。烧伤科由于急诊患者

多、抢救多，为了保证患者所需用物的及时性，我们在库房会常备所涉及到的仪器、物品、药品

等，以上用物种类多，但病区库房往往都较小，为了充分利用空间，满足存放需求，并能保证各方

面的安全性，库房整理架就显得尤为重要。我科自行研制了一种“多功能库房整理架”为临床工作

者带来了便捷和实用，现介绍如下。 

一、材料与制作 

1.材料：多功能整理架架体选择轻钢龙骨，抽屉和转盘采用不锈钢材料。根据库房的大小可以放多

个多功能整理架。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41 

 

2.制作方法：如图 1 所示，多功能库房整理架，包括架体，其特征在于，架体上设置固定升降装

置，架体背面设置手动绞盘，架体由上框架和下框架构成，上框架的尾部两侧上方设置至少一个的

上滑轮，上框架的尾部两侧下方设置至少一个的下滑轮和至少 

一个的后滑轮，上框架后部设置下转盘，固定升降装置的顶部设置上转盘。所述至少一个的上滑轮

和至少一个的下滑轮分别设置在固定升降装置两侧前面的内壁上，所述至少一个的后滑轮与固定升

降装置两侧后面的内壁相对应，所述手动绞盘通过绞盘相连的钢丝绳与上转盘和下转盘相连接。所

述固定升降装置的前面中间呈开口空缺状，固定升降装置的下端垂直固定在架体上。所述上框架为

L形。最底下是万向轮。 

二、使用方法 

将物品分类放置在整理架上，并有醒目标识和对应的位置。图 5 和图 6 之间按物品设计多个小格

挡，把一类物品按顺序摆放。图 5 上面可以放不常用的物品。需要用 5～6 之间的物品时，可用手

动绞盘把物品摇到合适位置。。 

三、 优点 

1. 一目了然，存取方便，便于清点、检查和计量用物。 

2. 物品摆放整齐，醒目易管理。 

3. 整理架上的物品互不挤压，减少了物资损耗，避免了物品受潮。 

4. 节省了工作人员寻找及盘点物品时间，避免了存取高处用物借助梯子或凳子时的不安全因素，

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安全性。 

5. 库房保持美观、整洁。整理架充分利用库房空间，提高了库房利用率，扩大了库房存储能力。 

总之，这种“多功能库房整理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有效利用了空间，满足了病区的存放需

求，便于临床工作，值得推广。 

 

 

PO-0250 

一例以胸肩峰动脉为蒂的胸大肌肌瓣修复胸部难愈合创面体会 

 
陈建崇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第九五分院（原：南京军区莆田九五医院）,351100 

 

目的 探讨胸部难愈合创面治疗途径 

方法 单纯行胸大肌肌瓣转移覆盖＋局部原位皮瓣转移覆盖术，能完全覆盖创面且不易复发 

结果 胸部创面愈合良好，且不反复破溃或复发 

结论 前胸部创面位近正中区，因钢板及钢钉外露，无法行自体皮移植，若行负压封闭治疗后二期

在肉芽创面上植皮，仍会反复破溃。而且该区皮下组织较薄弱，单纯行局部皮转移修复创面也会因

皮下组织薄弱而出现钢板或钢钉外露，同时皮瓣转移成功后也会出现因乳头移位出现双侧乳房不对

称。所以单纯行胸大肌肌瓣转移覆盖＋局部原位皮瓣转移覆盖术，能完全覆盖创面且不易复发，同

时双侧乳房对称能达到美观效果。 

 

 

PO-0251 

多学科合作在治疗一例复杂车祸伤患者中的护理体会 

 
刘苗苗,周琴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多学科合作在治疗一例复杂车祸伤患者中的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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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组成以烧伤与皮肤外科为主要负责，神经内科、呼吸内科、产科、骨科、疼痛科、心身科、

营养科、康复理疗科等专科协助治疗的多学科合作小组，对我科 2016 年收治的 1 例车祸致妊娠终

止伴多发骨折的患者采用多学科合作的模式进行综合治疗 

结果 经过多学科协作、联合治疗，成功解决了患者存在的跨科护理问题，达到预期治疗效果，患

者康复出院 

结论 采用多学科合作模式综合治疗特殊车祸伤患者是行之有效的，值得临床推广 

  

 

PO-0252 

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面部瘢痕疗效观察 

 
苏新,姚刚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对面部瘢痕治疗的效果，总结治疗经验。 

方法 共 73 例由不同原因所致的面部瘢痕，进行 95 次治疗。清洁瘢痕治疗区后予复方利多卡因乳

膏行表面麻醉 20 至 30 分钟，根据瘢痕的形态选取合适的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模式，间隔 2 月后

随访并行二次治疗，根据瘢痕形态和患者主观意愿，分别行 2-4 次治疗，每次治疗前后根据温哥华

瘢痕量表(Vancouver Scar Scale，VSS)进行评分、数码拍照、疗效判断，记录不良反应等。治疗

后瘢痕治疗区随即予湿润烧伤膏间隔 4-6h涂抹一次，至自行脱痂。 

结果 73 例患者共治疗 95 人次，治疗前 VSS 评分为 6.35±3.51；治疗后 VSS 评分为 3.27±2.0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总有效率 97%；不良反应发生 7人次，经对症处理后均好转。 

结论 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对面部瘢痕治疗效果显著，且安全、副作用小。 

 

 

PO-0253 

LPS 预处理人脐带 MSCs-CM 与阿莫西林联合应用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的结构影响 

 
聂顺义

1,2
,巴特

2
,李华强

1
,张青

1
,王付勇

1
 

1.开封市中心医院（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 

2.内蒙古烧伤研究所（内蒙古包钢医院）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 LPS 预处理 hUCMSC 上清液与阿莫西林对烧伤创面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

活性研究 

方法 （1）选取第 3 代 hUCMSC，4 个 6 孔板，其中 1 个 6 孔板培养基中 LPS 为 100ng/mL，对应培

养后分别提取其上清液用于以下实验。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阿莫西林对照组（对照组）、阿莫西林

+上清液组（上清液组）、阿莫西林+上清液+LL-37 抗体组（抗体组）、阿莫西林+100 ng/mlLPS

预处理上清液组（预处理组）。选取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进行体外增殖培养，于 7、 12、24、

48 h 每组分别抽取 10 个血平板，读取各组阿莫西林 E-Test 药敏试条的 MIC 值。计算后三组各时

间点的阿莫西林的部分抑菌浓度（FIC）指数。（2）同实验（1），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体外增殖

培养 24 h，每组取菌涂片固定，扫描电镜检测 

结果  1.阿莫西林 E-Test 药敏试条：在不同时间点（7、12、24 、48 h），对照组阿莫西林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的 MIC 大于上清液组、抗体组和预处理组（Z 值为 6.609-6.655，P<0.01），抗体组

大于上清液组和预处理组（Z 值为 5.797-6.656，P<0.01），上清液组阿莫西林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 MIC 大于预处理组（Z 值为 5.923-6.656，P<0.01）。2.在 7、12、24、48 h，上清液组、预处

理组阿莫西林的 FIC 指数分别为（0.1711、0.1877、0.2433、0.2395）和（0.0605、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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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01、0.1787），均小于 0.5；抗体组阿莫西林的 FIC 指数为 0.2553、0.2648、0.5307、

0.5380，均小于 1.0。3.扫描电镜结果：对照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排列变得松散，无规律，不能聚

集成葡萄状，细胞间的界限略变模糊，部分胞体间界限明显。上清液组细菌形状无圆形结构，部分

胞体壁、胞膜已经被破坏，可见少量穿膜孔道，细胞壁的降解物多糖类物质在菌体细胞附近聚集，

从而使细胞黏结成团块状。抗体组细菌形状变形，胞壁和胞膜界限敏明显，胞膜凹陷。预处理组胞

膜已经被完全破坏，可见大量穿膜孔道，可见部分细胞崩解 

结论 hUCMSC 上清液联合阿莫西林协同抗菌，可以有效降低阿莫西林用量，中和敲除 LL-37 后，

hUCMSC 上清液的协同抗菌作用明显降低。适宜浓度 LPS 预处理后 hUCMSCs 上清液的协同抗菌作用

增强 

  

 

PO-0254 

1 例氢氟酸烧伤患者的护理 

 
朱明霞,张建芳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目的 探讨氢氟酸烧伤的急救护理与护理，提高氢氟酸烧伤患者的急救成功率，提高氢氟酸烧伤的

护理质量。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氢氟酸烧伤的治疗过程。 

结果 1例烧伤面积 3%患者治愈出院。 

结论 氢氟酸烧伤患者有效的急救，争分夺秒进行急救，警惕患者可能随时发生的低血钙和氟化物

神经毒反应，紧急施救，可提高急救成功率。完善氢氟酸烧伤的护理措施，提高护理质量。保证患

者恢复后的生活。 

 

 

PO-0255 

1 例氢氟酸烧伤患者的护理 

 
朱明霞,张建芳,李萍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目的 探讨氢氟酸烧伤的急救护理与护理，提高氢氟酸烧伤患者的急救成功率，提高氢氟酸烧伤的

护理质量。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氢氟酸烧伤的治疗过程。 

结果 1例烧伤面积 3%患者治愈出院 

结论 氢氟酸烧伤患者有效的急救，争分夺秒进行急救，警惕患者可能随时发生的低血钙和氟化物

神经毒反应，紧急施救，可提高急救成功率。完善氢氟酸烧伤的护理措施，提高护理质量。保证患

者恢复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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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56 

hUCMSCs 上清液与环丙沙星联合抗菌的实验研究 

 
周彪,巴特,屠华雷,聂顺义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内蒙古烧伤研究所）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 hUCMSC上清液与环丙沙星对烧伤创面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作用 

方法 取第 3 代 hUCMSC 细胞进行实验。将细胞分为 0、10、100、1 000 ng/mL LPS 组，添加相应质

量浓度 LPS 培养 6、12、24 h，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液，ELISA 法测定 LL-37 含量。将血平板分为环

丙沙星对照组（A 组）、环丙沙星+上清液组（B 组）、环丙沙星+上清液+LL-37 抗体组（C 组）。A

组为生理盐水菌液，B 组用生理盐水菌液+2 倍体积培养上清液配制菌液，C 组用生理盐水菌液+2 倍

培养上清液+中和上清液中 LL-37 所需的抗体配制菌液。培养 12、24、48 h 时每组取 10 个血平

板，观察各组血平板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菌落分布情况及环丙沙星的抑菌环大小，读取各组环丙沙

星 E-Test 药敏试条的 MIC。计算 B 组和 C 组培养 12、24、48 h 的 hUCMSC 培养上清液的部分抑菌

浓度（FIC）指数 

结果 （1）培养各时相点，10、100、1 000 ng/mL LPS 组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LL-37 含量均较 0 

ng/mL LPS 组高；各 LPS 组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LL-37 含量：1 000 ng/mL 组>100 ng/mL 组>10 

ng/mL 组。（2）培养 12、24、48 h，3 组血平板中细菌菌落逐渐融合。A 组培养 12、24、48 h 环

丙沙星的抑菌环变化不大，分别为 26、24、23 mm。B 组、C 组培养 12、24、48 h 环丙沙星的抑菌

环大小分别为 82、71、68 mm 和 74、59、56 mm，培养 12 h 时环丙沙星的抑菌环均大于培养 24 h

时，培养 24 h 时环丙沙星的抑菌环与培养 48 h 的接近。（3）培养各时相点，金黄色葡萄球菌 E-

Test 药敏试条 MICA 组>B 组>C 组（4）B 组培养 12、24、48 h hUCMSC 培养上清液的 FIC 指数分别

为 0.011、0.032、0.032，C 组培养 12、24、48 h hUCMSC 培养上清液的 FIC 指数分别为 0.122、

0.350、0.350 

结论 hUCMSC 能够分泌 LL-37 且分泌水平随着 LPS 适宜质量浓度的增大及刺激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

加。hUCMSC 上清液联合环丙沙星抗菌，可以有效降低环丙沙星用量，中和敲除 LL-37 后，hUCMSC

上清液的协同抗菌作用降低，hUCMSC上清液中还有其他生物活性物质参与抗菌作用 

  

 

PO-0257 

TNF-α 预处理人脐带 MSCs 的条培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 

凋亡的影响 

 
聂顺义

1,2
,巴特

2
,李华强

1
 

1.开封市中心医院（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 

2.内蒙古包钢医院（内蒙古烧伤研究所） 

 

目的 探讨 100 ng/mL TNF-α 预处理 hUCMSC 的条件培养基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增殖、

凋亡的影响 

方法 将 HUVEC 分为对照组（A 组）、条件培养基组（B 组）和预处理条件培养基组（C 组）。使用

100 ng/mL TNF-α 的内皮细胞培养基刺激 HUVEC 12 h 后，3 组更换为对应培养基。MTT 法测定

HUVEC 的增殖活性，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的增殖周期，AO-EB 染色和流式细胞仪定性、定量检测

细胞的凋亡情况 

结果 MTT 的检测结果，在培养 24、48 和 72 h，A 组细胞的吸光度值是 0.51、043、0.32，B 组和

C 组吸光度值是 0.56、051、0.45 和 0.59、0.56、0.52；在各个时间点上,各组细胞的增殖量：

C>B>A。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增殖周期（G2/M+S 期）结果：在培养 24、48 和 72 h，A 组细胞处于

G2/M+S 期的比例是(22.34±1.03)、(10.66±1.07)、(9.58±0.82)，而 B 组和 C 组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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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5±1.85) 、 (18.59±1.48) 、 (13.02±1.91) 和 (31.17±1.29) 、 (22.44±2.28) 、

(16.28±1.11)；在各个时间点上，各处于 G2/M+S 期的比例：C>B>A。流式细胞仪定性检测结果：

在培养 24、48 和 72 h，A 组细胞的凋亡率是(18.95±1.01)、(16.66±1.51)、(11.37±1.01)，

而 B 组 和 C 组 分别是 (12.04±1.13) 、 (10.88±1.39) 、 (6.88±1.63) 和 (8.16±1.44) 、

(6.97±1.34)、(2.97±1.44)；各个时间点上,各组细胞的凋亡率：A>B>C。AO-EB 定性检测细胞凋

亡的结果与流式定量检测的结果趋势类似 

结论 TNF-α 预处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条件培养基可发挥显著促进 HUVEC 的增殖和抑制 HUVEC

凋亡的作用 

  

 

PO-0258 

烧伤患者全麻术中低体温变化和调控的相关性研究 

 
程沙沙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烧伤患者全麻术中体温变化的影响因素 

方法 对 100 例烧伤患者随机分为保温组与对照组，分别测定麻醉开始时、麻醉后 30min、麻醉后

60min 的体温，保温组分别为（36.3±0.1）℃、（37.3±0.1）℃、（37.5±0.1）℃；对照组分

别为（36.2±0.1）℃、（37.0±0.2）℃、（36.5±0.3）℃(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

影响体温变化相关因素。 

结果 烧伤患者术中和术后易发生低体温情况。其发生与患者全身麻醉术中输血输液，手术室环境

温度和湿度、患者年龄、患者基础代谢率、手术时间因素存在相关关系。 

结论 护士应掌握低体温的影响因素及并发机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加强术中术后体温护理，

提高患者救治率。 

 

 

PO-0259 

一种适用于婴幼儿使用的输液器专用分级调速装置在烧伤手术中

应用的效果观察及护理 

 
程沙沙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本次研究主要探讨分析在烧伤手术中对婴幼儿采用输液器专用分级调速装置，对输液速度及

输液滴速准确控制的护理效果及护理策略。 

方法 研究范围限定在本科室手术治疗的 1-3 岁烧伤、烫伤及瘢痕的婴幼儿患者当中，样本 84 例婴

幼儿烧伤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42 例和对照组 42 例。实验组采用常规护理联合输液器专用分级调

速装置控制干预，对照组采取常规输液护理干预，将两组的输液安全影响与输液不良反应发生率作

为对比依据。 

结果 实验组的输液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结论 婴幼儿专用分级调速装置能准确控制输液速度和滴速，降低烧伤患儿术中输液不良反应发生

率，保证输液安全，可作为烧伤手术临床首选护理干预方法推广。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46 

 

PO-0260 

一例大面积烧伤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的护理 

 
吴彬,张建芳,苏蓉,李苏影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所引起的溶血性贫血的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患者的整个病程，并发现其中针对性的护理干预。 

结果 大面积烧伤患者可能会产生应激性的自身免疫性溶血，及时发现溶血的一系类临床表现，进

行输血治疗，同时预防感染，进行饮食宣教，精细化护理对治疗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溶血有很大的意

义。 

结论 大面积烧伤患者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是比较罕见的，突发自身免疫性溶血最为重要的是输血

治疗以及预防感染，做好消毒隔离，尽早封闭创面；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做出相应的措施及时纠正

患者溶血的情况；同时做好饮食指导，保证患者充足的营养；心理护理，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

信心，更加有利于治疗。因此，大面积烧伤患者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进行护

理。 

 

 

PO-0261 

1 例Ⅲ度头面部烧伤的护理体会 

 
金林芳,张建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目的 探讨促进Ⅲ度头面部烧伤患者创面精细化的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苏州市立医院（北区）烧伤整形科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1 例全身甲苯火烧伤 98%

患者头面部护理的过程，总结Ⅲ度头面部烧伤的特点以及临床护理体会。 

结果 进一步加深对头面部Ⅲ度烧伤的认识，针对该患者采取精心的临床护理后，患者并未发生明

显并发症，早期痊愈出院。 

结论 头面部创面的愈合过程，占据着全身创面封闭愈合的重要地位。采取合理有效的护理干预可

以提高明显Ⅲ度头面部烧伤患者的早期治愈率，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缩短封闭创面的时间，减轻

患者痛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PO-0262 

负压封闭吸引合并湿性愈合治疗中期妊娠患者腹部感染创面 

 
童翠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报道 1 例中期妊娠患者阑尾炎探查术后伤口感染裂开的护理体会。此患者孕 24 周，以“急性

阑尾炎”探查术后 15 天，术后 7 天拆线，伤口开裂未愈就诊，伤口大小为 7.5cm×3cm，有大量、

黄色、脓性渗出，伤口基底为 25%黄色组织+75%红色组织，多学科及医护详细全面的评估患者全身

及局部情况，合适选用密闭负压吸引进行伤口治疗，伤口造口治疗师选择合适的新型敷料控制感

染、管理渗液、保护周围皮肤；治疗 33天完全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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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63 

自制压力面罩联合蝴蝶架治疗面部烧伤瘢痕的疗效观察 

 
朱婵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观察自制压力面罩联合蝴蝶架治疗面部烧伤瘢痕的疗效 

方法 对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烧伤深度在浅Ⅱ°-Ⅲ°的 29 例面部烧伤患者,根据患者意愿分

为联合治疗组和压力面罩治疗组，于换药自愈或植皮术拆线后 1 周开始治疗。压力面罩为我科自

制，先对患者头面部进行测量，成人以 10%的缩率、儿童以 5%的缩率进行计算，绘制图纸后剪裁缝

制，在患者试戴时描绘眼耳鼻嘴的位置并挖孔释放压力。压力面罩除洗脸、洗澡时间外，余 23 小

时佩戴。自制蝴蝶架采用 1.6cm 厚度无孔低温热塑板材制作。依照患者额部、眼周、双侧颧颊部、

鼻及鼻周范围大小及形状绘制图纸，按照图纸形状裁取合适的低温热塑板材，板材放入热水软化后

贴敷于患者面部正中进行塑形，待板材冷却变硬取下修改细节。自制蝴蝶架衬于压力面罩内，佩戴

2-4 小时取下休息 1-2 小时，循环使用。联合治疗组联合应用自制压力面罩和蝴蝶架治疗；压力面

罩治疗组仅采用压力面罩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及 1 年后，应用温哥华量

表对患脸瘢痕进行评定，观察两组患者面部瘢痕的改善情况，采用 SPSS2.0 系统对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对治疗前、治疗 3 个月、6 个月及伤后 1 年面部瘢痕情况应用温哥华量表进行评定，治疗 3

月后瘢痕质地柔软、鲜红色变为暗红色； 6 个月后瘢痕颜色变浅、厚度变薄，条索状瘢痕不明

显，面部器官位置正常；1年后瘢痕颜色稍暗于正常皮肤，表面平坦、柔软，无疼痛、瘙痒症状。 

结论 自制蝴蝶架可有效补充眼、鼻周围的压力，对凹陷和突出的面部器官处瘢痕实施有效压迫，

联合使用相较于单纯使用压力面罩更有助于烧伤后面部瘢痕的尽快成熟，有效控制瘢痕对面部器官

的牵拉，可明显改善瘢痕的柔软度及厚度。 

  

 

PO-0264 

富血小板血浆治疗难愈性创面的临床研究 

 
陈健 

莆田市第一医院,351100 

 

目的 探讨富血小板血浆治疗难愈性创面的疗效和特点。 

方法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2 月 26 例难愈性创面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其中观察组 12 例，对照

组 14 例。全部病例均给予手术彻底清创，清除坏死及不健康的肉芽组织，对照组术后按常规换

药，观察组在常规处理基础上进行自体 PRP创口内注射。 

结果 26 例患者均获随访，时间 3~6 个月，平均 5 个月。观察组患者目测类比疼痛（VAS）评分和

温哥华瘢痕量表（VSS）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 。观察组患者创面愈合率高于对照组（ P＜

0.05） 。 观察组患者愈合时间少于对照组（ P＜0.05） 。观察组患者治愈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 P＜0.05）。 

结论 应用富血小板血浆联合清创术治疗难愈性创面疗效确切，大幅度缩短了疗程，降低了手术创

伤，无明显不良反应，而且降低了治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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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65 

背阔肌皮瓣在上肢严重组织缺损的临床应用 

 
黄永新 

莆田市第一医院,351100 

 

目的 探讨背阔肌肌皮瓣在上肢严重组织缺损的临床应用。 

  

方法 笔者单位自 2010 年 5 月起，用带蒂背阔肌肌皮瓣修复上肢皮肤肌肉缺损 14 例，术中同时重

建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功能；皮瓣切取面积为 7cm×20cm～13cm×34cm。 

  

结果 所有的皮瓣全部存活，3 例肌力恢复至 M4，9 例恢复到 M3，随访 2～6 年，皮瓣外形练好，功

能均达到重建。 

  

结论 结论  背阔肌肌皮瓣能有效地覆盖上肢大面积复合组织缺损的创面，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其重建上肢功能的优点，也是许多其他皮瓣无可替代，可有效地缩短治疗周期，降低二期手术

的难度及概率，缩短住院时间，减少治疗费用，是修复上肢严重组织缺损的较佳方法。 

  

 

 

 

PO-0266 

严重痛风合并大面积肢体坏死性筋膜炎的治疗体会 

 
吴起,杨磊,李志清,温皇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一例严重痛风合并大面积肢体坏死性筋膜炎的治疗体会，总结有关于坏死性筋膜炎的临

床诊断及治疗 

方法 患者男性，44 岁，因“反复关节肿痛 13 年，加重伴右下肢水肿 1 月余”入院。患者既往有

痛风病史，一直口服药物治疗，但血尿酸水平控制不理想。入院后急诊行手术切开引流并清创探

查：清除坏死组织及脓液后，以双氧水及洗必泰液冲洗创面，再予以持续负压吸引治疗联合使用庆

大霉素冲洗创面。两周后拆除负压吸引装置，行手术直接缝合封闭右下肢创面。 

结果 术后 14d术区拆线出院。密切随访 3个月，患者右下肢伤口愈合良好。 

结论 坏死性筋膜炎起病较急，好发于下肢，早期应给予足量、广谱、高效的抗生素；彻底的清创

手术是治疗的关键，结合负压封闭吸引治疗可更好的清除创面坏死组织，提高救治成功率。 

 

 

PO-0267 

肘窝部不同类型瘢痕整复方法的探讨 

 
佟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总结肘窝部瘢痕的整复方法,探讨肘部瘢痕不同类型（增生型 挛缩型）的最佳修复手术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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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我科收治因热液烫伤、火焰烧伤、化学烧伤、电击伤、热压

伤等导致肘窝部畸形瘢痕的患者共计 195 例,其中增生型 91 例,萎缩型 104 例。包括行 Z 字成形及

其类似手术 18 例（增生型 6 例， 挛缩型 12 例）, 行单纯邻近皮瓣修复术 7 例（增生型 2 例， 挛

缩型 5 例）,行皮肤预扩张邻位皮瓣修复术 57 例（增生型 10 例， 挛缩型 47 例）,皮肤预扩张断层

皮片移植术 3 例（增生型 1 例， 挛缩型 2 例），行断层皮片移植术 110 例（增生型 73 例， 挛缩

型 37 例）。统计患者年龄、手术时程、供皮区情况、松解后面积、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皮肤

颜色、随访等数据进行描述性比较。对于不同瘢痕类型所用手术方式，采取两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

检验,比较不同瘢痕类型、患者年龄及瘢痕松解后创面面积对手术方法选择的影响。 

结果  Z 字成形及类似手术 18 例,术后创面均一期愈合,手术效果满意。单纯邻近皮瓣修复术 7 例,

术后皮瓣均成活,效果满意。皮肤预扩张邻位皮瓣修复术的 57 例患者,其中 3 例邻近皮瓣术后出现

远端部分血运障碍，换药后创面愈合。预扩张过程中，未出现囊破裂、注射壶或扩张囊外露，其中

瘢痕切口感染 2 例，换药后愈合继续扩张。皮肤预扩张断层皮片移植术 3 例,术后皮片均成活,供皮

区扩创面积小，效果满意。断层皮片术 110 例,部分皮片坏死 15 例，供皮区感染 2 例，供皮区瘢痕

明显增生 34 例。 195 例肘窝部瘢痕畸形病例 ,瘢痕松解后创面面积(S)≤0.5%TBSA 者占

25.80%,0.5%TBSAS≤1%者占 31.08%,1%TBSAS≤2%者占 37.69%,S2%者占 5.43%。对比以上五种手术

方式的患者年龄、不同的瘢痕类型及瘢痕松解后创面面积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针对不同瘢痕类型选择最佳的手术方式,需综合患者年龄、瘢痕增生或挛缩程度、瘢痕松解后

创面面积大小及皮肤本身情况等综合来决策。断层皮片移植术仍是占瘢痕整复的主导地位, 年龄较

小、瘢痕面积较大或需尽早矫正畸形的患者，可采用此种手术方式解决。若患者年龄小、有良好的

供瓣区、可以耐受皮肤预扩张的患者，以皮肤预扩张的整复畸形为首选方法。 

肘窝部瘢痕整复，根据不同瘢痕类型，应以期达到满意的功能重建和外观重建相结合的理念选择手

术方式。 

  

 

PO-0268 

微动力负压引流技术在烧伤深度创面应用的临床分析 

 
苏海涛,李宗瑜,李宜姝,朱应来,吕茁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微动力负压是利用护创海绵特有的快速吸收大量渗液的特性，以半透膜密封后所形成的表面

张力、出现局部微负压，达到引流、促进肉芽生长的目的，我们通过 16 例在电烧伤、热压伤等深

度创面的应用，比较分析微动力负压引流技术修复烧伤深度创面的优缺点。 

方法 选择烧伤总面积 TBSA≤30%，年龄 18 岁-60 岁之间；高压电烧伤及热压伤三四度创面各 48

例，采用随机、单盲、病人自身对照的临床研究方法，将病人随机分为微动力负压组、VSD 负压引

流组及对照组，每组 16 例，三组病人均早期（伤后 3-7 天）麻醉下行深度创面扩创，微动力负压

组依据创面大小覆盖微动力负压材料，半透膜密封，根据材料膨胀情况及密封完好情况，2-3 天更

换一次；VSD 负压引流组依据创面大小覆盖负压引流材料，半透膜密封，持续负压引流，5-7 天更

换一次；对照组应用磺胺嘧啶银乳膏，凡士林油纱填塞术区创面，隔日换药一次。三组病例均经资

深医师单盲下判断植皮时机，最后行植皮封创。观察指标：1、观察创面愈合率和愈合时间 2、观

察每组病例感染的发生情况；3、观察三组创面治疗费用的对比。 

结果 三组创面的愈合时间：微动力负压引流组为 28.75±2.37 天、VSD 负压引流组为 30.27±0.43

天、对照组为 42.09±1.35 天，微动力负压组与 VSD 负压引流组愈合时间两组比较差别无显著意义

（P>0.05）；两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别均有显著意义（P<0.01）。微动力负压组创面洁净，细菌检出

少，16 例病例无感染发生，细菌检出 2 例，微动力负压组治疗费用：22000±1300 元；VSD 负压引

流组治疗费用：35000+2200 元；对照组治疗费用；18000+1200 元，费用包括手术、麻醉及换药材

料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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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高压电烧伤及热压伤深度创面利用微动力负压引流护创敷料的治疗作用，可以缩短创面愈合

时间，减少创面感染发生率，同时比目前广泛应用的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费用低廉等优点，但也存在

引流效果差，微动力负压不确切、需要及时更换、患者有疼痛感等缺点。 

  

 

PO-0269 

高压电烧伤骨坏死创面应用负压引流后植皮修复病例分享与 

经验总结 

 
苏海涛,李宗瑜,李宜姝,朱应来,吕茁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通过在高压电烧伤骨坏死创面应用负压引流后植皮病例的观察，总结该方法的利弊。 

方法 选择本单位住院的烧伤病人 24 例，纳入标准为年龄 18-60 岁，男女不限，烧伤总面积小于或

等于 30%，有Ⅳ°创面深达骨质，无严重复合伤及既往疾病，有伤后早期行手术治疗条件的病人，

其中男 21 例、女 3 例，双足部位共 19 例，膝关节 2例，前臂 2 例，小腿 1例。麻醉下创面常规行

扩创手术，有骨质破坏的以咬骨钳咬除骨皮质至骨松质有出血为止，磨平毛糙创面，冲洗、止血，

以 VSD 材料覆盖术区，半透膜密封后行负压引流，于术后 5-7 日拆除负压引流检视创面肉芽生长情

况，必要时再次扩创，咬除残留的坏死骨皮质，再次行负压封闭引流，共约行 2-3 负压后，以电动

取皮刀取大腿中厚皮移植，加压包扎，术后 5-7天检创，1-2年随访。 

结果 24 例病人中仅有 1 例植皮部分未成活，后经换药后愈合，其余 23 例植皮均成活；创面愈合

时间为 19.87±4.96 天；1-2年随访无破溃、骨髓炎等情况发生。 

结论 高压电烧伤骨坏死创面应用负压引流后植皮，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修复方式。  

 

 

PO-0270 

外科整形美容缝合技术的细节及改进 

 
舒茂国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获得并推介一种可以有效预防增生性瘢痕产生、促进伤口愈合的新型伤口缝合技术。 

方法 我们从 2001 年起常规采用梯形的伤口切除技术结合改良的埋没垂直褥式缝合技术应用于普通

伤口及张力伤口的缝合，经过长期的多中心的对比研究，设计在同一个病人身上与常规的切除、缝

合技术进行比较。 

结果 梯形切除术和改良的埋没垂直褥式缝合技术两项技术结合可以使切缘得到确切的减张效果，

切缘对合良好，获得良好的外翻，最少的真皮内异物存留。通过与常规的切除、缝合技术进行比

较，我们改良的技术在同一个病人身上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该皮下缝合技术已经在国内产科、骨科

以及整形外科获得大范围的推广、获得各位外科同仁的认可，经与日本整形外科学界的交流对比，

获得异国同行的高度认可。 

结论 梯形的切口结合我们的改良垂直褥式埋没缝合技术能够预防增生性瘢痕的形成，是预防伤口

瘢痕形成最重要的一步外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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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1 

eIF6 调控 β-catenin 蛋白的实验研究 

 
谭江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 eIF6对β-catenin蛋白调控机制。 

方法 利用 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转染 pCMV-tag3B/ eIF6 目的载体和 pCMV-tag3B 对照载体

后，在 LiCL 刺激下 β-catenin 的表达变化。同时利用双报告基因检测技术检测 TOPflash 活性，

利用细胞免疫荧光化学技术检测 β-catenin在胞浆和胞核的分布变化。 

结果 eIF6 转染 A549 细胞后，不仅抑制了 β-catenin 蛋白的表达，抑制了 TOPflash 的活性，并

且还抑制了 LiCL诱导的β-catenin 核转位。 

结论 通过本项研究证明了 eIF6 具有抑制 β-catenin 及其下游信号通路的作用，为进一步探讨

EIF6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PO-0272 

HPCL 和 iTRAQ 技术对正常皮肤和增生性瘢痕差异性蛋白的研究 

 
谭江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正常皮肤和增生性瘢痕组织中蛋白质的差异性表达，从蛋白质水平上探讨增生性瘢痕形

成的本质。 

方法 通过 HPCL 和 iTRAQ 方法检测增生性瘢痕组织及其同体对照正常皮肤组织经过胶内酶解后的肽

指纹图谱，查询 ProteinPilot数据库。 

结果 获得了分辨率和重复性均较好的肽指纹图谱，共筛选出 24 个差异性蛋白，这些蛋白包括细胞

骨架蛋白、热休克蛋白、信号转导相关蛋白、核糖体相关蛋白等。 

结论 通过本项研究初步建立了增生性瘢痕和正常皮肤的差异性蛋白表达谱，为增生性瘢痕的分子

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 

 

 

PO-0273 

烧伤患者输血治疗标准化的思考与实践 

 
陈郑礼

1
,金剑

1,2
,姜玉

1
,马兵

1
,夏照帆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2.中国人民解放军 92858 部队岸勤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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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4 

3-D wound scanner: a novel, effective, reliable, and 

convenient tool for measuring scar area 

 
Jian Jin

1,2
,Haihang Li

1
,Zhengli Chen

1
,Jiajun Sheng

1
,Tong Liu

1
,Bing Ma

1
,Shihui Zhu

1
,Zhaofan Xia

1
 

1.Changhai Hospital ， the Naval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92858 Hospital of PLA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 three-dimensional (3-D) wound 

scanner could be used to measure the area of scars. 

Methods Scar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using flesh-colored, brown-colored (simulating 

hyperpigmented scars), orange-colored (simulating scars with obvious vascularization), 

and white-colored (simulating hypopigmented scars) plasticine. Each colored plasticine 

was used to construct scar models with regular and irregular base surfaces (four each). 

Two human models were selected to simulate patients with scars, and the scar models 

were placed on the right cheek, right lower jaw-neck, right ulnar forearm, anterior 

tibial region of the right calf, and at the back of these human models for scar area 

measurement. Two experimenters separately measured the scar area vertically using the 

profile method, pixel method, and 3-D wound scanner. Each experimenter measured the 

scar area thrice. 

Results Regarding accurac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ata and 

standard value of various measurement methods (P<0.05); however, the ratio of the data 

and standard value using the 3-D wound scanner was 0.982, which was the closest to 1, 

and showed the lowes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Regarding correlation, Spearman’s 

coefficient using the 3-D wound scanner was 0.992, showing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With respect to inter-experimenter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retesting, each 

Cronbach’s coefficient of the 3-D wound scanner between the two experimenters 

was >0.90, showing high reliability; thus,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clinical 

measurement. The 3-D wound scanner took an average time of 38.87±3.45 seconds for 

measurement,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compared that for other methods. 

Conclusions  The 3-D wound scanner showed greater accuracy and correlation, and a 

shorter measurement time, compared with other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inter-

experimenter reliability and retesting stability of the 3-D wound scanner also 

fulfilled the requirements for clinical measurement.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53 

 

PO-0275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early photobiomodulation therapy 

on the zones of stasis in burns: an experimental rat 

model study 

 
Jian Jin

1,2
,Xingfeng Zheng

1
,Fang He

1
,Yongcun Zhang

1
,Hao Zhou

1
,Pengfei Luo

1
,Xiaoyan Hu

1
,Zhaofan Xia

1
 

1.Changhai Hospital ， the Naval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92858 Hospital of PLA of PLA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hotobiomodulation therapy  in 

preventing zones of stasis in burn wounds. 

Methods We hypothesized that photobiomodulation therapy could promote tissue formation 

and release of nitric oxide (NO) through a photochemical reaction, and reduce local 

inflammatory responses, thereby dilating local microvessels, reducing necrosis and 

apoptosis. Thirt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CG) and laser groups (LG) 

(15 per group). The zone of stasis was formed by applying a hot brass comb to the skin 

resulting in 4 rectangular burns separated by 3 unburned interspaces. The left side 

was laser wound (LW), while the right side contained the shielded wound (SW). The LW 

in the LG were immediately subjected to photobiomodulation therapy, followed by once-

daily 30-min local photobiomodulation therapy sessions. Skin ultrasound and Doppler 

angiography analys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tatuses of the zones of stasis at 1, 

24, and 96 hours after injury and calculate the proportions of necrosis in these areas. 

Harvested burn wound tissue was subjected to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and HMGB1, 

caspase 3, and thrombomodulin (TM)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the contents of NO and 

TNF-α were measured in stasis tissue.  

Results At 96 hours after injury, the proportion of necrosis in the stasis of LWs of 

LG differed significantly to others. TM, HMGB1, and caspase 3  immunohistochemistry 

revealed significantly lower positive staining rates in the LW of LG rats relative to 

other burn wounds at 96 h (p <0.05 for all),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ly higher skin 
blood flow relative to the SW and all CG burn wounds (p <0.05). The NO content in the 
stasis are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LW of LG, compared to other wounds, at 24 

and 96 hours after injury (p <0.05). The TNF-α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LW of LG than in other wounds at 96 h (p <0.05).  

Conclusions Early, local photobiomodulation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ameliorate injury 

progression in the zone of stasis. However, these beneficial effects are limited to 

the directly irradiated sites, with no systemic effects. 

 

 

PO-0276 

一例严重多发伤并发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救治 

 
苏建东 

苏州市立医院,215000 

 

目的 本文通过一例车祸伤后复合组织损伤延迟修复导致感染性休克患者的成功救治，探讨严重创

伤合并复合组织损伤早期修复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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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我院救治的一例车祸伤，合并有颅脑外伤、昏迷、多发骨折、双下肢碾压伤，在外院治疗

3 月后，因出现广泛坏死性筋膜炎、感染性休克转入我院，在积极抗休克抗感染同时，予反复扩

创，清除坏死筋膜、筋膜、肌肉，创面及早采用多种烧伤专科修复技术，尽快封闭了创面。 

结果 患者成功救治。 

结论 严重的复合组织损伤，早期急救以挽救生命为主，止血抗休克，循环呼吸支持，主要脏器功

能保护。 急诊手术尽快进行主要受损脏器的控制性外科手术治疗。尽早进行危及生命的多发伤处

理，坏死组织清除、肌膜筋膜切开减张、间生态组织的保护，扩创及深部组织的修复，骨关节、肌

肉肌腱、血管神经、皮肤软组织等修复。 

 

 

PO-0277 

脓毒症时膜糖蛋白活化、HS1 磷酸化与血小板功能异常 

 
孙炳伟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原: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215000 

 

脓毒症(Sepsis) 是严重创伤、休克及感染后常见的并发症, 进一步发展可导致脓毒性休克、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即便在基础与临床医学研究及重症监护手段高度发展的现代，临床

治疗仍然收效甚微，死亡率居高不下！分析表明，全世界 10％ 的死亡患者与脓毒症密切相关。由

于脓毒症的病理过程极其复杂，只有致力于阐明其确切的病理生理机制，寻找新的、有效的治疗靶

点，才有希望逐步解决目前临床脓毒症防治的重重困难。在脓毒症复杂的发病机制中，凝血系统紊

乱是死亡率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脓毒症是炎症反应和凝血活化的重要刺激因素，凝血活化和炎症

反应之间存在明显的交叉反应。炎症通过诱导组织因子（TF）和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白细胞黏附分子

的表达，减少纤维蛋白溶解，抑制抗凝系统促进凝血；凝血酶又可刺激炎症反应发生。现在认为脓

毒症早期以 TNF-a 增高、凝血和纤溶激活为特征。脓毒症时产生的多种促炎症因子如 TNF-a、IL-1

及 IL-6 等可引起并加重高凝。细胞因子增高后可见凝血酶生成的标志物和纤维蛋白原转变为纤维

蛋白的标志物显著升高，提示凝血酶生成增加，凝血系统经细胞因子介导而活化。反之，凝血酶、

因子 Xa、纤维蛋白等凝血因子又可通过刺激单核细胞、内皮细胞释放 TNF-a、IL-1 及 IL-6 等促进

炎症反应发生。因此，凝血活化与细胞因子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在研究脓毒症的病理生理及治疗

时，必须高度重视凝血系统紊乱问题和抗凝策略。因此，研究血小板重要的膜糖蛋白及其调节因子

的功能，是探索血小板活化干预措施、有效阻断脓毒症时凝血系统活化的重要环节。本文对脓毒症

时血小板活化重要的膜糖蛋白及其下游关键信号分子 HS1的变化极其相关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PO-0278 

电烧伤病人临床流行病分析 

 
陈浩杰,朱维平 

上海电力医院,200000 

 

目的 我科自 2006 年至 2015 年间共收治电烧伤病人 1087 例，我们对这组电烧伤病人的人员年龄、

结构、职业分布、致伤电压与职业关系、治疗以及预后等资料进行了回顾性的临床分析，以便总结

经验，有利于今后的救治与防护工作，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方法 男性 1041例，占总数的 95.77%，女性 46 例，占 4.23%。年龄最大者 76 岁，最小 2岁。死亡

2人。 

结果 1、一般资料分析： 

1.1 从性别和年龄方面来看，本组病人以青壮年为主，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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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从本组病人的职业来看，有工人、农民、军人、干部、技术人员、教师和学生等。如按专业程

度划分，则专业人员（包括电业职工、专业电工）有 544 人，占 50.05%；非专业人员有 543 人，

占 49.95%。非专业人员中有 285 人，占 26.22%，系因生活原因，如家用电路漏电、电器损坏、钓

鱼、儿童顽皮、线路掉落等意外而受伤。 

1.3 本组病人中高压电烧伤为 476 人，占 43.79%，其中以 10000 伏最多；低压电烧伤为 611 人，占

56.21%，多见的是 380 伏。这与我国目前运行的电力线路发布相吻合。受伤的最高电压为 50 万

伏，最低电压为 24伏。 

1.4 致伤部位以四肢，特别是上肢最为多见
[2]
。由于电烧伤特别是高压电烧伤多有电流进出口，故

由上肢入，下肢出这类回路所致的电烧伤最普遍，且均为电接触烧伤。头、面、颈部和躯干的电烧

伤常为四肢电接触烧伤时伴随的放电、拉弧所致的电弧伤。但个别病人也有头、面、颈部为进出口

的电接触烧伤。 

结论 电流造成人体的损伤总称为电损伤，也有人称为电击伤、电接触伤、触电等。电损伤最显著

的特征是人体皮肤、皮下组织、深层肌肉、血管、神经、骨关节以及内脏等组织因热效应造成广泛

深在的烧伤，因此也称为电烧伤。电烧伤是一种立体型的损伤，较火烧伤而言，它对深部组织的破

坏更严重
[1]
。特别是高压电烧伤，往往造成病人整个肢体的毁损，从而导致病人残疾。即便是通过

积极治疗使一部分病人侥幸保存了肢体，常因神经、肌腱和骨关节的损伤而遗留严重的功能障碍。

由于电烧伤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使得其治疗相当困难。 

  

 

PO-0279 

靶向细菌表面负电荷的多功能磁性纳米探针 

 
钟陈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细菌带电现象一直被认为与细菌的染色反应、凝集反应、抑菌和杀菌作用有密切关系。在中

性或弱碱性环境中，细菌的等电点低，导致细菌表面均带负电荷，本研究设计一种表面带有不同电

荷的超顺磁性荧光纳米探针，研究其在探测细菌中的作用。 

方法 制备以 Fe3O4为核，表面包被 SiO2和异硫氰酸罗丹明红色荧光物质，成为带负电荷的磁性红色

荧光纳米材料；另外，外围再予 PEI（分枝状聚乙烯亚胺）修饰后成为带正电的磁性红色荧光纳米

探针。培养临床常见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的标准菌株或临床菌株，采用浓度为 10
4
CFU/ml 的对数

生长期细菌进行实验。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纳米探针，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探针的靶向情况。同

时，采用磁富集方法收集纳米探针-细菌复合物后涂板培养观察细菌量及生长情况。 

结果 在实验所用的浓度和观察时间范围内，镜下见正电荷纳米探针的运动较负电荷纳米材料增

多，且运动幅度与细菌性质相关。磁富集培养发现，正电荷纳米探针结合细菌较负电荷纳米材料增

多，但由于 SiO2壳的吸附能力较强，负电荷纳米材料也有结合细菌生长。 

结论 本研究初步证实细菌带电现象与细菌的结合作用有密切关系，但为提高细菌识别的特异性，

还需进一步增加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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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0 

外周血 T 淋巴细胞计数在烧伤患者血流感染风险及预后中的 

临床意义 

 
周俊峄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T 淋巴细胞对于获得性免疫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烧伤患者由于骨髓功能抑制，导致其 T 淋巴

细胞生成及功能均受到影响。分析烧伤患者外周血 T 淋巴计数，对于预测其感染风险及预后可能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西南医院烧伤科 2015 年至 2017 年烧伤患者入院 48 小时及发生血流感染时的外

周血 CD3
+
T细胞、CD4

+
Th细胞及 CD8

+
CTL细胞计数，与临床血流感染及患者预后的关系。 

结果 研究共纳入 239 例烧伤患者。患者外周血 CD3
+
T 细胞、CD4

+
Th 细胞及 CD8

+
CTL 细胞计数水平均

低于正常参考值（中位值分别为 692/μl、344/μl 与 363/μl）。死亡组患者与未死亡患者相

比，其入院 48 小时的外周血 CD3
+
T 细胞（中位值 544/ul v.s. 712/ul，p=0.037）明显降低、

CD4
+
Th 细胞及 CD8

+
CTL 计数有降低趋势。烧伤患者发生细菌菌血症时，其外周血 T 细胞计数无明显

降低。但发生真菌菌血症时，其外周血 CD3
+
T 细胞、CD4

+
Th 细胞计数均明细降低（520/μl、

282/μl，p=0.001与 0.041），CD4
+
/CD8

+
细胞比值无显著差异。 

结论 外周血 T 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与烧伤患者真菌菌血症及预后存在相关性，可作为烧伤患者真菌

感染风险及烧伤严重程度判断的重要指标。 

 

 

PO-0281 

重症烧伤患者念珠菌血症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的回顾性临床研究 

 
周俊峄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念珠菌感染是重症烧伤患者真菌感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拟分析重症烧伤患者中念珠菌

血症的流行病学及其相关危险因素，从而提高重症烧伤患者念珠菌血症的治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西南医院烧伤科 2012 年至 2017 年烧伤 ICU 中大面积（≥40%TBSA）烧伤患者念

珠菌血症的临床资料，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了念珠菌血症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研究共纳入 410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其中 39 人确诊为念珠菌血症。6 年间念珠菌血症的总发

病率为 9.51%，且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8.33%至 17.54%）。念珠菌血症的主要致病菌为：近平

滑念珠菌（28.21%）、热带念珠菌(15.38%)及白色念珠菌(15.38%)。是最主要念珠菌血症的总体死

亡率为 23.08%，归因死亡率为 14.99%。念珠菌血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吸入性损伤、严重消化

道并发症、急性肾功能不全及念珠菌定植。 

结论 念珠菌血症在重症烧伤患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及死亡率。烧伤相关并发症是发生念珠菌血

症的重要危险因素，近年来，耐药的非白色念珠菌的分离率逐年升高，其为重症烧伤患者的治疗带

来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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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2 

一期修复陈旧性踝部皮肤及跟腱缺损合并感染患者 11 例 

 
田小瑞,王建明 

太钢总医院烧伤整形中心,030000 

 

目的 研究陈旧性（>1 周）踝部皮肤及跟腱缺损（≤5cm）合并感染患者一期修复的方法及移植后

跟腱的远期效果 

方法 笔者采用回顾性分析治疗 11 例踝部皮肤及跟腱缺损合并感染的患者（男 8 例，女 3 例）。跟

腱缺损范围为 3-5cm，平均 4cm；皮肤及皮下软组织缺损面积 3cm×3cm-5×4cm；均不合并跟骨骨

折及跟骨骨质缺损。11 例患者均采用一期踝部创面彻底清创后阔筋膜张肌移植重建跟腱缺损结合

局部皮瓣修复缺损部位，供区直接缝合。按照 Amer-Lidholm 评分标准评定疗效：（1）优：患者无

不适，行走正常，提踵有力，肌力无异常，小腿围减少<1cm，背伸、跖屈角度减少≤5°；（2）

良：患者有轻度不适，行走稍不正常，提踵稍无力，肌力较对侧稍减弱，小腿围减少≤3cm，背伸

角度减少 5°-10°、跖屈角度减少 5°-15°；（3）差：患者有明显的不适，跛行，不能提踵，肌

力明显减弱，小腿围减少>3cm，背伸角度减少>10°，跖屈角度减少>15°。 

结果 11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6-12 个月。术后第 2 天 1 例出现局部皮瓣尖端色泽灰暗，

考虑静脉回流障碍，拆除张力缝线后皮瓣成活良好。术后均未发现皮瓣感染、皮瓣坏死、创口愈合

不良、跟腱再次断裂及足畸形。依据 Amer-Lidholm 评分标准评定结果：优 10 例，良 1 例，优良率

为 100%。 

结论 陈旧性踝部软组织及跟腱缺损后感染机率高。但对于跟腱缺损（≤5cm）合并软组织感染患

者，我们可以在彻底清创后一期移植阔筋膜张肌修复缺损、局部皮瓣封闭创面，缩短创面愈合时

间，减轻局部瘢痕增生程度，最大程度恢复患者踝关节跖屈和背伸功能。 

  

 

PO-0283 

在表皮干细胞中 CD271 通过联合 TrkA 促进创面愈合 

 
王一兵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作为神经生长因子受体，CD271 和 TrkA 可以通过影响表皮干细胞的迁移和增殖进而在创面愈

合中起重要作用。前人研究发现，CD271 表达的增多既可以加速细胞凋亡，也可以促进细胞增殖，

并且 CD271 的增高可以引起 TrkA 的表达降低，两者之间通过某种平衡共同发挥作用。然而在表皮

干细胞中，TrkA 在 CD271 促进创面愈合中发挥作用的细节却不太清楚。本实验重点研究 TrkA 在

CD271影响表皮干细胞的迁移增殖能力促进创面愈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方法 通过分离培养原代小鼠表皮干细胞和转染慢病毒的方法，得到 CD271 表达增多的 CD271-vo 的

表皮干细胞。K252a 用来抑制 TrkA 的表达。在小鼠背部制作直径为 5 毫米的皮肤全层缺失的创

面。通过腹部注射 k252a 抑制小鼠皮肤 TrkA 的表达，创面边缘 5 毫米注射 CD271-vo 表皮干细胞以

此干预创面愈合。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蛋白印记，PCNA，TUNEL 染色，Transwell 等实验方法检测

各组表皮干细胞和创后第 7天表皮干细胞的表达，增殖，凋亡，迁移和相关信号通路的变化情况。 

结果 体内体外的实验共同表明在没有 TrkA 参与的情况下，CD271 的过表达不会引起细胞的增殖迁

移或创面愈合，反而引起细胞凋亡和延迟创面愈合。与 k252a 组相比较，Akt 和 ERK 信号通路在

CD271-vo+k252a组中表达降低。 

结论 TrkA 参与表皮干细胞中由 CD271 介导的细胞迁移和增殖，在没有 TrkA 的参与时，CD271 引起

细胞的迁移和增殖能力下降。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58 

 

PO-0284 

表皮细胞特异性敲除 p75NTR 基因的小鼠模型构建 

 
孙睿,王一兵,曹永倩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构建表皮细胞（ epidermis cells）中特异性敲除 p75 神经营养因子受体（  p75 

neurotrophin receptor ，p75NTR )基因的小鼠模型并进行鉴定，为进一步研究 p75NTR 在表皮细

胞各项生物学功能提供条件。 

方法 将 p75NTR
flox/flox

小鼠和在表皮细胞中表达 Cre 重组酶的 KRT14-cre
+
转基因小鼠进行饲养和杂

交，将繁育产生的 F1 代小鼠与 p75NTR
flox/flox

小鼠进行交配，获得表皮细胞中条件性敲除 p75NTR 基

因的 p75NTR
flox/flox

· KRT14-cre
+
小鼠（p75NTR

-/-
小鼠）。分别通过 PCR 方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

p75NTR的敲除结果进行验证。 

结果 成功获得了表皮细胞 p75NTR 基因特异性敲除小鼠模型。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表明，p75NTR
-/-
小

鼠表皮细胞中 p75NTR 基因被敲除。 

结论 应用 Cre-Loxp 系统能够成功敲除小鼠表皮细胞中 p75NTR 基因，为研究 p75NTR 在表皮细胞中

增殖、分化等生物学功能，探索 p75NTR对慢性创面愈合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PO-0285 

Near-Infrared-Light-Induced Free-Radical Generation for 

Bacteria Eradication through Acidity-Sensitive 

Nanocarriers with enhanced bactericidal efficiency 

 
Xunzhou Yu,Danfeng He,Jun Deng,Gaoxing Luo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AMU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present a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based on the light-

induced generation of alkane free radicals for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 

eradication. As illustrated in Scheme 1, the PDA@CG nanosheets were modified with 

glycol chitosan (GCS) (GCS-PDA@CG), which is a water-soluble chitosan derivative with 

a pH-sensitive charge switchable (pKa ~ 6.5) and stealth properties. Finally, an 

initiator of 2, 2-azobis(2-(2-imidazolin-2yl)propane)dihydrochloride (AIBI) was chosen 

as the radical source and  loaded on the GCS-PDA@CG to form an efficient and benign 

antimicrobial depot (AIBI-GCS-PDA@CG). Under the NIR irradiation, the plasmonic 

heating of PDA@CG would lead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AIBI to generate alkyl radicals 

(R·), as well as break the coordination bond or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IBI and the PDA to release the R·. The antibacterial efficacy of AIBI-GCS-PDA@CG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 of the generated free radicals were 
examined under different oxygen tensions. This system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oxygen-

independent strategy for multidrug-resistant ablation, but also reveals the potential 

of various free radic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Methods The surface morphology and size of the prepared sampl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using a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1400 PLUS, Japan) and an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JPK NanoWizard 4, German). The content of PDA, GCS and AIBI on AIBI-

GCS-PDA@CG was acquired by using a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TGA, TG-Q500) under N2 

atmosphere.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FTIR) spectra were recorded on an IR Prestige-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59 

 

21 infrared spectrophotometer (Shimadzu, Japan). To analyze the pH-dependent changes 

of the surface charge of GCS-PDA@CG and AIBI-GCS-PDA@CG, test samples were dispersed 

in phosphate buffer saline (PBS, pH 5.5-7.4, 100 μg/mL), and their zeta potentials 

were measured using a Zetasizer (ZEN5600, Malvern Instruments, UK). The UV-vis-NIR 

optical properties of CG, PDA@CG, GCS-PDA@CG and AIBI-GCS-PDA@CG in PBS at pH 6.3 were 

recorded using a UV-vis-NIR spectrophotometer (UV-3600 SHIMADZU). To elucidate the 

photothermal ability of GCS-PDA@CG and AIBI-GCS-PDA@CG, test samples were dispersed in 

PBS a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0-1 mg·mL
-1
) at pH 6.3 in a 96-well plate and then 

irradiated using an 808 nm NIR laser (VLSM-808-B, Conne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uspensions above was monitored by using a thermocouple thermometer (FLIR, Sweden). 

The NIRF imaging and biodistribution in vivo were visualized using IVIS Lumina II 
(Xenogen IVIS Spectrum, Perkin Elmer). Finally, the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η) was calculated with the method reported before. 

Results Bacterial infections, especially the rapid emergence of drug resistance, have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global health issues and cause an enormous medical and 

financial burden. For example,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one 

of the main dreaded clinical pathogens (superbugs) that cause life-threatening 

diseases such as sepsis and acute endocarditis, accounts for numerous case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clinically.As a promising complement to conventional bacteria 

even the multidrug resistant ones treatment in recent years,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is known for its minimally invasive and highly bacteria-localized features. Generally, 

PDT involves the gener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mostly 
1
O2, ·OH) 

activated by light-excited photosensitizers (PSs), inducing cell death and blood 

vascular damage. However, some of the serious bacterial infection particularly the 

inner organ infections (i.e., Lung, Liver) are located several millimeters under human 

skin,  almost all PSs cannot be effectively excited by ultraviolet (UV) or visible 

light due to the limited penetration depth in tissues, resulting in undesirable 

bacterial eradication efficiency. Moreover, mostly of the environment of bacterial 

infection diseases are hypoxia,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the traditional PSs can be 

limit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surrounding molecular oxygen. 

The central point of our work is that the bactericidal efficiency of the light-

activated AIBI-GCS-PDA@C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light-activated GCS-

PDA@CG or heat-activated AIBI alone. This enhancement effect is partly due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hotothermal and free radical sterilization. As shown in Figure 

4, the main bactericidal effect is caused by generated free radicals, while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 of the photothermal action (GCS-PDA@CG + NIR) alone was very weak. 

Likely, the targeting of our pH adaptive bactericidal depot directly to the bacterial 

cell surfac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enhanced antibacterial efficacy. More 

importantly, the strong antibacterial effect caused by our bactericidal depots was 

similar under the normal oxygen and hypoxia conditions, indicating that our 

bactericidal depots could overcome the hypothermia of the subcutaneous. Compared to 

previously strategies that self-generation of oxygen through the catalytic water/H2O2 

in the bacterial infection sites or delivering O2 to the diseases sites to overcome 

the hyperthermia, our novel strategy has not change the hypothermia environment of the 

subcutaneou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wound healing.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a new therapeutic strategy based on the light-induced 

generation of free radicals established for drug-resistant bacteria therapy. Combined 

the photothermal effect of our bactericidal depot with thermally decomposabl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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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IBI, AIBI-GCS-PDA@CG can generate free radicals under NIR irradiation. The 

generated free radicals exhibit equivalent therapeutic efficacy under both normoxic 

and hypoxic conditions but with different mechanism. As shown in Figure , under 

normoxic condition, the generated alkyl radicals (R·) can be converted into alkoxyl 

radicals (RO·) by oxygen, which can directly cause bacteria damage.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the generated alkyl radicals (R·) also exhibit DNA damaging activity,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to induce bacterial death. Furthermore, this AIBI-

GCS-PDA@CG is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drug-resistant bacteria therapeutic effect in 

vivo. It is found that this method offers capabiliti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phototherapy to be applied in more complex conditions, which will be highly valuable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PO-0286 

Meek 微型皮片移植术用于大面积深度烧伤手术配合体会 

 
张翚,唐秋燕,罗远凤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Meek 微型皮片移植法(简称 Meek 植皮法)是近年来引进并陆续在国内多家医院采用的一项创

面修复的新技术。Meek 植皮法以独特的扩张技术徒手操作，目前已成为修复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

的较佳方法。总结 Meek 微型皮片移植术用于大面积深度烧伤手术配合体会 

方法  选择 2010～2017 年入住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外科的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

28 例，其中男 20 例,女 8 例，年龄从 30～62 岁不等，成人烧伤面积大于 50% ，Ⅲ度烧伤面积均大

于 20% ，休克期平稳渡过后，分别在伤后 3～9 天内行四肢大面积切削痂 Meek植皮术 

结果 28 例患者均平稳渡过手术过程而安全返回病房,手术时间较以往同等面积切削痂手术时间缩

短。术后 4-5 天首次换药，发现双褶薄纱与受区附粘贴性好，薄纱下无积液,手术后 10～14 天薄纱

从创面自然脱落或轻易揭除，移植皮片成活率高 

结论 Meek 微型皮片移植术是治疗大面积深度烧伤较为理想的植皮技术。手术成功的关键是熟练的

手术操作和积极的护理配合。手术前了解手术步骤,掌握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和性能,准备好术中需

要的器械和物品,术中密切观察手术进程,及时供应手术所需物品,准确熟练地配合手术对节省手术

时间、保证手术成功十分重要。 

 

 

PO-0287 

MicroRNA-26a inhibits hyperplastic scar formation by 

targeting Smad2 

 
Jun Q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viersity 

 

Objective Hypertrophic scar (HS) is a fibrotic disease in which excessive 

extracellular maextracellular matrix forms due to the response of fibroblasts to 

tissue damage. Nove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icro RNAs (mi RNAs or mi Rs) may 

contribute to hypertrophic scarring; however, the role of mi RNAs in HS formation 

remains unclear. In the present study, miR-26a was signifi-antly downregulated in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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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s and human HS fibroblasts(HSFs) was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arget Scan was used to predict that mothers against decapentaplegic homolog 2 

(Smad2) is a potential target gene of miR-26a and a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confirmed that Smad2 was a target gene of miR-26a. The expression of Smad2 was 

upregulated in HS tissues and h HSFs. Cell Counting Kit-8 and flow cytometry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overexpression of miR-26a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the 

proliferation ability of h HSFs and the apoptotic rate of h HSFs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response to mi R‑26a mimic transfection. Furthermore, the expression of 

B-cell lymphoma‑2 (Bcl-2)‑associated X protein was increased and Bcl‑2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following mi R-26a mimic transfection.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collagens I and III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following 

treatment with miR-26a mimics in HSF cells. Conversely, miR-26a inhibitors served an 

opposing role in h HSFs. Furthermore, Smad2 overexpression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of 

collagens I and c III; however, Smad2 silencing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collagens 

I and c III.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  that miR-26a 

inhibits HS formation by modulating proliferation. 

  

 

PO-0288 

持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治疗对烧伤脓毒症患者的肺脏及肾

脏功能的影响 

 
祁俊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持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对烧伤脓毒症患者的肺脏及肾脏功能的影响。 

方法 应用前瞻性的分组干预研究选择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烧伤科收治的烧伤并发脓毒血症的 30 例患

者，其中 15 例接受 CRRT 联合乌司他丁为观察组，余为对照组，治疗时均使用 PiCCO 监测血流动

力学。在治疗后 第 1、3、5、7天，分别同时监测两组患者的肺肾功能指标进行相关性研究。 

结果 两组患者入组开始治疗心指数（CI），胸腔内血容量指数( ITBVI)及 血管外肺水指数

(EVLW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观察组治疗后第 1 天 后患者即出现 ITBVI 及 EVLWI 

下降，SVRI 降低，PaO2/ FiO2(氧合指数）改善显著；组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

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ITBVI 及 EVLW48 h 下降，PaO2/ FiO2 治疗后第 3 天起上升，组内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尿

酸，血清肌酐都下降，24 小时尿量均有提高，组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不同观

察点治疗后患者血清尿酸，肌酐低于对照组，24 小时尿量高于对照组，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P < 0．05)。 

结论 CRRT 联合乌司他丁能改变重症脓毒症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状况，能显著改善脓毒症患者的肺、

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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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9 

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多发伤伴下肢大面积皮肤缺损的临床

研究 

 
沈国良,林伟,钱汉根,赵小瑜,徐军,范姝雯,黄春辉,张永宏,何航远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研究探讨应用负压封闭引流(VAC)技术治疗多发伤伴下肢大面积皮肤缺损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对我院 20 例多发伤伴下肢大面积皮肤缺损伤患者,相关科室疾病

稳定；生命体征平稳后，均采用先行彻底清创后创面用 VAC 材料覆盖创面,接负压封闭引流材料

（VAC）吸引,7d 后拆除或更换 VAC 材料,直到创面达到植皮条件后植皮（或皮瓣）覆盖创面，继续

接负压封闭引流材料（VAC）吸引 

结果 20 例创面均愈合,其中 16 例患者创面经 1 次 VAC 治疗后行植皮（或皮瓣）覆盖创面，4 例患

者创面经 2次或以上 VAC治疗后行植皮或皮瓣）覆盖，创面均愈合。 

结论 伴有多发伤的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的临床治疗方案应根据伤情特点来选择,首先处理危及生

命的损伤，再处理骨折等损伤，相关科室疾病稳定；生命体征平稳后，再处理大面积皮肤撕脱伤，

对大面积皮肤撕脱伤的处理早期血液循环的判断和治疗方案的确定是临床预后的关键。对皮肤撕脱

面积较大,皮肤完全剥脱,皮肤及皮下组织血供丧失,皮肤受损不重者多选用反取皮法早期治疗;原位

回植是早期治疗大面积皮肤撕脱伤的一种很实用的方法,且操作简便,皮片成活后质量高,对患者损

伤小;异位取皮植皮法特别适应于大面积皮肤撕脱伤,皮肤缺损面积大,需要供皮面积大的患者,优点

是成活率高,简单易行,易于渗出液排出和愈合;缺点是皮肤耐磨性差易破损,瘢痕较多,需要供区,影

响供区功能。VAC 能有效地可促进创面局部组织的血液循环，促进创面肉芽组织生长，能清除创面

的分泌物和坏死组织等毒性产物，控制创面感染，促进皮片成活，加速创面愈合, 是一种简单有效

的治疗伴有多发伤的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的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PO-0290 

Early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high-volume 

haemofiltration can reduce sepsis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s 

 
Bo You,Supeng Yin,Zhiqiang Yuan,Yizhi Peng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the early stage of severe burn, patients often exhibit a high level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in blood and are likely to develop sepsis. High-volume 

haemofiltration (HVHF) can eliminate these inflammatory mediators. We hypothesised 

that early application of HVHF may be beneficial in reducing sepsis and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s. 

Methods Adults patients with burns ≥ 50% total burn surface area (TBSA) and in whom 

the sum of deep partial and full-thickness burn areas was ≥ 30% were enrolled in this 

randomised prospective study,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41 cases) and HVHF 

(41 cases) group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tandard management for 

major burns, whereas the HVHF group additionally received HVHF treatment (65 ml/kg/h 

for 3 consecutive days) within 3 days after burn. The incidence of sepsis and 

mortality, some laboratory data,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the blood, HL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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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n CD14+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the proportion of CD25+Foxp3+ in CD4+ 

T lymphocytes, and the counts of CD3+, CD4+ and CD8+ T lymphocytes were recorded 

within 28 days post-burn.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epsis, septic shock and duration of vasopressor treatment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HVHF group. In addition, in the subgroup of 

patients with burns ≥ 80% TBSA, the 90-day mortality showed significant decreases in 

the HVHF group. The ratio of arteri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to the fraction of 

inspiration oxygen was improved after HVHF treatment. In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HVHF treatment, the blood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cluding tumour necrosis 

factor- α, interleukin (IL)-1 β, IL-6 and IL-8, as well as the blood level of 

procalcitonin were found to be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Moreover, higher HLA-

DR expression on CD14+ monocytes and a lower proportion of CD25+Foxp3+ in CD4+ T 

lymphocytes were observed in the patients in the HVHF group. 

Conclusions Early application of HVHF benefits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s, 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 a greater burn area (≥ 80% TBSA), decreasing the incidence of sepsis 

and mortality. This effect may be attributed to its early clearance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patient’s immune status. 

  

 

PO-0291 

P75 对表皮干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的影响 

 
李霞

2,1
,张敏

2
,曹永倩

2
,王一兵

2
 

1.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 

2.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观察神经生长因子受体 P75在小鼠表皮干细胞中的表达以及对表皮干细胞的生物学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小鼠的表皮干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 P75 转染表皮干细胞前后细胞中 P75 的表达。

流式细胞术、和细胞体外侵袭实验分别检测 P75 转染表皮干细胞后对其增殖、凋亡及活化的作用。 

结果 P75 转染表皮干细胞后细胞中的 P75 表达量明显增加，并且细胞的增殖合活化能力明显增

强，细胞的凋亡率明显下降。 

结论 P75在体外能够明显影响表皮干细胞的性能，可能成为修复和抗衰老的新靶点。 

  

 

PO-0292 

Phage Abp1 Rescues Human Cells and Mice from Infection 

by Pan-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Supeng Yin,Guangtao Huang,Zhiqiang Yuan,Yizhi Peng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s an “ESKAPE” pathogen,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rug-resistant infections in humans. Phage therapy may be a useful strategy 

in treating infections caused by drug-resistant A. baumannii. Among 21 phage strains 
that were isolated and described earlier, we investigated the therapeutic effiacy of 

Abp1 because of its relatively wide host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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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Phage stability assay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rmal and pH stability of Abp1. 

Abp1 was co-cultured with A. baumannii (AB1) over a range of multiplicities of 

infection to determine its bactericidal effiacy. HeLa or THP-1 cells were used in the 

cytotoxicity and protection assays. Finally,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Abp1 on local 

and systemic A. baumannii infection in mice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We found that Abp1 exhibits high thermal and pH stability and has a low 

frequency of lysogeny. Bacteriophage resistance also occurs at a very low frequency 

(3.51±0.46×10-8), and Abp1 can lyse almost all host cells at a MOI as low as 0.1. 

Abp1 has no detectable cytotoxicity to HeLa or THP-1 cells as determined by LDH 

release assay. Abp1 can rescue HeLa cells from A. baumannii infection, even if 

introduced 2 hours post infection. In both local and systemic A. baumannii infection 
mouse models, Abp1 treatment exhibits good therapeutic effects. 

Conclusions Abp1 is an excellent candidate for phage therapy against drug-resistant A. 
baumannii infections. 
  

 

PO-0293 

IL-10 修饰的 hAMSCs 对巨噬细胞表型转化及成纤维细胞修复相

关因子的影响研究 

 
王达利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63000 

 

目的 探讨 IL-10 修饰的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IL-10-hAMSCs）在体外对巨噬细胞表型转化及成纤

维细胞纤维化相关因子表达的影响，希望为慢性创面细胞治疗提供新的更加有效的治疗策略。 

方法 用携带有 IL-10 基因的慢病毒载体转染 P3 代 hAMSCs 构建 IL-10 修饰 hAMSCs，以 hAMSCs、空

质粒-hAMSCs 进行对照研究，检测 IL-10 修饰 hAMSCs 的干细胞生物学特性。分离 C57BL/6 野生小

鼠皮肤成纤维细胞及腹腔巨噬细胞并进行相关鉴定，将单纯 M1 型巨噬细胞培养组设为空白对照组

（A 组），M1 型巨噬细胞分别与 hAMSCs（B 组）、IL-10 修饰 hAMSCs（C 组）、空质粒-hAMSCs（D

组）共培养共 4 组。用流式细胞仪对各组共培养后的巨噬细胞 CD16/CD32 及 CD206 表面分子进行检

测，用 ELISA 法检测各组上清液 IL-12、Arg-1 及 IL-10 含量，分析各组 M1/M2 巨噬细胞的比例情

况。分别取各组培养上清液对体外培养的小鼠皮肤成纤维细胞进行干预，检测干预后各组成纤维细

胞增殖活力及修复相关因子的表达情况。 

结果 IL-10 基因修饰的 hAMSCs 与 hAMSCs 比较除增殖能力有所下降外，细胞表型及分化能力均没

有发生明显变化，而且其迁移能力以及上清液中重要的修复相关因子 TGF-β1 的表达均比单纯

hAMSCs 组及空质粒-hAMSCs 组上调。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巨噬细胞表型及采用 ELISA 法检测共

培养上清液中 IL-12、IL-10、Arg-1 表达显示 IL-10 修饰 hAMSCs 组 M1 型巨噬细胞的比例明显下

调，M2 型巨噬细胞的比例明显上调。将上述共培养的上清液对体外培养的成纤维细胞进行干预发

现，IL-10 修饰 hAMSCs 组上清液组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能力明显增强，采用 q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共培养上清液干预后的成纤维细胞修复相关因子的表达显示，IL-10 修饰 hAMSCs 组成纤

维细胞在培养第 3 天和第 5 天其修复相关因子 TGF-β1、I 型胶原、III 型胶原 mRNA 及蛋白的表达

均较其他组明显上调 

结论 IL-10 修饰 hAMSCs 在体外促进炎症型 M1 型巨噬细胞向组织修复型 M2 型巨噬细胞转化，调控

创面炎症反应的效应，以及在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及修复基因表达方面明显优于单纯 hAMSCs，有

可能在促进创面早期愈合尤其是对慢性创面的细胞治疗方面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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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4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of chemical burns in 

Southwestern China from 2005 to 2016 

 
Xunzhou Yu,Yangping Wang,Wei Qian,Daijun Zhou,Tao Yang,Song Wang,Weifeng He,Gaoxing Luo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AMU 

 

Objectiv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emical burns va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This study aims to survey the epidemiology, outcomes and costs 

of chemical burns in southwest China, to determine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and to 

obtain data for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prevent and treat chemical burn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s 410 cases with chemical burns admitted to 

the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of Southwest Hospital from 2005 to 2016. Data, 

including demographic, etiology, outcomes and cost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410 cases admitted to our burn center were included. The average 

age of the burn patients was 38.58 ± 14.66 years. The incidence of chemical burns 

peaked in autumn. The most common etiology were acids. Limbs were the most common 

burn sites (59.51%). Average TBSA was 12.37 ± 18.67%. The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rocedures and the number of procedures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for TBSA 

and full-thickness burns. The mortality of chemical burns was 1.22%. The median LOS 

and cost were 21 days and 65,852 CNY, respectively. The major risk factors for cost 

were the number of procedures, TBSA and full-thickness burns, the major risk factors 

for LOS were the number of procedures and outcome. 

Conclusions Chemical burns mainly occurred in adult males with occupational exposures 

to chemical agents due to inappropriate operation. Emphasis on safety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pre-employment training for workers should become key 

preventive target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hemical burns. 

 

 

PO-0295 

压力性损伤与烧伤创面中细胞因子表达差异性研究 

 
丁香,闵定宏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比较压力性损伤创面组织、烧伤急性创面组织与正常组织中粘附分子（ VCAM-1、

ICAM-1）、炎症因子（ IL-1β、IL-6、TNF-α）、生长因子（VEGF、TGF-β）的 mRNA 差异性表

达，探究压力性损伤可能的内在机制；为压力性损伤等慢性难愈合创面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临床已确诊的 3、4 期压力性损伤创面组织、烧伤急性创面组织和包皮组织，分为实验组

（压力性损伤组）13 例，对照组（烧伤组）9 例，对照组（正常组）10 例， 通过 RT- PCR 技术分

析比较各组组织中相关细胞因子 VCAM-1、ICAM-1、ILs、TNF-α、VEGF、TGF-β 基因 mRNA 的表

达 

结果 压力性损伤组中 VCAM-1mRNA 表达量高于正常组，低于烧伤组；而 ICAM-1mRNA 在压力性损伤

组表达量均低于其他两组；IL-1β、IL-6mRNA 在压力性损伤组和烧伤急性组表达量较正常组明显

升高；而 TNF-αmRNA 在压力性损伤组表达量较其他两组对照组均明显降低；生长因子 VEGF 、 

TGF-βmRNA 在压疮组较两对照组均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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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压力性损伤组织中粘附分子 VCAM-1 的高表达和 ICAM-1 的缺乏、炎症细胞因子的高表达和生

长因子减少不利于创面愈合，可能是压力性损伤创面难愈合的内在分子机制。 

  

 

PO-0296 

1 例小腿粘液纤维肉瘤切除 6 次报告 

 
王海军 

解放军第 205 医院 

 

目的 探讨粘液纤维肉瘤复发的原因。 

方法 手术后一年后复发，再次手术切除，病理报告。 

结果 粘液纤维肉瘤反复复发 

结论 手术切除范围不够和肿瘤细胞残留 

 

 

PO-0297 

人文关怀在烧伤手术护理中的应用与价值分析 

 
白璐,王玲,韩夫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在烧伤手术室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以 2017 年 1 月-2018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 2430 例烧伤手术患者为实验对象，将患者分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患者实施非语言交流与语言交流相结合的综合护理，在护理过程中运用沟通

技巧，而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实验组患者对护理的过程的满意度为 90.6%，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73.5%,两组比较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在烧伤手术患者手术护理过程中运用人文关怀,能够有效的提高患者对于临床护理过程的满意

程度,并能够实现与患者之间的积极有效的沟通,增进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PO-0298 

超声导入中药糊剂治疗面部痤疮疗效观察 

 
王海军,赵晓华 

解放军第 205 医院 

 

目的 观察用超声波导入中药糊剂治疗面部痤疮的效果。 

方法 以治疗前后皮损数量按 Kligraan分类法评级进行比较，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后评为Ⅳ级的病例数由 3109 例减少到 226 例，评为Ⅲ级的病例数由 4490 例减少到 177

例，评为Ⅱ级的病例数由 2941例增加到 3125例，评为 I级的病例数由 2121例增加到 3610例。 

结论 超声导入复方中药治疗面部痤疮疗效确切、安全方便，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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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9 

利奈唑胺致重症烧伤患者高乳酸血症 1 例 

 
张红艳,肖妍,王鹏,李如兵,田俊英,付忠华,毛远桂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PO-0300 

负压封闭灌洗术治疗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效果 

 
石凯,薛岩,张磊,武振东,孔祥力,于家傲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灌洗治疗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就诊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烧伤外科的坏死性筋膜炎

患者。分成负压治疗组 55 例和负压灌洗组 57 例，一期行扩创术后，行负压或负压灌洗治疗，二期

行植皮、植皮加皮瓣和皮瓣修复创面。 

结果 坏死性筋膜炎患者 98 例获得随访，时间为 3 个月至 10 年。95 例（85%，95/112）患者有明

确病因，其中 90 例为肛周疾病，11 例为阴囊皮肤擦伤，5 例为腹膜后脓肿，6 例为巴氏腺脓

肿。56 例（50%，56/112）患者合并糖尿病。除 5 例患者因急性肾功能衰竭未予手术清创外，余

107 例患者均接受手术清创。65 例患者行植皮修复，植皮区平整 ,无明显瘢痕,外观满意；35 例患

者行植皮联合皮瓣修复创面，部分患者因美观需求需要再次手术；12 例患者行皮瓣修复。负压灌

洗组创面愈合时间明显短于负压治疗组。通过上述综合治疗, 本组 112 例,愈合时间最快的 14 天, 

最迟的是 65天; 平均愈合时间 28天。 

结论 积极手术清创、经验性广谱抗生素和全身支持治疗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关键。负压封闭灌洗是

治疗坏死性筋膜炎的有效手段。 

  

 

PO-0301 

负压吸引结合加压包扎在植皮手术中的应用 

 
张立森,柯海文,夏来启,沈运彪,王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 

 

目的 报告应用负压吸引结合加压包扎进行植皮术后包扎固定，探讨增加植皮成活率的新方法。 

方法 报告应用负压吸引结合加压包扎进行植皮术后包扎固定 11 例，其中手部植皮 8 例，其他部位

3例，部分病例负压吸引结合冲洗。 

结果 10例患者手术效果理想，植皮成活效果好，一例出现植皮坏死。 

结论 对于受皮条件差，功能部位需要移植厚皮，及肉芽创面移植厚皮的创面，负压吸引上加压包

扎，能显著增加植皮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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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02 

扩张皮片在广泛皮肤疤痕患者整形中的应用 

 
夏来启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目的 探讨广泛疤痕皮肤患者整形手术中皮肤的来源。 

方法 一期手术在患者残留正常皮肤或浅表疤痕皮肤皮下置入扩张囊，定期注水扩张，扩张完成

后，二期手术取出扩张囊，切取“额外”扩张皮肤修成全厚皮或中厚皮片，供区直接缝合。 

结果 共治疗大面积烧伤后疤痕患者 23 例，置入扩张囊 35 个，2 个失败，其余植皮区移植扩张皮

片均成活良好，功能明显改善，供区切口愈合好。 

结论 扩张皮片对大面积烧伤后广泛疤痕皮肤患者后期整形尤其适用，可以反复供皮，增加自体皮

源，对供区创伤小。 

 

 

PO-0303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并发症的分析与防治 

 
柯海文,王林,夏来启,沈运彪 

新疆军区总医院 

 

目的 总结皮肤软组织扩张术的治疗经验，探讨其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方法。 

方法  采用皮肤软组织扩张术治疗皮肤瘢痕 97 例，共置入扩张器 149 个，对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及

治疗效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结果 85 例 134 个扩张器置入术后无并发症，效果满意。12 例 15 个扩张器发生并发症，总发生

率。 

结论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并发症可以有效地预防，及时发现和正确处理是获得较好效果的关键。 

 

 

PO-0304 

神经纤维瘤 9 例手术治疗体会 

 
沈运彪,张立森,王林,柯海文,夏来启 

中国人民解放新疆军区总医院 

 

目的 通过神经纤维瘤手术治疗，探讨止血、切除方法、创面处理的经验总结。 

方法 2014 年 4 月至 2018 年 2 月我科对 9 例不同部位神经纤维瘤病例进行手术，采用多种措施止

血，移植中厚皮。 

结果 全部病例手术成功，术后恢复好，无明显并发症发生。 

结论 对神经纤维瘤手术，能够有效切除止血，恢复部分外形和功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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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05 

手部疤痕削除植皮手术临床疗效分析 

 
沈运彪,夏来启,张立森,王林,柯海文 

中国人民解放新疆军区总医院 

 

目的 应用疤痕削除手术方法治疗手部位烧伤后增生性瘢痕挛缩畸形。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我科对 25 例深度功能部位烧伤创面增生性瘢痕愈合 1 月一 6 月的

病例，进行功能部位整形手术，采用电动取皮刀或滚轴刀削除增生的瘢痕组织，移植中厚皮。 

结果 全部病例移植的中厚皮成活，无瘢痕增生，关节活动良好，明显减轻了疤痕挛缩畸形。 

结论 对功能部位增生的疤痕采用疤痕削除手术，替代传统疤痕切除手术更能有效地治疗烧伤后瘢

痕挛缩畸形和功能障碍，其外观及功能恢复均取得良好的疗效。 

 

 

PO-0306 

烧伤创面细菌分布回顾性分性 

 
王林,柯海文,夏来启,沈运彪 

新疆军区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近三年细菌菌种及耐药性回顾性分析，指导在烧伤病人中抗生素的应用，达到严格使

用抗生素的目的。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创面及血液培养的 420 例阳性菌株，分析总结细

菌分布及其耐药性情况。 

结果 排名前六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鲍蔓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

菌、表皮葡萄球菌，占 85.9%。阳性球菌与阴性杆菌分布相当，但杆菌有增加趋势。细菌耐药性增

加，其中检出 1 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对所有抗生素不敏感，1 例脑膜脓毒性黄杆菌只对左旋氧氟沙

星敏感。 

结论 烧伤科病房细菌分布广泛，耐药性菌株增多，需要我们医生严格使用抗生素，特别是严禁创

面外用抗生素。 

 

 

PO-0307 

小儿手部疤痕切除植皮的综合处理措施。 

 
夏来启,张立森,柯海文,沈运彪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目的  报告小儿手部疤痕切除植皮的综合处理，探讨增加植皮成活率的措施。 

方法 从取皮、止血、固定、制动等环节规范小儿疤痕切除后处理措施，增加植皮成活。 

结果 85例（支）患者手术效果理想，植皮成活效果好。 

结论 对于小儿手部疤痕切除创面植皮，规范化综合处理措施有利于增加植皮成功率，减少并发

症，杜绝手指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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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08 

削除植皮法在皮肤美容中应用 

 
柯海文,王林,夏来启,沈运彪 

新疆军区总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削除植皮法在皮肤美容中应用的经验及教训。 

方法 总结分析我院 2012年至 2017年应用削除植皮法治疗 32例巨痣、大面积纹身的病例资料。 

结果 本组 32 例，均一次性手术完成，住院时间短，疤痕少，部分有散在点状疤痕，效果良好，优

点突出 

结论 对于巨痣、大面积纹身等疾病，削除植皮法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PO-0309 

眼睑严重疤痕性外翻畸形的治疗 

 
夏来启,柯海文,王林,张立森,沈运彪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目的 探索总结面部烧伤后发生严重疤痕性眼睑外翻畸形的手术治疗方法与效果。 

方法 采用外翻眼睑疤痕松解复位，移植自体皮片。 

结果 我院自 2012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对严重眼睑外翻畸形患者 68 例 258 个眼睑性手术植皮治

疗，移植皮片完全成活，4 例 6 个眼睑术后继发再次外翻，再次手术成功，余患者眼睑矫正效果良

好 

结论 疤痕松解皮片移植是严重眼睑外翻畸形矫正的良好方法。 

 

 

PO-0310 

急诊切痂植皮治疗大面积烧伤的应用与临床可行性研究 

 
李承宁,钟少州 

福建省宁德市医院 

 

目的 分析急诊切痂植皮治疗大面积烧伤的应用与临床可行性。 

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4 月 80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随机数字表分组，分

别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植皮方法，急诊切痂植皮组采用急诊切痂植皮治疗。比较两组大面积烧

伤植皮成活率；创面愈合时间、术后出血量；干预前后患者生存质量。 

结果 急诊切痂植皮组大面积烧伤植皮成活率高于对照组，P＜0.05；急诊切痂植皮组创面愈合时

间、术后出血量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生存质量相近，P＞0.05；干预后急诊切痂植皮

组生存质量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急诊切痂植皮治疗大面积烧伤的应用与临床可行性高，可提高植皮成活率，缩短创面愈合时

间，减少出血，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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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11 

百岁老人的烧伤治疗体会一例 

 
张玉海

1
,于东宁

2
 

1.沈阳积水潭医院 

2.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分享交流百岁老人特殊人群的烧伤治疗。 

我科收治一名百岁老人（1918 年生人），患者，女性，全身 10%TBSA Ⅱ°--Ⅲ°烧伤，创面位于

面颈、前胸、双手、右前臂。入院前即存在肺、心脏的基础疾病。 

方法 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烧伤创面问题，还面临着液体平衡、抗生素使用、菌群失调、营养支

持、重要脏器功能的保护等。当然一定离不开创面的处理，右手前臂烧伤为Ⅲ°创面，我们为老人

进行了一次切痂，全厚皮片植皮，皮片成活良好，消灭了右前臂创面。 

结果 患者经过一个月的治疗顺利出院。前臂烧伤创面植皮完全成活，供皮区位于上臂后内侧，愈

合好。治疗期间未出现脏器衰竭。 

结论 我们的治疗体会：1.高龄患者脏器功能代偿能力较弱，尤其心脏、肺脏、肾脏，“液体的容

量窗”很窄，心衰与循环灌注不足有可能交替出现。2.创面继发肺部感染或坠积性肺炎、泌尿系感

染及褥疮等，均有可能导致病情急转直下，均需预防为主，及时发现隐患、尽早有效处理。3.营养

治疗与血糖控制的平衡。4.二重感染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伪膜性肠炎及真菌感染）。5.

对麻醉、手术的耐受性差，宜综合评估，选择适宜时机及适宜手术修复方法，缩短手术时间，尽快

修复创面。6、高龄患者皮肤相对松弛，部分创面可直接切除缝合，供皮区选择同侧肢体上臂后内

侧，切取全厚皮片后供区直接缝合。 

 

 

PO-0312 

多学科合作修复下肢深度烧伤膝关节开放骨髓炎一例 

 
张玉海

1
,于东宁

2
 

1.沈阳积水潭医院 

2.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分享交流多学科合作治疗下肢深度烧伤合并关节开放、骨髓炎、神经损伤的治疗体会及经验

教训总结。 

肢体深度烧伤创面往往会涉及血管、神经、肌腱甚至骨关节的损伤。这给临床修复带来很大难度。

我科收治一名患者，男性，29 岁，酒后一氧化碳中毒，致右下肢烧伤。诊断：热烧伤 5%，Ⅲ°，

右下肢。经外院治疗两个月后，考虑膝关节周缘骨质多处外露，伴严重感染，拟行截肢术。遂转来

我科。查体见：轻度营养不良。右下肢股骨下段、髌骨、胫骨/腓骨外侧骨质外露、发黑，伴膝关

节开放，面积约 1%TBSA，可见大量分泌物；余创面区域大部已植皮修复，散在植皮间隙肉芽创

面。患者对疼痛高度过敏，呈高度焦虑、易激惹状。入院诊断：热烧伤后残余创面 2% 

Ⅲ°~Ⅳ°，骨质外露（股骨、髌骨、胫骨、腓骨），化脓性关节炎（膝关节，右）伴骨髓炎，腓

总神经损伤（右）。 

方法 入院后，予以多科室联合会诊，综合评定伤情后，麻醉科给予长效神经阻滞麻醉（兼顾术后

镇痛），与骨科协作，彻底扩创，行膝关节截骨、开放融合术，外固定架固定；负压治疗等综合控

制感染措施；待局部感染控制良好后，择期再次手术予以腓肠肌皮瓣（远隔位）修复创面。康复科

及时、早期介入，行全身及足踝关节康复训练。腓总神经损伤择期予以行胫骨后肌腱移位动力性功

能重建修复足下垂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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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术后半年，腓肠肌肌皮瓣完全成活，感染为复发，创面修复满意。关节融合骨愈合良

好。胫骨后肌腱移位，足背伸位置良好。 

结论 这个患者的早期治疗是有不当之处的，2 个月骨外露创面关节开放，都没有及时覆盖修复，

导致面临截肢的局面。大关节部位深度烧伤应早期修复覆盖创面，否则易导致感染，发生骨髓炎或

化脓性关节炎。给患者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治疗中多学科的密切合作，会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PO-0313 

负压引流结合轴型皮瓣修复下肢关节部位深度烧伤 18 例 

 
王会军,李耀,蒋永能,赵炳瑜,鲁冰 

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下肢关节部位深度烧伤的修复方法 

方法 200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们用负压引流技术结合轴型皮瓣修复下肢关节部位深度烧伤 18

例. 

结果 17 例病人修复后皮瓣完全成活，1 例病人皮瓣远端 2cm 坏死，给予换药后肉芽生长，植皮后

皮片成活，随访 3月-1年。关节活动好，外形满意。 

结论 关节部位深度烧伤在临床并不少见，是临床治疗的难点，特别是、发生在病人 CO 中毒昏迷以

及电击时所致的损伤，创面修复比较困难，关节外露单纯植皮不能成活，关节外露继发关节感染，

可导致关节功能障碍，采用清创后负压引流，尽早用轴型皮瓣覆盖关节创面是恢复关节功能的最佳

方法，通过负压引流技术结合皮瓣修复，技术相对显微外科简单，适用于基层医院开展。 

  

 

PO-0314 

3D 扫描指导 PRP 联合微粒皮修复慢性难愈创面的应用 

 
汪洋,许晓光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3D 扫描指导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PRP )联合微粒皮移植修复慢性难愈

性创面的疗效。 

方法 分析从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笔者科室收治的，26 例接受来源于自体的 PRP 和微

粒皮进行治疗的难愈性创面患者。治疗开始前后分别对患者创面进行三维扫描和重建，分析保存数

据。抽取患者静脉血 50 ml，离心，与凝血酶混合后制成 PRP 凝胶，同时在患者正常的皮肤组织

上，按供受比 1:4～1:8 设计供区取刃厚皮片，并将其制备成微粒皮，经彻底清创后先将微粒皮均

匀移植于创面，再用 PRP 凝胶均匀全部覆盖，以聚氨酯泡沫敷料包扎固定，每 3 天更换 1 次，3 次

治疗为一疗程。评估治疗后创面变化情况以及彻底清创后创面(治疗前 S1)和 1～2 个月(治疗后 S2)

随访时创面改变。 

结果 经治疗后的 26 例患者均在 20 天～2 个月内达到满意愈合，供区 7 天内愈合。26 例患者使用

1～2 次 PRP 凝胶后，创面均明显缩小，微粒皮贴附良好，无明显渗液和化脓感染。治疗前测量创

面面积 S1 为（61.5±4．7）cm
2
，治疗后 2 月时创面面积 S2 为（1.2±O.7）cm

2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愈率 65.4％，显效率 96．2％。 

结论 3D 扫描指导下进行富血小板血浆联合微粒皮移植修复慢性难愈性创面是一种有效、实用的治

疗方法，其进一步减少机体组织损伤、缩短平均住院时间、提高创面愈合质量、减轻病人痛苦，值

得探讨研究和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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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15 

儿童烧伤植皮区制动对植皮成活率的影响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韩大伟,李允,杨焕娜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临床病例分析，观察儿童烧伤植皮区制动对植皮成活率的影响。 

方法 选取儿童烧伤自体皮植皮手术 45 例，男 32 例，女 13 例，年龄 4 个月-7 岁，单次手术植皮

面积 1%-12%，植皮区位于头面颈、躯干、四肢、会阴等处，其中早期切削痂植皮术 34 例，中晚期

剥痂、肉芽创面植皮术 11 例。所选病例采取随机分组法分为植皮区制动组与对照组。植皮区制动

组术中植皮区无菌敷料覆盖常规包扎，保持功能位，石膏托及石膏支架外固定，减少术后患儿麻醉

清醒时躁动、术后植皮区活动影响皮片移植成活。对照组术中采取常规植皮区无菌敷料包扎模式，

通过敷料包扎固定体位。两组术后医疗护理规程同等进行。植皮成活优良率依据网格法统计，通过

观察移植皮片色泽、皮片表面是否有水泡，皮片是否搓动、皮下是否积液淤血等情况，计算出植皮

成活优良率。植皮优良率标准：移植皮片色泽红润，植皮区干燥，皮下无积液淤血，植皮区边缘对

合良好，外观及功能恢复佳。 

结果 通过术后换药发现，常规对照组移植皮片皮下积液、淤血偶见，但面颈、会阴、臀部植皮区

植皮边缘搓动较明显，移植皮片部分区域边缘可见翻卷，植皮成活率降低。本次临床观察分析，治

疗组植皮成活优良率 95%，对照组植皮成活优良率 81%。 

结论 儿童烧伤植皮区有效制动可明显提高移植皮片成活率。 

  

 

PO-0316 

高压电电击伤致双眼继发性青光眼及视神经损伤一例 

 
智立柱,余朝恒,韩春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高压电电击伤致双眼继发性青光眼及视神经损伤一例 

方法 临床诊治过程观察高压电电击伤致双眼继发性青光眼及视神经损伤一例 

结果 伴头面部烧伤的高压电电击伤可能致双眼继发性青光眼及视神经损伤 

结论 早期的专科干预治疗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PO-0317 

63 例成人危重烧伤静脉镇痛镇静 效果评价 

 
刘冰,夏成德,娄季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烧伤重症监护室成人危重烧伤患者多模式静脉镇痛镇静方法及效果。 

方法  回顾 2016 年 0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且符合入选标准的 63 例危重烧伤患者，依据 VAS 评

分、CPOT 及 RASS 评分，对患者采用多模式镇痛镇静治疗，统计并分析使用四种模式的病人例/次

数、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及不良事件。 

结果 使用模式一例/次数为 63/131 次，使用模式二例/次数为 42/62 次，使用模式三例/次数为

52/57 次，使用模式四例/次数为 9/15 次；应用镇痛镇静期间共发生低血压 61 次、心动过缓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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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谵妄 39 例，胃肠道反应 11、非计划内气管套管拔管 2 例、翻身床坠床 1 例、戒断综合征 4

例。 

结论 1.严重烧伤患者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病情选择适当的个体化镇痛镇静模式有利避免和缓解

躁动及谵妄，避免或减少不良事件，使患者安静、无痛舒适接受治疗；2.实施静脉镇痛镇静有赖于

ICU 对呼吸和循环的有效监护。 

  

 

PO-0318 

一例罕见的“感染性”皮肤溃疡 

 
宋华培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罕见的以“感染”为表象的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为类似的慢性创面的诊疗提供参

考。 

方法 将患者的现病史、诊疗过程（检查、治疗方案等）进行详细介绍，并对诊疗经验进行小结。 

结果 患者治愈出院。 

结论 对抗感染治疗无效的慢性皮肤溃疡应考虑 DLBCL 的可能性，并通过深部组织病理检查及 PET-

CT等明确。 

 

 

PO-0319 

曲安奈德局部注射治疗病理性瘢痕的临床研究 

 
宋华培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病理性瘢痕（增生性瘢痕、瘢痕疙瘩）主要表现为局部充血瘢痕组织高出皮肤，并与周围组

织粘连，产生瘙痒、疼痛、刺激等症状。局部激素药物注射是治疗病理性瘢痕的重要手段。关于瘢

痕增生期及稳定期进行曲安奈德局部注射治疗的效果仍不明确，相关临床研究未见报道。 

方法 本研究选取 108 名瘢痕患者，将患者按照伤后首次治疗时间分为两组：瘢痕增生期注射组

（受伤时间≤6 个月）、瘢痕稳定期注射组（受伤时间>6 个月），进行曲安奈德瘢痕内注射（根据

年龄、体质及瘢痕大小，每次注射剂量为 10～40mg，每 2～4 周注射一次）。瘢痕评估主要采用温

哥华瘢痕量表（VSS），硬度计测量瘢痕硬度，患者主观感受（瘙痒及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VAS），同时记录发生药物副作用的情况。 

结果 进行曲安奈德局部注射治疗后，大部分增生性瘢痕及瘢痕疙瘩在色泽、厚度、柔软度、血管

分布等方面均有所改善，瘢痕硬度有明显改善，并且瘢痕稳定期注射组疗效总体优于瘢痕增生期注

射组。大部分患者经曲安奈德注射治疗后，瘢痕疼痛、瘙痒症状有明显减轻甚至消失。治疗过程中

曾出现女性月经紊乱、毛细血管扩张、皮下组织萎缩等少量药物副作用病例。 

结论 本研究结果证实曲安奈德局部注射是治疗增生性瘢痕、瘢痕疙瘩的有效手段，能够明显改善

病理性瘢痕的临床症状。同时发现在瘢痕稳定期进行激素注射治疗效果总体优于瘢痕增生期，其机

制可能与巨噬细胞及其释放的细胞因子（IL-1、TGF-β1 等）有关，为进一步优化病理性瘢痕的药

物治疗方案提供新的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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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20 

Cofilin 在肠上皮细胞增殖及迁移中的作用 

 
宋华培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 cofilin对人肠上皮细胞（Caco-2）增殖与迁移的影响，并探讨其分子机制。 

方法 用不同浓度（0.001、0.01、0.1、1、10μmol/L）的葫芦素 E（CuE）作为 cofilin 磷酸化抑

制剂分别处理培养的 Caco-2 细胞，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cofilin、磷酸化型 cofilin、LIMK2 及

磷酸化型 LIMK2 蛋白表达。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分布。采用划痕

实验及 Transwell 小室细胞跨膜实验检测 cofilin 对细胞迁移的影响，荧光法检测 cofilin 对细胞

F-actin与 G-actin相对含量的影响，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细胞骨架 F-actin的变化。 

结果 CuE 还对 Caco-2 细胞 cofilin、磷酸化型 cofilin 及磷酸化型 LIMK2 的蛋白表达具有明显抑

制作用；cofilin 磷酸化受抑对 Caco-2 细胞的增殖与迁移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呈现出剂量

与时间依赖性；cofilin 磷酸化受抑能增加 Caco-2 细胞 G-actin 含量，引起 F-actin/G-actin 的

动态平衡失调，并对细胞骨架 F-actin有明显的破坏作用。 

结论 cofilin 蛋白磷酸化水平下降导致 actin 动态平衡失调，细胞骨架破坏，从而导致肠上皮细

胞的增殖与迁移受到抑制。 

 

 

PO-0321 

手 III°烧伤早期中厚皮修复 

 
王野 

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 探讨手三度烧伤，早期切痂术+中厚皮移植术的临床愈合效果，观察术后手部功能康复疗效 

方法 2013 年 5 月~2017 年 5 月，34 例手三度烧伤、总面积＜50%的患者，伤后 7 天内行手背切痂+

中厚皮移植术，与同期手刃厚移植的比较分析，术后外形、感觉、功能情况对比。 

结果 部分患者、家属要求一侧中厚皮，一侧刃厚皮，结果形成自身对照，移植皮肤一期愈合。 

结论 移植中厚皮的手，外形、功能、感觉均优于刃厚皮 

 

 

PO-0322 

复杂烧创伤创面的修复 

 
孙志刚 

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 

 

目的 介绍我科室临床工作中一些难愈性、毁损性烧伤或创伤病例的临床治疗体会 

方法 报告系列性临床病例，总结各部位创面的修复方法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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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23 

塑料膜减少烧伤切削痂手术失血量的应用研究 

 
孙志刚 

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 

 

目的 探讨塑料薄膜在减少烧伤患者切削痂手术创面失血量的临床效果。 

方法 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对 22 例和 18 例伴有肢体部位的深度烧伤创面的患者分别实施切削痂

和削痂手术，患者一侧肢体手术创面用塑料薄膜贴敷后加压包扎止血，而另外一侧肢体则采用常规

纱布内衬加压包扎，在加压包扎止血后 15 分钟以后，检视和记录每侧创面后续出血情况、所需止

血时间和出血量。患者两侧肢体的手术面积和烧伤深度近似，手术方法相同。 

结果 切削痂和削痂两组患者在年龄、烧伤总面积、深Ⅱ°+Ⅲ°面积和手术面积及手术开始时机无

显著差异（p>0.05），且两组间实际输血量和手术前后 24hHb 浓度无显著差异（p>0.05）。但削痂

组的出血估算量和公式计算量明显低于切削痂组（p<0.01，p<0.05）。在两个自身对照试验组内，

塑料薄膜侧手术面积和对照侧手术面积无明显差异，但塑料薄膜测重出血量要明显少于对照侧

（p<0.01），两组对照侧测重出血量相比较差异不明显（p>0.05），且塑料薄膜侧的创面止血时间

要明显短于对照侧（p<0.01）。患者在术后 6 天左右首次换药时，两侧均未见有明显的血肿出现，

皮片均成果良好。 

结论 烧伤患者切削痂创面应用塑料薄膜包敷后加压包扎的方法，能有效地较少术中创面失血量，

缩短手术时间，是一种简单易行和效果确实的方法。 

  

 

PO-0324 

机器学习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预测严重烧伤患者发生急性肾损

伤的比较分析 

 
汤陈琪,李骏强,徐达圆,刘晓彬,侯文佳,吕开阳,肖仕初,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构建严重烧伤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风险预测模型，比较机器学习和 Logistic 回归

模型的预测效能。 

方法 收集在“八二”昆山工厂铝粉尘爆炸事故中严重烧伤的 18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将伤后 90 d

内发生 AKI 的患者归为 AKI 组，其余患者归为非 AKI 组。使用单因素分析筛选可能和 AKI 发生相关

的自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 P<0.1 以及可能有临床意义的变量纳入预测模型的构建，分别采用

Logistic 回归和 XGBoost 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测模型。计算模型的受试者特征工作（ROC）曲线下

面积（AUC），以及最佳阈值下的敏感度、特异度。2 个预测模型 AUC 差异的显著性检验采用非参

数的重复采样方法。 

结果 （1）最终有 157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分析，有 89 例（56.7%）在入院 90 d 内发生了 AKI。与

非 AKI 组相比，AKI 患者的年龄更大，烧伤面积更大，入院时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估Ⅱ

（APACHEⅡ）评分更差，接受了更多的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通气以及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AKI

组脓毒症发生率及 90 d 病死率也远高于非 AKI 组（Z 值为－7.485～－0.016，X
2
值为 0.529～

45.533， P=0.028 或 P<0.001)。（ 2） Logistic 回归预测模型的自变量为 APACHEⅡ评分

（OR=1.36，95%CI=1.20～1.53，P<0.001）、脓毒症（OR=2.62，95%CI=0.90～7.66，P=0.077）及

第 1 个 24 h 尿量（ OR=0.71， 95%CI=0.50～ 1.01， P=0.059）。模型的 AUC 为 0.875

（95%CI=0.821～0.930）。最佳阈值下的特异度为 84.4%、敏感度为 77.7%。（3）XGBoost 机器学

习算法构建的模型有 7 个主要预测变量：APACHEⅡ评分、Ⅲ度烧伤面积、24 h 补液量、脓毒症、

第 1 个 24 h 尿量、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48 h 平均补液量。机器算法模型构建预测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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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 为 0.920（95%CI=0.879～0.962），比 Logistic 回归模型更高（P<0.001），最佳阈值下的特

异度为 89.7%，敏感度为 82.0%。 

结论 脓毒症和液体复苏情况是严重烧伤患者发生 AKI 的可干预的重要预测变量。机器学习模型预

测严重烧伤患者发生 AKI 的性能更佳，能为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个体化预测，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

前景。 

 

 

PO-0325 

创伤性肺损伤病人血浆环状 RNA 表达的高通量检测及 

生物信息学分析 

 
蒋勇,朱邦晖,肖永强,王晨,孙瑜,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创伤性肺损伤是一种由肺挫伤导致的具有潜在致命性损伤，在钝性胸部创伤后多见。目前的

病理机制尚不明确。环状 RNAs（circRNAs）是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细胞中的稳定且保守的非编码

RNA，目前已经报导其参与诸多疾病过程。但是，哪些 circRNAs 参与了肺挫伤的发展却未见研究。

本研究旨在确定肺挫伤病人血浆样本中的异常表达 circRNAs 并探索其在肺挫伤发病机制中的潜在

功能。 

方法 高通量芯片用来检测 5 个肺挫伤伤病人血浆样本和 5 个相匹配的健康样本。数据分析确定了

所有表达高于 2 倍或者低于 0.5 倍的 circRNAs。然后，利用 qRT-PCR 技术检验其中的 5 条

circRNAs。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 circRNA-mirRNA-mRNA 的靶向网络。最后，GO 和 KEGG 分析确定靶

向的 mRNA所涉及的生物过程，所处细胞位置，分子功能和参与的通路。 

结果 高通量芯片检测中，共 386 条异常表达的 circRNAs 中，其中 67 条上调，319 条下调。qRT-

PCR 检验结果证实了 circ_0058493 和 circ_0006577 的下调和 circ_0035292 的上调。生物信息学

分析预测了以上 3 条 circRNAs 的下游靶向网络。GO 和 KEGG 分析确定了富集度前 10 的生物过程，

细胞位置，分子功能和通路。最终根据具有基因注释的 mRNA 选出了 12 条竞争性内源 RNA

（ceRNAs）通路。 

结论 我们首先阐述了肺挫伤患者血浆中 circRNAs 的综合表达谱，并提供了证据表明，3 种异常表

达的 circRNA 可能作为疾病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并通过参与的 ceRNA 网络在肺挫伤疾病发生发展中

发挥作用。 

 

 

PO-0326 

严重烧伤患者血培养阳性对脏器功能的影响分析 

 
胡建红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目的 了解严重烧伤患者血培养阳性对脏器功能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笔者单位收治的 23 例血培养阳性的严重烧伤患者各个脏器功

能指标，采用 SPSS 软件分析各脏器功能指标的变化规律以及血培养不同菌种对脏器功能的不同影

响 

结果 23 例血培养阳性的严重烧伤患者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比例、PCT、CRP、内毒素等感染指

标明显升高（p＜0.05）；血小板呈不同程度降低；血中尿素氮、肌酐水平明显升高（p＜0.05），

胱抑素-C 呈不同程度升高；肝脏功能指标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不明显（p＞0.05）；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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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谱中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升高不明显（p＞0.05）；凝血指标中凝血酶原时间（PT)升高不

明显（p＞0.05），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明显升高（p＜0.05） 

结论 血培养阳性的严重烧伤患者中，各项感染指标明显升高，各个脏器均有不同程度受损，其中

肾脏是受损最严重的器官 

 

 

PO-0327 

全自动血液成分分离机法制备富血小板血浆及其活性分析 

 
陈泽群,郝岱峰,褚万立,冯光,张海军,赵帆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我们使用全自动血液成分分离机单采血小板的方法制备富血小板血浆，比较不同离心时间点

制备的 PRP 血浆中血小板的浓度，并测定其内细胞因子的含量，探讨该方法制备 PRP 血浆的最佳离

心时间，以优化该法制备的 PRP血浆的质量。 

方法 使用全自动血液成分分离机单采血小板，然后将单采血小板进行离心制备 PRP 血浆。按照离

心时间 5min、10min、15min、20min 得到四组对应的 PRP 血浆。检测四组 PRP 血浆与全血中血小板

的浓缩倍数、血小板活性及 PRP 活化后的血管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表

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神经生长因子等 12种细胞因子水平。 

结果 1.血小板浓缩倍数：PRP 5min 组与 15min、20min 组间血小板浓缩倍数有显著性差异，随时

间增长浓缩倍数增加； 

2.血小板活性：PRP各离心时间组间血小板活化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3.各离心时间得到的 PRP 凝胶内的细胞因子含量：除了肝细胞生长因子，全血组与 PRP 组之间无统

计学差异外，其余因子 PRP 组均显著高于全血组，但 PRP 组各亚组间均无差异；而对于转化生长因

子-β，全血与 PRP 5、10、15min 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与 20min 无显著性差异；PRP 组组间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利用全自动血液成分分离机单采血小板的方法可制备较高质量的富血小板血浆，离心 15min

可得到最高质量的 PRP 血浆，即该法制备 PRP的最佳离心时间为 15min。 

  

 

PO-0328 

NO 通过 cGMP 途径调控 integrin β1 的表达和 Talin 蛋白的活

化促进表皮干细胞脱粘附的作用研究 

 
詹日兴

1,2,3
,罗高兴

1,2,3
 

1.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NO 已成为创伤愈合的关键分子，但其活性作用的潜在机制尚不明确。在此，我们探讨了 NO

对 ESCs（表皮干细胞）的脱黏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首先，以不同浓度的 SNAP（S-亚硝基-N-乙酰青霉胺）作为 NO 供体，通过整合素 β

（integrin β）和 IV 型胶原（collagen IV）介导的细胞迁移实验检测 NO 对原代培养的人表皮干

细胞和小鼠表皮干细胞的影响。其次，通过蛋白免疫印迹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不同剂量 SNAP

对整合素 β1（integrin β1）以及 Talin 蛋白磷酸化表达的影响。然后，对多种 sGC（可溶性鸟

苷酸环化酶）和 PKG（蛋白激酶 G）的特异性抑制剂和激动剂在 NO 对 ESC 的脱粘附作用、整合素

β1（integrin β1）表达以及 Talin 蛋白磷酸化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此外，在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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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 BrdU（5-溴-2-脱氧尿苷）滞留标记细胞（LRCs）的方法，对烫伤模型和创面愈合模型中 NO

对整合素β1（integrin β1）表达及 sGC/cGMP/PKG 途径介导的创伤愈合的影响分别进行检测。 

结果 在整合素 β1（integrin β1）和 IV 型胶原（collagen IV）介导的粘附实验中，SNAP 浓度

依赖性地促进原代培养的人表皮干细胞和小鼠表皮干细胞的脱黏附作用，且其作用能被 sGC 和 PKG

的剂抑制抑制。其次，S425（丝氨酸 425）处的整合素 β1（integrin β1）表达和 Talin 蛋白磷

酸化与 SNAP 水平呈负相关，且其作用能被 sGC 和 PKG 的抑制剂阻断。此外，在体实验进一步证实

了 NO在整合素β1（integrin β1）表达及 cGMP信号通路介导的创伤愈合中的作用。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NO 可能通过 cGMP 途径调控整合素 β1（integrin β1）表达及 Talin 蛋白磷

酸化参与创伤愈合，从而促进表皮干细胞的脱粘附作用。 

  

 

PO-0329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合并潜行皮下窦道的慢性伤口治疗中的 

临床应用 

 
王澜,刘刚,李哲,贾本川,王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探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Platelet-Rich Fibrin，以下简称 PRF）在治疗各类慢性伤口造成

的皮下潜行窦道的临床疗效。 

方法 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笔者所在科室对符合入选标准的 72 例因压疮、感染、术后切

口裂开、创伤后皮下组织坏死等原因造成的皮下潜行窦道的慢性伤口，根据患者意愿分为 PRF 组

39 例，对照组 33 例，潜行窦道面积 5-28cm
2
。PRF 组在清创后应用 PRF 填充潜行窦道 1-2 次，表面

以凡士林纱布及无菌敷料包扎，期间创面常规换药治疗。对照组清创治疗后以碘伏纱布填充引流，

常规无菌敷料包扎，每 0.5-2 天换药一次。观察慢性伤口完全愈合时间、潜行皮下窦道愈合时间、

渗出物细菌培养转阴时间及换药次数。对数据进行 X
2
检验及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两组患者慢性伤口全部完全愈合，出院后随访 6 个月，未再发生破溃或形成新的窦道。但

PRF 组慢性伤口完全愈合时间为 23.0±7.1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 35.2±10.3d，t=5.924，

P<0.01。潜行皮下窦道完全愈合时间为 12.5±5.2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 24.1±8.2d，t=7.315，

P<0.01。渗出物细菌培养转阴时间为 14.6±5.4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 24.9±8.8d，t=6.087，

P<0.01。换药次数为 6.4±2.1 次，明显少于对照组的 19.2±6.2 次，t=12.107，P<0.01。 

结论 应用 PRF 治疗由各类原因导致的潜行皮下窦道，愈合迅速，疗效确切，操作简便，费用低

廉，值得临床上广泛推广使用。 

 

 

PO-0330 

一氧化氮通过 FOXG1-c-Myc 信号通路促进表皮干细胞增殖 

 
詹日兴

1,2,3
,罗高兴

1,2,3
 

1.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表皮干细胞（ESCs）在创伤愈合中起关键作用，但目前有关 ESC 增殖的机制尚未有明确的研

究定论。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一氧化氮（NO）对 ESC 增殖的影响以及其可能存在的潜在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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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使用细胞增殖和 DNA 合成方法检测 NO（使用两种 NO 供体：SNAP 和精胺 NONOate）对细胞增

殖的影响。 此后，通过免疫印迹分析测定 NO 诱导 FOXG1 和 c-Myc 的表达现象。 将 pAdEasy-

FOXG1 腺病毒和 c-Myc siRNA 质粒分别感染或转染到人体的 ESC 中，然后用其检测 FOXG1 和 c-Myc

对 NO 诱导细胞增殖的影响。 另外，通过 BrdU 掺入实验和小鼠浅二度烧伤模型，检测 NO 诱导的体

内 ESC 增殖情况。 此外，通过蛋白质印迹，实时 PCR 和双荧光素酶测定检测 NO、FOXG1 和 c-Myc

之间的关系。 

结果 NO 对 ESC 增殖产生双相作用，100μMSNAP 和 10μM 精胺 NONOate 是促进细胞增殖的最佳浓

度。 而另一方面，由 FOXG1 和 c-Myc 在体外和体内进行介导，NO 可以促进的人体 ESC 增殖。 与

此同时，NO 通过 cGMP 信号通路调节 FOXG1表达，且 NO 诱导 c-Myc 转录时，受 FOXG1介导的 c-Myc

启动子活性调节影响。 

结论 本研究表明， NO 对 ESC 增殖的双相作用以及 NO 诱导 ESC 增殖的调控作用，受 cGMP / FOXG1 

/ c-Myc信号通路的调控，这进一步表明 NO可以作为创伤愈合的不同新型靶标。 

  

 

PO-0331 

成功救治牙周炎导致颈胸部坏死性筋膜炎 1 例 

 
王澜,王杨,左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观察负压封闭技术治疗坏死性筋膜炎的效果。 

方法 2017 年 3 月收治 1 例由牙周炎导致颈胸部大面积坏死性筋膜炎患者，确诊后立即行手术清创

+负压封闭吸引术，予持续负压吸引，辅以全身静脉抗感染、营养治疗、器官功能支持、保持内环

境稳定等，每周更换负压封闭吸引装置 1 次，更换 2 次后，坏死组织基本清除，于颈胸部行游离皮

片移植术。 

结果 坏死组织彻底清除，负压治疗下肉芽形成良好，网状植皮全部成活。术后随访 6 个月，患者

一般情况良好，无复发，无植皮区破溃等现象。 

结论 坏死性筋膜炎是一种进展迅速、高致死率的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和急诊手术干预，并联合

封闭负压技术暂时封闭大面积裸露创面，阻断创面高代谢消耗以及联合全身支持治疗，可提高治愈

率，减轻患者负担。 

  

 

PO-0332 

左旋 VC 联合氨甲环酸、硫辛酸预防和治疗面部烧伤后色素沉着

的作用机制及临床效果观察 

 
王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提供一种新的预防和治疗色素沉着的方法，减轻烧伤患者伤后的心理负担。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9月在我科治疗的面部烧伤 20例，面部烧伤在创面愈合后 2 周，

采用电子注射器药物导入 1-3次，每月 1次，药物成分为左旋 VC、氨甲环酸、硫辛酸。 

结果 面部烧伤患者通过早期预防，可以减轻或缩短色沉期。 

结论 电子注射器药物导入美白系列药物对预防和治疗色沉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与传统的治疗方法

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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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33 

复方倍他米松及肉毒素联合应用预防和治疗早期瘢痕形成的临床

应用研究 

 
王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提供一种新的预防和治疗瘢痕的方法，以减少瘢痕的发生及致畸率。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我科治疗的面部烧伤 25 例及已经形成瘢痕的病例 50 例，

面部烧伤在创面 2 周愈合以后，即采用电子注射器药物导入 1-3 次，每月 1 次，药物成分为维生素

C、氨甲环酸、复方倍他米松、肉毒素等；已形成瘢痕的患者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加用瘢痕内复方

倍他米松、肉毒素瘢痕内注射，复方倍他米松每月 1 次，肉毒素每隔 3 个月 1 次。瘢痕面积小者应

用 2-4次；瘢痕面积大且厚硬者，4-8次或更长时间。 

结果 面部烧伤患者通过早期预防，对色素及瘢痕预防效果明显；已形成瘢痕的患者通过上述治

疗，瘢痕明显变平、变软，弹性有所恢复，痛痒、紧缩感等症状明显减轻。 

结论 电子注射器药物导入结合瘢痕内联合注射类固醇激素及肉毒素预防和治疗瘢痕是有效的治疗

方法，与传统的治疗方法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PO-0334 

烧伤后大鼠肠道 ASCT2，B0AT1 表达降低的机制研究 

 
胡建红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后大鼠肠道谷氨酰胺转运载体 ASCT2，B0AT1表达量的变化趋势及其机制 

方法 制备 30%体表面积大鼠烧伤模型，采用 Western blot 观察大鼠肠道谷氨酰胺转运载体 ASCT2

和 B
0
AT1及其相关蛋白 p-AMPK、CHOP、LC3-Ⅱ、p62、PDI蛋白表达量的变化 

结果 烧伤后大鼠肠道谷氨酰胺转运载体 ASCT2，B
0
AT1 的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p＜0.05），p-

AMPK 明显降低（p＜0.05），自噬标志性蛋白 p62，LC3-II 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p＜0.05），内

质网应激标志性蛋白 GRP-78，CHOP明显升高（p＜0.05），PDI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p＜0.05） 

结论 烧伤后大鼠肠道 p-AMPK 水平降低，自噬水平降低，加重内质网应激，降低 PDI 活性，从而使

二硫键的形成受阻，最终导致肠道谷氨酰胺转运载体 ASCT2，B
0
AT1表达量明显降低 

 

 

PO-0335 

负压吸引技术联合每日间断冲洗治疗小腿烧伤后慢性溃疡合并较

大面积骨外露 1 例 

 
潘皎妮,刘刚,刘霄,王杨 

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探讨负压吸引技术治疗小腿烧伤后慢性溃疡合并骨外露的效果。 

方法 收治 1 例右小腿烧伤后慢性溃疡伴骨外露的患者，外院多次手术创面仍未愈合，遗留胫前创

面约 10cm×4cm，部分胫骨外露。专科情况：右小腿瘢痕广泛分布，质硬，色素沉着，右胫骨中下

段可见烧伤后残余创面 2 处，大小分别为 1.5cm×1cm、3.5cm×3cm。外露胫骨灰暗污秽，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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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部分胫骨劈裂、松动，创缘极不规则，周边肉芽组织颜色暗红，少量分泌物，创周红肿，皮温

低，足背动脉减弱，感觉迟钝，各足趾凉。患者既往糖尿病史 10 年，乙型肝炎 30 余年。辅助检

查：外周血管超声检查示右下肢动脉内径正常，内膜欠光滑，彩色血流充盈良好，右胫前动脉前壁

颗粒状小硬斑形成。诊断：1、烧伤后残余创面（右小腿）；2、右胫骨外露、骨坏死、慢性骨髓

炎；3、糖尿病Ⅱ型。入院后完善术前准备，于入院第 3 天在硬膜外麻醉下行右小腿扩创、死骨咬

除、生物敷料覆盖、负压吸引治疗术。术中创面扩创时见胫前坏死骨质完整脱落，测量为

11cm×5cm，深达髓腔，生长的陈旧肉芽组织，给予清除后测量创面大小约为 12cm×6cm。术中冰

冻病理结果回报：（右小腿）皮肤溃疡伴鳞状上皮增生，上、下、内、外切缘未见肿瘤细胞。将制

备后的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贴于髓腔创面，其上用 VSD 封闭表面，连接墙壁负压，每日间断生理盐

水冲洗 2 次，每次 1000ml 持续约 3 小时。术后第 4 天拆除负压吸引装置，见已形成新鲜肉芽，出

血活跃，遂行自体皮移植封闭创面，术后给予改善微循环、促进生长、抗炎、加强营养等治疗。 

结果 植皮术后第 18天创面完全封闭，甲级愈合，痊愈出院。随访半年，创面无复发。 

结论 联合生物敷料及负压吸引技术治疗小腿烧伤后慢性溃疡合并骨外露效果可靠，为治疗骨外露

创面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思路。 

 

 

PO-0336 

结合美容整形技术治疗严重面部瘢痕挛缩畸形 1 例 

 
王澜,王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通过对该患者多次手术治疗，探讨面部烧伤后面部畸形的治疗方法。 

方法 火焰烧伤致面部严重畸形 18 年，查体见面部均为瘢痕皮肤，色红，板状。双上睑重度外翻、

溢泪，睑结膜外露。右角膜白斑，视力下降 。左下睑轻度外翻。下唇外翻、露齿、流涎、闭口不

全。鼻背长约 2.5cm，鼻体缩短，鼻尖及双鼻翼大部分缺如，鼻孔已无正常轮廓，呈三角形缺损，

鼻毛及下鼻甲外露。鼻小柱细，鼻唇角约 120°，双鼻腔通畅。入院后制定手术方案，分别行双上

睑、下唇瘢痕挛缩松解、外翻矫正，游离植皮术，右上臂取皮术；鼻背及鼻唇沟瘢痕瓣翻转做衬里

+全厚皮移植行鼻翼、鼻尖再造术，真皮管充填移植隆鼻尖术，左上臂取皮术；外眦瘢痕松解、Z

改形、瘢痕松解术；右口角瘢痕松解、部分切除、“Z”字成形术，小口开大术，纹眉术。 

结果 现患者睁闭眼正常，张闭口正常，无溢泪，流涎，鼻部外形良好，鼻通气正常。 

结论 面部畸形需要进行多次手术进行修复，多种手术及治疗方法相结合可获得较好效果。 

  

 

 

PO-0337 

斜方肌肌皮瓣修复颈部深度创面 

 
刘中波,王杨 

解放军第 202 医院烧伤整形科 

 

目的 探讨斜方肌肌皮瓣修复颈部深度创面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0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解放军第 202 医院收治的 16 例颈部皮肤软组织缺损患者，男 9

例，女 7 例，年龄 20—64 岁，平均年龄（42±6）岁，其中高压电烧伤 11 例，放射性损伤 5 例，

采用斜方肌肌皮瓣修复创面，供瓣区 9例植皮，9例直接缝合。  

结果 16 例患者斜方肌肌皮瓣均存活良好，供瓣区愈合良好，其中 3 例患者术后皮瓣臃肿行二期皮

瓣削薄修整；16例患者术后均随访 2年，皮瓣色泽良好，质地柔软，损伤部位功能良好。 

结论 采用斜方肌肌皮瓣是修复颈部深度创面的一种有效方法，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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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38 

移植皮片下自体颗粒脂肪移植对皮片颜色及质地的影响 

 
王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通过自体颗粒脂肪移植技术，改善移植皮片的外观及质地。 

方法 选择应用植皮方式修复术后 1 年外观欠佳的患者 10 名。在其移植皮片下填充自体颗粒脂肪，

移植脂肪量根据皮片凹陷程度及皮片松弛程度而定。一般以每隔 1cm 为一点、每点注射 0.5-1ml 为

宜。所用脂肪取自大腿或腹部。填充后 2-3个月，如效果不佳，可再补充移植 1-2次。 

结果 植皮区饱满度、皮肤色泽、质地等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移植皮片下自体颗粒脂肪填充，可改善植皮区的饱满度及皮肤质地，皮肤色泽改善，效果明

显。 

 

 

PO-0339 

异体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小儿及老人三度烧伤创面 

 
张彬柱,王杨,刘刚,刘中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O 二医院 

 

目的 探讨异体富血小板纤维蛋白（PRF）治疗小儿及老人三度烧伤创面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 18 例患者，应用异体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三度烧伤创

面，其中小儿 8 例，年龄为 1-9 岁，老人 10 例，年龄为 70-86 岁，创面范围为 2*3 -15*20cm，根

据创面大小抽取患者健康亲属静脉血 10-50ml，离心后将 PRF 覆盖于创面，外敷凡士林纱布，医用

薄膜封闭创面，每 7天更换 1次，一般治疗 2-3次，观察创面愈合机肉芽形成情况。 

结果 经过多次 PRF治疗后，患者创面均愈合，最短时间为 3周，最长时间为 8周。 

结论 对于抽血困难的小儿及老人，应用异体 PRF 治疗深度烧伤创面是一种有效方法，值得临床推

广。 

  

 

PO-0340 

VSD 联合 L-PRF 治疗巨大脓肿的临床效果 

 
刘刚,王杨,左娜,刘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观察应用 VSD联合 L-PRF治疗巨大脓肿的临床效果。 

方法 从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我科接收了 7 例体表巨大脓肿的患者，所谓巨大脓肿目前无

明确定义，本文把直径大于 10cm 的脓肿视为巨大脓肿。患者入院后进行脓肿切开引流清创后，根

据创腔大小抽取患者静脉血 40--80ml，离心后填塞于创腔，皮肤缺损处用 VSD 封闭创面，每 7 天

更换 1次，评估治疗后创腔变化情况。 

结果 每次治疗后创腔均不同程度缩小，经过 2-4次治疗后，所有患者创腔均愈合。 

结论 应用 VSD联合 L-PRF填塞治疗巨大脓肿是一种创新性方法，治疗效果良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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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41 

针灸拔罐导致皮肤软组织严重感染并双侧腓总神经损伤 1 例 

 
贾本川,王杨,王澜 

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观察应用水动力超声刀、负压封闭吸引技术、富血小板纤维蛋白（PRF）等创面修复方法治疗

双下肢大面积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6-08 收治糖尿病合并双下肢大面积坏死性筋膜炎并急性肾衰竭患者 1 例，确诊后立即行

手术清创+负压封闭吸引术，共行 8 次清创，期间应用负压封闭吸引技术 5 次，水动力超声刀 1

次，富血小板纤维蛋白（PRF）1 次,辅以抗感染、营养神经、营养支持治疗、保护各重要脏器功

能、保持水电解质平衡等，每次更换负压时间为 3-8 天，双下肢行清创缝合、游离皮片移植封闭创

面。 

结果 患者双下肢坏死筋膜及失活软组织予彻底清除，感染得到有效控制，随访 6 月，患者一般情

况好，双下肢愈合良好，无复发，可下地行走。 

结论 通过应用负压封闭吸引技术，水动力超声刀，富血小板纤维蛋白（PRF）技术能有效控制创面

感染，缩短住院时间，节省住院费用，是治疗坏死性筋膜炎的有效方法，值得推广。   

  

 

PO-0342 

枕部毛发移植治疗颞部大面积烧伤瘢痕性秃发一例 

 
于兵,王杨,左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探讨毛发移植在瘢痕性秃发的移植效果。 

方法 患者大面积烧伤后导致左颞部瘢痕性秃发，完善术前检查后在局麻下行左颞窝区自体毛发移

植术、后枕部取毛囊术。术中首先计算出所需提取的毛囊数量。在供区注射适量的肿胀液，以电动

单位毛囊提取仪顺毛囊生长方向提取毛囊，直至取够所需毛囊，在秃发区注射适量的肿胀液， 

0.1mm×1.2mm 的双刃宝石刀在秃发区扎微孔，打孔方向与原有头发或临近部位头发生长方向一

致。然后用毛囊种植镊将所取毛囊顺着毛发正常生长方向植入微孔，种植密度可达 30FUs/cm2。 

结果 患者术后随访 1 年，瘢痕处毛发成活率达 90%以上，均能覆盖瘢痕，植入的头发外观自然，

与周围原有头发衔接过渡充分，患者对手术效果满意。 

结论 自体毛发移植技术治疗瘢痕性秃发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PO-0343 

预见性护理在大面积烧伤休克期治疗中的应用 

 
唐秋燕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烧伤休克期又称作体液渗出期，时间为伤后 48 小时内，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体液渗

出量巨大，体内循环血容量在短时间内急剧下降，循环血容量不足可引发一系列并发症，重者可出

现低血容量性休克导致死亡，因此，按烧伤疾病的发生发展进程，提前进行干预治疗和护理显得尤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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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预见性护理,就是要在患者未出现症状之前,护理工作者运用敏锐的观察力,及时判断患者的心

理及生理状况,从而及时准确地实施护理。这样做可以加深患名对护士的信任,平衡其被动心理,消

除不利障碍,使护理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近年来，预见性护理在许多学科的应用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2-3]。烧伤后患者首先将经历休克期，我科对大面积烧伤病人入院后即进行预见性护理

措施，取得良好成果 

结果 该组患者共 122 例，除 1 例 87 岁老年患者（烧伤面积 65%TBSA）伴有多种内科疾病死亡，1

例 84%TBSA 烧伤（III°烧伤面积 75%TBSA）伴有重度呼吸道烧伤患者抢救无效死亡外，其余 120

例患者均抢救成功，各病例无严重烧伤并发症发生。 

结论 干预性护理在大面积烧伤病人休克期治疗过程中可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重要信息，效果显

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症状，保证烧伤休克期病人循环血容量的稳定，改善患者呼吸状况，减少和减

轻烧伤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可使患者较平稳度过休克期，利于患者后期的治疗和康复，临床应用价

值显著。 

 

 

PO-0344 

异体 PRF 结合 NPWT 治疗老年下肢难愈创面并嗜血综合症一例 

 
贾本川,王杨,左娜,王澜 

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探讨合并有严重并发症的老年难愈性创面的治疗的有效方法。 

方法 笔者科室于 2017 年 6 月收治一名左下肢及左足背多处破溃红肿患者，该患重度消瘦，身高

160cm，体重 40kg，6 年前患嗜血综合症，定期注射丙种免疫球蛋白维持治疗，本次因 1 月余前发

热伴左下肢浮肿起水泡引起皮肤红肿破溃感染，并逐渐加重，曾就诊于多家医院，建议其截肢治

疗。专科检查：双小腿皮肤呈黑褐色，肌肉废用性萎缩，肌力 3 级，各关节活动尚可，双足背动脉

搏动良好。左下肢肿胀明显。左小腿共 7 处创面，均为厚硬的坏死样黑褐色痂皮，痂皮周围有脓血

性渗出，异味重，创周红肿明显。入院后完善检验检查，调整全身状态，行创面清创手术，足背及

外踝两处较大创面行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同时抽取其健康子女静脉血制成 PRF 覆盖余创面上。创基

满意后行植皮手术。 

结果 经治疗 1 次 PRF 及 NPWT 治疗后 7 天，PRF 治疗的小创面基本愈合，NPWT治疗的较大创面肉芽

形成良好，经植皮修复，肢体保留。 

结论 应用异体 PRF结合 NPWT治疗老年下肢难愈创面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PO-0345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治疗静脉曲张溃疡的应用 

 
王赢

1
,刘刚

2
,张彬柱

2
,龚慧

2
,刘中波

2
 

1.大石桥市中心医院,115000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探讨自体富血小板纤维蛋白（PRF）治疗静脉曲张溃疡创面的临床应用及疗效。 

方法 筛选我科收治的静脉曲张溃疡患者 18 例，入院经清创及负压吸引治疗后，采用富血小板纤维

蛋白（PRF）治疗及植皮修复，观察记录创面愈合效果。 

结果 18 例创面全部愈合，愈合时间为 25d-60d，平均（34.52±3.18）d，随访 3—12 个月，局部

未出现破溃。 

结论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PRF)能明显促进静脉曲张溃疡创面肉芽形成，可作为治疗静脉曲张溃疡创

面的一种理想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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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46 

应用 L-PRF 治疗慢性难愈创面的体会 

 
左娜,刘刚,刘霄,张彬柱,刘中波,王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白细胞-富血小板纤维蛋白（L-PRF）治疗慢性难愈创面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4 至 2017 年 4 月 10 例难愈性创面患者，男 6 例，女 4 例；年龄 36～78

岁。创面形成时间 3～18 个月，其中烧创伤后骨外露 4 例，下肢骨折手术后钢板外露 2 例，糖尿病

足 2 例，压力性溃疡 2 例。治疗前均经长期换药或多次治疗不愈，手术清创后应用自体富白细胞血

小板纤维蛋白（L-PRF）进行治疗，以不良反应及创面愈合情况为指标，观察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

性。 

结果 10例患者均获随访，时间 3～10 个月，所有患者创面治愈，无复发。 

结论 应用 L-PRF 治疗慢性难愈创面疗效确切，明显缩短了疗程，且降低了治疗成本，减轻患者负

担。 

 

 

PO-0347 

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在皮片移植中应用的 

临床研究 

 
朱国强 

解放军 264 医院,030000 

 

目的 探讨局部应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凝胶在皮片移植中应用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09 年 3 月至 2011 年 3 月我科治疗患者 45 人，90 例，每位患者均有两处植皮区，采

用自身随机对照，实验组采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对照组采用油纱包扎治疗，观

察术后 7d 皮片成活率及愈合时间，术后 3、5、7d 换药时采用痛视觉评分，评价患者疼痛，同时采

集术前、术后 3d 创面分泌物进行一般细菌培养，术后 3m 采用改良温哥华瘢痕测量法测量瘢痕情

况。 

结果 实验组皮片成活率较对照组明显高（P<0.05），愈合时间缩短，有统计学差异（P<0.05），

实验组换药时疼痛较对照组显疼痛减轻。实验组与对照组致病细菌培养术前阳性率无明显差异，3d

时试验组仅发现 1 例培养阳性结果，对照组发现 3 例细菌培养阳性结果，两者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P>0.05）。实验组瘢痕评估为 3.20±1.37，对照组瘢痕评估 6.71±2.40。两者具有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凝胶可以促进游离皮片成活率及创面愈合速度，改善创

面瘢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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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48 

吸入性肺损伤患者血浆环状 RNA 表达的高通量分析和 

生物信息学分析 

 
蒋勇,王晨,伍国胜,朱邦晖,王康安,肖永强,于庆,孙瑜,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吸入性肺损伤是指吸入烟雾或化学物质导致的急性肺损伤，常见于各种火灾事故。目前机制

尚不明确。环状 RNA（circRNA）是一种稳定且保守的非编码 RNA，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细胞内。目

前已经报道了 circRNA 参与多种疾病过程，但是 circRNA 在吸入性肺损伤患者的表达情况和参与机

制尚没有被报道。本研究旨在确定吸入性损伤病人血浆样本中的异常表达 circRNA 并探索其在吸入

性损伤发病机制中的潜在功能。 

方法 高通量芯片用来检测 5 个吸入性肺损伤病人血浆样本和 5 个相匹配的健康样本。数据分析确

定了所有表达高于 2 倍或者低于 0.5 倍，且 P 小于 0.03 的 circRNA。然后，利用 qRT-PCR 技术检

验其中的 5 条 circRNA。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 circRNA-mirRNA-mRNA 的靶向网络。最后，GO 和

KEGG分析确定靶向的 mRNA所涉及的生物过程，所处细胞位置，分子功能和参与的通路。 

结果 高通量芯片检测中，共 65 条异常表达的 circRNAs 中，其中 52 条上调，13 条下调。qRT-PCR

检验结果证实了 circ_0043428 和 circ_0027774 的上调和 circ_0058495 的下调。生物信息学分析

预测了以上 3 条 circRNAs 的下游靶向网络。GO 和 KEGG 分析确定了富集程度前 10 的生物过程，细

胞位置，分子功能和通路。最终根据具有基因注释的 mRNA选出了 3条 ceRNAs通路。 

结论 我们第一次确定了吸入性肺损伤患者血浆样本 circRNAs 的全面表达情况。为异常表达的

circRNA参与吸入性肺损伤发病机制提供了证据。 

 

 

PO-0349 

胶原蛋白生物敷料在慢性难愈创面的应用 

 
刘晓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索胶原蛋白生物敷料应用于慢性难愈创面的治疗效果，寻求慢性难愈创面治疗的新途径。 

方法 16 例应用换药治疗未愈的慢性难愈创面（范围 1cm*2cm-5cm*9cm）采用胶原蛋白生物敷料治

疗。行创面清创冲洗，将敷料均匀剪孔，覆盖于清创创面，外敷碘伏纱布，适当加压包扎。术后

2-3 天换药，探查其下是否积液予以排除，术后 1-2 周换药，观察敷料与基底的附着，直至结痂。

后期如果创面 3-4周未愈，可更换敷料，再次覆盖。 

结果 经胶原蛋白生物敷料治疗，创面于 4-11周愈合，16例创面全部治愈。 

结论  

胶原蛋白生物敷料应用于慢性难愈创面，有促进创面肉芽组织生长促进上皮化形成作用，创面缩小

以致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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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50 

Bacteriological Profile and Early Tangential Excision of 

Burn Wounds of Patients Injured by Gas Explosion 

 
Wenjie Ren,Wei-Zheng Meng,Gui-Zhi Wang,Tian-Yun Wang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current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microorganisms and their 

susceptibility patterns from burn wounds of patients injured by gas explosion, and to 

determine the benefits of early tangential excision as the treatment. 

Methods 318 patients with deep second degree burn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with 

early, middle and late tangential excision respectively. The culture from wound 

samples yielded 486 bacteria isolates, in which 330 (67.9%) isolates were Gram-

negative and 154 (32.1%) were Gram-positive. 

Results A variety of bacteria became resistant to third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resuscitation fluid volume and the 

incidence of shock among three groups. Th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arly tangential 

excision exhibited better results of body temperature, heart rate and urine output. 

The time period for wound healing was reduced by 10 d in early tangential excision 

group. Wound infection rates are rather high in gas explosion patients and the major 

pathogens are gram-negative bacteria. 

Conclusions  Drug sensitivity tests are useful for instructing the precise 

administration of antibiotics. Early tangential excision within 24 h after burns is 

not only safe but also efficient for promoting the wound healing process of deep 

second-degree burns by gas explosion. 

  

 

PO-0351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 1 对缺氧心肌细胞 细胞凋亡的作用

及机制研究 

 
向飞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 1（TRAP1）对缺氧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SD 大鼠乳鼠分离培养心肌细胞。（1）将细胞分为常氧组、缺氧组、缺氧+TRAP1 过表达对照

组、缺氧+TRAP1 过表达组、缺氧+TRAP1 干扰对照组、缺氧+TRAP1 干扰组，免疫印迹法检测细胞溶

质中细胞色素 c（Cytc）含量，ELISA 法检测 Caspase3 活性，Tunel 法检测细胞凋亡。（2）将细

胞分为常氧组、缺氧组、缺氧+TRAP1 过表达对照组、缺氧+TRAP1 过表达组、缺氧+TRAP1 过表达+

细胞色素 c 氧化酶亚基Ⅱ（COXⅡ）干扰对照组、缺氧+TRAP1 过表达+ COXⅡ干扰组，同前检测

Cytc 含量、Caspase3 活性和细胞凋亡，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 ROS 含量。（3）将细胞分为常氧组、

缺氧组、缺氧+TRAP1 干扰对照组、缺氧+TRAP1 干扰组、缺氧+TRAP1 干扰+ COXⅡ过表达对照组、

缺氧+TRAP1干扰+COXⅡ过表达组，检测方法（2）中相同项目。对数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1）与常氧组比，缺氧细胞 ROS 含量、Caspase3 活性、凋亡比例和溶质 Cytc 含量增多（P
＜0.01）。与缺氧组比，干扰 TRAP1 表达后细胞上述指标均增加（P＜0.01），损伤加重，而过表

达 TRAP1 后细胞上述指标均降低（P＜0.01），损伤减轻。（2）与缺氧+TRAP1 过表达组比，缺氧

+TRAP1 过表达+COXⅡ干扰组 ROS 含量、Caspase3 活性、凋亡比例和溶质 Cytc 含量增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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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与缺氧+ TRAP1 干扰组比，缺氧+TRAP1 干扰+COXⅡ过表达组 ROS 含量、Caspase3 活

性、凋亡比例和溶质 Cytc含量均降低（P＜0.01）。 

结论 TRAP1 能够影响缺氧心肌细胞凋亡，其途径是通过作用于线粒体呼吸链上的 COXⅡ，调节细胞

内 ROS含量，进而调控线粒体依赖的凋亡途径而实现的。 

  

 

PO-0352 

失神经支配创面愈合的研究现状分析 

 
宋茹,曹永倩,王一兵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失神经支配创面，往往其愈合时间较正常神经支配部位创面愈

合时间长，甚至难以愈合。这种难愈创面是临床工作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本研究旨在探索失神经

支配创面愈合的现有研究现状，分析神经支配对创面愈合的影响以及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 

方法 以“去神经、失神经、创面愈合”和“denervation、wound hedling”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CNKI 数据库的检索时限为 2000 至 2017 年， PubMed 数据库的检索时限为 2000 至 2017 年。将纳入

的文献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创面愈合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再生与修复的过程，神经支配可以影响炎症细胞、成纤

维细胞、上皮细胞和毛细血管形成。神经因素对于疤痕形成的影响，可能是在愈合早期其促进作

用，而后期则不利于瘢痕形成及重塑。封闭负压引流技术对失神经创面的愈合有促进作用。目前关

于失神经创面的研究比较片面和局限。 

结论 在创面修复过程中，皮肤神经的再生是重要的环节之一。神经支配影响创面愈合的全过程，

在创面愈合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神经和各种调控愈合因子形成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了解神经和各

修复成分在创面再生修复与瘢痕愈合中的变化和作用以及调控机制，将深入阐明皮肤创面愈合的机

制；寻找通过调控神经和神经肽促进皮肤再生的方法，研究皮肤伤口愈合过程中神经增生及其调控

机制，可为探索周围神经损伤的再生修复提供参考。 

 

 

PO-0353 

半腱肌在修复截瘫患者坐骨结节压疮的应用 

 
王顺宾,林建昌,金昌丹,楼非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半腱肌在充填坐骨结节处压疮空腔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应用股后肌群中半腱肌充填坐骨结节压疮坐骨结节周围空腔，联合邻近皮瓣或直接缝合修复

截瘫患者合并坐骨结节压疮 8例。 

结果 8例均一期修复，创面愈合良好，随访最长 3年，无复发。 

结论 应用半腱肌充填坐骨结节处空腔，手术简便，损伤小，成功率高，可一期修复，复发率低等

优点，是截瘫患者坐骨结节压疮治疗的较理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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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54 

安体肤治疗下肢难愈性创面 1 例治疗体会 

 
王顺宾,王邵华,林建昌,金昌丹,楼非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安体肤治疗下肢难愈性创面的治疗效果。 

方法 应用同体对照，创面处理后同时分别使用自体皮片和安体肤植入手术，术后 3 天常规换药，

观察比较安体肤与自体皮片治疗效果。 

结果 1例患者双侧下肢创面均一期修复，创面愈合良好，随访 2年。 

结论 体会：应用安体肤治疗下肢难愈性创面，与自体皮片比较，能一期修复创面，但是愈合时间

长，而且愈合方式有别于自体皮片，具体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PO-0355 

应用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挛缩性瘢痕 

 
黄晓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瘢痕是烧伤最常见的后遗症，多采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激光治疗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近

年来，应用 CO2 点阵激光技术治疗烧伤后瘢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在观察 CO2 点阵激光技术

治疗挛缩性瘢痕效果的基础上，探讨 CO2点阵激光技术治疗烧伤瘢痕的有效性。 

方法 本组共治疗烧伤后挛缩性瘢痕 30 例，包括烧伤瘢痕增生所造成小口畸形、手指屈曲畸形、足

趾背屈畸形、颈部挛缩性瘢痕等。采用 CO2 点阵激光仪治疗，根据瘢痕状况选择不同的能量、密

度。激光治疗后同时外用抗瘢痕药物。 

结果 经过 1~5 次激光治疗，所有病人瘢痕组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主要包括质地变软，厚度缩

小，色泽减退，瘢痕挛缩程度减轻。病人主观感觉疼痛和瘙痒感明显缓解。本组典型病人为烧伤后

小口畸形，经过 1次激光治疗后，明显改善张口功能。 

结论 本文结果显示，对于挛缩程度较轻的挛缩性瘢痕，尤其是不易治疗的部位如眼周、鼻、嘴唇

和手指等，利用 CO2 点阵激光技术能有效地改进瘢痕的柔韧性，使挛缩性瘢痕得到不同程度的松

解。当然，瘢痕治疗需要综合治疗方法，应根据瘢痕的类型、瘢痕的不同时期，联合应用激光和其

他方法，综合治疗烧伤后瘢痕。 

 

 

PO-0356 

Notch 信号通路在烧伤感染患者外周 T 淋巴细胞中的表达研究 

 
胡晓红

1
,杨加彩

2
,游波

1
,张小容

1
,罗高兴

1
 

1.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Notch 信号通路调控烧伤感染患者外周 T 淋巴细胞的作用及机制，为烧伤感染的免疫学

机理探究以及潜在治疗手段的发现提供实验基础 

方法 在本研究中，分别设置了烧伤感染组和健康人对照组，并排除自身免疫性疾病、原发感染性

疾病、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外伤等疾病。烧伤感染组选择 2017 年 1 月到 2018 年 1 月期间西

南医院烧伤科收治的烧伤感染患者 20 例，采用中国新九分法估算患者烧伤面积，三度四分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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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烧伤深度。同时选取 20 例年龄相仿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采用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PCR）和免疫印迹法（western-blot，WB）对 15 例烧伤感染患者及 15 例健康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PBL)中 Notch1、Notch2、Delta-like 1 和 Jagged1 从基因转录

水平和蛋白水平进行检测。 

结果 烧伤感染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中 Notch1、Notch2、Delta-like 1 和 Jagged1 基因 mRNA 水

平、蛋白水平的表达显著性高于健康人的水平（p<0.05）。 

结论 烧伤感染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Notch 信号通路被激活，可能与烧伤感染后机体抗炎反应相

关。 

 

 

PO-0357 

1 例特重度烧伤患者创面旁 PICC 置管的循证护理 

 
孟美芬，王慧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为预防 1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创面旁穿刺置入 PICC导管并发症的发生制定循证护理方案。 

方法 按 PICO 原则，针对临床问题，检索 Cochrane 图书馆、PubMed、EMbase、CNKI、万方等数据

库，查找有关 PICC 并发症护理的临床指南、系统评价／Meta 分析、RCT，对其进行证据的真实

性、重要性和适用性评价后，将最适证据应用于该例患者并评价其效果。 

结果 共纳入临床实践指南 4 篇，证据总结 1 篇和 RCT 1 篇，结合患者病情，征得患者及家属知情

同意并签字后，于超声引导下经左侧肱静脉成功置入 PICC 导管，导管置入顺利，且穿刺点距创面

仅有 2cm，留置 89d，无感染、静脉炎、渗血、血栓、导管移位和误入动脉等并发症。 

结论 实施基于证据的 PICC 护理方案，可预防大面积烧伤患者创面旁穿刺置入 PICC 导管并发症的

发生，拓宽了 PICC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使用范围。 

  

 

PO-0358 

黄芪苷 IV（AS-IV）通过抑制 MCU 激活来降低热诱导的细胞凋亡 

 
陈雅洁,董志伟,杨子晨,彭毅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吸入性损伤中，热应激能够通过诱导支气管上皮细胞凋亡从而导致气道损伤。研究表明 MCU

与细胞损伤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线粒体 MCU 在热引起的支气管上皮细胞损伤中的作用以

及机制。并进一步研究 AS-IV能否通过 MCU以及线粒体机制降低热引起的支气管上皮细胞损伤。 

方法 用 52℃处理支气管上皮细胞系 16HBE 细胞 5 分钟，AS-IV（20, 40 或 60μmol/L）处理热刺

激前的 16HBE 细胞。蛋白电泳及 Tunel 实验检测细胞凋亡。激光共聚焦及膜片钳技术检测热刺激后

MCU 活性的变化，Seahorse 检测线粒体呼吸代谢以及 ATP 的变化。在大鼠吸入性损伤模型中，AS-

IV（5, 10 或 20 mg/kg）滴入 Wistar 大鼠（两次/天），蛋白电泳及 Tunel 实验检测肺部细胞凋

亡的变化。 

结果 AS-IV 显着抑制热诱导的凋亡。热应激能够激活 MCU，促进线粒体 Ca2 +过载，ATP 耗竭，线

粒体 ROS 产生和细胞色素 c 释放和快速诱导凋亡。然而，AS-IV 治疗减少了过度的 MCU 激活，并减

轻线粒体 Ca2 +超载以及细胞凋亡。同时，AS-IV 能够升高热应激引起的 ATP 下降和 ROS 活性产

生。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92 

 

结论 吸入性损伤中，热应激能够通过激活 MCU 引起线粒体钙超载以及线粒体代谢紊乱，从而引起

细胞凋亡。黄芪苷 IV（AS-IV）通过抑制 MCU激活来降低热诱导的细胞凋亡。 

 

 

PO-0359 

N-乙酰半胱氨酸与血清联合增加细菌生物膜形成 

 
杨子晨,邓柳洋,陈雅洁,陈渝,彭毅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生物膜的形成对留置装置或慢性感染的患者构成极大威胁。N-乙酰半胱氨酸（NAC）是近年来

被广泛研究的一种有前途的破坏细菌生物膜的药物。人血清也能抑制某些细菌的生物膜形成。在本

研究中，我们想知道，如果在体内应用，NAC 和人血清的组合是否可以增强防止生物膜形成的效

果。 

方法 在 N-乙酰半胱氨酸和人血清存在下，采用微量滴定板法和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对细菌生物

膜形成进行评价。用 qPCR 检测部分生物膜相关基因的表达。细胞外基质（ECM）通过透射电镜观

察。用抗氧化剂 GSH 或抗坏血酸替代 N-乙酰半胱氨酸，在生物膜形成试验中用人转铁蛋白、乳铁

蛋白或牛血清白蛋白代替血清。建立大鼠中心静脉导管模型，评价 N-乙酰半胱氨酸对体内生物膜

形成的影响。 

结果 N-乙酰半胱氨酸和血清的组合增加了七种不同细菌菌株的生物膜形成。在金黄色葡萄球菌

中，涉及 ICA 依赖性通路和一些全球调节因子的基因被显著上调。在铜绿假单胞菌中，LAS 和 PQS

群体感应（QS）系统和双组分系统 GACS／GacA 的转录均显著增加。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

菌的 ECM 产生也增强。这种生物膜形成的增强主要归因于 NAC 与血清蛋白转铁蛋白之间的相互作

用。静脉注射 NAC增加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在植入导管上的定植。 

结论 这些结果表明，静脉注射或在血液存在下的 N-乙酰半胱氨酸不仅不能抑制，反而会增加细菌

生物膜的形成 

 

 

PO-0360 

噬菌体对小鼠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的治疗作用 

 
邓柳洋,杨子晨,陈雅洁,陈渝,彭毅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噬菌体对小鼠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的治疗作用，以突破抗生素治疗感染的日益局

限，探索新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治疗途径。 

方法 将所有实验小鼠分 5 组。第 I 批实验：1 空白对照组，12 只，注射生理盐水；2 脓毒症组：

12 只，鲍曼不动杆菌注射；3 抗生素组：12 只，细菌+泰能（50mg/kg）； 4 噬菌体治疗组，12

只，细菌+噬菌体试剂； 5 噬菌体对照组：12 只，单独噬菌体注射。连续治疗 7 天，24h/次，观察

小鼠死亡情况，统计生存率。第 II 批实验，分组和处理同第 I 批实验。分别于实验后 24h，72h，

120h 各小组小鼠取静脉血并送检血常规（其中第一个 24h 实验小鼠取血送检后并取肺、肝、肾、

脾脏器研磨涂板，计算载菌量）。 

结果 通过Ⅰ、Ⅱ轮实验，可以观察到鲍曼不动杆菌噬菌体在治疗小鼠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急性期

感染效果明显，噬菌体治疗组生存率、脏器载菌量、静脉血白细胞数于脓毒症组比较差异明显，证

实了鲍曼不动杆菌噬菌体针对鲍曼不动杆菌致小鼠脓毒症的治疗效果。噬菌体治疗组于抗生素治疗

组的对比，在生存率上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但是噬菌体治疗组的脏器载菌量明显低于抗生素组，

提示了噬菌体比抗生素在对抗耐药菌时有更好的疗效，尽管生存率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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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相对于泰能对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治疗效果，噬菌体对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小鼠的治

疗作用更为理想。本实验为噬菌体进一步应用于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抗感染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 

 

 

PO-0361 

PyrD deficiency alters metabolic flux to contribute to 

reduced virulence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Bei Jiang,Yin Supeng,Yang Zichen,Chen Yajie,Gong Yali,Peng Yizhi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Objective Metabol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virulence of bacteria, including the 

important pathogen Staphylococcus aureus.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at link 
various bacterial metabolisms with their virulence remain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Here we screened out a pyrD (encoding dihydroorotate dehydrogenase in the 
pyrimidine biosynthesis pathway) mutant from a S. aureus transposon library and 

confirmed its relevance with bacterial virulence. Using RNA-seq and metabolome 

analysis, we showed the changes of metabolism and virulence caused by pyrimidine 

defect and reveal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sults In the case of pyrimidine defect, bacteria increase glucose uptake through 

non-phosphotransferase system transport to supply more substrates for pentose 

phosphate (PP) pathway to rescue pyrimidine defect. Meanwhile, purine products 

including GTP are unexpectedly increased due to a negative feedback regulation of 

pyrimidine defect. GTP plays as a cofactor of CodY-mediated gene repression, leading 

to downregulation of virulence genes and extensive metabolic inhibition to facilitate 

metabolic flux to PP pathway. Moreover, increased uptake of glucose activates elements 

of carbon catabolite repression (CCR), which represses utilization of less preferred 

carbon sources and various metabolic processes to further ensure metabolic flux to PP 

pathway to provide more substrates for pyrimidine rescue. In addition, repression of 

some metabolic genes mediated by CodY and CCR activation also contributes to reduced 

virulenc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how pyrimidine defect caused by PyrD 

deficiency leads to reduced virulence via metabolic regulation in S. aureus. The 

results help us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cterial nucleotides 

metabolism and virulence, and provide potential targets for drug development.    

 

 

PO-0362 

v.a.c 在治疗压疮中的应用 

 
冯涤 

鞍钢集团总医院 

 

目的 应用 V.A.C治疗压疮创面 

方法 应用 V.A.C治疗压疮 

结果 创面全部治愈 

结论 创面全部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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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63 

噬菌体治疗脓毒症的免疫影响 

 
彭毅志,杨子晨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脓毒症（sepsis）指机体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 2]。作为严重

烧伤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目前脓毒症在临床工作中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导致很多严重

的后果，例如发烧、呼吸和心跳加速，意识不清以及多器官衰竭（MODS）导致的死亡等[2]。脓毒

症早期阶段，细菌的感染和增殖诱发了不可控制的过度炎症反应；而在晚期，紊乱的免疫应答则导

致了免疫失能状态的发生[3]。目前为止，我们仍缺少能提供稳定治疗效果的有效治疗方法[4]。 

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越来越多的免疫生物学的进展表明，噬菌体（bacteriophage， phage），除

了其众所周知的抗菌（裂菌）作用外，还具有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能力，体现了噬菌体强大的免

疫调节特性暗示[5]。这对脓毒症的治疗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临床意义。我们总结了动物实

验和临床试验观察到的噬菌体治疗脓毒症对免疫反应的影响，期待为我国临床试验中噬菌体对脓毒

症的应用研究做理论支持。 

 

 

PO-0364 

浅谈烧伤后糖尿病足的相关护理 

 
王晶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5 医院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一种常见的严重并发症。在我国糖尿病发病率正呈逐渐增加趋势，约

12％～25％的糖尿病患者在病程进展中可并发足部溃疡。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发展的一个严重阶段，

其高发病率与致残率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总结了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糖尿病足的早期预防、

治疗及护理等方面的相关经验。 

 

 

PO-0365 

孕期激素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剖宫产后术区坏疽性脓皮病误诊

为术后皮肤溃疡一例 

 
严龙宗,汪虹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罕见慢性难愈性创面病例分享；介绍未遵循 PG 的常规治疗方案而治愈 PG，为临床坏疽

性脓皮病的治疗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该患者多种疾病并存，病情危重，评估全身情况，权衡激素治疗的利弊，未按照坏疽性脓皮

病治疗特点使用激素，亦未手术修复创面，而是通过控全身抗感染、胸腔引流、增强免疫力、调节

内环境平衡、改善凝血功能、纠正低蛋白血症、创面湿性管理而达到创面治愈。 

结果 经创面湿性管理，控制全身病情，患者 1月后痊愈出院，出院后 1年未复发。 

结论 1 PG的诊断困难： 

PG 无具诊断价值的实验室检查方法，组织病理学检查无特异性。目前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并排

除引起皮肤坏死、溃疡的其他疾病，因此误诊率较高。 

2PG 的常规治疗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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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皮质激素和环孢素是一线用药，在急性进展期效果显著，用药后短时间内能控制病情，但易复

发，病情控制后仍需长时间小剂量维持用药。外科清创反而加重 PG 而有争议，早期不恰当的外科

干预反而会加重病情，这在本病例中体现尤为显著。 

3本例患者治疗体会： 

1）并非所有 PG患者激素治疗均有效； 

2）PG患者手术需谨慎； 

3）创面湿性管理对复杂 PG患者疗效佳。 

 

 

PO-0366 

精心护理干预对面颈部烧伤后瘢痕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茜,宗鑫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究精心护理干预对面颈部烧伤后瘢痕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 50 例面颈部烧伤后瘢痕患者，依据入院时间顺序分组，各 25 例。对照组予

以常规护理干预，于此基础上，实验组予以精心护理干预。统计两组护理满意度，并对比干预前后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 

方法 两组均予以瘢痕整形手术，并予以抗感染、抗休克等常规治疗；于此基础上，对照组行常规

护理干预，包括入院指导、随机口头健康宣教、饮食清淡与无刺激食物、遵循医嘱指导用药等；实

验组于常规护理基础上予以精心护理干预，包括（1）术前护理，护理人员协助患者以温开水

（37～42℃）热敷或浸泡皮肤，逐步清除皮肤污垢；详细为患者讲述手术相关知识、注意事项，及

时解决患者疑惑，解除心理负担，使其积极配合手术，以保证手术顺利进行；术前 3 d 指导患者口

服肠道抗菌药物，术前 1 d 以生理盐水作清洁灌肠处理；（2）术中护理，护理人员积极配合术者

手术，播放舒缓音乐，缓解患者负性情绪；（3）术后护理，帮助患者维持舒适体位，促进血液循

环，避免局部充血，减轻局部疼痛、肿胀，若手术部位肿胀、渗血，及时告知医师，并协助其换药

处理；保持供皮区、植皮区敷料清洁、干燥，并注意敷料是否移位；待植皮稳定成活后，使用营养

洗面奶作面部清洁，洗面奶选用温和、刺激小类型，确保皮肤接受良好外部营养刺激；维持病房环

境安静、清洁、舒适，注意空气流通，控制室温 22～25℃，相对湿度约 55%，有助于预防感染。 

结果 实验组干预后生活质量量表各维度评分均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护理满意度 96.00%较对照组 68.00%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面颈部烧伤后瘢痕患者予以精心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且护理满意度

较高。 

  

 

PO-0367 

意外烧伤护理研究 

 
张圳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分析意外烧伤的护理过程中的问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意外烧伤患者的临床护理资料。对患者实施刨面的处理、呼吸道的护理、防治休

克、重要部位（面部、口鼻、眼睛、四肢、会阴）护理、心理护理等方面综合护理。 

结果 患者创面全部愈合，创面愈合时间 7--62d，平均 20d，均达到生理性愈合。结论 护理意外烧

伤时应实施结合烧伤原因休克、抗感染、心理和营养支持全方位的综合护理。 

结论 护理意外烧伤时应实施结合烧伤原因休克、抗感染、心理和营养支持全方位的综合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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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68 

利奈唑胺治疗革兰阳性(G+)球菌引起的烧伤感染的疗效观察 

 
晁生武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810000 

 

目的 观察利奈唑胺用于治疗烧伤患者由革兰阳性(G+)球菌感染的疗效。 

方法 对 28 例革兰阳性(G+)球菌感染的烧伤患者，静脉滴注利奈唑胺，按照 600 mg 2 次/ d 的

方法给药，疗程 7～14d，观察患者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创面细菌培养结果等。 

结果 利奈唑胺治疗 28 例革兰阳性(G+)球菌感染烧伤患者，临床总有效率为 96.43%，细菌清除率

为 96.43% ，创面感染的临床征象及全身反应明显缓解，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和实验室检查异

常。 

结论 利奈唑胺对临床治疗革兰阳性(G+)球菌感染引起的烧伤创面感染有良好的疗效，不良反应

少。 

 

 

PO-0369 

手术治疗背部巨大感染性窦道 1 例 

 
唐才良,晁生武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810000 

 

目的 国际伤口愈合学会将慢性创面定义为不能通过正常有序而且及时的修复过程达到解剖和功能

上完整状态的创面[[1]]。临床上一般指由各种原因所致，经过一个月以上治疗未能愈合，且无愈

合倾向的创面[[2]]。近年来，慢性创面病人越来越多，而治疗方法各式各样，疗效各不相同，现

就 1 例背部巨大窦道病人通过手术治愈病例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48 岁，因“背部肿物切除术后破溃 4 月余，窦道形成 1 月”入院。患者自诉 2006 年 6

月无意间发现背部有一肿块，约蚕豆大小，质地硬，无疼痛及压痛，当时前往我院肿瘤外科行细针

穿刺细胞学检查示：纤维瘤；予以“背部肿物切除术”，术后病检结果示：纤维瘤。9 年后患者背

部肿物复发，前往青海省某三级医院就诊，再次予以背部肿物切除+引流术，术后伤口愈合不佳，4

个月伤口未愈合，背部形成一窦道，窦道口轻度红肿，引流管内有脓性分泌物流出，经久不愈。体

查：背部可见一长约 10cm 纵型手术瘢痕，下方有一约 10cmⅹ7cm 大小窦道，皮下有一负压引流

管，引流管内每天有少量引流液，量约 3cm-5ml，创缘轻度红肿。 

诊疗过程：查血常规、C 反应蛋白正常；窦道冲洗液常规化验：外观黄色、浑浊、无凝块； 白细

胞计数 170ⅹ10^6/L，单核细胞 0.85 多核 0.15；细菌培养：弗氏枸橼酸杆菌；窦道彩超：背部

窦道处可见 83mmⅹ100mm 的条状低回声区，考虑腔隙形成；背部窦道造影增强 CT：左侧约平第 6-8

后肋水平，斜方肌区渗出并局部软组织肿胀，相应处皮下引流管，增强后可见造影剂进入，考虑感

染性病变并窦道形成；术前予以负压引流技术（VSD）进行一次负压吸引，持续 5 天。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在全麻下行背部窦道扩创切除局部皮瓣转移术，术中在背部设计“S”切口，由浅入深完整

切除窦道壁的肉芽组织及纤维组织,到达肌层，见新鲜健康组织。伤口生理盐水、双氧水反复冲

洗，庆大霉素液冲洗后，局部分离皮瓣，分别在切口上端及切口下端放置负压引流管各 1 根，依次

缝合皮下及皮肤。术后根据细菌药敏试验使用抗生素，背部适量加压处理，术后第 4 天切口上端引

流管引流液为 3ml，予以拔除，下端引流管于术后第 10 天予以拔除。术后复查彩超：皮下未见明

显腔隙；切口愈合后出院。 

2 讨论 

窦道是一通达组织深部的盲管创道，管壁有较厚的瘫痕组织i[[3]]。长期表现为“感染、愈合、再

感染”病程，经久不愈，使得窦道形成外口小、里腔大ii[[4]]。它可由各种原因导致，如损伤、异

http://hb210.medmeeting.org/temp/wordpreview/6972/1128106.html#_edn1
http://hb210.medmeeting.org/temp/wordpreview/6972/1128106.html#_edn2
http://hb210.medmeeting.org/temp/wordpreview/6972/1128106.html#_edn3
http://hb210.medmeeting.org/temp/wordpreview/6972/1128106.html#_ed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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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慢性感染、创面引流、创口感染及特异体质等因素iii[[5]]。本例患者肿物切除术后切口长期不

愈，以致背部形成一巨大窦道。回顾分析，患者既往体健，无相关影响伤口愈合等疾病，患者伤口

长期不愈，考虑可能与手术中无菌操作、缝合技术残留死腔、引流不畅等因素有关。该病例提示外

科医师手术时应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手术操作应避免粗暴，缝合时逐层缝合，不留死腔，引流时视

情况，一般 24h-48h拔除。 

针对此患者的治疗，在改善患者全身状况后首选的是手术治疗，而手术成功的关键在于： ①积极

做好术前准备，行细菌培养明确病原菌，使用敏感抗生素，行影像学检查，了解窦道深度及腔隙大

小；②术前有效的创面负压吸引，能及时清除创面渗出物，防止污染和继发感染，保证创面清洁，

改善局部微循环，刺激肉芽组织生长iv[[6-9]]；③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麻醉要充分，使肌肉完全

松弛，有利于手术操作；④严格遵守无菌原则，彻底切除窦道病变组织，彻底止血，保证皮瓣血

运，用皮瓣填充创面缺损，这是手术成功最关键的一步；⑤创面冲洗干净，逐层缝合，不留死腔，

放置负压引流管，通畅引流；⑥术后密切观察伤口变化及皮瓣颜色，常规使用抗生素，切口适量加

压包扎，避免积液感染，适时拔除引流管。 

 

 

PO-0370 

结晶纤维素膜联合外用精氨酸在供皮区愈合中的临床研究 

 
李克,林伟,祁强,刘建疆,陈卫鑫,何文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国内及国外供皮区愈合尚未出现系统的实验及理论依据，也没有标准的参考准侧，供皮区愈

合一直沿用旧方法，愈合时间长，瘢痕增生明显，现进行外用浸泡精氨酸的结晶纤维素膜覆盖供皮

区创面，探索新的供皮区愈合方法，使得能过通过统计学分析，并有显著差异 

方法 本人已行精氨酸联合结晶纤维素莫患者分析 50 例，其中 25 例患者均行植皮手术，其中 50 例

病人供皮区凡士林纱布覆盖后泡沫敷料覆盖封闭（对照组），25 例供皮区行浸泡过精氨酸的结晶

纤维素膜覆盖后泡沫敷料覆盖封闭（实验组），并分别在术后 0d、2d、5d、10d 观察记录供皮区愈

合情况，收集病例血样标本及供皮区渗出液标本，供皮区予以局麻下采取部分标本，应用免疫组化

方法研究，并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结晶纤维素膜敷料联合外用精氨酸与凡士林在供皮区愈合上有显著差异，愈合时间缩短，瘢

痕评分有显著差异，因此结晶纤维素膜联合精氨酸对供皮区愈合有一定的效果，不仅促进供皮区愈

合，缩短愈合时间，更能减少瘢痕增生，为供皮区愈合提供了新的愈合模式和思路 

结论 联合外用精氨酸的结晶纤维素膜在供皮区创面的应用，需进一步加大样本量，并研究相关性

并进行分析，本实验结果不仅促进供皮区愈合，而且缩短愈合时间，为我们今后供皮区愈合提供新

思路，为临床病例上供皮区创面愈合时间缩短提供新方法，并且减少瘢痕生长，为创面修复提供有

力的支持。 

 

 

PO-0371 

探讨 PDCA 模式对预防皮瓣转移术后发生血管危象的应用效果 

 
李茜,杨洋,宋冉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对皮瓣转移术后发生血管危象的应用效果，达到降低皮瓣移植术后血管危象的

发生率。 

http://hb210.medmeeting.org/temp/wordpreview/6972/1128106.html#_edn5
http://hb210.medmeeting.org/temp/wordpreview/6972/1128106.html#_ed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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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皮瓣转移术后应用 PDCA(Plan，Do，Check，Action)循环，对皮瓣转移术后发生血管危象

的原因进行分析，列出计划目标，执行整改措施，检查实施效果，进行总结处理，提出具体的 

PDCA 循环步骤，比较运用 PDCA循环法前后的皮瓣转移术后血管危象发生率。 

方法 制定计划和目标  为了改善上述现状，我科针对主要原因制定了皮瓣观察专科指标，制作了

皮瓣皮肤对比色卡，完善了健康宣教内容，加强科室人员的责任心及工作能力。 

结果 运用 PDCA 循环法管理后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3 月皮瓣移植病人 25 例，与 2016 年 7 月-

2016 年 10 月同期皮瓣移植病人 20 例，两者的血管危象发生率进行比较，血管危象发生率由 60%，

降至 20 %，皮瓣移植术后血管危象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PDCA 循环管理能有效的降低血管危象的发生率，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PO-0372 

早期应用 CRRT 治疗严重烧伤合并急性肾功能不全病例报告 

 
张诚,刘毅,刘同存,陈黎明,孙晓晨,徐承新,李超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观察严重烧伤合并急性肾功能不全应用 CRRT的治疗效果 

方法 从 2008 年到 2017 年,15 例严重烧伤合并急性肾功能不全病人在我科接受了连续性肾替代疗

法(CRRT),平均年龄为 32 岁，平均烧伤总面积为 73%TBSA，AKI 发生时间为伤后 2-18 天。12 例合

并中、重度吸入性损伤并进行机械通气。采用 CRRT 的主要原因是少尿、肌酐升高、氮质血症和高

钠血症和低氧血症。休克期尿量少于 30ml/h, 血肌酐大于 160umol/L,血钠高于 150mmol/L 即开始

透析治疗。15 例患者中，12 例接受 CVVHDF, 3 例接受 CVVH（pre-post）,  3 例治疗时间超过 14

天，4 例接受肝素抗凝，8 例接受枸橼酸钙抗凝，3 例未使用抗凝剂。治疗时血流速度 130～260ml

／min，治疗时间最短为 7 小时，最长为 18 天，平均治疗时间（46．0±7.5）h，置换液速度

4L/h，超滤速度根据患者２４ｈ出入量及全身水肿、肺水肿等情况适时调整，超滤速度 150-

600ml/h。 

结果 治愈 10 例，死亡 5 例，死亡率为 30%. CRRT 治疗后患者血钠、血肌酐、血尿素水平迅速改

善，血氧分压显著增高，存活组均恢复了肾功能，出院后不需要透析治疗。 

结论 早期应用 CRRT 干预大面积烧伤合并急性肾功能损伤的病人，有益于恢复水、电解质平衡，清

除体内毒素，恢复肾功能，为尽早覆盖烧伤创面赢得时间，有利于降低多脏器衰竭发生率，提高救

治成功率。 

  

 

PO-0373 

NPWT 技术结合延期修复治愈 Fournier 坏疽 15 例报告 

 
张诚

1
,张诚

1
,刘毅

1
 

1.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2.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创面负压治疗技术(NPWT) 治疗会阴部 Fournier坏疽的疗效及创面修复和重建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 15 例会阴部原发性坏死性筋膜炎患者的

发病原因、NPWT 技术结合延期修复及局部器官功能重建的手术方法。本组男性 12 例，女性 3 例,

平均 52 岁。发病原因：Ⅱ型糖尿病 11 例，肝炎后肝硬化 2 例，长期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2 例。11

例以阴囊、大阴唇或肛周红胀、疼痛为首要表现；4 例以高热为首发症状。病变部位皮肤颜色变

紫、破溃、恶臭并有粘稠液体。5 例病变累及阴茎，4 例波及下腹及双侧腹股沟区，4 例累及肛

周。 1 例并发下腹部、盆腔和肺部感染。治疗方法包括①急诊切开清创；②NPWT 封闭创面、负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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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③营养支持，强力抗生素控制感染；④局部皮瓣阴囊重建；⑤股前外侧穿支皮瓣会阴重建；

⑥游离植皮。 

结果 15 例患者全部治愈出院，15 例患者均采用 NPWT 技术治疗 1-2 周，部分患者需要更换负压治

疗装置 1-3 次。创面水肿消退快，肉芽生长良好，皮瓣及皮片移植成活率高。会阴部创面完全修

复，阴囊、阴阜外形良好。术后随访 1-2年未见复发 

结论 NPWT技术结合创面延期修复，有利于提高 Fournier坏疽的治愈率及局部器官功能重建 

 

 

PO-0374 

GDF-5 通过 RhoA-MMP9 信号途径促进表皮干细胞迁移的作用研究 

 
詹日兴

1
,罗高兴

1,2,3
 

1.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表皮干细胞（ESCs）的迁移是伤口再上皮化和愈合过程中最关键的程序。最近，我们发现生

长/分化因子-5（GDF-5）在伤口愈合中具有多种生物效应。但其在表皮干细胞中的作用，我们还知

之甚少。 

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重组小鼠 GDF-5（rmGDF-5）促进小鼠 ESC 在活体成像和划痕模型中的

体外迁移。蛋白质印迹和实时 PCR分析证明 RhoA和 MMP9表达与 rmGDF-5浓度相关。 

结果 我们发现在离体培养中 rmGDF-5 刺激小鼠 ESC 迁移的过程中，主要是依赖于通过 RhoA 信号通

路来调节 MMP9 蛋白和 mRNA 表达。 此外，通过在浅表局部烧伤小鼠模型中追踪 5-溴-2-脱氧尿苷

（BrdU）标记的细胞，证实了体内 GDF-5通过 RhoA促进 ESC的迁移和 MMP9的表达。 

结论 本研究证明 rmGDF-5 可以在体外和体内同时促进小鼠 ESC 的迁移。而且，我们还发现 rmGDF-

5通过 RhoA-MMP9信号通路诱导 ESC迁移。 

  

 

PO-0375 

大张中厚皮换脸修复全颜面烧伤后瘢痕挛缩的远期疗效观察 

 
张诚,刘毅,陈黎明,肖斌,孙晓晨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大张中厚皮换脸修复全颜面烧伤后瘢痕挛缩的方法及远期效果评价。 

方法 8 例全颜面部烧伤后自行愈合发生瘢痕挛缩或脱色素萎缩性瘢痕的患者，采用一次性切除全

颜面瘢痕，分区移植大张中厚皮的方法，换脸修复全颜面瘢痕挛缩畸形。术后随访 2-17 年，观察

皮片移植后色泽、弹性、感觉及表情变化 

结果 远期效果良好，移植皮片光滑，弹性良好，拼接处瘢痕不明显，未发生继发性瘢痕挛缩。面

部表情肌活动自如 

结论 颜面部大张中厚皮一次性分区移植，换脸修复全颜面瘢痕挛缩，远期疗效良好，是治疗全颜

面瘢痕挛缩的理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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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6 

大面积撕脱伤的救治 

 
唐洪泰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PO-0377 

重度烧伤大鼠腹腔巨噬细胞分泌与吞噬功能变化及其机制探讨 

 
张小容

1
,杨加彩

2
,胡晓红

1
,罗高兴

1
 

1.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重度烧伤大鼠腹腔巨噬细胞分泌因子白细胞介素-6( IL-6) 和肿瘤坏死因子-α( TNF-

α) 的水平变化以及吞噬功能的变化，初步探讨 Notch通路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成年雄性 Lewis 大鼠 12 只，随机分为假伤组、烧伤组，每组 6 只。烧伤组 Lewis 大鼠造

成约 30%总体表面积(TBSA)Ⅲ度烧伤，假伤组大鼠用 37℃水浴,分别于伤后 24 h 无菌收集腹腔巨噬

细胞，收集的巨噬细胞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巨噬细胞用 DMEM 培养基+10%FBS 常规培养 24h 后收集

培养上清，酶联免疫吸咐试验检测上清中 IL-6 及 TNF-α 的含量；一部分细胞与荧光微球混合

37℃孵育 30min，流式检测吞噬荧光微球的巨噬细胞比例；另一部分巨噬细胞用于提取蛋白后

Western Blot检测 Notch1 和 Notch2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1）烧伤 24 h 后腹腔巨噬细胞分泌 IL-6 和 TNF-α 含量均明显高于假伤组的分泌量

（p<0.05）。（２）烧伤 24 h 后腹腔巨噬细胞吞噬荧光微球的比例明显高于假伤组（p<0.05）

（３）烧伤 24 h后腹腔巨噬细胞 Notch1和 Notch2蛋白表达明显高于假伤组（p<0.05）。 

结论 烧伤 24 h 的腹腔巨噬细胞 Notch 信号被激活，吞噬功能、促炎因子分泌能力增强，巨噬细胞

功能强化可能与烧伤后机体炎症变化有关。 

  

 

PO-0378 

替加环素对凝血功能的影响 

 
孔易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400000 

 

替加环素是一种新型的广谱活性的静脉注射用抗生素，对有抗药性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

菌也有活性，是甘氨酰四环素类中的首个药品，其抗菌谱广，临床研究表明，替加环素可用于大肠

埃希氏杆菌，粪肠球菌 (仅万古霉素敏感株)，金黄色葡萄球菌(甲氧西林敏感和耐药株)，无乳链

球菌， 咽峡链球菌属 (包括咽峡链球菌，咽峡链球菌中间型和星群链球菌)，脓性链球菌和脆弱拟

杆菌，费氏柠檬酸杆菌, 阴沟肠杆菌, 大肠埃希氏杆菌, 产酸克雷伯菌, 肺炎克雷白菌, 粪肠球菌 

(仅万古霉素敏感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仅甲氧西林敏感株), 咽峡链球菌属 (包括咽峡链球菌，

链球菌中间型和星群链球菌), 脆弱拟杆菌, 多形拟杆菌,单形拟杆菌, 普通拟杆菌,产气荚膜梭菌, 

微小消化链球菌等引起的成人腹内感染(cIAI)和复杂皮肤及其软组织感染(cSSSI)。在大面积烧伤

患者感染期治疗中，对血液中检测出有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患感染的患者有较高的敏感性及特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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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试验中，替加环素引起的最常见不良事件为恶心和呕吐，其发生时间通常在治疗头 1~2 天之

内，程度多为轻中度。在阳性药对照临床试验中，复杂皮肤和皮肤结构感染患者应用替加环素治疗

时，其恶心和呕吐的发生率分别为 35%和 20%，尚未有研究表明替加环素对机体凝血功能是否有副

作用。在本案例中，根据使用替加环素前后患者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可看出，在使用替加环素后患者

纤维蛋白原（Fib）含量明显下降，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明显延长，而在停用替加环素

后的一段时间内，纤维蛋白原（Fib）含量有明显回升，伴随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降

低，表明使用替加环素可能导致机体纤维蛋白原的下降，从而导致 APTT 延长，机体凝血功能下

降。 

 

 

PO-0379 

烧伤患者颈内静脉和股静脉置管深静脉血栓形成及危险因素分

析：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周灵,马思远 

西南医院 

 

目的 严重烧伤患者由于液体复苏、营养支持治疗等需要，往往需要建立深静脉通道。深静脉穿刺

置管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烧伤患者由于自身严重创伤后的应激、高凝及卧床等原因更

易诱发深静脉血栓的形成。颈内静脉和股静脉是烧伤患者常用的深静脉置管通道。但目前尚没有相

应的文献对严重烧伤患者颈内静脉和股静置管血栓形成几率和相关危险因素进行观察。本研究即是

通过回顾性分析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 2011.1.— 2017.06.30 烧烫伤患者深静脉

置管、超声检查下血栓发生及相关危险因素等情况，并对相应结果进行逻辑回归分析、危险因素相

关性分析等从而评估烧伤患者颈内静脉和股静脉穿刺置管深静脉血栓形成几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烧烫伤患者深静脉置管、超声检查下血栓发生及相关危险因素等情况，并对相应结果进行逻

辑回归分析、危险因素相关性分析等从而评估烧伤患者颈内静脉和股静脉穿刺置管深静脉血栓形成

几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总体血栓发生率为 20/74%，多次多部位置管血栓发生率为 19/58%，20 名发生血栓患者中有

19 人为多次多部位穿刺患者；按置管部位分析，左侧颈内静脉置管率为 15/222%，DVT 发生率

6.7%；右侧颈内静脉置管率为 40/222%，DVT 发生率 45.0%；股静脉置管率为 167/222%，DVT 发生

率 20.6%。发生血栓的穿刺部位平均置管时间为 9.24±3.65 天，未发生血栓的置管部位平均留置

时间为 9.34±6.55 天 

结论 烧伤患者具有较高的深静脉置管率和 DVT 发生风险，不同置管部位 DVT 发生风险具有显著差

异：右侧颈内静脉置管 DVT 发生率最高，股静脉置管 DVT 发生风险最低。呼吸机患者深静脉发生率

显著低于无呼吸机治疗患者。因此对于严重烧伤患者，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角度讲，应尽量避免使

用右侧颈内静脉进行穿刺置管，而优选股静脉或及早更换为 PICC，以减少 DVT 的发生；另外，呼

吸机治疗不会增加血栓形成率，甚至还可以降低深静脉置管血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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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80 

短链脂肪酸对 LPS 引起的人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损害的作用 

 
冯燕海

1
,黄亚兰

2
,王裴

1
,王凤君

1
 

1.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400000 

2.第三军医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研究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 SCFA）对 LPS 引起的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损害

的作用 

方法 将肠上皮细胞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不做处理）、LPS 组（浓度为 10 ug/ml）及

LPS+SCFA 组（处理浓度：LPS 同前，乙酸 0.5 mM，丙酸与丁酸，0.01 mM）；作用时相点均为 0h，

1h，2h，6h，12h 和 24h。采用电阻测定仪于各时相点测定各组（样本数均为 6）肠上皮细胞电阻

（TER）。采用蛋白质印迹于培养 24h 后检测各组（样本数均为 6）紧密连接蛋白（ZO-1，咬合蛋

白以及闭合蛋白 1）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方法于培养 24h 后检测各组（样本数为 3）细胞形态和

ZO-1的分布。对数据行析因方差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1）与对照组比较，LPS 组 1h、2h、6h、12h 和 24h 肠上皮细胞 TER 值明显降低（p＜
0.001），LPS+SCFA 组各时相点 TER 均显著高于 LPS 组（p＜0.001），且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2）与对照组比较，培养 24h 后，LPS 组 ZO-1、咬合蛋白及闭合蛋白 1 的蛋白表达相对量

（0.74±0.23,0.76±0.11,0.77±0.11）均明显降低（p＜0.05）；而 LPS+SCFA 组各蛋白表达相对

量（1.23±0.46，1.05±0.09，1.01±0.13）均高于 LPS 组（p＜0.05）。（3）与对照组比较，培

养 24h 后，LPS 组人肠上皮细胞 ZO-1 的形态与分布损害明显，而 LPS+SCFA 组 ZO-1 的形态与分布

损害程度得以减轻 

结论 短链脂肪酸可通过阻断 LPS 引起的 TER 下降、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下降和 ZO-1 分布异常，从而

减轻 LPS对人肠上皮细胞屏障的损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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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81 

Short-chain fatty acids manifest stimulative and 

protective effects on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through the inhibi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 and 

autophagy 

 
Yanhai Feng

1
,Yalan Huang

2
,Yu Wang

3
,Pei Wang

1
,Fengjun Wang

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auma， Burns， and Combined Injury，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Military Nursing， School of Nursing，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Objective Short-chain fatty acids (SCFAs) are the major energy resources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SCFAs can repair the 

dysfunction of intestinal barrier,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re still not 

fully understood.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stimulative and protective effects of 

SCFAs on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CFAs on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the Caco-

2 monolayers were exposed to acetate, propionate, butyrate respectively or 

simultaneously without or with lipopolysaccharide (LPS). Next, Caco-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trichostatin A and etomoxir to identify whether SCFAs act as HDAC 

inhibitors or energy substances. To activate NLRP3 inflammasome and autophagy, Caco-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LPS+ATP and rapamycin respectively without or with SCFAs. The 

transepi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 (TER) and paracellular permeability were 

respectively detected with a Millicell-ERS voltohmmeter and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labeled dextran. Immunoblotting and immunofluorescence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s, and the 

activa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 and autophagy. 

Results Acetate (0.5mM), propionate(0.01mM) and butyrate (0.01mM)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ER, and stimulated the formation of tight 

junction. SCFAs also dramatically attenuated the LPS-induced TER reduction and 

paracellular permeability increase, accompanying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morphological disruption of ZO-1 and occludin. Meanwhile, the activa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 and autophagy induced by LP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SCFAs. 

Trichostatin A imitated the inhibiting action of SCFAs on NLRP3 inflammasome, whereas 

etomoxir blocked the action of SCFAs on protecting intestinal barrier and inhibiting 

autophagy. In addition, the activation of autophagy and NLRP3 inflammasome by 

rapamycin and LPS+ATP resulted in TER reduction, paracellular permeability increase 

and morphological disruption of both ZO-1 and occludin, which was alleviated by 

SCFAs. 

Conclus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SCFAs stimulate the formation of intestinal barrier, 

and protect the intestinal barrier from the disruption of LPS through inhibiting 

NLRP3 inflammasome and autophagy. In addition, SCFAs act as energy substances to 

protect intestinal barrier and inhibit autophagy, but act as HDAC inhibitors to 

suppress NLRP3 inflammasome. Furthermore, the mutual promoting action between NLR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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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mmasome and autophagy would destroy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which could be 

alleviated by SCFAs. 

  

 

PO-0382 

自噬参与生物电场介导的表皮细胞定向迁移调控 

 
江旭品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创面修复过程中，内源性直流生物电场一直被认为是表皮细胞发生定向迁移的关键因素。但

生物电场调控表皮细胞定向迁移的机制尚不清楚。自噬是一种促进细胞生存的保护机制，可降解细

胞器、蛋白、脂类等物质，从而参与多种生物学行为的调控。有研究表明，自噬可降解多种细胞中

的黏着斑，参与细胞迁移和肿瘤侵袭。因此本研究我们旨在研究生物电场对自噬的调节作用及其在

表皮细胞迁移中的作用。 

方法 建立体外生物电场加电模型，模拟创面形成后的直流电场微环境强度（200mv/mm）及方向，

通过活细胞工作站观察电场对单个表皮细胞运动方向及速度的影响；利用 Western blot、电镜研

究细胞中自噬标志物的表达，免疫荧光染色及 GFP-LC3 腺病毒转染后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细

胞自噬水平；通过 qPCR 技术检测细胞中参与自噬过程的多种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变化；利用小干扰

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敲减自噬关键基因 ATG5 后，用活细胞工作站检测电场对角

质形成细胞运动的影响，以研究自噬在电场介导的表皮细胞定向迁移中的作用。 

结果 外加生物电场可促进表皮细胞从正极向负极定向迁移；与对照组相比，电场处理可引起表皮

细胞自噬生成增加，自噬溶酶体融合成熟及底物降解无障碍，自噬流的多种相关基因 mRNA 表达水

平增加，自噬流通畅。siRNA（ATG5）可显著下调电场下表皮细胞中自噬水平，并导致表皮细胞定

向迁移速度显著下降。 

结论 生物电场可促进表皮细胞自噬水平增加，从而上调电场介导的表皮细胞定向迁移速率。 

 

 

PO-0383 

探索飞秒（fs）激光对乳猪皮肤组织的气化效应及气化区周围的

热凝固效应 

 
薛冬冬

1
,吴军

1
,罗高兴

2
 

1.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陆军军医大学全军烧伤研究所 

 

目的 本实验使用高能飞（fs）脉冲激光辐照乳猪皮肤组织，探索在单脉冲能量，脉冲次数单因素

变化时高能飞秒激光对皮肤组织的作用规律，以期为将来短脉冲激光用于高精度高效率创面清创奠

定一定基础。 

方法 实验分为正常皮肤组和全层烫伤皮肤组，制作巴马小香猪离体皮肤、全层烫伤皮肤模型，按

照单脉冲能量 0（对照组）、20mJ、40mJ、60mJ、80mJ、100mJ，每次辐照时间 2s、5s、10s 组成

18 种剂量，每种剂量为 1 组，共计 15 个实验组及 3 个对照组，每组 3 个皮肤标本，对照组进行操

作相同的假照射，使用 K 型热电偶测定受照组织温度变化曲线，使用 HE 及 Masson 染色观察气化

区、凝固区范围。 

结果 温度数据显示，光斑处温度随单脉冲能量与辐照时间呈正相关；气化作用的效应程度与单脉

冲能量和每次辐照时间呈正相关趋势；距光斑 2mm处，组织温度变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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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飞秒激光对乳猪皮肤组织有较强的气化作用，热量沿水平方向的传递较弱，该技术有望为精

确清创提供依据。 

  

 

PO-0384 

miRNA 在烧伤脓毒症诊断中的作用 

 
张玉龙,彭毅志 

陆军军医大学烧伤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目前正在研究生物标志物如 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Interlukin-6（IL-

6），sTREM-1 等，用以检测烧伤后感染引起的脓毒症。但实验数据显示，它们在非感染性炎症反

应中也存在，缺乏特异性与敏感性。目前许多研究主张 miRNA 具有作为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的潜

力。因此本文探讨 miRNA作为烧伤脓毒症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可靠的生物标志物。 

方法 回顾相关文献，总结目前已经研究的在烧伤脓毒症中作为的生物标志物的细胞外 miRNA。 

结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鉴定出 miR-223，miR-146a 和 miR-150 对烧伤脓毒症有很好的预后和诊断

价值。此外，各种细胞内 miRNA在参与调节 TLR-NF-κB途径中发挥关键作用。 

结论 脓毒病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学机制复杂。然而 miRNA 被用作特定病症病理学指标的前景是有希

望的。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306 

 

PO-0385 

In-situ Generated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Loaded 

Microspheres in Mussel-inspired Polycaprolactone 

Nanosheets Creating Spatiotemporal Releasing 

Microenvironment to Promote Wound Healing and 

Angiogenesis 

 
Yuzhen Wang

1
,Jun Wu

2
 

1.Department of bur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322 hospital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VIP) was reported to promote angiogenesis. 

Electrospun nanofibers lead to idea wound dressing substrates. Here we report a 

convenient and novel method to produce VIP loaded microspheres in polycaprolactone 

(PCL) nanofibrous membrane without complicated processes. 

Methods We first coated mussel-inspired dopamine (DA) to nanofibers, then used strong 

adhesive DA to absorb the functional peptide. PCL membrane was then immersed into 

acetone to generate microspheres with VIP loading. 

Results We employed high pressur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o record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of (31.8 ± 2.2) % and loading capacity of (1.71 ± 0.16) %. The release 

profile of VIP from nanosheets showed a prolonged release. The results of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cell counting kit-8 

proliferation assays showed that cell adhesion and proliferation were promoted. In 

order to verify the efficacy on wound healing, in vivo implantation was applied in the 

full-thickness defect wounds of BALB/c mic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ound healing w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via favoring the growth of granulation tissue and angiogenesis. 

However, we found wound re-epithelializ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nclusions The resulting VIP-DA-coated PCL (PCL-DA-VIP) nanosheets with 

spatiotemporal delivery of VIP could be a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wound treatment and 

vascular tissue engineering. 

 

 

PO-0386 

烧伤切削痂手术术中失血量的临床观察 

 
薛冬冬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提高烧伤切削痂手术术前备血的准确性，减少血资源的浪费及术中备血不足 

方法 统计了我科 2015 年-2017 年三年中切削痂面积大于 10%的患者术前术后血红蛋白，通过已有

文献报道的方法计算术中失血量，求得每 1%手术面积的失血量 

结果 1、获得每 1%手术面积的失血量公式 

2、术中应用止血药可减少术中失血 

3、不同部位、不同手术时机、不同性别及年龄段等因素对烧伤切削痂手术的术中失血量有明显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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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获得的失血量估算公式可能对术前准确备血有一定帮助，对目前紧张的血液资源的合理

配置有积极意义 

 

 

PO-0387 

HMGB1 promote EPCs migration via PI3K/Akt signal pathway 

 
Yulong Zhang,Yizhi P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auma， Burns， and Combined Injury，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The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hosphatidylinositide 3-kinase (PI3K) / protein kinase B (AKt) signal pathway 

activation on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migration induced by HMGB1. 

Methods  Bone marrow mononuclear cells were extracted from mice, and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were isolated and phenotype was identified. The effect of HMGB1 on 

the activity of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was detected by cck-8. Then, the effect 

of HMGB1 on migration of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was detected by scratch test and 

transwell test. 

Results  These data corroborated that HMGB1 could promote migration of EPCs by 

enhancing RAGE bioavailability via regulation of PI3K/AKT-eNOS signal pathway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upports potential promising therapeutic aspect for wound 

healing.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HMGb1 seems a good candida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reatments to be used on wound healing. 

  

 

PO-0388 

冬眠合剂对严重烧伤大鼠棕色脂肪代谢的抑制作用 

 
张萌,杨沛瑯 ,刘琰,章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验证假设冬眠合剂可通过下调烧伤患者持续升高的循环应激激素水平，从而抑制棕色/米色脂

肪的生热作用，改善烧伤患者的超高代谢。 

方法 制作 30% TBSA Ⅲ度烫伤大鼠模型。随机分为假烫伤组、烫伤立即复苏组和烫伤立即复苏+冬

眠合剂组。烫伤后立即给予液体复苏并分别给予相应药物治疗。ELISA 法动态检测大鼠血浆去甲肾

上腺素、肾上腺素水平。烫伤后 6w 分别称量三组大鼠体重以评估冬眠合剂对烧伤大鼠代谢的影

响，并分别以 PET/CT 测量腹股沟区米色脂肪的 SUV 值，H&E 染色、免疫组织化学和电镜分别观察

腹股沟区米色脂肪中 UCP-1 的表达和线粒体数量及线粒体嵴的变化，以明确腹股沟区白色脂肪是否

棕化及其对代谢底物的摄取状态。Western blot 检测棕色/米色脂肪产热功能相关蛋白（UCP1 、

PGC1-α、PPARγ）的表达。 

结果 伤后 6w 内，烫伤立即复苏+冬眠合剂组血浆去甲肾上腺素及肾上腺素水平均明显低于烫伤立

即复苏大鼠，其体重增值则明显高于烫伤立即复苏组。H&E 染色、电镜和 PET/CT 显示烫伤立即复

苏大鼠腹股沟区皮下脂肪明显棕化，应用冬眠合剂后该部位脂肪形态则无明显变化，且脂肪组织线

粒体数量及线粒体嵴数量明显少于烫伤立即复苏大鼠。烫伤立即复苏+冬眠合剂组米色脂肪的 SUV

值较低，UCP1 、PGC1-α、PPARγ 的表达也低于烫伤立即复苏组，显示冬眠合剂抑制棕色/米色脂

肪产热功能相关蛋白的生成，并抑制棕色脂肪对底物的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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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冬眠合剂可有效降低烧伤大鼠的应激及代谢水平，降低棕色/米色脂肪的生成与抑制其对代谢

底物的摄取和产热相关蛋白的表达，这一作用可能与冬眠合剂降低血液循环中应激激素水平有关。

因此冬眠合剂可能成为治疗严重烧伤超高代谢的有效干预手段。 

  

 

PO-0389 

应用含足背动脉的逆行筋膜瓣修复残足缺损 

 
宋振涛,陈冬梅 

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应用含有足背动脉及其分支的逆行筋膜瓣修复残足末端骨外露缺损的手术方法。 

方法 2014 年 12 月~2018 年 6 月，对收治的 5 例烧伤、外伤及冻伤致患肢残端趾骨及跖骨外露，采

用含足背动脉及分支的逆行筋膜瓣翻转 180度覆盖骨质外露，中厚皮片移植修复筋膜瓣覆盖区。 

结果 本组 5 例翻转筋膜瓣均完全成活，无骨质外露，移植皮片成活良好。创面封闭后残足末端中

厚皮片质地适中，耐磨，且无明显臃肿。残足可以正常穿鞋，承受负重、走路基本功能。 

结论 应用含足背动脉的逆行筋膜瓣加中厚皮片移植是修复残足骨外露缺损比较理想的手术治疗方

法。 

 

 

PO-0390 

Eggshell membrane incorporated with silver nanoparticles 

nanocomposite: preparation, assessment of cytotoxicity,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wound healing 

 
Menglong Liu,Gaoxing Luo,Jun Wu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n ideal wound dressing should possess good biocompatibility and proper 

porosity, as well as effectiv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to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However, provide such an ideal wound dressing for tissue regeneration is still a 

challenge clinically.  

Methods In this work, we prepared a novel silver nanoparticles (AgNPs) containing 

wound dressing based on the mussel-inspired dopamine coated eggshell membrane (ESM). 

Firstly, the AgNPs was facilely in situ generated on the microfibers of ESM by the 
reduc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opamine at room temperature. Secondly,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ESM/AgNPs nanocomposite was investigated by SEM, STEM, FTIR 

and silver ions release test. Then in vitro cytotoxicity of ESM/AgNPs was detected by 
cell attachment observation and MTT test. Furthermore,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ESM/AgNPs was evaluated by disc diffusion method and bacterial suspension assay. 

Lastly, the real effect of ESM/AgNPs on wound healing was investigated by a murine 

full-thickness skin wound model. 

Results The results of SEM, STEM and FTIR confirmed that ESM/AgNPs nanocomposite was 
successfully prepared, and silver ions release test revealed that ESM/AgNPs had a 
steady and safe silver ions release profile. Moreover, we found that ESM/AgNPs 

possessed effectiv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without obvious cytotoxicity towards 

mammalian cells in vitro. The in vivo results showed that ESM/AgNPs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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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and re-epithelialization via promoting cell 

proliferation. 

Conclusions ESM/AgNPs nanocomposite can potentially be used as an ideal wound dressing 
for cutaneous wounds. 
 

 

PO-0391 

A smart antibacterial depot with acidity-triggered 

charge-convertible and in situ Ag+ release for 

infectious site-targeted chemo-photothermal treatment 

 
Menglong Liu,Jun Deng,Gaoxing Luo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Wound infection caused by antibiotic-resistant bacteria has become a great 

challenge to human health. Integrating two distinctive bactericides into one entity is 

a promising wa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Methods A chemo-photothermal theranostic system based on polydopamine (PDA)-coated 

gold nanorods (GNRs) was developed. The PDA coating acquired high Ag
+
 loading 

efficiency and glycol chitosan (GCS) conjugation (Ag
+
-GCS-PDA@GNR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Ag
+
-GCS-PDA@GNRs was detected using TEM, FTIR, UV spectroscopy and 

zeta potential measurement. The acidity triggered Ag
+
 release was evaluated using ICP-

MS and the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properties of Ag
+
-GCS-PDA@GNRs was investigated by 

a near-infrared laser instrument. Then, the in vitro antibacterial activity was 

assessed using standard plate counting method, Live/Dead staining test and SEM 

observation. The cytotoxicity was evaluated using CCK8 test and SEM observation. 

Finally, the in vivo effect of Ag
+
-GCS-PDA@GNRs on MRSA-infected wound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a mouse wound model. 

Results The Ag
+
-GCS-PDA@GNRs depot was characterized by a unique surface charge 

conversion ability induced by the local pH, leading to bacteria-specific targeting 

without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normal host cells, which could strengthen the 

therapeutic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damage to normal tissues. Moreover, the loaded 

Ag
+
 was released in a pH-sensitive way, resulting in selective Ag

+
 delivery to the 

acidic environment. The in situ released Ag
+
 from Ag

+
-GCS-PDA@GNRs depot could 

effectively damage the bacterial membrane, causing the permeability increase of the 

cell membrane and the reduction of heat resistance of the cell membrane, leading to 

their improvement on killing efficiency. Synergetic chemo-photothermal therapy of Ag
+
-

GCS-PDA@GNRs could thoroughly ablate bacteria and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via an 

outstanding antibacterial effect. 

Conclusions Our Ag
+
-GCS-PDA@GNRs with outstanding synergistic bacteria killing 

efficacy is a robust and practical platform for use in treatment of wound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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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92 

Epidemiology and outcome analysis of explosion burns in 

southwestern China from 2002 to 2016 

 
钱卫,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We investigated the epidemiology, outcomes, and costs of explosion burns in 

Southwest China in order to explore mor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方法 We analyzed the demographic data, the etiologies, wound treatment, outcomes, the 

length of stay (LOS), and the costs of 497 inpatients suffered explosion burns 

admitted to our institute from 2002 to 2016 

结果 The average age was 34.38 ± 15.02 years old. The most common etiology was gas 

explosions (51.51%). The average TBSA was 31.30 ± 28.32%. The surgical rate was 

48.09%. The median LOS and cost were 31 days and 42,329 RMB, respectively. LOS 

correlated with the TBSA, full-thickness burns, older age, number of operations, and 

outcome. The major factors determining cost was larger TBSA, and full-thickness burns, 

higher cure rate, and greater number of operations. The mortality of explosion burns 

was 6.44%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s larger TBSA and older age. 

结论 Explosion burns mainly occurred in adult males with occupational exposures. In 

the future, more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explosion burn based on related risk factors should be implemented. 

  

 

PO-0393 

Flexible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porous film 

decorated with nano-silver as an efficient antibacterial 

wound dressing 

 
Menglong Liu,Gaoxing Luo,Jun Wu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Biocompatible and flexible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TPU) film is a 

candidate for wound dressing. Nevertheless, lack of antibacterial activity limits its 

application in practical terms. 

Methods In this study, to endow TPU with effective bactericidal ability and to prevent 

the emergence of drug-resistant bacteria, a facile and eco-friendly approach to in 
situ generate nano-silver (NS) was developed using a biomimetic reductant of 

polydopamin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PU/NS film was investigated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ttenuated total reflectance 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ATR-FITR), X-ray diffraction test (XRD) and water contact angle 

measurement. The mechanical property of TPU/NS was measured using a tensile test. The 

in vitro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TPU/NS was assessed using a bacterial suspension 
assay and standard plate counting method. The cytotoxicity of TPU/NS was evaluated by 

a CCK8 test, SEM observation and flow cytometry. Finally, the effect of TPU/NS on 

wound healing was detected using a murine skin woun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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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EM showed TPU/NS film was characterized by a porous structure decorated with 

in situ generated nano-silver particles. ATR-FITR and XRD further confirmed the step-
by-step deposition of polydopamine and nano-silver. Water contact angle measurement 

indicated improved surface hydrophilcity after polydopamine coating. The tensile test 

revealed that TPU/NS film had improved mechanical strength and excellent flexibility. 

Next, in vitro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optimized TPU/NS2.5 film had robus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gainst E.coli, S.aureus an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while exhibited no measurable cytotoxicity towards 

mammalian cells. Moreover, a steady and safe silver releasing profile recorded by ICP-

MS also proved above results. Finally, we found that TPU/NS2.5 could prevent in vivo 
bacterial infection and promote wound healing via accelerating re-epithelialization 
process. 

Conclusions  

TPU/NS2.5 nanocomposite had a great potential in the management of infected wounds. 

 

 

PO-0394 

中小面积深度烧伤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分析 

 
郭智辉,张毓姣 

太钢总医院烧伤整形中心,030000 

 

目的 探讨烧伤中小面积深度烧伤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DVT)的危险因素，为 DVT 的预防提供参

考。 

方法 以 207 例烧伤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患者是否发生静脉血栓，其中 12 

例患者发生静脉血栓为静脉血栓组，其余 199 例患者为非静脉血栓组。分析烧伤患者发生血栓的

危险因素。对与 DVT 发生可能相关的涉及患者一般情况、受伤及手术情况 3 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单因

素分析   

结果 207 例烧伤患者中 DVT 总发生率为 5.8％。单因素分析发现高龄、肥胖、有吸烟史、既往有内

科并发症（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等）患者 DVT 的发生率较高。下肢烧伤、取皮植皮

及留置静脉通路患者 DVT发生率高，手术持续时间>2hDVT发生率高 

结论 高龄、肥胖、有吸烟史、下肢烧伤、取皮植皮及留置静脉通路、手术持续时间长是小面积深

度烧伤患者 DVT发生的危险因素。 

  

 

PO-0395 

Qa-1/NKG2A 信号通路通过调控 NK 细胞对供体来源 DC 的杀伤作

用抑制免疫排斥反应 

 
周俊峄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NK 细胞可通过分泌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细胞接触以及直接杀伤过度活化的自体免疫细胞等

多种方式，参与机体免疫稳态的维持。其中，Qa-1 分子与 CD94/NKG2A 的相互作用对于 NK 与 T 细

胞免疫间的调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拟通过异基因皮肤移植模型，了解 Qa-1 分子对移植物存活

时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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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 Hy-抗原差异型小鼠异基因皮肤移植模型中，比较 Qa-1 缺陷型小鼠与野生型小鼠的皮肤移

植物存活时间，以及使用抗-NK1.1（PK136）单克隆抗体清除宿主小鼠的 NK 细胞对皮肤存活时间的

影响。通过皮肤移植后 3 天与 5 天分离宿主的引流淋巴结的细胞进行流式细胞鉴定，分析了 Qa-1

信号通路对于供体来源 DC 细胞的成熟、抗原递呈功能影响。通过分离的 NK 细胞与 DC 细胞共培

养，采用流式细胞及 WB检测 NKG2A/Qa-1信号通路对 NK细胞 INF-γ及 STAT1表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 Qa-1 缺陷小鼠来源的皮肤移植物存活时间较野生型小鼠明显延长（21.57±0.65 天 v.s. 

14.50±0.43 天，p=0.001），而使用抗-NK1.1（PK136）单克隆抗体清除宿主小鼠的 NK 细胞后，

Qa-1 缺陷组与野生型组皮片存活时间分别为 14.00±0.52 天与 15.00±0.37 天，组间无差异

（p=0.223）。而使用抗-Vγ4 单克隆抗体清除宿主小鼠的 Vγ4+T 细胞后，Qa-1 KO 小鼠来源的皮

片存活时间进一步延长 36.52±13.31 天（p<0.001）。上述结果提示 Qa-1 信号通路对于移植免疫

排斥反应的抑制作用与宿主的 NK 细胞及 Vγ4+T 细胞相关。Qa-1 皮片移植组宿主引流淋巴结中

CD11c+MHC+CD86+成熟 DC 细胞含量亦较野生型对照组下降 0.62±0.20 倍。封闭 NKG2A/Qa-1 信号通

路后，NK细胞表达 INF-γ及 STAT1明显增强。 

结论  

Qa-1 信号通路可通过调控 NK 细胞对于供体来源 DC 细胞的杀伤，影响供体来源 DC 细胞的迁移、成

熟及抗原递呈作用，从而抑制移植免疫排斥反应。其对于 NK 细胞杀伤的调控是通过 NKG2A 下游信

号通路调控 INF-γ及 STAT1表达实现的。 

 

 

PO-0396 

双波长激光治疗增生性瘢痕中的疗效观察 

 
曹永倩,林莉,王熙宁,王一兵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增生性瘢痕除了影响美观外，还有瘙痒、疼痛等不适感，严重的增生性瘢痕会造成功能障碍

甚至影响呼吸。目前治疗增生性瘢痕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压力治疗，局部注射药物，手术治疗以

及激光治疗。激光治疗在近年来应用越来越广泛。双波长激光由于其穿透的深度较深，近年来在血

管性疾病中应用较为广泛，但在增生性瘢痕中的报道不多。本文探讨双波长激光治疗增生性瘢痕的

有效率、不良反应等。 

方法 山东省立医院增生性瘢痕患者 58 例，其瘢痕增生时间超过半年，仍未消退者。治疗前用

VISIA 对面部瘢痕患者进行拍照，用尼康 7100 相机对其他部位瘢痕患者进行拍照。治疗前外涂麻

醉药物，之后采用双波长激光进行治疗，治疗结束后给以冷敷及修复药物外涂。治疗结束后对患者

再次照相并进行评价，记录观察者及患者的满意度。 

结果 患者治疗后，瘢痕得到明显改善。观察者与患者的满意度均高于 80%，观察者的满意度略高

于患者的满意度。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 

结论 双波长激光是增生性瘢痕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O-0397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足复发感染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吴旭红,廖立新,潘实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糖尿病足为糖尿病终末期严重并发症，致残率、致死率较高，分析糖尿病足病情有助于临床

治疗及预后判断，本研究通过分析糖尿病足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糖尿病足复发感染临床特征

及相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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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医院收治的糖尿病足感染患者 158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 90

例糖尿病足复发感染者，行常规细菌培养，对比分析复发感染与非复发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糖尿病足复发感染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90 例糖尿病足复发感染者培养 135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G
+
）、革兰阴性菌（G

-
）、

其他病原菌各占 48.15%（65 株）、40.00%（54 株）、11.85%（16 株），糖尿病足复发感染与非复

发感染患者在病程、年龄、白细胞计数、hs-CRP、Wanger 分级 4~5 级比例、血红蛋白、纤维蛋白

原、白蛋白水平及双下肢周围血管病变、近期使用抗菌药物、溃疡愈合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糖尿病足复发感染独立危险因素为双下肢周围血管病变、近期使

用抗菌药物、溃疡愈合时间≥65d（P＜0.05）。 

结论 溃疡愈合时间≥65d、双下肢周围血管病变、近期使用抗菌药物的糖尿病足患者复发感染的风

险较高，应密切观察，依据患者自身情况早期采取预防措施。 

 

 

PO-0398 

γδT 细胞各亚群调节小鼠表皮幼稚细胞增殖分化的作用 

 
朱海杰,贺伟峰,罗高兴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400000 

 

目的 在创面再上皮化过程中，表皮干细胞是各层表皮细胞的源细胞，正常情况下表皮细胞的更新

主要是由其基底部的干细胞向上增殖分化来完成。因此，包括表皮干细胞在内的表皮幼稚细胞的增

殖与分化对于促进损伤皮肤的创面修复有着重要意义。γδT 通过分泌细胞生长因子和炎性因子在

创面愈合中起重要作用，DETC 与 Vγ4 细胞是皮肤主要的 γδT 细胞，皮肤损伤后 DETC 与 Vγ4 细

胞分别分泌 IGF-1 与 IL-17A 参与创面愈合。DETC 与表皮幼稚细胞均在创面愈合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本研究将进一步阐明 DETC是否促进表皮幼稚细胞增殖分化。 

方法 1.表皮幼稚细胞的分离、培养：取得的新生小鼠皮肤进行漂洗后应用两步酶法分离、消化，

终止消化后用 200 细胞筛过滤，获得细胞经Ⅳ型胶原筛选后于培养板中培养； 2.培养细胞的鉴定

(Ck19 单抗)：取生长良好的细胞进行胞内染色，并通过 FACS 检测 ESC 纯度；3.检测表皮幼稚细胞

增殖分化：通过提取新生小鼠幼稚细胞，用 IGF-1 与 IL-17A 分别刺激表皮幼稚细胞，通过 CFSE 染

色与 FACS 检测表皮幼稚细胞增殖分化情况，比较 IL-17、IGF-1 与空白对照组的表皮幼稚细胞增殖

分化差异。 

结果 1.应用两步酶消化及Ⅳ型胶原筛选的方法能够较好地获得小鼠表皮幼稚细胞； 2.培养细胞的

鉴定结果：CK19 染色通过 FACS 检测显示培养细胞 CK19 阳性率达 90%以上； 3.检测表皮幼稚细胞

殖分化结果：两种细胞因子作用于细胞后均可发现表皮幼稚细胞增殖加快，CFSE 峰值较对照组左

移；同时相较于对照组，IGF-1组 CK19阳性率提升，IL-17组 CK19阳性率下降。 

结论 1.两步酶消化法可以较好地获得表皮幼稚细胞； 2.DETC 与 Vγ4 细胞分别分泌的 IGF-1 与

IL-17均能促进小鼠表皮幼稚细胞的增殖，IGF-1可促进小鼠表皮幼稚细胞维持幼稚状态。 

 

 

PO-0399 

IGF-1 与 IL-17A 对于小鼠表皮幼稚细胞凋亡的作用 

 
朱海杰,贺伟峰,罗高兴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400000 

 

目的 在创面再上皮化过程中，表皮干细胞是各层表皮细胞的源细胞，正常情况下表皮细胞的更新

主要是由其基底部的干细胞向上增殖分化来完成。因此，包括表皮干细胞在内的幼稚细胞的增殖与

分化对于促进损伤皮肤的创面修复有着重要意义。γδT 通过分泌细胞生长因子和炎性因子在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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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合中起重要作用，DETC 与 Vγ4 细胞是皮肤主要的 γδT 细胞，皮肤损伤后 DETC 与 Vγ4 细胞分

别分泌 IGF-1 与 IL-17A 参与创面愈合，本研究将进一步阐明 IGF-1 与 IL-17A 对于小鼠表皮幼稚细

胞凋亡的作用。 

方法 1.表皮幼稚细胞的分离、培养：取得的新生小鼠皮肤进行漂洗后应用两步酶法分离、消化，

终止消化后用 200 细胞筛过滤，获得细胞经Ⅳ型胶原筛选后于培养板中培养；2.培养细胞的鉴定

(Ck19 单抗)：取生长良好的细胞进行胞内染色，并通过 FACS 检测 ESC 纯度；3.检测幼稚细胞凋

亡：通过提取新生小鼠表皮幼稚细胞，用 IGF-1 与 IL-17A 分别刺激表皮幼稚细胞，通过 Annexin 

V/PI法检测表皮幼稚细胞凋亡情况，比较 IL-17、IGF-1与空白对照组的表皮幼稚细胞亡差异。 

结果 1.应用两步酶消化及Ⅳ型胶原筛选的方法能够较好地获得小鼠表皮幼稚细胞；2.培养细胞的

鉴定结果：CK19 染色通过 FACS 检测显示培养细胞 CK19 阳性率达 90%以上；3.检测表皮幼稚细胞凋

亡：通过提取新生小鼠表皮幼稚细胞，用 IGF-1 与 IL-17A 分别刺激表皮幼稚细胞，通过 Annexin 

V/PI法检测表皮幼稚细胞凋亡情况，比较 IL-17、IGF-1与空白对照组的表皮幼稚细胞凋亡差异。 

结论 1.两步酶消化法可以较好地获得表皮幼稚细胞；2.IGF-1 可抑制小鼠表皮幼稚细胞凋亡，IL-

17可促进小鼠表皮幼稚细胞凋亡。 

  

 

PO-0400 

Detc 在表皮内的分布规律以及与创面愈合关系 

 
刘勉,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 

 

目的 当前，国内外众多患者均患有不同程度的皮肤损伤伴有创面愈合障碍，而当前国内外的研究

尚不能服务于此种病人，因此了解创面愈合的规律对于应对该类患者的损伤很有必要。当前，普遍

的认识是表皮基底层幼稚细胞是促进创面愈合的关键，该类细胞主要表达 k14 分子，而表皮成熟细

胞主要表达 k10 分子，同时，我们前期研究发现，detc 在皮肤创面愈合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

此我们打算研究 detc 如何通过影响表皮幼稚细胞增殖分化，进而影响创面愈合。 

方法 1.对 c57 小鼠皮肤进行造创，取材进行免疫银光染色。 2.对 c57 小鼠耳朵表皮同时染 k14 和

cd3，了解 detc 在表皮内的分布规律。3.体外培养 detc 细胞，或者与 k14+细胞共培养，研究 detc

对 k14+细胞的影响。 

结论 1.detc在表皮内主要分布于 k14+细胞的层面。 

2.创面的 detc也分布于 k14+细胞层面，通过影响 k14+细胞进而促进创面愈合。 

  

 

PO-0401 

创面 Detc 细胞调节表皮干细胞迁移影响创面愈合 

 
刘勉,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 

 

目的 国内外不断发生重大灾害事故、暴恐事件等均导致了大量创烧伤患者的出现。严重创伤后创

面愈合延迟是造成伤亡和伤残的主要原因。迅速再上皮化形成新生表皮组织在严重创烧伤创面愈合

上发挥重要作用，而表皮干细胞在创面愈合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皮干细胞是表皮细胞旺盛再生

能力的基础，因此表皮干细胞从创缘迁移到创面并且维持表皮细胞干性是维持再上皮化的基础。前

期研究发现表皮内 γδ-T 细胞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 detc 如何促进表皮干细胞的迁移尚不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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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培养小鼠表皮 detc 细胞，提取 detc 细胞的培养的上清液，检测 igf-1 表达。2.提取 detc

细胞的培养液上清，加入到表皮干细胞培养基当中，观察 detc 分泌的细胞因子对表皮干细胞分

化、迁移的影响。3.通过划痕实验检测 detc 培养上清对表皮干细胞迁移的影响。4.检测表皮干细

胞表面标志物，观察 detc 培养上清对表皮干细胞分化的影响。5.观察加入 igf-1 细胞因子对表皮

干细胞的影响。 

结果 1.detc培养上清能够促进表皮干细胞的迁移 

2.igf-1细胞因子可以促进表皮干细胞的迁移和维持表皮干细胞干性。 

结论 可以利用表皮干细胞和 detc的关系应用于临床，促进烧伤、创伤病人的恢复 

Igf-1细胞因子应用于伤口促进表皮干细胞的活性，进而促进伤口的愈合 

  

 

PO-0402 

Molecular Typing and Carbapenem Resistance Mechanism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solated From a Chinese Burn 

Center From 2011 to 2016 

 
Ping Che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auma， Burns and Combined Injury，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infection in burn patients. 

The increasing carbapenem resistance of P. aeruginosa has become a serious challenge 

to clinicians.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olecular typing and carbapenem 

resistance mechanisms of 196 P. aeruginosa isolates from the bloodstream and wound 

surface of patients in our burn center over a period of 6 years 

Methods Clinical P. aeruginosa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2011 to 2016 at the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at Southwest Hospital in Chongqing,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Bl and wound surface of burn patients and identified using the API 20 NE 

system (BioMerieux) and 16S rRNA gene sequence analysis.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was 

performed as described in the PubMLST database of P. aeruginosa.Susceptibility to 

piperacillin, piperacillin/tazobactam,ceftazidime, cefepime,sulbactam/ cefoperazone, 

amikacin,gentamicin,netilmicin,ciprofloxacin,andlevofloxacinwastested for all isolates 

using the K-B agar diffusion method (CLSI 2011–2017, M100-S21-M100-S27). MICs of 

imipenem, meropenem,and polymyxin B were determined by the microdilution 

method.Expression of ampC, mexB, and oprD was measured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Results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 total of 58 sequence types (STs) were 

identified. An outbreak of ST111, a type that poses a high international risk, 

occurred in 2014.The isolates from wound samples of patients without bacteremia were 

more diverse and more susceptible to antibiotics than strains collected from the 

bloodstream or the wound surface of patients with bacteremia. Importantly,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multisite infection (46.51%) were simultaneously 

infected by different STs in the bloodstream and wound surface.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of these isolates revealed high levels of resistance to 

carbapenems, with 35.71% susceptibility to imipenem and 32.14% to meropenem. To 

evaluate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carbapenem resistanc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of carbapenemase genes, detect alterations of the op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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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in gene, and measure expression of the ampC β-lactamase gene and the mexB 

multidrug efflux gene. The main mechanism associated with carbapenem resistance was 

mutational inactivation of oprD (88.65%), accompanied by overexpression of ampC 

(68.09%). In some cases, oprD was inactivated by insertion sequence element IS1411, 

which has not been found previously in P. aeruginosa.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may help control nosocomial P. aeruginosa infections and 

improve clinical practice. 

 

 

PO-0403 

持续负压吸引联合创面灌洗术在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治疗中的体

会 

 
胡晓龙,徐明达,王路旭,张婷,房卓群,刘洋,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持续负压吸引联合创面灌洗术在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治疗中的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8 月至 2017 年 12 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收治的 38 例

患有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的资料，这些患者住院前均在门诊行乳腺脓肿切开引流术，术后给予常规

换药治疗，但创面一直未愈，后建议住院手术治疗，住院后经积极行抗感染及支持治疗后，尽早行

清创手术，并应用持续负压吸引联合创面灌洗术，再行皮瓣转移修复创面。 

结果 38 例患者分别应用上述综合治疗方法后创面全部一期愈合。创面封闭均采用局部皮瓣转移，

患者术后皮瓣均全部成活。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18.3 d。术后 3 个月至 1 年随访，术区外形及功能

恢复好，患者对治疗效果满意。 

结论 采用包括早期彻底清创、持续负压吸引、创面灌洗术及皮瓣移植等方法在内的综合治疗是治

疗浆细胞性乳腺炎的有效方法。 

 

 

PO-0404 

Employing and exploring any possible graft donors: 

solutions to the exceptional lack of autologous skin 

source for severely extensive deep burns 

 
Jing Chen,Lei Yang,Jiahan Wang,Zhiqing Li 

Department of Burns Surger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Objective To search for som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exceptional lack of autologous 

skin source in treating severely extensive deep burns. 

Methods Twenty-four cases sustaining burns with total 90% TBSA and full-thickness 

burns exceeding 70% TBSA were reviewed to collect the donor data and the clinical 

results, to extract some feasible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Results Besides scalp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donor, some unusual sites liking 

scrotum, bikini and footplate were also employed as auto skin donor in escharectomy or 

grafting on granulation wound. The healed superficial burn wound and pre-donor sites 

could be employed as donors repeatedly to provide sufficient Thiersch grafts for wound 

closure. The full-thickness skin grafts applied to burns reconstruction c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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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sting from such scarless healed sites and tissue expansion technique could be 

introduced as an adjunct to gain an enough large sheet of full-thickness skin. 

Moreover, spit-thickness dermal grafts could be used as the supplementary of grafts 

over granulation wounds if necessary. Furthermore, the grafts from scalp and scrotum 

had better healing potencies than which from other sites. Some perioperative 

treatments facilitated the skin-harvesting and prevented any donor morbidities. 

Conclusions In treating every extensive deep burn patient, any possible resource as 

auto skin donors should be protected carefully and applied effectively, and this can 

be accomplished by multiple means and often acquired satisfactory results. 

 

 

PO-0405 

聚已内酯电纺复合膜促进小鼠背部皮肤创面愈合 

 
王颖,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含氟基团改性的聚已内酯电纺膜对创面愈合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聚已内酯纳米纤维膜并共价结合六氟异丁烯进行表面改性，通过扫描

电镜观察膜表面形貌、触角仪检测膜的亲疏水性进行物理表征；使用激光共聚焦观察膜上细胞的形

态，cck-8 法检测膜对细胞毒性的影响；分别使用聚已内酯膜，改性聚已内酯膜覆盖小鼠背部制造

的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不处理组作为空白对照，创后第 3、5、7、10 天记录创面大小，第 10 天取

材固定、制片，HE 观察肉芽组织厚度和新生上皮长度，WB 检测第 10 天创面组织内 PCNA 和 CD31 的

表达量。 

结果 1、改性聚已内酯膜较普通聚已内酯膜对培养的人成纤维细胞的活性和增殖没有明显影响，生

物相容性好（P>0.05）；2、改性聚已内酯膜较其余两组能够显著缩短创面愈合的时间（P<0.001，

P<0.05），且肉芽组织厚度明显大于其他两组（P<0.01，P<0.05）。3、创后第 10 天,改性聚已内

酯膜组创面组织内 PCNA和 CD31的表达量明显高于其余两组（P<0.01，P<0.05）。 

结论 改性后的聚已内酯膜可以作为敷料应用于创面上，并能显著缩短创面愈合时间，促进血管再

生，提高愈合质量。 

  

 

PO-0406 

温敏切换抗菌/抗污损材料应用于创面敷料 

 
王颖,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温敏切换抗菌/抗污损聚已内酯膜体外抗菌/抗污损的切换能力并检测对小鼠感染创面愈

合的影响。 

方法 采用温敏 N-异丙基丙烯酰胺基团连接抗菌季铵盐阳离子和抗污损甲基丙烯酰氧乙基磷酸胆碱

制备温敏可切换抗菌/抗污损聚已内酯复合膜，通过扫描电镜观察预设温度下膜的表面形貌及实时

改变、核磁共振波谱仪检测各个分子基团的连接状态；cck-8 法检测膜对细胞活性的影响；分别使

用 BSA 蛋白吸附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杀菌黏附检测膜的抗菌/抗污损切换能力，并使用智能切换膜覆

盖小鼠背部制造的全层感染创面，普通聚已内酯作为空白对照、仅结合季铵盐组作为抗菌对照、仅

结合甲基丙烯酰氧乙基磷酸胆碱组为抗污损对照，创后第 3、5、7 天记录创面大小，第 7 天取材固

定、制片，HE观察肉芽组织厚度和新生上皮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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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扫描电镜发现抗菌/抗污损可切换聚已内酯膜在 26℃和 37℃可实现基团转移，且对人成纤

维细胞的活性没有影响，细胞相容性好（P>0.05）；2、BCA 定量 BSA 蛋白结果表明抗菌/抗污损可

切换聚已内酯膜在 26℃和 37℃可自由切换，且平板菌落计数发现在 26℃和 37℃可实现杀菌和抗污

损的智能切换。3、抗菌/抗污损可切换聚已内酯膜较其余三组能够显著缩短创面愈合的时间

（ P<0.001， P<0.05， P<0.05），且肉芽组织厚度明显大于其他两组（ P<0.01， P<0.05，

P<0.05）。 

结论 温敏切换抗菌/抗污损聚已内酯膜可以作为敷料应用于创面上，并能显著缩短感染创面愈合时

间，提高愈合质量。 

  

 

PO-0407 

多学科协助与新技术联合应用救治大面积严重烧伤 

 
李文军

1
,林国安

1
,李文军

1
,林国安 

1.解放军第 159 医院 

2.解放军第 159 医院 

 

目的 大面积危重烧伤病情复杂，并发症多，死亡率高，探讨多学科协助与新技术联合应用救治大

面积严重烧伤的方法与治疗经验，提高救治成功率。 

方法 总结 200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大面积严重烧伤病例 50 例，其中烧伤总面积

85.05±15.23%，三度烧伤面积 30.15±20.50%，合并中度吸入性损伤 25 例，重度吸入性损伤 5

例，肺部感染 35 例次，胸腔积液 15 例次，呼吸衰竭 35 例，低蛋白血症高度水肿 40 例次，脓毒症

8 例次，严重电解质紊乱 5 例次，急性肾功能不全、衰竭 8 例次。采取多学科协助与新技术联合应

用（呼吸机技术+纤维支气管镜技术+CRRT 技术+MEEK 植皮技术等）方法救治危重烧伤病人，以烧伤

科重症监护病房为主，其它相关学科共同参与。其中气管切开术 40 例次，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60 例

次，呼吸机辅助呼吸 35 例次，CRRT 治疗 20 例次，烧伤切痂+MEEK 植皮封闭创面 55 例次，创面脓

毒症急诊切痂 5例次，取得了满意效果，救治成功率提高。 

结果 1、救治成功率提高：治愈率 86%（43/50），死亡率 14%（7/50）。2、吸入性损伤、肺部感

染病人，采用气管切开术+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呼吸机辅助呼吸，治愈率提高。3、呼吸衰竭原因包

括①胸部焦痂导致的限制性呼吸衰竭，给予胸部焦痂充分的切开减张。②吸入性损伤、肺部感染导

致的 ARDS,给予呼吸机辅助呼吸+PEEP+镇痛镇静治疗。③烧伤应激反应、严重低蛋白血症导致的大

量胸腔积液，给予肺部 CT 检查+超声引导下胸腔闭式引流术。4、床旁 CRRT 治疗：治疗急性肾功能

不全、衰竭、严重低蛋白血症合并心肺功能衰竭，效果明显。5、三度创面尽早切痂+MEEK 植皮技

术，封闭烧伤创面。 

结论 1、多学科协助提高救治水平：烧伤科、重症医学科、呼吸内科、肾脏内科、医学影像科、超

声介入科等多学科协助，取长补短，整合各学科优势。病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如果烧伤科技术

力量薄弱，也可先转到重症监护科救治。2、多学科新技术联合应用提高治愈率：如、呼吸衰竭病

人，往往需要呼吸内科技术，如纤维支气管镜技术，呼吸机治疗技术；CRRT 技术应用越来越广

泛，如 CRRT 治疗烧伤脓毒症、液体超负荷、严重电解质紊乱、急性肾功能不全等，需要肾脏内科

的大力支持；烧伤科新技术，如 MEEK植皮技术，对于自体皮匮乏的病人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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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08 

负压引流技术联合胫后动脉带蒂分层筋膜皮瓣修复慢性胫骨骨髓

炎合并胫骨外露创面：个案 

 
夏正国

1
,王春华

2
,唐益忠

2
,宋均辉

2
,徐庆连

2
,方林森

2
 

1.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胫骨骨髓炎是骨组织创伤后常见的并发症，如何同时取得良好的软组织覆盖和长效的局部抗

感染能力，是治疗胫骨慢性骨髓炎后骨缺损合并骨外露的关键。胫后动脉皮支“分层筋膜瓣”可用

于多层次的组织缺损的修复，并起到长效局部抗感染的效果。 

方法 54 岁男性，入院 3 周前出现左胫前疤痕破溃、流脓伴发热。于外院行清创，负压吸引术，遗

留胫骨骨质外露，胫骨缺损、骨髓空腔难以封闭。 

结果 在静脉全身使用抗生素基础上，通过多次清创手术及使用负压治疗，达到有效去除创面坏死

组织并控制感染的目的。然后，设计胫后动脉皮支“分层筋膜瓣”的深层瓣填充骨髓空腔，并利用

同一组织瓣的浅层瓣有效覆盖、封闭骨质外露及软组织缺损处的创面，使得多层次的组织缺损一同

得到有效封闭（填充）。术后组织瓣定植良好，随访见骨髓炎无复发。 

结论 负压引流技术可以为外科手术提供良好的创面床的准备，分层组织瓣可以作为修复多层次组

织缺损的一种方法。 

  

 

PO-0409 

水刀在头面颈部深Ⅱ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胡克苏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超声水刀清创系统（简称“水刀”）在头面颈部深Ⅱ度烧伤创面精准微创磨削痂的治疗

效果。 

方法 选择 40 例头面颈部以深Ⅱ度烧伤为主的患者进行临床观察，病人院后均立即行彻底创面清

创，辐照生物敷料覆盖，聚维酮碘纱布包扎，并将患者随机分两组，于入院后 2-3 天内，在全麻下

分别进行水刀微创磨削痂+异体大张皮移植术或传统磨削痂+异体大张皮移植术。术后第七天创面换

药，去除人体生物敷料，定期创面换药直至创面愈合。分别测定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的降钙素原及

C-反应蛋白指标，观察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及创面愈合情况，并随访观察两组患者后期的疤痕增

生情况。 

结果 40 例患者术后两周内均全部愈合，但水刀清创组的术后炎症指标低于传统清创组；且水刀清

创组患者创面的愈合时间短于传统清创组患者创面的愈合时间；术后六个月随访见水刀清创患者创

面无明显疤痕生长、无明显色素沉着。 

结论 水刀精准微创性创面磨削术治疗头面颈部深Ⅱ度烧伤创面，相对于传统的切、削痂术，操作

更加方便、灵活，对坏死组织的祛除更为“精准”、“微创”，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间生态上皮组

织，可更加“细致”的保留创缘正常组织，既能及时有效清除坏死组织，减少毒素吸收，有效控制

感染，又能避防止清创时切、削痂不彻底或过深，最大程度减少了对创周正常组织的损伤，利于间

生态上皮组织最大程度恢复原本形态，促进愈合，符合现代烧伤医学微创及美容手术的要求，减少

了疤痕的发生，提高了创面愈合质量，容貌恢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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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10 

人工真皮支架联合负压封闭引流和自体刃厚皮片移植治疗难愈创

面 20 例 

 
胡克苏,祁俊,王磊,花超,张逸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评价人工真皮支架联合 VSD和自体刃厚皮片移植对难愈创面治疗效果。 

方法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本单位收治难愈创面患者 20 例，其中男 15 例、女 5 例，包括瘢

痕溃疡、外伤致骨或肌腱外露、烧伤创面感染致骨或肌腱外露及烧伤后深度创面。其中 8 例行单层

型人工真皮支架及 VSD 覆盖、自体刃厚皮片移植，12 例行加强型人工真皮支架及 VSD 覆盖、自体

刃厚皮片移植。观察创面愈合时间、愈合后疤痕情况。 

结果 20 例患者自体刃厚皮移植术后 7 d，皮片全部成活，供皮区基本愈合，新生上皮爬行；术后

10～14 d，植皮区、供皮区全部愈合，新生皮肤成熟耐磨。本组患者术后随访 2～3 个月，创面外

形良好，弹性较佳，皮肤无反复破溃，局部未见明显瘢痕增生、挛缩，功能无明显障碍，温哥华瘢

痕量表(VSs)。1’评分为 3～5分；供皮区无瘢痕形成，可再次供皮。 

结论 人工真皮支架联合 VsD 治疗和自体刃厚皮片移植治疗难愈创面，其愈合时间相对缩短，愈合

创面外观良好，耐磨质韧，无明显瘢痕增生或挛缩，关节活动功能无明显障碍，且供区无瘢痕形

成，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PO-0411 

烧伤伤员早期的飞机转运体会 

 
查天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伤员早期能否利用飞机安全转运，给烧伤伤员的治疗能否带来良好的效果。 

方法 对三批次共 9 例合并中重度吸入性损伤的烧伤患者休克期利用飞机进行转运至烧伤中心，及

时进行系统正规治疗，观察其过程是否安全有效。 

结果 9 例患者转运过程安全、顺利、病情稳定，经过后续治疗 8 例治愈，1 例患者伤后 20 天并发

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结论 烧伤伤员休克期在积极评估病情，行必要的准备后可以利用飞机进行转运，途中进行补液监

护可以保障生命体征平稳，迅速到达烧伤治疗中心得到后续的系统规范治疗，休克期度过平稳，明

显减少了后期并发症，提高了救治成功的希望。 

 

 

PO-0412 

关节部位三度烧伤削痂植皮与切痂植皮应用的价值对比分析 

 
蔡玉辉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对比分析关节部位三度烧伤削痂植皮与切痂植皮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本院（在 2014 年 4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132 例关节部位三度烧伤患者，按照不同

治疗方法分为实验组（66 例，应用削痂植皮治疗方法）和对照组（66 例，应用切痂植皮治疗方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321 

 

法）。采用统计学分析两组关节部位三度烧伤患者的创面平均愈合时间、平均手术时间、植皮成活

率以及与两组关节部位三度烧伤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和外观结果。 

结果 两组关节部位三度烧伤患者的创面平均愈合时间、平均手术时间、植皮成活率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P>0.05），实验组关节部位三度烧伤患者在关节功能恢复方面和外观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关节部位三度烧伤削痂植皮治疗方法能够积极改善患者的关节功能。 

 

 

PO-0413 

老年烧伤患者失禁性皮炎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张云,王冬,张霞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观察老年烧伤患者失禁性皮炎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以期为临床干预提供可能性建议。 

方法 选择我院于 2011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烧伤患者 120 例作为观察对象，分析其临

床治疗，如年龄、性别、意识状态、皮肤保护剂应用情况等，采取非条件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

烧伤患者发生失禁性皮炎发生相关因素分析。 

结果  

120 例患者中发生失禁性皮炎 35 例，发生率 29.2%。经分析，患者意识状况、皮肤保护剂、局部潮

湿频次、低蛋白血症、免疫功能降低及是否伴有糖尿病为失禁性皮炎发生相关因素，统计学差异显

著，均 P<0.05。 

结论 患者意识状况、皮肤保护剂、低蛋白血症、免疫功能降低等因素均为失禁性皮炎发生相关因

素，临床应注意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取得明显的效果。 

 

 

PO-0414 

人工真皮支架在大面积撕脱伤救治中的应用 

 
王晨,贲道锋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研究人工真皮支架在大面积撕脱伤救治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烧创伤外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大面积撕脱

伤患者 36 例，年龄 6~68 岁，撕脱面积 10%~40%TBSA。按照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各

18 例，对照组患者一期行清创+负压引流术，二期行取植皮术；治疗组患者一期行清创+真皮支架+

负压引流术，5~7 d 后更换负压装置，观察血管化程度，伤后 12~14 d 行取植皮术。分别统计两组

患者从清创到植皮的间隔时间，供皮区愈合时间及愈合质量以及植皮区皮片成活率、愈合时间及愈

合质量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患者从清创到植皮的间隔时间延长 [（13.30±2.06） d vs 

(7.90±1.10) d，P＜0.05）；供皮区愈合时间缩短[（8.10±0.99）d vs（13.10±1.10）d，P＜
0.05]，供皮区愈合质量提升[（4.40±1.58）vs（7.80±1.14），P＜0.05]；植皮区皮片成活率

[（87.30±5.27）% vs（85.10±5.53）%]、愈合时间[（17.80±1.14）d vs（18.70±2.06）d]、

愈合质量[治疗组（8.40±1.07）vs对照组（9.00±1.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大面积撕脱伤的治疗过程中早期应用真皮支架联合负压引流技术，可避免在伤后 1 周左右

大范围取皮，因此手术损伤少，对全身干扰小，可保证患者平稳度过病程早期阶段，同时通过支架

自身的血管化可促进创面恢复，减少植皮所需皮片厚度，从而缩短供皮区愈合时间、提高供皮区愈

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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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15 

心理护理干预对美容整形手术患者的应用研究 

 
张霞,张云,王冬,吴蓉蓉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美容整形手术患者的心理特点，研究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对美容整形手术患者心理状态的

影响。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1月至 2017 年 12月美容整形手术患者 120例，全面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并

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比较干预前后患者心理状态。 

结果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后，患者心理状态改善良好，优于护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 ）；患者焦虑、抑郁情况均较实施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

５ ）。 

结论 美容整形手术患者的心理状态，情绪感受等方面变化较大，护理人员应全面评估患者的心理

状态，并提供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有助于提高美容整形手术的成功率。 

 

 

PO-0416 

小儿严重烧伤休克期延迟复苏的临床救治 

 
曾勇 

武装警察部队上海总队医院 

 

目的 探讨小儿严重烧伤休克期延迟复苏的治疗方法，以期提高抢救成功率和治愈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烧伤科收治的 TBSA25%及以上特

重度烧伤且延迟复苏的患儿 82 例，入院时均有不同程度的口渴、烦躁、淡漠、肢端湿冷、足背动

脉搏动弱或少尿、无尿等，以晶胶体快速补液、改善微循环、清除氧自由基和早期喂养等方法，观

察心率、呼吸频率、每小时尿量及 SaO2、TCO2等指标的变化。 

结果 本组患儿经快速补液及其他辅助治疗后，各项观察指标均获得改善，其中每小时尿量、

SaO2、TCO2各时间段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小儿严重烧伤延迟复苏早期快速补液是可行的，对延迟复苏的患儿补液不应受公式限制，而

应高度“个体化”，尽快稳定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善微循环，减轻再灌注损伤，保护脏器功能。 

  

 

PO-0417 

新型敷料在低温烫伤治疗中应用 

 
蒋秋萍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海市总队医院 

 

目的 探讨低温烫伤的治疗方法，以观察新型敷料应用于低温烫伤创面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烧伤科门诊低温烫伤患者共计 57 例，回顾性分析其致

伤原因、致伤部位、热源与皮肤接触时间、创面深度、治疗方法及创面愈合时间。 

结果 57 例门诊患者中，8 例因门诊非手术治疗长时间不愈，后选择住院手术治疗；2 例患者未继

续来门诊治疗，其余 47例患者创面均通过应用多种新型敷料换药愈合。 

结论 应用多种新型敷料治疗低温烫伤创面可促进创面愈合，减少换药时的痛苦，降低手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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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18 

双叶皮瓣在躯干难愈性创面中的临床应用 

 
储国平,朱宇刚,杨敏烈,秦宏波,吕国忠 

江苏省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双叶皮瓣在躯干部难愈性创面应用中的可行性及效果。 

方法 回顾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因躯干部压疮或放射性溃疡患者 15 例，均采用双叶皮瓣

修复；缺损面积为 4 cm×4 cm～15 cm×13 cm。在原发缺损的切线位置上设计第一叶皮瓣，皮瓣

宽度与缺损创面相当；以第一叶皮瓣轴线的垂直线为轴，设计第二叶皮瓣，第二叶皮瓣的宽度为第

一叶的 60%～80%，并根据局部组织松紧程度进行适当调整；皮瓣形成后，采用第一叶皮瓣修复原

发缺损，第二叶皮瓣修复第一叶皮瓣供区的继发缺损；第二叶皮瓣供区直接缝合。术后根据原发病

灶治疗情况、皮瓣颜色及质地、术区外观及功能等因素评价手术修复效果。 

结果 本组共 15 例患者，皮瓣全部成活，12 处切口均一期愈合。2 处因变换体位过程中，致切口

部分裂开，经再次缝合后 15 天愈合。1 处窦腔型压疮因窦道切除不彻底，皮瓣下感染，于术后 8 d

切口裂开流脓，经二次彻底扩创后，16 天愈合。随访 6～20 个月，皮瓣色泽、质地及外形均良

好，无复发。 

结论 双叶皮瓣设计简便易行，血运可靠，是躯干部难愈性创面修复的较好选择。 

 

 

PO-0419 

压疮并发坏死性筋膜炎及严重髋关节感染 1 例 

 
张文辉,王建明 

山大六院 

 

患者，男，54 岁，主因多处压疮 10 年，右侧坐骨结节处加重，持续发热 20 天入院。既往截

瘫，近 20 天体温反复增高，最高 41 ℃，在当地静脉点滴两联抗生素多次，为进一步治疗转入笔

者单位。来院前体温 41 ℃ ，来院时神志尚清，精神极差，呕吐数次，皮肤潮湿，小便失禁，数

天未大便。 

入院急诊生命体征：体温：38.5 ℃  脉搏：114 次/min  呼吸：25 次/min   血压：70/40mmHg

（1mmHg=0.133kpa）(急诊血压)。查体：双下肺可闻及湿性啰音，心音弱，腹部有压痛，左下腹明

显有压痛，肠鸣音弱。双下肢肿胀。 专科检查：多发压疮，右坐骨结节处可见 10*8cm 伤口，窦道

形成，深约 25cm，向外上方，宽约 8cm，有脓性分泌物持续溢出，有坏死骨质。 入院实验室检

查：急查血培养：奇异变形杆菌。创面引流液培养：奇异变形杆菌、大肠埃希菌、溶血性葡萄球

菌。尿培养：大肠埃希菌。 

入院诊断： 

1.脓毒症 2.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心功能不全、急性肾损伤、胃肠功能不全） 3.坏死性筋膜炎 

4.骨髓炎合并右侧髋关节感染 5.压疮（多发 4 处，右侧坐骨结节、骶尾部、双侧髋关节外侧） 

等。 

治疗： 

急诊静脉补液抗休克治疗，抗感染，维护各脏器功能、术前治疗基础疾病，清创换药引流。 待生

命体征相对平稳后，予以行伤口清扩创后，臀大肌下部肌皮瓣，同时兼顾右侧髋关节处压疮创面修

复，行皮瓣预制+扩创术+坏死骨凿除术+封闭负压吸引术，（感染关节囊开窗冲洗引流旷置）。于

术后七天手术，行右坐骨结节处、右臀部、右髋关节扩创术、坏死骨凿除术、复合组织皮瓣修复

术，术中留置引流管，十二天予以拔除，十四天拆线。痊愈出院。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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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是脊髓损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并且这类患者压疮容易复发，复发率极高。压疮好发部位骨

质突出部位。压疮创面经久不愈合，长期卧床常合并各种慢性消耗性疾病，甚至出现恶液质，创面

又继发坏死性筋膜炎、骨关节感染。通过对本例患者的治疗，认为同类病种应足够重视，避免延误

治疗。 

 

 

PO-0420 

一例剖腹产术后伤口不愈患者病例讨论 

 
任利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患者，女，32 岁，因“停经 7+月，下腹胀痛 1+天”于 9 月 12 日入住长沙某医院，入院当天

自然破膜，床旁 B超提示“胎盘早剥”，遂急诊行剖宫产术。 

术后第一天患者出现高热，体温达 42 度，予以抗感染及对症处理，症状无好转。术后第三天患者

手术切口周缘皮肤局部发红，皮温高，疼痛不适，考虑伤口感染，拆除伤口部分缝线，并加强抗感

染及局部换药处理。剖腹产术后 9 天曾先后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多西环素、罗红霉素、亚胺培

南、万古霉素、奥硝唑多种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患者病情无好转，反复高热达 42 度，创面剧痛，

剖腹产伤口逐渐裂开加深,分泌物增多、周围皮肤组织进行性坏死扩大。住院期间多次查血常规提

示白细胞升高达 23x10^9/l,N 98%,肝功能，肾功能，免疫全套，风湿全套正常，创面培养阴性。 

经多学科会诊，参与科室包括，感染控制中心，皮肤科，血液科，风湿科，烧伤重建外科，重症监

护室，皮肤科。专家们总结患者病史特点：以皮肤破坏性溃疡为特征，进展快；创面剧痛，与临床

皮肤损伤不符；多次细菌培养未培养出致病菌，强有力抗生素治疗无效。考虑坏疽性脓皮病可能。

经诊断性治疗，患者症状体征迅速缓解，创面经积极负压治疗后植皮修复。 

坏疽性脓皮病以皮肤破坏性溃疡为特征的反应性炎症性皮肤病，本病临床少见，但病情较严

重，单用抗生素无效。发病机制尚不明。极易误诊而导致严重后果，临床需高度重视。 

 

 

PO-0421 

皮瓣移植联合负压技术修复骶尾部褥疮 

 
任利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总结皮瓣移植联合创面负压技术修复骶尾部褥疮方法及疗效。探讨其适应症、方法、临床推

广意义。 

方法 2014 年 1 月-2015 年 6 月，我科室应用封闭式负压技术联合邻位皮瓣移植修复骶尾褥疮 12

例，其中女性患者 4 例，男性患者 8 例，病人年龄 29-74 岁，褥疮大小 6cm×6cm-15cm×10cm 大

小，均为Ⅲ度或Ⅳ度褥疮。创面彻底清创后，采取邻位臀部筋膜皮瓣或臀部肌皮瓣移植修复，皮瓣

下放置半圆形引流膜管，皮瓣外以 KCI 公司 VAC 负压装置覆盖固定，并将引流膜管植入负压装置泡

沫引流，调节 75-125mmHg 负压压力持续引流。术后 3 天左右拔除引流膜，术后 1 周拆除负压装

置。 

结果 10 例手术病人皮瓣成活良好，一期修复褥疮。2 例病人伤口局部裂开，经二期清创植皮修

复。病人治疗过程中局部固定可靠，无需特殊加压包扎固定。皮瓣成活后质地软、色泽接近正常，

外形无明显臃肿。 

结论 VAC 负压引流装置简便有效，在受瓣区表面不规则，易活动部位能有效固定皮瓣，减轻切口

张力，及时引流皮瓣下分泌物，促进皮瓣成活及伤口愈合。是一种理想的臀部褥疮皮瓣移植修复的

辅助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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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22 

早期干预对重度烧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屈艳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早期干预对重度烧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方法 纳入我科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重度烧伤患者 60 例，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取一般专科护理，实验组实施早期综合性护理干预，然后应用烧伤的康复评定方法对

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系统评价，对比分析两组生活质量变化情况。 

结果 通过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者关节活动范围、肌力、瘢痕挛缩程度、日常生活活动、心理健

康等指标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存在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 

结论 对于重度烧伤患者来说，实施系统的、早期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改

善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意义。 

 

 

PO-0423 

重度烧伤患者围手术期的心理特点及护理体会 

 
林艺卿,黄美霞,彭晓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分析意外烧伤的护理过程中的问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意外烧伤患者的临床护理资料。对患者实施刨面的处理、呼吸道的护理、防治休

克、重要部位（面部、口鼻、眼睛、四肢、会阴）护理、心理护理等方面综合护理。 

结果 患者创面全部愈合，创面愈合时间 7--62d，平均 20d，均达到生理性愈合。 

结论 护理意外烧伤时应实施结合烧伤原因休克、抗感染、心理和营养支持全方位的综合护理。 

 

 

PO-0424 

重度烧伤患者围术期的心理特点及护理体会 

 
林艺卿,黄美霞,彭晓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探讨重度烧伤患者围术期心理特点和心理护理措施。 

方法 对 189 例重度烧伤成年患者进行围术期心理分析，制定出护理措施，进行整体护理及个性化

心理护理。 

结果 重度烧伤围术期患者能尽快适应患者角色，实现护患沟通，克服消极心理，提高对手术安排

的依从性，积极配合手术治疗及各项护理操作，降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 

结论 及时掌握重度烧伤围术期患者心理问题，有针对性进行心理护理，对帮助患者顺利度过手术

期，促进术后早日康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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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25 

银离子抗菌敷料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术在深 II 度烧伤创面修复中

的应用及护理观察 

 
季瑶瑶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分析银离子抗菌敷料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在深Ⅱ度烧伤

创面修复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到 2018 年 1 月我院深Ⅱ度烧伤患者 15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将患者随

机分为 A、B、C 三组；三组患者采用不同方法对创面进行治疗：A 组采用银离子抗菌敷料进行治

疗，B 组为采用磺胺嘧啶银软膏+VSD 治疗，C 组采用银离子抗菌敷料+VSD 治疗，观察并比较三组患

者创面愈合时间、创面愈合率、换药次数、疼痛评分、住院时间、并发症情况。 

结果 C 组患者创面平均愈合时间为 13.57±3.13 d，换药次数为 5.44±1.75，住院时间为

27.08±4.89 d，与 A 组、B 组患者相比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组较 A 组亦有

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 组患者创面愈合率高于 A、B 组患者，B 组高于 A 组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C 组患者疼痛评分、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 A 组患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C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银离子抗菌敷料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术治疗深Ⅱ度烧伤创面能减少愈合时间、换药次数，提高

愈合率，缩短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疼痛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PO-0426 

探讨早期康复介入对预防膝部烧伤患者屈曲畸形的作用 

 
彭英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对早期康复介入在预防膝部烧伤患者屈曲畸形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方法 以我院 2015 年 8 月-2018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160 例膝部烧伤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后对患者

随机分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80 例，给予观察组患者早期康复介入治疗，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康

复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及膝关节屈曲畸形发生率。 

结果 治疗结束后，观察组患者膝关节伸展角度值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P<0.05)、膝关节功能恢复

优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93.33% vs 76.67%，P<0.05)。 

结论 早期康复介入在预防膝部烧伤患者屈曲畸形中有积极作用，可有效提升患者膝关节伸展角

度、提高患者膝关节功能恢复优良率。 

 

 

PO-0427 

患儿颈部烧伤植皮术后的康复护理探讨 

 
徐婷婷,陈晗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究患儿颈部烧伤植皮术后康复护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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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收治的 60 例颈部烧伤并实施植皮术治疗的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对照组患儿给予

常规的康复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手法按摩、心理护理以及健康教育等综合护理模式，比较

两组护理结局。 

结果 观察组护理总有效率为 93.3%，对照组为 73.3%，两组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给予颈部烧伤植皮术患儿综合的临床康复护理，可以快速提高颈部功能的恢复，可以预防瘢

痕的增生，更为有效的恢复伤疤，减轻患儿的心理痛苦，值得临床 推广使用。 

 

 

PO-0428 

富血小板血浆治疗难愈性创面的效果评价 

 
王磊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观察富血小板血浆对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我科收治的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患者（排除严重的创面及全身感染、肿瘤等疾病者）30 例

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15 例，应用常规清创换药治疗方法）和实验组

（15 例，应用常规清创后富血小板血浆创面外用换药治疗方法）。采用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的创

面平均愈合时间、愈合率、创面愈合后皮肤质量及瘢痕生长情况。 

结果 实验组患者创面平均愈合时间、愈合率、创面愈合后皮肤质量瘢痕生长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富血小板血浆能促进难愈性创面愈合，且能提高创面愈合质量，减少疤痕生长。 

 

 

PO-0429 

皮肤各 γδ T 细胞亚群在创面愈合中的作用及相关 

 
贺伟峰 

1.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创面愈合是创烧伤临床治疗的核心问题之一，γδ T 细胞作为皮肤免疫系统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方法 我们在系统性阐明 DETC 促创面愈合功能和 Vγ4 T 细胞在创面早期炎症起关键作用的基础

上，深入分析 Vγ4 T 细胞在创面愈合中的具体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了 Vγ4 T 细胞与 DETC 之间存

在的相互作用及对创面愈合过程的影响。 

结果 发现了 Vγ4 T 细胞介导的创面炎症对糖尿病创面愈合的促进作用，以及 Vγ4 T 细胞介导的

创面炎症通过抑制 DETC 的促愈合作用在正常创面愈合中的阻碍作用；并提出 DETC 促愈合功能的抑

制是炎症介导的创面愈合延迟乃至可能是进一步形成难治性创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论 我们的研究丰富了目前对 γδ T 细胞在创面愈合中作用的认识，并为临床严重创烧伤创面

的治疗以及难治性创面的防治提供了新靶点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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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30 

15 例 Marjolin's 瘢痕溃疡的临床治疗与回顾性研究 

 
李军,韩军涛,高晓文,贾文斌,王克甲,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Marjolin's 瘢痕溃疡（瘢痕癌）是一种常见于烧伤后不稳定性瘢痕的恶性肿瘤，其侵袭性

强，易转移。当瘢痕长期反复破溃形成经久不愈的创面时，容易发生恶变，其恶变率可达 2%。然

而，由于起病隐匿，病程长，与普通溃疡创面难以鉴别，因此容易造成误诊误治，从而耽误病情并

造成严重后果。本研究旨在探讨 Marjolin's 瘢痕溃疡的流行病学、常见病理类型、发病特点与治

疗方法等，以供临床借鉴。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西京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收治的 Marjolin's 瘢痕

溃疡患者 15 例。总结并分析患者年龄及性别组成、溃疡发生原因及持续时间、治疗病史、肿瘤病

理类型、手术方式与预后等。并结合相关文献，对 Marjolin's 瘢痕溃疡的发病机制、临床特点、

治疗现状及预后等进行综述。 

结果 15 例 Marjolin' s 瘢痕溃疡中男性 7 例，女性 8 例。年龄 22～70 岁，平均年龄 47.8 岁。

溃疡病程 1～8 年不等。肿瘤发生部位包括：头部 6 例，下肢 7 例，躯干 2 例。病理结果：高分化

鳞状细胞癌 11 例，低分化鳞状细胞癌 3 例，基底细胞癌 1 例。所有患者均行肿瘤扩大切除术，术

中常规行冰冻病理检查，确定肿瘤完整切除无残留。根据继发创面的部位及创基条件，分别选择游

离股前外侧或游离背阔肌皮瓣，背阔肌岛状皮瓣，局部皮瓣以及植皮等方式进行修复重建。其中一

例下肢肿瘤患者术前行 B 超检查提示腹股沟淋巴结转移，行截肢及淋巴结清扫治疗。所有患者经

1~3 年随访均存活，局部无肿瘤复发。 

结论 Marjolin's 瘢痕溃疡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皮肤恶性肿瘤，以鳞状细胞癌最常见，常见于烧伤后

瘢痕，好发于头部及下肢。当患者瘢痕形成时间久，反复破溃不愈时，均需警惕恶变可能。通过及

时采取肿瘤扩大切除联合术中冰冻检查，植皮或皮瓣修复创面等方法，临床可达到较满意的治疗效

果。 

 

 

PO-0431 

DETCs 在创面愈合中的重要作用及机制研究 

 
贺伟峰 

1.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在小鼠皮肤中 DETC 主要是 Vγ3 亚型 γδ T 细胞，也是表皮组织中最主要的 T 细胞

（>90%），也是表皮组织内源性生长因子的最主要来源。DETC 通过分泌生长因子 IGF-1/KGF 等在

表皮组织稳态维持以及创面再上皮化中起重要作用。其中 IGF-1 不但能加强表皮细胞抗凋亡及增殖

能力，而且还在表皮细胞迁移中发挥关键作用，是 DETC 促进再上皮化过程中的关键效应因子之

一。 

方法 T 细胞生长因子 IL-2 和 IL-15 是 T 细胞生存、活化并行使生理功能所必须的。尽管 IL-15 被

阐明在维持表皮组织内 DETC 稳态中起关键作用，但 IL-15/IL-2 在调节创面 DETC 细胞分泌 IGF-1

中的作用尚不清楚。由于 IL-2中主要由 T细胞自身产生，而 IL-15主要由抗原递呈细胞产生。 

结果 我们首先发现 IL-15 而不是 IL-2 在创面 DETC 激活中发挥关键作用。DETC 本身不能产生 IL-2

也不表达 IL-2Rα，而皮肤损伤后表皮组织产生大量的 IL-15 并且 DETC 表面高表达 IL-15Rα。进

一步发现，IL-15 不但在维持表皮组织内 DETC 稳态中起重要作用，而且还能够显著增强创缘 DETC

产生 IGF-1，促进糖尿病创面再上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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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前期工作首次发现：在表皮组织中，DETCs 与角朊细胞相互作用形成 IGF-1-IL-15 环路

正向促进再上皮化，而该环路受到 mTOR信号通路的调节，其中 mTORC2发挥重要作用。 

  

 

PO-0432 

Vγ4 T 细胞抑制 DETC 促再上皮化作用延迟创面愈合的机制研究 

 
贺伟峰 

1.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由于创面过度炎症是创面愈合延迟乃至形成难治性创面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皮肤 γδ T 细

胞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相关机制尚不清楚。 

方法 为了深入探讨相关 Vγ4 T 细胞与 DETC 是否能够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在炎症导致的

创面愈合延迟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我们通过抗体清除小鼠体内 Vγ4 T 细胞观察创面愈合情况。 

结果 清除 Vγ4 细胞能够显著促进创面愈合，而 IL-17A 是其中的关键效应因子。进一步通过体内

研究发现 IL-17A 通过抑制创缘表皮组织中 DETC 细胞 IGF-1 的产生，导致表皮组织 IGF-1 蛋白表达

下降，从而延迟创面愈合。但通过体外研究发现，IL-17A 不能直接抑制 DETC 细胞表达 IGF-1 蛋

白，而是通过刺激表皮细胞大量分泌炎性因子 IL-1β 来间接抑制 DETC 细胞 IGF-1 产生，其中 NF-

κb 信号通路起了关键的调节作用。 

结论 这项研究首次阐明了皮肤免疫系统内两种重要的 γδ T 细胞亚群不但相互协同也相互拮

抗，在调节皮肤创面愈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PO-0433 

世界烧伤医学的发展及中国烧伤医学的地位 

 
罗高兴

1,2,3
,吴军

1,2,3
 

1.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人类对烧伤的认识已超过 5000 年的历史，通过回顾世界与中国烧伤医学的发展历史，通过比

较，明确了中国烧伤外科在国际同行中的地位，并明确我国烧伤医学的优势与不足。在此基础上，

重点讨论了我国烧伤医学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以此纪念中国现代烧伤医学建科 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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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34 

烧伤真菌感染的防治 

 
罗高兴

1,2,3
,龚雅利

1
,彭毅志

1,2
,吴军

1,2,3
,黄跃生

1,2,3
,袁志强

1,2,3
,黎宁

1
 

1.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感染是烧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近年来烧伤后真菌检测阳性率及真菌感染率明显增多。本文

分析了近年来本单位真菌检测情况与特点，同时结合“烧伤侵袭性真菌防治指南”分析本单位真菌

感染预防与治疗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为下一步新版“烧伤侵袭性真菌防治指南”制定提供依据。 

 

 

PO-0435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Burn Medicine from the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Gaoxing Luo

1,2
,Haisheng Li

1
,Yizhi Peng

1,2
,Weifeng He

1,2
,Lin Li

1
 

1.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auma， Burn and Combined Injury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is one of the earliest burn centers in China founded in 

1958.  She is affiliated to Southwest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name as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before). The institute have been caring more than 

30000 burn patients successfully and getting lots of achievements and award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rn medicine. Many clinical theories, 

methods, standards, practice guidelines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on burns were 

advocated by our institute. We have this presentation to review the history and main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to celebrate the 60
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 and to show our sincerely appreciation to all the experts for their 

generous help and supports.  

 

 

PO-0436 

应用于创面修复的特定功能材料的研制 

 
罗高兴

1,2,3
,邓君

1,2,3
,贺伟峰

1,2,3
,邢孟秋

1,2,5
,夏和生

4
,王颖

1,3
,贺丹枫

1,3
,钱卫

1,3
,于洵洲

1
,周代君

1
, 

王淞
1
,刘腾飞

1
,杨涛

1
,李雅舒

1
 

1.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学重点实验室 

4.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5.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nitoba University 

 

创面问题是烧伤的根本问题，现代敷料是创面治疗的重要手段。为适应创面修复与再生的需

要，通过将生物医学与材料学相结合，研制防治创面感染、促进创面血管形成、促进创面上皮化等

特定功能的敷料。在体内外测定了其表征、生物学功效、生物安全性等，为下一步的临床转化与实

践提供依据。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331 

 

PO-0437 

机械应力对瘢痕形成相关信号通路的影响 

 
肖虎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机械应力对小鼠在瘢痕形成相关信号通路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 选用 8 周大 C57/BL40 只小鼠参照 Aarabi 法制作瘢痕模型如下，随机分

为应力组和对照组各 20 只，每组按照 2 个时相点，分别是伤后 2、5 周各 10 只。在小鼠背部制作

一个 2cm 长纵行皮肤切口，用 6-0 尼龙线缝合皮肤，4 天后予以拆线，用 6-0 尼龙线将扩张螺丝

(Great Lakes Orthodontic Products, Tonawanda, NY)固定到已经愈合的刀口两侧皮肤上，应力

组术后 4 天开始扩张螺丝 2mm,以后隔日扩张增加皮肤的张力。由于皮肤自然扩张，在间歇期，可

以观察到皮肤逐渐松弛，故每隔一日增加张力，直至 2 周。对照组扩张螺丝不扩张，按照 2 个时相

点，分别在伤后 2、5周各组动物剃毛，瘢痕组织取材。 

1.2 Western 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测定量 p-ERK 表达 瘢痕组织块称重后置入研钵粉碎

后加入 T-PER 组织蛋白质提取剂提取组织总蛋白，采用 Bradford 比色法测定蛋白质浓度，取蛋白

样品(20µg/lane) 与 5µ 加样缓冲液混合后加热 5 分钟，溶解物经 SDS-PAGE 胶分离后转移到醋酸纤

维膜。 经过封闭后先后加入一抗 1:1,000 p-ERK (美国 Abcam 公司),和二抗 (美国 Santa Cruz 公

司),蛋白质利用 enhanced chemiluminescence 试剂盒显影 (英国 Amersham Biosciences 公司)分

析结果。 

结果  组织形态学观察  大体观，应力组伤后第 2 周后瘢痕显著增生，明显高出周围正常皮肤，

呈淡红色，质硬，面积、宽度明显大于对照组，表面无毛囊等皮肤附件。伤后第 5 周增生性瘢痕

增生仍明显。对照组瘢痕增生不明显，颜色接近正常肤色，表面平整，质软。光镜下，HE 染色显

示在术后第 2、5 周应力组瘢痕增生明显，无明显毛囊等皮肤附件。术后第 2、5 周应力组厚度显著

大于对照组（P<0.01）（表 1），术后第 2、5 周后应力组横截面积比对照组分别增加 19.13±2.36

倍及 20.37±3.48 倍。 

2   Western 免疫印迹：应力组小鼠瘢痕伤后第 2 周后 p-ERK 表达显著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在伤后第 5周，仍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机械应力刺激下,在以成纤维细胞为主的瘢痕中，磷酸化 ERK 蛋白表达明显增高。提示磷酸

化 ERK 蛋白在瘢痕的发生中扮演重要角色。 

 

 

PO-0438 

P311 在皮肤创面修复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罗高兴

1,2,3
,李海胜

1
,姚志慧

1
,孙薇

1
,贺伟峰

1,2,3
,周代君

1
,王淞

1
,刘腾飞

1
,杨涛

1
,李雅舒

1
 

1.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2.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疾病蛋白质学重点实验室 

 

P311 是我们在早期增生性瘢痕中发现的一种异常高表达基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它在创面修

复中起着重要作用。应用蛋白质组学、分子生物学、敲基因动物等方法与手段，通过体内外实验研

究，有以下主要发现：1.P311 通过调节 GTPase 信号通路促进表皮干细胞的迁移，进而促进创面的

再上皮化与修复。2.P311 通过与 TGF 等相互作用，而促进表皮干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分化，进

而参与创面修复进程。3.局部炎性介质促进 P311 产生，高表达的 P311 还可通过促进创面血管新生

而促进创面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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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39 

休克期磨痂治疗小儿深Ⅱ度烧伤 

 
肖虎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小儿深Ⅱ度烧伤创面休克期磨痂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烧伤科收治的烧伤小儿 80 

例，临床诊断为深Ⅱ度烧伤或混合度烧伤，将患儿分为磨痂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磨痂组于伤

后 48 h 内在全身麻醉下磨痂组实施磨痂手术。对照组创面予磺胺嘧啶银外涂包扎。利用 100MHz 

高分辨率 B 型超声观察创面血运情况，观察记录两组患儿住院期间的换药次数、创面愈合时间、再

植皮手术发生率及随访瘢痕增生情况。 

结果 磨痂组与对照组相比，创面血流信号显著增强。磨痂组愈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

（15.39±3.51vs21.62±4.71） ｄ，(P < 0.01)。两组换药次数比较，磨痂组术后换药显著少于

对照组（5.62±2.18vs10.45±3.76）（P < 0.01）。两组残余创面植皮率比较，磨痂组显著低于

对照组（ 15%vs35%） (P < 0.01)。半年随访磨痂组瘢痕温哥华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5.01±1.61vs9.66±2.20）分(P < 0.01)。 

结论 休克期磨痂能明显改善小儿深Ⅱ度烧伤创面血运，促进创面愈合, 显著降低患儿再植皮手术

发生率，减少换药次数，减轻瘢痕增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0440 

早期皮瓣手术修复严重电烧伤的临床效果分析 

 
肖虎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早期皮瓣手术治疗严重电烧伤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严重电烧伤患者 21 例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 17 例，女 4 例。年龄 13～57 岁，

平均 24.5 岁。电烧伤创面皮肤坏死，深部肌腱、肌肉有部分坏死，并伴有骨外露；部分伴有关节

囊的坏死。对于四肢环形烧伤肿胀严重，早期又不宜清创，为了改善局部血供，防止形成室间膜综

合征致肢体坏死，早期行肢体切开减压。对低压电所致烧伤或创面小者可用彻底一次性清创；但对

于高压电所致烧伤或损伤创面特别深者由于一次很难判断有些组织是否完全坏死，一次彻底清创会

误切一些可能仍能存活的组织，二期手术时组织坏死界限往往较清楚。对大的血管、神经、肌腱只

要解剖结构完整，没有明显液化、感染者应保留，争取在良好的组织覆盖下恢复其功能。分别于伤

后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给予组织皮瓣转移覆盖创面。斜方肌皮瓣修复肩关节外露 1 例，胸大肌皮瓣

修复肘关节外露 2 例，胸脐皮瓣修复肘关节外露 2 例，腹股沟皮瓣修复腕关节外露 5 例，股前外侧

皮瓣修复腹部电烧伤肠管外露 2 例，胫后动脉穿支皮瓣修复胫骨外露 2 例，交腿皮瓣修复胫骨外露

1例，局部转移皮瓣修复颅骨外露 6例。 

结果 21 例皮瓣成活良好，仅 2 例皮瓣远端坏死，经换药后愈合。术后３~６个月随访，患肢外形

及功能恢复良好。 

结论 应用皮瓣修复电烧伤后毁损性创面，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肢体外形及功能，降低电烧伤后的致

残率，是修复电烧伤后毁损性创面的可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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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1 

Combined photothermal and antibiotic therapy for 

bacterial infection via acidity-sensitive nanocarriers 

with enhanced antimicrobial performance 

 
Danfeng He,Tao Yang,Wei Qian,Jun Deng 

1.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State Key Lab of Trauma， Burn and Combined 

Injur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velop efficient strategies to prolong the lifespan of DAP and improve 

the eradicating efficiency of DAP against multidrug-resistant Gram-positive bacteria. 

Methods Integration of two distinctive bactericides into one platform is a promising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We report an efficient 

chemo-photothermal therapeutic platform based on polydopamine (PDA)-coated gold 

nanorods (PDA@GNRs). Then the PDA@GNRs were further grafted with glycol chitosan (GCS-

PDA@GNRs), which became positively charged in the low pH environment of the bacterial 

infection sites, allowing their accumulation/retention in local infection site as 

revealed by thermal imaging. The PDA coating acquires high daptomycin (DAP) loading 

efficiency and pH-sensitive DAP release. The acidity-activated release of DAP could 

effectively damage the bacterial membrane, causing the permeability increase and the 

heat resistance reduction of the cell membrane, leading to the large improvement on 

bactericidal efficiency of photothermal therapy. On the other hand, the hyperthermia 

could trigger more DAP release, resulting in further improvement on bactericidal 

efficiency of chemotherapy. 

Results Moreover, combination chemo-hyperthermia therapy of DAP loaded GCS-PDA-

PDA@GNRs (DAP-GCS-PDA@GNRs) could thoroughly ablate abscess and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via a synergistic antibacterial effect as well as negligible biotoxicity in 
vitro and in vivo. 
Conclusions Moreover, combination chemo-hyperthermia therapy of DAP loaded GCS-PDA-

PDA@GNRs (DAP-GCS-PDA@GNRs) could thoroughly ablate abscess and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via a synergistic antibacterial effect as well as negligible biotoxicity in 
vitro and in vivo. 
 

 

PO-0442 

具有靶向性的两性离子化金纳米颗粒治疗耐药金葡杆菌生物膜的

研究 

 
贺丹枫,邓君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开发具有 pH响应性能的金纳米颗粒，用于治疗由耐药金葡杆菌引起的生物膜感染。 

方法 在金纳米颗粒表面修饰具有混合电荷的小分子物质，使其表面带有羧基和氨基两性基团。在

酸性条件下，由于弱电解质羧基的质子化作用，导致静电 

斥力和水合作用小于范德华力和氢键作用，从而使金纳米颗粒产生团聚现象。在正常生理条件下，

于弱电解质羧基的电离作用，金纳米颗粒表面呈明显的电负性，造成静电斥力和水合作用要大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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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力和氢键作用，从而使其分散于溶液中。基于 Au-S 键的强相互作用，我们采用水溶性的 PVA

在金纳米颗粒表面引入羧基，再与乙二胺反应引入氨基，然后再其表面引入带有羧基的温敏材料

VA057，从而制备出具有 pH 响应性的金纳米颗粒。分散的金纳米颗粒在红外激光的照射下不会产生

明显的光热效应，而团聚态的金纳米颗粒则具有良好的光热转化效率。在热作用下，温敏材料会释

放出自由基，为进一步杀菌提供可能性。在酸性条件下，由于具有 pH 响应性的金纳米颗粒呈团聚

态，在红外激光的照射下使周围温度迅速升高并导致自由基的释放。光热联合自由基杀菌可有效地

治疗由生物膜引起的感染。具有 pH 响应性的金纳米颗粒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能稳定的分散于溶液

中，由于光热转化效率极低，在相同的浓度下不具有释放自由基的能力，因此几乎不会对正常组织

产生影响。 

结果 因此，具有 pH 响应性能的金纳米颗粒可通过化学-光热协同抗菌作用彻底消除由金葡杆菌引

起的生物膜感染，加速创面愈合，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结论 在非抗生素法治疗细菌引起的生物膜感染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PO-0443 

功能化磁性纳米颗粒用于治疗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染 

 
贺丹枫,邓君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目前治疗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染主要是使用各种抗生素。但由于日益严重的抗药性，许多

抗生素已失去往日的辉煌，且如使用抗生素不当，会破坏革兰阴性菌表面的特异多糖和核心多糖，

使得脂类 A 暴露，释放内毒素，加重病情的发展。因此解决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染问题势在必

行。 

方法 作为金属纳米粒子中的型代表，金纳米棒（GNRs）在近红外区有较强的吸收，且容易合成得

到尺寸均匀的产物，这使它在医学上的光热治疗方面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磁性纳米粒子特别是目

前广泛使用的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由于独有的磁响应性，在医药中被应用于药物载体和磁性分离

等方面。在磁性纳米颗粒表面包覆一层金用于进一步的表面修饰及光热治疗。乙二醇修饰的壳聚糖

(GCS)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因壳聚糖分子中带有游离氨基，在酸性溶液中易成盐，呈阳离子性质，

能够与带负电的细菌特异性结合，具有靶向性。氮元素与金的化学键合作用将乙二醇壳聚糖与金纳

米壳层相偶联。苯硼酸（CPA）可以与革兰氏阴性菌表面的多糖产生特异性结合，使其附着于细菌

表面，具有靶向性。乙二醇壳聚糖上的一部分氨基与羧基苯硼酸反应生成酰胺键；另一部分在酸性

环境下质子化，表面电荷由中性反转为正电荷，同样具有靶向性。 

结果 通过制备这一磁性纳米复合材料，可以在磁场和感染引起的酸性环境中与充分发挥靶向细菌

的功能，继而采用光热疗法治疗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染问题。而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由于乙二

醇修饰的壳聚糖并无电荷反转能力，苯硼酸也不会与整张组织结合，因而无法使金纳米壳层团聚，

从而损伤正常组织。同时，纳米材料在体内对心肝脾肺肾等无毒性。因此，Fe3O4@Au-GCS-CPA 纳米

复合抗菌剂可通过光热作用靶向抗菌并彻底消除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染部位，加速创面愈合，并

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结论 这为治疗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皮肤感染提供了一种无抗生素治疗的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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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4 

儿童烧伤合并脓毒血症 40 例临床诊治特点的分析 

 
任松林,齐鸿燕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目的 脓毒血症是严重烧伤的主要死亡原因,也是目前危重病医学关注的重点，本文旨在探讨儿童烧

伤后脓毒血症的发病原因，临床特点及诊疗方案。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7 月-2017 年 7 月收治的 40 例烧伤后并发脓毒血症患儿病例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8 名患者在入院时的 48 小时内显示了脓毒血症发作。大部分病人在烧伤后的两周内发作，在

40 名患者中，有 32 人接受了 48 次皮肤移植并存活下来，40 例治愈，患儿具有烧伤创面积大，早

期休克期度过不平稳，创面多数有不良用药，严重的营养低下，胃肠道症状突出，多伴有多脏器功

能不全等特点。 

结论 烧伤合并败血症患者病情复杂，并发症多。严重烧伤的吸入损伤和葡萄球菌脓毒血症都是致

命的。烧伤脓毒血症的发生在早期主要与烧伤性休克和创面处理有关, 在以后的整个病程中, 脓毒

血症发生率主要与营养不良造成的免疫功能损害有关，另外，肠源性感染和导管感染可能也是重要

的因素。营养是防治患者发生侵袭性感染的重要基础，治疗中要强调营养支持、抗感染和脏器功能

扶持的综合治疗，深度创面应主张早期手术去除坏死组织，有效封闭创面。由于微生物病原体早期

发现和适当的抗生素治疗以及营养支持和早期创面覆盖，死亡率明显降低 

  

 

PO-0445 

胰岛素强化治疗对严重烧伤大鼠骨骼肌内质网应激反应和骨骼肌

消耗的作用 

 
褚万立,马丽,郁永辉,王晓腾,韩绍芳,赵景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胰岛素治疗对严重烧伤大鼠骨骼肌内质网应激反应（ERS）及骨骼肌消耗的作用。 

方法 雄性 Wistar 大鼠 48 只，随机分为烫伤组（n=24）和治疗组（n=24）。所有大鼠背部制备

30% TBSA Ⅲ°烫伤。治疗组大鼠从伤后 1d 起给予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溶于生理盐水中）治疗（1 

IU/kg·d，皮下注射），至伤后 7d。烫伤组大鼠给予等量生理盐水治疗，至伤后 7d。实验过程中

监测体重及血糖变化，分别于伤后 4d、7d、14d（n=8）麻醉处死大鼠，分离获取胫骨前肌，称量

肌肉重量。透射电镜观察肌肉超微结构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肌肉 Caspase-3 表达，TUNEL 法

测定骨骼肌细胞凋亡，Western blotting 检测肌肉 ERS 不同通路中 GRP78， CHOP，Caspase-12 及

PI3K蛋白表达变化情况。 

结果 伤后 14d 胰岛素治疗组大鼠体重较同时间点烫伤组增加（P<0.05），同时胫骨前肌重量也有

明显增加（P<0.01）。胰岛素治疗期间，治疗组血糖明显低于同时间点烫伤组（P<0.01）。同时，

胰岛素治疗可减轻骨骼肌细胞凋亡改变，抑制内质网扩张。伤后 4d、7d、14d 胰岛素治疗大鼠胫骨

前肌细胞凋亡减少（P<0.01），Caspase-3 表达减少（P<0.05）。伤后 4d、7d、14d，胰岛素治疗

大鼠胫骨前肌 GRP78 表达增加（P<0.05）。伤后 7d、14d 治疗组大鼠胫骨前肌 Caspase-12 活性体

表达较烫伤组明显减少（P<0.01）。伤后 4d、7d、14d 治疗组大鼠胫骨前肌 CHOP 表达均明显降低

（P<0.01）。伤后 7d、14d胰岛素治疗大鼠胫骨前肌磷酸化 PI3K表达明显增加（P<0.01）。 

结论 胰岛素治疗能够缓解 ERS，减少骨骼肌凋亡、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及骨骼肌消耗。胰岛素对

ERS 的干预作用可能是胰岛素治疗的作用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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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6 

严重烧伤大鼠骨骼肌内质网应激介导的细胞凋亡在骨骼肌消耗中

的作用 

 
褚万立,马丽,郁永辉,王晓腾,韩绍芳,赵景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严重烧伤大鼠骨骼肌内质网应激反应在骨骼肌细胞凋亡和骨骼肌消耗中的作用。 

方法 雄性 Wistar 大鼠 16 只，随机分为烫伤组（n=8）和治疗组（n=8）。所有大鼠背部制备 30% 

TBSA Ⅲ°烫伤。治疗组大鼠从伤后 1d 起给予 4-PBA[溶于 0.6% 羧甲基纤维素钠（CMC-Na）中]治

疗（700mg/kg·d，灌胃），烫伤组大鼠给予等量 CMC-Na 治疗。伤后 14 d 麻醉处死大鼠，分离获

取胫骨前肌和比目鱼肌，称量体重及肌肉重量。透射电镜观察肌肉超微结构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法

检测 Caspase-3 表达，TUNEL 法测定骨骼肌细胞凋亡，Western blotting 检测胫骨前肌和比目鱼肌

ERS 不同通路中 GRP78、CHOP、Caspase-12蛋白表达变化情况。 

结果 4-PBA 治疗大鼠伤后 7d 体重较烫伤组增加（P<0.01），体重减轻趋势有所缓解。伤后 14d 4-

PBA 治疗大鼠胫骨前肌重量明显增加（P<0.05）。透射电镜观察发现 4-PBA 治疗后骨骼肌细胞凋亡

改变减轻，内质网扩张得到抑制。同时，治疗组大鼠胫骨前肌及比目鱼肌细胞凋亡减少

（P<0.01），Caspase-3 表达也明显减少（P<0.01）。伤后 14d，4-PBA 治疗组大鼠胫骨前肌及比

目鱼肌 GRP78、Caspase-12活性体、CHOP蛋白表达均较烫伤组明显减少（P<0.05）。 

结论 严重烧伤大鼠骨骼肌 ERS活化，可能是介导骨骼肌细胞凋亡和骨骼肌消耗的分子机制之一。 

 

 

PO-0447 

坏疽性脓皮病的全身治疗和创面修复策略 

 
褚万立,郝岱峰,赵景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坏疽性脓皮病是一种以皮肤破坏性溃疡为特征的反应性炎症性皮肤病，其皮肤溃疡疼痛明

显、进展迅速，同时往往伴发有高热、营养不良，临床治疗相对棘手。结合既往经治的坏疽性脓皮

病病例，探讨坏疽性脓皮病的全身治疗和创面修复策略。 

方法 回顾经治的 2 例坏疽性脓皮病患者，分析其全身表现、创面局部表现、临床诊断和治疗，并

结合文献，总结其特点以及有效的诊疗措施。 

结果 2 例患者均为男性，1 例为青年，1 例为中年，临床起病表现均为“局部红肿”，当地以“疖

肿”处理，后因高热、创面迁延不愈来我院。临床表现为稽留热、疼痛性溃疡、其他部位新发溃

疡、创面愈合不良等，其中 1 例有典型的溃疡周围出现紫红色潜行破坏并逐渐扩大的表现。2 例患

者最终都得以明确诊断，经激素、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等治疗后发热、创面疼痛减退，无新发溃

疡出现，1例创面经换药愈合，1例创面经植皮后快速愈合。 

结论 坏疽性脓皮病最主要的是早期明确诊断，其没有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病理检查

依据，更多是基于临床和病理的排他性诊断。在治疗上要以全身治疗和局部创面处理相结合，全身

治疗中以激素治疗为主，可辅以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等治疗，在全身情况改善后，创面可通过换

药和手术治疗封闭，否则，不建议手术过度清创或植皮。此外，体温调节、疼痛管理和营养支持治

疗也是治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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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8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战创伤急救中心建设的实践和思考 

 
贲道锋,肖仕初,夏照帆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本着面向战场面向部队的目的，总结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战创伤急

救中心 3年建设的经验体会，探讨战创伤急救中心开展模式的要素。 

方法 战创伤急救中心的建设涉及领先的管理理念，完善的救治网络，得力的组织框架和有效的开

展模式等方面。本文通过战创伤急救中心建设以来大量危重创伤患者的救治实践，侧重思考开展模

式的要素。 

结果 总结长海战创伤急救中心和烧创伤中心开展模式的要素是：构建急救网络、优化救治流程、

实行创伤总指挥负责制、独立的烧创伤 ICU、加强急救队伍的培训、注重临床科研转化等。 

结论 经过多年的实践，长海战创伤急救中心的建设初见成效，开展模式在多环节逐步完善。 

 

 

PO-0449 

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在起搏器囊袋感染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郑胜武 

福建省立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负压创面治疗技术(NPWT)用于治疗心脏起搏器囊袋感染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6 年５月收治心脏起搏器囊袋感染患者１５例,根据 NPWT 原理,一期

清创后囊袋内放置负压引流系 

统,封闭创面后持续负压(３００~４００mmHg)引流５~７d,二期将起搏器重置深埋于胸大肌后间隙

并闭合创面,保留 

原心脏起搏器系统. 

结果 术后随访５~３７个月,平均随访时间１８．２个月,其中１４例起搏器囊袋感染治愈,伤口愈

合良好,随访期内未发现感染复发.１例血培养阳性患者前后经过３个疗程的 NPWT 治疗,感染仍无法

控制,最终移除感染侧整套起搏器装置,并在对侧植入新的起搏器系统后治愈。 

结论 在严格选择适应证的前提下，NPWT 是一种可行的治疗血培养阴性、非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单纯

心脏起搏器囊袋感染的新方法。 

 

 

PO-0450 

强脉冲光联合二氧化碳激光早期介入治疗小儿烧伤瘢痕疗效观察 

 
谢春晖,于家傲,高欣欣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强脉冲光联合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早期介入治疗小儿烧伤瘢痕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应用强脉冲光联合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早期介入治疗的

小儿烧伤瘢痕病例，156 例病例符合标准。治疗方案为：在小儿烧伤创面愈合后 3-4 周开始强脉冲

光治疗，治疗 2-3 次，治疗间隔 1 个月，最后 1 次强脉冲光治疗后 1 个月行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

疗，治疗 2-5 次，治疗间隔 2-3 个月。首次治疗前及最后一次治疗 3 个月后行瘢痕图像采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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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分，瘢痕疼痛及瘙痒程度、患者治疗满意度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治疗后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分、瘢痕疼痛及瘙痒程度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156 例患者中 143

例非常满意、7 例满意、6 例比较满意、无不满意患者；156 例患者中 1 例出现治疗后水疱，1 例出

现治疗后感染，经皮肤护理后缓解，未出现瘢痕加重情况。 

结论 强脉冲光联合二氧化碳激光早期介入治疗小儿烧伤瘢痕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 

 

 

PO-0451 

小儿头面部烧伤护理体会 

 
王佳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头面部是人体暴露范围较广的区域，因此烧伤发生于此的几率高于其它部位，治疗过程中如

果处理不当可能致使患者的容貌和面部功能难以恢复，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小儿的皮肤与成

年人的皮肤相比更为薄弱，因此等同的热量可能不会烧伤成年人而小儿却可能被烧伤；另外小儿皮

肤的对外抵抗能力较差，因此等同热量烧伤的严重程度小儿远高于成年人，加大了小儿烧伤处理的

难度。据临床资料显示近些年我科收治的小儿头面部烧伤病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对科室的治

疗护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方法 本文随机选择于 2015 年 8 月～2016 年 8 月在我科接受治疗的小儿头面部烧伤患者 42 例作为

研究对象，旨在总结小儿头面部烧伤护理体会，丰富临床护理经验. 

结果 42 例患者中 1 例因送院抢救不及时休克死亡，其余 41 例患儿均康复出院，平均住院天数

（15±6）d。住院护理期间无患儿出现烧伤部位感染与耳部感染，同时患儿的面部特征与功能恢复

状况良好。 

结论 心理护理能够帮助患儿和患儿家属稳定情绪，从而确保治疗和护理的顺利进行；休克期护理

能够让患儿安全度过危险期；感染期的护理可以有效降低患儿的感染几率，增强体质；创面愈合期

达到护理可最大程度保存患儿的面部容貌和功能，防止伤疤出现，促进患儿早日康复。临床意义十

分重要，可作为今后小儿头面部烧伤护理的参考和借鉴。 

 

 

PO-0452 

成人特大面积烧伤 43 例的肾功能临床分析 

 
胡加平,李德绘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探讨特大面积烧伤并发急性肾损伤的相关影响因素，为提高特大面积烧伤的治愈率提供临床

参考依据。 

方法 对我科 2012 年 11 月-2018 年 4 月间收治 43 例成人特大面积烧伤分为肾功能正常组及肾功能

异常组，分别对两组患者的年龄、烧伤总面积、Ⅲ°烧伤面积、复苏时间、休克期过渡情况、吸入

性损伤、呼吸机辅助呼吸、药物维持血压、血糖、全身感染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肾功能异常组较肾功能正常组烧伤总面积更大［（ 90.53±5.91） %TBSA  VS.

（85.71±5.10）%TBSA  P=0.013］，复苏时间更长［（4.53±2.90）h  VS.（2.53±1.07）

h P=0.002］，休克期过渡不平稳、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使用药物维持血压的患者更多，两组差

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肾功能异常组与肾功能正常组比较，年龄基本相同

［ （ 40.66±14.77 ） 岁   VS. （ 40.92±9.47 ） 岁   P=0.951 ］ ， Ⅲ° 烧 伤 面 积 稍 大

［ （ 43.82±9.37 ） %TBSA  VS. （ 27.39±25.39 ） %TBSA  P=0.079 ］ ， 血 糖 稍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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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7±6.17）mmol/L  VS.（12.64±5.60）mmol/L  P=0.403］，吸入性损伤、全身感染两

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43 例成人特大面积烧伤在烧伤总面积、复苏时间、休克期过渡不平稳、使用呼吸机辅助呼

吸、使用药物维持血压与肾功能损伤的发生有关。烧伤总面积和使用药物维持血压稳定是其两个独

立危险因素，合并急性肾损伤的特大面积烧伤患者的病死率高，在治疗中应该避免使用肾毒性药

物，积极行血液净化治疗。 

  

 

PO-0453 

小鼠脂肪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分化

的影响 

 
刘振兴,曹永倩,王一兵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小鼠脂肪干细胞(ADSC)释放的外泌体对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分化的影响。 

方法 分离、培养原代小鼠 ADSC，流式细胞术鉴定细胞表面标记，通过细胞成脂、成骨分化诱导观

察其多向分化能力；提取 ADSC 释放的外泌体，透射电镜检测外泌体形态特征，检测外泌体标志蛋

白 CD9 和热休克蛋白 70(HSP70)的表达；ADSC 释放的外泌体处理小鼠皮肤成纤维细胞。采用实时荧

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技术检肌成纤维细胞分化指标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Ⅰ型胶原[collagenα1(Ⅰ)， Colα1(Ⅰ)]和Ⅲ型胶原[collagenα1(Ⅲ)，

Colα1(Ⅲ)]的表达情况。 

结果 提取的小鼠 ADSC 符合间充质干细胞鉴定标准：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 ADSC 细胞表面标志

CD31、CD45 阳性率小于 2%，CD44 阳性率大于 95%；ADSC 成骨及成脂诱导 21d 后分别可见钙化结

节及细胞内串珠样脂滴形成。透射电镜观察 ADSC 释放的外泌体可见圆形、直径约为 30~130nm、具

有双层膜结构的囊泡；检测到外泌体表达标志性蛋白 CD9 和 HSP70。ADSC 释放的外泌体处理小鼠皮

肤成纤维细胞后，上调α-SMA、Colα1(Ⅰ)和 Colα1(Ⅲ)的表达。 

结论 ADSC释放的外泌体可促进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 

 

 

PO-0454 

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合并骨折创面治疗体会 

 
陈舜,郑林文,许艺超,王子恩,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坏死合并骨折创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16 例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坏死合并骨折创面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治疗联合外固定方法，每

5-7 d 后更换负压装置，连续 2-3 个周期治疗后对创面行中厚皮片植皮或局部皮瓣转位，创面毁损

严重或全身情况差的予以截肢。创面愈合后尽快更换为内固定，观察患者疗效。 

结果 经持续负压封闭引流治疗后,本组 16 例患者中 14 例创面肉芽组织新鲜，经中厚网状皮片植皮

或局部皮瓣转位创面全部愈合，2例截肢后愈合。 

结论 负压封闭引流可刺激肉芽组织生长，加速创面愈合，引流充分彻底，是一种治疗下肢大面积

皮肤撕脱伤坏死合并骨折创面的有效方法。治疗中视创面情况采取不同的固定支架方式，必要时截

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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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5 

AMD3100 联合 G-CSF 动员糖尿病小鼠骨髓内皮祖细胞的研究 

 
林晓莹,汪虹,谭元,潘满昌,陈玉峰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以糖尿病小鼠（db/db）为研究对象，比较单一使用 AMD3100 与 AMD3100 联合 G-CSF 及两者不

同使用顺序对骨髓内皮祖细胞（EPCs）的动员效果，为临床获取糖尿病人 EPCs 进行细胞治疗提供

思路。 

方法 采用 AMD3100、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注射液（rhG-CSF）参考国内外文献所述剂量和方

法进行骨髓 EPCs 的动员。选用 5-6w 雄性小鼠，随机将 80 只 db/db 小鼠分为 A 组（AMD3100+NS 动

员组），B 组（AMD3100+G-CSF 动员组），C 组（G-CSF 动员组+AMD3100）和 D 组(NS 空白对照

组)；80 只 db/+小鼠为相应对照组，分组对应为 A’组，B’组，C’组和 D’组。每组在动员后第

3d，7d，10d 和 14d 随机选择 5 只糖尿病小鼠，于心脏部位采集外周血并进行流式细胞仪检测

CD34
+
/CD133

+
/Flk-1

+
细胞在等量血液样品中所占的比例。结果取平均值用  (单位%)表示，统计学

方法处理后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并统计分析如下：①在动员后各时间点，D 组和 D’组 CD34
+
/CD133

+
/Flk-1

+

细胞比例无差异(p>0.05)，但 D’组高于 D 组(p<0.05)。②A 组，B 组和 C 组 db/db 小鼠在动员后

第 3d，7d，10d 和 14d，CD34
+
/CD133

+
/Flk-1

+
细胞比例逐渐上升，A 组至第 7d 达到峰值，B 组和 C

组至第 10d 达峰值，后逐渐下降，且在峰值时与其余三个时间点相比差异有意义(p<0.05)。在第

10d，B 组和 C 组 db/db 小鼠外周血中 CD34
+
/CD133

+
/Flk-1

+
细胞比例较 A 组和 D 组高(p<0.05)。

③A’组，B’组和 C’组 db/+小鼠在动员后第 3d，7d，10d 和 14d，CD34
+
/CD133

+
/Flk-1

+
细胞比例

逐渐上升，至第 7d 达峰值，后逐渐下降，且在第 7d，CD34
+
/CD133

+
/Flk-1

+
细胞比例与其余三个时

间点相比差异有意义(p<0.05)。在第 7d,C’组 CD34
+
/CD133

+
/Flk-1

+
细胞比例较 A’组、B’组和

D’组高(p<0.05)。 

结论 AMD3100 联合 G-CSF 动员骨髓 EPCs 的效果优于单一使用 AMD3100 的动员效果，在非糖尿病状

态下，先使用 G-CSF 再联合 AMD3100 的动员作用更优，但在糖尿病状态下先使用 AMD3100 再联合

G-CSF的动员作用更优。 

 

 

PO-0456 

早期卧位踏车训练在下肢严重烧伤患者功能康复中的应用与观察 

 
谢肖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早期卧位踏车训练在下肢严重烧伤患者功能康复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30 例下肢严重烧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综合康复措

施，观察组在常规综合康复措施的基础上，增加早期卧位踏车训练。在入院时和住院治疗 6 周，用

Berg 平衡量表比较两组患者平衡情况，以焦虑自评量表( SAS) 及抑郁自评量表(SDS)比较两组患

者的心理状态，用疼痛目测类比评分法比较评估两组患者疼痛。 

结果  住院 6 周后，观察组的平衡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以焦虑自评量表( SAS) 及

抑郁自评量表(SDS) 评定，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疼痛程度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 

结论 本研究认为早期卧位踏车训练对下肢严重烧伤患者功能康复有一定促进作用，值得在临床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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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7 

高频超声和皮肤镜在大鼠供皮区精准取皮中的应用 

 
周浩,张永存,唐洪泰,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高频超声法测量大鼠供皮区皮肤各层厚度的准确性以及皮肤镜在创面的观察、评价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 分别应用高频超声和组织病理学方法，测量大鼠供皮区皮肤各层厚度以及断层皮片厚度，

Bland-Altman 法计算测量数据的 95%一致性界限（95％Limits of Agreement, 95％LOA）；利用皮

肤镜采集供皮区创面图像，并分析图像特征。 

结果 Bland-Altman 散点图显示两种方法测量表皮厚度、真皮厚度、全层皮肤厚度以及断层皮片厚

度差值的 95％LOA 分别为（-15.80μm—14.30μm）、（-9.99μm—8.59μm ）、（-32.33μm—

32.03μm ）、（-33.62μm—32.87μm ），与临床允许的最大误差范围（±10%`X 病理测量厚度）相

比，真皮厚度、全层皮肤厚度以及断层皮片厚度测量差值的 95％LOA 全部在临床可接受的范围内，

表皮厚度测量差值的 95％LOA 有 95％的点在临床可接受的范围内；皮肤镜获取不同深度创面的图

片特征：0.1mm 取皮深度的创面呈粉白色，散在分布点状出血点；0.2mm 取皮深度的创面可见密度

远高于前者的点状出血点，毛细血管末梢呈碎发样分布；0.3mm 取皮深度的创面可见密集的网状结

构，散在分布较大出血点，较多毛细血管纹路清晰呈现；0.4mm 取皮深度的创面可见弥散性大出血

点，毛细血管广泛可见，皮下筋膜隐约呈现。 

结论 高频超声测量大鼠供皮区皮肤各层厚度的数据与组织病理学测量数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皮

肤镜可获取不同深度创面的高清平面图，不同深度创面的皮肤镜图像各具特征。高频超声和皮肤镜

作为一种无创、快速、准确、客观的方法，可望在供皮区取皮深度评估中得到广泛应用。 

  

 

PO-0458 

悬浮床治疗在重度烧伤患者中的应用与护理 

 
谢肖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悬浮床治疗在重度烧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与护理对策。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科重度烧伤患者应用悬浮床治疗 10 例，烧伤面积为

65%-92%，通过加强悬浮床使用过程的创面护理、气道护理、饮食护理、液体管理及悬浮床的维护

等。 

结果 10例患者均无出现并发症。患者舒适度高。 

结论 悬浮床治疗能促进重度烧伤患者创面的愈合，保证患者安全。 

 

 

PO-0459 

2007 到 2017 烧伤后瘢痕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周浩,陈郑礼,王光毅,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了解烧伤后瘢痕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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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烧伤后瘢痕的相关文献，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文献

的出版年份、国家、机构、作者、文献研究方向、文献被引频次、文献来源出版物及其影响因子等

方面进行分析。 

结果 2007 年-2017 年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共收录烧伤后瘢痕相关文献 2247 篇，每年

的文献量缓慢增长，发文量第 1 的国家是美国（739 篇，32.9%）、其次是中国(195 篇，8.7%)，发

文量最多的机构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57 篇)，发文量排首位的作者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的 Middelkoop E（52 篇）。烧伤后瘢痕研究方向主要在外科学和皮肤病学，文献主要来源于

《Burns》和《Journal of Burn Care and Research》，发文量前 10 的期刊的发文量占文献总量

的 82.2%，其平均影响因子为 2.332。 

结论 2007 年-2017 年烧伤后瘢痕相关文献逐年缓慢增加，多发表在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上。美

国、荷兰、澳大利亚关于烧伤后瘢痕开展的研究较多，在推动学术交流和科学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11年来，中国的发文量显著增加，但在文献质量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 

  

 

PO-0460 

藻酸盐敷料在烧伤患者气管切开护理中的应用 

 
罗苑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观察藻酸盐敷料在气管切开渗液较多的烧伤患者的临床效果。 

方法 烧伤患者气管切开处用 0.5%安多福消毒后，用藻酸盐敷料剪成 Y 型代替纱布垫在患者气管切

开处以及扁带处，渗液较多时及时更换，之后每天更换 3-4次。 

结果 本组患者气管切开处敷料渗液吸收好，颈部伤口创面干洁，愈合良好。 

结论 藻酸盐敷料对于渗液较多的气管切开以及颈部烧伤伤口的愈合有良好作用，能吸收创面渗

出，促进伤口愈合。 

 

 

PO-0461 

GDF-5 induces epidermal stem cell migration via RhoA 

 
Rixing Zhan,Gaoxing Luo 

Southwest Hospital，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igration of epidermal stem cells (ESCs) are the most critical processes 

in wound reepithelization and healing. Recently, growth/differentiation factor-5 (GDF-

5) was discovered to have multiple biological effects in wound healing, but its 

actions in ESCs are poorly understood. 

Methods In this study, recombinant mouse GDF-5 (rmGDF-5) was found to facilitate the 

in vitro migration of mouse ESCs in both live-imaging and scratch models. In addition, 

western blot and real-time PCR assays demonstrated that the RhoA and MMP9 expressi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rmGDF-5 concentrations. 

Results In ad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rmGDF-5 stimulated mouse ESC migration 

in  vitro dependent to  regulate MMP9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via the RhoA 

signalling pathway. Furthermore, the GDF-5 promotion of ESC migration and MMP9 

expression via RhoA in vivo was confirmed by tracing 5-bromo-2-deoxyuridine (BrdU)-

labelled cells in a superficial, partial-thickness burn mous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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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us,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rmGDF-5 could promote mouse ESC 

migra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Furthermore, rmGDF-5 was found to induce ESC migration 

via RhoA-MMP9 signalling. 

 

 

PO-0462 

急诊切削痂中厚皮移植治疗手背深度烧伤 35 例 

 
王会军,李耀,蒋永能,赵炳瑜,鲁冰 

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手背深度烧伤的治疗方法 

方法 2015 年元月-2017 年 12 月我们对中小面积烧伤病人手背深度烧伤采用伤后急诊切削痂中厚皮

移植 35 例 67 只手，35 例病人入院后立即行简单清创，查血常规后手术，25 例 48 只手为深二度创

面采用削痂，10 例 19 只手为三度创面采用切痂，其中 20 例 40 只手切削痂后直接植入自体中厚

皮,15 例 27 只手切削痂后先覆盖戊二醛猪皮,2 天后再植入自体中厚皮,对手指深度烧伤，指间关节

严重受损病人，手指只做指侧切开减张,待痂皮溶解,肉芽创面再植入大张自体表层皮片. 

结果 30 例 57 只手植皮后全部成活，5 例 10 只手所植皮片 90%成活，余创面经换药后愈合，随访

25例 48只手 6个月，所植皮片质地柔软,弹性好,手的外形功能良好，生活，工作未受影响。 

结论 手功能的恢复有赖于创面的早期修复后尽早进行功能锻炼,
]
手部创面愈合时间超过 3 周,多有

明显的关节功能障碍,对手部深度烧伤急诊切削痂植入中厚皮,可以使病人手部创面在 2 周内愈合,

为手部早期活动,功能恢复赢得了时间。 

  

 

PO-0463 

移植实验研究 Vγ4 在免疫排斥中的作用及初步机理 

 
黄勇,黄正根,李雅舒,贺伟峰,罗高兴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400000 

 

目的 探索 Vγ4T 细胞来源 IL-17A加速移植排斥反应的机制。 

方法 （1）设立野生型雄性 C57 小鼠至不同组别雌性 C57 小鼠移植模型。（2）每只雌性 C57 小鼠

背部取 1cm×1cm 去表皮保留真皮的受体区域（3）供体皮肤均取材自雄性 C57 小鼠背部皮肤并清除

皮下筋膜（4）雌性 C57 小鼠作为移植受体分组为野生型（A 组）、Vγ4 抗体清除 3 次（移植前 3

天、0 天、移植后 3 天，单次剂量 150ug，B 组）、Vγ4 抗体清除 1 次（移植前 3 天，剂量

150ug，C 组）、Vγ4 抗体清除 1 次（移植后 5 天，剂量 150ug，D 组）、Vγ1 抗体清除（移植前

三天，剂量 150ug，E 组）、Vγ4 抗体清除（剂量 150ug）60d 后（F 组）的雌性 C57 小鼠皮肤移植

模型。（5）雌性 C57 小鼠作为移植受体分组为野生型（A 组）、IL-17 中和抗体腹注 3 次（移植后

0、3、5 天，剂量 150ug，G 组）、IL-1/23 中和抗体腹注 3 次（移植后 0、3、5 天，剂量 150ug，

H组）、CCL-20中和抗体腹注 5次（移植后 0、1-4天，剂量 150ug，I组）。 

结果 （1）A-F 组小鼠皮肤移植模型皮片平均存活时间分别为 12.2 天、49.1 天、28.8 天、21.9

天、17.5 天以及 20.3 天。（2）G-I 组小鼠皮肤移植模型皮片平均存活时间分别为 24.4 天、18.5

天以及 22天。 

结论 （1）Vγ4 参与了 MHC 微小差异的皮肤移植排斥反应且作用较 Vγ1 大。（2）Vγ4 或许是通

过 IL-17及 IL-1/23等介质通路通过趋化因子到达炎症区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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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64 

艾灸治疗不当导致皮肤软组织损伤的治疗体会 

 
刘中波,王杨,曹政,卓然 

解放军第 202 医院烧伤整形科 

 

目的 观察 PRF联合薄中厚皮片植皮治疗艾灸治疗不当导致皮肤软组织损伤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解放军第 202 医院烧伤整形科 2016 年５月至 201８年７月期间收治艾灸治疗不当导

致皮肤软组织损伤共计 22 例，观察组是直接切除大部分坏死组织，保留间生态组织，PRF 覆盖创

面上，外敷油纱，1周后创面移植薄中厚皮片。对照组是直接切除坏死组织，移植薄中厚皮片。 

结果 观察组植皮成活率 100％，术后植皮创面无破溃及水疱，植皮区平整无凹陷，移植皮片接近

正常皮肤颜色，无瘢痕增生及瘢痕增生伴随症状。对照组植皮皮片成活率 85％，术后植皮创面局

部破溃及起水疱，植皮区凸凹不平，植皮皮片呈粉红色，瘢痕增生，多数伴有痛痒感。 

结论 艾灸导致三度皮肤软组织损伤患者，应用 PRF 联合薄中厚皮片治疗局部艾灸烧伤患者创面治

疗疗程短，移植皮片成活率高，修复质量高，术后无水疱及瘢痕增生反复破溃等伴随现象，临床疗

效良好。 

 

 

PO-0465 

一例特重度烧伤晚期残留大面积肉芽创面及多种并发症病人的救

治及思考 

 
李孝建,刘昌玲,邓忠远,张涛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通过一例特重度烧伤晚期残留大面积肉芽创面及多种并发症病人的救治，总结救治经验和治

疗策略，分析需要思考的问题。 

方法 通过分析一例病例早期外院治疗经过和转院后治疗过程中采用的创面处理方法、营养治疗方

法、抗菌药物选择依据等，总结治疗策略，并提出需要思考的问题。 

结果 病例简介，男性，52 岁，因煤气泄漏爆炸致火焰烧伤，去当地医院治疗 60 天，40%TBSA 创面

未愈转我院。入院时一般情况差，有高热谵妄，全身消瘦，残留创面全身分布，约 40%TBSA，其中

腰部创面脊柱两侧有数个窦口并沿筋膜层相通，入院诊断：残余肉芽创面 40%伴感染，脓毒症，近

平滑假丝酵母菌菌血症，坏死性筋膜炎，重度营养不良。入院后经验性选用亚胺培南、利奈唑胺、

氟康唑抗感染治疗，后根据微生物及药敏结果改用舒普深+卡泊芬净抗感染，肠外联合肠内营养治

疗。背部坏死性筋膜炎创面，表面组织沿筋膜层全部削除，选用自、异体（活体）小皮片移植。入

院 1 月左右，一般情况好转，创面愈合，血、尿培养阴性，40天治愈出院。 

结论 通过该病例的总结，早期治疗 40 天后，仍残留 40%肉芽创面，而且出现重度营养不良及感染

相关并发症，其治疗包括创面处理方法、抗菌药物的选择和营养治疗等需要全面、总体思考和决

策。也有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1）重度烧伤的治疗，有无统一标准，如何统一；（2）抗菌药

物的选用，如何结合临床和药敏结果；（3）创面手术方式和覆盖方法选择有无标准，如何制定标

准；（4）严重烧伤病人在中心 ICU内的管理模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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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66 

特重度烧伤合并腹腔内高压对呼吸功能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侯祚琼

1
,姚刚

1
,周滇

2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无锡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特重度烧伤患者腹腔压力增高对呼吸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16 例特重度烧伤患者,根据腹内压(intra-abdominal pressure,IAP)的测量值分为两

组:IAP≥12 mmHg 者为腹内高压组,共 10 例;IAP<12 mmHg 者为对照组,共 6 例。每日在固定时间检

测患者腹腔压力一次,记录呼吸频率(RR)、动脉氧分压(PaO2)、二氧化碳分压(PaCO2)、给氧浓度

(FiO2)、氧合指数(PaO2/FiO2)、平均气道压(MAP)、呼气末正压(PEEP)等指标的变化。 

结果 腹内高压组 RR、PaCO2 的变化与 IAP 的改变呈正相关,而 PaO2、PaO2/FiO2 与 IAP 呈负相关

(P<0.05),MAP、PEEP 与 IAP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结论腹腔压力的上升与呼吸功能的指标具有相关性。对具有腹内高压危险因素的特重度烧伤

患者应常规监测腹内压的变化,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以预防腹腔内高压及腹腔间隔室综合征的

发生与发展。  

 

 

PO-0467 

乳房整形术后临床护理 

 
吴淑莉 

福建省漳州第一七五医院烧伤整形科 

 

目的 乳房整形术后护理。方法  本文就乳房整形术后护理方面进行了临床分析。 

方法 本组 36 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19 岁到 45 岁，其中大多数进行假体乳房置入隆乳术，有

10例，巨乳缩小术 1 例，因乳房松弛进行整形者 5例。手术采用乳晕横切口术式。 

结果 乳房整形术后的护理对于患者的恢复和保证手术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结论 经过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乳房创面愈合好，效果显著 

 

 

PO-0468 

大面积烧伤浸浴治疗护理 

 
查晓慧 

福建省漳州第一七五医院烧伤整形科 

 

目的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浸浴后加强营养、做好消毒防护等护理措施，减少了创面分泌物，提高

了植皮术区皮肤成活率，有效控制了感染，促进了创面愈合。 

方法 将病人放入盛有含有效碘 0.1 mg/l ～0.2 mg/l 络合碘溶液的浸浴槽内，水量以浸没躯干为

准，水温保持在 38 ℃～40 ℃，室温在 28 ℃～30 ℃为宜。大面积烧伤初次浸浴时间应少于 30 

min，以后可逐渐延长。浸浴次数及间隔时间根据创面及全身反应决定，早期于伤后 7 d 左右开

始，无特殊情况的间隔１周再浸浴，晚期病人 3 d～5 d 浸浴 1 次。硫酸烧伤病人应及早浸浴，以

稀释创面残余硫酸，浸浴时应用清水，水量要多，应反复多次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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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浸浴治疗是一种较新的治疗烧伤的方法，是将病人躯干、四肢浸于温水中或药液中一定时

间，通过浸浴槽内水波震动，对早期烧伤创面可以松解脓痂、焦痂，清除创面脓液及坏死组织，利

于引流痂下积脓，清除创面残留物，减少创面的细菌与毒素。 

  

 

PO-0469 

早期心理护理干预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戴林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探讨早期心理护理干预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方法  2015 年 10 月一 2016 年 05 月，本院共收治烧伤患者 40 例，男 25 例，女 15 例，年 17-65

岁，其中头面部轻度烧伤患者 10 例，躯干、四肢重度烧伤患者 15 例，四肢中度烧伤患者 15 例，

PTSD 发生的时间不等。有 10 例发生在伤后 7—8 d，其余发生在伤后 15～30 d，经及时的护理评

估与心理护理干预，26例中度烧伤患者 PTSD痊愈，14例中、重度烧伤 PTSD程度减轻。 

结果 了解患者心理过程，注重个体的心理干预 

本组有 5 例患者是在化工厂工作，因抢救事故烧伤，有 3 例发生在烧伤后第 7 天，出现自控能力降

低，2 例表现为愤怒、骂人、吸烟、大声喧哗；1 例患者自己将静脉输液管拔出，拒绝治疗；1 例

患者从翻身床上爬下来，抗拒翻身治疗。因此，如何使患者保持稳定的情绪，积极配合治疗，至关

重要。一方面，对于这些患者表示同情和理解，多予以关心和安慰，给予耐心的解释和指导；另一

方面，为表示对患者的重视和关爱，特别派临床经验丰富的护士特护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及相互间

的交流沟通，使双方的思想感受、意念相互传递，很快达成互相信任与理解，患者增强了对疾病治

愈的自信心；再就是在不影响治疗效果，不影响他人休息的情况下，尽可能满足病人的正当需求。 

2.2  动态监测疼痛对烧伤患者的影响并适当镇痛 

对创面稍疼的患者，给予心理护理，通过交谈，鼓励患者战胜疼痛，讲解常用止痛药的不等．烧伤

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护理干预不良反应，这种情况下患者可以不用止痛药。对于疼痛不能忍受的

患者，予止痛片口服，效果不明显的，予强痛定肌注。经以上处理，效果差的，适当应用杜冷丁和

吗啡。 

3、避免情绪波动,预防求愈心切 

由于中年人是家庭的主力，担负着社会责任和赡养老人、哺育子女的义务，突发的烧伤使他们承受

着很大的心理压力，表现出急躁，求愈心切。 

4、对其经济状况的评估与护理干预 

烧伤患者病情重，治疗时间长，费用高，许多患者因费用不能及时到位，导致焦虑、烦躁不安、易

怒,甚至于放弃治疗等 

结论 尽早实施心理护理、止痛等措施，并注意个体化护理，医护人员对烧伤患者的临床护理实践

中，应掌握有关精神、心理疾病的知识，合理运用心理护理的技巧，及早进行护理评估，加强心理

护理干预。 

 

 

PO-0470 

1 例特重度烧伤患者治疗后期并发毛霉菌感染的护理体会 

 
陈楚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总结１例特重度烧伤患者治疗后期并发毛霉菌感染的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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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者因全身多处火焰烧伤 80%TBSA，深 II°-III°而入院，入院 1-25 天经 5 次手术治疗及护

理，至入院第 25 天剩余残余面积约 25%左右。入院第 46 天：残余创面检验结果示：毛霉菌。予做

好消毒隔离，毛霉菌感染的创面护理，呼吸道管理，特殊用药的观察和护理，低体温护理等积极治

疗及护理措施。 

结果 患者于入院第 50 天最终因严重感染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结论 毛霉菌发生在烧伤患者中是非常凶险的。对患者来说是致命的，应注重预防。 

 

 

PO-0471 

Advancement in the research of effect of gabapentin on 

post burn pruritus 

 
Jing-Chun Zhao,Kai Shi,Lei Hong,Jia-Ao Yu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Pruritus is prevalent and can be very distressing in burn injured populations. 

Peripheral and central pathogenesis of pruritus is extremely complex and makes this 

common disease difficult to treat and remain as a challenge for clinicians. The 

traditional standard therapies involve antihistamines, which are showed to be 

effective as sole therapy in only 20% patients. Other therapies available (e.g. local 

anesthetic creams , massage with emollients,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silicone sheet and 5% doxepin cream) is reported to be effective to some 

extent but either their usage in healed wounds only or the need for specialist 

equipment limit their wide acceptance. Investig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neuronal mechanism playing a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ruritus provide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option. Studies already showed that pruritus shares common pathway with 

pain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refore, analgesics like gabapentin would be 

efficacious in management of prurit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knowledge vi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gabapentin in 

the management of post burn pruritus. It seems that,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ophysiology of itch, gabapentin, a centrally modulating anti-epileptic agent 

emerged a new and the most promising dimen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burn pruritus. 

However, further large-scale studies are required in this area to obtain evidence-

based regimens for establishing gabapentin as the mainstay in the treatment of this 

highly distressing symptom. 

 

 

PO-0472 

人工真皮联合自体刃厚皮修复儿童四肢烧伤后瘢痕挛缩的 

临床应用 

 
刘继松,程亚兴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233000 

 

目的 探讨人工真皮支架植入术＋自体刃厚皮移植术修复儿童四肢烧伤后瘢痕挛缩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烧伤整形科收治的四肢烧伤后瘢痕挛缩影响功能的儿童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符合纳入标准的 23 例患者按手术方法不同分为两组，观察组共 14 例瘢痕挛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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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入院后 2 天行四肢瘢痕切除+人工真皮支架植入术，术后两周行创面自体刃厚皮移植术； 选

取同期行瘢痕切除+中厚皮移植术的儿童患者中随机抽取 14例作为对照组。 

结果 观察组供皮区愈合时间为（7.79±2.21）天明显短于对照组（12.50±3.50）天，，观察组所

植皮片全部存活，术后一周创面细菌感染率（0）明显小于对照组(21.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两组患者术后 6 个月随访（因客观原因观察组随访到 13 位患者，对照组随访到 12 人），根据

温哥华评分，观察组明显好与对照组，观察组移植区 VSS 评分平均( 2.92±1.92 )分，对照组移

植区 VSS 评分（4.75±2.25）。观察组供皮区 VSS 评分平均(0.38±0.62)分，对照组供皮区 VSS 评

分（1.42±1.58）分；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应用人工真皮支架加自体刃厚皮修复儿童四肢烧伤后瘢痕挛缩效果显著，皮成活情况及远期

活动功能可，创面感染几率减小，对供皮区损伤小。 

 

 

PO-0473 

应用自体脂肪移植治疗慢性瘢痕性溃疡 3 例 

 
柴勇 

铜陵市人民医院,244000 

 

目的 探索自体脂肪移植在慢性溃疡创面治疗中的应用方法和疗效观察。  

方法 选择病程超过 3 个月的下肢慢性瘢痕性溃疡病例，溃疡创面直径不大于 5CM。术中先切去自

体脂肪组织一块，用利剪剪碎成细颗粒状（直径小于 0.1MM），应用生理盐水反复漂洗后备用。溃

疡创面扩创，予中厚皮移植，将准备好的脂肪颗粒注射于溃疡创面的周边及基底，创面予以加压包

扎。术后 3—5天首次换药。 

结果 本组共应用 3例，2例创面在两周内愈合，1例创面经换药，在 2月内基本愈合。 

结论 自体脂肪移植可促进慢性溃疡创面的愈合，可作为慢性难愈性创面综合治疗中的一种方法。 

  

 

PO-0474 

26 例小儿烫伤的护理体会 

 
李晓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总结 26例小儿烫伤的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严密观察小儿的生命体征，做好小儿烧伤创面的护理，注意保护性隔离，及时对症护

理。 

结果 26例患儿均愈合出院。 

结论 患儿抵抗能力低，配合程度低，予做好消毒隔离和环境卫生，保护创面，减少暴露，严密观

察生命体征，及时对症处理是促进创面愈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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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75 

管道护理风险评估在特重烧伤患者翻身床治疗中的应用 

 
彭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管道护理风险评估在特重烧伤患者翻身床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2018 年 7 月收治的 50 例应用翻身床治疗特重烧伤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25 例，对照组给予患者常规传统管道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采用管道护理风险评估，比较 2组患者导管非计划性拔管等情况及患者满意度情况。 

结果 观察组非计划性拔管率 10%、其中滑脱率 6%、堵塞 1%、打折 5%、管道相关性感染 1%等均低

于照组 20%、18%、5%、35%、5%，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

99%明显高于对照组 78%，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 

结论  对留置导管的应用翻身床治疗的特重烧伤患者建立完善的管道护理风险评估标准将有助于

降低患者非计划及意外事件的发生，提高了护士对患者管道管理的意识，提升了患者满意度。 

 

 

PO-0476 

临床护理路径在重症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曾晓静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观察临床护理路径在重症烧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6 年 0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重症烧伤患者 106 例，采取常规护理方式设置为对照组。

2017 年 01 月我院开展护理路径，应用于 2017 年 0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另 96 例重症烧伤患者设

置为路径组。将两组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护理的满意度调查。 

结果 路径组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 4.68%，对护理的满意度为 99.65%，对照组分别为

13.65%、75.3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重症烧伤患者，采取护理路径，可有效降低住院期间发生的不良事件，提高患者对护理

的满意度，有在临床上普及、推广、使用价值。 

  

 

PO-0477 

细胞凋亡在烧伤后肝损伤中的研究进展 

 
韩绍芳,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烧伤不只是受伤部位的皮肤损伤，严重烧伤可累计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出现一系列病理生理过

程。其中肝脏作为重要的代谢、免疫器官，其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对烧伤救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已有学者对临床病历分析发现：烧伤原因、烧伤休克、烧伤感染及败血症等因素与烧伤后并发

肝脏损伤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此外，烧伤后相关基础研究已明确，炎性因子水平的变化（肿瘤坏死

因子-α），核转录因子-κB，氧自由基，内质网应激反应等，均可通过引起肝细胞凋亡从而导致

肝功能的损伤。肝细胞凋亡是造成肝脏损伤和肝脏疾病最基本的中心环节。因此，本文对截止目前

已发表的烧伤后引起肝损伤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对烧伤后肝损伤中细胞凋亡的发生机制及有效治

疗策略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提高烧伤救治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350 

 

PO-0478 

脱细胞真皮与自体邮票皮混合移植治疗重度烧伤：个案报道 

 
周海全,王玉振,石富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二医院,037000 

 

目的 探讨脱细胞真皮与自体邮票皮混合移植，治疗自体皮源缺乏的特重度烧伤患者。 

方法 在供皮区取超薄刃厚皮片，制备邮票皮片。将异种（猪）脱细胞真皮剪成 2cm*2cm，与自体

邮票皮混合移植。加强供皮区护理，同一部位多次供皮。 

结果 患者病情稳定。脱细胞真皮基质逐步脱落，邮票皮扩展良好，创面逐步愈合。 

结论 脱细胞真皮与自体邮票皮混合移植有望解决供皮区缺乏难题，为大面积烧伤患者创面封闭争

取时机。 

  

 

PO-0479 

我国烧伤营养的历史、传承与未来 

 
彭曦,汪仕良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我国烧伤营养事业起步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经过一个甲子的探索、创新与发展，已取得了长

足进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疗原则与措施，成为烧伤综合救治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在严重烧

伤患者的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其历程，大致可分为 4 个阶段，即初创摸索期、快速推广

期、协调发展期和探索创新期。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中后期的近 20 年属初创摸索阶段。这

个时期烧伤工作者们以超强的责任感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靠缜密观察、细致分析、不懈探索，

逐步掌握了烧伤患者的代谢规律和病程特点，建立了烧伤患者营养支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救治了

大量患者，为我国烧伤医学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第二个时期是指从 70 年代末到 90 年

代初，全胃肠外营养（TPN）的建立与应用是其最鲜明的特点。TPN 是临床营养里程碑式的成就，

但不加选择地使用 TPN 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随着人们对 TPN 认识的不断深入，使用日臻规范，TPN

在烧伤营养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我国烧伤营养进入了 15 年左右的协调发展期，这个时期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们对肠道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肠内营养日益受到重视，肠道功能的维护成为

临床治疗的核心之一。此外，基于对烧伤患者能量代谢规律和肠道在调控机体代谢重要性的认识不

断加深，我们创建了中国成人烧伤患者能量消耗估算公式，提出了烧伤肠源性高代谢理论。国内其

他单位在诸如特殊营养素的使用和营养置管方法和器械改进等方面也有所突破，共同推动了我国烧

伤临床营养的不断发展。近 10 年来，烧伤营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探索创新期。随着对疾病

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一些指南与共识的颁布，使这个时期得营养更加理性，更加贴近患者实

际，针对性更强。展望未来，要充分认识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会对烧伤治疗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变

革，现在就必须有所思考，有所准备。相信未来烧伤营养之路必将更加宽广，烧伤营养的明天会更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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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0 

微信互动在老年慢性伤口患者居家护理中的应用 

 
许腊梅

1
,林静

1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微护与患方，在知情同意及评估全面的基础上，通过微信互动，为居家老年慢性伤口伤口完

成相应伤口护理工作，以达到指导患者或家属掌握观察伤口变化、简单处理伤口的基本方法，促进

患者家属主动参与伤口管理，提高其依从性，以促进患者伤口愈合，提升其生活质量的目的。 

方法 伤口专业护士（简称“微护”）在具有丰富的判断、处理、沟通等能力的基础上，与整形、

血管外科、内分泌等专科医生建立良好的协作群体，通过正确评估与知情同意，与患者或家属建立

微信关系，通过现场指导（门诊或家庭）、微信视频、拍照，语音等多种形式，逐步让患者或家属

能掌握基本的伤口护理知识，协助或自理伤口护理，完成居家伤口基本处理，达到促进伤口愈合及

实现自我伤口管理的目的。 

结果 29 例老年慢性伤口患者通过微信互动接受了微护理的伤口指导，部分患者能直接自我实行伤

口居家护理，部分患者由家属协助进行伤口护理，由原来的被动护理，转换为主动护理，伤口愈合

的同时，患者家属增强了预防伤口再次发生的意识，遵医行为提高，25 例伤口痊愈，4 例好转;治

疗周期为 1~12W。 

结论 微信合理应用在专业护理人员与家属之间，能减轻患者家属的多重负担，解决伤口护理问

题；在护理过程中，患者家属基本掌握慢性伤口简单处理方法、伤口变化辨别技巧，提升了患者家

属的生活质量，降低了医疗成本，提升了治疗安全。 

 

 

PO-0481 

高举平台法在造口周围伤口中的应用 

 
许腊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利用湿性愈合理念，运用高举平台法，对造口周围伤口，如外伤伤口、造口扣带使用不当导

致的压力性损伤、造口袋使用不当导致的失禁性皮炎等伤口，进行护理，同时保证造口功能的维

护，在不影响使用造口袋、不损伤造口周围皮肤的前提下，达到促进伤口愈合的目的。 

方法 运用泡沫敷料在造口周围形成新的“高举平台”，抬高造口袋底盘的附着面，运用湿性愈合

理念，用以治疗造口周围伤口，使患者在伤口护理同时，不影响原有造口护理，造口底盘放置覆盖

于泡沫敷料上，减轻了患者造口周围伤口损伤，增加了患者舒适度，促进伤口愈合 

结果 对因复合性外伤或造口并发症，导致患者造口周围出现新的伤口，如皮肤缺损、压力性损

伤、失禁性皮炎、皮肤黏膜分离等，给患者带来新的痛苦和焦虑，运用泡沫敷料进行提升造口周围

皮肤平台高度，巧用湿性愈合理念，对造口周围伤口进行了护理，均在 4周内痊愈。 

结论 运用高举平台法治疗造口周围伤口，让患者不影响造口功能的基础上，不加重周围皮肤的损

伤，促进伤口愈合，同时，伤口湿性愈合理念的应用，避免了患者伤口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换药频

次为一周 1~2 次，降低了患者的治疗成本，减少了患者的就诊频次，且方法简单实用，便于患者家

属掌握，提高了患者、家属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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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2 

1 例双足冻伤合并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的护理 

 
邢宇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110000 

 

1 病例介绍 

患者，男，35 岁，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 17:30 左右，在户外（温度约零下 15℃）赤足冻一整晚，

于 5 日早 8 点左右被家人发现后，12 月 6 日来我院就诊，患者伤前一周精神欠佳，体力下降，食

欲差，睡眠正常，体重明显减轻。入科时患者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叫之不应。入科检查：双足可

见冻伤创面约 7%,皮温凉，苍白，坚硬，感觉麻木，创面起水疱，疱皮撕脱，局部创面基底呈黑色

及紫褐色，大部分创基红润，有血性渗出，质硬，触痛消失。辅助检查：白细胞计数（WBC）

11.09×109/L↑、单核细胞绝对值 0.92×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8.64×109/L↑、中性粒细

胞 0.779↑、纤维蛋白原（ FIB）4.44g/L↑、凝血酶原时间(PT)15.2s↑、急诊钠（ NA）

146mmol/L↑、急诊谷丙转氨酶（ALT）81U/L↑、急诊尿素（BUN）11.20mmol/L↑、急诊氯（CL）

108.0mmol/L↑、急诊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86U/L↑、急诊谷草转氨酶（AST）136U/L↑、急诊

肌酸激酶（CK）5886U/L↑、急诊总胆红素（干化学）29.1umol/L↑、急诊乳酸脱氢酶（LDH）

1064U/L↑。因冻伤创面是发病起因，必须积极处置创面，去除创面坏死组织，避免细菌毒素吸

收，加重病情，为了促进创面愈合需清创手术去除创面表层坏死组织，减少感染，建议患者行创面

清创磨削痂、生物敷料覆盖术，但患者及家属拒绝手术。故采取每日换药治疗。入院第 12 天双足

创面愈合 6%。患者因个人要求出院, 随诊 1个月，患者创面愈合完好，生活恢复正常。 

2 护理 

2.1 常规护理    

给予一级护理、心电血压、血氧饱和度监测，持续低流量吸氧。由于患者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给

予患者留置导尿管，并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性质并记录尿量。患者需要长期卧床休息，为了预防

发常协助患者翻身，按摩骶尾部及肩胛部。患肢抬高制动，促使静脉回流减轻双足胀痛及预防下肢

静脉血栓，并严格观察趾端末梢血运情况[3]。 

2.2 创面护理     

用注射器抽出疱内液体，去除疱皮，给予碘伏消毒，复方多粘菌素 B 纱布及棉垫包扎。双足创面愈

合 2%时，无明显渗出，继续用碘伏消毒，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及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凝胶外涂，无菌纱布及棉垫包扎，每日换药 1 次。给予微波治疗每日 2 次，对局部组织进行消炎、

消肿、止痛、以及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和促进新肉芽生长。 

2.3 心理护理     

尊重患者，多与患者沟通交谈，态度和蔼可亲，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多倾听患者的主诉，尽量

满足患者合理的要求，保持病室清洁、安静，增加患者的舒适感、减轻患者恐惧心理[5-6]。患者

情绪逐渐好转，神志清楚后，在与患者交谈中了解到患者及家属担心创面恢复情况、担心截肢以及

预后情况，我们主动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冻伤的相关知识及患者的病情，告知病人及家属该如何配

合治疗、护理，进行护理操作时动作敏捷准确，增加病人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2.4 疼痛护理由于患者创面较深，疼痛敏感，要多鼓励病人表达疼痛的感受，疼痛较轻可以忍受

时，配合心理疏导，分散病人的注意力，如：聊天、听轻松的音乐、看电视等，减轻对疼痛的敏感

性。疼痛难忍时，给予 0.9%氯化钠注射液 85ml+盐酸羟考酮注射液 50mg+盐酸昂丹司琼 8mg 静滴微

量，勤巡视患者，耐心倾听患者的主诉，并注意观察止痛效果以及有无用药的不良反应。 

2.5 用药护理     

由于冻伤重，创面大，创面深，给予 0.9 氯化钠注射液 100ml+注射用阿莫西林钠舒巴坦钠 3g 静脉

滴注 3/日，用以早期抗炎治疗，预防创面感染的发生。给予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500ml 静脉滴

注 1/日，改善微循环。给予灭菌注射用水 1ml+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13.5iu 皮下注射 1/日，以

促进创面愈合治疗。由于患者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请求心理科会诊，会诊后给出会诊意见。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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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4]。处置：1、佐匹克隆片 3mg 口服 1/晚；2、奥氮平 5mg 口服 1/晚。协助患

者服药，必须服药到口，要确定患者吞下药物，并注意观察服药后的不良反应。 

2.6 饮食护理     

患者冻伤后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长时间卧床会使患者的胃肠道蠕动减慢容易引起便秘，鼓励患者

多饮温水，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热量、清淡易消化的饮食，多吃绿叶，蔬菜、水果，以补充

营养及促进排便，同时告知患者及家属营养是创面愈合不可缺少的，若营养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不

利于创面的愈合，并且戒烟、戒酒。 

2.7 出院指导     

告知患者回家后要注意保持双足创面清洁、干燥、双足创面每日换药，换药要去正规的医院。注意

休息，保证营养的摄入，病情有变化要随时就诊。建议患者继续心理方面治疗，不可刺激、忽视患

者，让患者保持心情愉悦。创面完全愈合后，建议在户外活动时要有家人陪伴，要做好保暖的措

施，裤子、鞋、袜、不可过紧，以免压力过紧，影响足部血液循环。 

3 小结    

冻伤合并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更为罕见，通过对此病例的救治，总结出对冻伤合并急性应激性精神

障碍给予早期有效的治疗与临床护理对患者早日康复出院，回归到正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7]。 

 

 

PO-0483 

一例酸性电瓶水至会阴部烧伤的护理 

 
李宝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110000 

 

1 病例介绍 

患者，男，34 岁，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收治入院。诊断为会阴部烧伤。患者于入院前 5 天用电瓶

水注射入阴茎背部皮肤治疗包皮，被酸性电瓶水烧伤阴茎，伤后未处置，目前阴茎背部皮肤坏死，

有大量浓性分泌物，恶臭，为求进一步治疗，以“会阴部烧伤”收入科。会阴部可见烧伤创面

TBSA1%IV，阴茎背部及双侧面呈灰色坏死组织，可见粗大树枝样血管栓塞，阴茎干硬，触痛消失。

辅助检查：白细胞计数（ WBC）10.45×109/L 、中性粒细胞 0.725、红细胞计数（ RBC）

4.77×1012/、红细胞压积（HCT）0.454L/L、血红蛋白浓度(HB)147g/L。目前情况：阴茎背部皮肤

坏死，感染重。入院后给予患者留置导尿，避免尿液污染创面。创面感染重，需加强抗炎治疗。给

予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增加血容量，改善循环，前列地尔干乳剂改善动脉供血，促进创面愈

合。于第二日在全麻下行会阴部创面扩创 PRF 生物敷料覆盖术。术后加强抗炎，术后镇痛治疗。术

后第 1 天，患者精神状态良好，换药见阴茎创面有少量渗出，给予消毒后无菌敷料包扎，继续抗炎

治疗。术后第 2 天，创面细菌培养阴沟肠杆菌生长、大肠埃希菌生长。创面渗出今日给予更换 PRF

异体皮置换。术后第 3 天病理回报：（阴茎）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伴慢性化脓炎性。创面外敷料固

定良好，有少量淡黄色渗出，给予复方多粘菌素及生长因子换药。术后第 6 天换药见会阴部局部创

面愈合，大部分创面呈新鲜肉芽创面，局部创面有少许坏死组织未脱落，常规消毒后无菌敷料包

扎。术后第 9 天患者状态良好，生命体征平稳，阴茎根部腔隙愈合，阴茎背部创面大部分呈新鲜肉

芽，局部有少许坏死组织未脱落。患者及家属因个人原因要求出院，嘱患者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

病情变化随时就诊。一个月之后回访患者，患者创面以愈合。 

2 护理 

2.1 保持创面清洁   

应立即剔除阴毛，注意清除皮肤褶皱处污物。烧伤早期阴茎及阴囊会出现水肿，应用纱布分离阴茎

与阴囊，防止粘连【2】。会阴部烧伤使患者的大小便存在一定的困难，而大小便又极易污染局部

创面，导致创面因感染进一步加深，所以要做好大小便的护理。应及时给予患者留置导尿并保留尿

管，既能减轻因排尿而导致的局部疼痛也可以降低感染的发生。给予患者 3/日的尿道口护理，用

碘伏棉球擦拭会阴部，及时清除渗出的分泌物。嘱患者多饮水，勤排尿，已达到生理性冲洗膀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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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性质及量，每周更换尿袋，留置尿管期间经常留取鸟标本送检，注

意有无泌尿系统感染的发生。 

2.2 体位的护理   

会阴部烧伤的患者宜采取仰卧位、俯卧位、平卧位交替进行，以避免创面受压。出于本能的自我保

护，会阴部烧伤的病人会将两腿夹紧，使创面潮湿、分泌物增加，不利于创面的愈合，护理时尽量

把患者两腿分开，保持会阴部创面充分暴露，使创面容易干燥，以利于创面的愈合。 

2.3 创面的观察   

会阴部烧伤的患者因会阴部血液循环丰富，烧伤后易出现水肿，渗出较多【3】。严密观察创面有

无肿胀以及肿胀程度，避免再次损伤创面。观察创面分泌物的颜色、气味以及对渗出液的评估，注

意创面有无加深及周围皮下有无出血点，注意创面肉芽生长情况，注意有无坏死斑，详细记录并报

告医生【4】。 

2.4 饮食护理  根据病情给予患者高蛋白、高营养、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

逐渐过渡到普食。不要进食不干净、不清洁、难消化的食物，以免引起腹泻、腹胀，减少粪便污染

会阴部创面的机会。 

2.5 疼痛护理 由于患者创面较深，位置特殊，敏感度较高，所以疼痛程度也不一样。疼痛较轻

时，可以跟患者聊天，听音乐等分散其注意力。重者给予患者止疼药物口服。此患者疼痛较严重，

口服药物没起作用，遵医嘱给予患者 0.9%氯化钠注射液 85ml+盐酸羟考酮注射液 40mg+盐酸昂丹司

琼注射液 8mg静滴微量，及时评估止痛效果。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加重患者痛苦， 

2.6 心理护理  会阴部是最为敏感的部位之一，无论是患者还是病人家属，都担心创面的愈合情

况及对以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心理负担较重。我们护理人员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护理，对患者及

其家属进行心理疏导，保护病人的隐私，充分保护病人的人格尊严，使病人有安全感【5】。在语

言表达上，护理人员要尽可能含蓄的与病人交流，尽量避免直接生硬的语言询问病史。注意语言的

适宜程度，经考虑后再讲，严禁一切不计后果的语言，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尴尬，引起病人不良的抵

触情绪。给予患者健康宣教，告知患者及其家属要寻求正确的就医方式，不要听信偏方，给自己的

身体造成伤害。 

3小结  

会阴部烧伤病人，尤其是成年人，心里非常敏感，一方面因为种种因素的顾虑，一方面又盼望着能

早日康复，恢复功能，因此护理人员要掌握病人的心理特点，给予病人正确的指导，采取正确有效

的护理措施，以利于创面愈合及减少瘢痕的形成。 

 

 

PO-0484 

悬浮床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林月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探讨悬浮床在重度烧伤的应用及护理 

方法 1 临床资料 

2012 年 7 月-2017 年 9 月我科收治 80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病均用悬浮床，其中男性 20-60 岁，平

均年龄 40 岁，女性 25-60 岁，平均年龄 45 岁，卧床时间为 5-96d，烧伤面积 30%-96%，1 例因脏

器衰竭死忙，其余均治愈出院。 

2 护理 

  2.1 设置悬浮床的要求悬浮床置于空调房，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保持室内空气清洁，

用紫外线照射 2 次/日,室温保持在 22℃-28℃，湿度 40%-50%保持空气流通，天气炎热或寒冷时通

过空调来维持室温恒定,定时开启悬浮床保持干燥,以减轻悬浮床的工作负荷。 

作者简介：林月娟（1988-），女，福建漳州，护师，大专，主要从事临床护理工作。联系电话：

1589200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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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悬浮床准备 

 2 .2 .1 患者需要上悬浮床,下达医嘱后需要启动悬浮床,使床缓慢升温,床温的设置应以患者能

耐受和感觉舒适为原则,一般在 30℃-36℃,充气完毕,悬浮床铺消毒单以保护悬浮床面,悬浮床上在

铺一次性大单,铺一层无菌大沙垫,大面积烧伤病人渗出液较多,以保持悬浮床面及创面的干燥,勤换

大沙垫,以更好地发挥悬浮床的透气性,一层纱垫即可。 

2.2.2床温监测 

提前 1-2h 启动悬浮床，使床缓慢升温，床温调节至 30℃-36℃，观察床的悬浮情况，床温的监

测，不能只看屏上温度显示，还要根据患者的自身感觉及测量床的实际温度。 

2.3 患者的准 

 2.3.1 向患者及家属耐心讲解上悬浮床的目的，意义及注意事项，告知悬浮床的优点，使患者及

家属有思想准备并愿意接受。 

 2.4 休克期的护理 

  休克不但是烧伤重要并发症，而且是是诱发全身性感染和内脏损害等其他并发症的重要因素由

于老年人生理功能减退。可能存在心，肺，肾，内分泌等慢性和消耗性疾病。烧伤后老年病人代偿

功能差，对补液的耐受性较差，容易发生低血容量性休克。临床表现为尿量少，心率加速，末梢循

环不良，烦躁不安，烧伤后的创面渗出速度以伤后 6-8h 内最快，以后逐曾渐减慢。一般伤后 36-

48h 渗出液达高峰，因此伤后 48h 为休克期。在此阶段中，护士应配合医生进行各项抗休克治疗并

做好记录 

结果 大面积烧伤患者在应用悬浮床治疗中创面得到了有效保护 

结论 应用悬浮床治疗大面积烧伤能有效的保护创面，减少创面受压，使烧伤患者减轻痛苦减少感

染，同时减轻护理工作。 

 

 

PO-0485 

学龄前儿童轻度烧（烫）伤门诊换药护理体会 

 
李金凤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11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学龄前儿童轻度烧（烫）伤后门诊换药治疗的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对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烧伤门诊 120 例学龄前儿童（<7 周岁）轻度烧（烫）

伤病例，总结换药护理、疼痛护理、饮食及康复护理经验。 

结果 对个体化治疗后 120 例轻度烧（烫伤）患儿中，116 例患儿创面愈合（平均愈合时间

<10d）， 4例好转（愈合时间<21d），总体愈合良好，治疗有效率 100%。 

结论 针对不同患儿的烫伤特点采取不同换药方式，及时合理给予心理疏导，疼痛护理，饮食及康

复护理指导，更有利于门诊患儿烧（烫）伤后痊愈。 

  

 

PO-0486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护理 

 
张翼 

解放军第二〇二医院 

 

目的 探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护理方法。 

方法 自 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对 32 例慢性难愈性创面患者的创面，在完成伤口床准备

后，应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填充创腔，观察创面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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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2 例患者中 12 例创面自行愈合，20 例伤口床准备达到要求后，经皮片移植术覆盖创面。术

后随访 3～6个月，创面均愈合良好，无破溃及窦道形成。 

结论 应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只要伤口护理方法得当，不仅可以加速创面愈

合速度，促进难愈性创面的愈合；对于有内置物的创面，还可以避免取出内置物，减少二次损伤、

骨折不愈合及畸形愈合的风险。 

 

 

PO-0487 

合并吸入性损伤大面积烧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关德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110000 

 

目的 总结大面积烧伤伴吸入性损伤患者的围术期护理要点。 

方法 对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 15 例大面积烧伤伴吸入性损伤患者围术期的护理经

验进行要点总结。 

结果 除 2例患者术后因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外，其余 13例患者均平稳度过围术期康复出院。 

结论 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术前全面评估患者的年龄、性别、既往病史、身体状态、心理状态和

手术耐受能力，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术中仔细的核查、建立有效的静脉通路、调节术间温度、术中

体位、翻身床的安全护理等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是保证手术安全的前提。 

 

 

PO-0488 

特重度烧伤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护理 

 
范丹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特重度烧伤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隔离及护理措施。 

方法 对 20 例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特重度烧伤患者实施早期急救、创面护理、营养支持、心理护

理、消毒隔离及防护，观察并记录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患者经过积极的治疗和护理后，患者痊愈出院，未发生交叉感染。 

结论 对特重度烧伤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患者采取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可以促进患者的康复和

防止交叉感染。 

 

 

PO-0489 

有效沟通在 1 例失语右下肢毁损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苗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110000 

 

目的 对于大部分文献都是关于单方面聋哑患者或者下肢毁损伤患者的护理，二者发生在同一个人

身上的报道甚少，而聋哑患者又属于一个特殊群体，试图探寻失语右下肢毁损伤患者的有效沟通技

巧。 

方法 采用非语言与语言交流与患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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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基本能表达所需，身体恢复，对护理工作表示满意，转至康复理疗科继续进一步恢复。 

结论 提高与患者的有效沟通，缓解紧张情绪，利于早日康复。 

  

 

PO-0490 

烧伤患者伴重度吸入性损伤气管切开术后持续气道湿化的护理 

 
刘玉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观察注射泵持续注射湿化液进行气道湿化的临床效果。 

方法 应用注射泵持续注射湿化液以 2-5ml 进行气管套管内湿化，观察痰液的粘稠度及量，肺部听

诊呼吸音的变化。 

结果 患者未出现因套管口痰痂形成所致的气道阻塞。 

结论 注射泵持续注射湿化液进行气道湿化可有效防止气道阻塞。 

  

 

PO-0491 

烧伤患者浸浴治疗的护理 

 
李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总结烧伤患者浸浴治疗各个阶段的护理方法。 

方法 通过回顾分析烧伤患者各期进行浸浴治疗的护理方法，观察患者浸浴过程的生命体征、心理

变化、功能锻炼的情况，浸浴治疗后创面的愈合情况。 

结果 本组患者浸浴过程无出现意外及病情变化。浸浴治疗加速了创面的愈合时间。 

结论 浸浴治疗有助于促进烧伤创面的愈合及功能锻炼的进行。 

 

 

PO-0492 

特重度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行气管切开患者的气道管理 

 
曾静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总结特重度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行气管切开患者的气道管理的经验，从而更有效的护理患

者。 

方法 通过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 10 例特重度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行气管切开患者进行总结分

析，对患者行有效的吸痰、严格无菌操作、及早气道冲洗、持续气道湿化、呼吸机管理、气管切开

创面管理及健康宣教等护理措施。 

结果 10例患者均顺利拔除气管切开，气管切开创面痊愈。 

结论 特重度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行气管切开患者，加强对其进行有效安全的气道管理及密切病情

观察，是保持气道有效通气，预防并发症，确保患者安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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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93 

特重烧伤患者术中低体温的原因及护理干预 

 
郭冬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观察护理干预对预防特重烧伤患者低体温的效果。 

方法 选择 50 例需切/削痂植皮手术的特重烧伤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术中不采

取任何保温措施，实验组采取综合护理干预措施，比较两组患者进入手术室前、中、后的体温。 

结果 实验组患者术中体温比较稳定，手术前后体温无明显变化，对照组患者体温明显下降

（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术中及术后低体温发生率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特重烧伤患者术中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可维持患者体温恒定，手术顺利，减少术后并发症。 

 

 

PO-0494 

烧伤患者术后自控静脉镇痛泵的观察与护理 

 
肖介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用于烧伤患者术后自控静脉镇痛泵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 20例烧伤手术后应用自控静脉镇痛泵患者进行镇痛效果、并发症观察并进行护理干预。 

结果 镇痛效果满意 15 例，轻微疼痛 5 例。少数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嗜睡等。未出现严重并发

症。 

结论 自控静脉镇痛泵治疗可减轻烧伤患者术后的痛苦，改善精神状态，但仍有一定的副作用，需

密切观察，既达到满意镇痛、也要确保患者生命安全。 

 

 

PO-0495 

早期起床活动在烧伤康复中的应用 

 
刘付明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早期起床活动在烧伤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156 名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的住院烧伤病人为研究对象，实施早期起床活动干

预，观察病人在烧伤康复锻炼的依从性，并发症的减少，缩短住院时间，减少手术次数，提高氧含

量及心血管耐力及提高肌力方面等。 

结果 期起床活动是患者早期烧伤康复干预，短期疗效非常显著。 

结论 实施早期起床活动，提高了烧伤康复锻炼的依从性，是综合性康复在大面积烧伤重要的康复

护理的起点，也是及早提高生活质量，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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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96 

吸入性损伤患者气管切开后予微量泵持续气道湿化的效果观察 

 
刘漫丽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使用微量泵持续气道湿化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2018 年烧伤后并有吸入性损伤患者 22 例。病人自身形成前后对照，观察对照

组予常规间断气道滴注湿化和实验组使用微量泵持续气道湿化后病人的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

PO2、PCO2、PH、痰液粘稠度间的差异。 

结果 使用微量泵气道湿化效果优于常规间断气道湿化，实验组的血氧饱和度、PO2、PCO2、痰液情

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使用微量泵持续气道湿化能更有效稀释痰液，使病人呼吸的通畅，改善血氧饱和度，对病人

的病情稳定及后期的恢复有重大意义。 

 

 

PO-0497 

1 例假鼻疽伯克霍尔德病人的观察与护理 

 
冯川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总结 1例假鼻疽伯克霍尔德病人的护理经验。 

方法 通过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根据细菌培养结果使用抗生素。做好创面的护理，指导

功能锻炼等。 

结果 患者无出现并发症，顺利愈合。 

结论 假鼻疽伯克霍尔德菌感染患者病死率高，病情变化快，应严密观察病情，及时按医嘱使用抗

生素，做好创面护理是治疗的关键。 

 

 

PO-0498 

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RP）在慢性难愈性创面治疗中的 

临床应用研究 

 
修一平,李万同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观察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PRP）凝胶外用对慢性难愈性创面的修复作

用及机制探讨。 

方法 总结 2016 年我科住院治疗的 22 例慢性难愈性创面病例，糖尿病性溃疡 8 例，创伤性溃疡 3

例，创伤后骨不连 3 例，电烧伤后骨外露 2 例，放射性溃疡 6 例。创面行清创手术后用 PRP 凝胶外

用，定期换药并更换 PRP凝胶，观察创面愈合情况。 

结果 PRP 修复的 22 例慢性难愈性创面病例，创面完全愈合 11 例，创面缩小后经皮瓣转移后愈合 5

例, 行游离植皮治疗获得愈合 6例。 

结论 PRP 凝胶对慢性难愈合伤口有明显的修复作用，且对患者损伤小，无疾病传播及免疫排斥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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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99 

抗感染督导疗法对烧伤脓毒症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吕涛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抗感染督导疗法对烧伤脓毒症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收治的烧伤脓毒症患者 144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72 例。对照组患者抗感染治疗依据临床常规抗感染治疗方法进

行，观察组抗感染治疗依据《烧伤脓毒症抗感染督导疗法指导方针》进行。采集两组患者标本，检

测病原菌。对两组抗感染疗效和细菌清除率评价。记录两组抗菌药物使用时间、14d 死亡率。治疗

前后，采集患者静脉血，检测白介素 2（IL-2）、白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和 C 反应蛋白（CRP）、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I（sTNFR-I）和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II 

（sTNFR-II）。 

结果 观察组检出病原菌 94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49 株，占 52.13%，革兰阳性菌 28 株，占

29.79%，真菌 17 株，占 18.09%。对照组检出病原菌 90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45 株，占 50.00%，革

兰阳性菌 27 株，占 30.00%，真菌 18 株，占 20.00%。两组病原菌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细菌清除率、抗感染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抗菌药物使用时间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 14d 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

IL-2、IL-6、TNF-α、CRP、sTNFR-I 和 sTNFR-II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 IL-2、IL-6、TNF-α、CRP、sTNFR-I 均显著降低（P<0.05），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P<0.05），sTNFR-II水平无显著变化（P>0.05）。 

结论 抗感染督导疗法可有效降低烧伤脓毒症患者炎性反应水平，提高抗感染疗效和细菌清除率，

降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值得临床推荐。 

 

 

PO-0500 

连续性血浆滤过吸附治疗重度烧伤脓毒症患者的效果 

 
吕涛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浆滤过吸附治疗重度烧伤脓毒症患者的效果。 

方法 2014 年 1 月——2017 年 9 月，笔者单位收治 86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重度烧伤脓毒症患者，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治疗组和连续性血浆滤过组，每组各 43 例。常规治疗组患者入院后采用

常规治疗，连续性血浆滤过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于入院后第 2 天应用血液滤过器、血液净化

机、血浆分离器进行连续性血浆滤过吸附治疗。2 组患者疗程均为 7 d。比较 2 组患者治疗总有效

率，治疗前、后白细胞计数（WBC）、尿素氮、血肌酐、中性粒细胞 CD64、降钙素原（PCT）和 C

反应蛋白（CRP）变化，治疗后 28 d病死率。 

结果  

（1）连续性血浆滤过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88.37%（38/43），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的 65.12%

（28/43），χ2=6.515，P=0.018。 

（2）连续性血浆滤过组患者治疗后 WBC、尿素氮、血肌酐、中性粒细胞 CD64、PCT 和 CRP 明显低

于常规治疗组（t=6.305、4.420、18.537、13.435、12.975、14.234，P＜0.05）。2 组患者治疗

后 WBC、尿素氮、血肌酐、中性粒细胞 CD64、PCT 和 CRP 明显低于治疗前（t=9.459、9.130、

25.438、35.467、23.471、23.601、3.802、5.662、12.067、25.694、20.720、12.437，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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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治疗后 28 d，连续性血浆滤过组患者病死率为 6.98%（3/43），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的

25.58%（11/43），χ2=5.460，P=0.023。 

结论 连续性血浆滤过吸附治疗重度烧伤脓毒症患者效果显著，可减轻由细胞炎性因子介导的炎症

反应，预后良好。 

 

 

PO-0501 

四君子汤联合乌司他丁治疗烧伤患者疗效及其安全性 

 
吕涛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四君子汤联合乌司他丁治疗烧伤患者疗效及对血小板 5-羟色胺水平（ 5-

hydroxytryptaphane, 5-HT）、血小板计数和细胞因子的影响 

方法 2014 年 3 月 ~ 2016 年 3 月期间，我院共收治 127 例因热蒸汽、热水、火焰等热力因素烧伤

的患者，以该批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64 例）、对照组（63 例）。对照组

在西医常规疗法的基础上静脉滴注乌司他丁，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四君子汤治疗，每日 1

剂，清水煎煮至 200 mL，分两次服用，连续用药 14 d 后对两组烧伤患者临床疗效、细胞因子、

PLT 计数与 5-HT水平、不良反应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90.63%，对照组为 76.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

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与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水平均明显降低，且治疗组明显低于对照组，白细胞介素 -2

（interleukin-2，IL-2）与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明显升高，且治疗组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两组患者 PLT 计数与血小板 5-HT 明显升

高，且治疗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不良反应：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四君子汤联合乌司他丁治疗烧伤患者疗效显著，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炎症反应，稳定微循环状

态，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O-0502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振动排痰救治重度吸入性损伤 

患者的体会 

 
吕涛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振动排痰对严重烧伤合并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总结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收治的 226 例严重烧伤合

并重度吸入性损伤的患者,入院后均常规予以抗休克、抗感染、防治脏器并发症、清创包扎、建立

人工气道，呼吸机辅助呼吸，对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先应用机械振动排痰后，再予以纤维支气管镜

肺泡灌洗，同时深度伤创面选择自体微粒皮或 MEEK 植皮手术封闭尽快等措施。患者通过早期肺灌 

洗治疗,镜下可见气道水肿、充血情况改善明显,定期复查血气分析提示氧分压指标逐步提高.与以

往来行早期肺灌洗的患者相比,发生肺部感染的几率明显下降.针对气道黏 膜愈合时间,肺内感染发

生率,痰培养阳性率及患者存活率,进行回顾性比较分析. 对比纤维支气管镜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

白细胞计数、血 气、痰培养及胸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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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治疗后，患者心率、呼吸频率下降，动脉血氧饱和度、PaO2 上升，所有患者均顺利通过

灌洗，未发生心脏停博、气道出血、窒息、气管痉挛等严重并发症。患者通过早期肺灌 洗治疗,镜

下可见气道水肿、充血情况改善明显,定期复查血气分析提示氧分压指标逐步提高.与以往来行早期

肺灌洗的患者相比,发生肺部感染的几率明显下降.   经纤支镜吸痰及冲洗治疗后呼吸困难及白

细胞计数均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善,血气提示氧分压的升高和二氧化碳的降低,痰培养细菌减少或转阴,

胸片提示病 灶吸收好转.    

结论 振动排痰治疗可通过对肺部的振动和定向叩击作用，使黏附在支气管表面的黏液及代谢物松

脱，并从细小气道移动至大气道，对清除和移动肺内部支气管等小气道痰痂及分泌物有明显作用，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前给予振动排痰治疗严重烧伤合并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可通过有效排痰改

善呼吸功能，利于坏死黏膜排出，减轻肺部炎症反应，烧伤伴有吸入性损伤患者采用纤维支气管镜

肺泡灌洗技术可以显著提高气道黏膜愈合时间,降低肺内感染发生率,降低痰培养阳性率,提高患者

生存率，尽快脱机，提高危重烧伤患者救治成功率。 

 

 

PO-0503 

远红外线烤灯照射与尿激酶静脉溶栓联合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对烧

伤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吕涛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究远红外线烤灯照射与尿激酶静脉溶栓联合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对烧伤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4 例烧伤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

者，依据治疗方案不同分组，各 22 例。对照组施行远红外线烤灯照射＋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治疗，

观察组施行远红外线烤灯照射＋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统计两组治疗效果，并

对比治疗前后两组健、患侧下肢周径差及生活质量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100.00%（22/22）远高于对照组 72.73%（16/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治疗前健、患侧大腿、小腿周径差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

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健、患侧大腿、小腿周径差均较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治疗前各维度生活质量评分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

治疗后各维度生活质量评分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烧伤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予以远红外线烤灯照射与尿激酶静脉溶栓联合腔静脉滤

器置入术治疗，可显著缓解患者下肢肿胀，提高生活质量，效果较为显著。 

 

 

PO-0504 

小儿烧伤护理研究 

 
林宗桦 

解放军第 175 医院 

 

目的 探讨小儿烧伤的流行病学特征，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救治水平。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的方法，对收治的 223 例小儿烧伤的病例资料进行总结，分析了致伤因素

及发病规律。 

结果 小儿烧伤占同期烧伤患者的 53.5%;夏秋两季发病率为 81.2%;农村患儿占 92.8%;致伤因素主

要以热液烫伤为主，占 61%;病死率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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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小儿烧伤是今后烧伤防治工作的重点 

 

 

PO-0505 

烧伤康复与锻炼 

 
蔡美君 

漳州 175 医院 

 

目的 最大限度的完成现有功能 

方法  

1.1  主动活动  主动活动就是患者病情稳定后自己活动的方法。主动活动可以预防和减轻各关

节的功能障碍，增加体力，改善心肺功能，是烧伤的康复之本。 

1.1.1  颈部  颈前烧伤者仰卧位时肩背下垫小枕头，俯卧位时抬头使颈部过伸；颈一侧烧伤者

头向健侧斜和转动或患者手提重物使肩关节向下牵拉以增加患侧颈部过伸程度。 

1.1.2  腋部  上肢上举过头，仰卧位时双手交叉于脑后，使腋部伸展；一侧腋部瘢痕患侧手放

置在肩以上，健侧手放置在腰臀部，双手各握毛巾的一端做上下的擦背动作；患侧上肢沿门墙壁上

举，用手做爬门动作。 

1.1.3  肘部  肘前烧伤者用手拉门把，利用自身体重产生牵拉作用；患肢提重物可用抗屈曲挛

缩；手握门把伸展肘部做前臂旋转运动。 

1.1.4  手部  拇指尖掌面与其余四指指尖掌面做对掌运动；进行屈伸指、分指、握拳运动，利

用健手帮助患手的掌指、指间关节做屈曲活动；预防双手指蹼瘢痕，可以左右手指交叉插入按压；

双侧虎口烧伤者可用左右拇指交叉插入虎口按压；站立位手掌放置在桌面上靠体重下压使腕背曲或

将第 2～5 指背放置在桌面上进行掌指关节屈曲运动，鼓励病员自己洗漱、吃饭、穿衣，每日的生

活锻炼是最有效的主动活动方法。 

1.1.5  髋及臀部  仰卧位做下肢外展活动，或下肢屈曲抱膝动作，或下肢抬高运动；站立位做

下肢后伸运动，或抬高患肢用手帮助进行压腿运动，或下蹲以牵拉瘢痕。 

1.1.6  膝关节及足部  俯卧位膝关节伸直使 窝伸展；站立时背部贴墙壁，足跟着地，从而牵拉

瘢痕；或做屈膝活动，或单腿站立用毛巾置于患肢小腿下 1/3 处用手向下提，使膝屈曲，并练习下

蹲；仰卧位或坐位进行足背屈、外翻、内翻活动，站立位应穿平底鞋使足跟踩地以预防足部瘢痕。 

1.2  被动活动  被动锻炼就是依靠别人通过按摩、推拿、牵拉等方法使关节恢复一定的活动

度，为主动活动创造相对宽松的活动环境。烧伤瘢痕硬韧、缺乏弹性，严重制约着关节活动。因而

对烧伤患者来讲按摩是被动活动的主要措施。 

结果 慢慢恢复到正常的功能位 

结论 有针对性、有计划地指导患者进行早期综合性康复及功能锻炼,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瘢痕组织增

生,降低关节、肌腱的粘连和挛缩畸形,最大限度恢复关节的功能 

 

 

PO-0506 

成人特重度烧伤合并极重度肥胖一例 

 
张毓姣,郭智辉 

太钢总医院烧伤整形中心,030000 

 

目的 成人特重度烧伤合并极重度肥胖救治体会。 

方法 烧伤补液抗休克、早期手术治疗、早期代谢支持。 

结果 特重度烧伤患者极易发生 MODS,治疗应采取综合治疗，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注意防治心肺功

能不全及肾功能不全。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364 

 

结论 特重度烧伤患者尤其是极重度肥胖患者，平日心肺功能负担重，心肺功能储备差，对烧创伤

应激能力差，尤其发生特大面积烧伤，救治及其困难，病死率高。 

  

 

PO-0507 

胸脐皮瓣在修复深度烧伤创面中的临床应用 

 
杨立文,刘文剑,王文龙,雷文武,陈玉生,饶文斌,魏华勇,曹勇辉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胸脐皮瓣在修复深度烧伤创面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腹壁下动脉静脉为血管蒂的逆行岛状胸脐皮瓣或游离胸脐皮瓣修复深度烧伤创面 23 病

例，皮瓣大小 10-32㎝×6-12㎝，逆行岛状胸脐皮瓣 7病例，游离胸脐皮瓣 16病例。 

结果 胸脐皮瓣成活，修复各处的深度烧伤创面，有效覆盖外露的血管神经、骨和肌腱组织。 

结论 胸脐皮瓣在修复深度烧伤创面，特别是有效覆盖外露的血管神经、骨和肌腱组织，是具有良

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O-0508 

股前外侧皮瓣穿支血管临床观察及应用 

 
王耀军 

榆林市第二医院,719000 

 

目的 探讨股前外侧皮瓣的血管穿支解剖特点及其应用策略。 

方法 2014 年 8 月-2017 年 8 月，在所进行的 89 例股前外侧皮瓣术中，对其穿支血管的穿出点、起

源、血管蒂长度、穿支口径等解剖学特点进行总结分析，并统计皮瓣成活率。 

结果 股前外侧皮瓣穿支血管的类型为：Ⅰ型 股皮穿支型 58 例，65.2%（其中浅穿支，即穿支在

肌中穿行长≤5 .0 cm 、深≤1 .5 cm 者 26 例，29.2%；深穿支即穿支在肌中穿行长>5 .0 cm 、

深>1 .5 cm 者 32 例，36%）；Ⅱ型 肌间隙皮支型 15 例，16.9%；Ⅲ型 高位皮穿支型 7 例，

7.9%；Ⅳ型 无（粗大）皮支型 9 例 10.1%。术中游离血管蒂长度为 9.7±4.2cm，动脉吻合口外

径为 2.9±0.7mm。 

结论 (1)股前外侧皮瓣穿支血管穿出点、起源、口径相对恒定，其血管蒂长度、蒂部血管口径均能

满足吻合要求，保证高的成活率。(2)尽管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第一穿支在大多数个体中作为优势穿

支存在，但高位皮穿支、穿支缺失的现象并非罕见，谨慎的皮瓣穿支血管解剖是皮瓣成活的前提。

（3）皮瓣切取时宜先做内下方切口解剖探查穿支血管，进一步显露股直肌、外侧肌肌间隙确认血

管蒂与穿支连续性及血供可靠性后行外上方切开，游离皮瓣。 

 

 

PO-0509 

应用游离尺动脉腕上皮支皮瓣修复手部小面积皮肤缺损 

 
狄海萍,夏成德,邢培朋,薛继东,曹大勇,李强,叶向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应用游离尺动脉腕上皮支皮瓣修复手部小面积皮肤缺损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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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自 2016 年 1 月至 208 年 7 月，对 10 例手部小面积皮肤缺损，均为手背、手掌或手指皮肤缺

损创 面，利用游离尺动脉腕上皮支皮瓣修复。缺损面积为 3 cm x 2 cm一 6 cm×5 cm。 

结果 10 例皮瓣 全部存活，伤口均 I 期愈合，术后随访 l～15 个月，外形及功能较满意，皮瓣质

地柔软、外观自然、 饱满，无明显色素沉着，供区外观及功能无明显影响，其中 1 例修复手指皮

肤缺损的皮瓣外观稍 臃肿，需二期行皮瓣修整。手部经康复治疗功能训练后，按照中华医学会手

外科学会上肢部分功 能评定试用标准评定：优 6例，良 3例，可 1例，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游离尺动脉腕上皮支皮 瓣修复手部小面积皮肤缺损，安全可靠，术后手部功能恢复良好。 

 

 

PO-0510 

探讨应用足背分叶皮瓣携带趾伸肌腱移植同期修复多手指皮肤合

并肌腱组织缺损的 临床效果。 

 
狄海萍,夏成德,邢培朋,薛继东,曹大勇,李强,叶向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应用足背分叶皮瓣携带趾伸肌腱移植同期修复多手指皮肤合并肌腱组织缺损的 临床效

果。 

方法 ２０１6 年 1 月 ～２０１8 年 8 月治疗 6 例（15 指）多手指皮肤合并伸、屈肌腱缺损患者。 

根 据伤指创面大小、形状设计以足背血管为主干的跗内侧、第一跖背、跗外侧血管为分支构成的

足内侧、第 １ 跖背、足外侧三叶或以第一跖背、跗外侧血管为分支构成的第 １ 跖背、足外侧双

叶皮瓣移植，切取皮瓣同时 携带趾伸肌腱，一次性修复 ２ ～３ 指的皮肤合并 １ 指或 ２ 指的

屈、伸肌腱缺损。 

结果 移植皮瓣全部成活。 其中 ３ 例发生动脉危象，２ 例经静脉使用抗血管痉挛药物后皮瓣成

活，１ 例经血管探查，切除血栓段血管，重 新吻合动脉后皮瓣成活。 6 例经 ８ ～１９ 个月随

访，皮瓣外形和质地良好，10 指屈伸功能正常，2 指屈曲轻度 受限，伸直正常，3 指屈曲有较明

显受限，伸直轻微受限。 供皮瓣和肌腱足无明显瘢痕挛缩，行走正常。 

结论 应用足背分叶皮瓣携带趾伸肌腱游离移植方法，一次手术能修复多个手指皮肤合并肌腱缺

损，皮瓣外形和 质地良好，手指获得良好的功能恢复，是修复多手指皮肤合并腱肌组织缺损的有

效方法。 

 

 

PO-0511 

旋髂浅动脉游离皮瓣修复手部电烧伤缺损的临床研究 

 
狄海萍,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旋髂浅动脉游离皮瓣修复手部电烧伤皮肤缺损创面的手术技巧以及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 12 例手部电烧伤缺损的患者，对其进行手部创面皮瓣修复术后，分析患者的治疗效果以

及恢复状态。 

结果 所有移植的 旋髂浅动脉皮瓣均成活，创面愈合平均时间为 15 天，从第 3 个月开始，皮瓣周

缘开始恢复知觉，5～6 个月皮瓣修复中心开始恢复知觉，随访 24 个 月可见，患者皮瓣皮肤的色

泽、温度、触感均正常，无不良并发症的出现，且供区无疼痛，创面以及瘢痕增生的现象发生。 

结论 掌 握旋髂浅动脉游离皮瓣修复手术对皮肤缺损的患者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活动较频繁

的手部，其不仅修复方法简单，实用性强， 还具有较高的皮瓣成活率，无任何术后并发症，值得

临床上进一步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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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2 

股前外侧游离皮瓣修复小腿环形难愈创面的临床应用 

 
狄海萍,夏成德,邢培朋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股前外侧游离皮瓣在小腿环形难愈创面修复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7 年 3 月~2018 年 1 月，对 8 例受电击伤与放射性溃疡导致小腿环形难愈创面患者采用股

前外侧游离皮瓣移植，缺损创面面积为 6cm×9cm~22cm×32cm 之间。术后对伤口皮瓣外形、感觉功

能、质地进行监控。 

结果  8 例患者中，皮瓣 1 次完全成活的有 7 例（87.5%）。1 例进行 2 期修复后伤口愈合良好。

术后对患者进行 4~13 个月的随访，结果显示患者皮瓣存活情况良好，1 例患者对手术部位外观不

满意外，其他患者均表示满意，皮瓣感觉恢复至 S2~S4级。 

结论  电击伤所致小腿环形难愈创面进行早期股前外侧游离皮瓣移植修复，可得到较好的治疗效

果。 

 

 

PO-0513 

江西烧伤外科发展 60 年：写在中国烧伤外科创建 60 周年 

 
郭光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今年是我国烧伤学科成立 60 年，也是江西烧伤外科发展的 60 年。本文主要介绍中国烧伤发展

与江西烧伤发展的历史、江西烧伤学科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借以回顾过去，展望

未来，为江西烧伤学科发展出谋划策。 

 

 

PO-0514 

角质细胞生长因子-2 对烟雾吸入所致肺损伤修复作用的 

实验研究 

 
江政英,孙威,付忠华,廖新成,刘名倬,谢闪亮,周锦秀,郭光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观察角质细胞生长因子-2对烟雾吸入所致肺损伤的修复作用，并研究其相关机制。 

结论 KGF-2 对烟雾吸入所致肺损伤具有修复作用。其修复作用可能与 KGF-2 增加烟雾吸入性损伤

的肺表面活性蛋白 A合成，促进肺新生血管形成，以及抑制肺损伤细胞凋亡这三方面机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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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5 

老年压力性损伤的诊断和治疗进展 

 
郭光华,谢闪亮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老年压力性损伤患者因自身合并疾病多且并发症多,治疗起来较普通患者难度大,病死率明显增

高,是老年人疾病防治的重中之重。尽管目前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防治压力性损伤,但是整

体情况依旧不容乐观。近年来,随着对压力性损伤的认识不断深入,治疗手段也有一定的改进,尤其

在老年压力性损伤防治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笔者复习压力性损伤的最新定义与分期,比较详尽地

阐述老年压力性损伤综合防治措施,为身患其他各种疾病的老年压力性损伤患者提供临床参考。  

 

 

 

PO-0516 

小儿跌坐式烫伤的特点及治疗总结 

 
何国,周文涛,张文仕,谢恩光 

梅州市中医医院 

 

目的 跌坐式烫伤是指跌坐进盛有热液的容器所致、以臀部为中心的烫伤。小儿跌坐式烫伤在梅州

客家山区很常见，是我科收治最多的烧伤类型。本文通过分析总结小儿跌坐式烫伤的特点，探讨小

儿跌坐式烫伤治疗方法，以提高治愈率及减轻瘢痕挛缩畸形。 

方法 我科自 1999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共收治的小儿跌坐式烫伤患者 925 例，男 683 例，女孩子

242 例；最小年龄 3 个月，最大年龄 7 岁；烫伤总面积 6%~75%TBSA（平均 32.5%），489 例有 III

度烫伤，面积 1%~50%TBSA（平均 9.2%）；367 例进行了手术植皮。通过分析总结出小儿跌坐式烫

伤的特点：1、多发生于幼儿，男性多见；2、烫伤面积较大，多为重度以上烫伤，创面多为深 II

度，易加深为 III 度；3、休克发生率高，易合并肺部感染，并发症多；4、瘢痕增生严重，瘢痕粘

连、挛缩畸形发生率高，严重影响儿童身体发育。跌坐式烫伤治疗要点：（1）迅速建立有效的静

脉通道，抗休克治疗是关键，胶、晶比例力争达到 1∶1，尿量控制在 1~2ml／kg 
-1
 . h

-1
，输液速

度按先快后慢原则，但力求单位时间内相对平稳，忌大起大落；（2）休克早期或伴严重腹胀患

者，忌俯卧位，以免胃内容物返流引起窒息，卧悬浮床是较好的选择；（3）保持双下肢外展及髋

关节、膝关节伸直位，可选用小夹板或热塑夹板固定，注意会阴部的消毒清洁；（4）对以二度创

面为主，含小面积三度创面的，采取待二度创面愈合后手术植皮，对大面积三度创面尤其合并感染

的创面，采取早期或急诊手术切痂植皮；关节部位用大块皮片移植；（5）注意保温及避免在清创

换药时患者受凉感冒，积极防治肺部感染；（6）及时纠正低蛋白血症及贫血；（7）创面愈合后，

防治瘢痕及抗瘢痕挛缩持续半年以上。 

结果 本组治愈 906例，死亡 19例。 

结论 针对小儿跌坐式烫伤的特点，采取综合的治疗措施，注重每个细小环节，可提高小儿跌坐烫

伤的治愈率，减轻后期瘢痕增生挛缩及关节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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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7 

雾化吸入重组人角质细胞生长因子-2 对烟雾吸入性损伤兔氧合

作用及炎症反应的影响 

 
孙威,江政英,周锦秀,刘名倬,付忠华,廖新成,郭光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观察雾化吸入重组人角质细胞生长因子-2对烟雾吸入性损伤兔氧合作用及炎症反应的影响。 

方法 将 120 只新西兰大耳白兔制成烟雾吸入性损伤模型，随机分为五组，每组各 24 只。一组动物

致伤后正常饮食饮水，留作空白对照组；其余各组在烟雾吸入性损伤模型达成后开始，每天分别予

以雾化吸入 5ml PBS 及 5ml PBS 外加 1mg/kg、2mg/kg、5mg/kg 的 rhKGF-2；于实验组雾化治疗

1d、3d、5d、7d 后，各组各取 6 只动物麻醉后行耳中动脉血气分析，心脏采血检测炎症指标 IL-

6、IL-8、IL-10 及 MCP-1，PBS 缓冲液灌洗左肺并检测 BALF 中炎症指标 IL-6、IL-8、IL-10 及

MCP-1水平，取右下肺下半叶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结论 雾化吸入 rhKGF-2 治疗烟雾吸入性损伤能显著改善机体氧合作用，减少肺部炎症反应，但对

全身炎症反应无明显影响。 

 

 

PO-0518 

表皮生长因子与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糖尿病足创面治疗的

试验研究 

 
郭光华,付忠华,徐佳升,闵定宏,廖新成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究表皮生长因子与酸性成纤维细胞因子对糖尿病足创面的愈合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02／2017-02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创面治疗中心收治的 39 例糖尿病

足部溃疡患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随机表法将 39 例患者随机分为 4 组：生长因子联合

组 10 例、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组 10 例、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组 10 例、桐叶烧伤油对照组 9

例。各组患者均在处理创面前将空腹血糖控制在 11.1mmol／L 下，伴感染者使用相应抗生素治疗至

感染完全控制，创面清创、清洗、去除病理性肉芽。联合用药组每次给予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

40IU／平方厘米，外用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40AU／平方厘米，其余治疗同对照组；重组人表

皮生长因子组每次单纯给予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 40IU／平方厘米，其余治疗同对照组；酸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组每次给予外用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40AU／平方厘米，其余治疗同对照

组；桐叶烧伤油对照组仅用桐叶烧伤油擦拭创面。各组都给予每日换药一次，观察创面修复到各愈

合阶段所需时间,愈合阶段分创面表皮愈合率及肉芽组织生长程度进行分级。 

结论 两种生长因子在使用初期对促进创面愈合的效果都不明显，在后期单独使用表皮细胞生长因

子或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创面愈合有积极影响但效果不够明显，联合使用重组表皮生长因

子和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具有明显良好的促进创面愈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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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9 

糖尿病足骨髓炎治疗体会 

 
张凤蔚 

抚顺市第二医院,113000 

 

目的 探讨利用创面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加传统创腔冲洗引流术，联合选择个体化皮肤移植手

术治疗糖尿病足骨髓炎、皮肤软组织缺损（含窦腔）的临床效果。 

方法 本组病例 27 例糖尿病足骨髓炎，均有窦腔及皮肤缺损存在。窦口或皮肤缺损面积

0.6cmX0.6cm~5.0cmX7.0cm。其中男 21 例，女 6 例。年龄：35-76 岁。。拇指骨髓炎 5 例；第 3 或

4 跖骨头骨髓炎 7 例；第 5 跖骨头骨髓炎 12 例；跟骨骨髓炎 3 例。控制血糖，抗炎治疗，纠正离

子失衡，营养支持同时行骨髓炎病灶清除术。术中切除窦口、窦壁、感染重及明显失活的骨及软组

织，尽最大限度保留相对健康组织，控制手术导致的继发缺损面积。手术创腔开放敞开，仔细止血

后 VSD 海绵植入创腔，帖服创面，行负压封闭引流，每周期 5-7 天。更换护创材料，并再次清创。

查创面感染已控制无明显失活组织残留后闭合皮肤切口。创腔可直接闭合者，术野置传统冲洗、引

流管各一枚。24 小时生理盐水持续冲洗 12-14 天。创腔较大者，引流管失效后方拔管，其中原创

腔无法直接闭合者个体化选择游离植皮、剔骨皮瓣或逆行岛状皮瓣消灭创面。 

结果 本组 27 例患者均顺利控制消除感染病灶。创面在计划手术后愈合者 22 例、补充植皮愈合 2

例、残余创面经换药后愈合 3 例。随访 6-18 个月，两例植皮区溃疡发生换药后痊愈，骨感染无一

例复发。 

结论 骨髓炎病灶清除术后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加传统冲洗、冲洗引流术联合个体化皮肤移植治疗糖

尿病足骨髓炎至皮肤软组织缺损，历时较短、疗效满意、愈后稳定。 

  

 

PO-0520 

吸入性损伤气道内给药目标靶向治疗 

 
郭光华,孙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重度吸入性损伤早期气道管理和呼吸支持至关重要。气道内给药相比其他给药方式，因其呼吸

道局部药物浓度高、起效快、疗效确切以及全身不良反应少，并且可以药物辅助通气等优势，越来

越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可用于气道吸入的药物种类日益增多，除了常用的支气管舒张剂、

黏液溶解剂和糖皮质激素外，还包括抗炎剂、抗氧化剂、抗凝剂等。经气道内药物吸入作为目标靶

向治疗，对改善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PO-0521 

分子超光谱成像技术与免疫组化技术对 LPADM 植入后血管化检测

的比较 

 
罗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制作全层皮肤缺损动物模型，移植真皮替代物 LPADM，观察其血管化情况，动态连续获得含

LPADM 的 HE 切片，对其移植前后的血管化采用分子超光谱成像技术和传统的血管化鉴定方法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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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化、荧光免疫组化技术比较进行研究，以验证采用分子超光谱成像技术在对组织早期血管化进程

的快速识别进程中的应用可行性和明显优势。 

方法 制作全层皮肤缺损动物模型，采用小鼠正常皮肤组织、LPADM、小鼠移植 LPADM 后，从第 1 天

到第 21 天，连续小鼠皮肤 HE 染色切片、分子超光谱成像，动态免疫组化、免疫荧光观察，对小鼠

皮肤组织血管化程度进行记录及分析。CD31反映血管内皮细胞的表达，TER119反映红细胞表达。 

结果 红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的分子超广谱可以显示的其吸光度的指纹光谱位于 700nm、1000nm；

正常皮肤组织红细胞吸光度亮度值（OD 值）约为 3800。小鼠移植 LPADM 第 3 天，OD 值为 3500；第

5 天， OD 值为 3700，第 15 天，OD 值为 3800；从第 3 天到第 15 天，CD31、TER119 表达逐渐增

强，21天时 CD31表达下降，TER119表达稍下降，均 P＜0.001）。 

结论 分子超光谱成像系统技术较免疫组化技术更能早期发现血管化，对皮肤新生血管的生长程度

和功能提供快速有效的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量化血管化的能力，为临床诊疗提供新方法。 

  

 

PO-0522 

成批危重烧伤救护中护理技能培训的综合研究 

 
陈超

1
,马丽梅

2
 

1.沈阳消防烧伤专科医院 

2.阜新矿务集团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参与阜矿事故救护的护理人员进行调查，找出救护大批危重烧伤最相关及最需要培训

的护理技能、和各项相关的护理技能进行即时培训前后的效果。进而指导灾害救护教育，提高对突

发矿难、成批危重烧伤情况下进行救护培训的成效。 

[背景]成批烧伤发生时，往往需要临时抽调大量非烧伤专科的护士紧急参与救护，需要即时快速的

培训。本文对于阜新矿“11.26”生产事故中大批危重烧伤伤员救护中相关的护理技能进行了全面

分析。 

方法 资料采集通过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形式对参加紧急救援中的 102 名护士救护中涉及的 24 项护

理项目进行综合调查。进而对各项进行量化评分并比较。 

结果 护士认为最重要的的救护技能除救护基础项目外，烧伤专科的护理技能和用具使用培训需求

排在前面。最需要培训的救护技能除呼吸机使用及维护、有创动脉压监测方法及通路维护、镇静镇

痛的意义及护理干预、血液滤过技术、危重患者转运等项目外，还有烧伤专科的护理技能和用具培

训。培训前护士掌握程度低的项目是水浪式烧伤浸浴盆的使用、悬浮床的使用方法、烧伤翻身床的

使用、血液滤过技术、烧伤治疗仪的使用、血气分析仪的使用、呼吸机使用及维护、除颤仪的使用

等项目。现场快速培训后护士能掌握的熟练程度有显著提高的有 20 项项目，特别是烧伤专业方面

的如：烧伤翻身床的使用、烧伤治疗仪的使用、烧伤创面的护理、烧伤患者 24h 出入水量的统计、

烧伤患者的心理干预、烧伤患者功能锻炼的护理等项目有大幅提高。 

结论 矿难事件大批危重烧伤伤员救护中应用到诸多护理技能，而对于非专科护士，平时较少应用

的较复杂的护理技能和烧伤专科技能尤其需要集中培训，并且培训后均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未来需

要更多的研究，以完善灾难救护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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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23 

CRRT 在重度烟雾弹吸入性损伤治疗中的应用探讨 

 
段红杰

1,2
,何延奇

2
,陈晨

2
,张恒博

2
,白海亮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烟雾弹吸入性损伤在平时工作生活中少有发生，但病情危重，死亡率较高。目前，其发病机

制不详，临床上缺乏特异有效的治疗措施。我们在临床上初步探讨了 CRRT 在重度烟雾弹吸入性损

伤中的治疗作用。 

方法 对我院多学科协作治疗的 2 例军用烟雾弹重度吸入性损伤进行了临床观察，治疗措施包括广

谱高效抗生素抗感染、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气管镜检、支气管肺泡灌洗、皮质激素和乌司他丁抗

炎、抗肺纤维化、保护肝肾心功能、输液及其它对症支持治疗；对较重的 1 例伤后第 1 天开始

CRRT治疗，而另 1例较轻的患者伤后 1周开始 CRRT治疗。 

结果 临床观察发现，与 1 周后 CRRT 治疗病例相比，早期 CRRT 治疗可显著降低系统炎症反应，降

钙素原、C 反应蛋白降低更明显；炎症介质 IL-6 水平降低迅速且未再升高；心肌酶谱降低更快；

肺部感染时间较短且病灶吸收更快；气管插管拔管、脱机时间更早；治愈时间更短。 

结论 该组病例治疗结果提示：烟雾弹吸入性损伤尽早进行 CRRT 有助于减轻机体和肺部炎症反应，

清除体内毒素及其代谢产物，减轻脏器组织损伤。另外，长时间气管插管及机械通气易并发纵膈及

颈部皮下气肿。上述结果尚有待基础与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 

 

 

PO-0524 

picco 监测技术指导危重烧伤休克期限制性补液的应用 

 
王磊,娄季鹤,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危重烧伤休克期患者限制性补液管理中脉搏轮廓心排血量（picco）监测技术的应用价

值。 

方法 纳入我院收治的危重烧伤休克期患者 98 例，按数字随机表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49 例，对

照组为常规补液管理，研究组为常规补液管理+picco 监测技术指导，比较两组液体输入量、生命

体征（MAP、HR、CVP、CI、CO）、ICU住院时间、并发症率以及死亡情况 

结果 ①研究组入院后 2h、24h 电解质、水补液量小于对照组，治疗 3d、7d 的 HR 低于对照组，

CI、CO 与 MAP 高于对照组，ICU 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研

究组并发症率为 4.08%，低于对照组的 14.29%，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在危重烧伤休克期限制性补液管理中，通过采用 picco 监测技术进行指导，能及时明确患者

生命体征变化情况，为补液剂量提供依据，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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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25 

重度烧伤病人高代谢状态下镇静与镇痛药物的选择 

 
王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枸橼酸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与枸橼酸舒芬太尼联合右美托咪定在重度烧伤患者高代谢

状态下的镇静镇痛效果。 

方法 将收住 BICU 的 68 例重度烧伤患者，分为枸橼酸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组（30）与枸橼酸舒

芬太尼联合右美托咪定组（38），对比两组患者在高代谢状态下的镇痛镇静效果。 

结果 两组病人的 Ramsay 评分（主要用于测定镇静的效果）和 FPS 评分（主要用于测定镇痛效果）

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重度烧伤患者高代谢状态下应用枸橼酸舒芬太尼联合右美托咪定在安全性的前提下，可以达

到理想的镇痛镇静效果。 

 

 

PO-0526 

小儿烧伤脓毒症的早期集束化治疗的临床研究 

 
王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小儿重度烧伤合并脓毒血症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及预后。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45 例小儿烧伤合并脓毒血症患者的

临床资料。 

结果 45 例烧伤患儿通过 早期、系统、合理的治疗，其中 42 例(93.3％)痊愈，2 例(6.7％)死亡，

死亡原因由于烧伤脓毒症合并多 器官功能衰竭。 

结论 小儿重度烧伤合并脓毒症发生率高，死亡率也高，所以早期系统治疗非常重要， 除正规抗休

克治疗，还要注意早期纠正贫血、低蛋白血症，合理的应用抗感染药物，同时积极封闭创面， 注

意各项化验检查，45 例小儿烧伤合并脓毒血症的患儿治疗效果显著。 

 

 

PO-0527 

负压伤口治疗与传统包扎在儿童手足烧伤后瘢痕松解植皮中的 

比较研究 

 
谭子明,黄智勇,王德怀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比较负压伤口治疗与传统包扎在儿童手足烧伤后瘢痕松解植皮术的异同，探寻更加优化的儿

童手足瘢痕整形皮片固定方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成都市烧伤质控中心 2013 年至 2018 年共计 45 例儿童手足烧伤后瘢痕整形病例，

其中应用负压伤口治疗固定皮片治疗 25 例（观察组），应用传统包扎固定皮片治疗 20 例（对照

组）；分别比较两组患儿的皮片存活良好率（≥90%皮片存活）、麻醉拆线率、住院时间、总费用

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皮片存活良好率 88%（良好 22 例、不良 3 例）；对照组皮片存活良好率 75%（良好 15

例、不良 5 例）；两组差别不具统计学意义（X
2
=0.549, P>0.05）。观察组麻醉拆线率 16%（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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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否 21 例）；对照组麻醉拆线率 45%（是 9 例、否 11 例））；两组差别具统计学意义

（X
2
=4.549, P<0.05）。住院时间观察组 14.80±3.42 天，对照组 16.00±4.67 天，两组差别不具

统 计 学 意 义 （ t=-1.00 ，  P>0.05 ） 。 总 费 用 观 察 组 15279.84±3822.72 元 ， 对 照 组

10469.80±2685.80 元，两组差别具统计学意义（t=4.95， P<0.01）。 

结论 在儿童手足瘢痕挛缩松解植皮术中使用负压伤口治疗固定皮片能显著减少麻醉拆线率，但在

皮片存活良好率与住院时间上与传统包扎无明显差异，总费较传统包扎显著增大。 

  

 

PO-0528 

小腿血管穿支蒂岛状逆行皮瓣的临床应用 

 
徐家钦 

海南省人民医院,570100 

 

目的 探讨应用小腿血管穿支蒂岛状逆行皮瓣修复小腿和足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的手术方法及临床

效果  

方法 采用逆行小腿血管穿支蒂岛状皮瓣, 修复小腿中下段及足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28 例, 其中腓

动脉血管穿支蒂岛状逆行皮瓣 8 例、胫前动脉血管穿支蒂岛状逆行皮瓣 4 例、胫后动脉血管穿支蒂

岛状逆行皮瓣 16例。 

结果 皮瓣完全成活 25 例, 大部分成活 3 例。16 例再次住院行二期削薄术，随访 6~ 24 个月, 皮

瓣质地优良, 外形与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小腿部血管穿支蒂岛状逆行皮瓣具有设计灵活, 切取快捷方便、血供可靠、不损伤主干血管

等优点, 是修复小腿中下段及足踝部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创面的良好选择。 

 

 

PO-0529 

组织工程生物材料支架修复脊髓损伤的进展 

 
朱喆辰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就生物支架的作用机理，新材料支架的应用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方法 在 PUBMED、中国知网等搜索关键词“生物支架、脊髓损伤”，阅读相关文献，进行总结综

述。 

结果 近年来动物实验的成果显示了生物支架在脊髓损伤修复中作用显著，各种临床研究与试验也

在蓬勃开展。生物支架的设计理念、材料选择及微创植入方式等也出现了许多新进展。 

结论 生物支架是组织工程技术研究的重要部分。在脊髓损伤早期应用生物支架或将其作为药物载

体可改善脊髓病理生理状态，减轻继发损伤程度，为康复治疗创造条件。损伤稳定后生物支架可联

合干细胞移植，细胞因子诱导等治疗，一定程度的恢复脊髓功能，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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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30 

小儿烧伤住院期间的护理干预 

 
李媛媛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索小儿烧伤住院期间的护理干预重点。 

方法 观察 223 例小儿烧伤病例住院期间的护理过程，总结、评定出院住院期间的护理方法和效

果。 

结果 通过积极的住院期间护理干预，有计划、有重点、有措施的整体护理，治愈率达 89%。平均

住院天数 12天。 

结论 积极正确的小儿烧伤住院期间的护理干预是救治小儿烧伤的基本保障；优质的住院期间护理

可以提高救治成功率和治愈率，缩短病程。 

 

 

PO-0531 

肠三叶因子在毕赤酵母中的中试表达及生物学活性研究 

 
吴丹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400000 

 

目的 构建肠三叶因子（ITF）毕赤酵母表达载体，在 X33 酵母菌中进行重组表达，获取一种肠道保

护药物，实现其产业化和进入临床研究。 

方法 通过 RT-PCR 扩增出肠三叶因子成熟肽 cDNA 序列，在其上下游引物分别引入 EcoRI，NotI 酶

切位点，同时上游引物在 N 端添加组氨酸标签。扩增的 cDNA 经 EcoRI 和 NotI 双酶切，然后与用同

样的限制性内切酶处理过的酵母分泌表达型载体 pGAPZɑA 连接，转化酵母菌 X33，以 Zeocin 抗性

梯度筛选重组质粒，得到含有重组酵母表达质粒 pGAPZɑA-ITF 的重组酵母菌 X33，工程菌在 30L 发

酵罐的 10L 无机盐培养基中，以葡萄糖作为碳源，控制溶氧为 30-40%，pH 为 4 连续发酵 2 天。将

发酵液重复离心数次后所得上清通过中空纤维柱过滤，然后使用硫酸铵沉淀浓缩发酵液中的蛋白，

采用平衡液 10mM 咪唑复溶沉淀并调节 pH 至 7.4 后，通过亲和层析法分离纯化 ITF。创建 30%体表

面积Ⅲ度烧伤小鼠模型,将 72 只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 组,8 只）、烧伤对照组（B

组,每个时相点 8 只）和 ITF 治疗组（ITF 组,每个时相点 8 只）。观察伤前及烧伤后 1、3、5、7d

小鼠静息能量代谢率（REE）的变化,同时检测伤后血浆内毒素（LPS）、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白细胞介素-1（IL-1）和白细胞介素-6（IL-6）的含量。 

结果 纯化的蛋白经 Western blot 分析表明具有抗原性和特异性，成药性研究表明重组蛋白具有正

确的 N 端序列，分子量和空间二硫键折叠。动物实验表明烧伤后 REE 升高，呈现高代谢状态。给与

ITF 组 REE明显低于 B组,平均降幅达 30%左右，炎症介质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通过以 GAP 为启动子的重组毕赤酵母高密度发酵来高效获取肠三叶因子，为其工业化生产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ITF 能减轻烧伤后肠源性高代谢,降低烧伤小鼠血中炎症介质水平,从而减轻烧伤

后肠道受损程度,将其应用于治疗由各种致伤因子引起的肠粘膜损伤疗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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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32 

成人烧伤脓毒症患者的转归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姚明

1,2
,黄波

1,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脓毒症患者的转归结局及死亡危险因素。 

方法 通过对确诊为脓毒症的 136 例住院烧伤患者按存活与否分组，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分

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单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 Logistic 分析。 

结果 ①本组研究 136 例烧伤脓毒症患者中，男 128 例（62.5%），女 8 例（37.5%）；平均发病年

龄为 36.1±11.39 岁；平均烧伤后时间为 4.82±4.334 小时；火焰烧伤 105 例（77.25%），烧伤总

面积平均(68.55±25.36)%TBSA；Ⅲ°烧伤面积平均(38.18±29.51)%TBSA；合并吸入性损伤者 94

例（69.1%）、MODS 者 32 例(23.5%)、休克 109 例（80.1%）；病原学阴性者 32 例，阳性患者 104

例，其中多种病原菌感染 46 例，单一病原菌感染 58 例；首次手术时间平均 6.51±8.35 天；平均

住院时间 74.29±61.37 天；②单因素分析：烧伤后时间、烧伤总面积 (TBSA)、Ⅲ°烧伤面积、是

否合并吸入性损伤、有无 MODS、是否伴有休克、首次手术时间有统计学差异（P ＜0.05），是成

人烧伤脓毒症患者转归的影响因素，与成人烧伤脓毒症患者死亡相关；而性别、年龄、烧伤性质、

病原学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 ＞0.05）。③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MODS（OR ＞1，P ＜
0.05）与首次手术时间（OR ＞1，P ＜0.05）可确定为烧伤脓毒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是否伴有 MODS 可作为患者预后的指标，把握首次手术时间对烧伤脓毒症患者预后影响深

远。 

 

 

PO-0533 

人乳腺癌相关肽在酵母菌 X-33 中的重组表达、 

纯化及生物学活性研究 

 
吴丹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400000 

 

目的 构建人乳腺癌相关肽（TFF1）毕赤酵母表达载体，在 X33 酵母菌中进行重组表达，获取高纯

度 TFF1蛋白，探讨 TFF1在胃黏膜的损害和修复作用。 

方法 通过 RT-PCR 获得 TFF1cDNA 片段，将目的基因插入毕赤酵母表达载体 pGAPZɑA，得到重组载

体 pGAPZɑA- TFF1，电转化酵母菌 X33，以 Zeocin 筛选转化酵母菌。随后收集发酵上清液，采用非

还原 SDS-PAGE 分析及 Western-blot 鉴定目的蛋白，最后采用亲和色谱与离子交换色谱法纯化蛋

白。创建小鼠 30%TBSAⅢ度烧伤模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烧伤治疗组:给予一定时间和一定剂量

的 rhTFF1 融合蛋白灌胃治疗;烧伤对照组:方式同前,改用等渗盐水灌胃.另设正常对照组.通过胃黏

膜外观、损伤指数和病理切片结果,比较前 2 组小鼠胃黏膜损伤前后的情况,并以正常对照组相应指

标为参照。 

结果 经测序及 PCR 证实，TFF1cDNA 准确插入真核表达载体 pGAPZɑA 中，目的蛋白的分子量约为

14KD，与 TFF1 二聚体分子量相符，Western-blot 分析表明，目的蛋白具有良好的抗原性，通过亲

和层析和离子交换层析后 TFF1 纯度高达 98%。伤后 1d 小鼠胃黏膜损伤达峰值,烧伤治疗组和烧伤

对照组小鼠胃黏膜糜烂发生率分别为 25%和 77%,损伤指数分别为 1.0±1.1 和 7.2±2.0.正常对照

组小鼠上述指标为 0。 

结论 采用毕赤酵母表达载体 pGAPZɑA 和酵母 X33 可稳定表达重组人 TFF1，经离子交换层析、亲和

层析纯化后获得的蛋白为 TFF1二聚体。TFF1对小鼠烧伤后损害的胃黏膜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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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34 

耳甲腔复合组织联合额部皮瓣在鼻再造的应用 

 
葛小静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耳甲腔皮肤、软骨复合组织联合额部皮瓣行较严重的鼻缺损再造的手术方法及术后效

果。 

方法 选取因外伤、鼻部肿瘤造成的半侧鼻或全鼻缺损患者，根据鼻尖、鼻翼、鼻小柱等缺损面

积，设计额部皮瓣和耳甲腔皮肤、软骨复合组织大小，分期行复合组织瓣预制、转移、断蒂等，完

成半侧鼻或全鼻再造，尽可能修补鼻的骨架支撑和外形。 

结果 本组 20 例患者采用上述方法行鼻再造，未发生移植物、皮瓣坏死，术区瘢痕轻微，鼻的外观

及功能良好，耳部供区无畸形； 

结论 耳甲腔复合组织联合额部皮瓣行全鼻再造可达到理想的外观和功能恢复。 

 

 

PO-0535 

4 例严重烧伤并发早期急性肾损伤分析 

 
李孝建,陈宾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分析严重烧伤并发早期急性肾损伤的原因并探讨相关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笔者单位收治的 4 例严重烧伤并发早期急性肾损伤患

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23～33 岁，平均 29.5±4.5 岁。烧伤面积分别为 10-95%，平均

68.75±39.66%，均为Ⅲ°创面。4 例均为外院转入我院，入院时间为伤后 11-144h，平均

61±51.9h， 入院时均已并发早期急性肾损伤，并合并肢体肌筋膜室综合征和不同程度的横纹肌坏

死。4 例早期急性肾损伤均与烧伤肢体并发肌筋膜室综合征，大量横纹肌坏死有关，其中 2 例还与

休克期低血容量性休克未纠正即长途转运致长时间肾灌注不足有关。4 例入院后均行肾替代治疗，

在血流动力学监测和器官功能监护、支持下，积极对并发肌筋膜室综合征的肢体行切开、彻底减压

探查，清除已坏死的肌肉组织或行截肢术。肢体切开减压后创面，采用生物敷料临时覆盖、多次清

创并结合封闭式负压引流术形成肉眼创面后，和深度烧伤分期切痂创面，分别行 MEEK 植皮、网状

植皮、自体小皮片等方式覆盖。4 例患者分别经 35d，19d，14d 及 30d 肾替代治疗，和 6 次、5

次、10 次及 8 次清创植皮手术，于入院后 105d、52d、148d 及 156 天创面完全愈合后出院，随访 1

个月~36个月，4例肾功能均无异常。 

结论 严重烧伤早明急性肾损伤仍有一定发生率，多于休克期肾脏低灌注、深度烧伤致大量横纹肌

坏死溶解等因素有关。一旦并发早期急性肾损伤，应积极肾替代治疗，同时在血流动力学监测和器

官功能支持下，积极手术治疗烧伤创面等，提高严重烧伤并发早期急性肾损伤救治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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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36 

大面积烧伤创面广泛毛霉菌侵袭性感染一例 

 
李孝建,詹桂兰,邓忠远,张涛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总结深度烧伤创面广泛毛霉菌侵袭性感染的诊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大面积烧伤，背部深度创面广泛毛霉菌侵袭性感染病例的治疗经过。 

结果 病例简介，患者男，31 岁，在潮湿阁楼中烧伤头面颈部、躯干、双臀及四肢，伤后半小时当

地医院治疗，2h 后转至我院。入院检查：神志清楚，声嘶，痰中带碳末，胸腹及四肢创面表皮脱

落，基底苍白、质硬；四肢肿胀明显，肢端湿冷，远端血运欠佳；背、臀部创面呈皮革样改变，可

见栓塞的毛细血管网。入院诊断：1.头面颈、躯干及四肢火焰烧伤 65% TBSA，深 II°5%、

III°60%；2.低血容量性休克；3.中度吸入性损伤。入院后即补液抗休克治疗、行气管切开术，入

院 4d，行右上肢、双下肢切痂+自体皮、生物敷料覆盖术+头部取皮术；11 d 行躯干前、左上肢、

左大腿及右小腿切痂、自体皮及生物敷料覆盖术；25d 行背部、双臀部切痂及自体皮、异体皮覆盖

术。本次术中见背部创面焦痂下有豆渣样霉斑及黑褐色坏死灶、累及深筋膜层（术中留取标本培

养），疑局部真菌感染，予清除肉眼可见病灶至肌膜层，3%过氧化氢+生理盐水+0.5%碘伏+生理盐

水依次充分冲洗后大张异体皮覆盖。术后患者体温最高达 40℃，伴嗜睡、烦躁、气促、乱语，拟

诊 ARDS。术后 4d 后背部焦痂下组织培养出毛霉菌，随去除背部创面异体皮，见背部及右侧前胸广

泛分布霉斑，送组织培养出热带念珠菌、毛霉菌， 即予两性霉素 B 脂质体（LamB）静脉注射，由 

5 mg·d
-1
开始，5-10 mg·d

-1
逐日加量，至 100mg·d

-1
维持用药，创面每日换药，清除创面肉眼可

见霉斑，予 LamB 配置溶液冲洗、湿敷。同时纠正代谢性酸中毒，控制血糖，加强营养及脏器功能

支持、免疫球蛋白等治疗。入院 40d，患者高热、精神症状及全身状况好转，行躯干清创术+自、

异体皮混合移植术+头部、下腹部取皮术。术后予静脉注射及局部用药 LamB，每日换药清除坏死移

植皮片及霉斑病灶。入院 46d，创面霉斑病灶消失，发热及全身状况明显好转，肝、肾功能未见异

常，创面组织及血培养未见真菌，使用 LamB21d，减少用药剂量至 30mg4d 后停用。 入院 3 月创面

全愈出院。 

结论 深度烧伤创面经潮湿、脏乱环境污染后，应警惕毛霉菌侵袭性感染，并早期诊断。一旦确

诊，应积极处理创面并选用敏感抗菌药物，并注意器官功能监测和维护。 

  

 

PO-0537 

妊娠晚期特重度烧伤并发死胎及 MOF 救治 1 例 

 
薛迪建,陈炯,苏国良 

瑞安市人民医院,325000 

 

目的 探讨罕见的妊娠晚期特重度烧伤并发死胎及 MOF救治 

方法 针对诊断为“1.全身多处 TBSA96%深Ⅱ°Ⅲ°火焰烧伤（深Ⅱ°75%，Ⅲ°21%）；2.G1P0 孕

33+3 周。”的患者进行治疗：①液体复苏：第一个 24h 总入量 13070ml（晶体 4000ml、胶体

4360ml、水分 4710ml），总出量 1448ml；第二个 24h 总入量 8150ml（晶体 2000ml、胶体

2560ml、水分 3590ml），总出量 819ml。②清创包扎。③早期肠内营养及肠外营养：24h 内每小时

给予肠内营养混悬液，逐渐增加，使总热卡每天达 2500 大卡以上。④抗感染治疗：全身抗感染治

疗在治疗过程中只发现两次血培养阳性，其中一次同时出现导管培养阳性，都及时得到了有效控

制；整个治疗过程中未发现医源性二重感染。⑤伤后第 9 天提示肝功能不全。伤后第 5 天提示肾功

能不全。予保肝护肾及原发病治疗后，患者肝肾功能指标逐渐恢复到正常范围。⑥入院后 3h 予气

管切开吸氧，伤后第 4、6 天（引产后 24 小时内）及伤后第 8-10 天出现严重的呼吸衰竭，持续机

械呼吸支持达 20 天，根据症状和血气分析不断调整机械呼吸的参数，成功脱机、堵管、拔除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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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⑦伤后第 12h 即应用小剂量血管活性药物，伤后第 4、6 天（引产后 24 小时内）及伤后第

8-10 天出现休克症状，根据动脉血压、心率及尿量不断调整液体量和血管活性药物用量。⑧孕妇

入院时就已经出现宫内窘迫综合征，伤后第 12h 超声明确死胎，第五天予以引产，经阴道分娩并行

清宫术，引产成功后 24 小时内（伤后第 6 天）出现多次阵发性休克和严重的呼吸衰竭。⑨伤后第

7 天病情基本稳定，家属原因延迟了 1 天，之后 3 天患者出现严重的脓毒症，再次出现严重的休克

和呼吸衰竭不具备手术条件，表现为 1 天内出现 5 次明显的血压下降，患者伤后第 11 天行全身多

处切削痂术+异种皮覆盖术，后经 2 次 1:9 的 MEEK 技术植皮，伤后第 30 天完成创面所有植皮手

术，封闭创面，总植皮面积达到 TBSA45%，伤后第 59天痊愈出院。 

结果 尽可能抓住时机切削痂，异种皮覆盖，及时予 1:9d 的 MEEK 皮片移植，通过三次手术，在一

个月以内完成所有的皮肤移植封闭创面手术，伤后 59天创面全部愈合出院。 

结论 晚期妊娠 TBSA70%以上烧伤患者目前文献报道死亡率为 100%，因此本例烧伤面积达 TBSA96%

的晚期妊娠患者的产妇得以成功救治经验值得总结进行探讨。 

 

 

PO-0538 

烧伤创面清洁与局部抗感染药物选用的思考 

 
黄文祥,陈炯 

瑞安市人民医院,325000 

 

目的 对烧伤创面清洁与局部抗感染药物选用提出思考 

方法 从创面清洁的时机与方法以及局部抗感染药物的角度切入，引用文献分析，提出思考问题所

在 

结果 目前的创面清洁与创面用药均存在一定的认识局限和不足 

结论 烧伤创面清洁与创面用药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目前虽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针对新问题、新

的需求，还需要进行不断地完善性研究，用临床实践来检验来发现的各个细节性问题，改进的思

路、持之以恒，不断完善来推动进一步研究，为烧伤临床提供更多的有益证据，从重视细节问题的

角度，采用转化医学的理念、方法，进一步提高烧伤救治水平。 

 

 

PO-0539 

非交联玻尿酸复合氨甲环酸局部注射治疗外伤后皮肤色素沉着 

临床疗效观察 

 
邬佳敏 

贵阳钢厂职工医院贵阳烧伤医院,550000 

 

目的 探讨局部注射非交联玻尿酸复合氨甲环酸治疗外伤后皮肤色素沉着临床疗效及对患者内皮素

1（ET-1）和白细胞介素 1（IL-1）水平的影响。 

方法 将 64 例外伤后皮肤色素沉着患者随机分 2 组治疗,每组各 32 例。对照组给予离子喷雾导入、

局部外用壳聚糖中药治疗，观察组给予非交联玻尿酸复合氨甲环酸局部注射进行治疗。治疗 3 个月

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疗效满意率及血浆 ET-1、血清 IL-1 水平。并观察不良反应情

况。 

结果 临床疗效显示，观察组疗效满意率升高（71.9% vs 37.5%），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0.05），而治疗总有效率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96.9% vs 90.6%，P＞0.05）。与对照组相 

结论 局部注射非交联玻尿酸复合氨甲环酸治疗外伤后皮肤色素沉着效果良好，疗效满意率高，而

且能够降低机体 ET-1、IL-1水平，不良反应轻微，临床上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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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观察组治疗后血浆 ET-1 和血清 IL-1 水平降低，组间比较都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治

疗过程中，均无明显不良反应，药物治疗安全性好。 

 

 

PO-0540 

难愈创面局部注射自体富血小板血浆临床观察 

 
邬佳敏

1,2
,王达利

1,2
 

1.贵阳钢厂职工医院贵阳烧伤医院,550000 

2.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63000 

 

目的 通过分组对照，探讨局部注射自体富血小板血浆 (platelet–rich, PRP)治疗烧、创伤难愈

创面的疗效与实用性 。 

方法 设定所有参与本研究患者起止治疗期为≤90d，将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1 月我科收治的 

60 例难愈创面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治疗组：对 30 例患者烧创伤难愈创面清创后，

以自体 PRP 局部注射创面，凡纱覆盖，敷料包扎固定，创面 2～3 d 换药一次。根据病情需要，3 

周可以重复一次 PRP 局部注射。对照组：30 例患者创面清创后，制备自体 PRP 凝胶外用，医用

贴膜封包覆盖。每周更换 PRP 凝胶一次。观察指标：1.创面愈合所需时间（以天数计量）。2.患

者治疗过程中 PRP 制备费用。根据观察指标的内容数据，统计分析，两组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表

示，两组均数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两两比较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治疗创面至愈合所需时间比较：治疗组 40.47±8.17d，对照组 54.37±8.08d。2.PRP 制

备费用比较：治疗组 4461.53±951.43 元，对照组 8212.20±2147.83 元。两两比较 P＜0．05，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RP)局部注射较外用 PRP 凝胶治疗烧、创伤后难愈创

面，创面上皮爬行速度明显增快，缩短了病程，同时，制备 PRP 所需费用治疗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是一种治疗该类创面更为快捷有效、经济节约的方法。 

 

 

PO-0541 

基于混合模型的增生性瘢痕数学建模及应用的初步研究 

 
向前

1
,吕开阳

2
,夏照帆

2
 

1.复旦大学 

2.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构建能够准确模拟瘢痕发展趋势的数学模型，并利用此模型模拟点阵激光瘢痕治疗的基本规

律。 

方法 运用偏微分方程系统（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ystem)和常微分方程系统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ystem)理论，及这两类复杂系统的仿真模拟和数值算法

（Simulations and Numeric Solutions），实现语言主要包括 Python, C++, Matlab 等，图形化

处理则运用 Matplotlib 库进行可视化构建（Visualization）等语言工具，采用云端控制的集群进

行并行计算得到离散的成纤维细胞，表皮细胞及其他相关细胞的运动与相互作用，同时运算其与分

子尺度物质如生长因子的相互作用，运用此结果模拟皮肤组织受损后的修复进程，构建出瘢痕生长

趋势的数学模型。将点阵激光定义加入建立的瘢痕模型，运算瘢痕点阵激光治疗在治疗时间段、治

疗次数等方面的基本规律。 

结果 通过对瘢痕生长模型进行简化，剔除力学相关部分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与成纤维细胞密度，

成肌纤维细胞密度，TGF-ß 浓度，胶原蛋白密度相互耦合的偏微分方程系统，求解该系统，成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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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了瘢痕组织的形成与随后消退过程中胶原蛋白密度的变化趋势。基于此模型，我们给予点阵激光

刺激，观察到了激光刺激后的瘢痕生长的一些规律。 

成功模拟了瘢痕生长的增生期与稳定期，模拟结果显示瘢痕胶原蛋白由增生期升高至最高点后逐渐

降低进入稳定期；模拟了在增生期内进行单次与多次点阵激光治疗，比对模拟的治疗效果发现增生

期多次点阵激光治疗比单次点阵激光治疗的效果更好，即其不仅短期内有效降低胶原蛋白的最高密

度，且从长期来看，多次治疗后的瘢痕胶原密度均低于单次治疗的瘢痕；模拟了增生期与稳定期进

行单次激光治疗，发现在稳定期进行激光治疗得到的治疗效果要优于在增生期进行治疗的效果，这

表现于增生期治疗后瘢痕胶原蛋白密度轻微下降后继续升高，而稳定期单此治疗后胶原蛋白密度总

是比未经治疗的瘢痕胶原蛋白密度要低，这可以解释为何临床上瘢痕治疗效果随着介入时间点的不

同，治疗效果时好时坏。以上结果均与临床经验相符。 

结论 通过简化后的瘢痕生长模型进行的模拟实验，能够模拟出瘢痕生长过程中的趋势规律并得到

一系列与点阵激光临床治疗相符的结果。 

 

 

PO-0542 

会阴部广泛皮肤撕脱伤的临床治疗 

 
熊兵,赖文,李汉华,黄志锋,郑少逸,陈翰熙,邓医宇,孙传伟,刘族安,罗红敏,马亮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会阴部及其周围广泛皮肤撕脱并多器官功能衰竭的临床治疗方法 

方法  

2 例会阴部及其周围广泛皮肤撕脱，直肠、尿道、阴道损伤；肌肉坏死，骶骨骨折并外露；导致心

血管系统、肺、肾脏、肝脏、消化系统等多器官功能衰竭病例，经过多次清创、放置负压吸引、直

肠造瘘、皮瓣转移、植皮；液体复苏、呼吸机辅助呼吸、人工肾、抗感染及营养支持治疗。 

结果 2 例患者抢救成功，所有创面得以修复，心血管系统、肺、肾脏、肝脏、消化系统等脏器功

能恢复正常 

结论 彻底清创、负压吸引、液体复苏、抗感染及营养支持治疗等综合治疗措施能够解决会阴部广

泛皮肤撕脱伤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 

 

 

PO-0543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联合游离皮片移植治疗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

伤的临床体会 

 
郑林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总结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联合游离皮片移植治疗严重四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的临床体会。 

方法 严重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患者 10 例，先行手术清创，并采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期间持

续稀碘伏冲洗创面，5-7 天后根据创基情况，若仍有坏死组织，则再次行封闭式负压引流，若创基

组织新鲜，予以行游离皮片移植。对于二次封闭式负压引流者，5-7 天后行游离皮片移植并继续封

闭式负压引流，1周后拆除负压，并观察术区情况。 

结果 10 例中 7 例行一次负压引流后即植皮，2 例行两次负压引流后植皮，这 9 例均一次性植皮存

活。其中 1例因骨质毁损重，截肢后并发全身脓毒症而自动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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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有助于下肢皮肤撕脱伤的清创效果，及时引流局部坏死组织及毒素，促

进肉芽新鲜，且二期植皮后，不但发挥了局部制动作用，也给皮片存活创造了局部环境，封闭式负

压引流技术联合游离皮片移植治疗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但对于下肢撕脱伤

伴有局部骨质破坏等复杂创伤，全身状况差的患者，仍应积极考虑截肢。 

  

 

PO-0544 

应用轴型皮瓣修复下肢深度缺损创面---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袁斯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210000 

 

目的 下肢深度创面常伴有深部组织如肌肉、肌腱、血管、神经、骨骼、关节面外露，修复有一定

难度。本文回顾性分析我科应用轴型皮瓣治疗的下肢深度缺损创面病例，总结经验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8.1 至 2017.12 应用轴型皮瓣治疗的下肢深度缺损创面病例，分析内容包

括：（1）病史；（2）创面部位、面积等；（3）手术治疗方法；（3）随访结果。总结下肢深度创

面修复的皮瓣选择策略和效果。 

结果 共有 30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 19 例，其中创面位于大腿（2 例）、膝关节（1 例）、小

腿（6 例）、踝关节（2 例）、足底（17 例）和足趾（2 例）。致伤原因包括外伤（共 8 例）、肿

瘤切除（共 18 例）和感染（共 4 例）。所应用的皮瓣包括游离脐旁皮瓣 1 例、顺行股外侧肌肌皮

瓣 1 例、逆行股外侧肌肌瓣 1 例、腓肠神经营养皮瓣 2 例、顺行足底内侧皮瓣 19 例、逆行足底内

侧皮瓣 2 例、足背皮瓣 1 例、游离背阔肌皮瓣 1 例和趾底固有动脉皮瓣 2 例。所有皮瓣和供瓣区移

植皮片均成活。术后随访时间 6 个月至 2 年，所有患者皮瓣外观无明显臃肿、破溃，质地柔软。供

瓣区皮片无破溃，下肢功能基本正常。 

结论 带蒂轴型皮瓣可修复下肢各部位小到中等面积的深度软组织缺损。对于带蒂皮瓣无法一次覆

盖的大面积缺损，大面积游离皮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PO-0545 

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儿童烧烫伤瘢痕的护理体会 

 
黄玲,付青青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成人瘢痕的观察和报道较为广泛，但对于儿童的瘢痕治疗关注较少。

故此探讨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在治疗儿童烧烫伤瘢痕的疗效观察及护理体会。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在 2016 年 8 月-2018 年 8 月使用美国科医人 AcuPulse（微雕点阵王）治疗

296  例 734 人次的儿童烧烫伤瘢痕，并于每次治疗后观察了临床效果。通过照片前后比对、温哥

华瘢痕评估量表（VSS）主观的在瘢痕的色泽、血管分布、柔软度、厚度进行评估,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对瘢 8 痕伴随的瘙痒和疼痛进行评估，硬度计、色差仪客观的评估瘢痕厚度、硬度、颜色

及不良反应，并分别于每次治疗前、治疗后 1 个月进行拍照及评定比较，记录恢复过程的情况和不

良反应。 

结果 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儿童烧烫伤瘢痕后，通过照片、温哥华瘢痕评估量表（VSS）、视觉模

拟评分法（VAS）瘙痒及疼痛、硬度计、色差仪评估，结果显示每位儿童瘢痕的厚度、硬度、颜色

及伴随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相对单次治疗而言，治疗频次越多治疗效果相对较好，治疗后随

访 3-6个月，未发现不良反应。 

结论 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可以安全、有效地用于儿童瘢痕的治疗，治疗前后与患儿及家属进行健康

教育，并解除患儿及家属的心理顾虑，从而增加了儿童对于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的依从性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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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做好治疗后的护理，降低了治疗区的感染率。同时定期随访，对治疗后的疗效观察及治疗的延

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PO-0546 

自体富血小板血浆联合游离皮片移植术治疗颈部放射性溃疡一例 

 
郑林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自体富血小板血浆治疗放射性溃疡的疗效。 

方法 选取本单位收治的颈部放射性溃疡病人一例，前期经反复换药，经久未愈（病程已 4 个

月），本次清创后，基底凹陷，为瘢痕纤维组织，用离心法制备自体富血小板血浆，覆盖创面，7

天后打开敷料，进行定期换药，创面凹陷，肉芽未饱满，期间创面培养见铜绿假单胞菌。2 周后第

二次清创并自体富血小板血浆覆盖创面，7 天后再次打开敷料，定期换药，创面部分肉芽生长，残

余 1/3 无肉芽组织，再次清创，自体富血小板血浆覆盖，1 周后打开外敷料，定期换药。肉芽新

鲜，予以局部游离皮片移植，定期更换敷料并加压包扎。 

结果 在 3 次自体富血小板血浆修复放射性溃疡创面后，局部肉芽饱满、新鲜，后续 1 次植皮后，

创面皮片存活好，创面基本覆盖。 

结论 自体富血小板血浆能够释放多种因子，促进局部微循环重建，促进局部肉芽组织的形成，为

二期植皮提供良好的创基，且不存在免疫排斥和疾病传播风险，使用安全，制备简便快捷，在放射

性溃疡的治疗方面，值得进一步临床研究。 

  

 

PO-0547 

瘢痕内注射醋酸曲安奈德治疗体会 

 
付青青

1
,黄玲

1
,杨青青

2
,黎宁

1
,宋华培

1
 

1.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解放军第 324 医院 

 

目的 探讨增生性瘢痕内注射醋酸曲安奈德的治疗效果及其相关副作用的观察。 

方法 对 93 例共 132 块增生性瘢痕，首次注射前采用温哥华瘢痕评分量表（VSS）评定，采用曲安

奈德（40mg/1ml）联合 2%盐酸利多卡因（0.5ml）2:1 混合后多点瘢痕内注射，注射频次与疗程视

瘢痕大小、平软程度及瘢痕增生情况而定，给药剂量 40mg/ml，末次注射后用 VSS评分量表评定。 

结果 瘢痕内注射醋酸曲安奈德能明显改善瘢痕的疼痛、瘙痒症状，其中瘙痒平均改善率为

41.95%，疼痛平均改善率为 59.32%。能有效的改善瘢痕的外观，瘢痕组织变软、颜色变浅、厚度

减小，平均改善率为 20.12%。瘢痕内注射醋酸曲安奈德后有效率评价，无效率 29.54%，有效率

64.39%，显效率 6.06%。 

结论 曲安奈德能够有效抑制增生性瘢痕的生长，明显改善增生性瘢痕的疼痛、瘙痒症状，但也存

在可逆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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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48 

161 例整形病人关节术前术后的对比 

 
曹蕾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烧伤术后为利于皮瓣愈合、皮片粘附存活，常会包扎制动，因病人情况手术方式不同，目前

我科包扎制动时间多在 1 周-3 周，如创面愈合不佳则会制动更长时间。通过术前、术后关节活动

度的测量，发现部分患者在手术包扎制动后部分相关关节活动度有不同程度下降，但随后复查中继

续康复训练的患者关节活动度会慢慢恢复，整形部位关节活动度会优于术前。 

方法 选取 2013.06-12 间，161 位整形手术患者用量角器测得术前、术后手术相关及手术邻近关节

活动度，并通过评定关节及运动方向、关节运动方向改变情况、术前术后评定肢体分布、手术类

型、整形病人康复情况、复查情况等方面进行对比。 

结果 161 位手术患者进行术前术后评定，其中 46 人有术前术后评定，113 人有术前评定，2 人只

有术后评定，46 名患者进行对比后，手术部位关节活动度出现大小不等的下降，邻近关节活动度

下降情况不明显，有康复治疗的术后患者关节活动度恢复情况优于术后直接出院的患者。 

结论 通过术前术后各个关节活动度的对比，总结出长期制动对骨关节、肌肉系统的影响，给出

1、术前向病人讲解手术及术后注意事项及可能发生的问题（如术后长时间制动关节活动度、肌

力、ADL 可能下降等）；2、减少制动时间（5—7 天皮片粘附后即可开始主动关节活动训练，在手

术部位情况良好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的功能锻炼）；3、术后经评定功能明显下降的患者建议接受康

复治疗等建议，加强整形术后的效果，使患者术后部位尽快恢复相应功能；4、各个临床医生重视

患者术前术后评定，便于观察术后效果和治疗师制定康复计划。 

  

 

PO-0549 

真皮再生支架联合头皮移植治疗儿童大面积疤痕的临床及 

病理学观察 

 
袁斯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210000 

 

目的 皮片移植是治疗儿童大面积疤痕的主要手段，但常常遗留供皮区疤痕。头皮作为供皮区，如

取皮厚度适当可避免疤痕形成。本研究对真皮再生支架（Dermal Regeneration Template，DRT）

联合头皮移植治疗儿童大面积疤痕进行临床和病理学观察，探讨该方法的效果。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科应用 DRT（商标：PELNAC 或皮耐克，生产企业：日本 GUNZE 

LIMITED）治疗儿童大面积疤痕 7 例。治疗分两期进行，I 期手术切除疤痕，植入 DRT；I 期术后 12

天揭除硅胶膜，2 天后行 II 期头皮移植术，皮片厚度为 0.3mm。对一例胸腹部特大面积疤痕患儿，

分两次采取上述治疗，间隔 1 年；在第一次治疗的 II 期手术中部分疤痕切除创面直接用头皮片修

复。该患者在第二次治疗术中切取疤痕外侧正常皮肤、植皮区边缘疤痕、第一次 DRT 联合头皮移植

部位皮肤和单纯头皮移植部位皮肤标本，行 H-E 染色、Masson 染色、醛复红染色及扫描电镜进行

病理学观察。 

结果 7 例患者共进行 8 次 DRT 联合头皮移植手术。I 期手术后 12 天揭除硅胶膜后可见真皮支架生

长于创面上，血运良好。II 期手术移植头皮完全成活。随访 6 个月～2 年，植皮部位色泽质地良

好；头皮供区无疤痕形成，毛发生长正常。病理学观察可见 DRT 联合头皮移植部位皮肤的真皮层厚

度、真皮内纤维排列接近正常皮肤，明显优于疤痕和单纯头皮移植部位的皮肤。 

结论 DRT 联合头皮移植治疗儿童大面积疤痕能取得良好效果，避免供皮区疤痕形成。本研究结果

为儿童大面积疤痕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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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0 

使用压力垫抑制手部指蹼瘢痕增生的疗效观察 

 
马晓红,周亚琴,谭江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观察压力垫对烧伤后手部指蹼瘢痕增生的抑制疗效。 

方法 对照组：选取 20 例手部指蹼烧伤患者进行常规压力手套治疗；治疗组：选取 20 例手部指蹼

烧伤患者在进行常规压力治疗的同时，配合使用指蹼部位压力垫。 

结果 通过温哥华瘢痕量表对两组患者指蹼瘢痕增生状况进行评价，治疗组指蹼瘢痕的色泽、厚

度、血管分布及柔软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手部指蹼烧伤患者在进行压力治疗的同时，配合使用压力垫可起到加强指蹼凹面压力从而更

好的抑制瘢痕增生、软化瘢痕，并可降低再次手术的几率。 

 

 

PO-0551 

支具在烧伤病例中的应用 

 
陈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支具在烧伤病人中不同时期应用的效果和技术。 

方法 回顾 2012 年以来为烧伤患者分别量身定制的各个有挛缩趋势部位矫形器固定，并结合支具的

制作原理，总结其治疗效果和技术要点。烧伤部位有挛缩趋势的各个关节。支具介入时间为创面修

复期，早期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时支具用来作为良肢体位的摆放和功能位的维持。康复期对于各个受

伤关节挛缩的预防，松解术后：对于松解部位的固定，防止过度的活动影响皮片的存活，后期为了

巩固手术的效果，预防皮片的挛缩。 

结果 病人在烧伤早期、松解术后、佩戴不同目的支具达到了预防关节挛缩变形、辅助治疗提高关

节活动度的效果。 

结论 根据病情合理选择的烧伤系列支具临床应用效果明显，可以预防关节畸形的发生，更好促进

功能恢复。 

  

 

PO-0552 

BICU 中压力治疗的应用 

 
敖铭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1、探讨早期压力治疗对大面积烧伤患者远端肢体水肿的改善；2、探讨早期压力治疗对瘢痕

增生的预防作用 

方法 选取入住烧伤重症监护室且发生远端肢体水肿的患者，以弹力绷带/自粘绷带等压力用品，持

续施以压力。治疗师每日坚持给患者缠自粘绷带/弹力绷带，且每日时间超过 23h。整个治疗过程

持续 2-4周，测量患者手掌围度（掌横纹处）、掌指关节围度。 

结果 1、患者掌横纹围度较治疗前明显缩短，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1、压力治疗能有效减轻远端肢体水肿； 

2、压力治疗对增生性瘢痕有抑制的效果，长期坚持可促进增生性瘢痕的提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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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3 

烧伤小儿手掌侧康复个案对比治疗体会 

 
陈治余,余燃,黄玲,付青青,马晓红,刘秋石,陈南,曹蕾,周亚琴,敖铭,鲁博,李林军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创面修复期与创面愈合期手掌侧康复个案对比的治疗效果观察 

方法 2 列手部掌侧烧伤儿童，一列手部烧伤深 II 度患儿，在创面修复期边临床换药边做康复治

疗，我们针对小孩做了早期康复处方（体位摆放、早期主被动活动、支具），待伤口愈合后更改康

复治疗处方（关节活动度训练、压力制品、瘢痕按摩、支具调整、激光）的疗效观察；另一列为门

诊收治创面愈合后手掌侧患儿，之前未接触过康复，伤口愈合后开始做康复训练（关节活动度训

练、压力制品、瘢痕按摩、支具、激光）的疗效观察。我们采用温哥华量表、关节活动度量表  

结果 创面修复期康复患儿后期瘢痕偏粉红，色泽较浅、厚度 1=＞0 至 1mm、柔软的，掌侧关节活

动较正常关节活动度下降 10-30°;创面愈合期康复患儿掌侧挛缩明显，瘢痕偏红、色泽较深、厚

度＞2 至 4mm、弯曲的，康复后较之前明显增长 20°-45°，较正常关节活动度下降 30°-70°。两

列患儿对比，创面修复期康复更有利于瘢痕软化，预防因瘢痕导致关节挛缩畸形，但大部分家属不

能接受；创面愈合后康复易造成患儿关节挛缩畸形、瘢痕整形手术。 

结论 因烧伤儿童瘢痕增生易造成关节挛缩畸形，创面修复期的有效康复治疗有利于软化瘢痕，预

防挛缩畸形；创面愈合期康复治疗也能改善瘢痕情况，但明显劣于创面修复期康复治疗 

  

 

PO-0554 

100 列烧伤儿童瘢痕整形术后康复治疗体会 

 
余燃,陈治余,周亚琴,鲁博,黄玲,付青青,曹蕾,陈南,马晓红,李林军,刘秋石,敖铭,谭江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儿童瘢痕整形术后综合康复治疗对防止瘢痕挛缩畸形的复发的疗效观察 

方法 为防治瘢痕挛缩畸形复发，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我科进行四肢瘢痕整形术后及时

进行有效综合康复治疗措施（其中包括：支具、压力制品（弹力衣和压力垫）、瘢痕按摩配合硅酮

类药物、关节活动度训练及物理治疗）的疗效观察。在患儿整形术后，治疗患儿及指导家属 2 周，

嘱家属回家后坚持康复训练及佩戴压力制品和支具，并要求家属带患儿定期复查，复查评估（温哥

华量表和关节活动度量表）、调整压力制品和支具、指导康复训练方法。 

结果 随访术后 6~12 个月，通过每次关节活动度量表和温哥华量表，烧伤儿童瘢痕色泽、厚度、血

管分布、柔软度、关节活动度较整形术后大部分都有不能程度的改善，说明瘢痕术后的综合康复治

疗及指导，能有效防止瘢痕挛缩畸形复发率 95%，其中瘢痕挛缩畸形复发率较高的有 1.瘢痕体质 2.

家属坚持康复情况 3.患儿压力制品和支具未及时调整 

结论 患儿瘢痕挛缩畸形复发率较高，整形术后综合康复治疗对防止瘢痕挛缩畸形的复发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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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5 

烧伤急性肾损伤相关因素分析 

 
施燕,余天漪,刘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评估严重烧伤患者 AKI发生的危险因素，并讨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 AKI。 

方法 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两年内收治的 120 例烧伤面积≥30%TBSA 严

重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排除年龄小于 18 岁，或既往有肾功能不全或颅脑损伤的

患者，使用 AKIN 标准评估标准 AKI 的发生率。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方法

分析 AKI发生的相关因素。 

结果 严重烧伤患者的 AKI 的发生率为 35.3%，与烧伤面积、三度烧伤面积、吸入性损伤相关。烧

伤面积超过 50%TBSA 的患者，入院 3 天内进行手术者，AKI 发生率低于未进行手术者。相较于入院

后 5 天内发生的早期 AKI，术后发生的、非早期 AKI 发生率高。在接受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

阿米卡星和两性霉素 B 单一治疗的患者中，早期和非早期 AKI 发病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两性霉素

B与去甲万古霉素联合使用明显促进 AKI的发生。 

结论 严重烧伤患者具有相当高的 AKI 发生率，烧伤面积越大发生 AKI 风险越高。吸入性损伤、延

迟手术、同时应用两性霉素 B与去甲万古霉素均为烧伤患者 AKI发生的危险因素。 

 

 

PO-0556 

烧伤儿童定期回院复查的依从性分析 

 
周亚琴,余燃,谭江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怎样提高烧伤儿童定期回院复查的依从性。 

方法 对 2015年 7月至 2018年 6月期间烧伤儿童定期回院复查的情况进行统计并分析。 

结果 这 3 年期间共有回院复查儿童 1524 人次，796 名儿童，其中回院复查一次的儿童占 63%，回

院复查两次的儿童占 16%，回院复查 3 次的儿童占 8%，回院复查 4 次级以上儿童占 13%。数据显示

从 2015年 7月至 2018年 6月烧伤儿童回院复查的依从性虽然逐渐增加，但依旧不足。 

结论 烧伤儿童定期回院复查依从性整体较差。应多对烧伤儿童家长进行烧伤知识宣教、宣传资料

发放，让其明白定期回院复查的重要性。 

  

 

 

 

PO-0557 

复合真皮筋膜翻转皮瓣+可吸收性辅料修复下肢骨外露 

创面效果观察 

 
孙涛,张勋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750000 

 

目的 探讨复合真皮翻转皮瓣+可吸收性辅料修复下肢骨外露创面效果观察。 

方法 2010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笔者单位收治下肢骨外露患者 15 例，骨外露约 2.0cm*3.5cm-

4.5cm*25cm,经过复合真皮筋膜翻转皮瓣+可行性辅料覆盖，患者中男 13 例，女 2 例，年龄 1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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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岁，下肢骨外露 2.0cm*3.5cm-4.5cm*25cm,致伤原因：车祸外伤 12 例，烧伤 3 例。伤后 2d 入院

7 例，超过伤后 2 天入院 5 例 。患者 入院后完善相关常规术前检查，术中采用全身麻醉，彻底清

除骨外露周围坏死组织，尽可能保留重要神经、肌腱、血管，扩创后使骨外露周围组织新鲜。下肢

骨外露 2.0cm*3.5cm-4.5cm*25cm,设计复合真皮筋膜翻转皮瓣+可吸收性辅料修复，在骨外露处，

设计皮瓣，皮瓣为横行复合真皮翻转筋膜皮瓣，蒂部长约 2-3cm,外用大滚轴刀削除皮瓣表皮及部

分真皮组织，保留真皮网状层，外用手术刀切开皮瓣远端皮下组织，逆行横行翻转覆盖胫骨外露处

覆盖创面，翻转真皮组织上在移植大张中厚皮，将大张中厚皮打散在小孔，外用加压固定，术后给

予敏感抗生素抗感染对症治疗，并给予质子泵药物抑酸对症治疗，首次 7 天换药 1 次，随后 2-3 天

换药 1次，术后 14天打开辅料换药拆除缝线。 

结果 14 例病人皮瓣成活良好，1 例皮瓣远端出现部分坏死，经过换药，再次植皮后，创面修复。

术后随访 4个月-1年，患者皮瓣修复后皮瓣臃肿不明显，下肢功能影响小。 

结论 探讨复合真皮翻转皮瓣+可吸收性辅料修复下肢骨外露创面效果好，损伤小，对下肢功能影响

小。 

  

 

PO-0558 

穿支皮瓣在修复肩部及上臂皮肤缺损及骨外露创面效果观察 

 
孙涛,姚明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750000 

 

目的 穿支皮瓣在修复肩部及上臂皮肤缺损及骨外露创面效果观察 

方法 2013 年 1 月-2018 年 7 月，笔者单位收治上臂骨外露及肩部皮肤软组织患者 8 例，肩关节及

上臂骨外露约 2.0cm*3.5cm-4.0cm*6cm,经过穿支皮瓣覆盖，患者中男 6 例，女 2 例，年龄 15 岁-

55 岁，上肢骨外露 2.0cm*3.5cm-4.5cm*6cm,致伤原因：车祸外伤 5 例，烧伤 2 例，化学烧伤 1

例，患者 入院后完善相关常规术前检查，术中采用全身麻醉，彻底清除骨外露周围坏死组织，尽

可能保留重要神经、肌腱、血管，扩创后使骨外露周围组织新鲜。肩关节及上臂骨外露

2.0cm*3.5cm-4.0cm*6cm,设计侧胸部穿支皮瓣或旋肩胛皮瓣修复创面，术后给予敏感抗生素抗感染

对症治疗，并给予改善皮瓣微循环药物，首次 3 天换药 1 次，随后 2-3 天换药 1 次，术后 7-9 天打

开辅料换药拆除缝线。 

结果 8 例病人皮瓣成活良好，患者局部外形及功能均满意。术后随访 4 个月-1 年，患者皮瓣修复

后皮瓣有 1例略臃肿，须行皮瓣修薄术。 

结论 穿支皮瓣在修复肩部及上臂皮肤缺损及骨外露创面效果好，损伤小，对上肢及肩关节影响

小，效果良好，为此类创面修复提供新的方法。 

 

 

PO-0559 

Synthesis of Graphene Oxide-Quaternary Ammonium 

Nanocomposite with Synergistic Antibacterial Activity to 

Promote Infected Wound Healing 

 
Tengfei Liu,Gaoxing Luo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Bacterial infe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s in burn, trauma, 

and chronic refractory wounds and is an impediment to wound healing. Howe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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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t occurrence of antimicrobial-resistant bacteria due to the indiscriminate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 increases treatment cost and mortality, and has been a 

global issue threatening human health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us, it is 

imperative to find alternative ways to treat bacterial infec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graphene oxide-quaternary ammonium salt (GO-QAS) 

antibacterial nanocomposite was synthesized through amidation reactions of carboxylic 

group end-capped quaternary ammonium salt (QAS) polymers with primary amine-decorated 

graphene oxide (GO) to achieve high QAS loading ratios on nanosheets. The prepared GO-

QAS nanocomposite was systematically characterized for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for synergistic antibacterial activity, underlying 

antibacterial mechanisms and biocompatibility in vitro and in vivo. The impact of GO-
QAS nanocomposite on infected wound healing was investigated using a murine infected 

full-thickness skin defect wound model. 

Results GO-QAS exhibited synergistic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gainst bacteria through 

not only mechanical membrane perturbation, including wrapping, bacterial membrane 

insertion, and bacterial membrane perforation, but also oxidative stress induction. In 

ad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GO-QAS could eradicate 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 more 

effectively than conventional antibiotics. The in vitro and in vivo toxicity tests 
indicated that GO-QAS did not exhibit obvious toxicity towards mammalian cells or 

organs. Notably, GO-QAS topically applied on infected wounds maintained highly 

efficie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promoted infected wound healing. 

Conclusions GO-QAS nanocomposite could be applied as a promising antimicrobial agent 

for infected wound management and antimicrobial-resistant bacteria eradication. 

  

 

PO-0560 

新型敷料-美畅银在临床 II°烧伤治疗中使用体会 

 
罗滨林,姚刚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一般浅二度烧伤以创面换药保守治疗为主，但传统敷料或者生物敷料包裹，都会带来创面纱

布渗出多，揭除敷料患者疼痛不适，患者体适感差，美畅银-新型敷料使用目的就是在有效吸收渗

出，减少创面换药频次同时，也极大限度缓解患者揭除敷料时的疼痛不适。 

方法 在临床收治病例，并于同一患者不同部位或不同患者间采取凡士林油纱布、无菌纱布包扎固

定，以及美畅银-新型敷料、无菌纱布包扎固定，两种不同方式，通过换药时疼痛评分及创面修复

时间、愈合程度作对比。 

结果 通过临床治疗观察，美畅银-新型敷料的使用，缩短了创面愈合时间，有效缓解了患者创面换

药更换敷料时疼痛不适，避免了传统里层敷料与创面粘连紧密，撕脱不易或者造成新生上皮损害的

情况。 

结论 美畅银是一种采用了 Safetac 技术的接触型抗菌敷料，可有效地实现原位修复。根据烧伤特

点，选择无菌纱布作为二级敷料与之结合使用，换药时，仅需更换二级敷料，其结合了美皮贴和美

皮康银的双重优点，在其银技术提供抗菌活性基础上，对于 II°烧伤后轻中度感染创面有比较显

著的效果，同时 Safetac技术，避免再创，明显缓解患者更换敷料时的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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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61 

刃厚皮片回植烧伤中厚皮供皮区减轻瘢痕增生的临床观察 

 
张炜强 

龙岩市第一医院,364000 

 

目的 探讨采用刃厚皮回植烧伤患者中厚皮供皮区减轻其瘢痕增生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收治的 60 例烧伤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即刃厚皮组和对

照组,每组 30 例。2 组患者清创后，采用鼓式取皮机胶纸取皮法自大腿后外侧切取厚度为 0.30 mm

的中厚皮片,移植于烧伤创面上。刃厚皮组以滚轴刀切取厚度为 0.1～0.15 mm 的条状刃厚头皮移植

于中厚皮供皮区；对照组供皮区继发创面直接敷单层凡士林油纱加压包扎.。观察 2 组患者供皮区

的愈合时间以及瘢痕增生程度。对计量资料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 LSD 检验。 

结果 刃厚皮组中厚皮供皮区的愈合时间分别为(10.3±2.1)较对照组的(20.1±4.5)d 明显缩短(P

值小于 0.01)；刃厚皮组供皮区瘢痕评分为(3.5±0.2)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1.0±1.2)分(P 值小

于 0.01)。 

结论 采用刃厚皮回植烧伤患者中厚皮供皮区的方法可以明显缩供皮区创面愈合时间，减轻瘢痕增

生。 

  

 

PO-0562 

维生素 D3 对大面积烧伤早期肠道屏障起保护作用 

 
刘馨竹,游波,张玉龙,陈渝,姜北,殷素鹏,石云龙,陈平,陈婧,彭毅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目的 大面积烧伤后，机体缺血缺氧，会导致肠道屏障功能破坏，发生肠道细菌移位。本文探究维

生素 D3(VitD3)在大面积烧伤后对肠道细菌移位的作用。 

方法 建立 Caco-2 细胞单层模型，在给予 VitD3(10-7M)的条件下，予缺氧（1%O2,4%CO2，95%N2）

处理 6 小时和 12 小时，检测跨膜细胞电阻（TER），免疫荧光检测细胞间紧密连接结构，WB 检测

ZO-1、occludin 表达及 ERK 通路；建立 C57 小鼠大面积烫伤模型（30%总体表面积，III 度烫

伤），并予 VitD3（100ng/kg）处理，免疫荧光、WB 检测其肠黏膜 ZO-1、occludin 表达，并行肠

道细菌移位实验。 

结果 缺氧处理后， VitD3 处理组 TER 未发生降低，细胞间紧密连接未观察到明显破坏，ZO-1、

occludin 的表达无显著降低，且缺氧 6 小时后，与对照组相比，ERK 通路未激活；动物实验中，使

用 VitD3 处理组烫伤后 6 小时，肠上皮紧密连接未发生破坏，occludin 表达无降低，肠道细菌移

位数量也显著低于对照组。 

结论 维生素 D3对大面积烧伤早期肠上皮紧密连接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ERK 通路激活有

关。 

 

 

PO-0563 

枸橼酸在烧伤脓毒症急性肾损伤患者血液滤过中的抗凝作用观察 

 
李晓亮,李延仓,李琰光,肖宏涛,张健,娄季鹤,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对比枸橼酸抗凝与普通肝素抗凝在脓毒症急性肾损伤(SAKI)患者血液滤过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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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4 年 1—2018 年 7 月在郑州市第一医院烧伤科 ICU 住院的烧伤脓毒症患者 70 例，根

据其是否应用枸橼酸抗凝分为枸橼酸组 34 例和对照组 36 例，2 组都给予持续性血液滤过(CBP)治

疗，对照组使用全身肝素抗凝，观察组使用枸橼酸抗凝,剂量都为 10 mg/kg,观察 2 组血尿素(BUN)

与肌酐(Cr)值、活化凝血时间(ACT)值、出血率、预后情况等。 

结果 2 组治疗后的血尿素(BUN)与肌酐(Cr)值都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同时观察组治疗后的 BUN

与 Cr 值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的活化凝血时间(ACT)值分别为

(117.30±13.49)s 和(138.24±12.48)s,而治疗前分别为(114.29±10.59)s 和(113.19±18.50)s,

观察组治疗后的 ACT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有 6 例发生 2 级凝血;对照组有 15 例发生

2 级凝血,9 例发生 3 级凝血,2 组对比差异明显(P<0.05)。对照组的滤器寿命明显低于观察组

[(25.90±7.66)h vs(37.80±5.72)h,P<0.05]。观察组出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2.0%vs 14.0%),28 

d病死率低于对照组(20.0%vs 38.0%,均 P<0.05)。 

结论 烧伤脓毒症患者血液滤过中应用枸橼酸抗凝能更有效发挥抗凝作用,能改善肾功能,显著延长

滤器使用寿命,减少出血并发症,降低 28 d病死率。 

 

 

PO-0564 

MEEK 植皮在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修复中的应用探讨 

 
李晓亮,李延仓,李琰光 ,张健,肖宏涛,赵孝开,娄季鹤,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应用 MEEK植皮技术修复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的效果和适应症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2018 年 7 月在郑州市第一医院烧伤科 ICU 住院的大面积严重烧伤患者 40

例，均应用 MEEK 植皮技术修复，对创面 MEEK 皮片成活率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 48 h 内来院并早期

行 MEEK植皮手术患者 32例,3~7 d由外院转来后期 MEEK植皮患者 8例。 

结果 本组 40 例患者全部成活,其中 1 次 MEEK 植皮创面完全愈合 20 例;MEEK植皮成活率>70%10 例,

成活率<50%4 例及成活率<30%各 6 例。成活率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感染，其次是大面积烧伤后全身缺

血缺氧造成创面受床不佳，皮片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血运，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再者是休克期大量

输液后组织长时间持续水肿，至全身并发症多发，全身情况差。 

结论 MEEK 植皮技术在修复大面积深度（面积在 40%-70%TBSA）的烧伤创面的疗效确实,但在修复

80%-100%TBSA 面积烧伤时有一定适应症,皮片成活率受多种因素影响，故在临床工作中需要选择合

适的病例施行。 

 

 

PO-0565 

亲属供皮加自体皮肤混合移植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临床观察 

 
李晓亮,李琰光,张健,肖宏涛,赵孝开,娄季鹤,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回顾近 3 年采用亲属供皮加自体皮肤混合移植接力在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临床观察，探寻大

面积深度烧伤创面的修复方法 

方法 选择在郑州市第一医院烧伤科，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及亲属同意，采用亲属皮肤加患者头皮微

小皮片( 8 mm × 8 mm 刃厚皮片) 混合移植( 皮片间隔 5 ～ 10 mm) 接力的方法，修复大面积深

度烧伤早期削、切痂创面和部分大面积残余肉芽创面的 8 例患者，每间隔 7 ～ 10 d 待头皮愈合

后即再次手术。观察脓毒症发生率、感染持续时间、创面愈合时间、皮片成活率、皮片排异情况、

住院费用及后期患肢功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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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 例患者全部成活，头皮片混合移植后皮片扩展倍数为 1∶ 4 ～ 1∶ 8，一次可修复创面约

30% ～ 40%TBSA，术后 7d 皮片成活，成活率 80%～ 90%， 10 ～ 14 d 皮片融合成片。6 例亲属头

皮成活后排异不明显，外形及功能满意，全身感染、脓毒症及高代谢得到有效控制，1 例因经济原

因放弃治疗，1 例患者肢体移植皮片排斥反应明显，异体皮片在 1 周内有 50%被排斥脱落，通过自

体皮肤移植修复。 

结论 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皮源匮乏依然是制约其救治成功率的难题之一，亲属供皮是大面积深度

烧伤患者创面修复的新途径之一。与微粒皮、MEEK 植皮、细胞培养相比，亲属供皮不仅节省经

费、取皮方便、技术简单，皮片成活率高，可反复多次取皮，这为严重烧伤患者皮源不足、经费困

难提供了一种切实有效的救治途径。 

  

 

PO-0566 

超敏肌钙蛋白对老年严重烧伤后急性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的鉴别 

 
李晓亮,李琰光,张健,肖宏涛,赵孝开,娄季鹤,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超敏肌钙蛋白 T(HS-cTNT) 对老年严重烧伤后急性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鉴别意义。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2018 年 7 月在郑州市第一医院烧伤科住院的 60 岁以上的严重烧伤合并心力

功能障碍患者 46 例，其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24 例作为心肌梗死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22 例作为

心力衰竭组，再收集同时间段 60 岁以上严重烧伤无心功能障碍患者 24 例为正常对照组。依据血清

HS-cTNT 水平参考值 0.014 ng/ml，入院第 1 天测定各组入选对象的血清 HS-cTNT 水平；超声心动

图检测慢性心力衰竭组患者的心脏各腔径(左心室直径、左心房直径、右心室直径)及射血分数。 

结果 心力衰竭组血清 HS-cTNT 水平〔(0.36±0.10)ng/ml〕是正常对照组〔(0.03±0.01)ng/ml〕

的 18 倍(P<0.05);急性心肌梗死组血清 HS-cTNT 水平〔(3.02±1.83)ng/ml〕是心力衰竭组的 8 倍

(P<0.05)。当血清 HS-cTNT 的水平在 0.08~0.23 ng/ml 时对诊断慢性心力衰竭即有意义。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血清 HS-cTNT 水平与心功能分级、左心室直径、左心房直径、右心室直径呈正相关

(r=0.330、0.150、0.142、0.146,P<0.05),与射血分数呈负相关(r=-1.640,P<0.01)。 

结论 严重烧伤伴慢性心力衰竭老年患者血清 HS-cTNT 水平增高,其血清水平与心脏各腔径呈正相关,

与射血分数呈负相关。当血清 HS-cTNT 的水平在 0.08~0.25 ng/ml 时,可作为烧伤慢性心力衰竭与

急性心肌梗死的鉴别诊断点。 

 

 

PO-0567 

Preparation of Reduced Graphene Oxide-Tannic Acid 

Antibacterial Dressing to Promote Infected Wound Healing  

 
Tengfei Liu,Gaoxing Luo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Bacterial infection could aggravate wound deterioration, delay wound healing, 

and even cause sepsis and death.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prepare wound dressings 

with effectiv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to promote infected wound healing. Reduced 

graphene oxide (RGO) nanosheet has been reported to possess high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gainst a wide range of bacteria. This study aims to prepare a biocompa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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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d graphene oxide-tannic acid (RGO-TA) antibacterial wound dressing for infected 

wound treatment.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green one-step strategy is developed to fabricate RGO-TA 

dressing by using tannic acid (TA) to reduce graphene oxide (GO) nanosheets into RGO 

nanosheets and then interact with multiple RGO nanosheets via π-π interactions to 

form a template for the self-assembly of RGO nanosheets into the RGO-TA dressing. Then, 

the as-prepared RGO-TA dressing was characterized by SEM and FTIR.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RGO-TA was investigated by disc diffusion method, plate count method and 

bacterial morphology observation with SEM. The in vitro cytotoxicity of RGO-TA was 

evaluated by CCK-8 assay. The in vivo effect of GO-QAS on infected wound healing was 

evaluated using a murine infected full-thickness skin defect wound model. 

Results The result of FTIR indicated the successful synthesis of RGO-TA. The SEM 

images of RGO-TA revealed the microstructure of RGO nanosheets within the dressing. 

Besides, RGO-TA exhibited excelle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towards both Gram-positive 

and Gram-negative bacteria with no obvious cytotoxicity towards mammalian cells in 

vitro. The in vivo infected wound healing experiment indicated that RGO-TA could 

significantly eradicate pathogenic bacteria on wounds and facilitate the healing of 

infected wounds by accelerating re-epithelialization and granulation tissue formation. 

Conclusions The RGO-TA antibacterial dressing possessed excelle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biocompatibility, and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infected wound healing,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RGO-TA antibacterial dressing could be potentially applied as 

an ideal wound dressing for infected wound healing. 

  

 

PO-0568 

PiCCO 监测对烧伤机械通气患者液体复苏的临床指导意义 

 
李晓亮,李延仓,张健,韩大伟, 娄季鹤,田社民,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 PiCCO多项指标在烧伤机械通气患者休克期变化趋势及其临床指导意义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 ICU 收治的 68 例大面积烧伤气管

切开患者的 PiCCO 监测数据。分机械通气组、非机械通气组，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伤后

12h、24h、36h、48h、72h）血流动力学值、血气分析指标（氧合指数、血乳酸）、休克期第一、

二个 24h 的补液总量、休克期后（48h-72h）肺水肿、胸腔积液的发生率；机械通气患者依潮气量

不同，分为三组（6ml/kg 组、10ml/kg 组、15ml/kg 组），比较三组不同时间点组间及组内 CI、

ITBVI、SVRI、EVLWI 指标的差异性及相关性分析。 

结果 PiCCO 监测显示 CI 在烧伤后 24h 最低，48h 恢复正常；ITBVI 伤后 24h 均处于低水平， 36h

增至最高点；EVLWI 伤后 12h 最高，48h 后回落至正常。SVRI 伤后 36h 均较高，48h 后恢复正常。

机械通气组较非机械通气组氧合指数高（P＜0.05），伤后第一个 24h、第二个 24h 液体补充总量

少（P＜0.05）；入院 72h 肺水肿或胸腔积液的发生率低（P＜0.05）。机械通气组患者休克期内

EVLWI、ITBVI 均存在明显异常（P＜0.05），休克期过后逐渐恢复正常，其中 EVLWI 与 ITBVI 呈正

相关（r=0.29，P＜0.05），与 SVRI 呈负相关性（r=-0.14，P＜0.05），SVRI 与 CI 呈负相关

（r=-0.53，P<0.05）。烧伤机械通气患者休克期内潮气量小幅波动（6ml/kg 增至 10ml/kg）即至

血流动力学（CI、ITBVI、EVLWI、SVRI）异常（P＜0.05），休克期后潮气量小幅变化患者血流动

力学未见异常（P＞0.05），但潮气量过大时（15ml/kg）血流动力学有明显异常（P＜0.05）。 

结论 PiCCO 多项指标在烧伤机械通气休克期液体复苏过程中，能够更准确、更敏感显示患者血流

动力学变化，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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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69 

整形患者供皮区创面的修复 

 
田社民,魏莹,李允,查新建,杨焕纳,韩大伟,韩波,陈志坚,贺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提高整形患者取皮后供皮区的愈合质量，减轻瘢痕形成，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2010 年以来选择瘢痕整形患者 35 例，以背部、侧躯、大腿等作为供皮区应用鼓式、电动或

气动取皮刀取厚中厚皮进行功能部位整形。同时取头皮等部位刃厚皮回植供皮区，常规加压包扎换

药处理 

结果 35 例整形患者功能部位整形后外观及功能得到改善，同时供皮区创面愈合良好，无瘢痕增生

之各种症状体征，局部柔软，回访效果满意。 

结论 烧伤后瘢痕整形患者多以解决关节功能部位功能为主，整形手术中需要中厚以上的供皮，供

皮区往往再次遗增生留瘢痕是美中不足。通过应用接力供皮可改善这种状况，接力供皮区以头部首

选，效果更满意。值得临床推广。 

 

 

PO-0570 

糖尿病足溃疡的修复与治疗 

 
王常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糖尿病足的诊治经验，探讨该病的最佳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9年 9月至 2011年三月期间 60例糖尿病足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60 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通过应用外科清创、VAC 技术对 Wagner 不同分级的糖尿病足进行充

分的创面准备，并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分别采用新型敷料、自体干细胞移植、高压氧舱、细胞生长因

子、组织工程脱细胞真皮 Apligraft、减压支具、植皮或皮瓣移植整形技术等不同的个体和联合化

修复方式进行修复，50 例糖尿病足患者得到修复，平均疗程为 3 至 4 周， 5 例患者因血糖控制不

佳放弃治疗，3 例患者溃疡复发经过换药和重新植皮很快得到修复，有 2 例患者因并发严重心脏病

死亡。 

结论 糖尿病足病情复杂多样，在调整治疗全身基础疾病，严格控制血糖，防治感染，利用内外科

方法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的基础上，关键在于对创面的处理和准备并根据患者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单

独和联合修复技术进行修复。 

  

 

PO-0571 

PICCO 监测技术在严重烧伤救治中的应用研究 

 
田社民,李晓亮,黄红军,薛继东,肖宏涛,王磊,李允,查新建,冯可,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 PICCO 监测技术在严重烧伤患者监测中的应用方法，应用范围以及对严重烧伤救治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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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严重烧伤患者进行监测，患者入院后尽早留置中心静脉管道（根据要求至少选择两腔以

上的导管）、股动脉导管，正确连接各种管道，并根据 PICCO 监测的要求注射冰盐水，得出各种数

据。动态观察严重烧伤患者不同时期（休克期、回收期、感染期以及手术前后）各种指标的变化，

分析各种指标变化的意义。同时综合分析病情变化并给予治疗上干预。同时与应用一般常规监护的

病人进行对比。 

结果 2015 年 1 月以来选择 BICU 严重烧伤患者 40 例进行持续监测，操作顺利，利用各种指标的变

化结合患者病程分析病情，较好的起到了监测病情变化、提供治疗措施干预的依据。取得了一定的

经验与体会，为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打下了基础。 

结论 PICCO 监测技术因提供的监测指标多、呈动态变化，对严重烧伤患者的诊治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尤其是对休克期液体复苏的指导、围手术期生命体征的监测、脓毒症患者的诊治等显示出其

重要的应用价值，值得 BICU医务人员认真进一步扩大应用研究。 

 

 

PO-0572 

成纤维细胞联合脱细胞真皮促进创面愈合的实验研究 

 
王常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人成纤维细胞联合脱细胞真皮促进创面愈合的可行性 

方法  (1)将培养的人皮肤成纤维细胞联合异种脱细胞真皮移植治疗裸鼠皮肤全层缺损创面，观察

创面修复效果。(2)取 6--8 周领 的 BALB/c 裸鼠八只，常规制作背部全层皮肤缺损创面，随机分为

四组：A、B、C 组分别用含人皮肤成纤维细胞联合异种脱细胞真皮 MATRIDERM，异种脱细胞真皮

MATRIDERM，人皮肤成纤维细胞，移植于皮肤缺损创面，D 组用创面空置为对照，观察创面修复情

况、局部炎症反应，并记录创面愈合时间。 

结果 移植后 A 组愈合良好，局部炎症反应轻微，无出血、积脓、坏死，创面愈合时间较 B、C、D

组明显缩短(p<0.05或 p<0.01)。 

结论 以皮肤成纤维细胞联合异种脱细胞真皮可用于皮肤缺损创面的修复治疗。 

 

 

PO-0573 

重大突发事件中烧伤病人的系统化救治 

 
曹大勇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本单位烧伤治疗中心是河南省重点专科及河南省烧伤网络诊治中心，通过对烧伤患者推行系

统化、网格化、规范化的预防、现场救治、转运、分病区治疗、重症治疗、心理干预、康复锻炼、

回归社会等一系列积极措施，进而打造出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烧伤患者救治体系和救援人员培训体

系。 

方法 本中心可针对网络下的现场急救人员（包括内外科医师、住院医师、理疗师和护理人员）提

供急救培训，同时通过积极的预防宣教、现场救治、转运、临床救治、康复锻炼、心理干预、社会

满意度调查等建立起一个切实可行的系统化救治体系。 

结果 对本体系实施前后省内火灾发生率、患者死亡率、临床救治率、康复情况、伤后社会生活满

意度调查等综合考核评估，证明本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395 

 

结论 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省会郑州又为工业区环绕，突发成批烧伤较为多见。作为烧伤治疗专

业从业人员，我们虽不能对灾难做到防患于未然，却可以通过对重大火灾成批烧伤救治经验的总结

和研究，拾遗杏林，以惠民众。 

 

 

PO-0574 

小鼠糖尿病全层皮肤缺损模型的建立 

 
曹大勇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本实验在链脲佐菌素（STZ）诱导 ICR 小鼠糖尿病模型的基础上复制全层皮肤缺损模型，观察

创面愈合时间的变化及 VEGF 的表达水平，旨在探索构建小鼠糖尿病创面修复模型的新方法，为后

续研究提供可靠的动物模型。 

方法 36 只四周龄 ICR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两组，其中普通对照组（ND 组）12 只，高脂饲料+STZ 组

（HS 组）24 只。两组小鼠均于 4～15 周龄各周测量体重，于第 4、8、9 及第 10～15 周龄时每周测

量空腹血糖值。喂养 4 周后，HS 组小鼠腹腔注射 STZ 80mg/Kg 诱导糖尿病，将空腹微量血糖值

≥11.1mmol/L 的小鼠纳入糖尿病组(DM 组)。糖尿病建模成功 4 周后（13 周龄）两组小鼠进行全层

皮肤缺损模型的复制。术后分别进行创面换药、照相、取材。NIH ImageJ 图像分析软件进行创面

愈合率的测定，Real time-PCR检测创面组织 mVEGF-A的表达。 

结果 经 STZ 腹腔注射后，DM 组小鼠血糖显著升高，达 18.76±1.75mmol/L，与 ND 组的

7.30±0.62 mmol/L 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同时观察到建模后小鼠尿量增加、体重下降，

糖尿病成模率为 100%；且高血糖水平至少可维持 6 周。糖尿病小鼠建模 4 周复制全层皮肤缺损创

面后，其创面愈合较 ND 组延迟，术后第 7、10、14 天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术后第 7

天，DM组创面组织 mVEGF-A mRNA表达水平也低于 ND组（P<0.05）。 

结论 高脂饮食+STZ 诱导小鼠成糖尿病模型方法切实可行，建模成功率达 100%，且高血糖状态持续

稳定，最少可保持 6 周。构建的糖尿病小鼠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创面愈合率较正常小鼠明显延迟、

mVEGF-A的表达亦减低，可应用创面愈合的相关的动物研究。 

  

 

PO-0575 

两种罕见皮肤软组织感染病例治疗经验总结 

 
卫长荣 

四平市烧伤整形医院 

 

目的 Fournier 坏 疽（Fournier′s gangrene，FG）专 指发生于外生殖器、会阴或肛周的坏死性

筋膜炎 

（necrotizing fasciitis，NF），是一种不常见但进展迅速、致死率高的感染性疾病。本文旨在

初步总结近 12 年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整形烧伤外科收治的 

12 例 FG 患者的病例资料，分享治疗体会，以期提高早期确诊率并规范临床诊治水平，进而降低

病死率。 

坏疽性脓皮病(是一种以皮肤破坏性溃疡和疼痛为特征的反应性炎症性罕见的皮肤病。临床少

见, 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常合并 Crohn 病 、溃疡性肠炎 、关节炎、白塞病、慢性活动性

肝炎 、血液病和恶性肿瘤等系统疾病, 多数学者认为 PG 为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及病理表现均

无特征性, 易漏诊和误诊, 诊断主要依据临床特点及排除其他相关疾病[。 

通过对这两种罕见感染病例回顾，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足，总结经验避免以后再次反生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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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目前坏疽性脓皮病的治疗方案没有金标准［，临床上一般首选以糖皮质激素为主的免疫干

预，若单独应用糖皮质激素无效时， 或帮助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时，可联合应用免疫抑制剂，如

硫唑嘌呤、环孢素等， 对于系统应用免疫抑制剂有禁忌证者，也有外用他克莫司治疗有效的报

道，还有一些文献报道了生物制剂治疗坏疽性脓皮病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局部创面

的处理十分重要，曾有多篇文献报道骨折、手术外伤等可诱发坏疽性 脓皮病，因此在清理创面时

应避免有创操作，减少再次损伤。 

治疗方案：一旦怀疑 FG，应立即急诊手术。首次清创应尽量去除坏死组织，同时沿筋膜间隙充分

探查，保证引流通畅。任何皮肤红肿、硬结或握雪感都提示深方存在可疑病灶。由于初期伤口渗出

严重，通常需要于首次清创后 24~48 h 之内再次安排手术。 

在清创过程中，NPWT 的运用极大地方便了临床，它具有改善局部血运、缩小创面范围、促进肉芽

组织生长、减轻组织水肿及降低细菌负荷等多方面优势。同时降低手术难度，增加直接缝合的机

率，减少植皮范围。 

结果 病例一例创面封闭愈合，一例病例出院后死亡 

结论 总结治疗经验，弥补后期再次出现不足 

 

 

PO-0576 

瘢痕治疗方法的改进 

 
卫长荣 

四平市烧伤整形医院 

 

目的 瘢痕是常见病和多发病,  是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发生在面颈部等外露部位的小面积

瘢痕很常见, 虽然大多不会造成患者的功能障碍, 但因影响美观, 是整形外科和美容外科的日常工

作对象。患者往往期望能够彻底消除瘢痕,   恢复正常的容貌,   对瘢痕治疗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整形美容外科医师在其日常工作中既要去除瘢痕, 改善面貌, 又要尽量避免有损伤的治疗产生

新的瘢痕。那么, 如何防治瘢痕, 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瘢痕常用的非手术治疗方法主要有激光疗法 、冷冻疗法 、放射疗法、瘢痕内药物注射疗法

及中医中药治疗等。激光疗法常用 CO2  激光, 主要是通过激光对瘢痕的烧灼 、气化或碳化

作用 , 去除瘢痕, 目前点阵激光的出现为表浅瘢痕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手段。冷冻治疗是用冷冻剂

来破坏瘢痕组织细胞和血液微循环,    使其坏死脱落, 同时可以导致瘢痕组织水肿和细胞间隙

增大, 瘢痕密度减小, 使皮质激素等药物瘢痕内注射更为容易和有效。浅层 X 射线和 β 射线均

可使成纤维细胞数量大幅度地减少, 功能受到损害, 胶原纤维和基质的合成减少, 胶原纤维的分解

增 多 , 使 瘢 痕 得 以 变 平  、 变 软  , 一 般 每  1 ～  2 周 照 射 一 次 , 每

次 300 ～ 500 rad, 连续 4 ～ 

6次为一个疗程。瘢痕内注射比较常用的药物是曲安奈德 、得宝松 、透明质酸酶 、 

5-氟尿嘧啶等 , 多选择以曲安奈德为主的 2 ～ 3种药物混在一起使用, 1 ～ 4周注射 

1次, 4 ～ 8次 1 个疗程。这些办法一般用于小面积的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 

结果 瘢痕防治动态综合疗法与综合治疗方法之间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明显不同。瘢痕防治动态

综合疗法的基础是瘢痕的综合治疗, 因此二者的主要治疗措施是一样的, 但在治疗策略上有很大区

别, 瘢痕防治动态综合疗法是对瘢痕形成与治疗总体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疗策略, 不但

包括治疗, 更强调预防, 尤其是从创伤早期和手术之初即开始注重预防瘢痕的发生 ;不但适合于已

形成的瘢痕防治, 而且适合于各种手术和创伤处理 ;不但强调瘢痕需要采用综合方法治疗 , 而且

强调在有创的治疗后又会有发生新的瘢痕风险, 需要动态治疗, 突出了瘢痕防治的复杂性。而瘢痕

的综合治疗主要是强调瘢痕治疗没有特效方法,需要采用综合方法。 

结论 瘢痕的综合治疗，才能取得最后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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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77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dermis in third-degree burn 

and thermal-crush injury in dorsal part of hand 

 
Chujun Li,Gang Yao,Hao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artificial 

dermis combined with epidermal skin graft for repairing third-degree burn and thermal-

crush injury of the dorsal part of hand. 

Methods Eight patients with third-degree burns or thermal-crush injury in the dorsal 

part of hand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Plastic& Burns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uly 2018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ll wounds were 

treated with the artificial dermis(Lando, China) after eschar excision ,then repaired 

the wounds with epidermal skin graft after 2~3 weeks. Then all patients were 

instructed to perform hand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combined with silicone 

gel anti-scar treatment after the surgery. 

Results All the 8 patients’skin graft survived completely, the hand function 

recovered well with no obvious scar hyperplasia and pigmentation. 

Conclusions Artificial dermis repairing third-degree burn and thermal-crush injury has 

good effect on the tissue defect of the dorsal part of hand. It can avoid or reduce 

the damage of the donor area caused by the repair of skin soft tissue defec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PO-0578 

小儿烧伤早期液体复苏的临床体会 

 
林国安 

解放军第 159 医院烧伤中心 

 

目的 探讨小儿严重烧伤早期液体复苏临床相关问题。 

方法 通过分析小儿烧伤输液公式、小儿液体疗法的基本原则以及笔者在小儿严重烧伤早期液体复

苏的临床经验，结合小儿生理特点，探讨小儿严重烧伤早期液体复苏临床相关问题。 

结果 小儿烧伤休克发生率高、发展快、预后差，死亡率高。对小儿烧伤合并休克者，应迅速评估

伤情，立即建立静脉通道（如果静脉穿刺困难，要果断进行大隐静脉切开），尽快恢复有效循环血

量。休克初步纠正后再进行全面伤情评估，制定输液计划。无论采用何种补液公式，都是对液体总

量和单位时间内输液量的经验性预测。具体实施时，液体总量可以参考补液公式的计算结果，而单

位时间内的输液量应根据每个烧伤患儿的具体情况，参照小儿外科液体疗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个体

化液体复苏。 

结论 小儿烧伤早期液体复苏液体总量可以参考补液公式的计算结果，单位时间内的输液量应根据

每个烧伤患儿的具体情况，参照小儿外科液体疗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个体化液体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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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79 

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特点 

 
林国安 

解放军第 159 医院烧伤中心 

 

目的 通过笔者单位收治的儿童烧伤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儿童烧伤的变化特点。 

方法 将 1962 年 6 月 1 日～2012 年 5 月 31 日笔者单位收治的 16925 例 14 周岁以下儿童按入院时

间先后每 10 年为一组共ＡＢＣＤＥ5 组；按年龄大小每 1 岁 1 组共 14 组；按生理发育不同分为婴

幼儿期（＜0 且≤3 岁）、学龄前期（＜3 且≤7 岁）和学龄期（＜7 且≤14 岁）3 组。用 SPSS1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儿童占同期烧伤住院病人的 52.7%（16925 例/32127 例），近 10 年儿童烧伤住院比例上升至

61.1%,住院儿童中≤3 岁的比例高达 80.2%，显著高于其他各组。小儿热力烧伤总比例高达

93.4%，其中热液烫伤 74.8%为最高，火焰烧伤为 18.6%次之。50 年间儿童热液烫伤由 54.6%逐渐上

升至 85%；而火焰烧伤由 41.3%逐渐下降至 10.3%。＜0 且≤3 岁半数致死总面积和半数致死Ⅲ度面

积均为最低，＞3 且≤7 岁次之，＞7 且≤14 岁组最高，分别为分别为 58.29%和 34.98%，67.61%和

43.12%；73.82%和 46.03%。 

结论 3 岁以内婴幼儿是儿童烧伤的高危人群。近 10 年来，豫南地区 3 岁以内婴幼儿占儿童烧伤人

数的 80%以上, 80%以上为热液烫伤；3 岁以内的婴幼儿半数致死总面积、半数致死Ⅲ度面积为最

低，说明相同死亡率时 3 岁以内婴幼儿烧伤面积更小，相同面积的情况下死亡率更高，应加强对 3

岁以内婴幼儿的看管和保护，并高度重视 3岁以内婴幼儿烧伤的临床治疗。 

 

 

PO-0580 

矫形器固定束带的作用 

 
易南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固定带的约束力是夹板固定的动力来源和外载荷，是临床治疗的生物力学首要环节和敏感参

数。探讨依据生物力学的矫形器固定系统之一的固定束带的临床作用。 

方法 利用矫形器固定、稳定、预防和矫正畸形、减免轴向承重和抑制组织挛缩等人体的生物力学

作用，关注矫形器设计中与固定带设计相关的受力点、力的大小及方向、固定束带的张力、衬垫压

力等诸多问题的临床作用。 

结果 固定带系统可以控制、代偿或补偿病理情况下的生物力学改变，共同达到力的矫正与平衡，

避免压力过大引起肌肉组织受损等。 

结论 矫形器固定是以固定束带、夹板、衬垫、动力装置等组成局部外固定系统，依据生物力学设

计的矫形器固定带的正确使用，对矫形器的临床治疗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PO-0581 

早期应用踇甲皮瓣修复拇指毁损性电烧伤的临床研究 

 
侯宏义,徐志刚,官浩,谢松涛,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研究拇指毁损性电烧伤术伤后，早期应用踇甲皮瓣修复后的手指功能恢复情况。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399 

 

方法 2007 年 7 月一 2017 年 10 月共行 25 例拇指电烧伤后早期应用踇甲皮瓣移修复，从术后手指

功能等方面综合评价，并对比伤后 72小时前、后手术的效果。 

结果 术后随访 12-18（15±3）个月，皮瓣全部成活，25 例手指综合评分，优良率 72%，对比伤后

72 小时前、后手术，优良率分别为 85.7%,、54.5%。术后出现伤口不良并发症 5 例患者，伤后 72

小时以内手术 1例，72小时以后手术 4例，P<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拇指毁损性电烧伤早期应用踇甲皮瓣修复，能最大限度恢复拇指功能，并且越早期手术并发

症越低，修复效果越好。 

 

 

PO-0582 

持续封闭负压引流联合皮瓣修复臀部压疮的临床效果 

 
计鹏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持续封闭负压引流（ ｖａｃｕｕｍ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ｄｒａｉｎａｇ

ｅ ， ＶＳＤ ）及多种皮瓣修复臀部深度压疮的临床治疗效 

果 

方法 选取本科室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６－０１收治的３５例臀部深度压疮患者，行充分术前

准备，首次手术彻底清创并保留 

ＶＳＤ装置，二次手术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皮瓣封闭创面，并做好术后护理工作。 

结果  ３５例患者术后均 Ⅰ 期愈合，随访３～１８个月，所有患者压疮创面愈合良好，无复

发。 

结论 联合应用 ＶＳＤ技术及多种皮瓣可有效修复臀部深度压疮，明显缩短疗程，术后复发率低，

是治疗此类患者的理想方法。 

 

 

PO-0583 

扩张的上臂皮瓣行烧伤后全耳郭再造围手术期护理 

 
贺芳,景福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扩张上臂皮瓣行烧伤后全耳廓再造围手术期护理的效果。 

方法 将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72 例上臂皮瓣行烧伤后全耳廓再造患儿作为本文的观察对象，将其随机

分为两组，即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儿 36 例，给予常规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观察组患儿 36

例，在其基础上加入护理干预进行护理，观察两组患儿经护理后的效果情况。 

结果 对照组患儿经护理后的效果与观察组患儿经护理后的效果比较，观察组的更优（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常规护理上加入护理干预对扩张上臂皮瓣行烧伤后全耳廓再造患儿的围手术期进行护理的

效果显著，值得临床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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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84 

APACHEⅡ评分系统在重症烧伤救治中的指导意义 

 
姚明

1,2
,魏通坤

1,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目的 了解并研究 APACHE-II 评分系统在严重烧伤的运用价值，从而指导临床医生对严重烧伤的疾

病严重程度进一步的把握，并对其更好的治疗，提高严重烧伤患者的生存质量。 

方法 通过对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2010 年 1 月—2014 年 8 月间确诊为严重烧伤病人

（包括重度烧伤和特重患者）的 177 例住院患者的临床分析。收集患者性别、年龄、24 小时的生

理指标最差值，其中包括（体温，平均动脉压，心率，呼吸，血气分析（PO2、PH 值），血清 Na，

血清 K ,血清肌酐，血细胞比容，白细胞计数等）。另外包括对患者入院的慢性病史的调查及对患

者进行 GCS 评分。每一项都记录入院 24 小时最差值，并按照 APACHE Ⅱ 评分进行评分，每个患者

可得出相应的评分值并给予计算每例患者死亡风险预测 R 值。另外按照第八版外科学的介绍的评分

进行分组（小于 8 分组，8-15 分组，15-20 分组，大于 20 分组）。另按患者的诊断对烧伤严重程

度的情况进行分组（可分为重度烧伤组、特重度烧伤组）。另外按照患者的存活情况分为（存活

组、死亡组）。并对组间进行分析，得出 APACHE Ⅱ 评分与各组间相关性。 

结果 （1）APACHE Ⅱ 评分能够适用于严重烧伤病人。（2）APACHE Ⅱ 评分评分越高，其烧伤严

重程度越大，对特重度烧伤更加的明显。同样 APACHE Ⅱ 评分评分越低，其烧伤严重程度越小，

死亡风险越小。（3）APACHE Ⅱ 评分评分越高，其患者的死亡率较越高。死亡风险预测值 R 的绝

对值越大。（4）APACHE Ⅱ 评分从来另一方面来评价烧伤病情情况，比较适用于特重度烧伤病

人。 

结论 APACHE Ⅱ 评分从来另一方面来评价烧伤病情情况，比较适用于特重度烧伤病人。 

  

 

PO-0585 

探讨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的护理措施 

 
贺芳,景福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探讨护理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的临床措施 

方法 对本院 2017 年-2018 年收治的 42 例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的临床护理进行回顾性

分析 

结果 本次研究的 42 例患者中 18 例未进行气管切开手术，经治疗护理，均全部治愈并出院，另 24

例进行气管切开手术的患者，有 2 例发生肺部感染，1 例出现呼吸衰竭现象，经救治后恢复，其余

均治愈并且出院 

结论 对于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失的患者，应该及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随时观察患者的病

情发展，积极处理创伤表面，控制机体感染的发生几率，可以有效的提高患者的临床恢复效果和治

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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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86 

大面积烧伤患者康复护理体会 

 
贺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分析大面积烧伤患者康复期的临床护理措施和效果 

方法 对 30例大面积烧伤住院患者的临床护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组 30 例大面积烧伤的患者在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护理措施,所有患者均获得很好的治疗效

果，并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 

结论 良好的有效的护理措施是保证大面积烧伤患者顺利康复的重要保证。 

 

 

PO-0587 

认知行为在青年女性面部烧伤心理护理的应用效果分析 

 
贺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认知行为在青年女性面部烧伤心理护理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收治的 161 例面部烧伤青年女性患者临床资料，将其分

为对照组(80 例)、观察组(81 例)，前者采用常规护理，后者给予心理并认知行为护理，观察比较

两组护理疗效及生活质量度。 

结果 两组护理后 SAS、SDS 评分均较护理前下降，但对照组下降程度小于观察组(P＜0.05)；且对

照组 GQOL-74评分中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及社会功能评分等均较观察组低(P＜0.05)。 

结论  

青年面部烧伤女性患者实行心理并认知行为护理能有效缓解其心理压力，提高生活质量，值得护理

学临床应用与推广。 

  

 

PO-0588 

儿童烧伤患者致伤原因分析及防范策略 

 
田社民,韩大伟,魏莹,杨焕纳,韩波,查新建,贺芳,李允,陈志坚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计分析儿童烧伤患者的致伤原因及特点，为烧伤预防提供防范依据。 

方法 对我院烧伤科科室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12 岁以下儿童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统计，大致分为新生儿、婴幼儿、学龄期儿童三个年龄段，烧伤原因分为：热液（热水、热

奶、热粥等）、火焰、特殊原因（电、化学）、其他类（热水袋等） 

结果 五年半以来，12 岁以下儿童烧伤患者资料约 4200 余例。烧伤原因情况（排序）如下：新生

儿：热水、热水袋、其他；婴幼儿：热液（热水、热粥）、火焰、电、化学、其他；学龄期儿童：

火焰、电、化学、其他类。新生儿烧伤主要与洗澡有关；婴幼儿多发生于吃饭时、喝水时、洗澡

时，另外无知好动的特性常常引起火焰、电以及其他化学类物质致伤；学龄期儿童则是玩火玩电等

行为的结果，且大多发生在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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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烧伤原因总的来说责任在家长，婴幼儿及以下儿童属于家长监管、照顾不到位引起；学

龄期儿童除了监管外还有老师及家长教育不力有关。家长的防范意识提高、责任心加强将是避免儿

童烧伤的决定性因素。 

 

 

PO-0589 

一级质控管理在烧伤科护理持续质量改进中的应用 

 
姚苗,马惠珍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750000 

 

目的 探讨一级质控管理在烧伤科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的具体做法及实施效果。 

方法 方法  介绍一级质控在烧伤科的应用，包括制定质控计划，建立质控小组，明确岗位职责，

具体实施方法，并进行反馈，总结，追踪检查，从而对烧伤科护理质量进行持续改进。 

结果  规范化，科学化的一级质量控制在科室质量持续改进中的作用显著，提高护理质量 ，保障

患者安全，提高患者满意度。 

结论 护理安全是护理管理永恒的主题，护理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安危 。护理质量是医院

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护理工作的核心，是护理管理的重点。护理质量管理重点在于预防问题的

发生，而不仅仅是事后的检查和补救，只有事前控制，才能填预防为主的思想，做到前馈控制。护

理质量检查不仅是为了反映护理工作质量，更重要是找出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

施
]
。为保证护理质量，最有效和主要的质控方式应是自我控制，因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对每一个

部门，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的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控制。烧伤病区一级质控体系的

建立，体现了质量管理为患者服务的目的，充分地调动了各级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质量意

识，从而实现了人人参与管理，层层有效控制，各项护理工作质量均达标的目的，并且提高了住院

患者的满意度。说明科学规范的实施一级质控，可以有效的提高护理工作质量，确保护理安全，护

理质量持续改进。只有坚持持续的质量改进，才能使医院的护理管理真正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系

统化。 

  

 

PO-0590 

儿童烧伤创面换药处理的几种方法对比 

 
田社民,李允,魏莹,李清,查新建,杨焕纳,韩大伟,韩波,陈志坚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回顾总结近三年来儿童烧伤创面处理的几种方法，对比优劣性，以为不同患者的创面处理寻

找更合理的方法。 

方法 采用调查表填表的方法对患者家属及换药医生、护士进行调查分析，内容包括：家属感受

（患儿疼痛、创面刺激、管理），医生感受（方便程度、劳动量、愈合速度）、护理人员感受（换

药前后的管理） 

结果 目前的处理方法中抗菌药膏包扎换药：换药次数多，劳动量大，疼痛刺激频繁；抗菌纱布：

与创面粘合紧密更换不易，疼痛刺激大；美皮康银：换药次数少，创面保护好，深度伤中后期换药

疼痛；生物敷料：换药次数少，解除时疼痛明显，深度伤皮下易残留。 

结论 对不同的烧伤创面要选择合理的处理方法，考虑到医护人员及家属的承受程度。值得注意的

是，美皮康银及生物敷料具有一定的优势，可根据不同创面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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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91 

烧伤整形患者头部作为供皮区的重要性评估 

 
田社民,魏莹,查新建,韩大伟,李允,韩波,陈志坚,杨焕纳,贺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回顾总结近五年来烧伤整形患者植皮手术中应用头皮的情况，总结头部作为供皮区的重要

性。 

方法 统计近五年来科室烧伤及整形患者所做的各种植皮手术及皮瓣手术，供皮区选择的情况、手

术效果、供皮区遗留瘢痕情况。 

结果 五年来，烧伤患者创面修复头皮的使用率达 80%（例），使用率较高，尤其大面积烧伤患者

手术几乎达 100%，其中 3 次以上达 70%；烧伤瘢痕整形患者头皮使用率 2%，近 3 年 10%，均为背部

等其他供皮区的再覆盖。供皮区遗留瘢痕情况：头部 3%，头部以外部位 90% 

结论 头部在深度烧伤患者植皮手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天然皮库之称，可反复、多次供皮而不

遗留瘢痕的优势。在烧伤治疗中要注意保护头部、利用好这天然皮库，为救治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

提供有力武器。同时要重视在整形患者中的合理应用。 

 

 

PO-0592 

回访工作对烧伤患者后期康复的重要性调查 

 
田社民,李清,贺芳,魏莹,查新建,冯珊,董娟,逯鶄,李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总结出院回访工作对烧伤患者的重要性。 

方法 应用调查表、电话抽查以及回访病人交谈等办法，结合回访患者的烧伤创面预后恢复状况，

综合评定回访工作的方法、意义及效果。 

结果 统计近五年来来院复诊的烧伤患者，收到调查表 150 份。患者及家属对回访指导的满意率

95%，满意项目：通过回访正确指导了预后患者的康复工作：创面保护、体位、弹力压迫、注意事

项等等。与同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得到正确及时回访的患者相比，创面恢复情况满意率大大提高 

（90%：20%）。 

结论 烧伤患者的治疗是个系统工程，在院治疗仅仅是一部分。出院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

深度烧伤患者、功能部位的创面需要医护人员动态指导才能得到合理的康复。回访工作要引起医护

人员及患者及家属的足够重视 

 

 

PO-0593 

尿流量动态监测仪的测量精确度及临床适用性研究 

 
曾庆玲

1
,罗奇志

1
,王开发

4
,李永勤

4
,高鹏

3
,黎宁

1
,陶利菊

1
,郝芬

1
,武艳军

1
 

1.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3.解放军 181 医院 

4.陆军军医大学 

 

目的 测试尿流量动态监测仪的精确度并探讨其临床适用性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404 

 

方法 对 2017 年 9 月–2018 年 7 月收入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ICU 进行治疗的 68

例烧伤患者的尿量监测数据进行前瞻性分析。根据尿量监测的方法分为人工监测组 34 例和设备监

测组 34 例，每名患者监测时间为 8 小时。统计 2 组患者每小时尿量值，并与量筒所测得的该小时

尿量标准值进行对照。记录人工测量组患者每小时尿量实际测量时间点。对数据进行 t 检验，χ２

检验，使用 Bland-Altman散点图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人工测量对照组测量偏差值为±32.5ml，测量偏差为 20%，远高于试验组偏差值±3.6ml，测

量偏差率为 2% ，P 值(<0.05)。使用线性函数进一步比较两种测量方法的精确性，试验组 r
2

（0.999）高于对照组 r
2
（0.928），尿流量动态监测仪所测得的尿量值与标准值的拟合程度更好；

对照组共计 272 个尿量测量时间点，其中准点测量次数为 34 次，准点测量概率为 12.5%。最大测

量时间误差为 20min，每小时平均时间误差为 8.5 分钟。试验组患者所有实际测量时间点均与计划

测量时间点一致，无测量时间误差。 

结论 临床数据自动化收集是实现高效存储与获取信息的关键，尤其是对于重症监护室的患者而

言，实现电子自动化监测将极有利于临床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准确高效的把控。尿流量动态

监测仪在尿量测量精确性，测量时间准确性和安全性方面要远远高于人工监测，具有更好的临床适

用性。该设备不仅适用于临床常规护理工作，而且可以用于数据自动化收集，成为烧伤复苏补液自

持系统的有效组成部分，实现烧伤补液的自动化调节,有临床推广价值。如能实现尿量仪数据到中

心监护设备的实时传送，将更有利于对患者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PO-0594 

趋化物质诱导间充质干细胞修复损伤组织的研究进展 

 
方潇,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随着胚胎发育、人体稳态、干细胞特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再生医学近几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 

2]
。研究发现，在人体形态发育、器官形成

[3]
、正常组织结构维持

[4]
以及损伤修复

[5]
过程中，间充质

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迁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如何有效集中 MSC 到达

损伤部位是实现组织再生治疗的关键环节。 

方法 MSC 存在于骨髓和其他众多组织之中，包括脂肪组织、骨外膜、滑膜以及牙髓等
[6]
。传统再生

医学通过分离、体外扩增骨髓来源 MSC（bone marrow MSC, bMSC），将其通过静脉注入或整合到

细胞支架结构中移植到受损部位，最终实现损伤组织自我再生修复
[7]
。然而这种传统的干细胞移植

技术存在很多弊端，例如 MSC 的获取和扩增存在的高额费用、伦理管理限制、潜在捐献部位缺失等

诸多问题
[7, 8]

。此外在体外培养过程中会改变 MSC 的信号反应
[9]
，降低其归巢潜能

[10, 11]
，以及发生

免疫原性的改变
[12]

，大大降低了 MSC促进损伤组织自我修复的能力。 

结果 为了避免分离、培养 MSC 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通过募集机体内源性 MSC 到达受损组织促进组

织再生成为再生医学新的方法
[13]

，并逐步得到广泛的共识。目前加强内源性 MSC 募集到损伤组织的

主要方法是利用诱导物的化学趋化作用
[14, 15]

。趋化物质在体内血管网络和组织间隙中形成化学浓度

梯度，诱导内源性 MSC 迁移到受损组织部位，到达损伤部位的 MSC 进一步通过分化形成新生组织或

分泌细胞因子促进损伤部位自我再生从而实现修复作用。本文集中阐述了目前可以有效募集内源性

MSC 的趋化物质，并将近几年各种趋化物质在体内、体外模型中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做一总结，为临

床上组织修复治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证据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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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95 

前臂骨间背侧穿支皮瓣逆行修复烧伤后重度虎口挛缩 

 
张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前臂骨间背侧皮瓣修复烧伤后重度虎口挛缩畸形的临床效果。 

方法 16 例烧伤后的重度虎口挛缩患者，手术松解虎口后，软组织缺损范围为 3cm×6cm～

5cm×8cm，采用大小为 4cm×6cm～6cm×9cm 的前臂骨间背侧穿支皮瓣逆行修复缺损，供瓣区植皮

修复。 

结果 16 例皮瓣全部成活，切口均一期愈合，6 例行二期皮瓣削薄术。术后随访 6～14 个月，平均

10.5 个月，皮瓣感觉恢复：S2 4 例，S3 9 例，S3
+
 3 例；功能恢复：优 13 例，良 2 例，中 1

例，优良率 93.75%。 

结论 应用前臂骨间背侧穿支皮瓣是修复重度虎口挛缩的有效手术方法，具有并发症少、修复质量

高、功能恢复良好等优点。 

  

 

PO-0596 

改造 VSD 材料结合间歇负压在感染创面冲洗引流的临床观察 

 
任继魁 

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753000 

 

目的 应用改造后的 VSD材料结合间歇负压应用于感染创面冲洗引流后的疗效。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笔者单位收治的单个面积在 3*3cm2 至 7*10cm2 大小的各类创面

感染患者 8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43 例，试验组采用改造后 VSD 材料进行

单向封闭冲洗引流，对照组采用未改造 VSD 材料负压冲洗引流。两组采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直到

感染创面清洁后治疗终结，观察比较两个组创面疼痛缓解时间，创周红肿消退时间，治疗 5 天创面

引流液细菌检出率。对数据行 t检验和 x2检验。 

结 果  试 验 组 创 面 疼 痛 缓 解 时 间 （ 14.33±3.455h ） ， 对 照 组 创 面 疼 痛 缓 解 时 间

（25.60±5.985h）；试验组疼痛缓解用时间短，t 值=-10.703，p 值=0.002。试验组创周红肿消退

时间（39.02±8.416h），对照组创周红肿消退时间（75.40±12.385h），试验组红肿消退用时间

短 t 值=-15.928，p 值=0.002。试验组 5 天引流液细菌检出率（22.9%），对照组 3 天引流液细菌

检出率（86%）试验组的细菌检出率明显低于对照组，x2=31.873,P值=0.000。 

结论  感染创面使用改造后 VSD材料行冲洗吸引治疗可在短时间内控制创面感染。 

 

 

PO-0597 

悬浮床，KCI 辅助臀大肌肌皮瓣术治疗老年难愈性压疮患者的护

理体会 

 
赵志英,沈红艳 

苏大附一院 

 

目的 观察臀大肌肌皮瓣术结合悬浮床及 KCI 治疗对老年难愈性压疮患者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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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科收治的老年难愈性压疮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

组，各 10 例，试验组采取悬浮床，KCI 辅助治疗，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普通病床，比较两组患者的

临床疗效、预后情况、治疗满意度。 

结果 试验组创面清洁时间、换药频率、伤口一期愈合率、抗生素使用时间、住院时间、压疮复发

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总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 

结论 对老年难愈性压疮患者，采用臀大肌肌皮瓣治疗，同时以悬浮床、KCI 辅助治疗，能够明显

提高治疗效果，促进伤口愈合，缩短住院时间，减少细菌感染可能，防止新的压疮产生，减轻护理

工作量，增加患者治疗满意度。 

 

 

PO-0598 

综合护理干预对烧伤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郭红霞

1,2
,张玉伶

1,2
 

1.运城市中心医院 

2.运城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和观察综合护理干预对改善烧伤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为烧伤患者的护理提

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运城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 96 例烧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8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综

合护理干预措施。采用烧伤后健康专用量表（Burn Specific Health scale，BSHS）评估患者的生

活质量，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负性情绪。

使用 spa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干预结束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躯体状况、心理状态、社会状况、一般健康状况）的

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均明显

低于干预前，并且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烧伤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对烧伤患者采取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明显改善患者

的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O-0599 

郑州某医院特重烧伤患者流行病学研究 

 
赵孝开,娄季鹤,李晓亮,肖洪涛,张建,李琰光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了解笔者单位住院特重烧伤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制订大面积烧伤预防策略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收集笔者单位 2017 年 1 月-2017 年 8 月收治的 135 例、2018 年 1 月-2018 年 8 月收治的 128

例住院特重烧伤患者的病历资料,对烧伤患者占同期烧伤住院患者总数的百分比、致伤原因、性

别、致伤月份、居住地、及手术情况等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 Mann-Whitney U检验、x2检验. 

结果 2017 年 1 月-2017 年 8 月收治的 135 例、2018 年 1 月-2018 年 8 月特重烧伤烧伤患者占同期

烧伤住院患者总数的百分比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017 年 1 月-2017 年 8 月火焰烧伤患者年龄显著

小于 2018 年 1 月-2018 年 8 月。2018 年 1 月-2018 年 8 月天然气火焰烧伤的数量较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8 月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个时间段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 个时间段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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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均多发生于夏季,2 个时间段患者烧伤发生季节相似.2 个时间段天然气烧伤患者居住地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手术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烧伤作为一个普遍关注社会问题，目前农村限制煤炭使用，天然气在农村地区得到普及，但

天然气使用安全意识及使用规范未受到重视，给家庭带来巨大伤害，给社会医疗保险产生更多负

担，所以应在农村地区大力普及天然气及液化气使用安全防范知识宣传，做到安全规范用气，尤其

是天然气泄露的正确处理方式知识宣传，以减少此类烧伤的发生。 

 

 

PO-0600 

PCT、CRP 对大面积烧伤不同类别细菌感染脓毒症患者早期诊断

的价值 

 
赵孝开,李晓亮,娄季鹤,肖洪涛,李琰光,张建,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对不同类别细菌感染脓毒症患者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2018 年 8 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重症监护室收治烧伤脓毒症细菌感

染患者 108 例作为脓毒症感染组,根据血培养结果将其分为 G~+细菌亚组 47 例、G~-细菌亚组 61 例,

根据细菌的种类不同分为球菌亚组 38 例、杆菌亚组 64 例和其他菌亚组 6 例,另选取同期非脓毒症

感染组烧伤患者 100 例对照组,观察两组受试者 PCT、CRP 水平,分析其对细菌感染脓毒症早期诊断

的价值。 

结果 脓毒症感染组 PCT、CRP 水平显著高于非脓毒症感染组。G~+细菌亚组 PCT 水平显著低于 G~-

细菌亚组，2组 CRP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球菌亚组 PCT水平显著低于杆菌亚组 

结论 PCT 在不同类别的细菌感染脓毒症临床诊断中的诊断价值显著优于 CRP，PCT 可独立作为不同

类别的细菌感染脓毒症患者早期辅助诊断指标 

  

 

PO-0601 

Acute down-regulation of miR-199a attenuates sepsis 

acute lung injury by target SIRT1 

 
Yang Liu,Dahai Hu 

Department of Burns and Cutaneous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The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MiR-199a is a novel gene regulator with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ammation 

and lung injury.However, its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sepsis-induce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is currently unknown. Our study explored the role of miR-199a in sepsis-induced 

ARD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Methods First, we found that LPS could up-regulate miR-199a in alveolar macrophages. 

Down-regulation of miR-199a inhibited the up-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alveolar macrophages and induced the remission of histopathologic changes, the 

reduc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the up-regulation of apoptosis protein 

expression in an ARDS lung, showing a protective role for miR-199a. We further 

identified SIRT1 as a direct target of miR-199a in alveolar macrophag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miR-1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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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protective role of miR-199a down-regulation in LPS-stimulated alveolar 

macrophages and sepsis-induced ARDS could be attenuated by SIRT1 inhibitor.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own-regulation of miR-199a might protect 

lung tissue against sepsis-induced ARDS by up-regulation of SIRT1 through the 

suppression of excessive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the inhibition of cellular 

apoptosis in lung tissue, suggesting its potential therapeutic effects on sepsis-

induced ARDS. 

 

 

PO-0602 

新鲜猪皮在慢性难愈性创面中的应用 

 
陈志军,赵毓 

湖北省仙桃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采用新鲜猪刃厚皮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临床疗效，探索慢性难愈性创面治疗的新方

法。 

方法 我院烧伤科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7 月间有 89 例慢性难愈性创面患者接受了新鲜刃厚猪皮治

疗。89 例患者中，因各种原因所致烧伤、烫伤后慢性难愈性创面 78 例，皮肤移植术后末愈慢性创

面 9 例，糖尿病足 1 例，褥疮 1 例。其中男性患者(65 例)，女性(24 例)。创面分布于手部 8 例、

足部 36 倒、小腿 45 例。创面面积最小约 1CmX2Cm，最大者(宽约)7Cm×(长约)23Cm。受伤年龄 12

至 81 岁，平均年龄 43 岁。在屠宰场选取健康牲猪，宰杀后将取备部位备皮，常规消毒后以取皮刀

取刃厚猪皮若干，先后以生理盐水、千分之一新洁尔灭清洗浸泡备用。所有慢性难愈性创面患者在

行猪皮覆盖治疗前均采用常规浸浴、换药致创面基底无坏死组织，无明显炎性分泌物，若有肉芽水

肿者以百分之十氯化钠或百分之五十葡萄搪溶液湿敷创面，直至至创面平整无水肿，经上述取理后

的创面基底肉芽解鲜，平整，将备用的刃厚猪皮裁剪成创面大小后似邮票植皮一般覆盖创面，分别

以抗生素油纱及无菌敷料覆盖后包扎，隔日换药，换药时若发现创面干燥，猪皮与创面粘贴紧密则

改为每 3 至 4 天换药一次，若发现猪皮下有积液则揭起猪皮引流冲洗后重新覆盖，直至猪皮与创面

粘贴紧密后改为间隔 3 至 4 天换药一次，创面愈合时间超过三周者，约有百分之四十患者需更换新

鲜刃厚猪皮一次以达到创面愈合。 

结果 所有 89 例患者在采用新鲜刃厚猪皮治疗后创面在 3 至 7 周痊愈，且愈合后的创面质地与正常

皮肤接近。 

结论 慢性难愈性创面病因复杂，临床治疗颇为棘手。尽管有皮肤移移、负压吸引、各种新型敷料

用于难愈性创面治疗但仍有部分患者因经济原因或其它因素不愿行负压及手术治疗。我科采用新鲜

刃厚猪皮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疗效确切，治疗手段简单，治疗费用低廉，患者耐受性好，不失为慢

性难愈性创面治疗的一种较好选择，但其治疗机制需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PO-0603 

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在烧伤监护室的流行病学调查 

 
龚雅利,罗小强,刘美希,张成,石云龙,彭毅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CRKP）耐药机制及基因型别，为临床治疗及医院感控制提

供重要依据。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409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重症烧伤病房分离的 27 株 CRKP，VITEK-2 compact 用于菌株鉴定和

MIC 检测，聚合酶链反应（PCR）用于细菌耐药基因和毒力基因检测，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和

多位点序列分析（MLST）用于菌株的基因分型。 

结果  （1）27 株 CRKP 有 22 株分离自患者微生物样本（血液 11 株、创面 5 株、导管 3 株、痰液

2 株及尿液 1 株），5 株分离自病房床单元；（2）17 种所试抗生素中，未检出替加环素耐药株，

但对其余 16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居于 80%-100%之间，其中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为 96.3%；（3）耐药基

因 blaACT 、blaSHV、blaCTX-M-10、 blaTEM、blaCTX-M-14、blaKPC 均有较高的检出率，其中前三者检出率为

96.3%，后三者检出率为 92.6%；毒力基因 iorA 和 rmpA2 分别有 7.4%和 3.7%的检出；（4）PFGE 显

示，27 株 CRKP 分属 A～D 6 个克隆，其中 A 型 10 株（检出率为 37%），C 型 13 株（检出率为

48%）； MLST显示，27株菌中，20株菌均属于 ST11（所占比例为 74%）。 

结论 重症烧伤病房分离的 CRKP 以血液来源的菌株为主，所有 CRKP 菌株均显示高耐药率且耐药机

制复杂， C 型和 ST11 型 CRKP 在病房中引起了两次小范围的暴发流行，应引起临床治疗及感染控

制的高度重视 

 

 

PO-0604 

微动力负压护创敷料对兔Ⅱ度烧伤创面愈合的影响 

 
周波,吴为民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443000 

 

目的 观察微动力负压护创敷料对兔Ⅱ度烧伤创面愈合的影响。 

方法 健康成年新西兰大耳兔 8 只，采用电子恒温电烫仪 90℃烫背部 12s 造成Ⅱ度烫伤创面，每只

兔背部左右对称共烫伤四个Ⅱ度烫伤创面。采取自身对照，一侧为微动力负压护创敷料的治疗组，

另一侧为凡士林纱布包扎的对照组。烫伤后立即和第 1、3、5、7d 共 5 个时相点分别采集创面皮肤

组织标本，干湿重法测定创面组织含水量，采用激光多普勒血流仪测定创面微循环血流量，并观察

创面愈合情况。 

结果 创面大体观察：烫伤后第 1d,兔烧伤后烫伤创面与正常皮肤分界明显，烫伤时间增加，背部

创面表皮坏死，部分表皮脱落，创面周围组织充血明显，也有明显的水肿。伤后第 3d，烫伤创面

周围充血反应开始逐渐消退，对照组和实验组烫伤创面坏死组织形成干硬壳，两组比较无显著的差

异。伤后第 5d 烫伤创面的变化与伤后第 3d，无明显改变；伤后第 7d,微动力负压护创敷料治疗组

创面痂皮开始从创面周围溶解、剥离、脱落，烫伤创面周围实验组有轻微的炎症反应；伤后第 11d

对照组的烫伤创面的痂皮开始溶解、剥离、脱落，创面周围有炎症反应，实验组的创面痂壳在不断

脱落，坏死物质也叫轻易去除掉。伤后第 14d,对照组继续进行溶痂，微动力负压治疗组创面的坏

死物质基本剥脱干净，创面可见部分已上皮化，部分可见皮岛存在，随后几天创面上皮爬行开始慢

慢越来越快，伤后第 18~21d 后，实验组创面基本全部上皮化，达到创面愈合，对照组创面上皮化

时间一般在伤后 21~25d左右。 

结论 微动力负压护创敷料可减轻兔Ⅱ度烧创面水肿，增加创面微循环血流量，缩短创面愈合的时

间，促进烧伤创面愈合，更好的为医护人员临床应用微动力负压护创敷料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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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05 

21 三体综合征伴难愈性头皮慢性溃疡 1 例 

 
刘宾,陶谏,崔鑫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一例 21 三体综合征伴难愈性头皮慢性溃疡患儿的治疗，探讨对于因新生上皮反复破

溃，而导致愈合困难皮肤溃疡的治疗方法。 

方法 患儿杨**，男性，入院年龄 9 个月，以“头皮破损 2 月余”之主诉入院。 患儿出生时诊断为

“21 三体综合征”，迁延性肺炎，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免疫功能缺陷。

入院查体：头顶部可见约 5cm×3cm 头皮缺损，创周不规则，深达皮下，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渗

出较多。入院后完善各项检查，包含各项激素水平在内，结果均基本正常。请儿科及麻醉科会诊后

评估：患儿耐受手术能力较差，风险极大。结合家属拒绝手术治疗意见，故给予患儿行创面换药治

疗。住院治疗期间，患儿创面反复经历多次“好转缩小——接近痊愈——再破溃并扩大”，曾 9 次

行创面分泌物培养，其中第 5 次曾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第 8 次曾培养出溶血性葡萄球菌，均给

予莫匹罗星换药治疗后再次培养未发现细菌。采取包括脱细胞异体真皮覆盖、组织工程皮肤移植等

多种治疗措施均无较好疗效。后经更换含压敏胶的无菌敷贴结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创面逐

渐缩小至愈合，后继续外用含压敏胶的无菌敷贴保护创面两周，去除敷贴后头皮创面再未出现破

溃。 

结果 此患儿为典型的 21 三体综合征患儿，眼间距宽、智力低下、生长发育迟缓，1 岁 4 个月时仍

前囟未闭，无法端坐，身高体重均为正常 6 月龄大小，同时伴有先心病（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

闭），免疫力低下，反复发作肺炎。考虑头皮愈合缓慢反复破溃的原因为：1.头皮血管发育畸形，

血运差，生长缓慢；2.免疫力低下，易发生细菌感染；3.新生上皮菲薄，不稳固，反复破溃。考虑

患儿头皮溃疡复发均在接近痊愈时，因此在控制 1,2 因素的前提下，新生上皮菲薄不稳固可能为主

要原因。传统换药治疗时每次更换敷料都有可能造成新生菲薄上皮的破损，因此我们考虑更换含压

敏胶的不粘性无菌敷贴作为创面覆盖物。所谓压敏胶，是指对压力敏感的一类胶粘剂。通过手或手

指，对粘结面施加一定的压力，即能形成粘接。含压敏胶敷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可从被粘创面表

面剥离并不对其造成损伤。经更换含压敏胶的无菌敷贴治疗后，创面逐渐缩小至愈合，后继续外用

含压敏胶的无菌敷贴保护创面两周，去除敷贴后头皮创面再未出现破溃。 

结论 对于因新生上皮反复破溃而愈合困难的皮肤溃疡，含压敏胶的无菌敷贴可以考虑作为覆盖创

面的保护性敷料。 

  

 

PO-0606 

大面积烧伤合并消化道出血 

 
赵盼盼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并发应激性溃疡出血的病因、诊断、治疗及预防措施。 

方法 对 36例烧伤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及文献复习。 

结果 本组病例中治愈 34 例(94%)，其中，药物治疗 32 例(89%)，胃镜下止血、手术治疗各治愈 1

例，无合并急性穿孔，2例合并中毒性休克死亡(6%)。 

结论 大面积烧伤后积极防治休克，控制感染，早期进食，应用抑酸药物，是防治烧伤后应激性溃

疡出血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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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07 

联合应用超声波及体外冲击波（ESWT）治疗烧伤瘢痕的疗效观察 

 
洪雷,于家傲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及评价联合应用超声波与体外冲击波（ESWT）治疗烧伤后瘢痕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期间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烧伤外科收治的 21 例烧伤后瘢痕愈合创

面。入组患者一般资料及瘢痕的一般状态均无统计学差异。随机将入组患者分为超声波治疗组（A

组），体外冲击波治疗组（B 组）以及超声波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组（C 组）。A 组 7 例应用超声

波治疗瘢痕皮肤；B 组 7 例应用体外冲击波（ESWT）治疗瘢痕皮肤；C 组 7 例应用超声波联合体外

冲击波（ESWT）治疗瘢痕，三组通过连续治疗 6 周后，获取数据照片，并通过对瘢痕进行科学评

价，得出相关结论。 

结果 三组患者分别经过治疗后,瘢痕皮肤均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超声波联合体外冲击波

（ESWT）治疗瘢痕组（C 组），无论是瘢痕色泽还是瘢痕质地相较于其他两治疗组改善明显。所有

患者皆治疗后随访 1个月,瘢痕皮肤未见破溃及其他损伤。 

结论 超声波联合体外冲击波（ESWT）治疗烧伤后瘢痕患者，其疗效优于单一治疗方案，或可作为

一种新型、可推广及深入的治疗方案而应用于烧伤后瘢痕的治疗。 

  

 

PO-0608 

保湿性敷料覆盖肉芽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术治疗深度烧伤创面 

临床研究 

 
席云峰 

榆林市第一医院/延安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719000 

 

目的 探讨保湿性敷料覆盖肉芽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术对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80 例深度烧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72 例，对照组 8 例。观察组患者接诊后，预防控制创

面、全身感染，用保湿性敷料覆盖创面，伤后 2~3 d 进行烧伤创面薄化处理。薄化处理在换药时分

次进行。坏死组织去除干净后，继续用保湿性敷料覆盖，直至形成肉芽创面。受皮区条件准备好后

进行自体微粒皮移植术。术后用保湿敷料覆盖，3~6 d 后首次更换敷料。之后每隔 1~2 d 更换，直

至创面愈合。对照组在患者伤后 2~7 d 全身状态平稳后进行削痂植皮术，术后采用生物敷料覆盖，

术后 2~3 d换药，直至创面愈合。 

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22%，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75.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创面愈合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10 d 创面愈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上皮组织完全覆盖创面时间、住院时间及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将保湿性敷料覆盖肉芽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术应用于深度烧伤，可以有效的促进创面愈合，

提高疗效，减少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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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09 

呼吸道烧伤患者的排痰护理 

 
王丽敏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肺部感染是呼吸道烧伤常见的合并症之一。病人呼吸道内分泌物增多,不能自行排出是造成肺

部感染的主要原因。 

方法 通过对 300 例呼吸道烧伤患者排痰的护理与观察,总结了五种不同形式的排痰法:体位引流排

痰法、湿化雾化排痰法及负压引流排痰法、机械振动排痰法、气道灌洗加负压吸引排痰法。 

结果 298 例病人呼吸道通畅,防止了肺部并发症。 

结论 多种排痰方法混合运用，效果令人满意。 

  

 

PO-0610 

大面积烧伤延迟复苏病人中的护理体会 

 
王丽敏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提高大面积烧伤延迟复苏病人的抢救成功率。   

方法 通过对我院 2017 年收治的 10例大面积烧伤延迟复苏病人的治疗护理，总结经验。 

结果 由于治疗稳妥，特别是液体复苏得当，病人得到及时的救治，使其平安的度过了休克期及感

染期。 

结论 在大面积烧伤延迟复苏的病人中，液体复苏是关键。 

  

 

PO-0611 

姑息性扩创结合负压治疗在降低严重糖尿病足截肢平面手术中的

应用 

 
胡小芮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750000 

 

目的 探讨姑息性扩创结合封闭负压引流术在难治性糖尿病足患者中降低截肢平面治疗效果。 

方法 对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年我科收治 35 例难治性糖尿病足患者,根据创面基底情况,姑息

性扩创 1-3次结合负压引流术,待创面肉芽生长良后行剔骨皮瓣或植皮术修复创面。 

结果 12 例患者经一次清创负压引流治疗 7 天后行中厚皮片移植，创面愈合良好。14 例坏疽性糖尿

病足经 2-3 次扩创并负压引流治疗 7-30 天，部分骨质截除、创面皮片移植后愈合。4 例一期行扩

创、剔骨皮瓣修复后门诊定期换药，创面愈合。2 例行多次扩创坏死范围扩大加深，逐渐提高截肢

平面至足根部。3例因经济及社会因素一期自踝关节上截肢。 

结论 多次姑息性扩创结合负压引流术可控制感染、促进肉芽组织生长、明显降低截肢平面，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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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12 

特重度烧伤病人的疗效和护理要点 

 
房卢豪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特重度烧伤病人的疗效和护理要点。 

方法 创面生理盐水清洗后用碘伏消毒，对头面颈部采用暴露疗法，躯干、四肢采用包扎疗法。严

密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尿量情况，防止创面感染。 

结果 结果 25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分别在 3-6周创面愈合，半年后回访患者轻度功能障碍 2例。 

结论 创面采用碘伏消毒，保持创面无菌，减少感染发生再加之精心护理取得了满意疗效。  

 

 

PO-0613 

皮瓣修复踝关节周围软组织缺损的临床疗效评估 

 
孙涛,虎海东,姚明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750000 

 

目的 探讨皮瓣修复踝关节周围软组织缺损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 49 例踝关节周围软组织缺损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根据治疗方式

的不同分为 A组和 B组，A组给予腓肠神经营养皮瓣手术，B组给予逆行腓动脉穿支皮瓣手术。 

结果 两组患者的预后质量比较   B 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显著多于 A 组，皮瓣存活率显著高于

A 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两组的 VAS 疼痛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B 组患者的平

均手术时间显著多于 A 组，皮瓣存活率显著高于 A 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两组的 VAS 疼痛

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的皮瓣淤紫、肿胀、皮瓣远端坏死、肢体麻木等并发症的

发生率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随着外科技术的快速发展，部分学者在肥肠神经营养皮瓣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改进，腓动脉

终末穿支皮瓣被逐渐应用于踝关节周围软组织缺损，并获得了较满意的临床结果，腓动脉终末穿支

皮瓣手术为踝关节局部软组织缺损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治疗方案。 

 

 

PO-0614 

危重烧伤病人的护理体会 

 
杨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危重烧伤病人的护理措施。 

方法 分析 3 例危重烧伤病人的临床资料，烧伤使病人皮肤破坏，保护屏障功能受损，机体抵抗力

下降，极易引起全身性感染，烧伤的面积越大，深度越深，对局部和全身的影响越严重，这就需要

良好的护理对烧伤病人疗效有着密切的关系。 

结果 病人通过全面的护理措施得以康复出院。 

结论 经过临床实践，精心护理，优质服务，得到了满意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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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15 

临床护理在烧伤科医患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李清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医患关系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烧伤由于特殊的致病原因及复杂的治疗过程，使得护

理工作几乎贯穿于治疗的始终,因此临床护理在烧伤科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临床护理是医患之间的

重要纽带，如果烧伤科患者对所期待的护理质量与医院能够提供的护理质量之间存在不一致，就很

容易影响医患关系，甚至带来严重的医患纠纷。只有护理工作有效，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为

了避免医患纠纷，让病人更好的痊愈，不仅要提高临床陪护的质量，也要创造适宜创面良好生长的

住院环境，从而使患者在满意愉悦的医患关系中痊愈。现阶段，有很多种护理在医患关系中发挥积

极作用的对策，但是目前没有见到相关的论文对这些对策进行总结。如果能够对医疗护理在烧伤科

中发挥作用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一定能够为医患关系的透明、和谐化提供很大帮助，也才能保证

烧伤科中有效护理的最大化。因此，在本论文中，我们对常见的几种护理以及这些护理在烧伤科的

医患关系处理中所起到的联系和对策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

点。希望本论文能够对烧伤科广大的护理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并能为烧伤科医患关系的良好发展

提供一些建议。 

 

 

PO-0616 

烧伤创面早期加深机制与防治措施的研究进展 

 
辛国华,赖青鸿,张友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烧伤创面在早期治疗过程中普遍存在进行性加深现象，可由最初的浅Ⅱ°进展为深Ⅱ°甚至

Ⅲ°创面，创面加深不仅使创面修复时间延长、愈合后瘢痕形成机率增加，而且也是导致严重烧伤

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关于烧伤创面加深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临床中防治措施也有待进

一步探索。基于国内外对于烧伤创面加深的机制及防治措施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烧伤创面早期加

深机制、防治措施及研究前景三方面做一综述。 

方法 选取近 10 年关于烧伤早期创面加深及防治措施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对大量原始研究论文中的

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 

结果 首先，关于创面早期加深机制，可综述为：烧伤后血流动力学改变、炎症介质的释放、血管

通透性增加等因素，导致了瘀滞区缺血缺氧，从而引起创面进行性坏死，其中组织血流灌注不足、

失控性炎症反应、创面微环境的改变、细胞凋亡、坏死和自噬为主要机制。第二，关于创面加深防

治措施，可综述为：恰当的冷疗，可减轻热力的持续损伤作用等；规范的液体复苏、合理抗

凝、 精细的护理，可缓解局部缺血缺氧等；早期手术与创面覆盖，可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预防

和控制感染等；其他药物也可通过某些机制来防治创面加深，如增强自噬、抑制凋亡等。 

结论 及时和准确的防治措施，可有效防治创面加深，促进患者早日康复。笔者认为不论是导致烧

伤创面加深的因素还是防治加深的因素都可能与毛细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调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进一步深入研究烧伤后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改变在阐明烧伤早期创面加深可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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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17 

1310 例热力烧伤患者创面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张成,龚雅利,罗小强,刘美希,彭毅志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40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热力烧伤患者的创面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及控制医院感

染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月西南医院烧伤科 1310 位热力烧伤患者创面检出的 2183 株病

原菌。采用 API 板条和全自动细菌鉴定仪进行菌种鉴定，K-B 纸片扩散法进行药物敏感试验，检测

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及真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采用

WHONET5.6软件分析病原菌的组成及耐药性。 

结果 （1）2012 年至 2017 年，革兰阴性菌构成比分别为 58.59%、57.17%、55.48%、51.68%、

48.44%、53.85%；革兰阳性菌构成比分别为 36.33%、36.87%、 40.64%、43.51%、46.67%、

39.10%；真菌构成比分别为 5.08%、5.96%、3.88%、4.81%、4.89%、7.05%。（2）检出率排行前三

位的病原菌依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25.97%），铜绿假单胞菌（14.47%），鲍曼不动杆菌

（12.87%）；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六年均居于首位。（3）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

率呈现出较高水平，每年检出率均大于 65%。（4）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庆大霉素、利福

平、环丙沙星、四环素历年的耐药率均大于 80.00%，但本次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

拉宁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对本次入组的大部分抗生素耐药率呈现出下降趋势，至

2017 年，铜绿假单胞菌对本次入组的所有抗生素的耐药率均小于 30.00%；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形

势严峻，在 2017 年，鲍曼不动杆菌对所试的大部分抗生素的耐药率已高达 90%以上；（5）在检出

的真菌中，近平滑念珠菌占比高达 30.00%。非白念珠菌对除两性霉素 B 以外的几种抗真菌药物已

出现较低程度的耐药率。 

结论 热力烧伤患者创面感染的病原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及鲍曼不动杆菌的检出

率居前三位；非白念珠菌的检出率明显高于白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鲍曼不动杆菌耐药形势严

峻，需引起临床医生及医院感染控制科的重点关注。 

 

 

PO-0618 

特重度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救治分析 

 
张永宏,沈国良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总结特重度烧伤患者重度吸入性损伤的诊疗措施和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 2014 年 8 月~2015 年 8 月 13 例特重度烧伤合并重度吸

入性损伤患者病例资料。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6 例，年龄 24~45 岁（37±6）；创伤类型包括烧

伤、吸入性损伤、爆震伤等；总烧伤面积 51%~100%[（93±13）%] TBSA，其中 III°烧伤面积为

51%~99%[（92±13）%]TBSA；患者均在吸入纯氧状态下于伤后 5h 内行气管切开术；患者均应用呼

吸机辅助呼吸，通气模式为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模式联合呼气末正压通气。患者均于入院后第 2 天切

开胸廓或四肢焦痂，减轻胸廓焦痂收缩产生的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及四肢焦痂收缩产生的末端循环

障碍。患者均于入院后 48h 内开展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后根据病情需要于电子支气管镜下清除气道

分泌物及灌洗，并取痰液、灌洗液、病变组织行微生物培养。患者均于入院后第 2 天行胸部 X 线检

查并根据病情需要复查。患者均于入院后早期联合应用广谱抗生素控制肺部及全身感染。1 例患者

于入院后 1周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行体外膜肺氧合治疗。 

结果 1 例患者气管切开过程中心跳呼吸骤停，经心肺复苏后恢复自主呼吸及心脏搏动。伤后 48h

内 3 例患者出现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下降现象，经电子支气管镜下吸痰、取痂、灌洗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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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2 恢复正常。病程中 7 例患者创面分泌物培养出细菌，10 例患者出现菌血症，13 例患者痰微生

物培养阳性。本组 13 例患者存活 8 例，死亡 5 例，其中伤后 19d 死亡 1 例，伤后 33~46d 死亡 4

例，5例患者主要死亡原因均为严重感染性休克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结论 针对特重度烧伤患者合并的重度吸入性损伤，早期明确诊断并及时行气管切开且采取有效的

通气方式，积极有效处理呼吸系统相关并发症，合理应用抗生素控制肺部感染，取得了较好的治疗

效果。 

  

 

PO-0619 

烧伤病房环境改变对细菌分布变化及耐药性的分析 

 
沈江涌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750000 

 

目的 了解烧伤科病房整体搬迁前后病原菌分布变化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变化，为临床控制感

染，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更好依据。 

方法 调查烧伤病房搬迁前一年(2014 年 2 月 1 日-2015 年 1 月 31 日)与搬迁后一年(2015 年 2 月 1

日-2016 年 1 月 31 日)送检标本分离出的菌株情况及药敏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其细菌变化及

耐药情况。 

结果 搬迁前一年送检标本总数为 1549 份，病原菌检出率 34.41%，搬迁后一年送检标本总数为

1640 份，病原菌检出率 31.4%，搬迁前后细菌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2
=3.13，

0.05<P<0.1）；搬迁前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为主（59.29%），而搬迁后则以革兰阴性菌为主

（52.71%），病原菌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
2
=15.17，P<0.05）；搬迁前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

球菌为主，占 51.97%，搬迁之后虽然仍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占 42.83%，但其构成比下降，且

对抗菌药物耐药率总体有下降趋势。阴性菌排位明显变化，鲍曼不动杆菌上升为第一位，由搬迁前

8.82%上升为 15.89%，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总体上升。 

结论  笔者单位烧伤病房搬迁前后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发生明显变化，需加强关注，调整预防及治疗

策略。 

 

 

PO-0620 

烧伤患儿大隐静脉留置针穿刺护理体会 

 
逯鶄

1
,逯鶄

1
 

1.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2.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提高烧伤患儿大隐静脉留置针穿刺成功. 

方法 通过临床经验认真分析总结。 

结果 烧伤患儿大隐静脉留置针穿刺成功与否和护士的心理素质、大隐静脉定位方法，穿刺方法法

及穿刺后固定等因素有关。 

结论 熟练的操作技巧扎实的解剖学基础，因人而异的穿刺方法，做好对家长和患儿的心理护理，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提高静脉穿刺成功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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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1 

护士自身如何应对工作压力 

 
逯鶄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护士学会自我调节，缓解自身压力的方法。 

方法 护士可通过树立客观的职业观，设立现实的期望和目标，参加继续教育，加强道德修养等方

法减少工作压力。当护士有负面情绪，又无法解除时，要寻找正确的宣泄方式和外在支持。 

结果 为了减轻护士压力，除了医院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外，护士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适应能

力，减少工作压力。 

结论 护士可通过树立客观的职业观，设立现实的期望和目标，参加继续教育，加强道德修养等方

法减少工作压力。当护士有负面情绪，又无法解除时，要寻找正确的宣泄方式和外在支持。 

  

 

PO-0622 

PI3K/Akt 通路在 Ephrin-B2 介导的负压培养刺激增强 MSCs 促进

创面血管新生能力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杨龙龙,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各种急慢性创面在临床有较高发生率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给患者及医疗资源带来巨大负担，

促进创面愈合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血管化是创面愈合中重要环节，决定创面愈合速度。大量文献及

课题组前期研究证实 MSCs 可促进创面血管化及愈合，但由于创面感染、缺氧等因素导致其体内效

率较低。因此，增强 MSCs 在体效率对其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近期研究发现负压培养刺激

可增强 MSCs 促进创面血管化能力，但其具体调控机制尚不清楚。本课题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对其机

制进行深入探讨。 

方法 1. 负压培养刺激对 MSCs生物学特性影响 

MSCs经过不同条件负压培养刺激后，对其增殖、凋亡、Ephrin-B2及 VEGF分泌量进行检测。 

2. Ephrin-B2在负压培养刺激增强 MSCs促进创面血管化功能中的作用研究 

SD 大鼠制备烧伤模型，检测不同组 MSCs 注射对创面愈合时间、创面新生血管数量影响； HUVEC 通

过 Trans-Well与各组 MSCs共培养后，观察 HUVEC细胞迁移速度变化、细胞成管能力变化。 

3. PI3K/Akt/eNOS通路在负压培养刺激增强 MSCs促进创面血管化功能中的作用研究 

检测 HUVEC 与不同组 MSCs Trans-Well 共培养后 HUVEC 细胞中 eNOS、P-eNOS、Akt 蛋白表达变化、

NO 含量变化；应用 eNOS、PI3K/Akt 通路抑制剂后观察负压培养刺激 MSCs 共培养对 HUVEC 中 eNOS

蛋白表达影响及 HUVEC 迁移和成管能力影响。 

结果 1. 负压培养刺激增加 MSCs中 Ephrin-B2表达及分泌 

2. Ephrin-B2在负压培养刺激增强 MSCs促进创面血管化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 

3. PI3K/Akt/eNOS通路在负压培养刺激增强 MSCs促进创面血管化功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结论 负压培养刺激可通过 Ephrin-B2/PI3K/Akt/eNOS 通路增强 MSCs 促进创面血管化能力。其可能

机制为：负压培养刺激可以增强 MSCs 中 Ephrin-B2 表达水平，Ephrin-B2 通过与 HUVEC 细胞上相

应配体结合后激活 PI3K/Akt 通路，增强 eNOS/P-eNOS 活性，从而增加 NO 产量，促进 HUVEC 迁移及

小管形成能力，加速创面血管化，促进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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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3 

BICU 护士的角色与素质要求 

 
董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解析 BICU护士的定位。 

方法 通过实践总结。 

结果 作为监护室护士除了要做好病人及家属的身心健康教育者和实施者、协调者，更要做好各类

信息的传递者，护理工作的管理者。 

结论 因为 BICU 的特殊性，护士必须具有特殊的素质，她们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敏锐的观察力、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还必须掌握一定的人际沟通技巧，要善于独立思考，有一定的业务水

平和熟练的护理技术。 

 

 

PO-0624 

皮耐克联合尺动脉腕上皮支皮瓣修复 15 例手部深度创面 

 
马强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报道应用皮耐克联合尺动脉腕上皮支皮瓣修复手部深度创面临床疗效。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8 年 5 月收治手部严重损失患者 15 例，手部创面面积 2cm×3cm- 5×7cm，

皮瓣面积 4cm×3.5cm-8cm×8cm，应用一期手术扩创皮耐克覆盖，二期手术扩创尺动脉腕上皮支皮

瓣修复创面。 

结果 15 例患者皮瓣全部成活，未发生血管危象。皮瓣颜色正常，3 例术后静脉危象，经处理，后

期皮瓣颜色恢复，未出现血运障碍及坏死，局部外形良好，术后随访 3-6 月，没有明显的皮瓣臃肿

现象，瘢痕增生轻，其中 2 例患者指伸肌腱断裂，第 4、5 指指伸功能受限，余 13 例患者手部外形

满意，皮瓣没有明显臃肿，手背关节活动功能基本没有影响。 

结论 皮耐克联合尺动脉腕上穿支皮瓣修复手部深度创面能够减少重要组织的损伤，很好的保留手

部功能，术后并发症少，是手部严重外伤后软组织缺损修复的良好方法。 

 

 

PO-0625 

面部烧伤病人的心理护理 

 
董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随着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医学模式的急剧转变，人们已不能满足于以疾病为中心的功能制

护理，而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在接受治疗和护理方面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方法 对伴有面部烧伤的病人采用心理调查、咨询分析，查找心理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有针对性地

开展心理护理，并同时加强常规护理。全部病人均痊愈出院，身心恢复。 

结果 面部遗留瘢痕及视器功能丧失的患者通过接受心理护理，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能利创造

良好舒适的医疗环境、合理安排病人的生活、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是做好心理护理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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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良好的治疗环境和护患关系是做好护理的前提；全面准确的护理计划和及时有效的心理护理

措施是保证面部烧伤患者身心健康的关键。面部烧伤患者经治疗及施行心理护理措施，患者消除了

思想顾虑，对治疗采取积极态度。用自身优势勇敢面对生活。 

 

 

PO-0626 

双负压疗法促进皮瓣创面愈合的临床研究 

 
何航远,赵小瑜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本研究是将一根带冲洗管的硬质引流管放置在皮瓣下持续中心高负压吸引，可同时应用皮瓣

外负压伤口疗法，实行皮瓣上下双重负压引流，观察皮瓣应用双重负压引流技术后的创面愈合情

况。 

方法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搜集不同病因致各类急性、慢性创面 15 例，手术中形成不同

类型的皮瓣。根据皮瓣的大小在皮瓣下放置合适长度的引流管，无张力缝合皮瓣边缘，并在皮瓣外

放置大小合适的负压引流材料封闭创面，皮瓣下引流管接中心负压，中心负压压力数值设置在

200mmHg，负压引流接材料接引流机器，负压设置在 125mmHg；创面感染较重或坏死范围较广的创

面经两次扩创：首先应用 NPWT 吸引 5-7 天，待感染控制及坏死组织界限清晰后再次扩创，然后应

用上述方法修复创面。皮瓣下负压引流管每隔 2 小时打开一次，或每天从副管用生理盐水 50ml 缓

慢冲洗一次。皮瓣外的封闭负压引流材料在术后 5-7 天后拆除。持续连接中心高负压的引流管在负

压引流材料拆除后停止冲洗，每隔 3 天拔出 3cm 左右，直至全部拔出。创面保持清洁干燥，2 周后

拆除缝线。患者术后应用敏感抗生素及营养支持治疗。 

结果 15 例皮瓣创面均顺利愈合，未见皮瓣坏死，伤口裂开，皮瓣下积液及空腔形成。术后随访 3-

12个月，无 1例创面反复。 

结论 皮瓣下持续高负压引流技术联合皮瓣外负压封闭疗法能促进皮瓣创面的修复愈合，明显缩短

治疗周期，减少手术次数，提高皮瓣存活率，减少手术并发症，临床效果显著。 

 

 

PO-0627 

1 例血友病患者发生电击伤的护理 

 
曹洁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PO-0628 

小儿烫伤患者延续护理的现状 

 
曹洁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综述了延续护理的概念、延续护理的发展、小儿烫伤患者延续护理的方法及现存问题，以期为

我国开展小儿烫伤患者延续护理的发展和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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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9 

特重烧伤患者术后低体温护理研究进展 

 
张建芳,丁云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原: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215000 

 

目的 特重烧伤是指烧伤总面积在人体体表面积的 8O%以上，多伴严重并发
 [1]

。特重烧伤发生高热

为多，低体温较少。临床上低温是指人体核心体温低于 35℃
[2]
 有报道

[2]
 指出，持续 4 h 以上的低

温，患者的病死率可达 4O%；体温低于 32℃ ，病死率为 100%。低体温可导致呼吸抑制，水电解质

及酸碱平衡失调
[ 3]

。因此，护理人员应及时了解患者低体温发生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有效护理措

施，积极纠正低体温。但在目前特重烧伤患者的救治及护理过程中，从医务人员的认知、保温设备

的投入以及保温措施的实施均存在不足，低体温仍是特重烧伤患者容易被忽视的并发症。 

方法 本文以预防低体温发生的相关指南和应用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指南的解读及文献的整理回

顾，探讨特重烧伤患者术后低体温护理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防治术后低体温提供理论依据。 

1术后低体温的相关因素 

结果 目前，对于烧伤后自发性低体温的不良影响研究较多，但对烧伤后低体温的处理及存在的临

床问题研究较少，国内医疗及救护人员缺乏足够认知与重视。 

结论 因此，注重提高医疗救护人员对于烧伤后低体温的评估预防知识与水平，明确烧伤后低体温

发生的危险因素，制订烧伤围手术后低温患者复温的治疗和护理规范，探索更经济实用有效的复温

方式及创新复温技术仍是研究重点。 

  

 

PO-0630 

糖尿病患者烧伤后护理常规 

 
赵倩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糖尿病烧伤后的护理。 

方法 敢于早起应用胰岛素，在控制血糖的情况下，尽早手术消灭创面。 

结果 12例患者有 10 例创面愈合，2例创面有所好转，手术植皮成活率 95%以上。 

结论 糖尿病患者烧伤后应积极早起应用胰岛素，在有效监控血糖的情况下尽早手术，应重视围手

术期的治疗和健康教育。 

 

 

PO-0631 

危重烧伤患者镇痛镇静策略 -附 1 例案例分析 

 
刘冰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严重烧伤不同阶段疼痛和谵妄治疗的有效方法。 

方法 回顾 2016 年 06 月-2016 年 8 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 ICU 收治的 14 例危重烧伤患者，均

为男性青年，烧伤总面积 70-80%TBSA 其中 III°伤 22-35%。入院后针对休克期、回收期、感染合

并 ARDS、恢复期症状及镇痛镇静需求，使用不同镇痛镇静模式（多药物、超剂量联合）进行镇痛

镇静治疗。对比每次更换镇痛模式前后 24 小时内每 2 小时心率、自主呼吸频率、躁动-镇静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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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RASS）判断镇痛、镇静、躁动治疗效果，使用 3 天内每天 CRP、白细胞评估病人炎症反应好转

情况。 

结果  1.治疗后心率、呼吸频率均下降明显（ P<0.05）； 2. CRP、白细胞较前下降明显

（P<0.05）；3.在 BICU 治疗 22-30 天期间联合应用镇痛镇静药物虽然超常规剂量，但维持 RASS 评

分-2—0分，效果达到满意，并且最终无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1）严重烧伤病人因脓毒症、高代谢反应等其特殊性，需要综合评估病情，个体化实施以目

标为导向的多模式镇痛镇静治疗，最终有效维持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减轻病人全身炎症反应。

（2）有效的持续镇痛镇静赖于严格的监护，迅速而又确切的呼吸意外防治措施。 

 

 

PO-0632 

修薄股前外侧穿支游离皮瓣修复手足深度烧伤 

 
许研然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515000 

 

目的 手足部组织量较少，运动功能结构复杂。手部是人体的重要活动部位，足部是人体的重要负

重部位。严重的烧伤经常导致这两个部位的伤残和畸形。本文着重探讨在解决手足部严重烧伤导致

的肌腱外露、肌腱不完全坏死、负重部位的缺失等方面，股前外侧穿支皮瓣移植的应用价值和皮瓣

一期修薄的优点。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应用股前外侧穿支皮瓣移植修复手足部严重烧伤创面 20 例，大

部分为热压伤、电击伤和烧伤后侵蚀性感染创面。切取的股前侧外穿支游离皮瓣面积

4cm×5cm~12cm×18cm，并且按照创面需要一期修薄皮瓣手术。 

结果 20 例手术术后皮瓣均成活，术后 1 周开始循序渐进功能锻炼，受区位于下肢者 15~20D 下床

行走，恢复正常行走。半年后皮瓣感觉功能有不同程度恢复。选取其中 6例典型病例进行交流。 

结论 股前外穿支游离皮瓣的优点较多；（1）皮瓣可选择范围较大，血运可靠，应用灵活。（2）

供区部位隐蔽，皮瓣切取后对供区功能及外形影响小。（3）血管解剖恒定，管径粗，蒂长，易于

吻合,可选择的受区血管较多，提高了血管吻合后的通畅度。(4)皮瓣血供丰富，抗感染及愈合能力

强，有利于伤口 I 期愈合。（5）股前外侧皮瓣带股外侧皮神经，可以与受区皮神经吻合，重建感

觉。 

穿支皮瓣一期修薄的特点在于改善进一步原来的臃肿外观，避免了需多次整形修复的缺点，符

合“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整形修复原则。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的解剖学研

究和临床实践，证明穿支皮瓣一期进一步修薄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坚实的理论基础配合一定的手术

技巧可以确保修薄后的穿支皮瓣血循环良好。 

手足部严重烧伤，不能用皮片移植解决时，可以选择修薄股前外穿支游离皮瓣，而且早期评估

伤情，早期手术修复，恢复效果更好。 

  

 

PO-0633 

超剂量镇静镇痛药物在烧伤脓毒症并发 ARDS 中的应用 

 
刘冰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烧伤脓毒症并发 ARDS 依据病情轻重不同，临床实施镇痛、镇静策略不同，探讨超剂量镇静镇

痛药物对治疗烧伤脓毒症并发严重 ARDS[氧合指数(OI)<150 mmHg(1mmHg=0．133kPa)]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分析 2015 年 5 月一 2017 年 3 月笔者单位烧伤 ICU 收治的 8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烧伤脓毒症

并发 ARDS 患者资料。患者自确诊为烧伤脓毒症合并 ARDS 时起，即采用集束化治疗策略基础上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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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剂量镇痛、镇静，必要时联合应用肌松剂抑制呼吸，OI>200mmHg 时更改为浅镇静治疗方案并实

施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分别于开始超剂量镇痛镇静前、开始后 24 小时及结束后用血气分析仪测定本

组患者血气分析指标 pH 值、PaO2，、PaCO2，并计算 0I，动态监测患者血流动力学参数心率、平

均动脉压(MAP)、中心静脉压(CVP)、VAP 发生情况。统计患者的治疗情况及结果。观察患者近期病

死率、机械通气时间、对数据行单组资料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 LSD 检验 

结果 联合超剂量镇痛镇静前、联合使用 24 h 及联合使用结束时，本组患者各时相点间总体比较，

PaO，和 0I 变化明显。心率随病情好转逐渐下降、MAP 逐渐升高或升压药物剂量逐渐下降，CVP 无

明显变。8例患者短期内病情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超剂量镇痛镇静可以减轻人机对抗，减轻烦躁以及呼吸肌氧耗、缓解全身其他脏器缺氧损

伤，保证机械通气效果、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 

  

 

PO-0634 

“八二”昆山工厂铝粉尘爆炸事故伤员创面处理经验 

 
谭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总结一批群体烧伤患者创面处理中的经验教训，为群体烧伤患者临床创面处理提供可借鉴的

方法。 

方法 统计患者切痂（削）手术、植皮手术、截肢手术的病历资料，总结患者创面处理的效果。 

结果 患者平均首次切痂时间为(3.5±1.7)天，首次切痂面积为(32.9±14.7%)TBSA。微粒植皮 56

人次，Meek 植皮 42 人次,邮票植皮 97 人次。28 天内存活组的患者未封闭面积小于死亡组。共有

27人接受了截肢手术。 

结论  在患者情况平稳的前提下应尽早进行切削痂手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合适的植皮方式。尽

早封闭创面是群体大面积烧伤患者治疗的关键 。 

 

 

PO-0635 

自体中厚皮片游离移植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修复全阴茎皮肤 

脱套伤一例 

 
陈博,李巍,曲滨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全阴茎脱套伤采用自体中厚皮片游离移植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四川省人民医院烧伤科收治的因机器绞伤导致全阴茎皮肤脱套患者 1 例，为伤后约 10 小

时入院，撕脱皮肤及阴茎创面污染严重，失去了急诊显微血管吻合皮肤回植时机。入院查体发现：

阴茎根部至阴茎包皮皮肤于浅筋膜层完全脱套，冠状沟边缘残留约 0.5cm 包皮，阴茎浅表静脉裸

露，创缘参差不齐，污染严重，有明显渗血。泌尿系及阴囊超声未见明显异常。治疗采用自体中厚

皮片游离移植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留置导尿，术后口服乙烯雌酚，防止阴茎勃起，持续负压吸

引，中厚皮片成活后予以硅酮制剂预防瘢痕挛缩。 

结果 拆除负压后自体中厚皮完全成活，无明显挛缩，患者勃起功能正常，长度、直径与伤前无明

显差异，自觉有轻度紧匝感。 

结论 阴茎皮肤脱套伤是发病率相对较低的一种损伤，虽无生命威胁，但因多发生在青壮年劳动

者，对患者生理损害和心理影响远大于疾病本身。本病例为典型 Buck’s 筋膜浅层完全撕脱，治疗

上首先应考虑阴茎、尿道、睾丸、精索等重要脏器功能的保护，同时依据患者具体损伤程度及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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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个体化的治疗措施，以期达到兼顾功能与外形的修复效果。对于较大面积的阴茎皮肤脱套伤，

目前多数学者仍采用游离皮片移植修复，并避免采用张力缝合，因位置特殊，皮片固定存在一定难

度，我们采用负压技术，既达到了固定皮片的目的，又降低了术后创面污染、换药反复刺激阴茎导

致勃起等，进而导致手术失败的风险。 

 

 

PO-0636 

小儿大面积烧伤的静脉营养支持 

 
冯曼曼

1
,贺芳

1
,陈虹

1
 

1.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2.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烧伤面积大于 20%的体表面积的病儿，高分解代谢对营养需求量明显增加，由于伤后肠道功能

紊乱出现食欲减退、腹泻、腹胀、呕吐等，单纯很难补充必要的营养物质，使之长处于负氮平衡状

态，引起体重下降，免疫功能降低，常导致创面及全身严重感染，愈合延迟等。因此加强对病儿的

静脉营养支持是必要的。通过两组烧伤病儿观察发现，在一般进食情况下合理补充静脉营养病儿，

体重增加，创面愈合加快，植皮成活率高，并发症减少，说明及时合理的静脉营养支持在治疗小儿

较大面积烧伤中值得重视。 

 

 

PO-0637 

对口冲洗封闭式负压引流结合自体组织移植修复慢性难愈性 

创面的临床分析 

 
杨敏烈,吕国忠,朱宇刚,丁羚涛,储国平,俞舜,秦宏波,杜勇,程佳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对口冲洗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联合自体组织移植修复慢性难愈性创面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按随机表法顺序入选本院自 2016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慢性难愈

性创面的患者 55 例，其中观察组 34 例，采用清创后对口冲洗封闭式负压引流+组织移植修复治

疗，对照组 21 例，采用传统换药+组织移植修复治疗，比较两组治疗的手术次数、住院天数、术前

创面细菌检出率、术后修复组织成活率及随访复发率，采用 SPSS13.0 软件分别进行 t 检验及 χ2

检验。 

结果 观察组的手术次数[(2.29 ± 0.52)次]较对照组[(3.24 ± 0.63)次]明显减少（t=-6.029，

P<0.01），住院天数[(18.82 ± 3.46)d]较对照组[(28.14± 4.83) d]显著缩短（t=-8.328，

P<0.01），创面细菌检出率 4 例（11.8%）较对照组 14 例（66.7%）显著降低（χ2=17.773，

P<0.01），32 例（94.1%）修复组织顺利成活，2 例（5.9%）皮片移植修复者创缘少许皮片发生溶

解，经换药后痊愈，皮瓣移植修复者均顺利成活，对照组有 6 例（28.6%）修复组织顺利成活，15

例（71.4%）有部分皮片溶解或皮瓣坏死，后期经一到数次扩创修复手术及换药痊愈，观察组修复

组织成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26.117，P<0.01）；经 3-12 个月随访，对照组创面大部分愈合

良好，仅 3 例（8.8%）出现创面复发，而对照组有 8 例（33.3%）出现复发，观察组较对照组创面

复发率显著降低（χ2=5.242，P<0.05）。 

结论 应用对口冲洗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结合自体组织移植，可以有效清除创面坏死组织，封闭窦

道或死腔，为后期自体组织移植修复创面提供良好的创面基底准备，有效提高创面修复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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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38 

基于创面愈合质量的再生医学研究进展 

 
杨敏烈,吕国忠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基础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创面修复为主题的再生医学领域

越来越注重以分子生物学、医学工程学、生物材料学等高新技术理论来展开研究，并且越来越注重

以转化医学的思想来最终提升创面愈合质量的实际问题，现就基于创面愈合质量的再生医学研究进

展作综述如下： 

一、涉及创面愈合和组织损伤修复的病理生理 

1、创面炎症反应 

创面自然愈合的过程不可避免要涉及炎症反应，包括炎症细胞的迁徙、增殖、基质沉积以及组织重

塑几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出现不可控因素，均会导致创面愈合不良或者瘢痕过度增生。创伤导致

凝血级联反应的激活，通过组装的纤维蛋白凝块，既发挥止血作用，也为细胞外基质成分和损伤修

复细胞的浸润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在募集炎症细胞的同时，血小板得以从凝块中释放，并且与生

长因子及趋化因子共同融入局部创面环境。血小板及其衍生物体现创面修复和组织重塑之间具有关

联性的一个具体实例，就是运用富血小板的血浆促进骨折愈合【1】。 

急性创面的炎症反应，主要是动员局部和全身产生防御性应答，而慢性创面则存在着较为持久

的炎症反应，这些创面迟迟不能愈合或愈合不良被普遍认为是创面内始终存在一种炎症反应的状态

【2】。具体来说，新近有研究表明，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创面中促炎因子及抗炎因子之间反复竞

争，导致创面愈合微环境的失衡有关【3、4】，增加局部浸润的嗜中性粒细胞以及巨噬细胞，可以

导致创面愈合延迟【5、6】，同样，减少对关键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nterlukin-1β, IL-

1β）、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的调控，将引起炎症反应期的延

长和创面愈合的延迟【4、7】。IL-1β 和 TNF-α 的过表达被证实将引起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的增加，从而过度降解局部细胞外基质，并阻碍修复细胞的迁移和增

殖【8】。最近有研究表明，一种由自身免疫系统激活并释放的炎性小体，在创面发生发展的过程

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感受外界信号刺激后激活半胱天冬酶-1（caspase-1），而活化

的 caspase-1 能够调控 IL-1β 的加工和分泌【9、10】。此外，持续存在的一个高细菌负荷创面环

境可导致炎症细胞不断涌入，增加炎症反应的同时，使创面延迟愈合【11-13】。因此，更为详尽

的了解炎症反应的分子机制，并发现相应的处理措施，对于提高创面愈合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2、感染 

创面感染是影响创面不良愈合的一个促进因素，在其发生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炎症反应的主要作

用是使创面内定植的微生物控制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稳态水平，以使皮肤对防御屏障的损伤和在微生

物下的暴露更好地调节和分泌抗菌肽【14-15】。此外，微生物在创面定植时间过久，也会不断地

发生毒力、数量的改变以及自身结构的变异，从而阻碍机体及时做出必要的免疫应答，进而使损伤

修复不断延迟【11】。 

3、蛋白酶作用 

目前慢性创面的愈合不良被部分归因于蛋白酶及其抑制剂的失控，不同于急性创面愈合过程

中，组织蛋白酶及其抑制剂通常处于一个紧张的调节状态，而在慢性创面中，组织蛋白酶则处于相

对停滞的状态，上述情况可能基于炎症反应或微生物定植的结果，而导致蛋白水解的不平衡。研究

表明，基质金属蛋白酶，如胶原酶和明胶酶 A 和 B，在慢性创面分泌物的检出水平要明显高于急性

创面的分泌物【3、16】，其中丝氨酸蛋白酶降解基质成分明显增加，包括纤维连接蛋白【16-

19】。 

4、瘢痕和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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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损伤组织上的完美再生仅见于胎儿皮肤【20】，表皮、肠上皮细胞、造血系统具有较高的

再生能力，此外，儿童的手指指尖再生也可见诸于报道【21】。在所有的软组织和器官中，包括结

缔组织、实质细胞均可被过表达的细胞外基质所替代，并最终导致组织纤维化，器官出现部分或大

部分功能障碍。组织损伤的始动因素主要是多种急性或慢性的炎症刺激，包括自身免疫应答，感

染，机械性损伤等。 

人皮肤损伤后主要形成两类病理性瘢痕，即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其主要的区别在于：增生

性瘢痕多由手术、创伤（特别是烧伤）等因素发展而来，在瘢痕稳定后能有一定的自限性，有向萎

缩性瘢痕转化的倾向，而瘢痕疙瘩的生长范围远超于损伤范围，且生长具有侵袭性，不规则生长，

没有任何自发性消退迹象，并伴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此外，有研究发现，一种名为平滑肌肌动蛋白

α（α-SMA）的阳性肌纤维母细胞，对瘢痕和瘢痕疙瘩的形成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产生不同

程度的胶原纤维化和血管化【22】。尽管大家普遍认为黑色人种发生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的几率

要显著高于浅色人种，而事实上，迄今为止并没有足够的流行病学资料可以确切的证实这一点

【23】。有报告显示，病理性瘢痕在人群中最常发生的时期是青春期，瘢痕如果发生在关节等特殊

功能部位，往往可引起局部的功能障碍，严重者可影响正常发育。 

无论是增生性瘢痕还是瘢痕疙瘩，目前依然是众多外科医生所面对的一道难题，包括外用硅酮

类制剂、压力疗法、冷冻疗法、激光疗法、使用 5-氟尿嘧啶、糖皮质激素、干扰素等药物进行注

射疗法等在内的治疗措施，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病症，但在分子水平层面，人们始终难以找到一

个较为确切的基因靶向治疗的靶点【24】。但也有学者提出，针对皮肤病理性瘢痕的分子靶向治

疗，也许可以从防治心、肺、肝、肾等实质性脏器纤维化的实验研究中得到启示【25】。尽管各个

器官或组织的纤维化特征有一定的特异性，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们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很多共

性，包括与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TGF-β）、结缔组织生长因

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CTGF）、白细胞介素-4（Interlukin-4, IL-4）、白细

胞介素-13（Interlukin-13, IL-13）、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骨桥蛋白等的作用密切相关【26】。 

二、创面愈合和损伤修复的机制进展 

由于创面愈合涉及多种类型的细胞在局部和全身交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而目前已知的比较

确切的分子机制仍十分有限，故关于分子靶向治疗的实验和临床设计也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一领域

的研究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动物模型与人具体情况的精准关联，这给实验研究最终要转化为解决临

床实际问题的成果带来较大的难度，未来一个比较可行的研究思路是，在不同原因所致的创面微环

境中，找到共同的病理和病理生理机制【27】，并且根据某些特定的分子信号通路，倒推出一种更

加稳定的，与人的生理更为接近的动物模型，以利于更好地探讨相关问题，缩小实验研究到临床转

化之间存在的差距【28】。 

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关于创面愈合及修复阶段的很多探索性问题，包括细胞和基因层面的，主要都来

自于鼠类模型。转基因和基因敲除小鼠的研究，调查了超过 100 个潜在的与创面愈合密切相关的基

因功能，积累了较多的理论基础【29】。 

创面边缘的上皮细胞早期即发生基因改变【30】，比较经典的上调基因包括 Ap-1、Fos、Jun

【31】以及 Krox 锌指转录因子【32】，在随后的上百个基因表达上调的过程中，有使上皮增殖、

分化功能的细胞被大量激活，并迁移至痂皮组织与肉芽组织之间，启动修复过程，一些晚期激活的

基因，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则相对保持沉默状态，直到组蛋白发生甲基化时被激活。而随着

Polycomb 转录抑制因子的下调，创面内的一些沉默基因随即被清除【33】。随着角质形成细胞与

细胞基质的粘连发生改变，这些粘连蛋白通过整合蛋白，焊接于细胞的基底膜，于是创面边缘向中

央开始收缩。因此，在角质形成细胞基因敲除的小鼠，其创面上皮化的进度往往迟滞【34】。创面

细胞间的连接也必须进行修饰，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桥粒连接有效促进细胞间排列更加宽松，从

而钙依赖性增强，而这一效应主要与蛋白激酶 C（Protien Kinase C, PKC）密切相关，由于

PKCα-/-小鼠不能改变这些连接，因而表现出创面延迟愈合【35】。蛋白酶，特别是基质金属蛋白

酶，则需要以某种方式减少整合素与胶原之间的联系【36】。所有这些变化都有赖于相关修复细胞

的迁移，同时，没有相关生长因子的刺激，再上皮化就不能开始。事实上，在角质形成细胞特异性

基因敲除，或成纤维细胞因子受体 1、2【37、38】敲除后，小鼠变得极度衰弱【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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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表皮细胞在损伤后均为增殖细胞所替代【40】，这个效应被认为与干细胞相关，但机

制并不完全清除。有研究显示，被标记的干细胞可上移至邻近毛囊的隆起区，至少在创面形成初

期，可以出现在裸露的区域【41】，但更新的角质形成细胞似乎来源于非隆突区的滤泡细胞

【42】。以往的观点认为，若创面比毛囊和汗腺更深，则皮肤结构难以再生，这一观点目前正受到

质疑，有研究表明，在小鼠模型中，深于毛囊以下的损伤可通过 Wnt 依赖性信号转导通路，促进皮

肤的再生【43】。 

小鼠成纤维细胞的活性是在暴露于多种生长因子信号刺激下被激发的，尤其是 TGF-β1 信号和机械

负荷信号的刺激，从而发生增殖、迁移并启动纤维化进程【44】。有较多研究发现，至少有一个以

上子集的成纤维细胞内的肉芽组织来源于远处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免疫荧光检测，发现上述

来源的成纤维细胞占到总数的近三分之一【45-47】。这些研究提示骨髓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可以

作为潜在的治疗方案，后续的研究分别在啮齿类动物【48】和人【49】中得到证实。 

在胎鼠和人胎儿中的研究中已经证实，伤口发生后，不稳定的组织最终能够无瘢痕愈合【50、

51】。炎症可能是导致伤口纤维化的原因，而事实上，缺乏白细胞谱系转录因子 PU-1 的成体小

鼠，也能够使伤口无瘢痕愈合【52】。很多研究都设计为单独测试免疫细胞谱系在创伤修复过程中

的作用，尽管研究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异性，但目前的共识是早期创面募集的中性粒细胞是杀死入

侵微生物的主要力量，而其后期却需要巨噬细胞吞噬清除，如果在某些信号分子传导的过程中发生

异常，就启动了瘢痕增殖的始动环节。【53、54】相比之下，肥大细胞似乎只扮演微调角色，其他

类型的免疫细胞在创面早期研究甚少，而见于创面进入慢性阶段，主要发挥“适应性免疫”的作用

【55、56】。有一项研究提示，这些细胞可以识别角质细胞发出的“损伤信号”，从而释放修复损

伤的关键细胞因子【57】。 

发生在创面局部的“损伤信号”，导致炎症细胞的募集、激活和浸润。一些早期的信号主要包括由

脱颗粒的血小板释放的细胞因子和病原体损伤相关分子，其损伤信号随着破坏的细胞和微生物不断

增多而增强【58】。所有这些信号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用于调控创面早期炎症反应。有研究表

明，创面形成后的收缩，粘附分子激酶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Focal Adhesive Kinase/ 

Extracelluar Regulated Kinase, FAK/ ERK）激活，导致成纤维细胞释放趋化因子配体 2，启动

创面愈合，反之，亦可导致炎症反应的级联放大，Wong 等【59】的研究证实了阻断上述步骤，可

以使小鼠瘢痕纤维化程度显著减轻。 

TGF-β1 几乎肯定参与了创面炎症反应的发生发展，同时也是调节后期损伤修复的关键因子，有研

究证实，在一定程度上阻断该信号，可以有效减少瘢痕的形成【60】。目前尚不十分清楚的是，炎

症反应是如何触发创面成纤维细胞的分子变化，包括上调骨桥蛋白的表达，并最终导致胶原纤维的

病理性沉积，病理性瘢痕的发生【61】。 

三、现有提升创面愈合质量的治疗及实验研究进展 

在近十余年时间里，合理的创面处理措施使得创面愈合领域有了一些新进展。不管是急性创面，或

是由于各种基础疾病、全身性疾病引起的慢性创面，“为创面愈合提供一个良好的内环境”被认为

是治疗的关键目标。各种新型敷料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创面继发性损害的发生，除能够吸收过多的

渗液、分泌物，有些敷料甚至带有额外的生物性能，比如抗菌、促进修复细胞的迁移和增殖、刺激

适当的基质沉积等，然而，限于创面加速愈合与瘢痕增生之间的不确定性，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仅

可作为提供局部创面愈合的良好环境，而不能完全替代其他创面的常规处理原则。 

随着各种生物活性制剂的出现，主要是各类生长因子，临床创面治疗手段进一步丰富，然而，由于

创面愈合过程中，不同阶段，多种生长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较为复杂，因此，仍然没有依据表明，

某一类生长因子制剂的应用，可以完全替代多细胞因子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应【62】。比如，利用

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recombinant human Granulocyte Macrophag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rhGM-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治疗下肢静脉性慢性溃疡，在小样本（20 例）、随机、对照研究中取得了较为良

好的疗效，然而在较大样本、随机、对照、双盲试验中结论却并不肯定【63】。 

传统意义上，细胞外基质被认为是一种不太活泼的，提供机械支撑和组织完整性的大分子物质，然

而近年来的研究逐步证明，它能通过某些物理和化学信号，控制细胞的生物学行为【64】。通过观

察人类某些缺陷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可以较为系统地分析细胞外基质在基因修饰模型中发挥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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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65】。这些研究表明，细胞外基质可以通过细胞贴壁、激活整合素介导信号传递、机械力转

导、螯合、激活和释放可溶性生长因子等作用，控制组织器官的增生和转化。例如马凡氏综合征，

是一种名为原纤蛋白-1 的编码基因突变引起的结缔组织病，由于该基因的突变，使细胞外微纤维

蛋白的水平显著降低，TGF-β 信号通路在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因此，尽管马凡氏综合征是由基

因突变所引起，我们通过 TGF-β 信号阻断剂进行治疗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66】。目前，在组织

损伤修复与再生领域，基于细胞外基质的治疗体系已逐步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67】。细胞外基质

类产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胶原或纤维蛋白，在创伤修复领域，主要用于引导不同组织的再生，包

括皮肤、肌腱、气管、心脏瓣膜等【68、69】。有些产品，如脱细胞真皮支架，可作为移植细胞的

载体，在烧创伤领域用于缺损创面的覆盖，或应用于难治性创面的治疗【70】。尽管目前对于胶原

和纤维蛋白的研究是一个热点，然而大多数临床研究并没有着力于细胞外基质的成分变化与实际效

果之间的联系，或仅与标准型生物敷料进行对比，对于其促进创面愈合的机制仍然流于猜测的层

面。 

在创面愈合领域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学者提出：从细胞发展形态学的角度出发，对于一些天然材

料进行修饰，使其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能锲合修复微环境，这应当成为今后该领域转化医学研究的一

个主要方向【71-73】。研究表明，通过皮肤或骨修复的实验模型，可以观察到某些生长因子和重

组纤维连接蛋白片段共价结合到纤维蛋白支架，可以有效增强生长因子与细胞外基质的相互作用，

最终提高组织再生的效率【72】。这些研究同时也证实了细胞外基质中的生长因子在诱导血管新生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71、73】。 

目前，基于不同修复机制的合成材料大多数处于临床前期研究阶段，通常以三维微环境来模拟天然

细胞外基质的特点。合成生物材料要最终应用于临床，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更好的复制错

综复杂的局部结构和动态的创面微环境【74】。早期的材料研究很少考虑生物性能方面，而目前的

材料研究，能够较好地模拟复杂的组织再生环境，生物和化学相容性大为提高。聚乙二醇是目前常

用的合成材料，一些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如生长因子、粘附肽、肝素水凝胶已经能很好地被集成到其

中【75】，通过物理（如光）和化学（如酶）刺激再生修复过程【76】。 

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证明这些合成材料在体内环境中的一些生理和病理条件，调查分子生物学和

分子力学的变化在创面愈合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其如何影响自体细胞的浸润、生长和分化【77-

79】。 

随着干细胞的发现，它被人们从血液、骨髓、脂肪、表皮、毛囊、胎盘中广泛提取，并进行了大量

的实验研究。迄今为止，具有良好创面修复和组织再生前景的主要有骨髓和脂肪来源的间充质干细

胞两大类【48、80】。新近有报道，在患有隐性营养不良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Recessive 

Dystrophic Epidermolysis Bullosa, RDEB）的儿童患者，应用骨髓或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移植，

可以有效增强皮肤的稳定性，并促进创面愈合【81】。同样，在组织修复领域，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亦被应用于软骨缺损、骨缺损等的修复研究，当然，最终的结论需要等更大规模的、多中心的 3 期

临床实验才能证实。皮肤的表皮干细胞已被证明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分布区域，即毛囊隆起、皮脂腺

基底部以及表皮基底层【82】。新近有研究报道，局部脂肪细胞的祖细胞【83】、黑素细胞的祖细

胞【84】有助于创面的修复。而在表皮干细胞耗竭的情况下，通过调节损伤部位的细胞趋化因子，

招募该区域的骨髓和内皮祖细胞，也被证实有助于创面的愈合，如糖尿病皮肤溃疡等【85】。屡屡

借助表皮干细胞修复的慢性创面，往往会导致局部干细胞群的耗竭【86】。尽管干细胞治疗在实验

研究中显示了良好的应用潜力，目前仍然没有任何干细胞产品被批准用于创面愈合的治疗【87】。 

诱导的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和皮肤再编程概念的出现，为创

面治疗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已有多项研究表明，人体皮肤的角质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可以由诱导的多

能干细胞转分化形成，而对 RDEB 的患者进行皮肤再编码，可以使其产生健康的组织细胞【88、

89】。最近有一项研究证实，使 RDEB 患者的反转型角质形成细胞与 iPSCs 产生的复合杂合子

COL17A-1 相连接，可以有效地修饰病理性角质形成细胞【90】。此外，iPSCs 在小鼠模型中，也显

示出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及肢体缺血的再血管化的作用【91、92】。 

细胞疗法在未来的再生医学领域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对于创面治疗的细胞群落分布、细胞行

为学模式、细胞间的整合、移植细胞的成活率、新环境的适应性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

【93】。此外，治疗伦理学和治疗安全性的问题也是其面临的重大挑战【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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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与展望 

在过去的近十余年时间里，随着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较多的创面愈合实验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

的实验成果，尤其在分子靶向治疗的方面，为后期临床试验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基础理论

依据。而要把这些新疗法最终应用于临床，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实现转化医学的初衷，仍然有很多

困难需要克服，需要我们在复杂的创面愈合过程中寻找特征性、特异性的东西，不断改进动物实验

模型，使之更趋于稳定，更接近人的正常生理和病理环境；能够综合运用最新分子生物学技术、医

学工程学技术、生物材料学原理，结合疾病的临床特点，科学地设计研究方法，正确定义合理的临

床终点，不断把提升创面愈合质量的工作推向前进 

 

 

PO-0639 

四种方法治疗深Ⅱ°烧伤创面的卫生经济学分析 

 
杨敏烈,吕国忠,朱宇刚,丁羚涛,储国平,俞舜,杜勇,秦宏波,程佳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几种治疗方法在深Ⅱ°烧伤创面治疗中的成本及效用，并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 

方法 本研究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共收治烧伤创面 82 例，分为传统敷料（A

组、对照组）、新型功能性敷料组（B 组）；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组（C 组）和水动力清创治疗组

（D 组）。对伤口愈合的相关指标和医疗费用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卫生经济学分析。 

结果 新型功能敷料组（B 组）创面愈合率明显高于其他治疗组（P＜0.05）。成本-效果比分析表

明，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组（C 组）是最有效的，但医疗总费用最高。同时，新型功能敷料组（B

组）的医疗总费用最低，但治疗效率低于 C 组。传统清创治疗组（A 组）和水动力清创治疗组（D

组）的医疗费用和治疗效率介于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组（C组）和新型功能敷料组（B组）。 

结论 总的来说，根据成本效益分析推导出的优化策略，新型功能敷料组（B 组）在合理成本和良

好临床效果方面结果最为理想。 

 

 

PO-0640 

羊膜干细胞对严重烧伤大鼠早期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 

 
刘洋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羊膜干细胞（AMSCs）对严重烧伤大鼠早期心肌损害的作用及相关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酶消化法分离培养 AMSCs，并用流式细胞仪对所分离培养细胞表面分子标志物进行检

测，并进行体外诱导成脂、成骨分化鉴定。24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实验

分组，分为单纯烧伤（burn）组、AMSCs 组、假伤（sham）组。实验大鼠背部于 98℃热水浴 15 

s，制成 30%总体表面积Ⅲ度烧伤模型，伤后即刻 burn 组、AMSCs 组大鼠分别腹腔注射 0.9%氯化

钠 10 mL（50 mL/kg）行抗休克治疗，3 h 后两组大鼠分别经尾静脉注射 PBS 和 AMSCs；sham 组

仅对大鼠背部于 37℃水浴 15 s，模拟烧伤模型制作过程。48 h 后采集三组大鼠腹主动脉血及心肌

组织标本，采用 ELISA 法检测乳酸脱氢酶（LDH）、血清肌酸激酶（CK）的含量，RT-PCR 法检测

组织中凋亡相关因子（caspase-3）， 炎性相关因子 TNF-α、IL-1β 及抑炎因子 IL-10 mRNA 表

达水平。对所得实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LSD-t 检验。 

结果 采用酶消化法培养的 AMSCs 传至第 3 代后检测均表达 CD29、CD44、CD90、CD105，而 CD34 

阳性率较低， 可在体外向成骨成脂诱导分化。与 sham 组比较，burn 组大鼠血清 LDH、CK 的含量

显著增高（P < 0.05），AMSCs 组 CK、LDH 含量与 burn 组相比显著降低（P < 0.05）。burn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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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心肌中 TNF-α、caspase-3、IL-1β mRNA 水平均高于 sham 组（P < 0.05），AMSCs 组心肌

组织中 TNF-α、caspase-3、IL-1β mRNA 水平显著低 

于 burn 组（P < 0.05）。burn 组大鼠心肌组织中 IL-10 mRNA 表达量显著低于 sham 组（P ＜ 

0.05），AMSCs 组大鼠心肌组织中 IL-10 mRNA 表达量与 burn 组比较显著增高（P ＜ 0.05）。 

结论 严重烧伤早期采用 AMSCs 治疗可显著降低心肌 CK、LDH 水平，减轻严重烧伤导致的心肌组织

损伤，降低心肌细胞凋亡，减少炎症细胞因子 IL-1β 和 TNF-α 表达，促进抑炎细胞因子 IL-10 

的表达水平，对严重烧伤大鼠心脏细胞损伤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PO-0641 

医源性烧烫伤临床分析 

 
李万同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讨论可能造成医源性烫伤的原因、治疗方法及预防手段。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13 年 5 月-2018 年 5 月 5 年间收治的医源性烧烫伤患者的致伤原因及治疗情

况。 

结果 医源性烧烫伤患者占总患者的 3%，其烧伤深度在深 II°与 III°之间，面积在 3cm
2
与 15%之

间，部分患者因烧烫伤早期治疗不当发生感染而导致创面加深。 

结论 医源性烧烫伤主要是人为因素， 尽管综合评价伤情不重，但由于发生原因特殊，常会造成医

患关系紧张，需要提高医护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责任心，并对患者做好科普工作，以减少发病

率。 

  

 

PO-0642 

点击伤患者急救与护理 

 
王源静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电击伤患者的急救措施和护理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电击伤患者 65例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通过对电击伤患者实施院前急救，创面护理，气管切开护理等各种相应护理措施，使患者病

情得到有效控制，无并发症发生。 

结论 有效的急救治疗可减少对电击伤患者的损伤，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PO-0643 

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露的整形外科修复 

 
王路旭,侯宏义,谢松涛,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在应用整形外科方法修复颅骨缺损修补术后钛网外露创面的方法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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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3 月～ 2017 年 9 月，因颅骨缺损修补术后钛网外露在西京医院烧伤与

皮肤外科手术治疗的 23 例病例，行创面准备，换药，清创，VSD 负压吸引，皮瓣移植覆盖及抗感

染等一些列综合治疗。 

结果 术后随访 3 ～ 12 个月，皮瓣成活，钛网外露创面得到良好的修复。 

结论  皮瓣移植等一系列综合治疗，修复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露创面，效果良好。 

 

 

PO-0644 

小儿重度烧伤创面处理策略 

 
段鹏 

太钢总医院 

 

目的 总结小儿重度烧伤创面处理方法 

方法 浅Ⅱ度烧伤尽早外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凝胶（GM-CSF），脱细胞猪皮敷料或爱

立敷粘性敷料覆盖，无菌敷料包扎。深Ⅱ度烧伤创面区分偏浅的深Ⅱ度和偏深的深二度。休克期过

后偏浅的深Ⅱ度行磨痂术，偏深的深Ⅱ度行磨削痂术，即先用辊轴刀薄层削痂再用磨痂器进行磨

痂，处理后创面外用 GM-CSF，脱细胞猪皮敷料或爱立敷粘性敷料覆盖，无菌敷料包扎，10~15 天后

未愈创面行自体皮移植术。Ⅲ度烧伤伤后 3~5 天行切削痂术，创面能削痂的不切痂，创面脱细胞猪

皮敷料或爱立敷粘性敷料覆盖包扎。3~5d 后有计划的分期分批的去除脱细胞猪皮敷料或爱立敷粘

性敷料，视皮源情况行自体网状皮、MEEK皮片、邮票皮片移植术。 

结果 浅Ⅱ度烧伤 5~7 天治愈；偏浅的深Ⅱ度创面 10~15 天治愈；偏深的深Ⅱ度创面 10~15 天部分

愈合，未愈部位行自体皮移植创面治愈；Ⅲ度烧伤创面首次术后后 3~5 天，有计划的分期分批行自

体皮移植术，经 1~5 次自体皮移植治愈。治疗过程中病人一般情况好、生命体征相对平稳，无 1 例

并发脓毒症。 

结论 对于小儿重度烧伤视烧伤深度不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能取得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PO-0645 

轻度烧伤临床路径实施的效果评价 

 
姚明 

1.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750000 

2.宁夏医科大学 

 

背景 临床路径(Clinical Pathway, CP)是指通过临床医学、循证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多

学科演化融合，形成的一种以优化资源配置、规范医疗活动为目的的标准诊疗计划，其体现了“以

患者为中心”的现代医疗理念
[1-2]

。经国内外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CP 在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

合理利用医疗资源等方面已获得显著成效
[3]
。 

目的 本研究通过收集本单位实施“轻度烧伤治疗临床路径”的数据资料，比较临床路径治疗与普

通经验治疗之间的差异。 

方法 由于卫生部目前尚无烧伤治疗方面的临床路径，我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轻度烧伤

临床路径”。路径由 3 个阶段组成：入院日、住院治疗、出院日，按照一定的纳入标准选取 2017

年 1 月-4 月我科收治的轻度烧伤患者 70 例，将选取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5 例，前

者给予普通模式治疗，后者行 CP模式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的差别，验证路径治疗的优势性。 

结果 本课题研究共纳入病例 70 例，有效病例 67 例，其中对照组 33 例，临床路径组（观察组）34

例。比较两组病例年龄、性别、民族、付费方式及烧伤类型、烧伤面积、烧伤部位及是否有合并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路径组住院费用、抗生素使用天数、入院治疗后第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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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的创面愈合率，较之普通治疗组均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住院天数、入

院治疗后第 3天、第 9天的创面愈合率、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P 规范了诊疗行为，将医疗质量从终末管理转变为环节管理，在降低住院费用，加快创面愈

合的进程，缩短抗生素使用天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成效。 

  

 

PO-0646 

背阔肌皮瓣修复肘关节电击伤 

 
李先慧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电击伤后肘关节外露创面修复及部分肌肉功能重建的方法 

方法 本科室 5 例电击伤患者，均伴有肘关节及上臂皮肤肌肉坏死及关节腔外露，经过前期清创等

治疗后，残留的关节及骨外露创面采用同侧背阔肌肌皮瓣进行修复，将肌皮瓣血管蒂游离至腋血管

水平，形成岛状肌皮瓣，通过腋窝及上臂内侧的皮下隧道，将岛状肌皮瓣转移至肘关节及上臂，修

复创面的同时利用背阔肌部分重建上臂坏死肌肉功能。 

结果 5 例患者术后皮瓣均完全成活，未出现皮瓣坏死、感染等并发症，创面修复效果良好，肘关

节屈伸功能部分恢复。供区 4 例直接缝合，1 例通过游离皮片移植封闭，均未遗留明显的功能障

碍，患者满意度高。 

结论 利用岛状背阔肌肌皮瓣修复电击伤后肘关节外露创面操作较为简便，修复效果良好，患者接

受度高，且能够同期重建部分肌肉功能，是较为理想的修复手段。 

 

 

PO-0647 

豫南地区新生儿烧伤流行病学特征及防治策略 

 
肖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九中心医院,463000 

 

目的 探讨豫南地区新生儿烧伤的流行病学特点及防治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第 159 医院全军烧伤中心 1967 年 2 月～2018 年 5 月收治新生儿烧伤共

49 例，年龄 0～28(3.57±7.35)天，男 28 例，女 21 例。烧伤总面积 1～46%(8.66± 

7.29%)TBSA，浅 II 度 4.23± 3.79%TBSA ，深 II 度 7.29± 6.71%TBSA ， III 度 5.73± 

5.05%TBSA。受伤至入院平均 2.79± 4.40 天。入院时伴中度以上休克者 4 例，吸入性损伤 6 例。

合并新生儿窒息 7 例，新生儿硬肿 2 例，脑积水 1 例。将所有病例按入院时间不同分为 60~70 年

代、80~90 年代和 00~10 年代 3 组，比较分析其烧伤原因、烧伤部位、烧伤面积及深度、手术、住

院时间、并发症及预后情况。 

结果 热液烫伤（包括热水、热牛奶、热汤、热稀饭等）占全部病例总数的 57.14%，火焰烧伤占

26.53%，新生儿恒温箱致烧伤占 6.12%。各年代间比较，热液烫伤逐渐增多，火焰烧伤逐渐减少

（P<0.05）。医源性因素所占比例逐年上升（P<0.05）。新生儿烧伤以头面颈、躯干及肢体部位受

伤居多，臀部、会阴、消化道及吸入性损伤较少见，各年代间无明显差异（P>0.05）。各年代新生

儿烧伤面积及损伤深度无显著差异（P>0.05），手术次数相当，但住院天数逐渐缩短（P<0.05）。

新生儿并发症仍以低白蛋白血症（血白蛋白<30g/L）、电解质平衡紊乱及腹泻居多。创面脓毒症、

败血症及死亡病例现阶段明显减少（P<0.05）。总治愈率为 91.85%。 

结论 液体复苏过程中重视血流动力学的监测，多学科联合救治，NPWT 及 MEEK 植皮等新技术的应

用是严重烧伤新生儿救治的关键措施；提高全民烧伤防范意识及早期处理水平，规范新生儿护理流

程，减少医源性烧伤，防患于未然，是解决新生儿烧伤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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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48 

烧伤早期的康复治疗 

 
成剑,胡冰 

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目的 烧伤早期即烧伤发生后至创面愈合一段时期。是烧伤治疗的一个主要时期，必须采取综合治

疗措施。康复做为主要措施之一应同时进行，在这一时期应用康复手段可以达到稳定患者心理，解

决或减轻疼痛，控制预防感染及促进创面愈合的目的，为最大限度解决因烧伤造成的患者身、心两

方面的功能障碍，提高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方法 烧伤病人的康复治疗有许多内容，根据烧伤病人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康复治疗手段（不

同阶段侧重点不同）。在早期主要采取的康复治疗有心理疗法、物理疗法、体位疗法、运动疗法

等。 

结果 总之烧伤早期的康复治疗只是烧伤治疗的一个部分，通过治疗树立病人的信心，主动积极的

配合和参与治疗，并为今后的治疗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最终使病人最大限度的恢复身心健康，重

返社会。 

结论 总之烧伤早期的康复治疗只是烧伤治疗的一个部分，通过治疗树立病人的信心，主动积极的

配合和参与治疗，并为今后的治疗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最终使病人最大限度的恢复身心健康，重

返社会。 

  

 

PO-0649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对复杂创面修复的临床研究 

 
孙光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PO-0650 

大面积烧伤患者使用翻身床的安全护理 

 
李影,冯可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目的: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使用翻身床中的安全方法。 

方法 在使用翻身床的过程中注重患者的安全及各种管道的护理，一定要做到防窒息、防导管滑

脱、防坠床。 

结果 患者经精心治疗及护理,在创面基本愈合后停床而改普通床 

结论 安全正确使用翻身床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具有积极意义，利于创面修复，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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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51 

危重烧伤患者发生压疮的高危因素及防控措施 

 
丁春光,冯可,李金丹,李晓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分析危重烧伤患者发生压疮的高危因素及防控措施。 

方法 对作者单位所收治 20 例特重度危重烧伤患者早期出现压疮病例进行原因分析及采取相对应的

护理措施总结，因特重度烧伤早期血液循环障碍，局部皮肤组织缺血、缺氧、早期液体渗出较多，

皮肤持续处于潮湿状态或者完整的皮肤受损早期创面水肿局部皮肤受医疗设备的压力损伤，在护理

中除了常规基础护理外，如体位的安置与变换、支撑面的应用、加强皮肤的护理、及提供肠内及肠

外的营养支持、减少医疗器械设备所带来的损伤。但针对特殊的（烧伤病人）病例中，在护理措施

上，不断的研究及创新护理方法，如头部及易受压的骨隆突部位应用特制软枕及水枕，周围静脉留

置针及深静脉置管，动脉置管的固定方法等 

结果 积极采取预防措施，能较早的发现压疮的形成并杜绝了压疮的深部发展 

结论 针对不同病人采取不同护理措施，积极分析原因，做好病人病情交接，及时发现，及时报

告，及时处理。 

  

 

PO-0652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的心理护理 

 
倪梦梦,丁春光,李晓蕊,刘俊青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对大面积烧伤病人休克期采取心理护理，帮助病人减轻和摆脱惊恐情绪,使其镇定并增强

信心，促进其对治疗的配合，缩短治疗时间，提高休克期抢救成功率。 

方法 通过对我院烧伤科自 2018 年 1 月~2018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18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在休克期

开始给清醒患者讲述目前烧伤治疗科学的进展以及医院的技术力量和设备条件,并讲述已出院病人

配合治疗成功治愈恢复的例子,向病人表示医护人员积极救治的决心和信心。使其树立患者战胜疾

病的信心，并形成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应用于每一位大面积烧伤患者。 

结果 加强休克期患者的心理护理，能帮助病人减轻和摆脱惊恐情绪,使其镇定并增强信心，并且配

合治疗顺利度过烧伤休克期提高抢救成功率，并且未因心理问题造成不良后果。 

结论 休克期的病人处于严重心理应激状态,产生紧张、焦虑等一系列复杂反应。这些反应与休克之

间会形成恶性循环。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掌握和运用精神心理疾病的知识和心理护理技巧,对病人

进行及早的评估与心理干预,在烧伤最危险休克期的治疗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PO-0653 

根本原因分析法在烧伤患儿静脉输液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马惠珍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 

 

目的 探讨根本原因分析法在烧伤患儿静脉输液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 116 例输液治疗的患儿作为对照组，进行常规护

理措施；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收治的 124 例输液治疗患儿作为观察组，进行静脉输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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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采用头脑风暴法列出风险因素，进行护理干预。对已经发生的护理不良事件应用根本原因分

析法找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制定整改措施，达到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目的。 

结果 共发生不良事件 26 例，观察组 19 例，对照组 7 例。两组共三级不良事件 25 例，二级不良事

件 1 例 。观察组静脉输液相关性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结论 运用根本原因分析法对静脉输液的烧伤患儿进行风险管理，可有效降低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PO-0654 

CD64 与 HLA-DR 指数早期预警烧伤感染的临床价值 

 
邢娟娟,邓 茹,刘名卓,邹薇,戴小华,郭光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指数与单核细胞 HLA-DR指数早期预警烧伤感染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烧伤患者 70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烧伤面积 例，烧伤面积 10%～29% 16 例，

烧伤面积 例。于入院后第 1 天抽取抗凝静脉血，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表面 CD64 指数、单核细胞表面 HLA-DR 指数水平。同时选取来我院体检的 7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

照组，筛选内容包括有无发热、血常规、肝肾功能是否正常。 

结果 观察组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6.12±1.11）明显高于对照组（1.25±0.78），观察组单核细

胞 HLA-DR 指数（ ）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烧伤面积组间及与对照组比较，烧伤面积 患者 CD64 指数高于烧伤面积

10%～29%、烧伤面积 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烧伤面积 患者 HLA-

DR 指数低于烧伤面积 10%～29%、烧伤面积 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烧

伤面积 10%～29%患者 CD64 指数高于烧伤面积 患者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烧伤面积 10%～29%患者 HLA-DR 指数低于烧伤面积 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 ）。烧伤面积 患者 WBC 高于其它烧伤面积组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但烧伤面积 10%～29%和烧伤面积 患者间 WBC计数无统计学意义（ ）。 

结论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单核细胞 HLA-DR 指数水平与烧伤早期感染有一定相关性，二

者的联合应用，可作为烧伤患者感染早期预警指标，为临床烧伤感染严重程度的早期诊断提供可靠

价值。 

 

 

PO-0655 

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护理体会 

 
张瑾,丁春光,刘俊青,倪梦梦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利用勤变换体位、使用气垫床、鼓励病人适当活动等护理方法，配合医生的手术及非手术治

疗，促进慢性难愈性创面尽快愈合。 

方法 总结我科 2016.11-2018.01 收治的 19 例慢性难愈性创面患者的护理方法，包括解除导致创面

形成的原发因素、正确判断及测量创面的长度与深度、选择正确的创面敷料、正确创面冲洗液、正

确处理创面等；形成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法，应用于此类患者。 

结果 通过一系列的创面护理方法，同时配合医生的手术及非手术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治疗时

间大大缩短了，减轻病人痛苦的同时也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结论 总结及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善的护理措施及流程在一定程度上对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治疗有很大

的帮助，可以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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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56 

大面积烧伤患者悬浮床的应用的护理体会 

 
雷晓静,丁春光,刘俊青,倪梦梦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应用悬浮床辅助治疗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护理体会及注意事项。  

方法 对 2017 年 7 月-2018 年 5 月我科应用悬浮床治疗的 32 例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护理进行分析和

总结，我们要在使用悬浮床前要对病人做好解释工作,使其安心治疗,要注意做好呼吸道护理,预防

坠积性肺炎、咽喉部的坠积性水肿及呕吐时误吸;严密监测床温,保持床温恒定在设置的范围内;准

确记录出入量,并及时调整输入量,防止内环境紊乱;做好悬浮床的管理工作。  

结果 32例患者均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未在悬浮床上发生误吸、脱水等不良事件。   

结论 认真做好以上各项护理工作,充分发挥悬浮床治疗大面积烧伤病人的优越性。 

 

 

PO-0657 

面颈部深二度烧伤早期磨痂及异体（种）皮移植的疗效观察 

 
陈国贤,潘选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310009 

 

目的 颜面部深度烧伤导致疤痕增生及面部畸形，严重影响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常用的暴露

和半暴露疗法尚无法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近几年我们采用早期磨痂结合异体（种）皮移植等综合

方法，对面颈部深二度烧伤患者进行了中远期的疗效观察。 

方法 2013 年至 2017 年面颈部深二度烧伤进行早期磨痂及异体（种）皮移植的病例 13 例，其中男

性 11 例，女性 2 例，年龄 27-62 岁（中位数 47 岁），烧伤面积 6%-99%（中位数 41%）TBSA，三度

烧伤面积 0-56%（中位数 15%）TBSA，烧伤后 3-5 天手术植皮，手术植皮面积为 2%-5%TBSA，术后

除常规治疗外，予重组人生长激素皮下注射及生长因子外用治疗。 

结果 13 例患者均自然愈合，其中面部创面 10 天内愈合 6 例，14 天内愈合 5 例，其余 18 天内愈

合。无一例并发面部创面感染。随访 2 月至 3 年，面部无疤痕增生 7 例，严重增生 1 例。患者自我

评价满意 8例。 

结论 面部深二度烧伤早期磨痂及异体（种）皮移植能有效预防局部创面感染、促进创面愈合，减

轻疤痕增生，提高患者满意度，且不受总烧伤面积的限制。 

 

 

PO-0658 

抢救成功特重度烧伤并发早期无尿型急性肾功能衰竭 1 例 

 
陈国贤,潘选良,有传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310009 

 

目的 烧伤后急性肾损伤分早期（伤后 3 天内）和后期（伤后 3 天后），诱因不一。发展至肾功能

衰竭期的重度烧伤患者预后极差，病死率高达 95%以上。我科最近抢救成功 1 例特重度烧伤并发休

克期无尿型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取得的成功经验作一介绍。 

方法 病例：患者男性，21 岁，全身粉尘爆炸烧伤 1 小时送至我院急诊，诊断“全身烧伤面积

81%Ⅲ度 52%TBSA，伴吸入性损伤、双侧气胸”。入院时神志清，血压 135/99mmHg，心率 134 次/

分，呼吸 23 次/分，留置导尿出 150ml 酱油色尿，予快速补液抗休克，第 1 个 24 小时共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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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5ml（其中胶体 3580ml），尿量从每小时 20ml 渐渐降至 0ml，血 BUN15.21mmol/L，

Cr332umol/L，血电解质正常范围，考虑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伤后 25 小时开始 CRRT 治疗，连续

血滤 14 天，历经 7 天无尿期、3 天少尿期后，至伤后 24 天血肌酐、血清胱抑素恢复正常，伤后 2

月血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转蛋白(NGAL)仍高于正常值。期间并发 ARDS、胃肠道功能障

碍、持续性创面、血液、导管革兰氏阴性菌（鲍曼氏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铜绿假单胞菌）

重症感染，给予精细化液体管理、呼吸机辅助呼吸、肠内肠外营养联合支持、美罗培南、替加环素

和多粘菌素联合强化抗感染，创面早期用悬浮床保痂治疗，随后 4 次植皮手术，脏器功能恢复，创

面愈合。 

结果 抢救治疗 2个月后，该患者创面愈合，抢救成功出院。 

结论 尽管烧伤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死亡率高，但 CRRT 治疗的精细化调节结合有效的感染控制和预

防 MODS的进一步发展是提高治愈率的关键。 

 

 

PO-0659 

综合保肢技术治疗严重糖尿病足的作用研究 

 
刘以玲

1
,施彦

2
,周子恒

1
,舒斌

1
,刘建

1
,谢举临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2.江西省妇幼保健院,330000 

 

目的 探讨综合保肢技术治疗严重糖尿病足的临床疗效及优势。 

方法 采用多中心前瞻研究方法，分析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间 120 例严重糖尿病足患者的临

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法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48 例：采用常规传统治疗方法，即控制血糖、改

善微循环、营养神经等内科对症治疗以及清创换药的创面治疗；实验组 72 例：在常规内科治疗基

础上，联合负压治疗准备创面床、血管重建、后期植皮或皮瓣修复创面等多综合治疗。观察记录两

组治疗前后的 ABI和 TcPO2、创面愈合率、住院时间、溃疡复发率、截肢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创面愈合率显著增高(P<0.01)。实验组愈合时间为 16.2±5.4

天，较对照组（32.2±7.8 天）显著缩短(P<0.05)；实验组的截肢率为 29.2%，远低于对照组的

33.3%（P<0.05）；且实验组出院后溃疡复发率显著降低(P<0.05)。 

结论 综合保肢治疗技术对提高严重糖尿病足治愈率、缩短住院时间、减少溃疡复发率、降低截肢

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有重要作用。 

 

 

PO-0660 

临床儿童烧伤创面的护理体会 

 
李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干性疗法和湿性疗法对儿童烧伤创面治疗护理效果。 

方法 湿性疗法是对烧伤创面应用湿性敷料比如藻酸盐、痊愈妥等敷料创面换药、包扎。干性疗法

是创面暴露，外涂抗菌药物，红光仪或高能波谱仪器照射促进创面干燥结痂。 

结果 干性疗法治疗的创面干燥，但是愈合速度慢，结痂起会造成创面疼痛，更换敷料时损伤伤

口，易形成痂下脓液。湿性疗法更利于保护创面，促进组织的生长，还保护了伤口的神经末梢，减

轻伤口的疼痛，一些湿性敷料如纳米银创伤贴能阻止细菌侵入伤口，不刺激创面及周围组织，加速

创面愈合。 

结论 我院小儿烧伤创面，大部分患儿以湿性疗法为主，通过换药以包扎并选用湿性敷料比如藻酸

盐、愈妥等敷料，能及时吸收创面渗液并保持创面湿润，达到了创面愈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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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61 

颜面部烧伤后早期疤痕治疗的护理干预 

 
李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颜面部烧伤后早期瘢痕治疗的护理干预方法及其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本院 2013 年 9 月—2015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颜面部烧伤患者 64 例，所有患者均行早

期瘢痕治疗，并对其进行常规创面换药、抗感染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对所有患者实施功能锻炼、

心理护理及颜面部护理等针对性护理干预，并对护理前后患者的颜面部恢复情况及其抑郁、焦虑变

化情况进行观察记录。 

结果 64例颜面部患者经全面的护理干预，其 SDS、SAS评分均明显下降（P<0.05）。 

结论 在颜面部烧伤患者早期疤痕治疗期间对其实施全面合理的护理干预，能够促进患者负面心理

情绪的有效缓解，有助于保证治疗的顺利进行，建议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PO-0662 

大面积婴幼儿烧伤脓毒症防治经验 

 
王洪瑾,李毅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810000 

 

目的 探讨更好地防治 1-6岁婴幼儿大面积烧伤脓毒症的方法。 

方法 1、休克期补液要求：休克期心率控制在 140 次/分以下为宜，在输液过程中应根据尿量来调

节输入的速度，休克期尿量控制在 1-2ml/（kg*h），比老标准的 0.5-1ml/（kg*h）要多，这种尿

量范围更有益于预防休克及降低心率，有利于预防胃肠道休克，并且没有脑水肿和肺水肿的风险。

2、胃肠道的保护：口服肠道益生菌预防肠道菌群失调，如妈咪爱；静点西咪替丁注射液 0.1g/

日，改善胃肠道血运，预防应激性溃疡，但连续使用不能超过 7 日。3、口服和静脉营养支持：烧

伤婴幼儿营养需求量要远高于成人，达 80-110Kcal(kg*d)，能量支持对于提高婴幼儿抗感染能力

和促进创面愈合有决定性作用，营养物质不足，无法维持机体的高代谢状态，多器官功能障碍，创

面肉芽屏障不能快速建立，感染风险增加。三升袋也可以用于建立深静脉通道的婴幼儿患者。脂肪

乳用量不应超过 2.5g/(kg*d)，过量后有导致凝血功能异常的风险。4、免疫支持：间断和理的使

用白蛋白、丙种球蛋白及少量生长激素对提高患儿免疫力有益处。5、抗生素的使用：休克期抗生

素以抗 G+菌的抗生素为主，休克期过后应更换为高效广谱抗生素，如美罗培南，比阿培南；在连

续使用 8-10d 广谱高效抗生素后，要果断增加口服伏立康唑来预防真菌感染。在伤后 14-21d 之

间，这个时间段是创面痂皮溶脱高峰期，除非白细胞和 C 反应蛋白轻度增高，全身炎症反应轻，才

可以视情况调整降低抗生素治疗，切记不能以连续使用广谱高档抗生素时间过长而无依据的停止使

用抗生素。在溶痂高峰期突然停止使用抗生素会导致脓毒症的发生。8、创面修复是所有治疗中最

至关重要的一环。可以在婴幼儿病情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分次切削痂，或者超范围的次削痂（保留少

量坏死组织，可以减少术区出血）。术前对病情要充分评估，待血浆和红细胞悬液就位后方可开始

手术，防止术中输血不及时导致严重后果。 

结果 大面积婴幼儿烧伤脓毒症发生率减低，救治成功率上升。 

结论 大面积婴幼儿烧伤救治难度大，静脉足够的营养支持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抗生素应用是要兼

顾真菌，同时预防肠道菌群失调；核心问题仍是创面，可以在安全范围内积极进行切削痂或次削痂

手术，打断感染发生发展的过程，起到防治脓毒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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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63 

小儿烧伤后发热期护理 

 
侯府青,李影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由于小儿烧伤后，通常会发热，若不及时治疗护理，控制体温，会影响烧伤创面愈合，重者

高热惊厥，甚至死亡，为了提高患儿的治愈率，应做好护理措施。 

方法 方法：1.结合小儿生理特点，物理降温对患儿生长发育，影响较小且安全，固常用的方法

有，冷敷，酒精擦浴，温水擦浴。 2.药物降温，选用对患儿副作用较少且不影响生长发育的药

物，常用的有布洛芬混悬液。3.加强创面处理，是控制烧伤患儿发热的根本措施，保持创面清洁干

燥，定时给患儿翻身，避免受压创面潮湿，腐烂，这样可以避免毒素入血，引起发热。4.给予健康

教育指导，做好生活护理，大小便护理。 

结果 正确及时有效降温，并及时给予健康教育，安抚患儿家属，可以缓解烧伤患儿家属焦虑及不

满情绪，可以提高烧伤患儿创面治愈率。 

结论 正确及时有效降温，可以提高烧伤患儿创面治愈率。 

  

 

PO-0664 

创面薄化联合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治疗成人深Ⅱ度烧伤 

 
王端祥,李华强,张青,曹建伟,王付勇 

河南省开封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寻求减少深度烧伤溶痂时间和减轻瘢痕的方法 

方法 选取成人深Ⅱ度烧伤创面病人，根据不同部位的真皮厚度，使用钢丝球、电磨钻、滚轴取皮

刀等磨削工具，采取磨痂、削痂、刮痂或三者相结合的技术，去除创面大部分坏死组织，保留菲薄

的、连续性不完整的轻度变性真皮或受伤后已血管化的真皮组织。创面薄化顺序先远段再近段，先

后侧再前侧，以减少渗血。部分混合深Ⅱ-Ⅲ度烧伤需清除的坏死组织较深，对切透真皮层的部位

要刻意保护皮下血管网。再次消毒创面，止血。取异种脱细胞真皮，间隔打引流孔后，生理盐水冲

洗 3 次。将相应面积和形状的 ADM 覆盖于薄化后创面，保持适度张力，皮钉固定。以络合碘纱布，

凡士林油纱和 3~4cm宽无菌纱布加压包扎。 

结果 26 例接受创面薄化联合 ADM+较深不愈创面补植术共 42 次，其中四肢 36 次(含关节部位 8

例)，躯干 6 次。3 例全身炎症反应持续时间>5d，分泌物细菌培养发现铜绿假单胞菌 1 例，鲍曼不

动杆菌 1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 1 例。其中 2 例发生创面脓毒血症，是因薄化层次过浅，术后溶痂期

延长、感染毒素吸收发热较重，给予敏感抗生素泰能或万古霉素后感染控制。创面愈合平均时间

24d，抗瘢痕增生措施包括外用药物和弹力套穿等，加强关节康复锻炼。随诊 6 个月~1 年，创面外

观平整，质地柔软，颜色由潮红渐变浅。2例因挛缩影响关节功能需二次手术。 

结论 联合 ADM+较深不愈创面补植术治疗深Ⅱ度烧伤取得较好疗效，创面愈合时间缩短，并发症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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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65 

Effects of depression on wound healing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rats 

 
Jian Jin

1,2
,Banghui Zhu

1
,Yiheng Huang

3
,Jianhua Chen

4
,Pengfei Luo

1
,Xiaoyan Hu

1
,Zhaofan Xia

1
 

1.Changhai Hospital ， the Naval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92858 Hospital of PLA 

3.Pharmacy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4.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Shanghai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epression on wound healing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rats. 

Methods Fifty rat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five groups of 10 rats each: Control 

Group (CG), Depression Group (DG), Pre-depression Group (PDG), Antidepressant Group 

(AG), and Pre-antidepressant Group (PAG). Full-thickness skin defects were created on 

the rats’ backs. The groups were subjected to no interventions (CG), aversive stimuli 

before (PDG) and after (DG) wound creation, and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before (PAG) 

and after (AG) wound creation. On the day of wound creation and on days 3, 6, 9, and 

12 after wound creation, the wound area and sucrose preferences were recorded. On days 

6 and 12 after wound creation, venous serum and wound tissues were collected. TNF-α, 

IL-1β, IL-6, and IL-10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ELISA.  

Results The sucrose preference in all groups except DG (continuous decline) showed an 

initial decrease, followed by an increase. The wound healing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for PDG and DG than for CG; the wound healing rate in the early stages were 

similar for AG and CG, and in later stages, it was higher for AG than for CG; and it 

was consistently higher for PAG than for CG. With regard to inflammatory cytokines, DG 

and PDG had higher concentrations compared with CG and AG and PAG had lower 

concentrations compared with CG 

Conclusions Depression onset in rats’ delays wound healing and aggravates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counteracts both these negative 

effects. 

 

 

PO-0666 

岛状颞浅筋膜瓣移植预构颈部扩张轴型皮瓣修复面部大面积 

瘢痕畸形 

 
王付勇,李华强 

开封市中心医院（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修复面部大面积瘢痕切除缺损并重建面部轮廓。 

方法 一期岛状颞浅筋膜瓣预构扩张颈部轴型皮瓣，二期修复面部大面积瘢痕切除缺损并重建面部

轮廓。 

结果 一期 16 例颞浅筋膜血管蒂长平均 10.5 cm，颈部植入扩张器注水量平均 650ml，扩张轴型皮

瓣面积平均 141cm
2
。二期预购扩张皮瓣转移范围可有效覆盖半侧颜面软组织缺损区。皮瓣移植后一

过性充血潮红，其后色泽暗紫，一周后近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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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岛状颞浅筋膜瓣移植预构颈部扩张轴型皮瓣修复面部大面积瘢痕畸形，面部的皮瓣色泽、厚

度和质地接近周围皮肤，患者对重建后面部轮廓满意。 

  

 

PO-0667 

联合筋膜鞘悬吊与提上睑肌缩短术治疗复发性中重度上睑下垂 

 
张秀叶,王付勇,李华强 

开封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寻求复发性中重度上睑下垂的方法。 

方法 采用联合筋膜鞘悬吊术，沿标记线切开皮肤，向上松解皮肤和眼轮匝肌间的瘢痕组织，向下

松解睑板前粘连组织，分离米勒氏肌与提上睑肌腱膜复合体，剪开米勒氏肌及腱膜并保证结膜完

整；沿结膜与米勒氏肌中间向上游离，充分暴露联合筋膜鞘(CFS)；5-0 丝线做 3 对褥式缝合，将

CFS 固定于眼睑中上 1/3 处，调整缝合高度与睑缘弧度，使患眼上睑缘低于角膜上缘 0.5mm，5-0

丝线带提上睑肌腱膜，缝合皮肤。 

结果  26例(31眼) 中重度上睑下垂治疗总有效率 93.55%(29/31)，并发症发生率 6.45%(2/31)。 

结论 联合筋膜鞘悬吊与提上睑肌缩短术均是治疗复发性中重度上睑下垂的有效术式，疗效更显

著，并发症更少，可作为首选方案。 

 

 

PO-0668 

复杂色素性疾病治疗 

 
代涛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 

 

目的 探讨采用不同手术方法治疗复杂色素性疾病，旨在制定个体化最佳手术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06年 5 月至 2018 年 6 月收集 6 个月-12岁巨痣儿童 1700 例的临床资料，其

中男性 843 例，女性 857 例，根据巨痣面积的大小、部位、患者及其家属的要求等因素，我们选择

刃厚皮片移植术、中厚皮片移植术、全厚皮片游离移植术、真皮下血管网移植术、分次切除术、分

次切除巨痣+皮肤牵张闭合器应用、皮肤扩张术、组织工程皮肤手术方法治疗儿童巨大先天性黑色

素细胞痣。所有患者进行术前术后病理检查。我们通过复诊对术后关节功能情况、美容效果、有无

复发、是否出现瘢痕形成、色素改变、恶变等情况进行随访。 

结果 1700 例患者均痊愈出院。术前术后病检皮内痣 872 例，混合痣 828 例。术后随访 6～24 个

月，663 例患者仅有线状瘢痕，758 例患者出现蹼状瘢痕增生，215 例患者出现关节挛缩畸形，35

例患者色素脱失，28 例患者术后复发，再次行手术治疗，术后瘢痕明显的患者经点阵激光 2 月一

次抗瘢痕治疗，592例患者瘢痕已经变软、变平，与正常皮肤基本平齐。 

结论 复杂色素性疾病的治疗,要根据其病变的部位,采用个体化手术方式,尽可能在彻底的切除皮损

的基础上,可以争取达到功能及外观恢复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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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69 

MicroRNA-203 modulates wound healing and scar formation 

via suppressing Hes1 expression in epidermal stem cells  

 
Ziheng Zhou,Jian Liu,Bin Shu,Yingbin Xu,Peng Wang,Lei Chen,Jingling Liu,XUsheng Liu,Shaohai Qi,Jun 

Wu,Jiliang Zhou,Kun Xiong,Julin Xie 

The Frist Affiliated Hospital，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Little is known how miR-203 is involved in epidermal stem cells (ESCs) 

differentiation and scar formation. 

Methods By manipulating of miR-203 expression, we evaluated ESCs differentiation to 

MFB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interpreted how miR-203 is involve in wound healing and 
scar formation. 

Results Pre-miR-203 treatment increased ESCs differentiation tomyofibroblasts (MFB) 

cells, as indicated by decreased CK15 ratio and increased MFB biomarkers. This 

phenomenon was reversed in ESCs that has overexpression of Hes1. In addition, skin 

incision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miR-203 in wound tissue. Local treatment of anti-miR-

203 could accelerate wound closure and reduce scar formation in vivo,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e-epithelialization, skin attachment regeneration, and 

collagen reassignment. Finally, we confirmed that anti-miR-203 treatment could inhibit 

ESCs differentiation in vivo via increasing Hesl expression.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miR-203 in 

ESCs after skin wound may be a critic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scar formation. 

 

 

PO-0670 

miRNA203-wnt and notch signal pathway induced ESCs 

dysfunction in DM chronic wounds healing 

 
Jian Liu

1
,Ziheng Zhou

1
,Yiling Liu

1
,Yan Shi

2
,Peng Wang

1
,Julin Xie

1
 

1.The Frist Affiliated Hospital，Sun Yat-sen University 

2.JIANGXI ME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iRNA203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epidermal stem cells (ESCs) during th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wound healing in diabetes mellitus (DM). 

Methods Wound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in normal rats and rats with type 2 diabetes. 

RT-PCR, H&E, and IHC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NA203, the 

alteration of ESCs’ number and function, and expression levels of various signaling 

molecules in the Notch and Wnt pathways during healing process.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glucose on ESCs in vitro, ESC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back skin of fetal rats and 

incubated with glucose/mannitol for 96 hour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NA203, the 

alteration of E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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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71 

烫伤后大鼠肺组织炎症反应和 NF-kB 信号通路的关系 

 
张静琦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评价烫伤后大鼠肺组织炎症反应和 NF-kB信号通路的关系。 

方法 健康雄性 SD 大鼠 30 只，体重 180～200 g，随机分为对照组（C 组）和烫伤组(B 组)。于

30％总体表面积Ⅲ度烫伤(背部皮肤浸入 99～100℃热水中，持续 15s). c 组于 30℃水中假烫伤后.

分别于上后 6，24,48,72h 采血，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 IL-8,IL-1 和 IL-6 浓度，随后取肺组织，

测定髓过氧化物酶(MP0)活性，与外周血与中性粒细胞数，采用免疫组化法法检测肺组织 NF-kB 的

表达。 

结果 与 C组比较，B 组肺组织 NF-kB表达上调，血清 IL-8,IL-1和 IL-6浓度升高(尸<0．05)。 

结论 严重大鼠烫伤后肺组织炎症反应和 NF-kB信号通路激活有关。 

 

 

PO-0672 

一种新型烧伤合并肺挫伤兔动物模型的研究 

 
李小兵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该研究通过构建一种新型烧伤合并肺挫伤实验动物模型，并按照不同晶胶体液体复苏方案进行

伤后休克期复苏治疗，为临床治疗重度烧伤合并肺挫伤患者提供一些实验依据。 

研究以新西兰纯种白兔为研究对象，构建烧伤合并肺挫伤动物模型，按照不同比例晶胶体液体复苏

方案进行伤后休克期复苏治疗，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 1:1 晶胶体补液、1:2 晶胶体补液、

1:3 晶胶体补液治疗烧伤合并肺挫伤，与各实验组相比，1:3 晶胶体补液肺组织损伤较轻。对临床

治疗烧伤合并肺挫伤提供一些实验依据。 

该研究设计合理，方法正确，数据可靠，结果可信，实用性强。完成了计划任务书的预期指

标，通过验收。 

建议：增加模型制作过程的叙述，尤其是造模后的死亡率。 

 

 

PO-0673 

160 例氢氟酸烧伤治疗方法及效果分析 

 
张元海 

浙江衢化医院 

 

目的 探讨氢氟酸烧伤的治疗方法，以及影响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 

方法  200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笔者单位收治的 160 例氢氟酸烧伤患者符合入选标准纳入本

研究，对其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如下指标。（1）160 例患者的治疗结果即治愈率和病

死率。（2）160 例患者的治疗前低钙血症和治疗后高钙血症发生情况。156 例治愈患者根据不同时

期不同治疗方式，将 2004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入院的 74 例患者设为传统组，2013 年 1月—2017

年 12 月入院的 82 例患者列为改良组，比较 2 组患者治疗后的高钙血症发生率。（3）156 例治愈

患者的随访情况。对数据行 c2
检验、t检验、Mann-Whitney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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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患者中治愈 156 例，死亡 4 例，病死率 2.5%。（2）160 例患者以血清总钙为参考治疗前

有 16 例（10.0%）患者发生低钙血症，67 例患者同时检测了血清游离钙，以血清游离钙为参考治

疗前有 46 例（68.7%）发生低钙血症，血清总钙与游离钙比较在诊断低钙血症时存在差异，以血清

游离钙诊断低钙血症的发生率高（c2=81.84，P＜0.01）。156 例治愈患者，11 例治疗后发生高钙

血症。传统组、改良组的高钙血症发生率分别为 12.2%、2.4%，差异明显（c2
=5.61，P＜0.05）。

（3）经 3 个月以上随访，156 例治愈患者中，32 例患者体表出现不同程度瘢痕， 1 例患者轻度食

道瘢痕性狭窄，所有患者均无明显心、肺、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后遗症。 

结论 氢氟酸烧伤具有高度危险性，早期采用个体化综合治疗措施有助于降低并发症，提高治疗的

安全性。 

 

 

PO-0674 

动脉灌注葡萄糖酸钙治疗手部氢氟酸烧伤的疗效和安全性 

 
张建芬 

浙江衢化医院 

 

目的 探讨动脉灌注葡萄糖酸钙（calcium gluconate，CG）治疗手部氢氟酸烧伤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符合纳入标准的 47 例手部氢氟酸烧伤。在患肢腕部桡动脉放置

留置针，10%CG15ml+10%葡萄糖 35ml 微量泵 20min 完成注射，灌注后 4h 创面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疼痛评分＞4.0 者，行二次灌注，同时创面局部外用 2.5%CG 凝胶。分别在灌注前及灌注后即刻、

灌注后 4h、二次灌注后 4h 和第 2d 行 VAS 疼痛评分，并观察血电解质和尿氟的动态变化，以及创

面愈合时间、治疗结果和不良反应。 

结果 38 例患者行单次灌注，灌注前和灌注后即刻、4h 和第 2d 的 VAS 疼痛评分分别为

6.82±1.27、3.78±1.77、2.81±1.31 和 1.93±0.97；9 例行二次灌注，灌注前、灌注后 20min、

灌注后 4h、二次灌注后 4h 和第 2d 患者的 VAS 疼痛评分分别为 7.62±1.31、4.72±0.99、

4.44±0.48、3.01±0.65 和 2.99±0.80，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93.03、

40.25，P 值均小于 0.01）；灌注后尿氟总体呈明显下降趋势（F=10.49，P＜0.01），血钙在每次

灌注后均有升高，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60，P＜0.01），除 1 例二次灌注后血钙高于

正常值外，其余患者灌注后血钙在正常值范围，未见严重不良反应，38 例患者经过换药治疗创面

愈合，9例创面行植皮或皮瓣修复。 

结论 动脉灌注 CG治疗手部氢氟酸烧伤的疗效确切，副作用轻微，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O-0675 

大面积烧伤的营养支持与护理 

 
刘雪姣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病人营养护理的有效方法。 

方法 对 79 例大面积烧伤病人营养供给全部以口服和末梢静脉穿刺或插管为主,辅以营养液消化道

管饲,并监测、外周静脉血,总蛋白(T—Pro)、白蛋白(Alb)、血红蛋白(Hb)、淋巴细胞(LYNPH)、白

细胞(WDC)、Fn、IgG 值和每日入出氮量。 

结果 79 例病人病程经过平稳,全部治愈出院。各项监测指标随病情好转、创面覆盖而改善并恢复,

病人伤后 6周实现正氮平衡的同时,也减少了血浆及全血的输入量,保持了水、电解质的平衡。 

结论 营养护理关系到营养支持的成败,大面积烧伤的营养支持宜采用胃肠道与静脉营养相结合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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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76 

纤维支气管镜在中重度吸入性损伤诊治中关键作用 

 
翟红军,李丽晖,班耀林 

辽宁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目的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在中、重度吸入性损伤的诊断和治疗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重度吸入性

损伤救治成功率。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收治的中、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 20 例,其中中度  10 例，重

度 10 例。所有患者在入院后行气管切开后完成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明确诊断。在依据病情给予相应

的抗炎、气道湿化、化痰及解痉等对症治疗的同时应用纤维支气管镜进行气道灌洗。灌洗方法：生

理盐水 100 毫升，肾上腺素 1 支，沐舒坦 2 支，每 2-4 天一次气道内灌洗，引流分泌物和坏死黏

膜，防止感染和气道梗阻，促进愈合。 16 例患者还进行了呼吸机辅助治疗。 

结果 存活 17 例，其中中度吸入性损伤 10 例，重度 7 例。死亡 3 例均为重度吸入性损伤，死亡

原因为大面积烧伤家属放弃治疗（2例）和侵袭性感染（1例）。 

结论 应用支气管镜，可以及时明确吸入性损伤程度，同时能够辅助气道灌洗引流分泌物和坏死黏

膜，防止感染，促进愈合，对中重度吸入性损伤成功救治起到关键作用。 

 

 

PO-0677 

1522 例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研究 

 
李丽晖,翟红军,班耀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目的 通过对 2002-2017 年间住院小儿烧伤病例研究，掌握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特征，指导今后小儿

烧伤预防、治疗。 

方法 研究人群为 2002 年-2017 年间年龄 0-14 岁住院烧伤患者。观察指标有患儿性别、年龄、致

烧伤原因、烧伤场所、致伤的人为因素、烧伤面积、烧伤部位和深度、人口分布特征等；资料采用

众数、百分比、均数、标准差等统计数据单位描述，由苏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 Cochran-

Mantal-Haenzse和 Mantal-Haenzse统计量计算、t检验、卡方检验等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 1522 例小儿烧伤，除 1 例死亡外，全部治愈。幼儿是小儿烧伤的高发人群（996/1552， 

64,17%），本地患儿为烧伤主体，男女性别比为 1.62:1，男性患儿显著多于女性。病情以中度烧

伤为主(986/1552， 63.54%),最大烧伤总面积 80%，三度烧伤 45%。创面以二度烧伤为主，主要分

布在四肢和躯干；三度烧伤主要分布在四肢，愈合后疤痕增生，手术治疗和早期康复治疗可显著改

善功能和美观。热液烫伤是小儿烧伤的主要致伤原因，其中 89.03%是在家中热水（包括饮用和洗

澡热水）、热粥、热油等烫伤。随着小儿年龄增长，居家烧伤逐渐减少，户外和公共场所烧伤逐渐

增多，热液烫伤逐渐减少，火焰烧伤、鞭炮烧伤、电接触烧伤逐渐增多。小儿自己是发生伤害的主

要人为因素，但由于幼儿缺少对危险因素认知能力，其家长有不可推卸的监护责任。 

结论 幼儿是小儿烧伤的高危人群，致伤的首要原因为家中热水烫伤，应加强家长安全教育，识别

家庭环境中的危险因素，使危险物品尤其热水远离幼儿，减少伤害发生；对学龄儿童加强火、电、

鞭炮安全教育，减少此类伤害发生，降低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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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78 

手部烧伤患者康复期生活质量干预方案的构建 

 
邓艳萍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针对烧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构建康复期干预方案。通过证据检索、质性访

谈、专家会议法等方法构建手部烧伤患者康复期生活质量干预方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1.理论研究和文献研究。系统回顾了国内外手部烧伤患者康复期生活质量干预相关文献，了

解国内外康复干预现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查阅烧伤患者康复管理与护理干预相关论证指南和

证据汇总，依据“JBI 最佳实践信息手册作者指南”，“2010 年版证据推荐级别和证据分级方法”

进行证据综合、提炼，并结合奥瑞姆自护理论中对自护需求的判断，以部分补偿系统和辅助-教育

系统为框架，拟定手部烧伤患者康复期生活质量干预方案。2.质性访谈。采用质性访谈中的半结构

式访谈法，目的抽样选取烧伤专科医生、烧伤专科护士、康复理疗师及烧伤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

根据专家和患者意见不断完善干预方案。3.专家会议法。召集烧伤方面医疗，护理专家及康复专家

举行专家会议，对构建的方案进行修订。4.实证研究。采用类实验研究方法，选取我院 2017 年 5

月至 6 月入院患者为对照组，采用我院常规护理方法观察 3 个月，2017 年 9 月至 10 月收治患者列

为干预组，启动手部烧伤康复期生活质量干预方案干预 3 个月，对疼痛、瘙痒、手功能等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的症状改善程度进行初步验证。患者一般性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或

非参数检验，显著性检验水准 a﹦0.05。 

结果 1.基于文献研究现状分析发现，虽已大量开展关于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干预研究，但国内较

国外相对时间晚，且无统一标准，各家护理干预差异性大。在此基础上通过证据检索，对纳入的 3

篇指南和 18 篇证据汇总进行证据提取，初步形成主要包括疼痛、瘙痒、手功能三个模块的手部烧

伤患者康复期生活质量干预的推荐意见。2.通过质性访谈分析出康复现状，疼痛干预，瘙痒干预，

手功能干预各主题。康复现状包括康复认知相对不足，缺乏全程化康复理念。干预措施各成一家，

缺乏多学科标准化干预方案。疼痛干预包括疼痛干预多为普适性方法，缺乏烧伤专科疼痛针对性干

预方案。瘙痒干预包括目前瘙痒关注度不够，缺乏综合管理。瘢痕增生导致的瘙痒难以忍受，合理

控制瘢痕，对瘙痒具有辅助作用。加强家属和患者瘙痒健康教育，避免二次创伤。手功能干预包括

主动功能锻炼，被动功能锻炼，应用支具等。3.通过专家会议对方案进行结构及内容的修订，形成

手部烧伤康复期生活质量文本。4.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临床效果显示,干预组较对照组相比，在缓

解疼痛、瘙痒、改善手功能以及综合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更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该方案的构建切实为临床护理人员开展相关干预提供了指导，也为进行多城市，多中心手部

烧伤患者的康复方案奠定了研究基础。 

 

 

PO-0679 

速愈平联合银离子敷料在小儿Ⅱ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段砚方,徐成华 

宜昌市中医院,443000 

 

目的 总结速愈平联合银离子敷料在小儿Ⅱ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0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 10 年间我科 1000 例Ⅱ度烫伤小儿在随机、双盲、对照原则下分

为 2 组，分别为速愈平暴露对照组；速愈平加银离子敷包扎观察组。观察各组创面感染情况及创面

愈合时间等临床指标。 

结果 相对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创伤 7d、14 天后的体温更低，细菌培养阳性率更低

（4.00%vs27.00%），创面愈合所用时间更短，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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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速愈平联合银离子敷料在小儿Ⅱ度烫伤创面治疗中右有效降低创面感染率，缩短创面愈合时

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0680 

早期补充外源性肉碱对严重烫伤大鼠肝脏线粒体损伤的影响及病

理机制研究 

 
夏正国

1
,孔维昌

4
,李鹏涛

2
,田曦茜

2
,徐庆连

2
,徐结苟

3
 

1.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3.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4.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早期补充外源性肉碱对严重烫伤大鼠肝脏线粒体损伤及自噬的影响并探讨其病理机制。 

方法 72 只成年雌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伤组(A 组)、烫伤组（B 组）、烫伤+肉碱组（C 组），每

组 24 只。A 组大鼠模拟致伤，B 组和 C 组大鼠背部制成 30% TBSAIII 度烫伤，并液体复苏，伤后

1h，C 组大鼠经尾静脉按照 300mg·kg
-1
/d 的方式补充外源性肉碱。伤后 12h、24h、48h、72h，各

组分别取 6 只大鼠收集腹主动脉血及肝组织，法检测血清肉碱、β-羟丁酸、OCT（鸟氨酸氨基甲酰

转移酶）含量；血清 LDH、ALT、AST 的含量；HE 切片染色检测大鼠肝脏组织病理变化；油红染色

观察大鼠肝脏组织甘油三酯蓄积情况；免疫组化检测大鼠肝脏组织 Beclin-1、LC3-I、LC3-II 的

变化。 

结果 （1）B 组大鼠伤后各时相点血清肉碱含量明显低于 A 组，C 组大鼠血清肉碱含量在伤后

12h、24h、48h 时明显低于 A 组，伤后 72h 时与 A 组相近。C 组大鼠伤后各时相点肉碱含量明显高

于 B 组。（2）B 组与 C 组大鼠伤后各时相点血清 β-羟丁酸含量明显低于 A 组。C 组大鼠伤后各时

相点血清 β-羟丁酸含量明显高于 B 组。（3）B 组与 C 组大鼠伤后各时相点血清 OCT 含量明显高于

A 组。C 组大鼠伤后各时相点血清 OCT 含量明显低于 B 组。（4）B 组伤后各时相点血清 LDH 含量明

显高于 A 组。C 组大鼠伤后 12h、24h 血清 LDH 含量明显高于 A 组，伤后 48h、72h 血清与 A 组相

近。C 组大鼠伤后各时相点明显低于 B 组。（5）B 组与 C 组伤后各时相点血清 ALT、AST 含量明显

高于 A 组。C 组大鼠在伤后 48h、72h 时血清 ALT 含量低于 B 组，在 48h 时血清 AST 含量低于 B

组，其余时相点相近。（6）伤后各时间点 A 组肝组织形态基本正常，C 组大鼠肝组织损伤程度均

较 B 组轻。（7）伤后各时间点 B 组、C 组大鼠肝组织油红染色结果显示甘油三酯蓄积较 A 组明显

增多，C 组大鼠肝组织甘油三酯蓄积程度较 B 组轻。（8）伤后各时间点 B 组、C 组大鼠肝组织

Beclin-1、LC3-I、LC3-II 的免疫组化染色变化较 A 组明显增多，C 组大鼠肝组织 Beclin-1、LC3-

I、LC3-II 的免疫组化染色变化较 B组轻。 

结论 严重烫伤大鼠早期补充外源性肉碱，可使血清肉碱和 β 羟基丁酸含量更快恢复到正常水平，

减轻肝细胞的脂质蓄积，减轻肝细胞线粒体自噬损伤，维持严重烫伤大鼠早期肝细胞的代谢稳定。 

  

 

PO-0681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在难愈性创面中的应用 

 
郭毅斌,陈锦河,郑庆亦,邹紫红 

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目的 总结封闭式负压引流(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技术在皮肤软组织缺损合并感染的难

愈性创面修复中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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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 VSD 联合皮片或皮瓣移植修复各种皮肤软组织缺损合并感染的难愈创面 31 例，其中男性

21 例，女性 10 例；年龄 6～57 岁，平均 37.6 岁。致伤原因：机械性损伤 11 例，褥疮 10 例，烧

伤 4 例，电击伤 3 例，糖尿病足 3 例。创面部位：前臂 6 例，手部 2 例，臀部 10 例，小腿 8 例，

足部 5 例。创伤面积：5cm×5cm～18cm×45cm，伴有不同程度的组织坏死感染和骨质外露。受伤至

入院时间 20 d～30年。 

结果 平均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 1.7 次，创面肉芽组织生长，创面感染得以控制，给予植皮或皮

瓣移植后创面完全愈合，手术后愈合时间平均为 14.6d。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 27.3 d，一期修复成

功率 93.5%。 

结论 VSD 对软组织缺损合并感染的难愈性创面能充分引流、改善局部血循环，为一期手术修复创

造有利条件，是治疗难愈性创面的重要辅助方法。 

 

 

PO-0682 

小儿肢体烧伤康复治疗 

 
焦智慧 

绥化市第一医院,152000 

 

目的 探讨小儿深二度以上烧伤创面愈后早期肢体的康复治疗，预防瘢痕增生与挛缩。 

方法 对 68名小儿深二度以上肢体烧伤创面治愈后早期采用综合康复治疗。 

结果 9 个月后随访 35 例患儿肢体功能形态恢复良好；28 例有少量菲薄性增生瘢痕，但功能不受

限；5例患儿瘢痕地平，功能略受限，临床效果明显。 

结论 小儿肢体烧伤瘢痕治疗需在烧伤创面愈合后的早期进行，改善瘢痕的临床症状，其临床治疗

效果明显。 

 

 

PO-0683 

臀大肌穿支岛状皮瓣在臀部软组织缺损修复中的应用 

 
崔会新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230000 

 

目的 探讨臀大肌穿支岛状皮瓣在臀部软组织缺损尤其是骶尾部褥疮修复中的应用 

方法 以臀大肌臀上动脉穿出点为旋转轴，利用臀上动脉和臀下动脉交通支所在的臀大肌外缘肌为

蒂，以旋转点至缺损区最近点为肌皮瓣蒂长度，根据缺损部位及大小进行肌皮瓣设计，形成岛状肌

皮瓣，肌皮瓣面积稍大于缺损区创面。蒂部仅含臀大肌外缘肌肉，宽度 1．5—2.0cm。沿设计线切

开皮肤找到臀大肌臀上动脉穿出点及臀大肌外缘，向远端解剖，在臀大肌下形成的岛状皮瓣，于臀

中肌浅面横行自外向内行 V-Y 推进转移到缺损区，逐层缝合切口。供区视大小可行直接拉拢缝合或

邻近皮瓣转移或植皮修复 

结果 应用臀大肌穿支岛状皮瓣修复臀部软组织缺损 35 例，术后皮瓣 1 例出现血运障碍，经多次换

药后成活，余下 34例全部成活，被修复处色泽、厚度及外形均满意 

结论 臀大肌穿支岛状皮瓣血供丰富，血管恒定，抗感染能力强，术后患者行走便利，是修复臀部

软组织缺损尤其是骶尾部褥疮的理想肌皮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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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84 

2017 年度首都地区单中心创面修复病区住院病例流行病学调查 

 
杨义,郝岱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分析 2017 年度首都地区某三甲医院创面修复病区的住院患者信息，总结皮肤软组织损伤

的人群分布特点、创面特征、病原微生物学、治疗效果及卫生经济学信息。从而更好地了解疾病的

发病规律，制定合理的防治措施，合理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皮肤软组织损伤的诊治水平。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创面修复中心收治的

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设定的纳入排除标准，通过查询病历及电话随访等方式，收集住院患者

的相关信息。应用 Excel 2010 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变量采用

卡方检验，计量数据采用均数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连续变量用秩和检验，以双边 P 值<O．05 为统

计学有显著意义。 

结果 1.基本信息：2017 年度共收集住院患者 516 例（男性 339 人，女性 177 人），人均年龄为 57

岁，发病年龄集中于 40-79 岁（72.87%）。2.病因分类：第一类为术后切口不愈合 110 人，第二类

为糖尿病足 98 人，第三类为压力性损伤 68 人。3.创面信息：516 名患者合计创面 653 处，其中糖

尿病足 124 处，压力性损伤 122 处，术后切口不愈合 121 处；创面多分布于下肢（182 处），足部

（155 处），胸部（73 处）。4.病原微生物学：共有 127 名患者培养出病菌 44 种，共 256 株，其

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44 株，大肠埃希菌 25 株。5.治疗效果：治愈 228 人（手术 182 人，保守 46

人），好转 245人（手术 111 人，保守 134人），未愈 38人（手术 4人，未愈 34 人），死亡 5人

（手术 2 人，保守 3 人）。6 卫生经济学：地方医保 247 人，外地医保 112 人，农合医保 78 人，

全费医疗 79人，人均住院费用 33416元，人均住院天数 21天。 

结论  

1.皮肤软组织损伤多发病于中老年，女性的发病年龄大于男性。 

2.皮肤软组织损伤主要以术后切口不愈合、糖尿病足及压力性损伤为主，创面多位于下肢及足部，

压力性损伤多位于髋部及坐骨结节。 

3.创面病原微生物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大肠埃希菌为主。 

4.手术治疗的治疗效果优于保守治疗。 

 

 

PO-0685 

1 例右上肢严重热压伤患者右手功能的后期重建 

 
贲道锋,夏照帆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1 名年轻男性患者，因为右上肢等部位高温机器热压伤+轧伤，多次手术后创面修复，但神

经、软组织损伤和疤痕致右上肢活动受限。拇短展肌和拇指对掌肌肌腹坏死或丧失，不能对掌。拇

长伸肌肌腹坏死致右手拇指不能背伸。探讨恢复右手功能的手术方案。 

方法 伤后 7 个月，行右上肢桡神经探查松解术；伤后 12 个月行右手指浅屈肌肌腱—拇长伸肌吻

合，拇指对掌功能重建术；伤后 16 个月行右手桡侧腕伸肌腱—拇长伸肌肌腱吻合，右手拇指外伸

功能重建术。 

结果 经过上述三次功能重建手术辅以其他康复治疗，伤后 24 个月，患者右手拇指对指外伸功能恢

复良好，右手腕屈伸和部分旋转功能恢复，右肘关节主要功能恢复。 

结论 热压伤后因肌腱神经严重毁损所致手功能障碍，可以通过肌腱转移神经松解等配合康复治

疗，恢复手的部分重要功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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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86 

烧伤小儿隔离病房安全问题分析与对策 

 
邓茹,李州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提高烧伤隔离病房护士对烧伤患儿护理安全的认识，加强对患儿的安全管理。 

方法 针对我院烧伤隔离病区小儿病房患儿住院期间存在的安全问题每月质控会讨论和年终进行回

顾性总结分析，并针对存在的安全问题提出加强安全管理的对策和改进措施 

结果 经过整改，实施安全措施后，患儿的安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结论 科学的管理，细致的人性化护理不仅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更是预防不安全问题发生

的有效方法 

 

 

PO-0687 

老年烧伤护理 

 
邓茹,袁园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增长, 老年烧伤患者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老年人生理功能减

退，免疫功能低下，皮肤萎缩，再生能力差，老年烧伤患者伤前往往患有各种疾病，烧伤后并发症

多，死亡率高，在不同程度上给护理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将老年烧伤护理进展综述如下 。 

1 治疗方法 

1.1 创面治疗 

   烧伤部位清创，用 1%磺胺嘧啶银软膏外敷，肢体和躯干部位采用包扎疗法，包扎后将患肢抬

高并保持功能位，头、面、颈、会阴部创面采用暴露或半暴露疗法，结合远红外线治疗机照射保持

创面干燥，对于烧伤后期残余创面，应用浸浴疗法有利于清除创面细菌。休克渗出期因渗出液较

多，需要协助医生及时更换敷料及防水垫，抬高患肢以减轻肢体肿胀，同时可以减少渗出，并注意

观察肢(趾)端的血运循环。感染期严密观察创面分泌物的性状(颜色、气味、有无霉斑等)，及时做

出细菌培养，根据培养结果遵医嘱使用抗生素，并做好相应消毒隔离措施，防止交叉感染[2]。对

于大面积烧伤合并 局部创面感染或烧伤休克的老年患者，首先控制感染与休克症状，待全身状况

好转后行切痂植皮术[1]。 

1.2 全身治疗 

   老年患者烧伤休克期，严格按晶胶混合补液抗休克，感染期，注意全身抗感 染治疗，根据创

面细菌培养及血培养结果调整抗生素。烧伤后常导致机体全身炎 症反应综合征(SIRS)发生，除机

体能量消耗急剧加大外，常导致血糖波动、电解质紊乱等，故更需要制定合理、有步骤的营养支持

治疗方案，积极控制血糖，纠正电解质紊乱，积极保护各脏器功能，避免多脏器功能衰竭发生。 

2 护理措施 

2.1 建立静脉通道 

对老年烧伤患者，首次接诊时应立即建立 静脉通道，按医嘱给予液体复苏。老年人体内含水总量

降低，抗休克补液是重症烧伤抢救过程的关键。针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 ，对心 、肺 、肾功能不

全者严格控制补液的速度和量。 输液时应尽量选择上肢静脉。勤观察注射部位局部反应。由于老

年人对药物耐受能力差，半衰期长，因此要掌握少而精的原则。选择药物时要考虑既往疾病及各器

官功能。合并高血压者，在复苏抗休克时，应将血压控制在烧伤前范围。密切监视用药后的 疗效

及不良反应，并及时进行合理调整[2]。  

2.2 创面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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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疗法应选择吸水性好的敷料，及时更换保持敷料干燥，观察肢体末梢循环变化，如皮温、动脉

搏动; 暴露疗法应保持创面干燥、促使焦痂或痂皮早日形成并保持完整。 室温保持在 28 ~ 

32°C，严格执行消毒制度，减少人员走动。 

2.3 感染期患者的治疗和护理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和创面周围皮肤清洁，加强创面护理，保持创面干燥，可用烤灯或热风机。出现

神经症状时，要保持病室安静，尽可能减少刺激。护理治疗时间要集中，使患者得到休息。必要时

适量使用镇静剂，防止患者坠床。高热时可降低室温，或用冰袋物理降温法，也可用口服或注射退

热剂。但高热伴寒战时，禁用物理降温法。低温时注意保暖，同时注意心率的变化，发现异常及时

处理。呼吸困难时，给予氧气吸入，保持呼吸道通畅，备好吸引装置[3]。 

2.4 疼痛的护理 

   疼痛往往是烧伤患者的第一反应，在烧伤后的整个治疗过程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疼痛。

烧伤疼痛程度常与烧伤深度、病程进展、治疗措施和患者的个体因素等有关。在护理烧伤患者的过

程中，疼痛护理必须规范，应有设计合理的表格，记录患者的疼痛病史、疼痛评分、对疼痛的描

述、疼痛的部位、性质、给予 的处理、镇痛效果、药物不良反应等。及时掌握烧伤患者的心理变

化特点，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更好地配合烧伤的各项治疗[4]。  

2.5 饮食护理 

   老年人消化功能差，烧伤后肠道神经内分泌功能受损，神经递质和胃肠激素分泌紊乱。因此

烧伤后要保证患者的营养供给，一般伤后 24 h 内鼓励患者进食少许流质或半流质食物，以后逐渐

进食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及粗纤维的食物，对于肉、鱼、 蛋、豆类应择选其柔嫩部分，采用切

碎、搓泥、炖烂或清蒸等方法，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对于不能进食者，给予鼻饲，确保胃

肠道营养的摄入及胃肠功能的恢复。另外，静脉营养与进食相结合，尽可能的减轻静脉给液对机体

造成的负担[5]。 

2.6 心理护理 

烧伤患者对自身未来和环境的压力，表现出焦虑、恐惧、失眠、烦躁等心理压力反应，护理人员针

对不同患者的心理压力源 而采取不同的心理疏导，鼓励患者自强、自立、自信，敢于面对出 院后

的一切变化和困难，积极主动适应新生活。 

3 讨论 

   烧伤的发病率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有关。研究表明,老年烧伤主要发生在低收入

和较贫穷地区。随着老年人群逐年增长, 加强防范措施, 积极关心爱护老年人, 减少烧伤意外的发

生应是家庭、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 

 

 

PO-0688 

基层慢创救治体系探索 

 
葛鹏 

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 

 

目的 基层慢创患者大量存在，慢创治疗是国家的重大需求，但基层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慢创患者

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无法到医院正规住院治疗或者无法坚持长期住院治疗，另一方面是基层各级医疗

机构、医务工作者普遍不愿收治慢创患者，慢创的系统治疗需要各级医疗机构、政府和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因此在基层建设一个慢创救治体系迫在眉睫！ 

方法 针对基层慢创现状我们在济南市章丘区做了以下研究和探索，共建章丘区慢创救治体系： 

1、针对慢创特点开展慢创居家治疗服务 

2、公益平台推动下的专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 

3、慢创治疗多学科医护协作模式探索 

4、慢创治疗医养结合模式探索 

5、慢创治疗临终关怀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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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慢创防控三级联动模式（三级专科医联体建设）探索 

我科联合山东省立医院及章丘各级医院共建了山东省立医院-章丘区创面修复专科联盟，解决广大

慢创患者的困境。 

联盟是由山东省立医院及章丘区人民医院牵头建设的辐射章丘全境的三级专科联盟医联体。联盟由

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及成员单位组成，共计 26 家医院专科医联体。联盟三级联动、互相协作，

优势资源下沉，由点到面到全局，旨在创造一种病人受益，医生、医院支持，政府、社会满意并参

与的可持续、可复制推广的慢创治疗山东 

6、我们在慢创治疗其他领域做的相应探索（成立了医德知行社、心灵关怀专业组、加强了与各种

媒体、学会、协会、基金会的联系，试图解决慢创患者困境） 

结果 章丘区慢创救治体系得以建立，大量慢创患者在此体系下得到救治痊愈。 

结论 在基层建设多级医院协作、多种模式共同发展、由全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慢创救治体系是

解决基层慢创患者治疗困境的最佳方法！ 

 

 

PO-0689 

雾化吸入治疗小儿吸入性损伤的护理观察 

 
邓茹,卢莉莉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雾化吸入治疗小儿吸入性损伤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儿科所收治的小儿吸入性损伤患者 50 例，采用氧气

雾化吸入的方式，并辅以环境护理、口腔护理、饮食护理、病情观察和健康教育的护理，观察护理

效果 

结果 所有患者呼吸功能均得到有效改善，没有出现 1 例窒息、急性呼吸功能不全、肺水肿、气管

内出血等并发症，患儿均治愈出院 

结论 经过雾化吸入，并运用护理干预，有效的改善了患儿呼吸功能 

  

 

PO-0690 

优质护理服务在无陪护烧伤病房的应用 

 
邓茹,戴小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于 1959 年创建，是江西省烧伤医疗、科研和教学培训中心。依

托逐步发展的医疗平台，遵循 2010 年 1 月 26 日卫生部下发的《卫生部关于加强医院临床护理工作

的通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0 年“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方案>的通知》、

《住院患者基础护理服务项目（试行）》等系列医疗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烧伤科护理团队自

2010 年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房”活动以来,坚持实施无陪护优质护理服务模式，以责任制整

体护理为核心，提升专科护理服务能力，经过历年的积累凝练，为无数无陪护烧伤患者全面康复保

驾护航，收获了社会、医院、患者的认可。 

1 落实责任制整体护理 科学调配满足护士和患者需求 

根据收治患者的病情和自理能力实施分区化的责任制整体护理。烧伤科护理团队由门诊创面治疗中

心、慢性创面修复病区、烧伤普通住院病区、烧伤重症监护病区、烧伤手术室等 6 个护理单元组

成，开放床位 110 张，有 60 名临床注册护士，8 名规范化培训注册护士、10~14 名助理护士。慢性

创面修复病区有 7~10 名护士在岗，烧伤普通住院病区有 10~14 名护士在岗，重症监护病区有

15~20 名护士在岗。烧伤普通住院病区及重症监护病区是江西省唯一开展无陪护护理的烧伤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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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病区每名责任护士负责患者数量不超过 8 名，责任护士根据责任制整体护理要求，对分管患者做

到病情掌握详细化、护理措施人性化、健康教育个体化。责任护士树立自己的服务格言，主动到病

床旁沟通，关心患者的感受、聆听患者的倾诉、重视患者的主诉，解决患者的实际问题，从而获得

患者信任，构建良好的医护患关系。 

根据烧伤患者入院急救护理、休克期护理、感染期护理、康复期护理等不同期的病情特点，护士长

统计各病区护理工作时数、衡量技术难度及责任轻重，在征求护士意见和建议基础上，各病区实施

动态、弹性调配的排班制度，创新设计以 8-7 班为主、以 12:00-16:00、12:00-19:00、15:00-

19:00、5:00-8:00 等为辅的不同班次，既保证患者得到连续的护理，又能兼顾手术时段、夜间急

诊时段、抢救时段等特殊时间的护理工作需求。同时，烧伤科护理团队建立备班制度，总协调护士

长在遇到抢救、成批烧伤等应急事件时，立即启动备班制度，实施全楼层的护理人力弹性调配，补

充各病区的护理力量，保障护理安全。护理团队还能实时响应医院护理部的要求，在院内实现高效

的三级应急调配。 

2 严格规范探视制度 灵活掌握陪护制度 

为保障病区清洁的环境，笔者单位烧伤普通住院病区及烧伤重症监护病区对患者实施保护性隔离，

严格执行探视制度。在诊疗集中时段实施门禁管理，限制人员的流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11:00—12:00 和 16:00—17:00 这 2 个时段诊疗操作减少，设为探视时段。病区环形外走廊为探视

专用通道，专人引导探视人员有序出入，同时进行饮食喂养指导和健康宣教。探视结束后的无陪护

时段，除在岗注册护士和助理护士外，烧伤科日间及夜间为所有患者提供健康护理员 2~4 人，满足

住院患者的基本生活照护需求。 

在个体化护理模式下，绝对的零陪护是不存在的。烧伤科慢性创面修复病区的患者因为疾病本身原

因造成病程迁延，经济负担及心理负担沉重，护理组根据疾病需要及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实施发

放陪客证、允许 1 人陪护的制度。对于有陪护需求却无家属照护的患者，则通过医院后勤服务公司

提供个体化护理照护。慢性创面修复病区的优质护理模式制度化要求和人性化管理相结合，为许多

长期住院、饱受难愈性创面折磨、生活质量降低的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也收获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 

3 开辟儿童烧伤救助通道 关爱烧伤患儿身心健康   

在国家二孩开放政策形势影响下，家庭儿童烧伤发生率居高不下。据统计，2016 年住院烧伤患儿

达 595例，占住院总人数的 36.50%。开辟儿童烧伤救助绿色通道势在必行。 

在烧伤科的门诊创面治疗中心，专科护士可以预约完成小面积烧伤患儿的创面换药；中、大面积严

重烧伤患儿在烧伤门诊医师的引导下立即收入烧伤科住院病区。烧伤普通住院病区固定有 4 间儿童

烧伤病房，特设 24 张经过改良设计的儿童烧伤病床。儿童病房卡通墙贴色彩亮丽，充满温馨和童

趣，床旁监护仪、治疗仪小巧实用，符合儿童治疗需求。重症监护病区特辟单间儿童监护病房，配

备小儿呼吸机、中央输液系统、中央监控系统等先进设备可进行重症烧伤患儿救治。烧伤手术室特

设有儿童专用手术间，监护仪器、麻醉机、呼吸机配备齐全。此外，患儿创面处于愈合后期时，可

转至慢性创面修复病区，进行康复期治疗直至痊愈出院。   

烧伤科为儿童提供完善的救治通道的同时，护理组重点增派人员加强小儿的陪伴照护，注重儿童的

心理健康。除完成基本治疗要求外，给予辅助喂养、陪伴、玩乐、播放童谣及趣味视频、辅助学

习、教育学龄儿童简单的生活自护。护士照护注重细节，比如为避免伤及儿童幼嫩的指腹皮肤，专

门配置小儿斜面指甲剪钳。另外，对创面进展有了解需求的患儿家属，护理组专人负责在创面换药

时给予动态图片拍摄，在探视时间让家属动态了解创面病情。科室建立“Baby-Face”文化墙，专

人收集住院患儿的笑脸照片，征得家属同意后粘贴在文化墙上。患儿出院时，家属可以免费带走照

片。不少家属认为这一举措犹如春风化雨般慰藉了他们痛苦的心灵。 

4 积极投入公共突发事件救治 注重心理护理及健康指导宣传 

烧伤科护理团队不仅重视临床医教研工作的配合，同时也注重社会效益。面对多次公共突发事件，

烧伤科的高治愈率极大降低了公众事件的不良影响力。2016 年 6 月，江西省乐平县发生特大爆炸

事故，烧伤科护理团队在 6 例特重患者的救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医院重视和护理部大力人力资源

支持下，烧伤科各病区护士长调派烧伤科护理团队的骨干力量，通过一对一的鼓励、帮助、安慰，

配合镇静镇痛疗法、音乐疗法，在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社会媒体之间构筑起沟通的桥梁，让无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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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烧伤重症患者无生理心理障碍重返社会。2017 年 2 月南昌市白金汇海航酒店发生火灾事件，中

央电视台跟踪报道，3 例特重患者转入笔者单位烧伤科重症监护病区救治。护理团队立即启动优质

护理病区的备班制度，集中人力进行病情监测，加强语言沟通和生活照护，逐一辅助心理疏导；对

火灾中吸入性损伤明显的患者采用画板、肢体语言进行沟通，陪伴患者走出火灾事件的恐惧阴影，

有效降低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最终康复出院，受到患者家属和社会媒体的赞誉。多例经历重大

烧创伤事故的患者，通过烧伤科医护人员救治和护理，最终达到生理愈合和心理康复，一定程度上

体现烧伤科无陪护模式下优质护理服务应用的效果。 

5 加强全面素质教育  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 

烧伤科护理团队重视专科人才的培养，鼓励多学科联合诊疗及护理教育。2014-2017 年先后选派 10

名人员前往西南医院、西京医院、瑞金医院、长海医院、积水潭医院、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等研修

培训。烧伤亚专科治疗广泛开展，形成了以患者为中心、以多学科团队为基础，整合重症、创伤、

老年、康复等学科，为越来越多的患者实施综合性、个体化治疗、护理、康复的多学科合作服务模

式。无陪护优质护理模式实施至今，烧伤科专科护理及多学科合作护理逐步被医院其他学科认可，

护士全面素质教育受到医院重视，成为医院专科护理人才、护理管理人才甄选的重要条件。 

2017 年科室医护人员收到表扬信 6 封、锦旗及赠匾 20 余面。2016-17 年患者对无陪护烧伤科室的

满意度达到了 95%以上，实现护理质量零差错的管理目标。 

烧伤科护理团队以患者为中心，扎实推进无陪护护理模式下的优质护理服务工作，将创新化、

人性化、细节化护理融入到无陪护的专科护理全过程，不断延伸护理服务内涵，得到患者及家属满

意，为科室和医院赢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值得推广。 

 

 

PO-0691 

福建省烧伤科医护人员疼痛管理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研究 

 
潘琼,李琳,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了解福建省烧伤科医护人员的疼痛管理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为提高疼痛控制水平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 2014 年 4-8 月选取福建省内 11 家具有独立烧伤专科的三甲医院医护人

员 263名，采用自制的《烧伤专科医护人员疼痛管理知识、态度和行为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 烧伤科医护人员疼痛管理知识问卷的平均正确率为 55.55%。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职称及在

校有无接受疼痛知识教育的医生问卷正确率不同（P<0.05）；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称、在校有无

接受疼痛知识教育及工作后是否接受疼痛教育知识的护士问卷正确率不同（P<0.05）。多元回归分

析显示，医生药物作用知识正确率的影响因素是烧伤工作年限、学历；非药物镇痛法知识正确率的

影响因素是工作后是否接受疼痛知识教育；护士问卷总体正确率的影响因素是职称和在校有无接受

疼痛知识教育；药物治疗知识正确率的影响因素是在校有无接受疼痛知识教育。绝大部分医护人员

对疼痛管理的态度是积极的。在疼痛管理行为中，只有 25%的医生和 44.7%的护士经常评估患者的

疼痛强度。患者轻中度疼痛时，只有 30.2%的护士经常会采取相应的镇痛措施。患者换药剧烈疼痛

仍坚持不用镇痛药时，只有 30.2%的护士和 48.8%的医生经常会对其教育。 

结论 福建省烧伤科医护人员疼痛管理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尚存在知识欠缺，行为不够主动积极

等问题。应不断加强医护人员的烧伤疼痛相关知信行培训，倡导积极镇痛的态度与理念，促进医护

人员烧伤疼痛诊治及护理的专业素质及专业行为，推进烧伤疼痛的规范化管理，最终提高烧伤患者

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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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2 

论大面积烧伤患者枕后部压疮的因素及护理 

 
刘俊青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特别是头部烧伤或头部取皮患者发生枕后部压疮的原因，提出有效的预防性

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7.05-2018.05 收治 25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通过观察及护理，总结发生头

部压疮的原因及预防性护理对策。 

结果 枕后部压疮的发生与头皮深度烧伤、长期受压，并且水肿、高热、大汗、取皮过厚、营养不

良及护理人员不够重视、认识不足等因素有关，通过采取按时变换体位、头部应用有孔海绵与水袋

交替使用等一系列护理措施后取得满意的效果，未再发生枕后部压疮。 

结论 评估大面积烧伤患者枕后压疮的高危因素，加强预防性护理，可有效降低枕后部压疮的发生

率。 

  

 

PO-0693 

成年烧伤患者护理需求与护士认知差异调查分析 

 
江晓声,李琳,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烧伤患者护理需求与护士认知之间的差异，以调整护理服务行为和程序，提高护理质

量。 

方法 2017 年 1 月～9月，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对泉州 180 医院烧伤科 379 例烧伤住院患者和 38 例

烧伤科护士进行护理需求内容及程度的调查，比较烧伤患者在护理需求维度和条目上与护士的认知

差异，以及烧伤患者与护士认为最重要的前五项护理需求内容是否一致。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护士与患者的需求程度认知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烧伤患者的护理需求总分为（3.94±0.43）分，护士对患者需求的认知总分为

（4.06±0.51）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11，P > 0. 05）；烧伤患者在生理需求纬度得分

（3.95±0.58）分，低于护士得分（4.19±0.4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76，P<0.05）；

烧伤患者在自尊需求纬度得分（3.94±0.55）分，低于护士得分（4.33±0.54）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t=-4.160，P<0.05）。烧伤患者在护理需求条目“介绍同室患友”、“检查时有医务人员陪

同”、“休闲娱乐活动”、“护士理论和技术熟练”、“抗瘢痕锻炼指导”、“药物知识宣教”的

得 分 分 别 为 （ 4.18±0.92 ） 、 （ 3.32±1.23 ） 、 （ 4.22±0.92 ） 、 （ 4.47±0.74 ） 、

（4.24±0.92）、（3.97±1.03）分，均高于护士得分（3.53±0.92）、（2.74±0.95）、

（3.47±1.33）、（4.05±0.84）、（3.84±0.95）、（3.58±0.9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265~4.147，P<0.05 或 P<0.01）。烧伤患者与护士认为需求程度最高的前五项条目中，仅有

“疼痛护理”这一项相同。 

结论 烧伤患者的部分护理需求与护士认知存在差异，护理人员应以患者的护理需求为基础，不断

改进服务方式，调整服务供给，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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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4 

创面负压吸引技术在损毁性电烧伤创面的应用 

 
林健,李琳,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传统的创面处理方法为多次清创+植皮或皮瓣覆盖，治疗周期长，换药过程痛苦，植皮不易存

活。我科利用清创+创面负压吸引技术不仅可以促进坏死组织脱落，还能保护正常组织，促进肉芽

生长，缩短治疗周期，为植皮或皮瓣覆盖的创面床做准备。本研究报告一例创面负压吸引技术在损

毁电击伤创面应用的护理体会。 

方法 以 2017 年 3 月 17 日我科接收的 1 例头颈部高压电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为基础，总结分析该

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体会。 

结果 患者经过创面负压吸引治疗和创面皮瓣修复术治疗，两个月后创面修复成功，伤后半年随

访，患者已重返工作岗位。 

结论 规范的使用创面负压吸引技术和护理在损毁性电烧伤创面的应用有良好的效果。 

 

 

PO-0695 

大面积烧伤患者留置导尿的护理 

 
白亚可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大面积烧伤休克期患者需要留置导尿来准确记录尿量，为休克期补液提供重要病情信息，而

留置导尿也就成为管路感染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加强留置导尿的护理也就格外重要。 

方法 对需留置导尿的患者选取合适型号的导尿管，男性和女性患者执行不同的导管置入方法，严

格无菌操作，加强留置期间的护理，防止尿路感染，并对留置导尿的病人情况进行分析。护理期间

要注意尿管、尿液渗漏及拔管前的护理，留置导尿患者会出现很多常见问题，需采取相应的护理措

施。 

结果 留置导尿的患者取得良好的效果,患者耐受性良好，未发生尿路感染。 

结论 留置导尿时一定要认真评估患者并选取合适型号的导尿管，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并缩短导尿

时间，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尿路感染的发生。留置导尿操作时，动作要轻柔，减轻患者的痛苦。 

  

 

PO-0696 

改良腓肠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筋膜蒂皮瓣修复足部皮肤 

软组织缺损 

 
高兴新,李德绘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探讨改良腓肠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筋膜蒂皮瓣修复皮肤软组织缺损的疗效。 

方法 我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应用改良腓肠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筋膜蒂皮瓣修复足部皮

肤软组织缺损 32 例。创面彻底清创，设计筋膜蒂皮瓣大于创面面积约 10%-15%，按皮瓣设计以外

踝上 3-8cm 范围内选择皮瓣旋转点为蒂部，以“S”型切口切开蒂部后外侧皮肤，于浅筋膜与真皮

层之间分离皮肤，过程注意保护真皮下血管网；自小腿近端向远端掀起皮瓣时，切断腓肠神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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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血管，将小隐静脉自皮瓣中分离出保留在原供区，结扎其皮瓣内分支，保留小隐静脉近足端分

支，保留其生理性回流功能。蒂部远端仔细探查，勿损伤腓动脉外踝上皮支，促进皮瓣成活。 

结果 术后 32 例皮瓣均成活良好，皮瓣无明显肿胀，4 例蒂部皮肤少许变黑坏死，经换药后 2 期愈

合；术后随访 3-6个月，皮瓣颜色质地与周围组织相似，足外形及功能恢复良好。 

结论 改良腓肠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筋膜蒂皮瓣成活率高，小隐静脉保留在原解剖位，保留了皮

瓣的浅静脉回流系统，筋膜蒂方便皮瓣向各方向转移且蒂部皮肤原位缝合后外观满意，是修复足部

较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的理想术式；术中应当注意保留蒂部皮肤部分皮下脂肪颗粒，保护好真皮

下血管网层，预防蒂部皮肤坏死。 

 

 

PO-0697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pathogen distribution in 

hospitalized burn patients：A multicenter study in 

Southeast China 

 
lin li,Jiaxi Dai,Zhaohong Che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Burn infections pose a serious obstacle to recovery.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among 

hospitalized burn patients. A 3-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Methods 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system was used to collect all clinical data on 

1449 hospitalized patients from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the 180th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he 92nd Hospital of PLA, and the 

First Hospital of Longyan City. 

Results A total of 1891 strain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detected from 3835 

clinical specimens, and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was 49.3%(1891/3835). The main 

pathogens were gram-negative bacteria (1089 strains; 57.6%), followed by gram-positive 

bacteria (689 strains; 36.4%), and fungi (113 strains; 6.0%). The predominant five 

bacteria were Staphylococcus aureus (19.0%), Acinetobacter baumannii(17.6%), 

Pseudomonasaeruginosa(16.7%), Klebsiella pneumoniae(7.4%), andEnterococcus 

faecalis(4.5%).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accounted for 74.1% 

(265/359) of S aureus isolates.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accounted for 40.6% (69/170) 

of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al isolates, 72.5% (50/69) of which were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MRSE). Both MRSA and MRSE were 100% 

resistant to penicillin and ampicillin. A baumannii was the most commonly isolated 

strain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with 100% resistance to ampicillin, amoxicillin, 

amoxicillin/clavulanic acid, and aztreonam. More than 80% of K pneumoniae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ampicillin, amoxicillin and cefazolin. More than 80% of Escherichia 

coli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ampicillin, piperacillin, cefazolin, amoxicillin, 

tetracycline, and sulfamethoxazole trimethoprim. The detection rates of extended-

spectrum b-lactamases (ESBL) among K pneumoniae and E coli isolates were 44.6%(62/139) 

and 67.2% (41/61), respectively. Low-resistance antibiotics included teicoplanin, 

tigecycline, vancomycin, and linez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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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pathogens presented high resistance to antimicrobial agents, 

especially MRSA and A baumannii. Monitoring of bacterial population dynamic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inhibit the progression of bacterial resistance. 

 

 

PO-0698 

吴茱萸次碱对大鼠缺血再灌注肾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春华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采用夹闭法制造急性肾损伤大鼠动物模型，研究吴茱萸次碱对大鼠缺血再灌注肾损伤的影响

及可能机制。 

方法 随机将 100 只成年雄性大鼠（周龄：6-8 周，体重：250 ± 10 克）分为 5 组：Sham 组、IRI

组、NS 组、Ru-30 组、Ru-60 组。建立大鼠急性肾损伤模型，观察吴茱萸次碱预处理后肾功能及肾

组织中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血清中一氧化氮（NO）的变化情况。 

结果 IRI 组与 NS 组较 Sham 组中的血清中 BUN、Cr、肾脏组织中 MDA 含量较 Sham 组显著升高(P < 

0.01)；肾脏组织组织 SOD 活性较 Sham 组显著降低；IRI 组与 NS 组各组数据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 0.01）。与 IRI 组和 NS 组比较，Ru-30 组和 Ru-30 组中血清 BUN、Cr、NO 含量和肾脏

组织中 MDA含量显著降低而肾脏 SOD活性显著升高。 

结论 吴茱萸次碱具有抗 IRI 作用，其可能机制是通过抗脂质过氧化、清除自由基而对肾脏缺血再

灌注损伤产生保护作用。 

 

 

PO-0699 

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护理体会 

 
付肖朦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 3 例大面积烧伤病人的临床资料。烧伤使病人皮肤破坏，屏降功能受损，机体抵抗

力下降，易引起全身感染，烧伤面积越大，深度越深，对局部和全身影响也就越严重。 

结果 良好的护理对烧伤病人疗效有着密切关系。 

结论 经过临床实践，精心护理，优质服务，得到了满意的护理效果。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458 

 

PO-0700 

Factors affecting self-perceived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among patients with burns： A follow-up study 

 
lin li,Xiaolei Wu,Zhaohong Che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self-perceived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in 

patients with burns in Fujian, China, and to identify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se 

parameters.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212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burns unit 1 and 3months 

after discharge using the Impact on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IPA), Acceptance of 

Disability Scale-Revised, Herth Hope Index, Modified Barthel Index Rating 

Scale, Visual Analogue Scale, and a self-designed demographic data and disease 

condition questionnaire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using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The general IPA questionnaire scores were 2.13?0.74 and 2.03?0.72 at 1 

and 3months post-discharge, respectively. Acceptance of disability, hop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P<0.01). Financial situation, pain leve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cceptance of disability, and hope wer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self-perceived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3months post-

discharge, accounting for a variance of 77.5%. 

Conclusions Medium-to-low levels of self-perceived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were observed 1 and 3months post-discharge. Clinicians should adopt specific measures 

to help patients (including those from poor economic backgrounds) successfully 

reintegrate into their families/societies. These include alleviating their pain, 

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 in daily activities while accepting their disabilities, and 

offering hope. 

  

 

PO-0701 

呼吸道烧伤患者气管切开后的护理 

 
高莉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呼吸道烧伤患者气管切开后的有效护理措施，总结临床护理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行气管切开治疗的 25 例呼吸道烧伤患者各项临床治疗及护理资料，烧伤早期颈部水

肿明显，气管切开后注意观察固定气管套管扁带的松紧度，气囊压力大小，观察气切处有无渗血，

痰液性质，及时吸痰，也可鼓励病人自行咳痰，避免过度刺激气道粘膜损伤，痰液粘稠者可加大湿

化量或者雾化吸入、气道灌洗，注意无菌操作。 

结果 25例呼吸道烧伤患者除 1例患者因大面积烧伤早期放弃治疗外外，其余患者均痊愈。 

结论 护理中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及无菌技术操作规程，掌握吸痰的指征及方法，提高其生存质量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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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02 

肌皮瓣转移术治疗截瘫患者骶尾部压疮围手术期的护理 

 
林萍 

海南省人民医院,570100 

 

目的 探讨肌皮瓣治疗截瘫患者骶尾部压疮围手术期护理方法及效果。 

方法 回顾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采用肌皮瓣转移治疗的 9 例截瘫骶尾部Ⅲ~Ⅳ期压疮病例，均

选用了规范化的围手术期的护理，重点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饮食护理、排泄管理、体位训练、完

善术前准备、术后体位安置、皮瓣血运的观察及宣教与指导等。 

结果 随访 3~6个月，本组 9例患者通过肌皮瓣转移治疗骶尾部压疮全部存活。 

结论 围手术期规范化护理为肌皮瓣转移术治疗截瘫患者骶尾部压疮提供了良好的疗效保障，可提

高皮瓣存活率。 

  

 

PO-0703 

体外冲击波在组织型凝血酶原复合物治疗冻伤大鼠中协同效果的

实验研究 

 
张楠,洪雷,于家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对于冻伤大鼠的治疗效果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建立冻伤大鼠鼠尾的实验模型并应用组织凝血酶原复合物（t-PA）及体外冲击波(ESWT)进行

治疗，实验分 4 组，第一组为空白对照组，第二组接受 t-PA 治疗，第三组接受 ESWT 治疗，第四组

接受 t-PA 联合 ESWT 治疗，分别比较在鼠尾坏死长度，鼠尾动脉血流流速，鼠尾组织新生血管数量

及成熟血管数量，最后比较 VEGF，TXB2及 6-keto-PGF1a的水平差异。 

结果 t-PA 在治疗冻伤方面存在显著效果，优于空白对照组及单纯接受 ESWT 治疗组，但接受 t-PA

联合 ESWT 治疗组的大鼠在鼠尾坏死长度及新生血管数量方面明显优于单纯 t-PA 治疗组，ESWT 通

过物理效应可以获得跟 t-PA 近似的溶栓效果，并且接受 ESWT 治疗的大鼠可以获得更高的 VEGF 表

达，同时 TXB2和 6-keto-PGF1a的比率较单纯 t-PA治疗更趋于平衡。 

结论 1.t-PA 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冻伤方法，通过溶栓效应改善血流动力学，可以减少组织坏死；

2.ESWT 可以通过物理作用改善血流动力学，同时促进 VEGF 的表达，改善 TXB2 和 6-keto-PGF1a 平

衡，增强了 t-PA的治疗效果. 

  

 

PO-0704 

自制可灌洗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治疗慢性难愈创面中的疗效分析 

 
王德怀,周涛,黄志勇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介绍一种自制可灌洗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及其在治疗慢性难愈创面的临床应用和效果分析。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 55 例慢性难愈创面的住院

患者，术前应用自制可灌洗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创面，观察创面感染、创基血运情况及术后创面

修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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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5 例慢性难愈创面在经自制可灌洗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后创面感染明显减轻，创基情况显

著改善，术后创面皆成功修复，临床疗效较为满意。 

结论 自制可灌洗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能够有效清除创面或腔隙内的分泌物和坏死组织，减少负压装

置引流管堵塞情况发生，纠正创基感染、缺血、缺氧等情况，从而提高移植皮片或皮瓣的成活率，

改善了创面的愈合速度及质量。 

 

 

PO-0705 

烧伤急救与护理 

 
苏春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烧伤的临床急救，了解急救原则，掌握烧伤护理知识，降低烧伤对患者的危害。 

方法 参考文献了解烧伤的急救与护理。 

结果 熟悉和掌握了烧伤急救与护理知识。 

结论 烧伤急救与护理对烧伤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PO-0706 

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在烧伤科创面治疗中的并发症分析 

 
周涛,谭子明,彭昶,李丹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研究负压创面治疗技术（NPWT）在烧伤科创面治疗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并分析出现并

发症的可能原因、表现及相应的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2 月-2017 年 11 月于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住院，并使用 NPWT 治

疗创面的病例资料 110 例。 

结果 NPWT 治疗期间，110 病例中出现并发症 35 例，约占总病例数 31.8%，其中装置漏气、漏液约

占 14 例，引流通道堵塞 11 例，泡沫敷料植入 5 例，创面感染 3 例，创面出血 2 例，5 例出现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并发症，约占总病例数 4.5 %。 

结论 通过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可以降低 NPWT 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率，充分发挥其在辅助

创面治疗中的优势，为创面修复创造良好的条件，提高创面的愈合速度和质量。 

 

 

PO-0707 

现场急救：烧伤救治过程中一直被忽略的重要环节 

 
兰晓东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分析我国烧伤患者烧伤现场急救现状，为提升我国烧伤现场急救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PubMed》、《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我国或发达国家烧伤流行病学回顾性研究

报道，烧伤患者收治时间为 2000 年 1 月至今.统计文献中研究对象所在的地理区域、收治时间跨

度、现场急救具体方式、现场急救知识掌握情况.归类总结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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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并将烧伤后现场急救作为重要流行病学指标的文献共计 17 篇,报道了国内 14 个

省市及周边地区的烧伤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符合纳入标准并将烧伤现场急救知识掌握情况作为研究

对象或评价指标的文献共计 6 篇. 国内烧伤患者在烧伤后现场采用冷疗急救方法的仅占

（15.8±2.4）%，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56.3±6.7）%.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及周边地区烧伤

患者伤后现场急救采用冷疗方法的占（17.0±3.4）%，略高于中西部内陆城市及周边地区同类指标

（13.8±3.3）%.2010 年至今收治的烧伤患者在伤后采取冷疗的比例较 2000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

收治的烧伤患者高约 10%，但两者并无显著差异.国内烧伤患者中拥有正确烧伤现场急救知识的仅

占（7.5±1.8）%。 

结论 有关我国烧伤现场急救的研究少且质量不高.在我国烧伤救治过程中，现场急救作为关键环节

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PO-0708 

47 例成批烧伤病人救治管理分析 

 
李丹,王德怀,周建文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描述成批烧伤早期临床救治经验,提高成批烧伤成功救治率。 

方法 选择我科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成批烧伤患者 47 例，并对其液体复苏、呼吸道

管理、分流、远程医疗及预后情况（伤后 3个月）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47 例患者死亡 5 例，其余 42 例面部、功能部位创面均得到了较好的修复，后期生活基本能

够自理。 

结论 除早期液体复苏、气管切开外，合理的分流以及及时有效的远程医疗对于成批烧伤的早期救

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PO-0709 

思维导图在烧伤皮瓣移植围手术期健康宣教中的运用及效果探讨 

 
康滔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通过将思维导图运用到烧伤皮瓣移植围手术期的健康宣教中，提高病人皮瓣移植围手术期的

遵医行为、降低患者围手术期焦虑、抑郁情绪及术后并发症。 

方法 将我科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6 月进行皮瓣移植的患者 82 例，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

采用传统的宣教（口头+书面）进行围手术期的健康宣教，研究组采用思维导图对患者进行分阶段

的健康宣教，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遵医行为、围手术期焦虑、抑郁程度、术后并发症等观察指标

进行评价。 

结果 研究组部分术前及术后遵医行为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围手术期焦虑、抑郁程度均低

于对照组（p<0.01)，研究组术后并发症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思维导图进行皮瓣移植手术围手术期健康指导，方法简便易行，节省时间，加深记忆，

能快速、准确地提高健康教育的质量，优于传统宣教形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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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0 

烧伤护理中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卫修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烧伤一般为突然发生，由热金属、火焰、热液、蒸汽等热力物质灼伤皮肤，造成皮肤组织出现

的损伤情况[1-2]。大面积的烧伤不仅会影响患者的美观，还会对患者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3]。目

前，随着医疗技术水平与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渐提高，人们对如何防治烧伤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但是，烧伤患者的治疗过程和后期的康复过程，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与财力，也是患者身心煎

熬的过程；即便患者伤口愈合良好，也会因烧伤疤痕、美观受损，难以重返社会等因素给其带来沉

重的心理负担。因此烧伤患者住院期间的护理过程中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近

年来的临床实践证实，在对烧伤患者的护理中为其提供系统的健康教育效果明显。其中系统健康教

育里包括了：专题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饮食健康教育，功能锻炼健康教育。 

专题健康教育：专题健康教育主要在患者病情相对稳定以及入院后一切基本处理妥当后进行。

护理人员可主动与患者或其家属进行沟通，了解患者及其家属的需要，然后以此确定健康教育的内

容及目标，其中，在制定的健康教育目标前，应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共同商讨，互相配合完成。

另外，施行健康教育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发放知识宣传小册子、播放图片或视频进行宣

讲、口头宣教等。健康教育时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心理健康教育：烧伤患者在经历创伤后大多存在不良心理反应，不利用治疗的进行。为帮助患

者树立治疗的信心，提高治疗的依从性，促使其尽快康复，对其进行心理指导至关重要。护理人员

可向其介绍烧伤康复的相关知识点，多安慰和开导患者，介绍相关的成功救治案例，帮助患者尽量

走出心理阴影，积极配合治疗。 

饮食健康教育：为促进创面愈合，护理人员有必要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饮食方面的健康教育。

指导其宜多食用富含维生素、蛋白质和矿物质的食物，少食多餐，食物以炖、蒸、煲、煮为主，忌

煎炸、生冷、辛辣食物。 

功能锻炼健康教育：术后功能锻炼对于预后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关节部位的烧伤，可指

导患者使用各种支架置于适宜的位置制动。如对与颈部，不宜使用枕头，保持后拉伸。创面愈合后

及时使用弹力绷带进行压迫，防止创面破溃和起水泡等。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创面清洁的方法以及其

他注意事项。 

健康教育是整体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患者形成健康的行为，进而使其获

得最佳的健康状态。在烧伤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可以使护理人员由执行者变成教育者，这样不仅

可以使其在患者心中树立威信，还有助于改善护患关系，让患者由被动接受治疗转变为主动配合医

生治疗，进而提升护理质量与治疗的效果。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4-5]，在烧伤护理中为患者提供

系统的健康教育，不仅能改善护患关系、提高诊疗的效果，还能增强患者进行自我保健的意识、减

少医疗纠纷、缩短住院的时间。此护理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PO-0711 

阴股沟穿支皮瓣修复阴囊缺损的护理体会 

 
辜燕,周涛,黄志勇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总结采用阴股沟穿支皮瓣修复阴囊缺损的 7例患者的护理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于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治疗的 7 例阴囊缺

损患者病例资料，总结围手术期的护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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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7 例阴囊缺损患者利用阴股沟皮瓣修复成功，术后皮瓣未发生血管危象、皮瓣下血肿、撕

脱、感染等并发症，所有患者均痊愈出院。随访 6-12个月，外观及功能良好，总体疗效满意。 

结论 积极的心理干预和系统、规范化的围手术期护理，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手术成

功率，是促进阴股沟穿支皮瓣修复阴囊缺损患者康复的重要保证。 

 

 

PO-0712 

巴克愈肤膏联合超声清创治疗慢性创面的临床效果观察 

 
郑启兵,张敬群,靳方方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巴克愈肤膏联合超声清创治疗慢性创面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同期住院的 66 例慢性创面患者，随机分为 3 组：巴克愈肤膏组（n=22），采用巴克愈肤

膏包扎换药；超声清创治疗组（n=22），创面采用超声清创后使用凡士林油纱包扎换药；联合治疗

组（n=22），创面超声清创后使用巴克愈肤膏包扎换药。比较三组治疗 3 天时创面分泌物细菌培养

阳性率、创面渗出液白细胞介素-2（IL-2）蛋白表达水平，并比较换药过程中疼痛评分（视觉模拟

法）及创面愈合时间。 

结果 治疗后第 3 天，巴克愈肤膏组、超声清创治疗组、联合治疗组细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72.7%、63.6%、36.4%，三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8）；三组创面渗出液 IL-2 水平分别为

（84.68±8.69）pg/ml、（64.68±6.72）pg/ml、（52.34±7.25）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52）；三组换药过程中疼痛评分平均值分别为 2.45±0.57 分、2.87±1.26 分、

3.21±1.69 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三组创面愈合时间分别为（14.3±3.98）d、（18.5±5.48）

d、（11.4±4.87）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 

结论 巴克愈肤膏联合超声清创能有效清除创面细菌、促进创面愈合，值得临床推广。 

  

 

PO-0713 

超声波联合胶原蛋白导入治疗增生性瘢痕的疗效观察 

 
李永忠 

德阳市人民医院,618000 

 

目的 观察超声波联合胶原蛋白导入治疗增生性瘢痕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4 年 10 月-2017 年 1 月，我科应用超声波导入胶原蛋白联合治疗增生性瘢痕 132 例，将

胶原蛋白涂于瘢痕表面，用超声波按摩导入；根据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分作为客观指标，皮损紧绷

感、痒、灼热感、疼痛感觉作为主观指标，均按 4 级评分，主观评分与客观评分相加，将治疗前后

分值变化率为治疗指数，分别计算出治疗 1、2、3 个疗程病人的治疗指数。治疗指数≥90%为基本

治愈， 60%≤治疗指数﹤90%为显效， 20%≤治疗指数﹤60%为有效，治疗指数﹤20%为无效；疗效

优良率=（本疗程基本治愈例数＋本疗程显效例数）/本疗程病例数×100%，无效率=（本疗程有效

例数＋本疗程无效例数）/本疗程组病例数×100%。 

结果 本组病例中：1）. 36 例治疗时间＜6 周，基本治愈 2 例（6%），有效 19 例（53%），显效

12 例（33%），无效 3 例（8%），疗效优良率 39%，无效率 61%；2）. 62 例治疗时间≥6 周、＜12

周，基本治愈 13 例（21%），显效 45 例（73%），有效 4（6%）无效 0 例，疗效优良率 94%，无效

率 6%；3）. 42 例治疗时间≥12 周，基本治愈 15 例（36%）；显效 27 例（64%），无效 0 例，疗

效优良率,100%；本组病例总疗效优良率 86%。 

结论 超声波联合胶原蛋白治疗增生性瘢痕疗效明显，疗效与治疗疗程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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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4 

64 例烧伤病人负性情绪障碍分析及护理对策 

 
汤惠英,黄振佳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总结对 64例烧伤患者负性情绪障碍分析及护理对策。 

方法 针对烧伤患者发生情绪障碍进行分析，及时疏导患者的心理问题，帮助患者建立规律的生活

周期，使其调整心态，积极配合住院治疗。 

结果 64例患者均治愈，其中 61例院内治愈，3例好转后转当地医院治疗，经随访治愈。 

结论 在护理过程中有针对性做好心理疏导及护理干预，对烧伤病人的负性情绪障碍的恢复有极大

改善，能促进烧伤患者恢复。 

 

 

PO-0715 

健康教育干预作用于小儿烧伤病人护理中的临床应用 

 
雷霞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观察小儿烧伤患者实施不同护理干预对临床护理效果的影响。 

方法 随机将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90 例小儿烧伤患者分为观察组（实施健康教

育干预，n=45）和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n=45），对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后护理依从程

度，创面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等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护理依从程度较比对照组明显偏高，P<0.05；组间创面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观

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健康教育干预在小儿烧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PO-0716 

14 例大面积烧伤 MEEK 微型皮片转移的手术配合 

 
冯依枝,黄媛媛,李琳,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总结 14例大面积烧伤患者采取切削痂+MEEK植皮术的手术配合。 

方法 手术配合的原则是首先做好患者的术前访视、注重患者的心理护理、术前用物准备齐全、术

中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掌握手术步骤及其设备器械的使用、严格无菌技术操作，配合医生让手术顺

利完成，以此最大程度地保证皮片的成活率。 

结果 14例手术顺利完成，术后康复良好。 

结论 大面积烧伤患者 MEEK 微型皮片转移术手术步骤繁多，手术风险大，因此护士要在术前熟悉手

术步骤，在器械、物品的准备方面要考虑周全，术中熟练配合，节省手术时间。此类患者皮源稀

缺，护士在术中应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原则及消毒隔离制度，对手术成功及皮片的成活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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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7 

穿支血管分级及其临床应用 

 
魏在荣,王达利,金文虎,李海,张子阳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对穿支血管进行分级及其在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分析发现穿支血管的历史、观察穿支血管造影解剖特点和尸体标本解剖特点，总结穿支

血管并进行分级。根据穿支血管分级，再对穿支皮瓣命名和分叶皮瓣进行分类。 

结果 穿支血管可分为 I、II、III、IV 级，穿支皮瓣命名在“根特”会议穿支皮瓣命名基础上增加

瓣部血管类型。分叶皮瓣可分为 I 级穿支分叶皮瓣、II 级穿支分叶皮瓣、III 级穿支分叶皮瓣、IV

级穿支分叶皮瓣。 

结论 把穿支血管分为四级，可更好理解穿支皮瓣成活原理及对穿支皮瓣命名、分叶皮瓣分类进行

有益补充。 

  

 

PO-0718 

医保与自费烧伤住院患儿的疗效及费用的对比分析 

 
李琳,林仁琴,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分析医保与自费烧伤住院患儿的疗效及费用差异，旨在了解医疗支付方式对疗效与费用的影

响，为控制医疗费用提供相关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福建省 4 家医院烧伤科 0-12 岁烧伤住院患儿的住院

病历信息和住院费用资料，比较医保和自费患儿的住院疗效与费用差异。 

结果 医保患儿的住院疗效优于自费患儿（X2 
=77.54，P=0.000），人均总费用、药品费、耗材费、

检查费、床位费均高于自费患儿（P＜0.05）；住院费用的构成以药品费为主。 

结论 医疗保险制度可为患儿提供医疗基金保障，有利于提高烧伤患儿的疗效；但同时也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医疗费用，应通过完善医疗支付方式等方法进行控制。 

 

 

PO-0719 

基于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的烧伤患者生活质量动态变化研究 

 
李琳,陈柳媚,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运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探讨烧伤患者生活质量、伤残接受度发展轨迹变化的情况及影响因

素。 

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表、简明烧伤健康量表（BSHS-B）及中文版伤残接受度量表（修订版）（ADS-

R）对 216例烧伤患者出院时、出院后 1、3、6个月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建模。 

结果 烧伤患者初始状态的生活质量、伤残接受度水平分别为 101.68 和 72.99，在随访期间均呈曲

线递增趋势，且递增速度逐渐减缓；生活质量截距和曲线斜率因子的方差均有统计学意义（截距

=1174.527，曲线斜率=2.379，p＜0.001），提示烧伤患者生活质量初始状态和加速度均呈现出明

显的个体间差异；伤残接受度截距、斜率、及曲线斜率因子方差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烧伤患者伤

残接受度的初始状态、发展速度及加速度均存在明显的个体间差异；协变量结果显示，性别、烧伤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466 

 

原因、付费方式及受教育程度对烧伤患者生存质量的截距和斜率因子均无影响（p＞0.05），而病

情严重程度及是否存在并发症的截距因子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随访时间烧伤患者

ADS 水平对同时期的生活质量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 0.616、0.669、0.681、

0.678，P＜0.001）。 

结论 烧伤患者生活质量、伤残接受的变化并非简单的线性增长，而是呈曲线递增趋势，且递增速

度逐渐减缓。临床工作者可根据其轨迹变化特点，开展院后随访工作，帮助患者重拾自我，接纳残

疾现状，提高生活质量，以期能顺利重返社会。 

 

 

PO-0720 

一例下肢皮肤软组织重度感染修复成功病例报告 

 
龚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我院烧伤科成功为一名原需截肢抢救生命的左下肢皮肤软组织重度感染患者实行了保肢治

疗，保全了劳动力，伤后 4个月患者再次下地负重行走。 

方法 入院后采用抗感染、营养支持、外科换药等处理，并进行了多次清创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术。 

结果 伤后 4个月，患者再次下地负重行走，避免了截肢。 

结论 下肢皮肤软组织重度感染，在外科清创的基础上联合负压封闭引流，可增加保肢保功能的可

能性 

 

 

PO-0721 

CPM 机辅助锻炼治疗膝关节深度烧伤效果观察 

 
杨新蕾 

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 

 

目的 了解 CPM对植皮后膝关节功能康复的作用 

方法 对中晚期入院的膝关节烧伤患者行皮片移植治疗，随机分组后再相同治疗情况下，实验组行

CPM 治疗， 

结果 CPM治疗组在出院时关节功能改善明显，活动度明显增大 

结论 膝关节烧伤手术后在皮片成活早期使用 CPM 机锻炼，有利于患者膝关节功能康复，促进关节

功能的康复 

  

 

PO-0722 

骨磨削术+VSD 负压引流在电烧伤后大面积颅骨外露 

治疗中的应用 

 
张险峰,刘竣彰 

贵阳钢厂职工医院贵阳烧伤医院,550000 

 

目的 探讨骨磨削+VSD 负压引流技术在骨外露创面治疗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2018 年我科头、面、颈部高压电烧伤患者 22 例，均为高压电严重烧伤，伴有

大面积颅骨外露，，面积约 5×8cm2～4×12cm2 大小，由于经济原因或创面烧伤严重，均无条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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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行皮瓣或扩张器置入手术，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20-50 岁之间，将 22 例患者随机分为骨磨削组

和对照组，骨磨削+VSD 组（12 例），对照组用传统骨钻孔+VSD（10 例）。（1）骨磨削+VSD 组：

对坏死颅骨早期用电摆锯行磨削术，磨去外板，甚至板障层，应用 VSD 负压材料将整个骨质创面

完全覆盖并持续负压封闭引流，每日配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溶液+0.9%氯化钠溶液冲洗创面，3

次/日，5 -7d 后更换 VSD 敷料，总共 2-3 次，观察肉芽生长情况。（2）对照组：刮出碳化骨

质，发黄变性的骨质部分凿除，然后在骨面上用电钻均匀钻孔，孔间距 0.5-1cm，深至板障层，有

渗血为止，应用 VSD 敷料将整个骨质创面完全覆盖并持续负压封闭引流，每日配合重组人表皮生

长因子+0.9%氯化钠溶液冲洗创面，3 次/日，5 -7d 后更换 VSD 敷料，总共需 4-6 次，观察肉芽

生长情况.最后通过手术植皮封闭创面   

结果 1.骨磨削+VSD 组（12 例）,在 2-3 次更换负压引流材料后，大约 2 周左右，肉芽组织生长良

好，肉芽新鲜，肉芽创基渗血明显，短期覆盖骨质，达到手术植皮创造条件。2.对照组用传统骨钻

孔+VSD（10 例），肉芽生长缓慢，需要 4-6 次更换负压材料，且肉芽生长不均匀，肉芽水肿、颗

粒较大，植皮手术时间明显滞后，创面愈合慢。 

结论 严重高压电烧伤病人，由于病情、经济原因，骨磨削+VSD 负压引流技术可解决皮瓣缺乏难

题，骨磨削术后+VSD 可以促进骨磨削面肉芽迅速生长，比传统单纯骨钻孔或骨钻孔+VSD，肉芽生

长快 2-3 周，明显缩短病程，尽快封闭骨外露创面，为后期行置入扩张器创造条件。治疗骨外露疗

效可靠。 

 

 

PO-0723 

中分化瘢痕癌切除后复发一例报告 

 
胡承浩

1,2
,李惠斌

1
 

1.临沂市人民医院,276000 

2.潍坊医学院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50 岁,于 2004 年因爆炸致全身 80%面积烧伤，于伤后 6 小时入院，入院后急诊行切开减

张，后行削切痂，常规换药，后瘢痕大部愈合，烧伤致使身体多处瘢痕挛缩，影响功能活动，左腘

窝区瘢痕挛缩致使伸展功能障碍。2016 年 3 月 21 日因左腘区瘢痕破溃 6 个月，近 1 个月内瘢痕破

溃进行性侵袭性增大，入院，患者反映局部瘙痒不适，偶伴疼痛，影响功能及生活，左腘区可见一

大小约 15*10cm 溃疡创面，边界欠规整，基底凹凸不平，见淡红色肉芽组织，有淡黄色分泌物，可

闻及臭味，溃疡边缘瘢痕组织，色素脱失或伴色素沉着，瘢痕组织质韧，左膝关节伸展功能受限，

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在硬膜外麻醉下，行左腘区挛缩瘢痕溃疡扩大切除清创植皮术+瘢痕松解植皮

术+臀股部取皮术，后病理显示，左腘窝区中分化鳞状细胞癌，病灶已完全切除，后给予换药、预

防感染等处理,切愈合良好,植皮成活，后结合局部放射治疗，于术后 20天痊愈出院 

6 个月后，患者又因为下肢瘢痕溃疡，瘢痕癌术后复发 30 天，入院，查体见，左腘区见一大

小约 4cm*3cm 创面溃疡，左大腿内侧见一 3cm*2cm 溃疡创面，边界欠规整，基底凹凸不平，见淡红

色肉芽组织，有淡黄色分泌物，创缘高出皮肤，质硬，呈菜花状，表面有脓苔，恶臭，触之易出

血。溃疡边缘呈瘢痕组织，色素脱失至色素沉着，质韧，左膝关节伸展功能受限。PET CT 结果：

左腘窝术区及其相邻上方皮肤不均匀增厚伴皮下条索状密度增高影伴 FDG 代谢不均与增高，左大腿

外下方皮肤不均匀增厚伴 FDG 代谢增高。病理结果显示：中分化鳞状细胞癌。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

说明后，决定行左下肢股骨中上 1/3 截肢。术后，病理结果显示：左下肢中分化鳞状细胞癌，伴皮

肤溃疡，神经束查见癌侵犯，未见明确脉管内癌栓，四周切缘，另送底，后上及后外切缘（—），

后外切缘见淋巴结 1枚，未见癌转移。后随访 1.5年，患者截肢术后，再次复发，已故。 

2  讨论 

烧伤瘢痕癌发病率较高,在所有的皮肤恶性病变中,约 18%起于各种原因造成的瘢痕,其中烧伤瘢痕

引起的可达 7.4%-19%[1]。国内鲁开化[2]等报道烧伤瘢痕癌占烧伤后畸形病例的 1.7%,柴家科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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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为 0.3%。烧伤瘢痕癌的病变部位多发于肢体,特别是下肢,义以足跟部较多。这与关节部位活

动多、血循环较差、瘢痕破溃后经久不愈、反复感染有关。 

手术治疗是瘢痕癌治疗的首选方法。瘢痕组织丰富的纤维及淋巴管、血管的闭塞对肿瘤组织的

浸润扩散和转移起到了很大的局限作用，故瘢痕癌少有早期扩散，早期行手术切除治疗，一般预后

良好。瘢痕癌组织经手术切除后，一般不复发，但偶有复发的病例，应引起高度重视，除了尽早切

除癌变复发的部位外，及时的进行 B超引导下淋巴结的活检和肺 CT或者 PET CT的检查同样重要。 

对于瘢痕癌术后复发问题，蔡景龙等[4]人认为术后伤口愈合后， 及时采用加速器高能 X 线加电

子线混合照射，剂量一般为 6 000cGy 左右，能有效地降低瘢痕癌的复发率。但放疗并不是鳞状细

胞癌首选治疗方法，除缺乏令人信服的资料外，还有以下原因:(1) Marjolin's 溃疡多为高分化、

中度分化鳞状细胞癌，可能放疗敏感性差[5，6]。(2)放疗本身可诱发皮肤癌。故放射疗法现阶段

多用于手术后辅助治疗。 

慢性皮肤创面应积极治疗，及早修复创面，因持续溃疡存在是溃疡癌变主要原因[7]。烧伤瘢

痕癌预防主要是对烧伤创而处理要及时，早期阻断瘢痕的形成是预防瘢痕癌发生的关键，对皮肤及

软组织深度烧（烫）伤或外伤后， 应及时切（ 削） 痂去除深Ⅱ度～ Ⅲ度焦痂或扩创去除坏死组

织， 避免早期瘢痕的形成，是防止瘢痕癌发生的首要措施之一。深度烧伤瘢痕形成后，尤其是化

学、放射烧伤以及老年人的瘢痕及位于关节部位的瘢痕，应在适当时机切除行植皮或皮瓣修复。若

瘢痕组织不稳定，形成慢性、复发性溃疡经久不愈，可作为慢性刺激学说的佐证[8]。宜尽早行手

术治疗，瘢痕经早期切除植皮修复后很少有恶变的现象。位于肢体关节屈曲皱褶部位的瘢痕，若不

稳定出现溃疡，保守治疗数月不愈，或愈合与破溃反复发作，都应及时行手术治疗。 

 

 

PO-0724 

rhGM-CSF 凝胶对深Ⅱ°烧伤创面愈合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胡承浩

1,2
,渠开攀

3
,李惠斌

1
,东野玉辉

1,2
 

1.临沂市人民医院,276000 

2.潍坊医学院 

3.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局部外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ecombinant human granulocyte-

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rhGM-CSF）凝胶治疗深Ⅱ°烧伤创面的临床疗效及其机

制。 

方法 将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烧伤整形科住院的深Ⅱ°烧伤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试验组给予 rhGM-CSF 凝胶治疗，对照组给予空白基质安慰剂治疗，试验周期为 28 d。观察两

组患者用药后第 7 天、第 14 天和第 21 天的创面愈合率、总有效率及创面完全再上皮化所需时间。

留取依从性较好的患者创面用药前及用药后第 7 天和第 14 天创面基底组织标本，观察创面组织中

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和转化生长因子 βⅡ型受体（TβRⅡ）的表达情况。 

结果 本次试验中最终有 96 例患者完全符合试验要求，被纳入统计学分析。rhGM-CSF 凝胶试验组

的 创 面 愈 合 时 间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较 要 明 显 缩 短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log-rank 法

χ2=27.64,P<0.05)。试验组用药后第 7 天、第 14 天和第 21 天的创面愈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试验组和对照组均进行疗效评价并进行比较，试验组的疗效要显著好于对照组

（P<0.05）；将两组在用药后第 7 天（4.2% VS 0.0%）、第 14 天（60.5% VS 18.8%）和第 21 天

（98.0%VS81.2%）的总有效率分别进行对比，各时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创面在用药

后第 7 天、第 14 d 天试验组创面中 TGF-β1 及其受体 TβRⅡ的表达较对照组均有显著增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rhGM-CSF 凝胶通过提高深Ⅱ°烧伤创面基底组织中 TGF-β1 和 TβRⅡ的表达能够显著加强促

进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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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25 

大面积烧伤病人合并气道损伤的护理 

 
杜娜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合并气道损伤病人的气道护理,从而获得有效的护理。 

方法 通过气道护理,维持气道"屏障"作用,预防气道黏膜再次损伤,保持气道湿化等,对患者的病情

进行观察。 

结果 30例患者治愈 28例,2例死亡,均未发生呼吸系统并发症。 

结论 对于特重烧伤患者,合理的治疗及护理,能明显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PO-0726 

大面积烧伤病人术后低体温的对策 

 
周丽琼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大面积烧伤病人术后低体温的对策 

方法 从加强患者核心温度检测，提高环境温度，减少体表散热，控制感染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

预防大面积烧伤患者低体温的护理措施。 

结果 大面积烧伤术后低体温会激发交感神经兴奋,致使代谢及储备消耗增加,而引起代谢、水电解

质及酸碱平衡紊乱,造成脏器功能不全、免疫功能下降、凝血功能障碍等并发症,促使患者病情加重

甚至死亡。 

结论 从加强患者核心温度检测，提高环境温度，减少体表散热，控制感染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

预防大面积烧伤患者低体温的护理措施。 

 

 

PO-0727 

大面积烧伤病人深静脉置管导管的护理 

 
樊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经创面深静脉置管防止导管感染的安全护理。 

方法 设立深静脉置管质控小组，规范置管前穿刺创面的消毒工作，置管后做好穿刺创面的护理，

置管留置时间不超过 2周。 

结果  

结论 设立深静脉置管质控小组，规范置管前穿刺创面的消毒工作，置管后做好穿刺创面的护理，

置管留置时间不超过 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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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28 

探讨烧伤危重患者气管切开套管护理的重要性 

 
路大顺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保持呼吸道通畅是烧伤患者得到进一步治疗的基础，然而患者随时可能会因发生并发症或者

危险因素致使呼吸道受阻而危及患者生命，此时护士需要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严格掌握预防气

管切开置管的并发症及处理措施，并协助医生进行抢救，为挽救患者生命争取时间。 

方法 护士通过密切关注患者对气管切开套管的耐受性，套管的固定情况，痰液的量、性状及性

质；掌握气管切开套管并发症的症状等，并针对现存和潜在的风险制定相应的护理措施，将危险因

素降至最低。 

结果 作为烧伤 ICU 的护士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专科知识，密切关注患者神志、痰液情

况、呼吸频率、心率及血氧饱和度，严格掌握气管切开的常见并发症及护理措施等，能够预测潜在

的风险因素，并制定护理措施，将风险降至最低，因此，有效的护理在气管切开烧伤危重患者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结论 烧伤 气管切开  护理  重要性 

  

 

PO-0729 

大面积烧伤病人静脉穿刺的护理 

 
郭昊天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病人迅速建立有效的静脉通道是抢救病人的生命线 

方法 选择好静脉、利用好静脉、保护好静脉,在烧伤护理工作中十分重要,其护理要点包括:穿刺部

位的选择及注意点、穿刺前的准备、静脉留置针输液方法及注意事项、中心静脉置管后护理等。 

结果 患者均穿刺成功,留置时间 96小时。 

结论  

护士的高度责任感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取得穿刺成功的关键,以减少病人的痛苦,提高病人的治愈

率。 

 

 

PO-0730 

瘢痕松解术联合“Z”字皮瓣转移修复术治疗 68 例颈部瘢痕挛缩

畸形的疗效分析 

 
陈召,查天建,努尔兰,焦静龙,张健,刘小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瘢痕松解术联合“Z”字皮瓣转移修复术治疗 68例颈部瘢痕挛缩患者的疗效。 

方法 从 2012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我科共收治 68 例颈部瘢痕挛缩畸形的患者，应用瘢痕松解

术联合“Z”字皮瓣转移修复术治疗，予以松解瘢痕挛缩及所致畸形。其中，68 例患者中，6 例患

者因瘢痕松解、解除颈部挛缩畸形后，皮肤缺损较多，皮瓣无法完全无张力或低张力修复术区，给

予腹部供皮、全厚皮片游离植皮术。术后应用硅酮制剂局部涂抹抑制瘢痕组织增生，并联合应用定

制颈部弹力套，压迫术区以防止瘢痕增生，再发颈部挛缩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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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62 例患者切口一期愈合；5 例因皮瓣尖端缺血坏死，给予常规换药处理后愈合；1 例患者因

皮片溶解，创面面积较大，给予二次游离植皮术治疗。术后患者颏颈角清晰，颌颈部曲线自然。45

例患者颈部活动度正常，17 例患者明显改善，6 例较术前好转。平均随诊 6 个月(4～24 个月)未见

瘢痕挛缩畸形复发。 

结论 颈部瘢痕松解术联合“Z”字皮瓣转移修复术可显著增加瘢痕挛缩畸形颈部的活动度，增进局

部美观。对于轻中度颈部瘢痕挛缩可显著改善功能和外观，患者满意度高；重度颈部瘢痕挛缩患者

功能和外观改善欠满意，患者满意度较低。 

 

 

PO-0731 

医疗救护飞机在成批烧伤伤员转运中的应用 

 
邹晓防,王向荣,吕晓娇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医疗救护飞机在成批烧伤伤员空中转运救治中的应用及存在问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军首架医疗救护飞机第一次执行参与救治的成批烧伤伤员的转运交接、空中转

运、后送等过程，尤其是总结医疗救援飞机在空中转运的相关经验和问题。 

结果  首架医疗救援飞机及记载设备运行良好，4名烧伤伤员安全转运到目的地 

结论 医疗救护飞机对提升空中转运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对医疗救护飞机记载设备应用及机上救

治能力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高 

 

 

PO-0732 

中长线导管在大面积烧伤患者的临床应用与观察 

 
戴小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PO-0733 

急诊气道通气在成批烧伤的救援作用 

 
李海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评估急诊气道通气在成批烧伤现场救援的作用 

方法 选择笔者在 2017.05.20XX 煤矿爆炸后，第一时间(事件发生后 2-3 小时内）到达基层医院参

与紧急医疗救援（受省卫计委的委托）。笔者几乎和病人前后脚到达医院（笔者正好在当地参与另

外一起医疗救援工作），其中重症病房（icu）先分流收治 3 个大面积烧伤（烧伤面积均大于

50%），烧伤普通病房分流收治 2 个中面积烧伤（烧伤面积约 20%左右）。由于基层医院先期对呼

吸道烧伤严重程度评估及处置略显保守，所以造成病人分流及进行紧急气管切开耳鼻喉科医生仅一

组按顺序进行，笔者到场后与基层重症病房主任及烧伤科主任迅速评估了重症病房的 3 个病人均合

并重度吸入性损伤！随后在一个多小时内迅速完成 3 个气管切开，（其中第二个及第三个病人因病

情紧急，决定先行气管插管，在第二个病人即将完成气管插管时，第三位病人出现呼吸道梗阻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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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马上紧急面罩呼吸气囊加压给氧，后气管插管再改气管切开）。随后马不停蹄赶到普通病房查

看另外两个病人，尽管病人烧伤体表烧伤面积不大且大部分创面偏浅（很容易忽略严重的吸入性损

伤病情！），现场评估 2 个病人均合并中重度吸入性损伤，迅速安排迁重症病房后予以紧急气管插

管，第四个病人因合并重度吸入性损伤在伤后 48小时之内改气管切开。 

结果 5 个重病人在伤后 6 小时内全部建立紧急气道通气，顺利通过休克期，再经过后续综合救治

病人全部治愈康复。 

结论 成批吸入性损伤的病人在现场救援过程中因缺乏对吸入性损伤严重性的病情判断，未能及时

有效的急诊气道通气极易产生窒息导致脏器功能衰竭乃至死亡.故早期安排专人评估吸入性损伤的

严重损伤程度及时果断的急诊气道通气（包括正确体位顺畅气道，清除气道分泌物，必要的心肺复

苏，鼻导管给氧，面罩给氧，面罩加呼吸气囊加压给氧，紧急的环甲膜穿刺，紧急气管插管或气管

切开等）是抢救成批吸入性损伤病人的早期有效手段。急诊气道通气宜早不宜迟！气管插管或气管

切开指针应放宽！！ 

  

 

PO-0734 

美皮康银离子敷料用于老年烧伤患者取皮区的治疗体会 

 
刘竣彰,邬佳敏,张险峰 

贵阳钢厂职工医院贵阳烧伤医院,550000 

 

目的 总结美皮康银离子敷料用于老年烧伤患者取皮区治疗中的体会。 

方法 采集 2016-2018 年我院严重烧烫伤后需通过植皮手术封闭创面的老年患者病例 36 例，男 22

例，女 14 例，最大年龄 92 岁，最小年龄 61 岁，平均年龄 76 岁，其中取皮面积 1%-5%的有 11

例，5%-10%的有 25 例。将 36 例患者随机分为美皮康银组 20 例和对照组 16 例。均采用电动取皮刀

取除头皮以外的身体其他健康部位皮肤，均取刃厚皮片。美皮康银组：术后用美皮康银离子敷料敷

贴创面，即常规用 5%碘伏消毒取皮区 2 次，酒精消毒 1 次，取皮区皮下注入生理盐水使取皮区肿

胀，石蜡油涂抹后取下所需皮片，生理盐水清洗取皮区，干纱布擦干，直接用美皮康银离子敷料敷

贴，外层用无菌纱布包扎，绷带加压固定，5－7 天换药 1 次，平均 7-10 天取皮区愈合。对照组：

常规取皮术后用凡士林油纱敷贴创面，需隔日换药一次或半暴露治疗，换药时凡士林油纱与创面粘

连很紧，疼痛非常强烈，甚至有些情况下老年患者出现疼痛引起的虚脱、晕厥现象，后果非常严

重；半暴露治疗时由于护理不当，常引发取皮区感染，经久不愈，愈后遗留瘢痕，平均在 16-24 天

取皮区愈合。 

结果 20 例老年患者取皮区用美皮康银离子敷料后，无 1 例感染迹象，平均 7-10 天取下美皮康银

离子敷料，敷料与创面无粘连，易于取下，创面已愈合，给患者带来无痛、愈合快。传统的凡士林

油纱敷贴包扎取皮区，不仅疼痛，还易发生感染，创面经久不愈，后期遗留瘢痕等不良后果。 

结论 老年烧烫伤患者术后，由于大多营养差、护理不当，取皮区愈合慢、且容易感染，取皮区不

干燥，有脓性分泌物，容易形成二次创面，换药疼痛明显，耐受差，不仅给老年患者带来痛苦，增

加病程，引起其他并发症风险，而取皮区选择美皮康离子敷料敷贴，为供皮区提供了良好的干洁环

境，具有杀菌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对创面无刺激，无粘连，吸收力强，无任何并发症，从而缩短

了换药时间及换药次数，创面平均在 7-10d 内完全愈合，无瘢痕遗留，消除了患者以往的恐惧心理

以及创面感染的风险，解除了因疼痛而出现的虚脱甚至晕厥现象，减轻了患者痛苦，缩短了疗程，

节省了治疗费用，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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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35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交腿皮瓣修复对侧小腿电击伤（附 5 例报告） 

 
段砚方 

宜昌市中医院,443000 

 

目的 应用腓肠神经营养血管交腿皮瓣修复对侧小腿电击伤骨外露创面并观察临床效果。 

方法  1、患肢清创， 尽量清除坏死组织，一期条件不具备时可以作负压封闭引流术，清洁好创

面；2、以腘窝中点至跟腱与外踝中点的连线，即腓肠神经的走行线为轴心线设计皮瓣，皮瓣轴点

在外踝上 6cm,即腓动脉的最低一个吻合支处；3、止血带下采用逆行法切取，按设计切开达深筋膜

以深，肌膜浅面掀起皮瓣，皮瓣远端可见小隐静脉，皮瓣近端可见腓肠神经与小隐静脉伴行，于蒂

部小心分离，同时松开止血带，观察皮瓣血运，试行交腿转移转移至对侧小腿；4、如能覆盖缺

损，皮瓣蒂部不需进一步解剖；如限制皮瓣移动，蒂部可充分游离，保留穿支血管及周围筋膜可增

加皮瓣活动度及覆盖范围。足部损伤严重者，小隐静脉未予处理，足部健康者，于蒂部以远结扎小

隐静脉以阻断足部静脉回流。5、供区面积小可直接缝合，供区面积大需植皮修复；6、双下肢作石

膏木棒连接固定。 

结果 运用 5例全部成活，一例远端 2cm坏死，后期换药治愈。 

结论 在局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腓肠神经营养血管交腿皮瓣修复对侧小腿电击伤骨外露创面是一

种良好方法。  

 

 

PO-0736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交腿皮瓣修复对侧小腿电击伤（附 5 例报告）                    

 
段砚方 

宜昌市中医院,443000 

 

目的 应用腓肠神经营养血管交腿皮瓣修复对侧小腿电击伤骨外露创面并观察临床效果。 

方法 1、患肢清创， 尽量清除坏死组织，一期条件不具备时可以作负压封闭引流术，清洁好创

面；2、以腘窝中点至跟腱与外踝中点的连线，即腓肠神经的走行线为轴心线设计皮瓣，皮瓣轴点

在外踝上 6cm,即腓动脉的最低一个吻合支处；3、止血带下采用逆行法切取，按设计切开达深筋膜

以深，肌膜浅面掀起皮瓣，皮瓣远端可见小隐静脉，皮瓣近端可见腓肠神经与小隐静脉伴行，于蒂

部小心分离，同时松开止血带，观察皮瓣血运，试行交腿转移转移至对侧小腿；4、如能覆盖缺

损，皮瓣蒂部不需进一步解剖；如限制皮瓣移动，蒂部可充分游离，保留穿支血管及周围筋膜可增

加皮瓣活动度及覆盖范围。足部损伤严重者，小隐静脉未予处理，足部健康者，于蒂部以远结扎小

隐静脉以阻断足部静脉回流。5、供区面积小可直接缝合，供区面积大需植皮修复；6、双下肢作石

膏木棒连接固定。 

结果 运用 5例全部成活，一例远端 2cm坏死，后期换药治愈。 

结论 在局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腓肠神经营养血管交腿皮瓣修复对侧小腿电击伤骨外露创面是一

种良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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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37 

带浅静脉及皮神经的足底内侧动脉浅支供血的逆行筋膜组织蒂皮

瓣 

 
张新合 

解放军第 174 医院 

 

目的 探讨以足底内侧动脉浅支供血的带浅静脉及皮神经的足内侧逆行筋膜组织蒂皮瓣的临床应

用，提高皮瓣成活率与质量，探寻第一跖趾关节周围、 趾及足前部深度创面理想的修复方法。 

方法 以舟骨粗隆至第一趾骨头内侧中点的连线为皮瓣的纵轴线，向两侧延伸形成皮瓣，以足内缘

第一跖趾关节近侧 2cm 为皮瓣旋转轴点，按创面面积、形状设计皮瓣，皮瓣长宽较创面大 0.5-1cm

左右，旋转点到皮瓣距离较至创面距离长 1-2cm，蒂部保留 1.5-2.0cm 宽皮肤及 2.5-3.0cm 宽皮下

组织蒂。皮瓣最大面积 7.5cm*6cm，最小 3cm*4cm。共修复伴骨质、关节或肌腱外露深度创面 8

例。 

结果 8 例皮瓣 7 例完全成活，1 例皮瓣远端 1/3 坏死，经换药后创面愈合。皮瓣感觉恢复但较健侧

轻度减退，供瓣区皮片成活良好，患足功能正常。 

结论 以足底内侧动脉浅支供血的带浅静脉及皮神经的足内侧逆行筋膜组织皮瓣血运好，皮瓣的成

活率与质量高，术后皮瓣感觉恢复可，对患足功能无明显影响，临床值得推广。 

  

 

PO-0738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联合负压保留灌洗在复杂创面的应用 

 
高优 

厦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4 医院 

 

目的 探讨运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rh-EGF）保留灌洗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治疗复杂创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7年 12月，将笔者单位 40例复杂创面采用 VSD联合 rh-EGF 保

留灌洗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夹闭引流管（保留 rh-EGF 与创面结合 30 分钟，每日 2 次）分两组，治

疗组行 rh-EGF保留灌洗 15例，观察组 15例行 rh-EGF持续灌洗。 

结果  1、大体观察示治疗组 7D，14D 创面肉芽组织覆盖率显著高于观察组(P<0．01)；2、治疗组

14D 创面植皮存活率为 96．3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9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治疗组住院时间平均住院时间 30.48+1.56 天，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36.79+2.18 天；4、治疗组 6

个月疤痕评分为 3.15+0.79，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5.28+0.96。 

结论 rh-EGF 联合负压保留灌洗治疗复杂复杂难愈性创面利于肉芽组织生长，明显缩短住院日，提

高植皮存活率，显著提高愈合质量。 

  

 

PO-0739 

臂前侧轴型皮瓣治疗腋窝重度化脓性汗腺炎 

 
张新合 

解放军第 174 医院 

 

目的 介绍臂前侧轴型皮瓣治疗腋窝重度化脓性汗腺炎的方法，探讨扩大切除病灶、外科皮瓣修复

创面，彻底治愈Ⅲ期化脓性汗腺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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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距腋窝部病灶周围 1cm 正常皮肤切开至深筋膜，沿腋窝筋膜表面将病变组织、窦道及周围部

分健康组织完整切除。于臂前侧根据创面大小、形状设计以肱动脉发出的外侧皮动脉为轴型血管的

臂前侧皮瓣。皮瓣局部转移修复创面，供瓣区松解后直接缝合，共修复 8侧腋窝病灶。 

结果 8 侧腋窝重度化脓性汗腺炎病灶全部一期治愈，轴型皮瓣全部成活，切口一期愈合。随访 6

个月至 5年病灶无复发，部分切口疤痕较为明显，但不影响上肢活动。 

结论 扩大切除病灶，局部轴型皮瓣移植修复是一种简便、彻底治愈Ⅲ期以上重度腋窝化脓性汗腺

炎的方法，治疗效果良好，临床值得推广。 

 

 

PO-0740 

中药黑膏联合压力疗法治疗烧伤瘢痕的疗效评价 

 
雷艳,王霞 

山西医科大学第六医院（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目的 运用中药黑膏联合压力疗法治疗烧伤后增生性瘢痕，记录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治疗 3 个

疗程及治疗 5 个疗程的温哥华瘢痕评分运用统计学进行分析，并拍照对比。了解中药黑膏对烧伤后

增生性瘢痕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增生性瘢痕提供理论基础和临床思路。 

方法 收集临床 36 例温哥华瘢痕评分（VSS）总分在 7～12 分的烧伤后增生性瘢痕患者，在同一患

者体表选取烧伤深度、创面愈合时间及方式均相同的两组瘢痕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予

中药黑膏联合压力疗法治疗，对照组予单纯压力疗法。试验前对试验组与对照组的温哥华瘢痕评分

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数据均衡具有可比性。治疗 3 个疗程和 6 个疗程后分别按照温哥华瘢痕评

分，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试验组与对照组共 36 例受试者，其中 32 例按期完成试验，其余 4 例因手术及湿疹未能按期完成

试验。 

2.用药 3 个疗程后，两组的温哥华瘢痕评分均较前下降（P＜0.05），且试验组较对照组下降更显

著，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5）。 

3.用药 6 个疗程后，两组的温哥华瘢痕评分均较前下降（P＜0.01），且试验组较对照组下降更显

著，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1）。 

4.用药 6 个疗程后，在临床疗效方面，试验组总的有效率为 87.50%；对照组总的有效率为

68.75%，试验组临床疗效更明显，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1.中药黑膏联合压力疗法治疗烧伤后增生性瘢痕，疗效明显优于单用压力疗法，可显著减少

瘢痕形成并抑制瘢痕增生。 

2.中药黑膏联合压力疗法治疗烧伤后增生性瘢痕可明显改善瘢痕外观及功能，对患者日后回归家庭

及社会有利。 

  

 

PO-0741 

耳部瘢痕疙瘩综合治疗有效性的网状 Meta 分析 

 
李晓庆,刘文军,段建兴,王欣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采用网状 meta分析方法，比较多种综合治疗方式对耳部瘢痕疙瘩的有效性。 

方法 按照检索方案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CNKI、CBM、VIP、万方当中有关耳

部瘢痕疙瘩行综合治疗的 RCT。结局指标为治疗的有效性。采用 STATA14.0，GeMTC14.3 进行网状

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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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纳入 18 篇研究，涉及 8 项治疗措施，共 1745 例耳部瘢痕疙瘩患者，网状 meta 分析结果显

示：7 种联合治疗方式与单纯手术相比疗效均有统计学意义，且均优于单纯手术治疗,手术+激素 VS

手术（OR=0.24，95%CI 0.12-0.44），手术+压力 VS 手术（OR=0.17, 95%CI 0.09-0.33），手术+

放疗 VS 手术（OR=0.21, 95%CI 0.07-0.61），手术+咪喹莫特 VS 手术（OR=0.04, 95%CI 0.00-

0.68），手术+氟尿嘧啶 VS 手术（OR=0.13, 95%CI 0.02-0.79），手术+激素+氟尿嘧啶 VS 手术

（OR=0.06, 95%CI 0.01-0.28），手术+激素+放疗 VS 手术（OR=0.01, 95%CI 0.00-0.06）。7 种

联合治疗方式之间的比较，疗效有统计学意义的如下：手术+激素+氟尿嘧啶 VS 手术+放疗

（OR=0.28, 95%CI 0.08-0.93），手术+激素+氟尿嘧啶的疗效优于手术+激素；手术+激素+放疗 VS

手术+激素（OR=0.06, 95%CI 0.01-0.23），手术+激素+放疗的疗效优于手术+激素；手术+激素+放

疗 VS 手术+压力（OR=0.07, 95%CI 0.01-0.37），手术+激素+放疗的疗效优于手术+压力；手术+激

素+放疗 VS 手术+放疗（OR=0.06, 95%CI 0.01-0.30），手术+激素+放疗的疗效优于手术+放疗。各

治疗措施的 SUCRA 值如下：手术，0.4%；手术+激素，33.0%；手术+压力，52.2%；手术+放疗，

34.6%；手术+咪喹莫特，53.3%；手术+氟尿嘧啶，51.6%；手术+激素+氟尿嘧啶 76.4%；手术+激素

+放疗，98.4%，各治疗措施的疗效排序如下：手术+激素+放疗＞手术+激素+氟尿嘧啶＞手术+咪喹

莫特＞手术+压力＞手术+氟尿嘧啶＞手术+放疗＞手术+激素＞手术。 

结论 手术联合多种治疗方式对于耳部瘢痕疙瘩的疗效均优于单纯的手术治疗，其中手术+激素+放

疗的疗效最佳。 

 

 

PO-0742 

不同周期脉冲染料激光治疗增生性瘢痕的临床对比研究 

 
杨丽,李娜,程静,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比不同周期脉冲染料激光治疗增生性瘢痕的疗效。 

方法 选择我科 2017 年 8 月—2018 年 7 月收治烧烫伤后增生性瘢痕患者 30 例，随机分组，实验组

分 A、B 两组，每组 10 例，对照组 10 例；在每例患者瘢痕处选取 5 个血流测定区，A、B 组各 50

个，对照组共 50 个；A、B 组分别进行每两周 1 次、每月 1 次脉冲染料激光治疗，波长 595nm，脉

宽 0.45ms，能量 5-7J/cm2，对照组不进行治疗；于治疗起始及其后每周对所有血流测定区进行 1

次血流测定及 VSS 评分，连续 8 周，共 9 次；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终点的血流测定值、VSS

评分，得到增生性瘢痕的最适治疗周期。 

结果 （1）实验组瘢痕血流测定值、VSS 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均下降；（2）A、B 两组 VSS 瘢痕评分

下降分别为 6.0±1.4、5.8±1.1，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t=1.9，P>0.05）；（3）A 组瘢痕血流

测定值较治疗前明显下降（t=3.1，P<0.05），B 组瘢痕血流测定值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t=0.9，

P>0.05）。 

结论 脉冲染料激光对增生性瘢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最佳治疗周期为 2周。 

  

 

PO-0743 

股前外侧肌肉筋膜岛状瓣用于修复 Miles 手术导致的小骨盆肠粘

连 

 
官浩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报道一例应用股前外侧肌肉筋膜岛状瓣修复 MIles手术导致的小骨盆粘连性肠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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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开腹后从盆腔分离黏连肠管，解决 U 型梗阻。将脱垂肠管还纳入腹腔，小骨盆清理干净。设

计右侧股前外侧肌肉筋膜岛状瓣，不带皮肤，分离后，找到穿支。根据 Miles 手术遗留空腔大小选

择携带肌肉多少，根据小骨盆开口选择携带阔筋膜大小，根据旋转点到小骨盆距离设计血管蒂长

度，予以解剖分离。在腹股沟韧带下做隧道，岛状瓣穿过隧道，肌肉填塞空腔，阔筋膜缝合封闭小

骨盆。 

结果 患者肠梗阻症状消失，体重增加明显。 

结论 股前外侧肌肉筋膜岛状瓣用于修复 Miles手术导致的小骨盆肠粘连是一种可选的手术方式。 

 

 

PO-0744 

早期康复理念在小儿烧伤救治中的应用 

 
景福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儿童关节部位烧伤患者康复治疗方法，观察瘢痕增生程度及功能部位的畸形发生率。 

方法 以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收治的 100 例儿童烧伤患者为研究对象，在烧伤早期进行序贯的

康复治疗使烧伤致残的患者最大限度地恢复功能和容貌。采用主动、被动肢体功能训练、弹力衣压

迫治疗、支具治疗等系统性康复治疗 3-6 个月，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分析疤痕增生指数及功能部

位畸形发生率。 

结果 结果 100例儿童烧伤患者经系统性康复治疗后，功能部位出现畸形需后期整形的患者 10 例。 

结论 烧伤早期康复治疗可以明显减轻儿童关节烧伤患者瘢痕增生发生程度，降低畸形发生率。 

  

 

PO-0745 

严重烫伤大鼠胰岛 β 细胞中 PI3K/AKT 信号通路相关性的研究 

 
张博涵,申传安,朱碧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在严重烧伤早期，由于机体内环境紊乱从而导致顽固性的高糖血症的产生。持续的高血糖状

态所致的糖毒性会影响患者移植皮片的成活率、延迟创面愈合、容易并发菌血症和创面感染、诱发

或加重脓毒症、降低机体抵抗力，从而延迟大面积烧伤（TBSA>30%）患者创面的愈合，影响患者的

预后。目前的研究认为，严重烧伤后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与这种以高糖血症为主要表现的糖代谢障

碍发生密切相关。胰岛素是由胰岛 β 细胞合成与分泌，在葡萄糖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鲜见

关于严重烧伤后胰岛 β 细胞相关信号通路机制的报道。目前对于糖尿病的研究认为，PI3K/AKT 通

路是胰岛 β 细胞中调节胰岛素分泌的主要信号通路，同时该通路也具有维持胰岛 β 细胞的生长和

增殖等重要功能。本研究旨在探讨胰岛 β 细胞中 PI3K/AKT 通路对严重烫伤后糖代谢障碍的影响及

机制。 

方法 将 7 周龄健康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烫伤组、假伤组及空白组。烫伤大鼠背部和腹部皮肤

浸于 94℃热水中造成 50%总体表面积（TBSA）Ⅲ度皮肤烫伤，假伤大鼠用 37℃温水中模拟相同面

积假伤。鼠尾动脉采血检测大鼠空腹血糖，腹主动脉采集血液用于血清胰岛素检测，采集胰腺组织

用于 HE 染色，采集胰岛 β 细胞用于细胞凋亡、相关信号通路蛋白的 Western Blot、免疫组化以

及 q-pcr的研究。 

结果 根据目前研究结果发现，与假伤组及空白组相比，烫伤组胰岛 β 细胞中 PI3K、AKT、p-AKT

蛋白含量均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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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目前实验结果可初步推断 PI3K/AKT 通路受损在烧伤后的大鼠胰岛 β 细胞的功能变化中

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现实验数据尚薄弱，仍需下一阶段实验来进一步丰富实验结果从而最终验证

PI3K/AKT通路在烧伤后高糖血症中发生的具体机制。 

 

 

PO-0746 

特重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护理 

 
景福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特重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的护理经验，提高特重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的护理水平，

保证特重烧伤的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进行肠内营养的特重烧伤患者 76 例；通过早期肠内营养，肠

内营养的方式采用经口进食与鼻饲包括持续和定期营养泵注入相结合，做好相应的护理。注意有无

食物反流、误吸，观察肠道功能的变化，并做好病人的心理护理。 

结果 全部病例平均 8.6 天实现肠内营养为主，达到正氮平衡。满足了病人营养的需求，有效的防

治了相关并发症。 

结论 尽早进行肠内营养，采用经口进食与鼻饲包括持续和定期营养泵注入相结合，循序渐进，争

取尽快向以肠内营养为主过渡。做好肠内营养各项护理工作和心理护理，有效防止肠内营养并发

症，才能保证病人的营养支持，保护好肠道功能，防止肠道菌群失调和应激性溃疡的发生。 

  

 

PO-0747 

压疮预防、护理及新方法应用的体会 

 
郭莉莉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压疮常被描述为“藏在床单下的传染病”，老年人、脊髓损伤或其他神经损伤或退行性病变患

者、创伤患者及活动能力受限的人都是压疮的高危人群，我科自 2018 年 1 月~2018 年 6 月共收治

压疮患者 27 例，在专业医生、创面治疗师及护士的共同合作下，采用传统换药、负压吸引技术

（VSD）、PRP（或 PRF）技术及手术治疗（植皮或皮瓣），配合详尽的指导及护理，并结合一些新

方法，如建立压疮护理监管交班记录本及翻身时间表，悬浮床在老年压疮、骨牵引患者的应用，

30°角翻身垫的应用，音乐疗法等，取得较好的疗效，现将体会总结如下。1、建立压疮护理监管

交班记录本及翻身时间表，每班交接高危患者姓名、翻身时间、体位。2、改良三角形海绵上肢

垫，使之呈 30°角作为翻身垫。方法是：坐骨、骶尾部压疮患者，翻身至仰卧位时，将两个 30°

角海绵上肢垫于身体同一侧分别垫于压疮两侧，使压疮处悬空，患者身体受重力作用，自然呈

30°角侧卧。该方法可以大大缓解局部受压部位压力。3、悬浮床的应用。对于老年人、骨牵引、

骨折术后及皮瓣修复术后不宜翻身的病人，可应用悬浮床，大大缓解了压疮患者翻身不耐受的痛

苦，同时减少了护理工作量，提高了护理安全质量。4、音乐疗法。长期卧床、压疮患者常有焦

虑、烦燥、情绪化、不配合治疗等心理问题，而舒缓悠扬的音乐能缓解紧张情绪，使患者身心放

松、情绪稳定，利于配合医疗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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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48 

健康教育在功能部位深度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景福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对功能部位深度烧伤患者及家属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 

方法 采用文字教育、口头讲解、模拟训练、现场指导等因人因时而异的具有专科特色的教育方

法。 

结果 患者及家属主动采取利于疾病恢复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积极配合医疗护理工作，病程缩

短。 

结论 做好功能部位深度烧伤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可有效降低患者的焦虑及紧张情绪，提高患

者围术期及康复期相关治疗护理知识的认知与配合，有助于患者平稳度过围手术期，主动配合后期

功能康复训练，大大提高植皮成功率，有效地促进功能部位的康复。 

 

 

PO-0749 

前臂岛状皮瓣修复上臂后侧 烧伤骨外露创面的临床体会 

 
刘晓薇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前臂皮瓣是以桡动脉、伴行静脉、浅部头静脉为血管蒂，具有血管恒定，血供可靠，静脉回流

好，抗感染能力强，操作简便、不影响供瓣区功能等优点。我们采用前臂岛状皮瓣修复上臂后侧上

1/2 烧伤骨外露创面 10例，皮瓣完全成活，治疗效果满意。 

临床解剖 

前臂皮瓣是以桡动静脉，浅表静脉（主要为浅部头静脉）为血管蒂，桡动脉全长约为 22cm，外径

约 2.5cm,上部被肱桡肌掩盖约 12cm，下部约 10cm 居于皮下，上部发有肌皮支及皮支，下部只发皮

支。桡动脉被两条伴行静脉夹行，伴行静脉外径约 1.3--1.8cm，有交通支连接，并且有交通支与

浅层的静脉交通。浅静脉有头静脉，正中静脉和贵要静脉三组。 

手术方法 

按上臂创面大小设计皮瓣及血管蒂长度，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深筋膜，沿深筋膜及肌膜向桡血管

方向游离，分离出血管组织蒂，供瓣区植中厚皮片。上臂创面清创去除坏死骨组织，将皮瓣穿过皮

下隧道移植于受区。 

讨论 

本组病例均为深度烧伤感染骨外露创面，周围皮肤都是瘢痕组织，局部皮瓣取材困难。且抗感染能

力差，不易使用。 

前臂皮瓣以桡动静脉及浅部静脉为血管蒂，静脉之间交通支丰富，具有血管恒定，血运可靠，静脉

回流好，抗感染能力强等优点。前臂皮瓣虽然牺牲桡血管，但对供瓣区血运及功能无影响，操作也

较为简便，是临床非常实用的一种治疗方法。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480 

 

PO-0750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在深度烧伤创面中 应用的护理 

 
景福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在深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总结护理措施。 

方法 对 42 例深度烧伤病人应用 vsd 治疗烧伤创面，同时加强术前护理、术后持续负压吸引、引流

管护理、预防感染、皮肤护理、疼痛的护理等。   

结果 42例病人经治疗 20 d～45 d后均治愈出院。 

结论 vsd 技术能够减少创面污染，促进肉芽组织生长，促进创面的愈合;正确的观察及护理，能保

持有效的负压引流，从而缩短治疗时间、减轻病人痛苦。 

  

 

PO-0751 

Cell-free therapy based on adipose tissue stem cell-

derived exosomes promotes wound healing via th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Wei Zhang,Dahai Hu 

Department of Burns and Cutaneous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dipose tissue-derived stem cells (ADSCs) have been shown to enhance wound 

healing via their paracrine function. Exosome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acrine 

factor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is process. However, the concrete mechanisms that 

underlie this effect are poorly understood.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role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exosomes derived from ADSCs in cutaneous 

wound healing. 

Methods Normal human skin fibroblasts and ADSCs were isolated from patient skin and 

adipose tissues. ADSCs were characterized by using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and 

adipogenic and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assays. Exosomes were purified from human 

ADSCs by differential ultracentrifugation and identified by electron microscopy, 

nanoparticle tracking, fluorescence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western blotting. 

Fibroblast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xosomes, and the synthesis 

of collagen was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ting; the levels of growth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RT-PCR) and ELISA； and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abilities of fibroblasts were analyzed by real-time cell analysis, CCK-8 

assays and scratch assays. A mouse model with a full-thickness incision woun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DSC-derived exosomes on wound healing. The level of p-

Akt/Akt was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ting. Ly294002, a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s 

(PI3K) inhibitor,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by which ADSC-derived 

exosomes promote wound healing. 

Results ADSC-derived exosomes were taken up by the fibroblasts, which showed 

significant, dose-dependent increases i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compared to 

the behavior of cells without exosome treatment. More importantly, both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type I collagen (Col 1), type III collagen (Col 3), MMP1, bFGF, and 

TGF-β1 were increased in fibroblasts after stimulation with exosomes. Furth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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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somes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wound healing in vivo and increased the level of p-
Akt/Akt in vitro. However, Ly294002 alleviated these exosome-induced changes, 

suggesting that exosomes from ADSCs could promote and optimize collagen deposi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further promote wound healing via th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ADSC-derived exosomes can promote fibroblast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and optimize collagen deposition via th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to further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DSCs 

likely facilitate wound healing via the release of exosomes, and the PI3K/Akt pathway 

may play a role in this process. Our data also suggest that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DSC-derived exosomes may shed new light on the use of cell-free therapy to 

accelerate full-thickness skin wound healing and attenuate scar formation. 

  

 

PO-0752 

瘢痕性秃发手术方法选择及临床疗效评估 

 
张伟,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总结瘢痕性秃发患者手术治疗的临床经验，探讨临床手术治疗瘢痕性秃发的最佳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的 80 例瘢痕性秃发患者手术治疗的临床资料，收

集患者临床一般资料，记录手术方法及相关不良事件，术后 1 周、1 月、3 月、6 月和 1～2 年复

诊。按照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和无效 4级标准以问卷的方式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本组 80 例瘢痕性秃发患者，40 例采用扩张皮瓣+毛囊单位提取移植术（ Follicular unit 
extraction，FUE），10 例采用瘢痕部分切除+ FUE 修复，30 例直接采用 FUE 修复。20 例一期手术

完成治疗，60 例均经二期治疗。一期患者术后非常满意者占 70%，满意者占 30%。二期患者术后非

常满意者占 85%，满意者占 15%。 

结论 瘢痕性秃发需要综合手术治疗, FUE 是扩张器技术之后的又一利器，联合扩张器治疗大面积

瘢痕性秃发的临床效果优于单一方法治疗组。 

 

 

PO-0753 

大面积烧伤患者经创面深静脉置管的护理体会 

 
李金丹,冯可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经创面应用深静脉置管的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对 70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经创面深静脉置管进行观察护理，总结深静脉置管的护理要点及

经验。 

结果 70 例置管患者，6 例发生导管感染，1 例因缝线固定不牢固导管向外滑脱 3cm，给予及时拔

管。2例双腔导管发生其中一路导管阻塞。静脉通道的及时建立，有效保证了患者静脉治疗。 

结论 深静脉置管是保证大面积烧伤患者液体复苏及静脉治疗的有效手段，规范的护理可以有效减

少置管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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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4 

SIRT1 与烧伤后内皮细胞功能紊乱 

 
张万福,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前研究认为 Sirtuin 这一关键基因有可能通过控制细胞寿命活动进而影响到组织、器官及生

物机体的寿命。人类 Sirtuin 家族中沉默信息调节因子１（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1，

SIRT1）的激活与细胞増殖分化、炎症反应、氧化应激、肿瘤以及血管疾病的生理病理过程息息相

关。引起我们关注的是 SIRT1 改善心脑血管疾病证据确凿，而其核心机制目前显示主要围绕 SIRT1

有效“监管”内皮细胞“寿命”展开：包括改善内皮细胞功能、抑制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表达、

下调内皮细胞因子表达和调控炎性反应。我们新近研究发现，烧伤脓毒症细胞内 SIRT1 的表达受

到明显抑制，活化 SIRT1 可显著降低烧伤脓毒症小鼠的死亡率，明显抑制烧伤脓毒症动物脏器组

织炎性浸润及病理损伤程度。活化的 SIRT1 抑制 NOX4 信号表达拮抗烧伤脓毒症内皮细胞功能紊乱

的发生发展。 

 

 

PO-0755 

扩张侧胸皮瓣带蒂转移修复上肢大面积瘢痕增生 

 
夏成德,狄海萍,薛继东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侧胸皮瓣预扩张后带蒂转移修复上肢部位瘢痕的手术效果。 

方法 手术分三期进行，据上肢瘢痕面积大小，首先将 300ml ～ 500ml 扩张器一枚置入侧胸部皮瓣

的深筋膜下层进行预扩张，或联合上臂、前臂埋置扩张器。二期手术：侧胸皮瓣预扩张完成 3 ～ 

4 后切除上肢部位瘢痕，在侧胸部扩张的皮瓣上设计皮瓣，取出扩张器，皮瓣无张力带蒂转移覆盖

上肢瘢痕切除后的继发创面。皮瓣蒂部缝合成皮管，或将上肢部瘢痕瓣翻转与侧胸皮瓣蒂部瓦合形

成铰链，供区拉拢缝合。三期手术：3周左右皮瓣断蒂，缝合口愈合后抗瘢痕治疗。 

结果 2011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应用扩张后侧胸部皮瓣修复 12 例上肢瘢痕患者，瘢痕面积

5cm×9cm ～ 10cm×20cm，扩张后侧胸部皮瓣面积为 7cm×11cm ～ 11cm×16cm，联合上臂或前臂

扩张者 6 例。均无扩张器置入后感染、外露、皮瓣转移后远端坏死等并发症，切口一期愈合。随访

6 个月～2 年，皮瓣颜色、质地、厚薄与上肢部位接近， 5 例肘关节活动功能障碍者得以纠正，供

瓣区隐蔽，效果良好。 

结论 扩张后侧胸皮瓣，血管恒定、解剖容易，为修复上肢大面积瘢痕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法。 

ge:ZH-CN;mso-bidi-language: AR-SA'>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应用扩张后侧胸部皮瓣修复 12 例上

肢瘢痕患者，瘢痕面积 5cm×9cm ～ 10cm×20cm，扩张后侧胸部皮瓣面积为 7cm×11cm ～ 

11cm×16cm，联合上臂或前臂扩张者 6 例。均无扩张器置入后感染、外露、皮瓣转移后远端坏死等

并发症，切口一期愈合。随访 6 个月～2 年，皮瓣颜色、质地、厚薄与上肢部位接近， 5 例肘关节

活动功能障碍者得以纠正，供瓣区隐蔽，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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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6 

小儿烧伤气管插管后的集束化护理策略 

 
冯可,景福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策略在小儿烧伤气管插管后的应用，规范气道护理流程。 

方法 选取我院 BICU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小儿烧伤后气管插管患者 15 例，制定气道护

理规范和流程，重点做好气管插管固定、患儿的镇静及约束管理，严格手卫生和无菌操作流程，认

真执行 VAP预防与控制措施，熟练掌握呼吸机的操作与使用，加强痰液引流。 

结果 15 例患儿中有 1 例因停用镇静，患儿挣脱约束自行拔管，经观察无需再次插管。其余患儿未

发生脱管等意外和严重的肺部感染 

结论 集束化护理规范了护士气道护理操作流程，降低了小儿烧伤气管插管并发症发生。 

  

 

PO-0757 

PICC 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冯可,李晓蕊,李金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以减轻反复

穿刺带来的痛苦及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发生机率。 

方法 我科于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4 例患者经肘正中静脉、1 例患者经股静脉均在超声引

导下成功置入 PICC，对该 5例患者使用 PICC期间的护理经验进行总结。 

结果 5 例患者留置 PICC 期间，未发生穿刺部位肿胀、渗血及堵管等并发症，至无需使用中心静脉

导管时给予拔管，留置时间为 25-32天，导管培养为阴性。 

结论 大面积烧伤患者皮肤不完整，穿刺部位及血管条件受限，穿刺难度较大，且术后护理与普通

患者也有不同之处，需因人而异，采取个性化护理，预防并发症发生，以满足患者治疗需要。 

 

 

PO-0758 

9779 例烧伤患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 

 
郑银

1
,林国安

1
,罗高兴

1,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九中心医院,463000 

2.重庆市西南医院 

 

目的 烧伤是由高温、化学物质或电引起的组织损伤。严重烧伤可累及人全身各器官组织，出现一

系列病理生理过程甚至是死亡。通过 2009 年-2016 年 9779 例烧伤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以期为烧伤严重程度分析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月西南医院烧伤科病例 10245 例，排除 466 例不是以烧伤为诊

断入院患者，共计纳入 9779 例，其中死亡病例共计 68 例，通过对其一般资料，死亡率，烧伤面

积，年龄，性别，致伤原因及并发症等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男性患者烧伤人数一般高于女性。所有的住院患者，95.54%住院患者烧伤面积小于 50%，但

是当烧伤面积大于 50%时，患者死亡率也在逐渐上升。患者致伤原因多为热液，火焰和电（分别占

比 41.6%、26.9%、15.3%），主要受害人群为儿童及中青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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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烧伤治疗技术的发展，烧伤患者是死亡率较以往下降明显。多脏器衰竭和严重全身感染

能降低患者生存率。通过 Logistic 分析发现：爆炸、休克、年龄、烧伤总面积（TBSA%）、Ⅲ°烧

伤面积是烧伤患者死亡发生的危险因素，而烧伤患者住院时间是保护因素。 

 

 

PO-0759 

异体皮和脱细胞异体真皮在烧伤创面及整形中的应用 

 
夏成德,狄海萍,薛继东,曹大勇,李晓亮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低温保存的异体皮和脱细胞异体真皮在烧伤创面及整形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大面积烧伤患者，应用桀亚公司生产的异体皮加自体微粒皮覆

盖切削痂术后患者 135 例患者、330 个肢体，深度烧伤面积 55%--100%，成人 104 例，儿童 31 例，

每例患者应用异体皮面积约 20%--60%；瘢痕挛缩患者，应用脱细胞异体真皮作为真皮支架加自体

刃厚头皮覆盖瘢痕切除后的创面 36 例，成人 19 例，儿童 17 例，以四肢瘢痕挛缩整形者居多，占

90%；应用于厚中厚供皮区患者 28例，背部应用 21例，大腿应用 7例。 

结果 大面积烧伤切削痂后应用异体皮患者，异体皮整体成活率为 90%，1 个月后异体皮逐渐排异，

存活最长可达 2 个月，随着自体微粒皮的扩展，创面逐渐上皮化，异体皮被脱痂，创面愈合，自体

微粒皮密度小者需要后期补植自体邮票皮；瘢痕挛缩整形患者及供皮区患者应用脱细胞异体真皮半

年后随访，93%患者外观佳、瘢痕轻微、肢体功能大部分恢复。 

结论 应用低温保存的异体皮覆盖大面积烧伤后切削痂创面和脱细胞异体真皮应用于瘢痕切除后、

厚中厚供皮区创面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是治疗大面积烧伤和整形患者较理想的覆盖材

料。 90%，1 个月后异体皮逐渐排异，存活最长可达 2 个月，随着自体微粒皮的扩展，创面逐渐上

皮化，异体皮被脱痂，创面愈合，自体微粒皮密度小者需要后期补植自体邮票皮；瘢痕挛缩整形患

者及供皮区患者应用脱细胞异体真皮半年后随访，93%患者外观佳、瘢痕轻微、肢体功能大部分恢

复。 

 

 

PO-0760 

扩张器在全身各部位瘢痕整形中的应用 

 
夏成德,薛继东,李强,狄海萍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应用皮肤软组织扩张术治疗全身各部位烧伤后瘢痕的方法及临床效果。 

方法 根据全身各部位瘢痕的挛缩情况、位置、及面积大小，Ⅰ期选用圆柱形或肾形扩张器置入，

术后 10 天左右开始注水，3～5 天注水一次，每次注水为扩张器容量的 10～20％，2～6 个月扩张

达标后Ⅱ期扩张器取出、瘢痕切除、扩张皮瓣修复术，扩张皮瓣修复方法以推进滑行、易位成形为

主，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其中有 5 例应用双蒂颞浅动脉扩张皮瓣修复颌颈部瘢痕，2 例应用侧胸

部扩张皮瓣修复肘部瘢痕挛缩。 

结果 自 2010 年 6 月～2017 年 3 月采用上述方法修复全身各部位瘢痕 120 例，应用扩张器 173

个，其中修复瘢痕性秃发 65 例、面颈部瘢痕 27 例、胸腹部瘢痕 15 例、四肢瘢痕 13 例。出现并发

症 6 例，并发症发生率为 5.2％，主要为血肿和感染，有 2 例终止扩张，扩张器取出扩张皮瓣修复

后有 3 例皮瓣远端坏死 2～3cm，后经换药创面愈后。经 6 个月～2 年随访，修复的创面功能及外形

均较满意，术后瘢痕畸形基本矫正，皮瓣颜色、质地均佳。 

结论 瘢痕周围有可供扩张的正常皮肤时，或远位扩张能够应用带蒂皮瓣修复时，采用皮肤扩张术

治疗瘢痕是一种比较可靠、有效、理想的修复方法，值得在各级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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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61 

PICCO 监测应用在烧伤重症患者中的护理体会 

 
李晓蕊,冯可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 PICCO监测应用在烧伤重症患者中护理要点。 

方法 总结本科室 2017 年 1 月—2018 年 5 月应用 picco 监测病例 22 例的护理，规范妥善固定管

路、做好导管基础护理、维持有效冲管、冰盐水温度控制、加强无菌操作等护理措施的管理。 

结果 监测过程顺利进行，为重症烧伤患者早期救治过程中准确、详细、实时提供血流动力学数据

信息。 

结论 PICCO 监测应用在烧伤重症患者中有重要的意义，监测时做好各项护理措施，可使监测顺利

进行，数据可靠、准确。 

 

 

PO-0762 

MEEK 微型皮片移植技术在严重烧伤中的临床应用 

 
夏成德,薛继东,狄海萍,曹大勇,李强,邢培朋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 Meek植皮技术治疗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自 2011 年 11 月～2018 年 4 月，我们应用 Meek 植皮技术治疗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共 61 例，

烧伤总面积 20％～99％，深二度或三度，根据手术切痂面积和自体皮源情况选择 1：3、1：4 或

1：6的扩张聚酰胺薄纱，一次手术切痂面积为 12％～40％。术后 1周换药，记录创面愈合情况。 

结果  61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应用 MeeK 植皮技术皮片成活率为 90％，手术后 2～3 周皮片间隙创面

完全上皮化，未愈合部分形成肉芽创面后补植游离皮片。应用 MeeK 技术与自体微粒皮加异体皮相

比创面愈合快，瘢痕轻，术后随访 2～6个月，效果满意。 

结论 Meek 皮片移植能明显节省自体皮源，减少手术操作时间，提高植皮成活率，创面愈合后皮肤

相对光滑平整，瘢痕增生轻。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是大面积烧伤治疗中较理想的植皮方

法之一。 

 

 

PO-0763 

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下肢硝酸深度烧伤一例 

 
夏成德,李强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应用负压封闭引流（VSD）技术治疗浓硝酸烧伤创面的效果。 

方法 2017 年 5 月 23 日，一患者因左小腿及足背 98％硝酸烧伤后 31d 入院，烧伤面积 4％TBSA，

Ⅲ~Ⅳ度，肌腱、跖骨、左腓骨小头外露。创面清创后应用 VSD 持续治疗，调节负压值为 - 200 ~ 

-100 mmHg，每次 6 ~ 10 天，并进行生理盐水间断冲洗，每次更换 VSD 装置时常规进行创面分泌物

细菌培养。VSD共治疗 5次 37天，待新鲜肉芽组织生长良好后游离薄皮片移植，观察植皮效果。 

结果 经过 5次负压引流、冲洗及游离皮片移植，创面愈合良好，5个月后随访，行走基本正常。 

结论 应用持续 VSD 技术治疗浓硝酸烧伤后残余创面，能够明显控制创面感染，促进肉芽组织生

长，为手术植皮修复创面创造了条件，是一种治疗慢性创面较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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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64 

探讨危重烧伤患者早期心理护理的重要性 

 
冀梦雅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烧伤患者早期心理护理的重要性 。 

方法 观察 2018 年 1 月-8 月我科室的 30 名危重烧伤患者的语言及情绪表达、饮食及睡眠、不能言

语患者的肢体活动来分析患者心理变化的因素，进行心理干预。 

结果 消除病人恐惧、担忧和疑虑，消除心理负担，树立信心配合治疗，同时保持良好精神状态，

患者能做到积极配合治疗，增强治愈信心。 

结论 及时发现患者早期的心理问题并进行干预，是烧伤患者康复的重要因素之一。 

 

 

PO-0765 

https://www.burnchina.org/ 

 
程银忠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穿支皮瓣在下肢皮肤软组织缺损合并肌腱，骨关节外露修复中的应用。 

方法 :2014 年 1 月我科根据下肢软组织缺损的部位不同选择胫后动脉穿支皮瓣，腓动脉穿支皮

瓣，足背内外侧跖动脉穿支皮瓣，膝周穿支皮瓣，外踝上穿支皮瓣进行创面修复 38 例。电击伤 11

例，车祸伤 3 例，骨折术后钢板外露 16 例，术后切口感染合并骨外露 8 例，修复切取的皮瓣包括

胫后动脉穿支皮瓣 17 例，腓动脉穿支皮瓣 8 例，足背内外侧跖背动脉穿支皮瓣 5 例，膝周穿支皮

瓣 3 例，外踝上穿支皮瓣 5例，皮瓣面积最大 18x7.5cm,最小 2.8x2.5cm 

结果 38 例患者术后有 6 例皮瓣远端出现静脉回流障碍及水泡，经过拆除缝线，保温，扩张血管，

11 号尖刀片扎孔放血等处理，2 例换药后未影响治疗效果，4 例虽经积极处理，远端仍坏死，1 换

药培养肉芽组织后植皮愈合，3例选择游离皮瓣移植修复。32例皮瓣均一期愈合 

结论 穿支皮瓣不损伤主干血管，血供可靠，转移灵活，术中无需变换体位，是修复下肢软组织缺

损合并深部组织外露的理想选择 

 

 

PO-0766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难固定植皮区的应用 

 
周晓峰 

运城市中心医院（原：运城地区人民医院）,044000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难固定部位进行游离皮片移植中的应用以及临床治疗效果观察 

方法 对头部、胸部、臀部，腋窝，关节部位等皮肤缺损，进行游离皮片移植后采用负压材料覆

盖，透明膜黏贴后连接负压吸引器，进行负压吸引。7-9天后去除负压材料，观察皮片成活情况 

结果 临床应用 20 例均采用大块筛状皮片移植，使用负压材料覆盖后，大块筛状植皮更好的贴覆于

创面，有效地防止了皮片的移位，起到均匀加压的作用。使难固定部位植皮成活率达到 95%以上，

取得满意临床效果 

结论 该方法克服了难固定部位皮片移植术后皮片容易移位、成活差的缺点。起到提高难固定部位

植皮成活率，尤其是皮片边缘的外观质量，且有减少感染，促进创面修复，缩短住院时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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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67 

醋酸曲安奈德注射液局部注射治疗增生性瘢痕的临床分析 

 
霍鹏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醋酸曲安奈德注射液局部注射治疗增生性瘢痕的临床疗效。 

方法 我院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收治的 86 例增生性瘢痕患者按照是否给予醋酸曲安奈德注射

液局部注射将所有患者均分为实验组（43 例）与对照组（43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曲尼斯特胶囊

治疗，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给药基础上给予醋酸曲安奈德注射液局部注射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

治疗效果。 

结果 实验组患者治疗 2 个疗程后总有效率为 95.3%，明显高于对照组，P<0.O5。实验组患者治疗 2

个疗程后症状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不明

显，P>0.05 

结论 增生性瘢痕患者给予醋酸曲安奈德注射液局部注射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疤痕症状。 

 

 

PO-0768 

明确感染病原菌有利于治疗中度烧伤创面 

 
王伟鹏,陈梓淼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目的 为探讨病原菌检查及感染因素分析在治疗中度烧伤患者发生创面感染时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的中度烧伤患者 547 例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分析患者创面感染发生率、病原菌分布、耐药性及创面感染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对烧伤感染创面进行分析，讨论了创面的发生情况及病原菌种类，对常见革兰氏阴性菌、革

兰氏阳性菌及真菌进行耐药情况观察。剖析了中度烧伤患者发生创面感染的单因素及影响创面感染

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 547 例中度烧伤患者里，有约 30%的患者发生了感染。在创面感染病原菌中，革兰氏阴性

菌占了 68.28%，革兰阳性菌占了 24.6%。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氏不动杆菌最为常见，但其病原菌

的耐药情况最为严重。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烧伤深度、3 年内抗生素应用是

导致创面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换药时间是创面感染的保护性因素(p<0.05)。 

结论 明确烧伤患者病的创面原菌种类，根据其耐药性分布有针对性地选择用药，同时注意感染创

面换药时间，能有助于治疗烧伤感染，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O-0769 

微等离子体射频联合曲安奈德治疗增生性瘢痕的临床疗效研究 

 
俞舜,杜勇,王丹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在增生性瘢痕患者中运用微等离子体射频和曲安奈德联合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在本院接受治疗的增生性瘢痕患者，选取时间段为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病例

数为 80 例。通过设计及数字法分组，平均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接受微等离子体射

频技术治疗，完成后再接受超声波导入仪实施超声导入氯化钠注射液治疗，而观察组患者则是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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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微等离子体射频技术治疗后，再接受超声波导入仪实施超声导入曲安奈德注射液治疗。使用温哥

华瘢痕评分量化表（VSS）对两组患者的瘢痕治疗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焦

虑、抑郁以及主观幸福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其 VSS 分数均获得显著降低，治疗后分数显著优于治疗前（P<0.05），而

同时治疗后观察组中患者的评分降低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阶段两组患者的焦虑

抑郁症状分数以及主观幸福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后的观察组的焦虑抑郁症状分

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主观幸福感显著比对照组要高（P<0.05）。 

结论 临床上针对增生性瘢痕症状患者采取微等离子体射频和曲安奈德联合治疗的方式能够起到良

好的效果，治疗后症状均能够显著消退，且无不良反应，患者的不良情绪可以获得显著缓解，提升

幸福感。 

  

 

PO-0770 

IFN-γ 及其诱导的 IDO 调节 Th17 细胞分化在同种异体皮肤移植

免疫耐受中的研究 

 
张熠杰,吴高峰,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当前，烧伤是战时最常见的战创伤形式之一。尽早覆盖烧伤创面能减少创面暴露时间和感染

机会，是挽救烧伤战士重要的救治措施之一。同种异体皮肤作为一种理想的生物辅料，能有效地在

烧伤早期封闭创面。然而，由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不匹配，同种异体免疫排斥反应难免发生。

研究抑制免疫排斥、诱导免疫耐受的机制和防治策略显得十分重要。 

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首先构建了小鼠同种异体皮肤移植模型，以探讨 IFN-γ 在皮肤移植物免疫

排斥反应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吲哚胺-2, 3-双加氧酶（indoleamine-2, 3-dioxygenase，IDO），

我们研究了 IFN-γ 在皮肤移植物原位发挥免疫调节作用的机制。同时，我们还探讨 IFN-γ 对皮肤

移植动物引流淋巴结和脾脏中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和巨噬细胞（macrophages，

Mφ）异体抗原提呈作用的影响以及脾脏中 Th17/Treg 平衡的调节作用。为了进一步研究 IFN-γ 及

其诱导的 IDO 对 Th17 细胞分化的调节作用，我们构建了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ixed lymphocytes 

reaction ，MLR）和体外 Th17细胞诱导分化实验。 

结果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 IFN-γ 能延长同种异体移植皮片存活时间，减轻移植皮片中淋巴细

胞浸润。在移植皮片原位诱导免疫耐受的过程中，IFN-γ 主要是通过提高 STAT3 磷酸化途径诱导

IDO 的表达。IFN-γ 还能抑制引流淋巴结及脾脏中 DCs 和 Mφ 的异体抗原提呈过程以及调节

Th17/Treg 平衡向免疫耐受方向。此外，在 MLR 和 Th17 细胞体外诱导中，IFN-γ 能诱导 IDO 表

达，并且 IFN-γ和 IDO一起抑制了 Th17细胞的分化。 

结论 在同种异体皮肤移植中，IFN-γ 对异体移植皮肤具有免疫排斥的保护作用，其主要是通过诱

导 IDO 表达、抑制异体抗原提呈作用以及调控 Th17 细胞分化和 Th17/Treg 平衡。本研究为战场环

境中烧创伤患者的救治及抑制免疫排斥、诱导免疫耐受提供了新的实验基础和策略。 

 

 

PO-0771 

西峡“5• 17”特大爆炸事故紧急救援 

 
王硕 

河南大学附属南石医院 

 

目的 探讨特大爆炸事故医学救援中的三级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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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河南省应急中心、南阳市应急办、南阳市空中 120 急救飞机、西峡县急救中心、南阳市急

救中心在西峡县钢厂爆炸事故中采取医学救援的院前急救实践为基础,回顾分析医学救援中的三级

救治。 

结果 爆炸发生即刻西峡县急救中心、南阳市急救中心急救中心迅速开展对现场伤员的院前急救,急

救指挥调度中心 1 h 内调派车次 34 次,转运伤员分别送至西峡县医院；西峡协和医院救治(早期救

治)。南阳市区南石医院共接诊伤员 12 名,1 h 内完成气管插管和建立静脉通道 7 例,保证伤员基础

生命体征;三级救治(专科救治):妥善分流危重伤员 7名,确保得到烧伤专科救治和集中管理。 

结论 三级救治是西峡特大爆炸事故救治工作的主要模式,其中一、二级救治是关键环节,三级救治

依托周边城市急救中心的驰援协助,圆满完成爆炸事故危重伤员分流救治。救援过程指挥得当、反

应迅速、配合紧密,彰显政府在突发灾害时刻紧急救援的组织、协调、应急能力和各级医疗急救单

位的急救精神。 

 

 

PO-0772 

背部软组织放线菌病的诊疗及文献回顾 

 
张海军,郝岱峰,陈泽群,冯光,褚万立,李涛,李善友,赵景峰,张新建,赵帆,姚丹,杨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放线菌病的诊疗方法，为临床治疗提供实用可行的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结合个案分析的方法，参考以往诊疗背部软组织放线菌病的病例，回顾国内外病

例，研究总结放线菌病的诊疗特点。 

结果 细菌培养是确诊的关键，培养周期较长，采用质谱分析方法确诊；青霉素为首选药，及时采

取外科清创手术去除感染病灶，促进创面愈合。 

结论 早期诊断和治疗是关键  即使采用了合适的、高剂量的抗生素治疗，若诊断不及时也易导致

疾病演变成慢性迁延。 

 

 

PO-0773 

骨水泥在糖尿病足患者窦道伤口的应用初探 

 
张海军,郝岱峰,陈泽群,冯光,褚万立,李涛,李善友,赵景峰,张新建,赵帆,姚丹,杨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骨水泥在糖尿病足患者窦道伤口的应用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糖尿病足深部溃疡病例，清创手术后采用骨水泥填充缺损处，每 2-3 周更换一次骨水泥，持

续负压引流，观察创面愈合情况。 

结果 创面感染及炎症得到控制，骨质外露部分出现肉芽增生，创面基本愈合。 

结论 部分血供尚可的糖尿病足患者，可采用骨水泥治疗糖尿病足窦道缺损伤口，甚至骨质外露伤

口，可能与其诱导形成生物膜及自身抗感染能力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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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74 

运动机能贴布治疗烧伤后瘢痕挛缩的疗效观察 

 
dangrui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观察运动机能贴布结合运动疗法治疗烧伤后瘢痕挛缩的的效果。 

方法 纳入 28 例我科康复中心 2016 年 10月至 2017年 10 月收治的烧伤后瘢痕挛缩患者，采用随机

数字表，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 8 例患者采用运动疗法作为对照组，另外 20 例患者采

用运动疗法结合运动机能贴布治疗作为治疗组，共 8 周。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疼痛、关节活动

度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三方面的疗效综合评定。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关节活动范围（ROM）

及改良的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进行疗效分析和比较。从进食、穿衣、

洗澡等 10 项内容评定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总分 100 分，一患者日常实际表现作为评价依据：

0-20 分=极严重功能障碍；25-45 分=严重功能障碍；50-70 分=中度功能缺陷；75-95 分=轻度功能

障碍；100分=日常生活活动自理。 

结果 两组治疗结束后 VA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无痛握力值和 ADL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增高，且

治疗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针对烧伤后瘢痕挛缩，运动疗法及运动疗法结合运动机能贴布治疗均能改善患者的疼痛、关

节活动范围，但运动疗法结合运动机能贴布治疗的疗效显著优于单纯的运动疗法。 

 

 

PO-0775 

输入量与尿量比在深Ⅱ度烧伤患者休克预防性补液中的应用分析 

 
李苏影,张建芳,苏蓉,丁云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原: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215000 

 

目的 分析输入量与尿量比在深Ⅱ度烧伤患者休克预防性补液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深Ⅱ度烧伤患者一共 80 例作为本文研究内容中的选取对象，收取时间（2016 年 2 月 1

日-2017 年 2 月 3 日），电脑随机分为对照组一组(试验传统烧伤公式对补液量计算)、观察组一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根据患者尿量和输入量实施调整)。 

结果 观察组深Ⅱ度烧伤患者的尿量（137.01±35.21)ml/h、补液量（347.15±35.11)ml/h 与对照

组尿量（106.11±18.15)ml/h、补液量（305.11±20.15)ml/h 具有差异（P＜0.05）；观察组深Ⅱ

度烧伤患者的脉压差、心率与对照组各项指标具有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深Ⅱ度烧伤患者

尿肌酐、CK-MB指标与对照组具有差异（P＜0.05）。 

结论 输入量与尿量比在深Ⅱ度烧伤患者休克预防性补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根据患者尿

量和输入量实施调整，取得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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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76 

由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分析高影响力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引

发的思考 

 
莫愚 

中华烧伤杂志 

 

通过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被引参考文献检索”途径，将中华医学会 123 种非 SCI 期刊

作为国内广大非 SCI 科技期刊的代表，统计其刊载文献被 SCI 期刊引用的情况；然后以被引文献数

量大于 50 篇作为高影响力期刊的筛选条件，分析其中高影响力期刊的被引文献数量、单篇被引文

献最高引用频次、施引文献数量、施引文献最高被引频次以及施引文献的国家地区分布、出版年代

分布，从而了解这些非 SCI 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基于前述分析，笔者认为 SCI 期刊并非是获得

同行认可的唯一途径，国内广大非 SCI 科技期刊应走“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健康发展道路，以

踏实做专业领域内有影响力的期刊为目标；同时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能对现行科研评价指标进行调

整，鼓励质量上乘的稿件能选择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期刊发表。 

 

 

PO-0777 

颜面部窦道联合上颌骨缺损皮瓣修复的护理 

 
王雪 

西安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游离皮瓣在特殊的皮肤缺损中的护理  方法：收集我科 10 例颜面部皮肤缺损修复的结

果，并结合病人愈合后的情况，对修复皮瓣进行综合分析；结果：10 例患者中，7 例成活，占

90%，一例皮瓣边缘呈青紫色，未完全成活，占 10%,远端部分坏死，二期进行清创，术后两周愈合

出院.结论：探讨对游离皮瓣术后进行观察和护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方法 本组 10 例，男性 7例，女性 3例，年龄 20-60 岁，其中 7例为颜面部窦道联合上颌骨缺损，

3例为头面部烫伤后皮肤缺损，均采用吻合血管的游离皮瓣治疗. 

结果 10 例患者中，7 例成活，占 90%，一例皮瓣边缘呈青紫色，未完全成活，占 10%,远端部分坏

死，二期进行清创，术后两周愈合出院.结论：探讨对游离皮瓣术后进行观察和护理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 

结论 收治患者，头面部皮肤缺损护理中，其中进行前臂游离皮瓣行面颊部皮肤缺损再造术患者，

通过实践我们认为全面认真、细致的围手术期护理经验，密切观察病情，预防并发症，是手术成功

的保证。 

 

 

PO-0778 

小儿癫痫发作致意外烧伤护理 

 
孙阳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癫痫发作时易合并意外烧伤，不仅给小儿身心健康带来伤害，而且会影响到儿童的正常发育

及精神。为此加强小儿癫痫发作合并意外烧伤患儿治疗及护理至关重要。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癫痫

发作合并意外烧伤患儿行人性化护理，效果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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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根据患儿不同烧伤程度及病情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如肉芽组织刃厚植皮术、切痂植皮术

等。治疗后将 30例患儿采取两种不同的护理模式。 

结果 1 两组患儿护理效果比较 两组患儿经治疗护理后均好转出院，观察组患儿平均住院时间为

（22.1±1.5）天，对照组患儿平均住院时间为（29.3±1.1）天，观察组患儿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短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两组患儿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 10 例，基本满意 4 例，不满意 1 例，总满意率

93.33%；对照组护理满意 7 例，基本满意 5 例，不满意 3 例，总满意率 8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癫痫作为临床上一种常见的慢性脑部疾病，指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其发病率在

0.78%至 1.75%之间[4]，主要表现为意识障碍、运动障碍及感觉障碍等，以小儿为主。小儿癫痫发

作时多数存在意识丧失症状，若靠近热源没人照看时，易发生烧伤，且烧伤面积一般较大、烧伤程

度较深，威胁患儿性命。相关研究表明小儿癫痫发作合并意外烧伤除了要及时诊疗后，还要加强护

理干预，促进患儿早日康复。本研究对我院癫痫发作合并意外烧伤患儿行对症护理及人性化护理干

预，其中对症护理主要包括烧伤护理（病情观察、用药指导、饮食指导、建立静脉通道）和癫痫护

理（观察护理、发作时处理），人性化护理包括心理指导、环境建设及出院指导等。  

  综上所述，加强小儿癫痫合并意外烧伤患儿人性化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患儿依从性，积极配

合治疗及护理，缩短住院时间，改善患儿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PO-0779 

碱化利多卡因喷雾剂在小面积浅Ⅱ°烧伤老年患者早期清创中的

临床应用 

 
刘晓彬,贲驰,李海航,程大胜,朱世辉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观察碱化利多卡因喷雾剂在小面积浅Ⅱ°烧伤老年患者早期清创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60 例面积<10% TBSA 的浅Ⅱ°烧伤老年患者，随机分为利多卡因组和对照组，在早期清创过

程中分别使用碱化利多卡因喷雾剂和生理盐水喷雾剂，使用长海痛尺对其就诊时、换药过程中及换

药后的疼痛度进行评价，观察其临床效果。 

结果 利多卡因组与对照组在小面积浅Ⅱ°烧伤老年患者早期清创过程中疼痛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使用碱化利多卡因喷雾剂可有效减轻浅Ⅱ°烧伤早期清创过程中的疼痛，明显提高患者舒适

度。 

 

 

PO-0780 

科技期刊按需编制印刷版年终主题词索引的合理性——以《中华

烧伤杂志》为例 

 
谢秋红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为论证科技期刊按需编制印刷版年终主题词索引的合理性,本文设计问卷,调查《中华烧伤杂

志》读者年龄、职称等一般信息。将调查对象按照上述内容进行分类,调查其是否知晓本刊年终主

题词索引、查询本刊文章及检索医学文献的常用路径,对数据行 Pearson 卡方检验及 Bonferroni 校

正。结果是:327 名调查对象中,与 41~50 岁及 51~60 岁调查对象比较,21~30 岁调查对象对本刊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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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年终主题词索引的知晓比例明显下降(P 值均小于 0.05)；与高级职称调查对象比较,无职称(研究

生)、初级职称、中级职称调查对象对本刊印刷版年终主题词索引的知晓比例明显下降(P 值均小于

0.05)。各年龄段及各种职称等级调查对象中,不足 38%通过纸版期刊查询本刊文章。可见年轻读者

对印刷版年终主题词索引的知晓度降低,应用率也较低,大部分读者倾向于通过网络查询期刊文章。

提示科技期刊印刷版年终主题词索引的编制已失去原有的作用和意义,按需省略是合理的。 

 

 

PO-0781 

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对烧伤患者康复的影响 

 
林幼华 

三明市第一医院,365000 

 

目的 探讨针对性健康宣教对烧伤患者康复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近三年收治的 85 例烧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随机分组法将 85 例患者分

为两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护理抗感染，观察组在此基础上介入针对性健康宣教，比较两组患者

的创面愈合情况、疼痛情况、瘢痕发生情况、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结果 观察组相比对照组的创面愈合时间、愈合率及治疗依从性都更高，而换药次数、VSS 瘢痕评

分、肉芽生成时间及 VAS 评分都更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相比对照组的血清

炎性因子水平更低，而简易烧伤健康量表评分则更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对性健康宣教能有效提高烧伤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减轻疼痛，促进创面愈合和功能恢复，

有助于烧伤患者早日康复和提高生活质量。 

  

 

PO-0782 

一种带床护栏及拱形架的烧伤科儿童专用翻身床 

 
孙阳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一种新型带床护栏及拱形架的烧伤科儿童专用翻身床制作方法与使用材料。 

方法 在由床腿和支撑架组成的主体床架上设置床护栏，床护栏通过卡扣活动连接，支撑架上设置

有拱形架可在中间通过锁扣连接，并在主体床架的床头和床尾均设置有延伸板，中间部分设置坐便

口，同事延伸板不使用时可以折叠到床底固定在部的秤子上。 

结果 在原有翻身床的基础上设置床护栏可以防止患儿坠床，拱形架可以撑起被子或毯子有利于保

护暴露创面，防止患儿受凉，延伸板解决了患者身高较长需要翻身治疗时，可以加长翻身床； 

结论 这种新型的儿童专用翻身床结构合理，设计新颖，取材方便，制作及使用方法简单，解决了

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烧伤科儿童专用翻身床。 

  

 

PO-0783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手热压伤腹部埋藏皮瓣中的应用体会 

 
刘晓彬,郑兴锋,唐洪泰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将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应用应用于手热压伤腹部埋藏皮瓣术中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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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应用在手热压伤腹部埋藏皮瓣手术中，对比传统手术，观察其增强对皮

瓣的固定、封闭创面及改善引流的效果。 

结果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该术式中可以起到良好的固定皮瓣及改善引流效果，并封闭了创面，减

少创面与外界的联通，降低了感染风险。 

结论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在手热压伤腹部埋藏皮瓣术中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PO-0784 

烧伤瘢痕组织与正常皮肤 miRNAs 差异性表达的研究 

 
翟红军,潘晓秋,李丽晖,李辉建,班耀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目的 研究烧伤瘢痕组织与正常皮肤组织中 miRNAs 差异表达谱，探讨差异表达 miRNAs 及对应靶基

因在瘢痕形成中的作用，为烧伤瘢痕的精准防治，提供靶点。 

方法 收集我院烧伤病例，通过组织病理学确认正常皮肤和瘢痕皮肤，利用 miRNA 基因芯片技术初

步筛选出瘢痕组织与正常皮肤组织差异表达的 miRNAs，运用实时定量 RT-PCR 验证部分 miRNAs 表

达情况。通过基因数据库 TargetScan、miRanda 和 mirbase 进行靶基因预测。对预测的靶基因利用

GO-Analysis 进行靶向性功能分析及 Pathway 进行信号通路分析，构建 miRNA 与靶基因之间的调控

网络，并得到网络中起核心调控作用的 miRNAs 及其对应的靶基因 

结果 瘢痕组与正常组织相比 Fold change 2 倍以上，P-value≤0.05，，上调的有 94 个，下调的

有 95 个，上调的 miRNAs 有 miR-323-3P、miR-31-5p、miR-29c-5p、miR-452-5p、miR-143-5p、

miR-143-3p、 

miR-758-3p、miR-4676-5p、miR-21-3p 等，下调的 miRANs 有 miR-184、miR-30c-5p、miR-512-

3p、miR-4644 等，采用 mirbase, miranda 和 targetscan 三个数据库进行靶基因预测，最终结

果取 overlapping 部分，上调 miRNAs 调控的靶基因有 698 个，下调 miRNAs 调控的靶基因有 278

个；构建 NET 网络，其中上调的 miR-323-3P、miR-143-5p、miR-21-3p 通过调控的靶基因 PTEN 参

与 PI3K-AKT 信号通路影响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凋亡；miR-30c-5p、miR-512-3p 通过调控的靶基因

NFATC3参与 MAPK\Wnt 信号通路，进而影响瘢痕的形成 

结论 在基因水平上确定烧伤瘢痕差异表达的 miRNAs 及其对应靶基因在烧伤瘢痕形成中的调控机

制，其中 miR-323-3P、miR-143-5p、miR-21-3p 通过调控的靶基因 PTEN 参与 PI3K-AKT 信号通路影

响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凋亡，为烧伤瘢痕的防治提供靶点。 

  

 

PO-0785 

浅谈医学期刊如何借助编委会组织重点号专题 

 
程林 

中华烧伤杂志 

 

重点号专题是针对本学科发展前沿和临床防治中的关键问题设置的栏目。既往《中华烧伤杂

志》采取电话联系专家，根据研究专长对口的方式对重点号选题进行分派，组织到的重点号稿件要

么数量不多，要么稿件质量不高，有些甚至不如自由来稿的质量。2017 年，编辑部借杂志编委会

换届之际，对 351 名编委会成员进行“杂志报道的主要导向和应组织的重点内容”调查。并尝试根

据调查内容，整理出 25 个重点号选题，通过常务编委在会上现场讨论、主动认领的方式，调动了

组稿专家的积极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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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86 

医学期刊编委会专家审稿组稿撰稿情况分析 

 
程林 

中华烧伤杂志 

 

分析医学期刊编委会专家审稿组稿撰稿情况，为了解编委会专家职能发挥情况，加强编委会建

设提供参考。依托中华医学会《中华烧伤杂志》稿件处理系统中的“专家审稿情况”模块，统计

2013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6 月 30 日第 4 届编委会任期内专家审稿篇数＞50 的审稿专家情况，包

括出生年、学历、职称、工作单位、本刊职务等，并统计其审稿周期；在“稿件查询”模块里查询

上述专家刊稿情况；并通过每期责任编辑统计 4 年间上述专家组稿篇数。4 年间审稿篇数＞50 的编

委共 30 人，其中常务编委和普通编委均为 15 人，分别占 62.5%（15/24）和 21.4%（15/70）。编

委多为 60 后，2/3 的编委具有博士学历，所在单位均为烧伤学科发展良好的知名院校附属综合性

三甲医院。常务编委审稿数 1 428 篇，平均审稿周期 5 d；普通编委审稿数 1 222 篇，平均审稿周

期 6.4 d。常务编委组稿数 196 篇，刊稿数 107 篇；普通编委组稿数 25 篇，刊稿数 37 篇。编委在

期刊审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常务编委在期刊的组稿、刊稿方面，优于普通编委，但总体形势不容

乐观，今后应加强编委在组稿和撰稿方面的职能。 

 

 

PO-0787 

自粘性软聚硅酮伤口敷料（美皮贴）外用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

在较大面积烧伤创面网状植皮手术中的应用 

 
郁雪雪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比较网状植皮手术中，常规敷料包扎以下简称敷料组与美皮贴外用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的

区别 

方法 选择 20 例较大面积烧伤创面网状植皮的患者采取随机的方式,分为美皮贴联合创面引流敷料

组（以下简称美皮贴组）及常规加压包扎组(以下简称敷料组）。美皮贴组患者清创网状植皮后采

用美皮贴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覆盖,其外用美皮贴敷料固定封闭并形成负压装置。常规敷料包扎

组网状植皮后采用油纱覆盖植皮创面、敷料及绷带或纱布加压包扎。植皮术 1 周创面的单位面积植

皮成活覆盖率做对比。 

2 组患者 20 例，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8 例；年龄 20-60 岁，平均 43 岁。植皮区分布于上肢 6

例，下肢 14 例；创面均为术后具备植皮条件，植皮方法为网状植皮方式，植皮面积为 TBSA2%-

12%。 

结果 20 例患者植皮 5-7 天后，美皮贴组使用美皮贴超过覆盖植皮区边缘 1~2cm，美皮贴可以很好

的粘附周边完好的皮肤，形成固定的保护膜，且 5~7 天后去除美皮贴时，患者没用疼痛感，末端没

有发现回流不畅；敷料组发现有 1 例上肢，2 例下肢患者由于活动会造成皮片有移动，换药后发现

如果植皮区包扎较紧，患者末端血供容易回流不畅，且 1 例患者由于包扎范围较大，周边皮肤有红

肿的现象；综上观察：美皮贴组在较大面积烧伤创面网状植皮手术中的应用较好。 

结论 包扎范围皮片移动疼痛回流不畅美皮贴组小固定不疼良好敷料组大容易移动疼容易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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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88 

表皮细胞与创面修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申传安,尚玉茹,尹凯,王鑫,李大伟,张琳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应用表皮细胞促进创面修复的策略。 

方法 第一部分 表皮细胞分离和传代方法的改良：在既往实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调整胰蛋白酶浓

度、作用时间和消化次数，显著提高了从皮肤组织分离表皮细胞的效率（3 倍），显著延长了表皮

细胞的传代次数，表皮细胞分离和传代方法的改良，对开展表皮细胞与创面修复的研究，有重要的

意义。第二部分 功能性表皮细胞的构建：实验成功构建了转基因-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基因高表达表

皮干细胞，开展以阳离子载体介导转染的研究。第三部分 表皮细胞与创面修复：①表皮细胞联合

微粒皮修复创面的研究；②表皮细胞联合 MEEK 技术修复创面的研究；③表皮细胞膜片联合微粒皮

修复创面的研究；④人工复合皮肤的研究。 

 

 

PO-0789 

14 岁以下儿童大面积烧伤的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 

 
程文凤,赵东旭,申传安,张红艳,涂家金,袁志强,段鹏,段鹏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调查分析≤14岁儿童大面积烧伤的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收集全国 106 家烧伤救治单位 2014 年收治的的年龄≤14 岁，烧伤面积≥30％总体表面积

（TBSA）的住院儿童病历资料，根据其年龄分为 0～3 岁、4～6 岁、7～14 岁 3 组，对其年龄、性

别比例、发病时间、烧伤原因、伤后入院时间、院前急救情况、烧伤面积、合并吸入损伤情况、病

死率、住院时间等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486 例中男 285 例(58.6％)，女 201 例(41.4％)；年龄 0 ～14 岁，平均(3.4±2.8)岁，其中

0～3 岁组 328 例(67.5％).271 例(55.8％)烧伤发生在 4～8 月份。热液烫伤和火焰烧伤为致伤主要

原因,总体分别占 394 例(81.1％)和 71 例(14.6％)；在 0～3 岁、4～6 岁、7～14 岁组儿童中分别

占 89.6％和 7.3％、70.8％和 21.9％、51.6％和 41.9％,各年龄段致伤原因构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P ＜0.05)。伤后 2h 内入院就诊者 281 例(57.8％)；院前 164 例(33.7％)创面未予处理。

236 例(48.6％)创面涂抹牙膏、蛋清、酱油等不规范处理.烧伤总面积平均为(42.1±14.5)％

TBSA，288 例(59.3％)患儿合并Ⅲ度烧伤，Ⅲ度烧伤面积平均为(24.5±17.9)％TBSA。总病死率

4.1％ (20/486)，其中合并吸入性损伤者为 20.9％ (9/43)，显著高于无吸入损伤者的 2.5％ 

(11/443) (P＜0.01)，平均住院时间为(52.3±40.2) d。 

结论  0～3 岁小儿是儿童大面积烧伤的高危人群,热液烫伤是主要致伤原因，火焰烧伤比例随年

龄增加而升高。烧伤后大多能及时入院接受专科治疗，但院前急救情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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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90 

基于 excel 表格公式在危重烧伤患者膳食营养管理中的应用 

 
杨林娜,李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应用 Excel 软件编制营养计算小程序，应用于危重烧伤患者日常膳食营养成分计算，便于进

行膳食干预、饮食管理及优化。 

方法 以《中国食物成分表（2002 版）》、《中国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和国家体育总局运动

医学研究所运动营养研究中心常见食物营养成分表为数据源，针对危重烧伤患者日常膳食应用

Excel表格建立营养成分数据库；根据食物净含量比例，采用公式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我们通过用电子秤对患者的食物进行称重，然后录入到建立的 Excel 表格里，可以迅速地较

准确直观的计算并显示出患者日常膳食所含营养成分的值。 

结论 应用 Excel 软件编制营养计算小程序，可完成危重烧伤患者日常膳食食物营养成分的计算，

方便水份出入量计算，能更好的为大面积烧伤患者提供合理的膳食营养状况评价及管理，节省时

间，为营养支持提供依据。 

 

 

PO-0791 

中国多中心 2483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流行病学特征及预后调查分

析 

 
程文凤,申传安,张红艳,涂家金,袁志强,宋国栋,刘淼,李大伟,尚玉茹,赵东旭,赵东旭,张改巾,烧伤流行病学研究协

作组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大面积烧伤患者流行病学特征，探讨烧伤指数与病死率之间的关系及救治结局相关影响

因素，为制定大面积烧伤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全国 30 个省市 106 家烧伤救治单位 2014 年收治的烧伤面积≥30%TBSA 的大面积烧伤患

者的病历资料。按年龄将患者分为小儿组（0-14 岁）、青中年组（15-59 岁）和老年组（≥60

岁），对三组患者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通过 ROC 分析研究烧伤指数（BI）与病死率之间的关

系，并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大面积烧伤患者预后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大面积烧伤患者２４８３例，患者男女比例为 2.29:1，平均年龄为

49.23±16.67 岁，平均烧伤总面积为 55.53 ± 21.39%，平均烧伤指数为 39.75 ± 21.59。热液

烫伤占小儿组致伤原因的 81.07%；火焰烧伤在青中年组和老人组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 66.89%、

75.84%，各年龄组患者致伤原因差异明显(χ2 = 727.78，P < 0.01 )。烧伤后超过 6 小时入院就

诊者占 17.76%；患者总病死率为 9.79%，BI 预测大面积烧伤患者预后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41

（95%CI=0.929-0.95）。在 0-14 岁小儿烧伤患者中，当 BI≥41，15-59 岁患者中，当 BI≥43.5，

在≥60 岁老年患者中，当 BI≥35.5，烧伤患者的病死率明显升高。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 BI 升高 1，患者死亡风险增加 6%，高龄、伤后延迟入院(OR, 1.797; 95% CI, 1.179-2.740; 

p < 0.001)、合并吸入性损伤(OR, 6.649; 95% CI, 4.517-9.789; p < 0.000)为大面积烧伤患者

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结论 烧伤预防工作应该考虑不同年龄组大面积烧伤患者流行病学特征的差异；烧伤指数可以作为

预测大面积烧伤患者预后的一项指标；高烧伤指数、高龄、伤后延迟入院、合并吸入性损伤，为影

响大面积烧伤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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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92 

基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超支化基因载体构建促进创面愈合的 EGF

高表达细胞 

 
范亚倩,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基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构建 EGF 高表达的表皮细胞与自体微粒皮联合移植，通过细胞分泌的

EGF 加速创面愈合，提高创面愈合率，减少自体皮的使用。 

方法 用妥布霉素与己二醇二缩水甘油酸开环反应，乙二胺（ED）封端制备得到超支化聚合物

HPT。然后研究超支化聚合物 HPT 的 DNA 压缩性能，细胞毒性，基因转染效率，细胞吞噬及其抗菌

性能。最后，建立全层皮肤损伤动物实验模型，评价 HPT负载 pEGF后的抗菌促愈合性能。 

结果 验结果表明 HPT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一定的基因转染能力。 

 

 

PO-0793 

临床型 MRI 仪扫描大鼠胰腺技术 

 
李大伟,陈志晔,姜涛,李龙珠,尚玉茹,尹凯,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优化临床型 MRI 仪扫描大鼠胰腺的成像参数，提高其对大鼠胰腺的成像质量，为大鼠胰腺影

像学实验研究提供更优的 MRI图像质量和较为经济的研究方案。 

方法 24 只健康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常规序列组、调整序列组和优化序列组，每组 8 只。常

规序列组采用临床型 MRI 和常规参数进行扫描。调整序列组参数调整原则为：每次扫描只变化与

T1WI 或 T2WI 成像质量密切相关的 6 个参数（TR、TE、层厚、激励次数、视野和矩阵）中的 1 个参

数，每个参数在一定范围内设定 4 个变化值，固定其余参数进行扫描，经 2 名主治医师评估成像质

量，以评估意见一致的成像质量参数作为优化参数，逐步得到所有优化参数，形成优化序列组参

数。优化序列组大鼠扫描成像后与常规序列组比较胰腺信号强度和信噪比。 

结果 临床型 MRI 仪扫描大鼠胰腺的优化参数为，T1WI（M3D/FSPGR/15）：TR 6 ms，TE 2.5 ms，

层厚 2.0 mm，激励次数 8 次，视野 7×7cm，矩阵 120×120；T2WI（FSE-XL/90）：TR 4000 ms，

TE 71 ms，层厚 2.0 mm，激励次数 1 次，视野 8×8cm，矩阵 192×160。优化序列组 T1WI 和 T2WI

序列大鼠胰腺信号强度（t=5.16、3.80，P<0.01）和信噪比（t=5.65、3.26，P<0.01）均显著高于

常规序列组。 

结论 优化参数可显著提高临床型 MRI仪对大鼠胰腺的成像质量，为开展相关实验研究提供参考。 

  

 

PO-0794 

胰高血糖素样肽 1 类似物 Exendin-4 对严重烫伤大鼠胰腺结构和

功能的影响 

 
李大伟,申传安,李龙珠,尚玉茹,马丽,尹凯,赵东旭,程文凤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严重烫伤后糖代谢障碍与胰腺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及机制，并观察 Exendin-4

治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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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7 周龄健康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假伤组、假伤治疗组、烫伤组、烫伤治疗组。烫伤大

鼠背部和腹部皮肤浸于 94℃热水中造成 50%总体表面积（TBSA）Ⅲ度皮肤烫伤，假伤大鼠用 37℃

温水中模拟相同面积假伤。假伤治疗组和烫伤治疗组大鼠按 4ug/kg 剂量皮下注射 Exendin-4，2 次

/天，假伤组和烫伤组大鼠同样给予相同体积的灭菌注射水。鼠尾动脉采血检测大鼠空腹血糖及腹

腔糖耐量试验时血糖，腹主动脉采集血液用于血清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检测，胰腺组织用于 HE 染

色、透射电镜观察、细胞凋亡和免疫荧光研究。 

结果 研究发现烫伤大鼠 Exendin-4 治疗后，在伤后 1d、3d 和 5d 空腹血糖显著降低，腹腔糖耐量

试验时血糖和血糖曲线下面积显著降低，血清胰岛素各时间点均显著升高，胰高血糖素水平显著降

低，胰岛损伤程度显著轻于烫伤组，胰岛内水肿样和空泡化样表现的 β 细胞数量明显减少，染色

质边集较少，线粒体肿胀较轻，内质网增宽较少，胞浆内空泡数量较少，分泌颗粒数量较多，胰岛

内 β 细胞的凋亡率显著降低，胰岛素表达区域面积比均明显升高，胰高血糖素的表达区域面积比

明显下降，二者表达面积和累计表达量的比值明显升高。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严重烫伤后大鼠结构和功能发生损伤可能是糖代谢障碍发生的重要因素，

Exendin-4能够减轻严重烫伤后大鼠胰腺结构和功能的损伤，改善糖代谢障碍。 

  

 

PO-0795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四肢严重坏死性筋膜炎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李龙珠,李大伟,申传安,李东杰,蔡建华,庹晓晔,张琳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 VSD技术在四肢严重坏死性筋膜炎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1 年 1 月~2013 年 8 月，笔者单位收治 8 例在外院经传统碘伏纱布换药治疗 21～365 d，

均因面迁延不愈并出现感染扩散致全身中毒症状而转入的四肢严重坏死性筋膜炎患者。入院后予及

时清创，取患处坏死组织行 HE 染色后观察形态。术后行负压为-100～-80 kPa VSD 治疗，同时经

冲洗管持续滴入 0.2 g/L 呋喃西林溶液并经充氧管持续灌注氧气(2 L/min)。根据创面清洁程度反

复行清创术并更换 VSD 材料继续行 VSD 治疗，待创面新鲜后拉拢缝合或移植自体皮封闭。记录清创

术次数、VSD材料更换次数、创面愈合情况、本院治疗时间，另进行远期随访。 

结果 2011 年 1 月~2013 年 8 月，笔者单位收治 8 例在外院经传统碘伏纱布换药治疗 21～365 d，

均因面迁延不愈并出现感染扩散致全身中毒症状而转入的四肢严重坏死性筋膜炎患者。入院后予及

时清创，取患处坏死组织行 HE 染色后观察形态。术后行负压为-100～-80 kPa VSD 治疗，同时经

冲洗管持续滴入 0.2 g/L 呋喃西林溶液并经充氧管持续灌注氧气(2 L/min)。根据创面清洁程度反

复行清创术并更换 VSD 材料继续行 VSD 治疗，待创面新鲜后拉拢缝合或移植自体皮封闭。记录清创

术次数、VSD材料更换次数、创面愈合情况、本院治疗时间，另进行远期随访。 

结论  

VSD 技术能持续有效地清除筋膜间隙坏死组织和渗液，促进肉芽组织增生，是临床治疗四肢严重坏

死性筋膜炎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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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96 

降钙素原和降钙素原清除率用于评估烧伤脓毒症患者预后的临床

研究 

 
刘兆兴,张改巾,王鑫,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过动态监测烧伤脓毒症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水平的变化，探讨 PCT 与 PCT 清除率在预后

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救治的烧伤脓

毒症患者的病例资料 109 例。采集患者脓毒症确诊时基本情况、生命体征及相关实验室检测指标等

基线资料。记录入组患者烧伤脓毒症确诊时及确诊后 7 天内的血清 PCT 浓度，并计算脓毒症确诊后

第 3、5、7 天的 PCT 清除率。根据 90 天生存情况，将入组患者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间

各项指标的差异，并评价各指标对烧伤脓毒症预后评估的价值。 

结果 两组间基线资料比较，死亡组较生存组烧伤面积大（90.17±8.45 vs 71.18±15.54，P＜

0.10），APACHE II 评分高（27.2±5.8 vs 22.8±6.7，P=0.018），SOFA 评分高（12.5±3.6 vs 

10.4±3.2，P=0.042）。两组间各天 PCT 值比较，脓毒症确诊第 1 天及第 2 天的 PCT 值两组间无统

计学差异（P=0.096，P=0.211），第 3 天以后死亡组的 PCT 值逐渐高于存活组。两组间 PCTc 比

较，生存组第 3、5、7 天 PCTc 均显著高于死亡组（P = 0.032, P＜0.01, P＜0.01）。109 例烧伤

脓毒症患者第 3、5、7 天 PCTc 对死亡预测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21（95%置信区间为 0.479-

0.763，P=0.073）、0.832（95%置信区间为 0.790-0.994，P＜0.01）、0.794（95%置信区间为

0.7680.948，P＜0.01）。 

结论 烧伤脓毒症确诊早期 PCT 绝对值对预后的预测效能有限，而 PCT 清除率对不良预后的判断具

有提示作用，可作为烧伤脓毒症患者预后评估的参考指标。 

  

 

PO-0797 

休克期降钙素原水平与重度烧伤患者烧伤严重程度及预后的相关

性研究 

 
刘兆兴,张改巾,王鑫,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血清降钙素原（PCT）水平，探讨其在病情评估及预后判断中的意

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重度烧

伤患者的病历资料 201 例，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致伤原因、烧伤面积、预后结局等基本资料，记

录患者休克期血清 PCT 值、血常规、肝肾功、血气分析等实验室检查结果。采用 spearman 相关系

数分析 PCT 水平与烧伤指数、预后结局及其他临床参数的相关性。根据烧伤指数将纳入病例分组层

化分析，比较不同烧伤程度中生存患者与死亡患者 PCT 水平的差异性。对数据行 t 检验、

MannWhitney U 检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 PCT 对

死亡的预测效果。 

结果 相关性分析中，与 PCT 有相关性的临床参数为烧伤指数（r=0.693，P＜0.01），白细胞计数

（r=0.350，P＜0.01）、血糖（r=0.258，P＜0.01）、肌酐（r=0.284，P＜0.01）、尿素氮

（ r=0.216， P＜ 0.01）、总胆红素（ r=0.372， P＜ 0.01）、序贯性器官衰竭评分 (SOFA)

（r=0.681，P＜0.01）、白蛋白（r=-0.154，P=0.029）、脑钠肽（r=0.151，P=0.032）、氧合指

数（r=0.173，P=0.014）。层化分析中，烧伤指数＜60 的患者仅有 1 例死亡，予以排除；54 例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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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指数≥60 的特大面积烧伤患者 PCT 对死亡预测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82（95% CI 为

0.637~0.927，P＜0.01），2.394 ng/mL 为血清 PCT 的最佳阈值，其预测死亡的敏感度为 85.0%，

特异度 79.4%。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显示，PCT≤2.394 ng/mL 与 PCT＞2.394 ng/mL 的 90 d 生

存率分别为 90%和 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 Rank=23.95，P＜0.01）。 

结论 PCT可作为重度烧伤患者早期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参考指标，为临床救治提供依据。 

 

 

PO-0798 

严重烫伤大鼠糖代谢障碍与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关系的 

探究 

 
孙鹏超,申传安,朱碧薇,张博涵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WNT 信号通路蛋白种类繁多，wnt 配体蛋白就疾病的发生有相关的主导蛋白。这些 wnt 配体蛋

白与相应的 wnt 信号通路受体结合后开启的通路其信号传导反应及方向是固定的。Wnt 调节剂也有

一定的特异性，有的可以广泛调节所有 wnt 信号通路，有的只能调节特定的 WNT 信号通路。本此实

验探讨 wnt信号通路对烫伤后 wistar大鼠血糖的影响。 

方法 将 40 只 wistar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假烫组、烫伤组、抑制剂假烫组、抑制剂烫伤组；

烫伤大鼠背部和腹部皮肤浸于 94℃热水中造成 50%总体表面积（TBSA）Ⅲ度皮肤烫伤，假伤大鼠用

37℃温水中模拟相同面积假伤；抑制剂为外源性 wnt 信号通路抑制剂 DKK1（100 ng/ml）腹腔注

射。检测鼠尾血糖，抽取大鼠腹主动脉血分离得血清，ELISA 测其血清胰岛素浓度。分离实验大鼠

胰腺组织分别进行福尔马林固定制做病理切片及液氮冻存提取蛋白质，对胰腺组织切片进行 HE 染

色、IHC（β-catenin）；蛋白印迹（Western Bolt，WB）测胰腺蛋白中 wnt 蛋白、β-catenin 等

蛋白的表达。 

结果  烫伤组、抑制烫伤组较假烫组、抑制剂假烫组血糖升高、WB 实验中 β-catenin 增多、WB

实验中 wnt 蛋白增多；抑制剂烫伤组、抑制剂假烫组较烫伤组、假烫组血糖升高、WB 实验中 β-

catenin 增多、WB 实验中 wnt 蛋白不变。IHC 实验显示假烫组、抑制剂烫伤组及抑制剂假烫组 β-

catenin在胰岛细胞周围腺泡分布广泛，烫伤组β-catenin在胰岛细胞中分布较多。 

结论 大鼠严重烫伤后产生糖代谢障碍，机体血糖值升高，据目前结果，可初步认定此现象与 wnt

信号通路开启及相关信号变化有一定相关性。 

 

 

PO-0799 

京尼平交联明胶凝胶的制备 

 
王佳,申传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以明胶为原料，对其进行季铵化，京尼平作为交联剂，混合一定量的蒙脱土，利用其插层作

用来增加体系的力学性能，通过模具制成有孔水凝胶敷料，并考察水凝胶敷料对创面愈合的影响。 

方法 明胶是胶原的部分变性衍生物，是一种亲水性蛋白质，其分子链上带有大量正负电荷，具有

两性聚电解质性质；京尼平是一种细胞毒性小，生物相容性好的天然生物交联剂，具有羟基、羧基

等多个活性官能团；蒙脱土是一种天然纳米层状硅酸盐，在溶液中大分子链可以插入层间，形成插

层复合物。本文先对明胶进行季铵化，使其具有一定的抗菌性能，再通过制得不同交联度的明胶凝

胶，选择水凝胶力学性能较好的京尼平用量，通过加入不同量的蒙脱土进一步增加水凝胶力学性

能，确定蒙脱土的最适用量，利用模具制得有孔水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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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流变性能测试测得体系的储能模量大于损耗模量，体系处于凝胶态。力学性能测试测得

在京尼平用量为 0.25%，蒙脱土用量为 0.25%时体系的力学性能较好。考察一定交联度的凝胶在生

理盐水、PBS 和去离子水中的吸水溶胀度，其溶胀度依次增加。通过保水性能测试测得体系的保水

性能较好。通过体内实验（大鼠全层皮肤缺损模型），设置空白组，敷料贴组，无孔水凝胶组，有

孔水凝胶组考察大鼠创面愈合情况。 

结论 理想的敷料应该具有良好的水蒸气透过率，较大的吸液量和优异的机械性能等特点。本文制

得的京尼平交联明胶水凝胶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透气性，保湿性和抗菌性。因其毒性较低，生物

相容性较好，制备方法简单，所以该体系有待被深入研究，成为一种理想的医用敷料。 

  

 

PO-0800 

Smurf2 对增生性瘢痕 TGF-β1 信号通路负向调节因子 Smad7 的

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 

 
张志,刘昌玲,刘志河,陈宾,汤文彬,李孝建 

广东省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探讨 Smurf2 对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 TGF-β1/Smad 信号转导通路负向调节因子 Smad7 的影

响及调控机制。 

方法 以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为研究对象，同一个体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作为对照，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两组细胞中 Smad7 的蛋白表达水平；加入外源性 TGF-β1（10ng/ml）作用后，

采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与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中 Smad7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收集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和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的细胞裂解液，分别加

入泛素化混合物于 37℃孵育 1h、2h、6h，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两组细胞中 Smad7 的体外降解水

平；收集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和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的细胞裂解液，同时加入泛素化混合物及蛋

白酶体抑制剂 MG132 / MG115，研究其对 Smad7 体外降解的抑制作用；利用免疫共沉淀技术，研究

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 Smad7 与 E3 泛素连接酶 Smurf2 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采用 siRNA 干扰技术

沉默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 Smurf2 的基因表达，研究沉默 Smurf2 后，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

Smad7蛋白在 TGF-β1 刺激下的表达水平。 

结果 在正常皮肤及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Smad7 的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在外源性 TGF-

β1 刺激下，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中 Smad7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呈时间依赖性增高，增生性瘢

痕成纤维细胞中 Smad7 mRNA 表达呈时间依赖性增加，蛋白水平无明显变化；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

中，Smad7 的体外降解无明显变化，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Smad7 的体外降解增强；蛋白酶体

抑制剂 MG132 / MG115 可以阻断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 Smad7 的体外降解；在用 Smurf2 抗体免

疫共沉淀下来的蛋白复合物中检测到 Smad7，表明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 Smurf2 与 Smad7 存在

相互作用；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加入 TGF-β1 刺激，Smad7 的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变化；沉

默 Smurf2基因后，Smad7蛋白在 TGF-β1刺激下表达增高。 

结论 在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Smurf2 通过泛素化降解 Smad7，削弱了 Smad7 对 TGF-β1 信号

转导的抑制作用，从而增强了 TGF-β1/Smad 信号转导，可能参与了增生性瘢痕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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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01 

适用于无异体皮覆盖的大鼠全层创面抗挛缩改良模型 

 
王鑫,申传安,赵东旭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为了克服大鼠创面容易挛缩和自咬现象，从建立创面位置和缝合技巧的细节方面深入研究，

为建立大鼠全层损伤创面模型提供可靠的技术方案。 

方法 24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A，B，C 三组，每组 8 只，A 组为传统抗挛缩创面进行植皮，B 组为改

良的方法制备创面并进行植皮，C 组空白对照，为改良的方法制备创面不植皮。术后 7d、14d、21d

比较并分析三组创面挛缩情况，钢丝圈暴露及线结脱落情况以及所移植皮片生长情况。 

结果 A 组、B 组和 C 组在术后 7 天、14 天、21 天时测量创面收缩率进行比较：①不同时间的创面

收缩率有差别（ F=121.668， P=0.000）；②不同组之间创面收缩率不全相同（ F=8.685，

P=0.002），A 组与 B 组的创面收缩率有差别（P=0.001），A 组与 B 组相比创面收缩率比较高，相

对容易收缩，B 组与 C 组的创面收缩率无差别（P=0.636）；③三组的创面收缩率变化趋势不全相

同（F=7.408，P=0.000）。术后 21 天，A 组脱出总长度 35cm ，B 组钢丝圈脱出总长度 16cm，C 组

钢丝圈脱出总长度 13cm。21 天时 A 组剩余线结数目明显较少，三组剩余线结数目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P=0.005）。移植皮片在术后 7 天时 A 组和 B 组皮片均见成活，术后 14 天 A 组皮片无明显生

长，B组皮片生长良好；术后 21天两组创面移植皮片覆盖面积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建立合适的大鼠创面模型与植皮方式修复创面的效果密切相关，创面位置的合理选择可以避

免大鼠自咬创面，改良缝合方式可以使钢圈缝合更牢固。 

  

 

PO-0802 

胰蛋白酶动态多次消化分离皮肤组织有效提高表皮细胞获取量 

 
王鑫,申传安,李哲,徐圣博,李大伟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角质形成细胞在提取过程中必须经过酶消化分离，胰蛋白酶在作用于表皮组织时可将其分离

为单个细胞，但同时也可造成对细胞本身的损伤。为了提取更多数量的角质形成细胞，设计了一种

可以动态多次消化的方法并与传统的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方法 实验组为改良的胰蛋白酶动态多次消化法，对照组为传统的胰蛋白酶消化法。两组方法准备

阶段完全相同，分离表皮层后，将表皮层组织用干纱布吸干水分，尽可能均分为两份，分别在电子

天平称重并记录，两份组织随机进入实验组和对照组。对两组方法所提取的细胞通过以下检测指标

来评估所提取的细胞的数量和质量：①单位重量表皮组织提取的细胞数量；②细胞形态观察；③细

胞增殖实验，描绘细胞生长曲线图；④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细胞凋亡情况和 CD49f 阳性细

胞；⑤细胞迁移能力检测评估细胞迁移速度；⑥衰老细胞百分比检测。 

结果  细胞数量及活细胞比率，实验组动态消化方法每克组织提取的活细胞数量为

(67.34±30.66)×10
6
，而对照组传统方法每克组织提取的活细胞数量为(18.88±13.22)×10

6
，两

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01)。细胞形态观察，经两种方法提取的人表皮细胞形态比较无明显差

异性。细胞增殖速度比较：两种方法提取细胞后进行原代培养，在第 2-7 天用 CCK-8 试剂反应后在

酶标仪检测吸光度，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细胞生长曲线相似。流式细胞检测结

果：实验组与对照组所提取细胞 G2+S 期细胞所占比例、早期凋亡细胞所占比例、晚期凋亡和坏死

细胞所占比例、CD49f 标记阳性的细胞所占比例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细胞迁移能力：实

验组和对照组的细胞在 24 小时后以及 48 小时后的迁移距离分别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衰老细胞百分比分别为 5.00±1.06%和 4.69±7.11% (P=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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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动态多次消化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整个消化过程细胞和消化液充分的混匀，使细胞在最短

的时间消化分离，反复多次的消化过程使得所分离细胞数量最大化。改良的动态多次的消化方式是

一种有效的提取分离角质形成细胞的方式。 

 

 

PO-0803 

长效胰高血糖素样肽 1（GLP-1）类似物 Exendin-4 能缓解严重

烫伤大鼠胰岛的胰岛素合成与分泌功能 

 
赵东旭,马丽,申传安,李大伟,尚玉茹,尹凯,程文凤 ,王鑫,刘兆兴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本研究通过观察严重烫伤、烫伤后 Exendin-4 治疗大鼠分离胰岛内胰岛素的含量，并评估分

离胰岛在不同葡萄糖浓度和刺激时间下β细胞胰岛素 mRNA的合成及分泌功能。 

方法 按照常规方法制作 50%烫伤大鼠模型，烫伤后给与 Exendin-4 或生理盐水注射，72 小时后分

离胰岛并进行功能检测。收集大鼠血清用于检测血清胰岛素、血糖、胰高血糖素的浓度。电镜用于

观察细胞内胰岛素含量。分离的胰岛经不同浓度的葡萄糖孵育 1 或 24 小时后用于检测胰岛功能。

ELISA 法检测培养上清中胰岛素的含量，免疫印迹法检测细胞内胰岛素及胰岛素原的含量，RT-PCR

检测胰岛素 mRNA的表达。 

结果 电镜分析显示严重烫伤能显著降低每平方微米内胰岛素颗粒的数量。胰岛素分泌及细胞内胰

岛素、胰岛素原含量、高浓度葡萄糖刺激下的 mRNA 含量显著降低。严重烫伤后给与 Exendin-4 能

显著增加细胞内胰岛素颗粒的含量。Exendin-4 能同时改善不同葡萄糖刺激时胰岛素的分泌及细胞

内胰岛素储备。Exendin-4也能增加胰岛素 mRNA的表达。 

结论  

综上，Exendin-4 能改善严重烫伤大鼠 β 细胞内胰岛素储备，并能改善胰岛素分泌，mRNA 的表

达。 

 

 

PO-0804 

微创技术结合多个扩张器联合扩张修复烧伤后大面积瘢痕 

 
王会军,蒋永能,李耀,赵炳瑜,鲁冰 

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目的 烧伤、创伤后遗留大面积瘢痕，严重影响患者生活，给患者造成严重身体、心理创伤，自

radovan 报道了组织扩张技术以来，组织扩张技术已广泛的应用于瘢痕畸形的修复，但扩张时间

长，有较高的并发症是其缺点，如何减少并发症，在短时间内取得好的修复效果，一直是临床治疗

的难点, 我们采用微创技术一次埋置多个扩张器的方法，尽可能动员所用的正常皮肤，修复大面积

瘢痕 18例，取得好的修复效果。 

方法 18 例患者埋置扩张器时间最早创面愈合后 2 个月，最晚伤后 2 年，埋置扩张器同时扩张数量

8-12个，容量 30-800ml不等，均采用微创小切口方法埋置。 

结果 18 例采用多个扩张器修复患者，出现扩张器渗漏 1 例，更换扩张器后没有影响扩张。未出现

扩张器外露感染等并发症，术后皮修复效果好，随访 1-2年，效果满意。 

结论 在组织扩张技术的整个治疗过程中,能够获得好的扩张充分的扩张皮瓣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扩

张器的埋置与扩张过程有较高的并发症，扩张不成功导致手术失败。如何减少并发症,是临床研究

重点，我们的经验是：在埋置扩张器过程采用微创技术，设计埋置切口为垂直于扩张张力线小切

口，减少扩张器外露风险，应用肿胀技术，从小切口切开后到埋置层次后完全采用钝性分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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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扩张器埋置腔隙，减少不必要的损伤，反复检查扩张器埋置腔隙无活动性出血后将扩张器置

入，注射壶与导管采用内置的方式，方便术后管理，我们采用一次埋置多个扩张器，充分广泛扩张

正常皮肤，在有限的时间内，采用“多个扩张器一起扩张”战术,有效地缩短了病人总的修复时

间，达到更好的修复效果。 

 

 

PO-0805 

表皮干细胞在不同鼠龄大鼠皮肤结构中的功能 

 
郑波,申传安,安华英, 朱碧薇,范亚倩,王佳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老龄人群器官功能减退、新陈代谢缓慢、组织修复和再生能力差，创伤、手术后常常发生创

面愈合延迟。这些现象除与老年患者伴有基础疾病相关外，皮肤自身的退行性变是影响创面愈合的

本质。目前研究发现，不同发育阶段皮肤创伤后修复能力不同，可能与不同年龄皮肤干细胞增殖分

化存在差异有关。且有研究证实，表皮干细胞在皮肤中的数量随人的年龄增长而减少。但鲜有关于

表皮干细胞在正常皮肤中的功能及分子机制的报道。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鼠龄大鼠皮肤结构的改

变，如皮肤基础结构的变化，表皮干细胞数量及分布变化，以及表皮干细胞分泌的表皮生长因子

（EGF）信号通路的变化情况。 

方法 以 4 周龄大鼠为幼年组，8 周龄大鼠为青年组，12 月龄大鼠为中年组，18 月龄大鼠为老年

组。取不同鼠龄大鼠背部皮肤组织，分别进行 HE 染色、干细胞标志物 IHC 染色、EGF 信号通路活

化情况检测（Western Blot）及流式细胞检测。 

结果 研究发现，随鼠龄增长，大鼠表皮层厚度逐渐变薄（4 周龄大鼠表皮层厚度最厚，18 月龄大

鼠表皮层厚度最薄），大鼠真皮层厚度逐渐增加（4 周龄大鼠真皮层最薄，12 和 18 月龄大鼠表皮

层最厚，12 月龄与 18 月龄大鼠真皮层厚度相比无统计学差异）。此外，大鼠皮肤附件结构（毛囊

及皮脂腺）的密度随大鼠鼠龄增长显著降低。18 月龄大鼠皮肤中 CD271
+
表皮干细胞数量显著少于 4

周龄大鼠。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不同鼠龄大鼠皮肤组织结构不同，CD271
+
表皮干细胞在老年组大鼠皮肤组织中数

量减少。后续将深入探究不同鼠龄大鼠皮肤中 EGF 信号通路改变情况及 CD271
+
表皮干细胞调控皮肤

组织中 EGF信号通路活化情况。 

  

 

PO-0806 

转基因猪皮对于小儿浅 2 度创面的临床运用总结 

 
彭宇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小儿烧伤具有其特殊性，如何减少患儿痛苦，降低烧伤并发症的发生一直是临床思考的问

题。 

方法 转基因猪皮早起覆盖小儿浅 2度创面 

结果 绝大部分患儿大部分创面于 1周内愈合，期间无烧伤换药，愈合后未疤痕增生。 

结论 转基因猪皮早起覆盖小儿浅 2 度创面可降低烧伤患儿痛苦，防止创面加深，缩短创面愈合时

间，防止疤痕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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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07 

2010-2017 我国瘢痕患者手术及并发症概况研究 

 
房贺,孙瑜,肖永强,唐洪泰,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为系统了解我国瘢痕患者手术及并发症概况，为瘢痕患者的外科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医院质量监测系统（Hospital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HQMS），依托国家卫健委

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支持，建立了基于全国三级甲等医院出院病历首页数据的瘢痕数据分库。根

据瘢痕数据分库中的数据，系统分析 2010-2017 年 HQMS 系统中瘢痕患者的性别、年龄、 致伤原

因等一般情况，以及手术方式、并发症、出院情况和住院费用等相关信息。 

结果 此瘢痕数据分库的数据来自 HQMS 数据库中的 16 万余条瘢痕病例，资料在收集过程中经历了

严格的质量控制，经过剔除 ID 缺失病例，在 2010-2017 年间共有 157415 例瘢痕病例。70.31%的患

者收入外科科室治疗，其中整形外科和烧伤外科占外科患者的大多数，分别占外科患者的 43.19%

和 33.99%。瘢痕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为（13.22±32.15）天，外科手术的主要方式分别为：松解术

（24.75%）、切除术（17.86%）、植皮术（14.86%）、皮瓣术（12.66%）、扩张器手术（6.86）及

其他（4.96%）。瘢痕患者的主要并发症及其发生率分别为挛缩（35.65%）、畸形（2.35%）、感染

（1.38%）、粘连（1.66%）、眼部并发症（3.72%）及其他（0.12%）。 

结论：瘢痕患者入院主要集中在烧伤外科、整形外科等外科科室，手术方式以松解术、切除术、植

皮术、皮瓣手术、扩张器手术为主，主要并发症为挛缩、畸形、感染、粘连及眼部并发症。此研究

为进一步完善瘢痕患者外科手术方式，并减少瘢痕患者并发症提供一定信息，为瘢痕患者的良好预

后奠定基础。 

 

 

PO-0808 

基于功能化石墨烯的靶向光热效应治疗皮肤（创面）多重耐药细

菌感染的研究 

 
钱卫,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皮肤（创面）多重耐药细菌感染一直是烧、创伤救治的重大挑战。光热治疗作为极具优势的

替代疗法，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其关键问题是光热剂无细菌靶向性，杀菌同时也造成周围组织损

伤。本研究拟合成一种安全、有效、靶向细菌的新型功能化石墨烯复合纳米材料（石墨烯-壳聚

糖），深入探讨其介导的靶向光热效应对皮肤（创面）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的治疗作用及机制。本研

究为皮肤（创面）多重耐药细菌感染提供一种新的、有效的、安全的治疗方法，也在光热材料细菌

靶向性取得新的突破，为进一步探索设计应用于治疗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的多功能纳米平台提供重要

实验参考。 

方法 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紫外-可见光-近红外吸收光谱、过透射电镜、扫描电镜、水合粒径检

测、Zeta 电位检测、近红外激光器及热成像仪表征材料的合成情况、形貌特征、电荷情况与光热

特性；通过扫描电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标准平板计数观察材料与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靶向性

能）及体外光热杀菌能力；通过体外细胞相容性检测、体外注射后动物脏器活检、血常规/生物检

测以评价材料的生物安全性；通过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荧光强度）、热成像仪等探讨材料的体内

的靶向细菌能力；通过建立动物感染模型、创面组织细菌计数评价材料的在体光热杀菌能力；最后

通过大体观察（创面愈合率、愈合时间）、病理切片（新生上皮长度、肉芽组织厚度、炎性细胞数

目）、免疫组化（PCNA/CD31/TNF-a/IL-1b/Wnt 信号通路）探究该材料介导靶向光热效应对皮肤

（创面）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的治疗作用及初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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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成功制备石墨烯-壳聚糖（GCS-CG），具有酸性条件下电荷反转能力，对近红外光吸收能力

强，光热转换效率高；体内外条件下，GCS-CG 均具有特异性靶向细菌的能力；体外条件下，GCS-

CG 具有优越的光热杀菌能力，杀菌效率达到 100%；体内条件下，GCS-CG 介导的靶向光热效应可有

效消除 MRSA 感染，通过控制炎症、增强细胞增殖与血管化来促进感染创面愈合；GCS-CG 具有良好

的生物安全性，适用于在体应用。 

结论 石墨烯-壳聚糖（GCS-CG）是一种基于表面电荷反转的新型靶向抗菌纳米材料，在治疗皮肤

（创面）细菌（尤其是多重耐药细菌）感染领域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PO-0809 

大面积烧伤应用深静脉置管的护理体会 

 
韩明珠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大面积烧伤应用深静脉置管的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 40例大面积烧伤患者深静脉置管的护理，总结深静脉置管护理的经验。 

结果 40 例患者中心静脉导管敷料易污染且难固定,其中 5 例患者静脉穿刺点距烧伤创面小于 5cm，

其中 1例发生导管感染，1例因缝线固定不牢固导管脱出。3例双腔导管发生其中一路导管阻塞。 

结论 深静脉置管建立的及时，保证了大面积烧伤患者前期抗休克的顺利进行及后期静脉治疗的有

效进行，为病人争取更好的治疗，规范的护理操作也保证了置管并发症的降低。 

 

 

PO-0810 

重组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持续冲洗合并负压引流治疗 

难愈性创面 

 
刘子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治疗临床上烧伤后难愈骨外露创面。 

方法 使用外用重组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Reconmbinant human aicid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rh-aFGF）持续冲洗合并负压引流，治疗难愈骨外露创面。  

结果  rh-aFGF 持续冲洗合并负压引流治疗 10 天为一周期，去除贴膜，可见创面肉芽逐渐生长，

骨外露面积逐渐缩小，通过 7---11 次治疗周期骨外露完全被肉芽组织覆盖，可以通过进一步换药

或植皮修复。 

结论 aFGF 具有促进细胞有丝分裂、血管生成、组织损伤的再生和修复、营养神经等多种生物学活

性，能改善局部微循环和组织的营养状况，同时促进成纤维细胞、角蛋白细胞的增殖，使肉芽组织

迅速生长，创缘上皮迅速向中心爬行，使创面缩小而愈合。 同时使用负压引流有效的改善了伤口

周围环境，清除局部产生的渗液、脓液，辅助局部组织肉芽生长,其产生的密闭、湿润环境更有利

于 aFGF发挥生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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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11 

“5.17”南阳成批烧伤病人的早期救治分析 

 
张树堂

1
,刘奇

1
,李天宇

2
,赵俊翔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南阳南石医院 

 

目的 进一步探讨成批危重烧伤病人的早期救治方法。 

方法 对”5.17”南阳某钢厂突发爆炸事件中，13 名伤员的病情、救治过程及经验进行总结。我们

应用双梯队管理法及加量法取得了满意效果：（1）医护梯队：每个病人，有一名主治大夫，两名

护士，两名中级上面有一名高级职称大夫，高级职称上面又有上级卫纪委派的高级职称人员指导治

疗。（2）行政管理梯队：护士长、科主任、医务科、正付院长。两个梯队紧密配合，根据病情需

要，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如有需求，行政梯队马上解决。如刚开始，悬浮床不够使用，第二天就购

回两个，picco 不够用，就从地区医院调配过来，药品等供应更是有求必应，随要随到。重症与烧

伤大夫相结合，每天与管床大夫坚持数次查房和全院多科室会诊，集思广益发现问题及时修订处

理，全院集体动员，全力支持病人抢救工作。（3）加量法;因该院领导本身就是从事多年烧伤专业

高级人员，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实际上是三个梯队在协调工作。三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结果 爆炸事件后西峡县应急办及急救中心立即对患者组织抢救等初步处理，同时上报南阳市卫计

委，其立即组织南石油田医院救护车和直升飞机奔赴现场进行抢救，于伤后 5 小时左右，13 名重

度烧伤以上伤员全部转入院内进行救治。其中两名伤员因脑外伤及全身 100%的深度烧伤，入院 24

小时内死亡。其余 11 名伤员中特重伤 9 人、重度烧伤 2 人，9 例特重伤中有 6 名烧伤面积达 80-

100%，这批病人入院相对较晚，又合并有爆震伤，救治中颇费周折。 

结论 发生成批烧伤事故后相关部门有效组织、空中转运、多学科多中心齐心协力共同救治的模式

能极大的改善患者预后、降低爆炸损失造成的严重后果。 

 

 

PO-0812 

持续封闭负压引流技术在深度烧伤创面修复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于洪亮,程银忠 

运城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分析持续封闭负压引流技术在深度烧伤创面修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8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68 例深度烧伤患者,依照入院顺序将其分

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4 例，对照组采用纳米银敷料换药方法治疗，观察组采用持续封闭负压引流

技术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疼痛程

度评分及治疗效果也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针对深度烧伤患者采取持续封闭负压引流技术治疗，可有效减轻患者疼痛程度，促进患者创

面愈合速度，提高创面修复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509 

 

PO-0813 

中频电联合蜡疗在治疗烧伤后瘢痕的临床应用 

 
李林军,陈治余,谭江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深度烧伤会导致瘢痕增生，大大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抗瘢痕治疗一直是烧伤治

疗中的难中之难，单一的抗瘢痕治疗，难以达到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特别是大面积深度烧伤，更易

造成畸形及功能障碍。本文通过中频电联合蜡疗的应用，观察其在烧伤患者瘢痕的治疗效果。 

方法 我们以 100 例烧伤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年龄 18-35 岁 40 例，36-53 岁 45 例，54-72 岁 15

例。瘢痕分布在全身各处，面积 4%-90%，瘢痕开始治疗时间均在烧伤创面愈合后 2 周内。我们选

取相应的肢体做对照，对照组分为 3 组，第一组：不做中频电及蜡疗治疗。第二组：只做中频电治

疗。第三组：只做蜡疗。治疗组一侧给予中频电联合蜡疗治疗。在治疗的第 1 月、第 2 月、第 3 月

3个时间点进行康复评定。评定内容为温哥华瘢痕量表、VASS量表、瘢痕硬度测量仪。 

结果 100 例烧伤患者大部分瘢痕经过 3 个月的治疗，治疗组瘢痕治疗效果明显。对照组第 1 组瘢

痕情况变严重，第 2组、第 3组瘢痕治疗效果不明显。 

结论 中频电联合蜡疗治疗能够明显改变烧伤后瘢痕情况。 

 

 

PO-0814 

煤矿成批瓦斯爆炸伤的组织与抢救的思考 

 
孙晋中 

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048000 

 

目的 探讨突发性成批瓦斯爆炸伤病人的组织与抢救的方法和策略，通过绿色通道，争取在最短的

时间内，达到最佳的抢救治疗效果，争取做到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方法  

迅速启动三级急救网络，成立急救小组。由院一把手统一指挥，下设临床抢救组、物质供应组、后

勤保障组。对入院病人伤情分类，轻、重分组进行救治。 结果 2000 年—2017 年共收治 8 批 36 例

瓦斯爆炸伤病人，治愈 32人, 死亡 4人,治愈率 88.9%、死亡率 11.1%，效果满意。 

结果 2000 年—2017 年共收治 8 批 36 例瓦斯爆炸伤病人，治愈 32 人, 死亡 4 人,治愈率 88.9%、

死亡率 11.1%，效果满意。 

结论 领导重视，组织得力，早期抗休克、早期行气管切开和胃肠道营养、同时不可忽视合并伤是

救治成功的关键。 

  

 

PO-0815 

危重烧伤患者液体复苏后常见问题探讨 

 
路卫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探讨危重烧伤后液体复苏后常见问题 

方法 总结近 10年来，长海烧伤外科危重烧伤患者救治早期复苏的经验与教训。 

结果 常见问题是代谢性碱中毒、肺水肿、回收期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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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重视危重烧伤患者早期复苏中常见的几个问题，能预防早期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救治成活

率，改善预后。 

 

 

PO-0816 

中频  蜡疗  烧伤瘢痕 

 
鲁博,谭江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在于了解烧烫伤事件对患者造成的心理困难及所需要的心理支持，为联动各部门为烧烫伤患

者提供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心理支持服务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以下四个问卷对烧烫伤患者进行心理自评 

一、《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问卷》 

二、《抑郁-焦虑-应激评估问卷》 

三、《领悟社会支持问卷》 

四、《创伤后成长评定问卷》 

这四个问卷分别测试不同的心理层面，确保为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全面体检。 

《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问卷》主要测试患者在遭遇烧烫伤事件之后是否出现了创伤应激障碍及程

度。一般来说，人们在遭遇重大、突然的危机事件后，都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创伤应激障碍，如果没

有及时得到心理支持，就会演变成慢性创伤，对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创伤应激障碍的症状主要包

括反复的创伤性体验、情感麻木与回避、警觉性过强所致情绪障碍三个方面。 

《抑郁-焦虑-压力反应问卷》主要测试患者在遭遇烧烫伤事件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抑郁、焦虑和压力

三种情绪状况及程度。由于重大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严重性、威胁人身安全等特点，不可避免会对

人的情绪产生影响，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这种情绪一直持续下去，就会不利于心理的健康发

展。 

《领悟社会支持问卷》主要测试患者在遭遇烧烫伤事件之后，患者所感受到来自家庭、朋友、

同事等的支持程度。社会支持被看作是决定心理应激与健康关系的重要中介因素之一。在遭遇危机

事件之后，一个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心理就会越健康。 

《创伤后成长评定问卷》主要测试烧烫伤事件的发生对患者产生的积极作用，患者从这个事件中获

得的成长。挫折虽然会令人痛苦，让人困顿，但是它往往也会促人成长、成熟。 

通过患者自评得分，  分析患者的得分情况，用得分表示患者的心理状况，从而了解患者的不同

心理状况 

结果 烧烫伤事件对患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已经偏离正常范

围，大部分患者存在焦虑抑郁症状 

结论 烧烫伤事件对患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医务人员应该投入更多精力关注患者的心理状

况，为烧烫伤患者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PO-0817 

影响植皮成活率的常见因素 

 
路卫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提高大面积烧患者手术植皮的成活率。 

方法 对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烧伤外科 10年来，烧伤患者手术植皮的效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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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影响烧伤患者手术植皮成活率的主要因素是：正确的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彻底清除坏死组

织和异物保证受皮区的质量、合理植皮方法的选择、有效的包扎固定等。 

结论 注意影响烧伤患者植皮手术的因素，能明显提高植皮成活率。 

 

 

PO-0818 

应用巴克无菌敷贴治疗烧伤创面 60 例体会 

 
张树堂,邹仕波,郭鹏飞,魏爱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使用巴克无菌敷贴治疗烧伤创面后的效果。 

方法 自 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应用巴克无菌敷贴，治疗各类烧伤创面共 60 例，男 42 例，女

18 例，年龄 3-60 岁，烧伤面积 3%-60%，创面深度为浅Ⅱ 深Ⅱ、浅Ⅲ伤。一般隔日换药一次，少

数每天换药一次。必要时配合生长因子使用。临床应用中，血尿检查未见有过敏及毒副反应。 

结果 浅深二度皮肤烧伤后愈合时间，较单独应用常用的，其他药膏快 2-3天， 

结论 该巴克无菌敷贴用于烧伤后创面，治疗使用方便，疗效较好，建议进一步观察推广。 

  

 

PO-0819 

眉部黑色素痣整合治疗 2 例 

 
张树堂,邹仕波,郭鹏飞,潘巧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整合医学是以人为本的系统诊疗体系，整形外科也应遵循整合医学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手术

切除病变组织后，修复创面和重建功能时应兼顾美容效果（尤其是颜面等外露部分），需要结合整

形、美容外科和美容皮肤科等医学资源，制定包括手术、药物、理疗、康复和美容等系统惯序治疗

方案，使患者手术部位的外形和功能，尽可能完美，避免其产生残缺心理和自卑感，最终达到身心

健康状态。 

方法 例 1 女 16 岁，左侧眉及眉上部黑色素痣 10 余年，严重影响美观，讨论手术方案有：�病变

切除+全厚自体皮移植‚病变分次部分切除 ƒ 一次性切除+耳后轴型皮瓣④局部皮瓣修复；美容治疗

方案：�黑色素痣手术方式，切除后均抗瘢痕治疗‚毛发移植殘眉修复与再造 ƒ 毛发移植后，眉形

修复与美容。术中沿黑色素痣边缘切除黑色素痣部分，而后按两个风筝皮瓣设计修复，术中见外观

较扁平。拆线后出院，给抗瘢痕治疗，半年后来院行眉再造，眉再造成功后，病人非常满意。（照

片附后） 

例 2 男 18 岁 左眉部黑色素痣 18 年。因考入高校来院求治。入院后常规检查择期手术。术前同样

有数种治疗方案。但病人家长要求不损伤前额皮肤为好。故术中切除病变后，创周稍加分离，给以

行皮下拉拢缝合。创面缩小约三分之一。彻底止血，在同侧耳后取全厚皮片修复创面。打包包扎术

毕。计划半年后行局部眉再造。 

结果 通过综合治疗眉部缺损，取得良好效果。 

结论 整合医学是以人为本的系统诊疗体系，整形外科也应遵循整合医学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手术

切除病变组织后，修复创面和重建功能时应兼顾美容效果（尤其是颜面等外露部分），需要结合整

形、美容外科和美容皮肤科等医学资源，制定包括手术、药物、理疗、康复和美容等系统惯序治疗

方案，使患者手术部位的外形和功能，尽可能完美，避免其产生残缺心理和自卑感，最终达到身心

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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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20 

人工真皮移植后创面愈合质量的初步评价 

 
傅跃先,赵燕妮,袁心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400014 

 

目的 初步了解人工真皮（PELNAC）移植后创面愈合质量，初步探讨剪切波超声弹性成像用于评价

皮肤质量与瘢痕组织性状的可行性。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随访 PELNAC 移植后病例 12 例，女 8 例，男 4 例，年龄 5.23 

± 2.98 岁；检测 22 个不同部位瘢痕。随访时间最短术后 1 月，最长术后 22 月。采用大体观察、

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分并以剪切波弹性成像测量杨氏模量。 

结果 22 个部位瘢痕的温哥华瘢痕量表（VSS）评分 8±1.41 分，其中评分最低 3 分，最高 14 分；

随访病例中，瘢痕脱屑占部位比 68.18%，占人数比 91.67%；瘙痒占部位比 72.73%，占人数比

66.67%，功能障碍占部位比 45.45%，占人数比 66.67%。瘢痕弹性成像与瘢痕温哥华评分相关系数

r=0.539（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组 PELNAC 移植后的大部分愈合创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瘢痕增生，且大面积、Ⅲ度、感染创面

愈合后瘢痕增生较明显，部分病例 VSS 评分较高。剪切波弹性成像有望成为瘢痕性状、皮肤质量检

测的方法。在目前缺乏更好同类替代品的情况下，临床上仍需以 PELNAC 处理深度创面的修复问

题。 

 

 

PO-0821 

重组人生长激素对低龄儿重度烧伤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 

 
邱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400014 

 

目的 研究重组人生长激素对低龄儿重度烧伤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7 月到 2017 年 7 月收治的符合入选标准的大于重度烧伤（面积≥15%TBSA，

深度≥浅Ⅱ度的热液烫伤）患儿 28 人，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分为实验组 15 人和对照组 13 人。对照

组：入院后给予患儿早期抗休克、抗感染、创面护理等治疗。实验组：除了给予对照组相同治疗

外，于入院后第 3 天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0.2U/Kg.d 皮下注射，每晚睡前 1 次，连续 7 天治疗
[1-3]

。各组患儿 rhGH 治疗前、治疗后第 3 天、第 7 天抽取两组外周静脉血（白细胞吞噬功能、

CD3+、CD4+、CD8+、CD4+/CD8+、NK、血糖）了解其变化情况。对计量资料 X2 分析，计数资料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配对 T检验。 

结果 （1）实验组用药后第 3 天、用药后第 7 天血糖水平均高于用药前（P<0.05）见表 2.1.2，但

两组对比无统计学差异。（2）实验组 CD8+值用药后第 7 天降低，P=0.04<0.05 有统计学差异；

CD3+、CD4+值用药后第 3 天、第 7 天升高，P<0.05 有统计学差异，且用药后第 3 天、第 7 天，

rhGH 治疗组较对照组高，P<0.05 有统计学差异。（3）实验组 IgA、IgM、IgG、C3 值用药后第 3

天、第 7 天较用药前升高，P<0.05 有统计学差异；两组比较，IgA、IgM、IgG、C4 用药后第 7 天升

高，P<0.05有统计学差异。（4）两组比较 NK细胞、白细胞吞噬功能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rhGH 能促进 CD3+、CD4+释放、降低 CD8+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同时提高免疫球蛋白水平提高

体液免疫功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减轻炎症反应，可以用于临床治疗儿童重度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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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22 

静脉注射用人血丙种球蛋白在儿童严重烧伤中的应用 

 
袁心刚,傅跃先,田晓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400014 

 

目的 探讨使用静脉注射用人血丙种球蛋白（IVIg）治疗儿童严重烧伤感染的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单位从 2011 年 1月至 2015 年 12 月使用 IVIg治疗儿童严重烧伤感染患儿 14例

（IVIg 组）的临床资料，对性别，年龄，体重，烫伤面积及深度，以及患儿的血常规、肝肾功、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创面培养及血培养等资料进行分析，与同期 10 例未使用

IVIg治疗的患儿（对照组）进行对比。 

结果 两组患儿均为Ⅱ度烧伤，年龄、体重、面积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治疗前，IVIg 组患儿的体

温（39.2±0.91℃）明显高于对照组（37.7±0.71℃）且有统计学差异， IVIg 组的 WBC

（ 15.48±9.35*109/L ） 、 中 性 粒 细 胞 比 例 （ N ， 0.65±0.19 ） 、 血 小 板 计 数 （ PLT ，

302.93±143.5*109/L）、PCT（8.65±13.74ng/ml）与对照组比较（WBC10.81±5.32*109/L, N 

0.65±0.08, PLT 378.31±159.44*109/L, PCT1.52±0.80 ng/ml）没有统计学差异，但 IVIg 组的

CRP（34.79±21.94 mg/L）显著高于对照组（CRP15.80±5.63 mg/L）；治疗后，IVIg 组的体温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37.7±0.79℃）且具有统计学差异，CRP(14.64±10.05 mg/L)、PCT(0.67±0.66 

ng/ml)也明显降低，且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面积深度相当的烧伤患儿，可能出现对烧伤不同的炎症反应；IVIg 能有效的改善严重烧伤患

儿的症状，降低炎性指标。 

  

 

PO-0823 

近端蒂隐神经筋膜皮瓣临床应用体会 

 
张彦标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隐神经营养血管筋膜皮瓣文献报道多见用其远端蒂皮瓣逆行修复足踝部创面，但我们在临床

应用中发现其近端蒂皮瓣用于修复胫前、膝周和腘窝创面非常方便，而且皮瓣的切取简单，动脉供

血充分，因皮瓣含大隐静脉其静脉回流好，无静脉回流障碍之虞。2010 年开始，我们已成功完成

23例，取得满意效果。 

方法 首先确定皮瓣轴心线，即隐神经走形线，与大隐静脉走形线相同。可借助彩超探查标出大隐

静脉走形线。其次要确定隐动脉穿出点的位置，在股骨内上髁后缘，可借助 Doppler 探查定位。皮

瓣旋转轴点位于皮瓣轴心线上，不超过隐动脉穿出点的位置，具体根据创面的位置决定。皮瓣周缘

较创面大 1cm 左右。蒂部宽度一般不超过瓣体宽度，可做到 3-4cm 宽【1】，以旋转后蒂部不明显

打折为宜。 

皮瓣切取  仰卧位，全麻或硬膜外麻醉，不上止血带。先处理瓣体，于皮瓣最远端切开皮

肤、皮下及深筋膜，找到大隐静脉，结扎、切断，不用刻意去找隐神经，在深筋膜下分离，将大隐

静脉包含在内，隐神经自然在皮瓣内。将深筋膜与皮下缝合数针，以防深筋膜与皮肤分离。沿瓣体

及蒂部两侧设计线切开，在深筋膜下将整个皮瓣掀起、旋转到创面受区、缝合（如图 2）。供区植

皮，打包加压。受区皮瓣弹性绷带稍加压包扎，术后避用止血药，连续 3 天输注低分子右旋糖苷及

活血化瘀药物，辅以 TDP烤灯以改善微循环。注意观察皮瓣血运，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结果 本组 23 例，皮瓣均全部成活，无一例出现供血和静脉回流障碍。总体结果满意。蒂部不臃

肿，无需二次手术修簿。 

结论  

1 近端蒂隐神经筋膜皮瓣动脉供血可靠，静脉回流充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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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简单，无需复杂的血管解剖，只要将大隐静脉标出，旋转点不超过腓动脉穿出点，在深筋膜

下解剖即可；皮瓣切取面积大，蒂部可以做得较长，旋转方便，手术均一期完成，无需二次手术修

簿或修整蒂部；不牺牲下肢主要血管。 

3 术前应通过彩超确定深静脉通畅；术前设计应尽量将大隐静脉置于皮瓣中心线；术中应将深筋膜

与皮下缝合几针，以免深筋膜与皮下脱离；皮瓣转移时蒂部不可过紧，明道转移。 

 

 

PO-0824 

重组人生长激素对婴幼儿重度烧伤创面愈合时间影响的研究 

 
丁雄辉,梅爱莲,邱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400014 

 

目的 生长激素是人体重要的促合成代谢激素，本研究旨在探讨重组人生长激素对婴幼儿重度烧伤

创面愈合时间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7 月到 2017 年 7 月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年龄小于 3 岁的重度烧伤

（15%TBSA≤面积≤25%TBSA，深度≥浅Ⅱ度的热液烫伤）患儿 26 人，采用随机对照方法配对分组

为实验组 13 人和对照组 13 人。对照组：入院后给予患儿早期抗休克、抗感染、创面护理等治疗。

实验组：除相同治疗外，于伤后第 3 天重予组人生长激素（rhGH）0.2U/Kg.d 皮下注射，每晚睡前

1 次，连续 7 天治疗。评价各组创面愈合时间、药物不良反应、创面细菌培养检出率、细菌分布。

对计量资料 X2分析，计数资料配对 T检验。 

结果 1）rhGH 组创面愈合时间 25.85±4.59 天，对照组创面愈合时间 28.23±4.73 天，rhGH 组创

面愈合较快，但两组比较愈合时间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236>0.05）；2）药物不良反应：rhGH

组治疗第 7 天空腹血糖水平（6.85±0.74mmol/L）较对照组（6.28±0.33mmol/L）有升高，但两组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转氨酶、电解质等生化代谢指标两组无统计学差异；3）两组患儿

受伤时、伤后第 7 天前后对比创面细菌检出率变化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56>0.05)，26 例患儿中

有 5 例使用泰能抗感染治疗，2 例使用万古霉素抗感染治疗，但所有患儿均未发生创面感染；4）

两组患儿中受伤时检出细菌 12 株：G+菌 7 例，包括葡萄球菌 5 例（表皮葡萄球菌 3 例，溶血葡萄

球菌各 2 例)、粪肠球菌 1 例；G 一菌 4 例为鲍曼不动杆菌；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1 例。伤后第 7 天

检出细菌 17 株：G+球菌 13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5 例、表皮葡萄球菌各 4 例、肺炎克雷伯菌 3 例、

腐生葡萄球菌 1例），铜绿假单胞菌 3例；热带假丝霉菌 1例。 

结论 rhGH 有一定程度的促进创面愈合作用，能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其应用于治疗儿童重度烧伤是

安全的。但由于本实验样本量小，rhGH 临床治疗儿童重度烧伤的应用推广还需大量临床研究中证

实。 

 

 

PO-0825 

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在呼吸道烧伤中应用的临床观察 

 
李延仓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在呼吸道烧伤呼吸道粘膜修复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临床随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实验组 20 例，应用 5ml0.9%氯化钠注射液溶解重组人碱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3.5 万单位，应用注射器经气管切开处缓慢滴入气道内，每 12 小时一次。对

照组 15 例，单纯应用 0.9%氯化钠注射液滴入气道内，每 12 小时一次。伤后四天，7 天，10 天，

14天，24天应用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气道粘膜恢复情况。 

结果 实验组气道粘膜较对照组修复时间缩短 3-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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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入治疗，对吸入性损伤患者的气道粘膜修复有促进作

用。 

 

 

PO-0826 

一氧化二氮-氧气混合吸入镇痛在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金昌丹,陈昭宏,陈舜,李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总结分析一氧化二氮-氧气混合吸入镇痛在烧伤创面处理中的应用。 

方法 收集我科 2017.07-2017.12 期间烧烫伤收住入院患者 62 例，随机分为常规换药组，一氧化二

氮-氧气混合吸入镇痛换药组，监测患者换药前中后平均动脉压（MAP），心率、呼吸,并按数字疼

痛分级法进行疼痛评分，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31 例笑氧混合气吸入镇痛辅助下创面换药患者平均动脉压（MAP）(mmHg)，心率、呼吸频次

变异均低于常规换药时表现，疼痛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换药。6 人/次笑氧混合气吸入期间出现恶

心/呕吐不良反应。 

结论 1.一氧化二氮-氧气混合吸入镇痛应用于烧伤换药能取得较满意的镇痛效果，从而提高患者医

疗舒适度和依从性，并对取得良好预后产生积极影响。2.一氧化二氮-氧气混合吸入前常规禁食 4

小时是必要的。  

  

 

PO-0827 

重度烧伤吸入性损伤的治疗观察 

 
金昌丹,王顺宾,林建昌,楼非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总结分析烧伤导致重度吸入性损伤的治疗经验。 

方法 收集我科 2017.01-2017.12 期间因烧伤导致重度吸入性损伤收住烧伤 ICU 患者 25 例，统计患

者死亡率，气切人数、纤维支气管镜吸痰频率，肺炎发生率、肺炎持续时间，拔管时间，拔管成功

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全部患者入院后即行急诊气切，死亡 1 例，所有病人每天纤支镜吸痰 1-2 次。14 例并发肺

炎，拔管时间 2周内 7例，2到 4周 10例，大于 4周 8例。 

结论 1.纤维支气管镜辅助治疗重度吸入性损伤能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2.肺部炎症并非吸入性损

伤气切拔管的禁忌症；3.积极早期拔管对控制肺炎效果显著；4.肺炎发证率与吸痰次数并不呈负相

关，应根据具体病情行个体化治疗。 

  

 

PO-0828 

负压吸引治疗在深二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金昌丹,陈舜,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分析总结负压吸引技术在深二度烧伤创面的治疗经验，最大程度提高创面愈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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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本科 2017 年 5 月至～2018 年 1 月收治的 29 例深二度烧伤并进行创面负压吸引治疗的患者

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所有患者伤后 3 天内将深二度烧伤创面清创后使用负压装置（武汉 VSD

公司产品）将创面进行封闭持续负压吸引,5-7 天进行再次清创+更换负压，根据病情及创面愈合情

况，部分患者加用凡士林纱布覆盖创面后再行负压封闭，部分患者负压吸引 2周后改常规换药。 

结果 1.早期创面封闭持续负压吸引能显著加快创面基底转红润；2.持续负压时间超过 2 周的患者

部分出现创面肉芽化，影响创面上皮化愈合；3.清创后创面先予凡士林纱布覆盖可减轻创面基底的

肉芽化，有助于创面上皮化愈合；4.创面基底转红润后常规换药效果较好。 

结论 封闭持续负压吸引在创面早期治疗中效果显著，但负压吸引时间过长同时会带来创面肉芽化

倾向增加，影响周围上皮修复，治疗过程中因视创面具体情况及时使用保护敷料（凡士林）或去除

负压改常规换药。 

  

 

PO-0829 

严重烫伤大鼠红细胞趋化因子及其受体表达的改变及其与 炎症

介质的关系 

 
陈晓东,李陟,江琼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烫伤后大鼠红细胞中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和相关炎症因子的变化规律，探讨它们相互间的

关系和作用机制。 

方法 清结型雄性 SD 大鼠 42 只，随机分成烫伤组和假烫组。烫伤组分 6 个时相点（1h、3h、6h、

12h、24h、48h），造成背部 30%TBSA Ⅲ度烫伤创面。Western Blot 法检测红细胞 DARC 蛋白表

达。用 ELISA法检测红细胞趋化因子水平及血浆中趋化因子和炎症介质的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烫伤后红细胞 DARC 蛋白量表达呈显著下降；红细胞 IL-8 水平在伤后 1h 和

48h 呈显著性升高，但伤后 3h 至 24h 呈不同程度下降；红细胞 MCP-1 水平在伤后 1h 起呈下降趋

势，其中 3h 呈显著下降，而伤后 48h 则呈显著性升高；红细胞 RANTES 水平从伤后 1h 起均呈显著

性下降。 

结论 烫伤后大鼠红细胞 DARC 表达减少，可能是导致伤后血中趋化因子和相关炎症介质上调的原因

之一，提示红细胞 DARC可通过调控趋化因子水平参与烫伤后炎症反应。 

  

 

PO-0830 

严重烫伤大鼠单个核细胞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基因表达谱的变化 

 
陈晓东,李陟,江琼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烫伤后大鼠单个核细胞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基因表达谱的变化，并筛选差异基因。 

方法 建立大鼠 30%深Ⅱ度烫伤模型，应用 PCR 芯片技术检测单个核细胞中 84 个趋化因子及其受体

和相关因子 mRNA的表达。 

结果 烫伤后 6h、24h 和 48h 共同上调基因有 PPBP、BDNF 、CX3CL1；共同下调基因有 CCL17、

CCL4、CCL5、CCL6、CCL9、CXCL10、CXCL11、CCR3、C5、CSF2、CX3CR1、GDF5、HIFLA、IL-16、

IL-18、IL-4、INHA、INHBB、XCL1。 

结论 烫伤后 84 个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和相关因子基因中有 22 个基因表达具有显著差异，可为烫伤

后相关炎症信号通路的筛选和临床免疫治疗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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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31 

芦荟烧伤膏对小鼠深二度烫伤创面 TGF-β 和 EGFL7 表达的影响 

 
陈晓东,李建学,江琼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芦荟提取物对小鼠烫伤创面修复过程中 TGF-β和 EGFL7的影响。 

方法 c57bl/6 小鼠 96 只, 建立深Ⅱ度烫伤模型，随机分为 4 组，分别为芦荟多糖膏组和芦荟基

质、磺胺嘧啶银、生理盐水等三个对照组,并于烫伤后 3d、7 d、10d、14 d，HE 染色观察创面愈合

情况，ELISA检测创面匀浆中 TGF-β、EGFL7含量。 

结果 烫伤后 7d、10d、14d，芦荟烧伤膏组的创面愈合情况明显优于芦荟凝胶、磺胺嘧啶银、生理

盐水等对照组；烫伤后 3d、7d、10d 芦荟烧伤膏组创面中 TGF-β 含量较对照组显著增加，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在烫伤后 7 d、10d、14d 芦荟烧伤膏组创面中 bFGF 含量较对照组显著增加，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芦荟烧伤膏能通过增加烫伤创面组织的 TGF-β、EGFL7表达,促进烫伤创面组织的愈合。 

 

 

PO-0832 

芦荟多糖通过 PKC/ERK 信号通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 

作用机制 

 
陈晓东,李建学,江琼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芦荟多糖通过 VEGFR-2 介导的 PKC 信号通路调控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及其促进创面愈合的

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 HUVECs,按芦荟多糖浓度和加入 PKC 抑制剂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0mg/L)、芦荟多糖

组(100,200,400mg/L)、空白抑制剂组(0
+
mg/L,Go6983,10nM)、含芦荟多糖抑制剂组(100

+
,200

+
,400

+ 

mg/L；  Go6983,10nM)；抑制剂组加入药物作用前，使用 FPP(10mM)预处理 30min 以完全阻断

Ras 通路；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细胞 PKC、Erk1/2 以及 p-PKC 和 p-Erk1/2 蛋白表达水平,q-PCR

检测各组细胞 PKC和 ERK2 mRNA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芦荟多糖组 PKC、Erk1/2 蛋白表达及其磷酸化水平明显增强,空白抑制剂

组 PKC、Erk1/2 蛋白表达及其磷酸化水平明显减弱；与空白抑制剂组比较,芦荟多糖抑制剂组。与

空白对照组比较,芦荟多糖组 PKC mRNA、ERK2 mRNA 表达水平呈明显增加,空白抑制剂组 PKC 

mRNA、ERK2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含芦荟多糖抑制剂组 PKC mRNA、ERK 

2mRNA的表达水平也呈明显增加。 

结论 芦荟多糖能有效刺激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其作用途径之一是通过促进 PKC 蛋白的表达及其

磷酸化，引起 MAPK级联反应，调控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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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33 

重度特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的病情观察及护理 

 
何文娉

1
,罗远凤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预防重度特重度烧伤患者休克的发生。 

方法 通过对重度特重度烧伤患者神志、精神状态、生命体征及尿量等的观察，及时发现患者的病

情变化，并及时、准确的采取相应护理措施。 

结果 本组 32例重度特重度烧伤患者无一例因病情观察及护理措施不到位而导致休克的发生。 

结论 对重度特重度烧伤患者而言，细心的病情观察，及时、准确的采取相应护理措施，是重度特

重度烧伤患者平稳度过休克期的重要保证。 

 

 

PO-0834 

天然生物合成敷料对促进创面愈合的研究进展 

 
李荣府

1
,陈晓东

2
 

1.泉州市第一医院,362000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医用敷料是指用于覆盖烧(烫)伤、创伤、坏疽等导致的各类皮肤创面的覆盖物，它避免创面直

接与外界环境接触，防止周围组织细菌定植，为创面提供微湿环境有利于促进创面愈合和缩短恢复

周期，减轻疼痛
[1,2]

，因此可替代受损的皮肤起到暂时性屏障作用，在各类创面康复中起重要的作

用。目前医用敷料的发展非常迅速, 种类繁多且各有优缺点，本文就近年来常见的几种天然生物合

成医用敷料的相关研究及其进展进行梳理和总结。 

 

 

 

PO-0835 

胶原蛋白-壳聚糖纳米银抗菌敷料性能及深 II 烫伤创面修复的 

影响 

 
陈晓东

1
,李荣府

2
,江琼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2.泉州市第一医院,362000 

 

目的 研究胶原蛋白壳聚糖纳米银烧创伤抗菌敷料的性能，探讨其对深 II烫伤创面修复的作用。 

方法 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衍射仪观察胶原蛋白壳聚糖纳米银敷料结构以及其表面纳米银的分

布；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分析敷料中纳米银的释放情况；同时检测该敷料抗菌性能及吸水性

能。SD 大鼠 66 只，每只大鼠背部制作四个深 II°烫伤创面，随机分为 1 个 N 组（正常对照组），

5 个实验组为 A 组（磺胺嘧啶银）、B 组（生理盐水）、C 组（壳聚糖敷料）、D 组（胶原蛋白壳聚

糖敷料）、E 组（胶原蛋白壳聚糖纳米银敷料），测定各组创面愈合率； HE 染色观察其病理改

变；ELISA法检测各组创面组织中生长因子及炎症因子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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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胶原蛋白壳聚糖纳米银敷料表面可检测到均匀的银纳米粒子，敷料纳米银释放率在 1%左右；

胶原蛋白壳聚糖敷料对绿脓杆菌、大肠杆菌、金葡菌抑菌作用，且吸水性能较强。动物实验表明：

C、D 和 E 组敷料均能明显促进深 II 度烫伤创面的愈合，D 和 E 组创面 VEGF 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实验

组；各实验组 EGFL7 水平在伤后第 14d 后均呈显著性上升；各实验组创面组织中炎症因子水平在伤

后均呈不同升高。 

结论 胶原蛋白壳聚糖纳米银敷料则具有一定抗菌性能，能促进深 II 度烫伤创面愈合，并调控创面

组织生长因子生成和炎症反应。 

 

 

PO-0836 

掌背动脉穿支皮瓣修复手指深度烧伤创面 

 
张晓启 

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掌背动脉远端皮支皮瓣修复手指深度烧伤的临床效果。 

方法 利用 2~4掌背动脉远端皮支皮瓣修复 26例患者 31个深度烧伤手指创面。 

结果 除 1 例皮瓣远端尖部出现坏死，皮瓣全部成活。获 6~12 个月随访，皮瓣质地柔软，外形和功

能满意。 

结论 掌背动脉远端皮支皮瓣操作简单，外形和功能良好，是修复手指深度烧伤创面的良好办法。 

 

 

PO-0837 

臀部穿支皮瓣修复骶尾部深度创面的疗效观察 

 
张晓启 

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臀部穿支皮瓣修复骶尾部深度创面的方法及效果。 

方法 采用臀上或臀下穿支皮瓣修复骶尾部深度创面共 13 例。皮瓣面积为 7 cm× 8 cm~10 cm×18 

cm，覆盖创面大小为 5 cm× 6 cm～6 cm×14 cm。 

结果 皮瓣全部成活，随访 6 个月~1 年，皮瓣质地良好，臀部外形不臃肿，对称性好，下肢伸髋功

能无影响。供区愈合良好。 

结论 臀上或臀下穿支皮瓣血运可靠，设计灵活，手术切取简便安全，保留臀大肌，供区无须植

皮，是修复骶尾部深度创面的理想方法。 

 

 

PO-0838 

足背中间皮神经营养血管远端蒂皮瓣修复足趾深度烧伤 

 
张晓启 

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足背中间皮神经营养血管远端蒂皮瓣修复足趾深度烧伤的临床效果。 

方法 利用足背中间皮神经营养血管远端蒂皮瓣修复 8例患者 10个深度烧伤足趾创面。 

结果 皮瓣全部成活。获 6~12个月随访，皮瓣质地柔软，外形和功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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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足背中间皮神经营养血管远端蒂皮瓣操作简单，外形和功能良好，是修复足趾深度烧伤创面

的良好办法。 

 

 

PO-0839 

负压吸引治疗糖尿病足方法探讨 

 
楼非红,王顺宾,王子恩,林建昌,许艺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分析总结负压吸引技术在糖尿病足的临床效果，负压吸引技术成为糖尿病足治疗重要方法。 

方法 对本科 2011 年 1 月至～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116 例糖尿病足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按照 Wagner 分级，其中Ⅱ级 23 例，Ⅲ级 34 例，Ⅳ级 53 例，Ⅴ级 6 例。根据病情，经控制血糖、

抗感染、改善血循环、营养支持等治疗，给予创面换药、清创术、封闭式负压吸引、自体皮移植、

邻近皮瓣修复方法治疗。 

结果 WagnerⅡ级患者 18 例愈合；WagnerⅢ级患者 27 例愈合；WagnerⅣ级患者 42 例愈合，8 例行

半足截肢术；WagnerⅤ级患者 3例行小腿中上段截肢术。 

结论 负压吸引技术有效减少糖尿病足坏死组织吸收，促进肉芽组织生长创面愈合，成为糖尿病足

治疗重要方法。 

  

 

PO-0840 

气管切开治疗上呼吸道梗阻疗效观察 

 
楼非红,杨际慧,王顺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烧伤合并上并上呼吸道梗阻临床治疗法。 

方法 对 113 例吸入性损伤合并上呼吸道梗阻患者治疗，其中采用预防性气管切开 67 例，紧急气管

切开 26例。通过对气管切开两种不同手术方法进行对比。 

结果 预防性切开组烧伤同积大，但手术前后生命体征相对平稳；紧急切开组烧伤面积小，入院时

间晚，术前生命体征、呼吸情况不平稳，术后通气、换气功能明显改善。 

结论 1、2 度上呼吸道梗阻一般不考虑气管切开，3 度应随时准备气管切开，4 度应立即切开，对

呼吸道梗阻进行性加重应尽早气管切开。 

  

 

PO-0841 

1737 例小儿烧伤流行病学分析 

 
蒋薇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研究该地区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特点，预防小儿烧伤的发生及提高小儿烧伤的治愈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2017 年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 1737 例住院烧伤患儿的临床资

料，对患儿性别、季节、地区、年龄、烧伤原因、部位、面积、严重程度、院前救治情况、预后及

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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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收治患儿 1737 例，其中男约占 63.2%（n=1098）,女占 36.8%（n=639），男：女=1.77：

1，男性患儿明显高于女性；夏冬季节发病率稍高，分别占 26.0%，25.6%；患儿来自合肥市占

40.7%（n=758），所有患儿中大部分来自农村占 81.8%（n=1420）；1~3 岁是小儿烧伤好发年龄

段；热液（尤其开水）为主要致伤原因，不同年龄段烧伤原因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烧伤部位以四

肢 45.4%（n=1828）为主，平均 TBSA 约 13.24±11.25（%），烧伤严重程度以中重度为主，分别占

67.6%、15.6%；院前救治合理率 32.8%（n=569）；治愈及好转分别占 51.1%（n=888）、47.7%

（n=828），不同季节、年龄段、地区与预后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根据小儿烧伤的特征，家庭及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小儿烧伤的发生共同努力，小儿烧伤后根据

影响小儿烧伤愈合的因素，采取合理的治疗措施来提高救治的成功率。 

 

 

PO-0842 

大面积烧伤病人护理 

 
李薇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例大面积烧伤病人的临床资料。 

结果 经过精心的治疗与护理，病人均好转出院，体质恢复快，并发症少，疗效好，未发生休克、

感染等症状，无明显心理障碍。 

结论 大面积烧伤病人护理得当，能促进病人的早日康复，降低死亡率。 

  

 

PO-0843 

Inhibition of autophagy enhances SMI-4a induced growth 

inhibition and apoptosis of melanoma cell 

 
Dalun Lv

1
,Lei Chen

1
,Heli Wang

1
,Wei Ding

1
,Wenbei Liu

2
 

1.Department of burn and plastic surge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 

2.Dermatological department，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act role of proviral integration site for Moloney 

murine leukemia virus-1 (PIM-1) on autophagy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in melanoma. 

Methods mRNA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with Reverse transcription-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ELISA)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Cell viability was 

evaluated with cell counting Kit 8 assay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and Caspase 3/7 activity assay were used to determine 

apoptosis. 

Results Our study found that pharmacological inhibition of PIM-1 with SMI-4a 

suppressed cell viability and induced apoptosis in melanoma cell lines A375 and G361. 

SMI-4a also induced autophagy through inhibiting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 

(PI3K)/AKT/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axis in melanoma cells. Furthermore, 

inhibition autophagy by autophagy inhibitor chloroquine potentiated SMI-4a-inducing 

inhibition of tumor growth and promotion of apoptosis in melanoma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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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MI-4a induced protective autophagy through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in melanoma cells and combination of SMI-4a plus 

autophagy inhibitor might be a novel alterna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melanoma. 

cells. Furthermore, inhibition autophagy by autophagy inhibitor chloroquine 

potentiated SMI-4a-inducing inhibition of tumor growth and promotion of apoptosis in 

melanoma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PO-0844 

RNAi-mediated HSDL2 silencing suppresses cell 

proliferation in human melanomas due to dysregula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related pathways 

 
Dalun Lv

1
, Lei Chen 

1
, He-Li Wang 

1
,Ding Wei Ding 

1
, Wen-Bei Liu

2
 

1.Department of burn and plastic surge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 

2.Department of Dermato-Venerology， Wann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SDL2 on the genesis,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melanoma. 

Methods Identification of HSDL2 signaling pathway and interaction molecule in melanoma 

by second-generation sequencing and immunoprecipitation. 

Results Hydroxysteroid dehydrogenase-like 2 (HSDL2) is a protein containing sterol 

carrier protein 2 (SCP2) domain localized in peroxisomes, which indicated that HSDL2 

might be a fatty acid regulatory factor. Here, we revealed that lentiviral-mediated 

HSDL2 knockdown showed that HSDL2 downregulation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in human 

melanomas A375 cell line,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and promoted cell apoptosis.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vided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for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SDL2 overexpression and melanomas progression and provided possible 

mechanisms underlying HSDL2-mediated melanomas growth.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SDL2 might serve a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melanomas treatment in the 

future. 

  

 

PO-0845 

负压封闭引流术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回顾性分析 

 
江澜,辛国华,张友来,曾元临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压力性溃疡创面患者的资料，探讨负压封闭引

流治疗难愈性创面的效果 

方法 对 118 例压力性溃疡创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资料中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是

否使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再分为 VSD 治疗组和对照组，对患者从入院至满足条件行二期手术（临近

皮瓣转移术或植皮术）的时间和手术封闭创面后患者创面的愈合效果做出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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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压力性溃疡创面组中，VSD 治疗组从入院至满足条件行二期手术所需时间为 12.89±7.064

天；对照组从入院至满足条件行二期手术所需时间为 19.83±10.897 天。经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t=-4.203，P＜0.01,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压力性溃疡创面组中，行手术治疗封闭创面 2 周后，VSD 治疗组中有 48 例痊愈，16 例显效，6 例

无效，治愈率为 68.57%；对照组中有 28 例痊愈，10 例显效，10 例无效，治愈率为 58.33%。经

Wilcoxon秩和检验， P<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能加快创面肉芽组织生长速度，显著的缩短患者从入院至行二期手术封闭

创面所需的时间。且对比于传统的清创换药治疗方式比，行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联合皮瓣或植皮术治

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效果显著提高。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是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一种简单、有效的

方法。 

  

 

PO-0846 

康惠尔水胶体敷料对浅二度及小面积烧伤的疗效观察 

 
喻卫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讨康惠尔水胶体敷料对浅二度及小面积烧伤的效果。 

方法 选取 40 例浅二度烧伤患者和 40 例小面积烧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 20 例浅二度烧伤患

者分为实验组，另外 20 例浅二度烧伤患者分为对照组。20 例小面积患者分为实验组，另外 20 例

小面积患者分为对照组。实验组采用康惠尔水胶体敷料治疗创面，对照组采用磺胺嘧啶银霜，比较

两组患者的换药频率、疼痛评分及创面愈合天数。 

结果 康惠尔水胶体敷料治疗浅二度及小面积烧伤患者，能有效减低换药频率及换药时疼痛，促进

创面愈合。 

结论 康惠尔水胶体敷料治疗浅二度及小面积烧伤患者，能有效减低换药频率及换药时疼痛，促进

创面愈合。 

  

 

PO-0847 

中药水疗加磁疗治疗小儿深Ⅱ度烧伤创面愈合后瘢痕的效果 

 
刘锐 

黑龙江省医院,150000 

 

目的 研究中药水疗+磁疗治疗小儿深Ⅱ度烧伤创面愈合后瘢痕的效果。 

方法 2016 年 1—12 月，黑龙江省医院烧伤科收治的 48 例深Ⅱ度烧伤创面愈合后形成瘢痕患儿符

合本研究入选标准，回顾性分析其病历资料。24 例患儿瘢痕处外用硅酮霜 2 次/d 及全天佩戴弹力

套，设为常规治疗组；另 24 例患儿在采用常规治疗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每 2 天进行 30 min 复春

散 2 号中药水疗 1 次，每天早晚各采用脉冲磁疗仪进行 30~60 min 磁疗 1 次，设为水疗+磁疗组。

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后，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定患儿瘢痕情况，采用 Wong-Baker 面部表情量表评

定患儿瘢痕疼痛程度，采用数字评价量表评定患儿瘢痕瘙痒程度，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患儿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采用运动功能评定量表评价患儿瘢痕所在四肢功能障碍情况。治疗 12

周后，计算患儿畸形发生率。对数据行 t检验、x
2
检验。 

结果 治疗前，常规治疗组、水疗+磁疗组患儿瘢痕情况评分相近；治疗 12 周后，水疗+磁疗组患儿

的瘢痕情况评分为（2.8±0.8）分，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的（3.9±0.8）分（ t=5.725，

P<0.01）。治疗前，常规治疗组、水疗+磁疗组患儿疼痛、瘙痒程度评分相近（t=0.373、0.241，

P=0.712、 0.631）；治疗 12 周后，水疗 +磁疗组患儿的疼痛、瘙痒程度评分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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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21）、（0.73±0.42）分，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的（1.13±0.32）、（1.31±0.43）分

（P<0.01）。治疗前，常规治疗组、水疗+磁疗组患儿 ADL 评分相近；治疗 12 周后，水疗+磁疗组

患儿的 ADL 评分为（67±13）分，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的（48±10）分（P<0.01）。治疗前，常规

治疗组、水疗+磁疗组患儿瘢痕所在四肢功能障碍评分相近（P=0.720）；治疗 12 周后，水疗+磁疗

组患儿瘢痕所在四肢功能障碍评分为（62±9）分，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的（47±8）分

（P<0.05）。治疗 12 周后，水疗+磁疗组患儿的畸形发生率为 8.3%（2/24），与常规治疗组的

37.5%（9/24）比较，明显降低（x
2
=4.25，P<0.05）。 

结论 在外用抗瘢痕药物及压迫治疗的基础上，辅以中药水疗+磁疗可明显减轻小儿深Ⅱ度烧伤创面

愈合后瘢痕增生程度、疼痛程度、瘙痒程度，改善患儿 ADL，促进其功能恢复，降低其畸形发生

率。 

  

 

PO-0848 

人促红细胞生成素对大鼠急性创面转化生长因子 β1/Smad3 信号

转导通路的影响 

 
吕大伦

1
,陈雷

1
,王合丽

1
,丁伟

1
,王帅

1
,徐祥

1
 

1.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目的 探究人促红细胞生成素（human erythropoietin ,HuEPO）对大鼠急性创面愈合关键信号转导

通路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磷酸化 Smad3（P-Smad3)

的影响。 

方法 选取 72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在大鼠背部构建一直径约为 2.5cm 大小圆形创面急性创面动物

模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制模后大鼠随机分成四组，生理盐水（NS)对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

组、高剂量组；四组每天分别外敷生理盐水浸泡后的纱布、50U/mL、100 U/mL、150U/mL 浓度促人

红细胞生成素，治疗 3 d, 7d ,14d 每组分批处死 6 只大鼠，切取创面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化法

检测大鼠急性创面组织各时相点 CD31、TGFβ1 及免疫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大鼠急性

创面组织各时相点 P-Smad3 的表达情况。对数据行析因设计方差分析、t 检验及 Bonferroni 校

正。  

结果 大鼠急性创面在经过 HuEPO 治疗 7d 后后,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大鼠创面愈合率均

显著增加（P < 0.05）。中剂量、高剂量组各时相点 CD31、TGFβ-1 的表达明显高于生理盐水对照

组和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 d 时相点中剂量、高剂量组 P-Smad3 蛋白表达明

显高于生理盐水对照组和低剂量组，7d 中剂量组 P-Smad3 蛋白表达高于生理盐水对照组低剂量组

和高剂量组（P<0.05），但 14d后四组之间 P-Smad3蛋白表达没有差异性（P＞0.05）。  

结论 HuEPO 通过诱导增加创面 CD31 的表达，促进创面血管新生，加快创面肉芽生长。中高浓度

HuEPO 在急性创面愈合早期可促进 TGFβ1、P-Smad3 的表达，激活 TGF-β1/P-Smad3 信号转导通路

促进创面愈合，高浓度 HuEPO 在急性创面持续应用可能使 P-Smad3 的表达下降或抑制，表明 HuEPO

或许可以通过双向调节组织内 TGF-β1及 P-Smad3蛋白的表达来促进急性创面修复。 

>P-Smad3的表达情况。对数据行析因设计方差分析、t检验及 Bonferroni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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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49 

剖腹减压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治愈严重烧伤并发腹腔间隙综合征一

例 

 
程君涛 

泉州市第一医院,362000 

 

目的 探讨剖腹减压术在严重烧伤后腹内高压（IAH）及腹腔间隙综合征（ACS）救治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对一例严重烧伤并发腹腔间隙综合征的幼儿实施紧急剖腹减压术以及联合负压封闭引流

术，总结救治经验及国内外有关腹内高压及腹腔间隙综合征的最新研究进展，探讨严重烧伤后 IAH

及 ACS的临床救治方法。 

结果 剖腹减压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术成功治愈一例严重烧伤并发 ACS病例 

结论  腹内高压（ Intra-abdominal hypertension， IAH）及腹腔间隙综合征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ACS)是包括严重烧伤、创伤在内的多种危重疾病的高危性并发症之一。由

于其发病隐匿、易被忽视，长期以来未能引起临床医师的足够重视，在治疗上容易被表象所误导，

导致治疗措施上的舍本逐末，死亡率高，救治困难。 

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剖腹减压治疗烧伤并发 ACS 的临床病例资料极其少见。我们收集了较全面的

该病例术前、术中、术后以及随访的照片及视频资料，通过对该病例治疗经验的总结，以及国外有

关 IAH 和 ACS 的最新研究进展，提高对烧伤并发 ACS 的认识、治疗措施上的改进，挽救患者生命，

提高危重烧伤治愈率。 

 

 

PO-0850 

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 meek 植皮手术的护理体会 

 
舒自琴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探讨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 meek 植皮手术的护理方法以及了解制皮的经过，为临床实践提

供参考依据 

方法 将 2018 年 6 月至 8 月收治的 16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对其手术护理进行研

究分析 

结果 16例患者经分次手术，加强手术护理，创面愈合，效果良好 

结论 通过加强对大面积深度烧伤 meek 手术患者术前、术中、术后的护理，提高了手术速率，创面

治愈率以及患者的满意度，获得良好的效果。 

  

 

PO-0851 

不同地域烧伤创面霉菌感染差异性的研究 

 
陈丽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地域烧伤患者创面霉菌感染的差异性； 

方法 分别选取我院和西部战区乌鲁木齐总医院烧伤科在 2014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收治的烧伤患者

各 4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命名为西南组（40 例），乌总组（40 例），烧伤面积在 30~80%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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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两组患者均采取 G 试验检测、血液霉菌培养、痰液进行培养及创面分泌物培养，G 实验检测、

三种培养方式阳性结果计算阳性率总和并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西南组各种检测方法总的霉菌感染阳性率为 28.42%，乌总组阳性率为 13.93%；比较两组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不同地区环境下烧伤创面感染率有明显差异，环境湿度及温度是造成感染差异的主要因素，

故改变治疗环境温湿度是预防霉菌感染的重要手段； 

  

 

PO-0852 

烧伤重症监护病房预防多重耐药菌交叉感染的护理体会 

 
陈华玲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总结烧伤重症监护病房预防多重耐药菌交叉感染的护理措施及效果分析。 

方法 回顾 2017 年 2 月～2018 年 2 月我院烧伤监护病房，针对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实施改进感控

方法后的预防交叉感染的护理措施，并进行改进前后目标性监测，对换药车、床头柜、心电监护

仪、工作服进行随机采样。 

结果 改进感控方法前，采集换药车 20 例，菌株分离率 44.44%；床头柜 20 例，菌株分离率

33.33%；心电监护仪 20 例，菌株分离率 50.00%；工作服 20 例，菌株分离率 25%。改进感控方法

后，采集换药车 20 例，菌株分离率 25.00%；床头柜 20 例，菌株分离率 15.38%；心电监护仪 20

例，菌株分离率 0.00%；工作服 20例，菌株分离率 22.22%。 

结论 烧伤重症监护病房是医院多重耐药菌感染最为集中的病房，严格实施有效的预防交叉感染的

护理措施，能有效的降低病房物品的细菌携带率，达到预防重症烧伤患者多重耐药菌交叉感染的发

生率。 

 

 

PO-0853 

护理文书督导团队在提高护理文书书写质量中的应用效果 

 
董连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护理文书督导团队在护理文书书写质量中的作用，分析护理文书督导团队在临床应用中

的效果。 

方法  抽取 2018.01-7 月患者病历 400 份,根据护理文书督导团队是否进行干预分为对照组和试验

组，各 200 份病历, 观察组不予干预，实验组采用护理文书督导团队进行干预，观察两组护理文书

中体温单、医嘱单、护理记录单的缺陷率。 

结果 观察组中体温单、医嘱单、护理记录单缺陷率分别为：10.63%、6.88%、15%, 试验组中体温

单、医嘱单、护理记录单缺陷率分别为：5.36%、2.86%、7.14%  ,试验组体温单、医嘱单、护理

记录单缺陷率明显低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成立护理文书督导团队，提升了护理人员凝聚力和竞争力，提高了护理文件书写的质

量，规范了护理文件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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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54 

双层人工真皮支架在骨、肌腱外露创面修复的应用研究 

 
马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伴有骨、肌腱外露的皮肤软组织缺损创面的修复给临床医生提出了巨大挑战。传统治疗方案

多采用皮瓣移植。但皮瓣移植手术副损伤相对较大、操作风险以及操作难度相对较大，且可能反复

多次手术，增加患者的治疗风险和治疗负担。目前人工真皮支架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多种创面的治

疗，包括烧伤、瘢痕、骨、肌腱外露等创面。Lando®双层人工真皮支架是国内首个适用于大面积真

皮缺损的再生修复与功能重建的人工皮肤组织工程产品。本研究旨在探讨应用兰度双层人工真皮支

架修复材料与自体皮片移植修复小范围骨、肌腱外露创面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2018 年，笔者单位收治骨、肌腱外露患者 5 例。5 例患者一期均对骨、肌腱外露皮肤软组织

缺损创面进行彻底清创，之后用 Lando®双层人工真皮支架修复材料覆盖闭合创面。3 周后，剥离人

工真皮的上层硅胶层，行自体皮片移植术。术后均定期换药和随访。术前统计患者的基本信息、病

情、病史，术后统计人工真皮的存活率、自体皮移植的存活率、移植自体皮的颜色弹性、术区功能

恢复、是否存在感染、血肿、水肿等并发症以及供皮区损伤等。 

结果 5 位患者的骨、肌腱外露皮肤软组织缺损创面经人工真皮治疗均实现较好的重建效果。在人

工真皮应用后第 21 天剥离硅胶层后，观察到人工真皮存活良好，创面形成血运良好的新鲜肉芽组

织。自体皮移植后，4 例患者创面移植皮片完全成活，创面如期愈合，无任何感染或其他并发症。

只有 1 例患者因胫骨外露面积较大，导致有小面积自体皮坏死。经人工真皮和自体皮移植修复的创

面颜色与周围正常皮肤较为相近，皮肤柔软有弹性，功能未见明显障碍。自体皮供区在术后快速上

皮化，损伤小。 

结论 应用 Lando®双层人工真皮支架修复材料与自体皮片移植可有效修复骨、肌腱外露创面，术后

外观良好，术区功能恢复满意，且对自体皮供区损伤小，为小范围骨、肌腱外露创面的修复提供了

新的临床思路和选择。 

 

 

PO-0855 

多学科团队换药模式在手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效果研究 

 
程霞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分析多学科团队换药模式对手部烧伤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在我科住院的手部烧伤患者 80 例，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每组各 40 例。实验组由伤口治疗师为主导的多学科团队换药模式换药，对照组由医生按常

规换药模式换药，对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日常活动能力、生活质量、住院费用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较对照组短，日常活动能力较对照组强，回归社会的生活质量优于对

照组，住院费用较对照组低，结果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多学科团队换药模式的开展，较常规换药模式效果更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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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56 

枸橼酸局部抗凝在严重烧伤患者血液净化治疗的可行性及 

安全性分析 

 
陈华玲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介绍枸橼酸钠局部抗凝（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tion, RCA）在严重烧伤患者进行连

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CBP）治疗中的运用方法，观察 RCA 的有效性及

安全性。 

方法 2014.05-2018.7 我烧伤科 ICU 收治的烧伤并且接受 RCA-CBP 治疗的患者，记录每次治疗的滤

器寿命、非计划性下机事件及下机原因；记录治疗相关的出血、严重酸碱失衡及电解质紊乱、枸橼

酸蓄积事件。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 RCA-CBP 患者 28例，最后有效的 RCA-CBP 病例为 26 例，共完成 91 次治疗，

滤器中位数寿命为 29.0h（IQR 24.0，38.13），非计划性下机的发生率（12.1%）；发生 3 例低离

子钙血症、1 例严重代谢性碱中毒及 2 例严重代谢性酸中毒，2 例枸橼酸蓄积中毒，调整治疗后均

得以纠正，未致不良反应；未发生钠钾磷镁代谢紊乱；未发现治疗相关性出血事件。 

结论 RCA 在 CBP 中的应用操作容易，并且安全有效，非常适合在严重烧伤患者的应用，但在脓毒

性休克合并高乳酸血症的患者慎用。规范性操作程序、监测离子钙及血气分析是其安全性的重要保

证。 

  

 

PO-0857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烧伤科低年资护士临床思维能力的 

研究 

 
黄玉群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烧伤科低年资护士临床思维能力的效果。 

方法 按时间段将 2017 年参加低年资护士培训的 22 人分为对照组，2018 年将参加培训的同一批 22

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按常规的方法由高年资护士理论授课与操作培训，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新增晨间学习、小讲课、建立微信群线上学习，线下翻转课堂、案例教学及情景教学等方法进行临

床教学。 

结果 观察组的理论考核、案例分析、技能操作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临床思维

评价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对教学评价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可提高低年资护士的临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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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58 

针对性护理对预防头面颈部烧伤患者气管插管相关性肺炎的 

应用研究 

 
李茂君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评估针对性护理对头面颈部烧伤患者气管插管相关性肺炎的预防作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我科收治的头面颈部烧伤且在颈部创面处行气管切开术患者 86 名，应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组采用气管切开术后常规护理，试验组采用针对

性护理，观察记录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 

结果 对照组 43 例患者发生肺部感染感染率为 15.3%,试验组 43 例患者发生肺部感染感染率为 4.0%,

试验组患者相关性肺炎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针对性护理的患者

气管插管切口周围菌落数发生明显下降,而且气管导管的前端菌落数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采用针对性护理可以降低头面颈部烧伤患者在气管插管后的相关肺部感染。 

  

 

PO-0859 

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现状调查分析 

 
李天珍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了解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现状 

方法 采用叶旭春等发明的护理临床决策能力测量工具，调查西南医院 2018 年规范化培训护士 80

名，调查内容包括发现问题能力、确定目标能力、决断方案能力、实施决策能力、评价反馈能力五

个方面。 

结果 规范化培训护士发现问题能力合格率 65%   确定目标能力合格率 57 %  决断方案能力合

格率 69 %   实施决策能力合格率 48%，评价反馈能力合格率 63 % 

结论 规范化培训护士决策能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其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运用不够灵活、

对疾病的观察与护理不全面、责任心不强等因素有关。应通过增加培训内容，提高培训质量，以达

到规范化培训护士的目标。 

  

 

PO-0860 

烧伤病房实施每日风险管理记录表的风险管理方法及应用体会 

 
刘廷敏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病房实施每日风险管理记录表的护理风险管理方法，有效规避风险，降低护理风险

发生率，减少风险事件发生，为患者提供优质、安全的护理。 

方法 针对烧伤为突发事件，偶然性等特点，伤情类别繁多、复杂，小儿、老人及大面积烧伤特殊

性，病情多变，易发生跌倒、坠床，管道脱落，病情变化时对病情的及时关注度不足，特殊治疗及

紧急事件处置不规范等意外事件，制定适合烧伤患者的风险管理记录表，并制定相应的有针对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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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规范措施。加强培训，提高护士风险管理防范意识，尤其加强对低年资护士的管理，建立规

章制度，加强患者健康教育。 

结果 使用每日风险管理记录表实施风险管理后，护理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护理意外、护理差错率

显著降低（P＜0.01），患者满意率显著提高。 

结论 针对烧伤病房常见的护理风险，采取特制的烧伤患者风险管理记录表，制定针对性预防措

施，可以降低护理风险发生率，减少风险事件发生。 

  

 

PO-0861 

微型智能输液报警器的研制及临床应用 

 
王颖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研制一种微型智能输液报警器，防止输液滴空的发生，减轻医护和陪护人员对静脉输液的监

控负担。 

方法 采用光电元件对输液管中的液体进行实时检测，并利用现代新型低功耗、低价格单片机构成

智能控制单元，对检测的信号进行智能分析处理。当液体在莫菲氏滴管上段输液管内滴空时发出声

音报警。选取静脉滴注单纯葡萄糖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水溶性维生素（黄色）、脂肪乳剂、血

浆和红细胞悬液病人各 10例，每例重复 3次，进行输液监测，了解该设备的漏报率及误报率。 

结果 通过临床应用，发现该报警器可准确地监测报告各种液体的输注状态，误报率和漏报率均未

超过 2%。 

结论 该报警器可以准确及时地监测输液器滴注状态，防止输液滴空等差错的发生，从而有效减轻

医护和陪护人员对静脉输液的监控负担，提高医疗服务的现代化水平。该仪器安全、低价、灵敏，

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PO-0862 

烧伤患者社会回归满意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伶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烧伤患者的社会回归满意度以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采用 BSHS-B 量表对我科室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 月之间的出院满两

年的患者进行社会回归满意度调查，并对影响社会回归满意度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三

个层次进行递进 logstic回归分析。 

结果 烧伤患者社会回归满意度评分介于 36 分-91 分之间，平均为为 74.38 分，满意度较其他种类

残障患者偏低。三个层次的因素均能影响患者是社会回归满意度（P＜0.05）。生存技能对社会回

归影响最大，其次是家庭因素以及社会支持等。 

结论 烧伤患者待创面封闭稳定后参加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能够显著增强患者的社会回归满意度；

家人对患者适当心理安慰以及鼓励，社会提供必要的定期的随访以及功能锻炼指导，技能培训平台

以及心理咨询平台，能够显著增强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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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63 

集束化护理对降低气道烧伤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效果观察 

 
戴小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烧伤合并吸人性损伤的患者很可能发生肺部并发症，包括反应性呼吸疾病、ARDS 以及肺炎。

吸人性损伤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及有毒物质多，常较早出现进行性低氧血症、肺水肿或支气管炎，迅

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采用常规通气治疗效果欠佳，往往需要用呼吸机行机械通气。VAP 属于 ICU 

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据报道，其发生率约为 9%~70%，病死率约为 20%~70%，对患者的生命危害严

重。患者发生 VAP 后，其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将相应的增加，集束化干预（bundle of care）是

ICU 专业近年来逐渐兴起并推广的护理理念，是美国健康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IHI）最先提出的，旨在为患者提供更好的优化护理服。有研究显示，有效的护理干

预，可明显降低 VAP 的发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我院科 ICU 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患者 46

例，其中，男性 30 例，女性 16 例，年龄 19~68 岁，平均年龄（52.8±7.6）岁；烧伤面积 30-50% 

8 例。烧伤面积 50-80% 22 例,烧伤面积 80%以上 16 例，均合并气道吸入性损伤。均行气管切开、

机械通气治疗 5-36 天。我科优化、细化、规范化护理操作流程，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护理干预措

施，本组病例发生 VAP 6例。 

1.2 护理方法 

1.2.1 成立科室 VAP 预防护理质控小组  科室院感工作的好坏，与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能

力关系密切。由专科护士负责人员院感知识培训、全程质量检查、监督。 

1.2.2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范及消毒隔离制度  

洗手是切断接触传播控制医院感染的最简便最有效的措施。加强病房环境管理,严格探视制度,保持

病房环境清洁,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新鲜,每日通风换气 3 次,每次 30min、病室每日定时用空气

消毒机消毒 3 次并定期做好空气培养监测。病房地面、桌面每日用 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湿擦湿

拖,抹布做到 1 床 1 巾,拖把做好分类标记。尽量减少各种侵袭性操作，若病情需要,医务人员应当

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特别是在实施各种侵入性操作时，应当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和标准

操作规程，避免污染。 

1.2.3 加强烧伤创面护理  正确处理烧伤创面，使用无菌被单，保持外敷料干燥,尤其是颈部烧

伤，加强气管切开周围创面换药，4-6 小时/次，保湿干燥，有污染随时时更换敷料，防止创面分

泌物经切口进入呼吸道引起的肺部感染。 

1.2.4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强心理、呼吸机、气道、口腔等全方面的护理干预，具体护理干预如

下：①心理护理：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由于自身疾病、ICU 病室环境和使用机械通气等因素，容

易产生紧张、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不利于疾病治疗，延长呼吸机使时间，增加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发生的危险性，因此，护理人员应积极与患者及家属进行交流耐心解释机械通气的必要性和作

用，以及机械通气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以消除患者负面情绪，使其能够主动配合治疗和护理，

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的发生率；②呼吸机管道护理：由于呼吸机管道直

接与患者接触，是细菌等微生物寄居和繁殖的主要部位之一，可通过呼吸机管道进入患者呼吸道而

引起感染。因此，除气管导管要一次性使用外，对于长期机械通气患者还需每周更换一次呼吸机管

道和湿化器，湿化器要每日倾倒一次残余液体并进行清洁，对于管道内可见分泌物、血液时要及时

进行更换[2-3]；使用一次性呼吸机管；③气道湿化护理：人工气道建立后患者气道自身湿化作用

随着肺的通气量的增加而降低，容易形成痰痂，增加肺部感染的概率[2]。每日湿化量可根据患者

病情及痰液情况进行调整，湿化器温度应设定为 32~34 ℃，保证吸入气温维持在 28~32 ℃，以促

进支气管纤毛运动[4]④吸痰护理：及时清除口腔、鼻腔及声门下的痰液，对防止痰液误吸引起肺

部感染具有重要意义。正确掌握吸痰时机，由定时吸痰改为根据痰液量吸痰，当患者肺部听诊出现

痰鸣音，呼吸机管道压力升高，患者血氧饱和度降低时，即证明痰液分泌增多，可进行吸痰；吸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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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严格无菌操作。⑤气囊管理，保持气囊压力在 25-30 厘米水柱，每 4-6 小时测压一次。⑥口腔

护理：在进行机械通气时，患者口腔内容易产生分泌物，而这些分泌物容易滋生细菌，引起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的细菌多数来源于口咽部的常驻菌，因此，在机械通气过程中，护理人员要注意对患者

口腔进行清洁，每天 3-4 次口腔护理，漱口液可选用生理盐水、康复新溶液等。⑦体位护理：在患

者病情允许情况下，适当抬高患者头部，约呈 30°~45°，有助于预防胃液反流误吸引起的肺部感

染。⑧肠内营养护理 每次逼饲饮食前或连续使用肠内营养泵过程中 4-6 小时/次检查胃潴留，若胃

残留量＞150ml，暂停肠内营养，防止胃内容物反流误吸。⑩胸部物理治疗 定时翻身拍背有助于附

着在肺泡及支气管壁的痰液脱落更容易排出；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应鼓励其自行主动咳痰；联合使

用震动排痰仪促进痰液排出。 

2 结 果 

2014 年以来我们针对机械通气患者采取连续，系统的护理干预，对于降低 VAP 发生率有明显效

果，我科 VAP感染率由 2013年 29.32‰：下降至 2014年 15.62‰。 

3 讨 论 

集束化护理是一系列护理干预措施，每个措施都经临床证实能提高患者结局，共同实施时要比单独

执行更具有明确的时间性、目标性和序贯性。机械通气具有快速改善呼吸功能的重要作用，被广泛

应用于临床治疗，但其并发症发生率也随之不断提高，其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作为机械通气最严

重的并发症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和病死率，严重危害患者的健康生命安全。通过对我科烧伤

ICU 重度烧伤患者医院感染回顾性分析发现，引起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原因复杂，多与机械通气时

间过长、呼吸机管道污染、口咽部细菌误吸、胃内细菌逆向定植有关，因此，针对 VAP 发生的危险

因素给予有效的护理干预对降低 VAP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PO-0864 

烧伤门诊创面换药疼痛特点调查及疼痛管理策略初探 

 
刘春梅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烧伤门诊患者疼痛情况调查。 

方法  制定烧伤门诊患者疼痛调查表，对在烧伤门诊行创面换药治疗的有认知能力的，且自愿参

加本研究的各类烧伤患者，从包括性别、年龄、工种、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等患者的一般情况；伤

情相关情况：如受伤时间及原因、部位、大小、深度等；综合应用多种疼痛程度评估方法进行疼痛

程度的评估，并进行疼痛记录：包括换药前、换药中、换药后即刻的疼痛及变化情况；患者自行缓

解疼痛的方法等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 共调查了 24 例年龄在 12-62 岁之间，烧烫伤深度为浅Ⅱ°-深Ⅱ°的门诊患者。患者疼痛明

显缓解时间为伤后 5-8 天；患者自行缓解疼痛的方法主要是以忍受为主，并不愿意服用相关的药物

进行镇痛。 

结论 通过对门诊烧伤患者换药疼痛特点进行调查，明确烧伤疼痛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初步的

疼痛管理策略，能更确定好的治疗方案，以完善门诊换药疼痛管理。 

 

 

PO-0865 

特殊部位烧伤患者的心理特点及护理干预对策 

 
聂仕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究特殊部位烧伤患者心理特点与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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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本院 2013 年 3 月~2016 年 8 月间收治的 50 例特殊部位烧伤患者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入

院、治疗、出院时的心理特征，给予相应的护理对策。 

结果 所有患者均治愈，入院时焦虑与抑郁评分及自尊心水平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掌握特殊部位烧伤患者不同时期的心理特点，可使护理对策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改善预

后，缩短治疗时间，值得进一步研究。 

 

 

PO-0866 

我院烧伤病房创面治疗中心的建立与运行管理实践 

 
陶利菊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通过创面治疗中心的建立和运行管理实践，进一步探讨伤口护士工作模式和创面治疗中心运

行管理方式。 

方法 通过规范工作职责、治疗过程和操作标准，进行流程管理、耗材管理、会诊管理和风险管

理，并开展延续护理。 

结果 两年间创面处理近 6 万人，病房会诊 500 例次; 患者满意度为由( 91.00±1.02) %上升到 

( 96.00±2.56) %，伤口的治愈时间为( 18.12±2.24)d 降低到( 14.25±1.26)d，治愈率由

( 90.17±1.18) %提高到( 96.32±2.08) % 。 

结论 通过建立创面治疗中心，专职伤口护士在提高专科护理质量和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PO-0867 

无源压脉止血贴用于婴幼儿股静脉穿刺采血后止血效果的 

观察研究 

 
谢滔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无源压脉止血贴用于婴幼儿股静脉穿刺采血后的止血效果 

方法 选择某院收治住院并实施股静脉穿刺采血的 120 例婴幼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婴儿（180～

360d）60 例，幼儿（1～3 岁）60 例，分别将 60 例婴儿患儿和 60 例幼儿患儿应用数字法随机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患儿采用无源亚脉止血贴按压止血，对照组采用传统纵压法按压止血，对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按压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疼痛程度进行比较，对婴儿和幼儿的按压时间进

行比较。 

结果 实验组按压时间长于对照组（p<0.01）且婴儿按压时间明显长于幼儿（p<0.01）；实验组并

发症发生率及疼痛程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无源压脉止血贴应用于婴幼儿股静脉穿刺采血后止血，止血时间稳定，并发症少，患儿疼痛

程度轻，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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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68 

糖尿病饮食宣教再造对提高烧伤患者植皮存活率的效果研究 

 
张晓文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分析糖尿病饮食宣教再造对烧伤患者植皮存活率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需手术植皮的糖尿病合并烧伤的患者 60 例,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0 例，实验组术

前采取饮食宣教再造，对照组采用一般饮食宣教，观察两组创面感染发生率及植皮区愈合时间。 

结果 实验组创面植皮存活率为 88.39%，对照组 70.22%;愈合时间实验组为(30.9±2.7)d、对照组

为(36.2+6.3)d，两组之间差异显著（p≤0.5）。  

结论 糖尿病合并烧伤患者通过饮食宣教再造，创面植皮存活率明显增高，愈合时间也相应缩短。 

  

 

PO-0869 

标准化沟通（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在烧伤急诊大面积烧伤患者

转运交接中的应用 

 
黎宁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大面积烧伤患者交接班信息量大、专科内容多，本文拟探讨标准化沟通模式（SBAR）在烧伤

急诊大面积烧伤患者交接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取前瞻性对比研究的方法，选取 2015 年 1-12 月在我院烧伤急诊大面积转运的患者 45 例作

为对照组，按常规模式进行转运交接。2016 年 1-12 月在我院烧伤急诊大面积转运的患者 54 例作

为实验组，实验组在常规交接模式的基础上使用 SBAR 标准制定的急诊患者交接单进行交接，交接

单中内容涵盖了患者姓名、诊断等基本信息；简要病史、当前治疗用药用氧情况及活动、皮肤；意

识状态、生命体征及威胁生命危险因素；已采取的治疗措施及注意事项。将两组患者的观察指标，

不良事件发生率、交接耗时、医护人员满意度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降低 8.1‰、平均交接时间缩短 13±4.5 分钟、医生对护士接班满意

度提高 3.8%，护士对交班流程满意度提高 5.6%（P<0.05）。 

结论 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是一种安全有效、以证据为基础、以结果为导向的沟通模式，能够提升

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提高医护人员及患者满意度，降低与沟通有关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缩短交接

时间，从而更好的保障了急诊烧伤患者交接安全。 

  

 

PO-0870 

大面积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病原菌特点及集束

化干预效果分析 

 
黎宁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耐药性以及集束化干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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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重庆某三甲医院烧伤科加护病房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的 224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作为对照组，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的 234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作为实验组，

将两组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行感染病原菌特点和药敏情况作为观察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对照组和实验组 G
+
和 G

-
以及真菌的总体检出分布上有统计学差异，在 458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

中，感染例数为 86 例次，感染率 18.7％，感染患者中共分离出病原菌 485 株，革兰阳性菌 100 株

占 20.6％，革兰阴性菌 350 株占 72.0％，真菌 41 株占 8.4％，其中鲍氏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最多，分别占 36.7％、24.6％、15.8%；鲍氏不动杆菌对哌拉西林，氨曲

南，加替沙星耐药率高达 100%，铜绿假单胞菌对奈替米星、阿米卡星、庆大霉素有较高耐药率，

达 84%左右。 

结论 烧伤病房院内感染病原菌检出率高，且多数存在严重耐药性；采取集束化干预加强病房感控

管理，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对降低耐药菌发生，提高抗感染治疗和控制院内感染发生率有良好效果。 

 

 

PO-0871 

糖尿病足患者临床分析 

 
张媛媛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调查糖尿病足患者致伤因素、处理措施及预后情况，从而为糖尿病足的日常预防护理提供理

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 24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采集分析患者性别、年

龄、糖尿病病史、日常血糖控制情况、下肢血管情况、致伤因素、首诊时间、早期处理、治疗方法

等。 

结果 糖尿病足患者男性居多，男女比例约为 1.86：1，多伴有长期糖尿病病史，其中 10-20 年最

多，占 52.44%，75.61%患者血糖控制不佳，41.06%患者需要通过多次清创手术治愈，40.65%患者

需进行不同程度的截肢手术，统计的致伤因素中以热力和摩擦损伤居多，分别占 25.20%和

27.64%。 

结论 糖尿病足的发生是一个漫长而隐匿的过程，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尤为重要，应加强对糖

尿病患者血糖监测及日常保健知识的宣教，纠正错误的认知，提升糖尿病足患者日常自我管理依从

性，减少手术及截趾截肢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O-0872 

严重老年烧伤患者人工气道气囊压力监测及护理 

 
黎宁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人工气道气囊压力监测在严重老年烧伤患者气管导管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重庆某三甲医院烧伤科加护病房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的 86

例严重老年烧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组应用 PORTEX 专用气囊压力监测表注气测压,对照组采

用传统的手指捏感法注气,用呼吸机检查漏气情况,并比较两组病人的气囊注气容积、气囊压力及并

发症发生率。   

结果 实验组气囊压力为 2.434kPa±0.480kPa 时,气囊容积 10.0ml±4.6ml , 呼吸机检查不漏

气；对照组气囊压力为 3.818 kPa±0.762kPa 时,气囊容积为 15.0ml±4.9ml,呼吸机检查不漏

气。 两组病人气管黏膜损伤、气囊破裂发生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病人误吸、食

管气管瘘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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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建立人工气道的严重老年烧伤病人气囊压力维持在 1.961 kPa ～2.942kPa，能有效避免误吸

的发生和气管黏膜的损伤。 

  

 

PO-0873 

糖尿病足负压护理 

 
王倩,张媛媛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应用密闭式负压吸引术治疗的糖尿病足患者的护理及效果，为糖尿病足患者临床护理提

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我科收治的 98 例应用负压吸引术治疗的糖尿病足患者，使吸

引压力在-125～-450mmHg，保持引流通畅、持续有效，主要在负压吸引术后吸引方法、患肢制动、

血糖调节、饮食指导、适量运动、合理用药等方面进行护理干预。 

结果 患者应用密闭式负压吸引治疗期间血糖控制良好，创面新生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无引流管堵

管、创面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发生。 

结论 应用密闭式负压吸引治疗，对糖尿病足患者进行有效护理干预，其临床效果明显，值得被广

泛推广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中，使糖尿病足患者早日回归家庭和社会。 

  

 

PO-0874 

蜡疗联合矫形器治疗在手植皮手术后康复治疗中疗效观察 

 
邹晓防 

空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蜡疗联合矫形器治疗在手植皮手术后康复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09 年 06 月~2013 年 06 月，在空军总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的存在手部植皮的患者 63

例，分为综合康复组（32 人）和常规康复组（31 人）。常规康复组给予压力治疗、日常生活动作

训练、主动训练和药物治疗。综合康复组还加用蜡疗和矫形器治疗。两组患者在康复治疗半年后对

患者手部疼痛，瘢痕增生情况和手功能情况进行评价。 

结果 康复开始时综合康复组疼痛评分和常规康复组无明显差异（P=0.086）。经康复治疗后，综合

康复组疼痛评分为 1.56±0.27 显著低于常规康复组 2.92±0.36（P=0.012）。综合康复组瘢痕增

生在治疗后评分为 4.36±0.78 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 5.92±0.91（P=0.028），而综合康复组手功

能 TAM 和 Barthel 评分为 238.5±12.7 和 87.2±6.76 要明显高于常规康复组的 58.2±5.9 和

70.2±4.2（P=0.023，P=0.013）。 

结论 蜡疗联合矫形器治疗能促进植皮手术后手功能的恢复，可以在临床推广应用。 

 

 

PO-0875 

音乐干预对严重烧伤患者治疗效果的 Meta 分析 

 
刘薇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音乐干预对重度烧伤患者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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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Medline、The Cochrane Library（2017 年 10 期）、CBM、

CNKI、VIP 和 WanFang Data，同时检索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www.chictr.org.cn），收集关于

音乐干预联合常规治疗重度烧伤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s）。检索时间均从建库至 2017 年 10

月。采用 RevMan 5.3 统计软件进行 Meta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0 项 RCTs，共计 758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①疼痛：相比对照组，试验组患

者疼痛改善更加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SMD=-0.99，95%CI（-1.70，-0.28），P=0.006]；②

情绪：试验组患者焦虑[SMD=-1.03，95%CI（-1.79，-0.26），P=0.009]、抑郁[SMD=-0.60，95%CI

（-1.00，-0.20），P=0.003]情绪较对照组明显缓解，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③血压：治疗后两组

血压较治疗前均有所降低，但两组相比，治疗前后血压改变均不明显（收缩压[SMD=-0.47，95%CI

（-1.07，0.13），P=0.12]、舒张压[SMD=-0.44，95%CI（-0.95，0.07），P=0.09]），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④心率：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率改变均不明显[SMD=-0.56，95%CI（-1.14，0.02），

P=0.0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音乐干预对重度烧伤病人在心理状态改善、情绪缓解、及维持生理指标的稳定方面有一定优

势，可帮助缩短患者住院周期。但受纳入研究质量和数量限制，上述结论有待更多高质量的 RCT 进

一步验证。 

  

 

PO-0876 

铝水烧伤 12 例患者治疗体会 

 
宋艳玲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总结铝水所致深度烧伤的治疗要点。 

方法 总结 2014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四年期间我长海医院烧伤外科收治的 12 例铝水烧

伤患者临床救治体会。 

结果 12 例烧伤患者烧伤面积 5%-12%不等，分布于躯干、上肢、颈部等部位，深达肌肉、肋骨、胸

腔等层次，经过反复清创、负压留置、皮瓣转移、游离植皮、脏器保护、营养支持、并发症预防等

全部救治成功。 

结论 铝水多数较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病情复杂，全身情况重，经过综合治疗可取得满意效果。 

 

 

PO-0877 

跨学科团队精准化血糖管理策略技术处理合并糖尿病复杂伤口的

实践与效果 

 
黎宁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跨学科团队精准化血糖管理策略技术处理合并糖尿病复杂伤口的方法和效果。 

方法  根据复杂伤口合并糖尿病患者治疗需要，建立跨学科合作团队，包括烧伤外科医生、内分

泌科医生、伤口治疗师、营养师、糖尿病专科护士等。采取前瞻性对比研究的方法，对 126 例慢性

复杂伤口合并糖尿病患者通过整群抽样分为对照组、研究组,对照组采用常规伤口处理加血糖管理

模式; 研究组在常规基础上形成以伤口治疗师为主导的跨学科团队采用精准化血糖管理策略技术进

行伤口处理及血糖管理。观察两组患者伤口愈合率、平均愈合时间及血糖控制水平（空腹血糖、餐

后 2h血糖）、住院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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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组患者血糖控制水平（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明显优于对照组，伤口平均愈合时间低

于对照组，住院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 

结论 跨学科团队精准血糖管理策略技术能有效控制复杂伤口合并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缩短患者

平均愈合时间，提高患者伤口治愈率及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PO-0878 

高压电全身多处电击伤伴头颈部严重皮肤软组织缺损一例 

 
王帅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241000 

 

患者，男性，51 岁，2017 年 10 月 10 日中午 12 时许，在农田务农时，不慎碰触坠落的高压电电线

（100000V），导致全身多处电击伤。当时患者昏迷跌倒并脱离电线，数分钟后苏醒并送往当地县

医院急诊就诊，开放静脉通道、保留导尿后紧急转往我科就诊，送往途中输入平衡液 500ml。 

伤后约 5 小时送达我科，入院后体格检查提示患者神志清楚，表情痛苦，各项生命体征暂平稳，导

尿袋中尿液色清，未见酱油色尿。检查见创面位于颈部左侧及后侧、头枕部、左手，左大腿及背

部。其中颈部可见一电切样凹陷创面，由左耳延伸至颈部后侧，深约 3cm，创面基底炭化明显，左

胸锁乳突肌炭化断裂严重，左耳部分缺失，头枕部创面炭化伴颅骨外露[图 1]。左手创面主要位于

食指掌指关节处，食指近节指骨及第二掌骨远端炭化坏死并外露[图 2]，左大腿创面位于股前下

方，股四头肌部分裸露并断裂[图 3]，背部为散在三度焦痂创面[图 4]。入院急诊抽血检查提示白

细胞计数 15.3*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89.1%，血红蛋白 132g/L，红细胞压积 0.390，血小板

133*10^9/L，肌酸激酶 9205U/L，肌酸激酶同工酶 136U/L，肌酐 77.8umol/L，钾离子

3.15mmol/L，肌钙蛋白 0.62ng/ml，尿常规外观黄色清晰，比重 7.5，潜血++，红细胞镜检+。 

患者入院后抽血提示心脏及肌肉因电击伤损伤明显，予以适度增加补液量积极抗休克同时碱化尿

液，预防急性肾衰发生，并请心内科急会诊，予以营养心肌对症处理。急诊床边颈部血管彩超提示

双侧颈动静脉、椎动静脉未见明显异常，血管内未见附壁血栓存在，但考虑患者颈部创面为电流入

口，且创面深达肌层，电流沿电阻较低的血管、神经走行，故仍无法排除颈部血管损伤破裂出血可

能，床边备缝扎包、止血带，加强病房巡视及护理，发现出血及时处理。因伤后创面逐渐肿胀，注

意保持呼吸道通畅，雾化吸入稀化痰液以便于排出，以免大力咳嗽导致颈部血管破裂出血，并根据

患者监护各项指标及小便量、色泽及时调整补液速度，予以抗休克同时避免补液量过多诱发心衰及

加重创面肿胀。患者入院后病情平稳，意识清晰，鉴于患者颈部创面基底部解剖复杂，存在随时出

血且难以止血可能，同时创面长期暴露，难以杜绝创面感染，故于入院第 3 天在全麻下行头枕颈

部、左下肢、左手创面扩创术，术中见左侧乳突尖部炭化坏死，予以保留，左耳后动静脉栓塞，予

以结扎，左胸锁乳突肌近乳突处大部炭化坏死及左耳软组织大部坏死，一并予以清除明显坏死组

织，头颈部创面扩创后枕骨、左侧乳突骨质外露，左耳骨性耳道外露，头颈部创面扩创后厚层凡士

林覆盖创面包扎处理[图 5]。左下肢创面扩创，见股直肌、股内外侧肌部分炭化坏死并断裂，清除

明显坏死肌肉组织后下肢创面给予 VSD 负压吸引处理。左手创面扩创后保留坏死指骨及掌骨，暂给

予包扎换药治疗。背部创面因面积较小且位于背部，术中体位变动徒增其他部位血管破裂出血，故

暂未处理，继续给予暴露制痂。 

患者第一次扩创术后左下肢创面负压吸引，背部创面继续给予暴露制痂，其余创面每日换药一次。

第一次扩创术后第 9 天，因患者头颈部创面基底坏死组织再次形成，左手坏死骨质未见明显改善，

左大腿创面扩创后负压吸引肉芽形成可，故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再次手术，脱细胞异体真皮支架

联合自体皮修复左下肢肉芽创面[图 6、7]，左手食指离断、咬除第二掌骨远端坏死骨质后使用食

指残余存活皮肤软组织形成翻转皮瓣修复左手创面[图 8、9]，头颈部创面扩创后行负压吸引处

理，以期创面基底肉芽生长[图 10]，后期修复创面提供便利。期间不定期打开头颈部创面负压材

料，观察创面基底肉芽形成情况及颅骨外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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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伤后一月余，头颈部创面已无继发坏死组织形成，除枕骨及左侧乳突部骨质外露外，其余创面

基底肉芽形成佳，呈细颗粒状，满足手术修复封闭创面条件。考虑笔者单位暂无游离皮瓣修复创面

技术，且背部存在电击伤创面使背部供瓣区血供存在一定影响，同时背部皮瓣旋转修复头部颅骨外

露创面，切取皮瓣范围较大而导致供瓣区损伤极大，皮瓣长宽比例较大而很有可能导致皮瓣远端坏

死颅骨再次外露等种种可能，故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在全麻下行头颈部局部临近筋膜皮瓣转移修

复颅骨外露创面，供瓣区及头颈部肉芽创面复合植皮修复。具体皮瓣设计为右侧额颞部设计一大小

约 7*9cm 的筋膜皮瓣，蒂部位于右侧颞部，保留右侧颞动脉，旋转覆盖枕骨裸露创面；左侧额颞部

设计大小约 5*7cm 筋膜皮瓣，蒂部位于左侧颞部，旋转覆盖左侧乳突外露创面。两处皮瓣均于帽状

腱膜层切取[图 11-图 15]。术后 1-2 天换药一次观察皮瓣存活情况，两处皮瓣瓣尖均无淤血坏死现

象。术后一周打开植皮创面外敷料，见移植皮片大部成活良好，仅移植皮片周边少许皮片坏死液化

溶解脱落，经换药后植皮创面痊愈[图 16-图 18]。 

因患者左耳伤后损坏严重，手术扩创时发现左侧乳突尖部及其附近骨质、左耳骨性耳道均外露，左

侧额颞部皮瓣转移修复左侧乳突外露创面，待皮瓣成活后，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行左耳道成形

术，手术切开左耳道表面皮瓣组织并保留，削薄皮下脂肪组织，形成类似真皮下血管网皮瓣，向骨

性耳道内固定，其余无法覆盖骨性耳道使用刃厚皮片覆盖修复，考虑骨性耳道局部肉芽形成差，移

植皮片及皮瓣均成活不理想[图 19]。后患者因左耳骨性耳道治疗时间较久、病情未见明显好转自

动出院，外院继续治疗。 

讨论 

电击伤创面的处理与常规烧伤创面不尽一致，尤其合并特殊部位的电击伤创面处理更加棘手。电击

伤创面常伴有广泛的深层组织坏死，因此既要积极清除坏死组织以防局部乃至全身性感染的发生，

组织感染腐烂损伤大血管引起大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又要尽可能保留健康组织以修复功能

【1】。头颈部解剖关系复杂，此处存在较多血管神经走行，且由于头颈部处于暴露部位，一旦此

处接触电源，电流随着电阻较低的血管神经传导形成损伤，导致原本解剖关系复杂的部位更加难以

清创。四肢电击伤创面血管破裂出血尚可使用止血带暂时止血以赢得抢救时机，但头颈部电击伤创

面一旦并发大血管破裂出血，难以止血，且此处距离心脏较近、血压较高，短时间内即可造成血液

大量丢失导致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的发生。因此笔者在患者入院后即已考虑到存在颈部大血管损伤

可能性并紧急行床边血管彩超探查以排除危机情况，积极抗休克治疗同时，注意保持呼吸道通畅并

雾化吸入，以免患者痰液稠厚咳出费力诱发血管破裂出血。电击伤创面首次扩创不能一味追求彻

底，但已明显坏死组织一定需要及时清除。因此在患者病情较为平稳的入院第 3 天行扩创术，清除

创面尤其头颈部创面坏死组织并探查结扎已坏死栓塞血管以免后期破裂出血。左下肢创面扩创后考

虑无明显坏死组织残留且距离下肢较大血管较远，予以 VSD 负压吸引促进创面基底肉芽生长，但头

颈部创面因解剖层次复杂，无法彻底扩创，且患者创面距离颈内外动静脉均较近，虽然血管彩超未

见明显异常，但为了保险起见，首次扩创后仍以包扎换药处理，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创面有无坏死

组织继发形成决定下步手术时机，另一方面及时发现病变血管并处理。 

头颈部电击伤创面修复方法较多，可采用背部斜方肌肌皮瓣、背阔肌肌皮瓣、游离大网膜加皮片移

植、游离皮瓣移植等方法修复【2-5】。但此例患者头部枕骨及左侧骨性耳道周边颞骨外露，跨度

较大，单独使用背部皮瓣局部转移难以全部覆盖外露颅骨而导致手术效果不理想甚至失败，且背部

存在电击伤创面，供瓣区血供受到扰动，难以采用背部皮瓣修复。考虑患者两侧颞动脉附近无电击

伤创面，可采用颞动脉为蒂的头皮皮瓣修复枕骨及左侧颞骨外露创面。颈部及两侧供瓣区创面使用

脱细胞异体真皮与自体皮复合植皮修复，即使用了简单有效的方法修复创面，又保证术后患者创面

外观较美观，避免了背部皮瓣转移修复头枕部及颈部创面出现的皮瓣臃肿现象及二次皮瓣修整。患

者最终电击伤创面修复满意，但左耳骨性耳道外露问题至患者出院时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考虑为患

者左侧耳道及其附近存在电击伤创面，坏死组织清除后已达骨质，局部血供差，虽予以皮瓣回填及

刃厚皮片移植修复但无法存活，最终以失败告终。 

此患者救治过程启示有以下几方面：①电击伤患者创面早期建议以暴露制痂为主，以免包扎导致创

面早期溶痂增加感染风险，且暴露创面可及时发现创面有无出血并及时处理，尤其位于头颈部此类

难以包扎及容易出血部位；②头颈部电击伤患者不一定出现肌红蛋白尿及血红蛋白尿，但仍需要给

予碱化尿液及甘露醇脱水利尿，预防创面及脑水肿的发生，根据患者检查结果及生命体征变化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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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面肿胀程度，调整补液种类、速度及补液量，以免单纯追求预防急性肾衰积极补液而诱发急性心

衰；3、头部电击伤颅骨外露创面，若收治单位暂无游离皮瓣修复技术，可使用临近头皮皮瓣转移

修复，手术方式简单，操作方便，术后易成活，外观亦较好；④颈部电击伤创面若无明显深部重要

组织外露，可通过反复清创换药待创面基底肉芽形成后复合植皮修复，创面植皮术后妥善打包加压

包扎，提升植皮存活率，创面植皮修复后外观功能均较好。 

 

 

PO-0879 

剖宫产术后坏疽性脓皮病的诊断和治疗 

 
罗红敏,赖文,卞徽宁,郑少逸,熊兵,黄志锋,刘族安,孙传伟,马亮华,李汉华,陈华德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手术后坏疽性脓皮病（postoperative pyoderma gangrenosum，PPG）是一种少见的，具有破

坏性的炎症性皮肤病，其特征表现是手术部位快速进展、边缘隆起并呈潜行性破坏的溃疡，常伴有

发热，中毒症状及剧烈疼痛。该病在临床上较少见，容易误诊，本文报告 l 例剖宫产术后并发坏疽

性脓皮病的病例并复习相关文献，以引起重视，争取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方法 报道 1 例剖宫产术后并发坏疽性脓皮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诊治过程,总结临床特征并进行相关

文献复习。 

结果 1 例病例报告：患者 38 岁女性，剖宫产术后 5 天出现伤口疼痛渗液，创面快速向周边进展，

剧痛，伴高热及类白血病反应；多次细菌培养结果均为阴性，病理提示为中性粒细胞浸润为主的非

特异性炎症反应，风湿免疫，骨髓穿刺，腹部 CT，PET-CT 等检查均未见特异性改变；广谱抗生素

治疗无效，手术彻底扩创+伤口辅助愈合治疗后病情无改善，创面继续扩大；多学科会诊后考虑为

坏疽性脓皮病，给予免疫球蛋白 20mg ×5 天，甲强龙 80mg/天治疗后患者体温，白细胞迅速恢复

正常，创面疼痛明显减轻，创面停止扩展并逐渐缩小；患者病情稳定后改口服泼尼松并逐渐减量，

持续伤口负压辅助愈合治疗，并带负压机出院。在激素治疗 6 周后，患者创面肉芽新鲜，予清创后

网状皮移植，头部供皮术， 1 周后创面愈合出院，未再复发。经过文献检索，共发现中英文同类

报告 12 例，年龄在 22-39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32 岁），发病时间在 3-7 天（中位发病时间为 5

天），25%患者患有基础疾病（丙型肝炎，抗磷脂综合征），部分患者有坏疽性脓皮病个人史（3

例）或家族史（1 例）；大部分患者细菌培养均为阴性，且抗生素治疗无效，手术扩创不能控制病

情，病理提示中性粒细胞浸润为主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文献中报道的主要治疗措施包括全身单独

或联合应用糖皮质激素，环孢素以及免疫球蛋白治疗，还可使用氨苯砜或米诺环素进行抗炎治疗；

患者病情控制后，创面经保守换药治疗或行皮瓣或皮片移植修复治疗均有成功案例。 

结论 剖宫产术后坏疽性脓皮病发病率低，无特异性诊断，极易误诊，临床上遇到难以解释的剖宫

产术后创面时需考虑本病可能；手术本身并不能控制该病病情，且可能会加重病情，若创面范围

大，需手术修复，需服用糖皮质激素或环孢素 A控制病情后方可考虑实施。 

 

 

PO-0880 

增生性瘢痕特异性 RNA 诊断标记物的筛查和验证 

 
孙瑜,肖永强,夏照帆,王康安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通过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筛选获得特异性的瘢痕诊断标记物，对临床瘢痕的预防

提供科学指导。 

方法 从我们的瘢痕组织样本库（来自于全国 11 家临床中心的瘢痕标本）中筛选具有代表性的 5 例

烧伤后增生性瘢痕，选取瘢痕组织和其周围的正常皮肤组织标本，利用 Arraystar Human circ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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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 V2 基因芯片对差异表达的 circRNA 进行广筛，对这些差异表达的 circRNA 分别进行了聚类

分析、GO 分析以及 Pathway 分析等生物信息学分析，并选取了 10 个差异表达显著的 circRNA 在原

组织样本中进行了 qPCR验证。 

结果 通过以上表达差异筛选、GO 分析、Pathway 分析等生物信息学分析以及 qRCR 验证，

has_circRNA_007482 、  has_circRNA_081069 、 has_circRNA_100980 、 has_circRNA_101321 、

has_circRNA_103059、has_circRNA_404918、has_circRNA_100395、has_circRNA_022382 这八个

circRNA在烧伤后增生性瘢痕中存在差异性表达。 

结论 上述 circRNA 可作为分子诊断标志物，有望成为烧伤后瘢痕防治的新靶点，但仍需要进一步

大规模的临床及基础验证。 

 

 

PO-0881 

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特异性蛋白标记物的筛查 

 
孙瑜,肖永强,王康安,夏照帆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通过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获得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的组织标本，筛选获得特异

性的蛋白诊断标记物，对临床瘢痕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科学指导。 

方法 我们在样本库中（来自全国 11 个临床中心的瘢痕组织标本）筛选具有代表性的 5 例烧伤后增

生性瘢痕和 5 例瘢痕疙瘩患者，将瘢痕组织和其周围的正常皮肤组织标本配对，共 10 对标本，利

用 SET100 抗体芯片（人类信号通路蛋白表达广筛抗体芯片，芯片上固定有识别多条信号通路中关

键蛋白的抗体，共 1352种）对其信号通路蛋白的差异表达进行筛查。 

结果 对于烧伤后增生性瘢痕，Rab25 蛋白表达明显增高，Peripherin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对于瘢

痕疙瘩，相比正常皮肤组织，HSP90A 蛋白和 Ferritin 蛋白表达显著增高，CASP3 蛋白表达明显降

低。 

结论 对于烧伤后增生性瘢痕，高表达的 Rab25 蛋白及低表达的 Peripherin 蛋白有望成为新型诊断

标记物；对于瘢痕疙瘩，相比正常皮肤组织高表达的 HSP90A 蛋白，Ferritin 蛋白，以及低表达的

CASP3蛋白有望成为新型诊断标记物，但这些发现均需要进一步的基础及临床验证。 

 

 

PO-0882 

新型低压无针注射技术在瘢痕内注射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孙瑜,徐达圆,唐洪泰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探讨新型低压无针注射技术在瘢痕注射中的应用效果及前景 

方法 采用 MIT 低压无针注射技术，在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中进行激素注射治疗，与以往常规的

注射器针头相比，初步评价注射的效果，患者的舒适度和依从性，注射人员的可操作性等。 

结果 对于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患者，与常规物理加压和涂抹瘢痕药物相比，行瘢痕内激素治疗

均能显著提高疗效。瘢痕疙瘩行注射治疗的效果更为显著。患者普遍接受无针注射技术，疼痛感降

低，依从性增高。注射人员可操作性强，避免了针刺的危险和推注药物的阻力，大大提高了注射的

效率。 

结论 新型低压无针注射技术在瘢痕注射中具有明显的效果，患者接受程度高，操作简便，安全有

效，相对光电治疗和手术，治疗费用相对较低，在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的治疗中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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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83 

诱导多能干细胞源性间充质干细胞联合微孔化脱细胞真皮基质构

建人工复合皮的初步研究 

 
邹立津,王晓,张友来,辛国华,曾元临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MSCs)作为种子细胞在体外联合微孔化脱细

胞真皮基质(MADM)构建人工复合皮，移植于 SD 大鼠全层损伤皮肤模型创面，观察和分析此种复合

皮的创面修复能力，以验证新型种子细胞 iPSCs 源性 MSC在创面修复过程中的效果。 

方法 1、将种子细胞 MSCs 接种于 ADM 制备人工复合皮，通过 DAPI 染液染色标记细胞，镜下计数并

观察细胞生长情况,酶标仪检测 450mm 波长处 OD 值判断 ADM 的细胞毒性。2、取 12 只 SD 大鼠，常

规腹腔麻醉，于背部正中部位做 U 形皮瓣切口，皮瓣边长 2 厘米，完整去除全层皮肤，将

MSCs+MADM 复合皮、单纯 MADM 分别移植于对应组创面上，凡士林油纱覆盖，打包法缝合固定后分

笼饲养。分别于植入后第 1 周、第 2 周、第 3 周和第 4 周肉眼观察创面外观及移植皮片周缘的组织

生长状况，并经过组织学 HE 染色鉴定镜下组织生长。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实验组复合皮细胞的存活

情况。记录各组各只大鼠创面完全恢复时间，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iPSCs-MSCs 的体外培养及传代：成脂分化诱导并经油红 O 染色后可见大而圆的脂滴，成

骨诱导分化并经茜素红染色可见钙沉淀。酶标仪 OD 值检测显示联合培养细胞与单纯培养细胞差异

不明显。2、创面大体观察：A 组人工复合皮移植组平均愈合时间为 17.33 天，镜下见人工复合皮

周围大量新生网状血管包绕，触之质地较柔软，与皮下组织融合紧密，边界模糊。B 组单纯 MADM

移植组创面平均愈合时间为 21.83 天，移植皮片周围新生血管较多，但明显少于实验组 A 组，且皮

片与皮下组织融合状况一般，边界较清楚。统计学分析两组愈合时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移植后第 2 周观察显示：实验组 A 组血管网状结构明显多于对照组 B 组，A 组皮下有

乳头状结构突入复合皮内，与复合皮融合交错，且出现少许脂肪样组织；对照组 B 组周围也存在少

许环形新生血管结构，皮片与皮下组织分界明显。 

结论 利用新型种子细胞 iPSC-MSCs 细胞联合 MADM 制备人工复合皮能够较好的加快创面修复进程，

增加缺损组织填充，有希望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种子细胞。 

  

  

PO-0884 

危重烧创伤患者的镇痛镇静管理 

 
房贺,朱峰,肖仕初,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镇痛镇静是重症患者整体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保护器官功能。严重烧创伤患者相较

于一般重症患者，具有疼痛种类多、疼痛强度强、疼痛持续时间长等特点。疼痛不仅为患者带来痛

苦，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情绪、睡眠，严重者可引起患者心理及社会问题，甚至损害患者的脏器

功能，影响患者预后。科学合理的镇痛镇静治疗不仅有助于缓解患者疼痛、焦虑等，更能保护患者

器官功能，改善预后。目前烧创伤患者的疼痛管理缺乏统一的指南或共识，国际常用的疼痛管理指

南与共识均将其列为特殊的疼痛类型进行阐述。本文系统回顾以往文献，并结合自身的实践体会，

探讨成人烧创伤患者镇静镇痛的管理策略，以期为形成规范合理的烧创伤镇静镇痛策略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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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85 

烧伤后瘢痕挛缩严重畸形 1 例 

 
马伟欢,习耀峰 

宝鸡市中心医院,721000 

 

目的 介绍一例烧伤后严重瘢痕挛缩畸形的治疗，提醒患儿家长对深度烧伤的正确治疗及后期功能

锻炼的重视。 

方法 手术松解挛缩的瘢痕组织，克氏针固定，一期植皮；创面愈合后及早弹力带压迫，功能锻

炼。 

结果 经手术治疗后，基本恢复功能位，患者家属对治疗效果满意。 

结论 对于小儿功能部位的深二度以上烧伤，应早期手术治疗，创面愈合后应尽早功能锻炼，利于

功能恢复，以免形成严重瘢痕挛缩，影响患儿一生。 

 

 

PO-0886 

1 例游离股外侧肌瓣治疗坏死性感染皮肤的护理体会 

 
赵杜娟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小腿软组织缺损伴骨和肌腱外露是创伤外科中处理较为困难的损伤，当肢体创伤严重伴肢体

主要血管有损伤时，局部常没有可供利用的转移皮瓣，也不适宜行血管吻合的游离组织移植
【1】

。

对于上述深部组织外露且伴大量组织缺损的创伤，我科在以往成功救治此类创伤的基础上，应用股

外侧肌瓣移植修复加一期植皮修复创面，取得了满意效果，避免再次整形。 

方法 对一例右下肢外伤致皮肤坏死患者早期采用清创、负压吸引然后进行’股外侧肌瓣移植术治

疗。 

结果 患者术后 15 天肌瓣成活良好，对患者出院后进行随访，时间均为为 1 个月、3 个月、半年，

供皮区和受区愈合满意。 

结论 术后严密观察移植肌瓣血运，给予营养支持以及深入细致地护理和不断地功能训练是肌瓣移

植成功的关键。 

 

 

PO-0887 

中草药面膜联合壳聚糖 A 型面膜治疗烧伤后面部色素沉着 

 
郑燕 

漳州 175 医院 

 

目的 探讨中草药面膜联合壳聚糖 A 型面膜应用于烧伤后面部护理，改善面部色素沉着的应用效

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到 2018 年 7 月在本院治疗的烧伤患者，随机将 86 例面部烧伤患者分为对照

组和实验组。试验组采用中草药面膜联合壳聚糖 A 型面膜同时配合面部美容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

的清洁防晒护理，观察两组患者面部色素沉着、增生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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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面部烧伤患者采用中草药面膜联合壳聚糖 A 型面膜同时配合面部美容护理的患者，色素得到

有效控制，疤痕减少。面部烧伤患者采用中草药面膜联合壳聚糖 A 型面膜同时配合面部美容护理的

患者，色素得到有效控制，疤痕减少。 

结论 中草药面膜联合壳聚糖 A 型面膜在治疗面部烧伤后皮肤护理中的效果显著，有助于减轻患者

心理负担，值得临床推广。 

  

 

PO-0888 

负压引流技术联合游离皮瓣移植术修复四肢软组织缺损的 

治疗与护理 

 
郑燕 

漳州 175 医院 

 

目的 负压引流技术联合游离皮瓣移植术修复四肢软组织缺损的治疗与护理 

方法  

自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应用负压 VSD 联合游离皮瓣移植治疗四肢软组织缺损 20 例，男

13例，女 7例；年龄 17～65 岁，平均 35岁。 

结果 经过精心治疗与护理所有患者住院期间恢复良好，出院后获得随访，患者皮瓣均成活，功能

良好。使用 VSD 清创 1～3 次，平均 1．58 次。术后皮瓣边缘部分坏死 1 例，经换药治愈。术后

血肿 3例，及时发现处理后皮瓣成活，皮瓣外形及功能满意。 

结论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联合筋膜皮瓣转移治疗四肢软组织缺损能够发挥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和筋膜

皮瓣转移技术的优点，损伤小，安全性及可靠性较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密切观察及护理是

提高治愈率和预后的关键。 

  

 

PO-0889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皮肤组织块共培养影响创面愈合的研究 

 
胡冰 

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目的 新生大鼠皮肤组织块与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BMSCs）共培养后对创面愈合的影响和单纯

BMSCs对创面愈合的影响进行比较，观察是否能加快创面愈合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取新生大鼠背部皮肤和体外分离、培养、纯化的大鼠 BMSCs 进行共培养，12 只大鼠共 72

个创面，每只大鼠背部从头至尾分为皮肤组织块+BMSCs 共培养组（A 组），单纯 BMSCs 组（B

组），无菌 PBS 对照组（C 组），每组 2 个创面沿脊柱对称分布。观察伤后 3、7、14、21d 的创面

情况，并用统计学，免疫组化方法对创面修复情况进行探讨。 

结果 统计学分析 3 组之间的创面愈合速度是有差别的，其中 A 组的创面愈合速度是最快的，B 组

次之，C 组最慢。免疫组化检测增值细胞核抗（PCNA)阳性表达细胞 A 组最多，B 组居中，C 组最

少。整合素 Integrinβ1阳性细胞表达 A组最少，B组居中，C组最多。 

结论 和皮肤组织块共培养的 BMSCs 较单纯的 BMSCs 能够更快的向皮肤组织细胞分化并且更好的促

进创面的修复和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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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90 

成年烧伤住院患者护理需求的调查研究 

 
江晓声,李琳,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调查分析烧伤患者住院期间护理需求现状。 

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于 2017 年 1～ 9 月对泉州 180 医院烧伤科收治的 379 例成年烧伤住院患者进

行调查，调查结果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采用独立

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两组或多组间需求程度的差异。 

结果 患者的护理需求总体处于中上水平，得分为（3.94±0.43）分，患者对爱与归属需求最高，

自我实现需求最低。不同烧伤程度、部位、治疗方式、并发症情况、文化水平、付费对象和有无亲

属陪护，对患者的护理需求有差异。从具体项目来看，烧伤患者护理需求最为强烈的前 5 项分别是

疼痛护理（4.49±0.70）、护士知识全面和技术熟练（4.47±0.74）、护士对患者一视同仁

（4.35±0.76）、出院指导（4.30±0.81）、护士经常巡视（4.26±0.87）。 

结论 在烧伤患者的临床护理中，以患者需求为导向，根据影响需求的因素，正确评估患者的需

求，切实在生理、安全、爱与归属、自尊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完善护理服务模式，及时提供针对性的

服务，提高烧伤患者的护理质量。 

 

 

PO-0891 

腕横纹皮瓣在指体瘢痕挛缩松解术中的应用 

 
邢培朋,夏成德,狄海萍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腕横纹皮瓣在指体瘢痕挛缩松解术中应用的技术方法与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08 月至 2017 年 08 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12 例因创伤或烧伤导致的指

体屈曲挛缩畸形的患者，所有患者均为创伤或烧伤致指体（拇指除外）屈曲挛缩，术中切除瘢痕组

织后见指体屈肌腱裸露，不能植皮修复，选取同侧肢体腕横纹皮瓣游离移植，供瓣区直接拉拢缝

合。 

结果 手术在 3-5 小时内完成，术后皮瓣完全成活，伤口愈合良好，术后随访，皮瓣血运、外观及

质地良好，指体外形及屈伸功能不同程度恢复，手部功能恢复显著。 

结论  

腕横纹皮瓣可满足单一指体屈曲挛缩瘢痕松解后的深度创面修复，可有效恢复手部外形及功能，临

床效果显著。 

 

 

PO-0892 

表皮生长因子对吸入性损伤治疗的效果影响 

 
李琳,邹榕榕,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吸入性损伤患者使用表皮生长因子雾化吸入治疗对吸入性损伤患者治疗结果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20 例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气管切开患者,按照

入院后是否使用表皮生长因子雾化吸入进行干预治疗的差异分为两组,实验组为使用表皮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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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吸入的患者,共 11 例,对照组为常规药物雾化的患者,共有 9 例。根据两组患者是否接受表皮生

长因子雾化的差异,对吸痰次数、气道灌洗次数、气切套管带管时间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使用表皮生长因子雾化的患者吸痰次数、气道灌洗次数、气切套管带管

时间均存在差异(P<0.05)。 

结论 使用表皮生长因子雾化吸入治疗吸入性损伤治疗效果满意, 吸痰次数及气道灌洗次数减少，

气切套管带管时间缩短。 

 

 

PO-0893 

成人头面部烧伤病耻感的研究进展 

 
周书婷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为有效降低头面部烧伤患者病耻感的干预措施提供信息。 

方法 综述国内外成人头面部烧伤患者病耻感的研究方法与结果，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研究，对头

面部烧伤病耻感制定统一的评价测量工具。 

结果 为降低头面部烧伤病耻感提供了更全面的干预措施。 

结论 综上所述,病耻感是一个涉及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复杂问题。由于病耻感涉及

患者、家庭以及公众等多方面的态度和体验，因此病耻感的评价显得比较复杂。做为烧伤专业人

员，有必要对此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研究，对头面部烧伤病耻感制定统一的评价测量工具，为降低

头面部烧伤病耻感提供更全面的干预措施。近些年来，医疗模式的不断转变，现代医学由单纯生物

医学模式转向-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
，需得到医务工作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PO-0894 

关于一例阴茎和阴囊皮肤完全撕脱伤的个案报道 

 
胡承浩

2,1
,李东宇

3
,张建华

1
,东野玉辉

2,1
,李惠斌

1
 

1.临沂市人民医院,276000 

2.潍坊医学院 

3.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 

 

男性生殖器损伤较少见，其中阴茎阴囊完全撕脱伤更加罕见。虽然这种损伤不会危及生命，但

若治疗不够及时恰当，则可能给患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本文报告一例阴茎阴囊完全撕脱伤，采

用滑动皮瓣和植皮术治疗，并辅以封闭式负压吸引术(VSD)。这一例未曾报道过治疗的方法，在美

学外观和性功能上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PO-0895 

1 例蜂窝织炎合并糖尿病病人慢性创面的护理体会 

 
方文姣,施靖,周万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了解慢性创面在临床护理中的重点及难点 

方法 分析上海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烧伤科收治的 1例慢性创面患者，临床护理的过程。 

结果 在护理组的精心护理下，患者配合手术，顺利完成各项治疗，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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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该案例的成功实施表明，做好各项预见性护理，患者最终配合手术，顺利修复创面，为今后

处置相似病例提供了较好的经验借鉴。 

  

 

PO-0896 

支具在小儿深度烧伤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魏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支具在小儿烧伤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及意义，巩固烧伤早期治疗效果。 

方法 随即挑选 2016 年 9 月~2018 年 5 月的烧（烫）伤患者中的 60 例烧（烫）伤后的支具矫形患

者为研究对象。创面愈合后尽早主被动锻炼，重点对各关节的牵拉、捻转、背伸屈曲运动，间歇期

佩戴个性化的弹性支具，尤其晚间要坚持佩戴。其中 0~1 岁 24 例，2~4 岁 26 例，4~6 岁 10 例，采

用可塑性夹板的固定、矫正治疗方式，对比性观察其康复治疗过程中的康复效果，出院后的功能恢

复等情况。 

结果 0~1 岁之间的烧伤患儿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家属配合欠佳，预防挛缩效果较差。通过沟通部

分患儿长期佩戴，功能恢复良好。2~4 岁之间的烧伤患儿中，对支具治疗的依从性及对疼痛的耐受

性居中，单纯使用瘢痕按压、运动疗法矫正畸形，预防挛缩效果甚微。部分患儿支具仅在康复治疗

后的短期佩戴后效果明显。出院后未予佩戴患儿功能严重丧失。其余患儿支具配合积极康复治疗，

功能恢复正常。4~6 岁，对支具治疗的依从性及对疼痛的耐受性良好。单纯使用瘢痕按压、运动疗

法仅对部分患者有效。多数患者通过支具固定，达到了预防挛缩，矫正畸形的目的。且功能恢复正

常。 

结论 支具治疗可有效预防烧伤后疤痕挛缩畸形的发生。小儿深度烧伤创面愈合后尽早进行功能锻

炼，锻炼间歇期应用弹性支具配合抗疤药物等措施，可减轻瘢痕挛缩畸形，使深度烧伤后功能得到

最大限度康复。 

  

 

PO-0897 

磨削痂结合+生物敷料覆盖治疗儿童深Ⅱ度烧伤 50 例临床体会 

 
魏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早期磨削痂生物敷料覆盖治疗深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深Ⅱ度烧伤患者 31 例，于伤后 48h 内全麻下行磨削痂术加生物敷料覆盖，其中 8 例深

Ⅱ度偏深创面（功能部位）行二期植皮术，观察创面愈合时间及瘢痕增生情况。 

结果 31例患者中，8例二期植皮患者出现瘢痕增生，5例患者轻微色素沉着。 

结论 早期磨削痂术加生物敷料覆盖是治疗深Ⅱ度烧伤创面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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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98 

异种生物敷料治疗小儿Ⅱ度烧伤 

 
魏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应用异种生物敷料治疗小儿Ⅱ度烧伤的临床效果。 

方法 方法回顾分析我科 1998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收治患儿共 242 例。烧伤面积 7%～28% 

TBSA，烧伤深度为深Ⅱ度或浅Ⅱ度。所有烧伤病例随机分两组，生物敷料组采用异种生物敷料包扎

治疗，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包扎疗法。比较两组的创面愈合时间和创面感染率。 

结果 生物敷料组的创面愈合时间和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结论 采用异种生物敷料包扎治疗小儿Ⅱ度烧伤 ,既能有效防止创面加深，缩短创面愈合时

间，又能减轻患儿痛苦。降低感染率。 

 

 

PO-0899 

深Ⅱ度烧伤创面早期磨痂+负压封闭引流治疗疗效分析 

 
魏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磨痂+负压封闭引流（VSD）早期覆盖深Ⅱ度烧伤创面试图改善创面的愈合质量。 

  

方法 6 例病人，依照部位相对称，深度基本相同，面积相近的同体对照原则，将每 1 例患者分为

早期磨痂+负压封闭引流与对照组。实验组采用普通钢丝球，部分配合应用台式牙钻以钢刺磨头打

磨，磨去创面坏死层，以基底泛红，有针尖状出血点为止，然后在创面覆盖 VSD 敷料，保持 200-

3oommHg 持续负压吸引，7-10 天去除 VSD 敷料；对照组应用纳米银纱布换药。创面愈合后 3 月内随

访。比较 2组的创面的肿胀程度、疼痛程度、感染、换药次数、创面愈合时间及创面愈合质量等。 

结果 磨痂+负压封闭引流（VSD）可改善创面局部微循环，加速创面愈合；伤后 1，3，7 创面疼

痛、肿胀程度轻于对照组；伤后 3 月创面愈合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伤后 10d 细菌培养阳性率无明

显差异。 

结论 深Ⅱ度烧伤创面早期磨痂+VSD 治疗，创面愈合时间缩短，局部炎症反应轻，瘢痕增生不明

显。结论 深Ⅱ度烧伤创面早期磨痂+VSD 治疗是处理深Ⅱ度烧伤创面的有效方法之一，值得临床关

注与进一步研究。 

 

 

PO-0900 

应用中厚与全厚皮片修复手背深度烧伤临床观察 

 
张 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中厚与全厚皮片修复手背深度烧伤，随访 2 年，对比两者之间外观功能差别，从中得出

全厚皮片使用不仅能达到外观优美,功能良好，使患者获得良好信心重返社会。 

方法 完整收集 2000~2017 年 73 例手背深度烧伤患者资料，其中，65 例采用全厚皮片移植，8 例采

用中厚皮片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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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根据 TAM 判断标准，65 例全厚皮片移植患者术后手功能均达到优良，8 例中厚皮片移植患者

6例功能良好，2例差。 

结论 虽然临床上采用中厚皮片移植部分能达到良好效果，但选择全厚皮片修复手背创面远远超过

中厚皮片移植效果，同时远期功能更稳定，外观效果更佳,因此手背深度烧伤以全厚皮片修复首

选。 

 

 

PO-0901 

肢体象皮肿切除植皮封闭创面 9 例分析 

 
宋艳玲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探讨肢体象皮肿外科治疗方法。 

方法 总结 2015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三年期间收治的上肢象皮肿 2 例，下肢象皮肿 3 例

患者的治疗体会。 

结果 经过对肢体象皮肿沿深筋膜切除病变组织，采用皮片回植、自体皮移植、脏器保护等全身支

持，全部封闭创面救治成功。 

结论 外科手术切除象皮肿组织结合皮片移植、负压装置、网状皮移植是治疗肢体象皮肿的有效措

施。 

 

 

PO-0902 

新型烧（创）伤婴幼儿“透气床”的设计与应用 

 
刘婷,袁志明 

河北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目的 为防止婴幼儿烧伤创面早期加深，提高治愈率，设计烧（创）伤婴幼儿“透气床”并临床应

用。 

方法 选择直径 5 厘米不锈钢管焊接和进口藤条编制长 90 厘米，宽 60 厘米，高 25 厘米的婴幼儿

“透气床”，临床应用 30例大面积烧伤患者救治。 

结果 新型烧（创）伤婴幼儿“透气床”临床应用效果良好，防止婴幼儿烧伤创面早期加深，提高

治愈率，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结论 新型烧（创）伤婴幼儿“透气床”，安全，舒适，有效，适应临床推广应用。 

 

 

PO-0903 

9 例重度烧伤后瘢痕上 PICC 置管护理体会 

 
方文姣,周万芳,朱咏梅,钱火红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了解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在重度烧伤后瘢痕增生疑难病例中的作用及使用情况。 

方法 收集并分析 2016 年 3 月-2017 年 11 月上海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烧伤科收治的 9 例大面积烧伤

后瘢痕增生的患者，实施 PICC置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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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由于重度烧伤后瘢痕组织的生长及治疗的需求，9 例患者均在超声引导下成功置入 PICC 导

管，并顺利完成各项治疗。 

结论 PICC 导管的成功置入，减轻了患者反复穿刺的痛苦和护士穿刺压力及工作量，拓宽了其在烧

伤及疑难置管案例中的使用范围。 

  

 

PO-0904 

胸脐皮瓣在会阴部瘢痕挛缩松解中的应用 

 
邢培朋,夏成德,狄海萍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胸脐皮瓣在会阴部瘢痕挛缩松解术中应用的技术方法与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08 月至 2018 年 06 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11 例因烧伤导致的会阴部挛

缩畸形的患者，所有患者均为会阴部烧伤致会阴部瘢痕挛缩，术中评估不能应用五瓣成形术松解瘢

痕组织，切除瘢痕组织后见基底条件差，不能植皮修复，选取带蒂胸脐皮瓣移植封闭会阴部创面，

供瓣区直接拉拢缝合。 

结果 手术在 3-4 小时内完成，术后皮瓣完全成活，伤口愈合良好，术后随访，皮瓣血运、外观及

质地良好，会阴部外展功能及角度不同程度恢复，无再次挛缩。 

结论  

胸脐皮瓣可满足会阴部挛缩瘢痕松解后的深度创面修复，可有效恢复会阴部外展功能，无再次挛缩

风险，临床效果显著。 

 

 

PO-0905 

臀大肌筋膜皮瓣修复骶尾部压疮 

 
陈明明,张文振,孙震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目的 报道应用臀大肌筋膜皮瓣转移修复骶尾部褥疮的临床效果。 

方法 应用臀大肌带蒂筋膜皮瓣转移修复骶尾部压疮 7 例 7 处。本组骶尾部压疮 7 例 7 处，其中男

性 3 例，女性 4 例。年龄 28~80 岁，平均 54 岁。病程 1 月至 6 年，平均 1 年 1 月。致病原因脊柱

损伤截瘫 3 例，脑血管意外后遗症 2 例，多发性肌炎 1 例，多发伤 1 例。压疮最小范围 5cmX5cm，

最大范围 15cmX25cm。全部压疮为 IV 度，溃疡创面深达骨质合并感染。术中将压疮及包膜完整切

除，去除感染皮肤和腔内肉芽组织、坏死骨质，直至正常组织。根据骶尾部压疮形状和大小设计合

适的臀大肌筋膜皮瓣。皮瓣蒂部位于血管近心端，皮瓣一侧与创面相连，沿设计线切开皮肤、皮下

组织和深筋膜，在深筋膜深面向对侧解剖，翻起皮瓣，向创面方向旋转修复骶尾部创面。在解剖至

皮瓣蒂部时，勿损伤皮瓣的营养血管。供区创面直接拉拢缝合 7 处。术毕筋膜皮瓣下放置引流管一

根，术后 5-7天拔除。 

结果 术后 7 处筋膜皮瓣血运良好，全部成活，切口一期愈合。全部病例均得到随访，均无复发，

随访时间为 1月-1年。 

结论 骶尾部压疮保守治疗病程长，合并症多，应用筋膜皮瓣修复可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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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06 

烧伤医学的历史回望及新进展 

 
左丽君,付立虎,李艳红,张韶华 

石家庄友谊烧伤医院 

 

一、概述 

烧伤治疗学是外科学一个较年轻的分支，它是研究和治疗由于热力、化学物质、光、电以及放射线

等对人体皮肤或粘膜及其深部组织，如肌肉、骨、关节甚至内脏器官损害的一门临床学科。因为皮

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一旦遭到严重烧伤，就会使其重要的保护身体内环境稳定的功能受到破坏或

丧失，并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产生全身病理生理、生物化学、免疫、代谢等一系

列复杂改变，可造成全身各个内脏和系统不同程度的功能、代谢和形态上的变化，从而引起烧伤病

人出现诸如休克、感染、多器官功能不全等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证。所以说严重烧伤不单纯是一种

局部的损伤，而是一种全身性疾患。 

烧伤无论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是常见创伤，一般以热力烧伤(包括热液，如水、汤、油等、蒸

气、高温气体、火焰、炽热金属或塑料液体和固体，如钢水、钢锭或高温塑料等)为主。随着现代

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化学和电子烧伤亦呈增多的趋势。在森林火灾、易燃易爆物燃烧爆炸、公

共场所失火及现代战争均可造成成批的伤员。据第三军医大学烧伤研究所报告，该所 1986～1990

年烧伤门诊数和住院病人数推算，每年百万人中约有 5000～10000 人烧伤。战争时期烧伤发生率则

更高。 

烧伤的严重程度与以下因素有关：1.烧伤面积。2.烧伤深度。3.烧伤部位。4.烧伤原因。5.病人年

龄。6.病人体质状况。7.有无合并伤(如呼吸道损伤)或中毒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烧伤面积和深度，

当然，这几种因素又相互有关联和影响，在临床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应全面予以考虑和处置。 

烧伤面积的估计是指烧伤范围占全身体表面积的百分数，我国一般采用经实测中国人体表面积而建

立的“中国新九分法”来表示。烧伤深度的分类方法则较多，我国传统惯用“三度四分法”；烧伤

湿性疗法(MEBT)倡用“三度六分法”。同时为了便于成批伤员的收容、组织抢救、及组织人力、物

力的安排，根据烧伤面积和深度以及有无合并伤等情况，我国也制定了烧伤严重程度的中国分类

法，即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特重度四类。 

烧伤局部组织的病理变化，按局部损伤程度的不同层次，将其划分为类似同心园状的三个区带，

即：1.中心为凝固坏死带；2.周围为毛细血管淤滞带。3.外围为充血带。其中淤滞带代表部分组织

损伤，属“间生态”状态，充血带和淤滞带组织的主要改变是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和扩张；血流缓

慢和容易发生微血管拴塞；使局部组织缺氧并造成对全身的影响，因此，如何阻止和改善淤滞带和

充血带的病理生理变化及其对全身的影响，使其尽快的恢复并达到生理的修复状态，而不是向更深

或更坏的病理变化发展，对淤滞带而言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烧伤的局部处理除了

要重视防治感染外，重视对淤滞带病理变化的防治，并使之达到尽快的恢复和生理愈合，才能有利

于对烧伤损害的防治。 

烧伤引起的一系列全身复杂的病理生理变化，就整个烧伤的临床过程而言，表现为以烧伤的组织损

害为一方，机体的防御和修复为另一方，形成了贯穿烧伤整个病程始终的矛盾。对烧伤临床的过程

大致分为四期：1.体液渗出期(又称烧伤休克期或复苏期)。2.急性感染期。3.修复期。4.康复期。

事实上，以上四个时期的划分是相对的，并不能完全截然分开。分期的目的在于掌握烧伤病程发展

的一般规律性，利于处理各期的主要矛盾和并发症和增加临床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以指导临床

工作的展开。 

二、进展的回顾 

祖国医学对烧伤的治疗和研究，历史悠久，早在公元三世纪，晋代葛洪〈肘后方〉(公元 341 年)和

晋末〈刘涓子鬼遗方〉(公元 483 年)中，已有治疗水火烫伤的记载，所用药物及治则，特别是内外

兼治、辩证施治的观念，迄今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几千年来，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医学哲学思想和

医学体系。西方出现有关烧伤的文献为《烧伤外科病理和治疗手册》(Billroth 1878)，经过百多

年来的发展，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烧伤休克，感染，创面处理，植皮，并发症以及烧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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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全身病理生理改变等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烧伤的局部和全身治疗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

自 1949 年解放后，长期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1958 年上海二医附属广慈医院成功抢救

了严重烧伤总面积 89.5%其中Ⅲ度烧伤达 23%的钢铁工人邱财康，并向全国进行了经验交流和推

广，舆论传颂为医学奇迹(当时烧伤总面积在 50%以上的病例难以治愈)。从此我国烧伤医学在全国

各地得到重视，全国和全军涌现出许多烧伤专业组；科；研究所和中心等常年从事烧伤治疗研究的

专业队伍，1985 年中华医学会成立了烧伤外科学会，并创办了专业期刊《中华整形烧伤外科杂

志》。通过不断的学术交流和研究，积累了不少具有我国特点的治疗经验，80 年代以来，各地治

愈特大面积烧伤和广泛的Ⅲ度烧伤达 80～90%的病例已不罕见。 

自 1987 年以来，中国烧伤创疡科技中心徐荣祥教授创立的“烧伤湿性医疗技术“(MEBT)由国家科

委公布为国家重大科研成果，并由卫生部向全国推广。十余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各临床应用单

位获得了的治疗效果和研究成果。1989 年出版了《中国烧伤创疡杂志》向国内外发行，并经常举

办专业医师培训学习班和每二年举办一次全国学术经验交流会，历届还评出了 90%以上烧伤面积的

“烧伤康复明星”病例进行验证。1996 年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领导下，成立了我国中西医结合

烧伤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组织。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 30 多个国家先后引进和应用了此项新技

术，获得了理想的疗效，并在国际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说明我国烧伤的临床治疗水平处于世界前

列。现将主要进展简介于下。 

1.关于休克期输液 

在无法改善烧伤后血管通透性增加这一造成烧伤休克的主要因素的情况下，当前防治烧伤休克的主

要措施仍是静脉输液。国外曾总结了许多输液公式，50 年代出现 Evans 公式，继而 BlookS 公式；

60～70 年代出现了 Parkland 公式，继而有了改良 Blooks 公式，还有高渗盐溶液公式、胶体公式

等，实践证明这些公式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临床效果，表现在临床上烧伤休克造成的死亡率明显减

少。我国较常应用的公式为上海公式及重庆公式等，都属于胶体和晶体并重的公式，只是输液总量

和比例与国外公式小有不同，一般胶晶体的调整系数采用 1.5 来计算。70 年代以来，国外

Parkland 公式，认为输液需要扩张整个细胞外液才能维持血容量，而细胞外液主要为含钠离子的

溶液，因此伤后第一个 24 小时输入含钠的晶体液进行扩容更为合理。但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又

提出单纯输入晶体液有使病人负荷过大，发生低蛋白血症和组织水肿难以消退，增加感染易感性的

弊端，仍主张第一个 24 小时内适量补给胶体。较符合我国学者的观点，我国学者认为应从烧伤治

疗的全局考虑，强调要求病人应平稳和安全地度过休克期，为以后治疗打下良好的基础。 

近来在 MEBT 的治疗实践中，徐教授总结在抗休克时，应注意强心、保肾，并发现输液量一般较上

述我国胶晶型公式的量少，提出可将调整系数由 1.5 改变为 1 进行计算，同时提出尿量要求每小时

每公斤体重以 1毫升为基准来作为调节补液量及速度的依据，可供在采用烧伤湿性疗法时参考。 

2.关于烧伤感染 

在烧伤休克死亡率明显下降后，烧伤创面感染及其所致的全身性侵袭性感染，以及由此而造成人体

内脏器官的继发损害，甚至造成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SMOF)已成为烧伤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60

年代以来除加深了对毒血症；菌血症；败血症和脓毒症等防治知识和消毒隔离措施的研究外，1964

年 Teplitz 提出“创面脓毒症”(Burn Wound Sepsis)的概念，增强了对创面感染的认识，明确了

侵入创面每克正常组织的细菌数超过 10 的 5 次方，并有明显的全身炎症体征，即使血培养阴性亦

可诊断存在全身侵袭性感染—烧伤创面脓毒症，在治疗措施上强调局部和全身并重，从而加强了局

部抗菌抑菌外用药的应用和发展。自 70 年代以来，提出并证实了肠道细菌易位学说，认识到在烧

伤后休克和免疫力明显低下的情况下，肠源性感染的发生不容忽视，应及时注意采取防治措施。近

年来，从分子水平对炎症细胞如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炎性反应细胞和炎性介质如细胞素等的研

究和发现，改变了一些传统的对它们功能概念的看法，如炎性细胞的分泌功能；炎性介质的调理和

过度反应以及对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atory Response Syndrom)等的认识，都关

系到临床上对烧伤感染的判断及防治尚需进一步研究。 

MEBT 强调创面与全身反应的整体辩证关系，认为与创面及全身反应密切相关的重要的决定因素与

炎性介质、细胞因子等的反应失调有关，应注意予以调节，并认为 MEBT 所应用的主要药物 MEBO 对

这些因素具有调节和抗毒作用，特别是 MEBO 中所含主要成分 β-淄固醇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和深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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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创面外用药 

由于创面的存在是烧伤的主要问题，正确的创面处理十分重要。祖国医学历来重视创面外用药的应

用，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用于创面治疗的处方不下数千种。现代医学自 60 年代提出“创面脓毒

症”的概念以来，西医也重视和发展了局部外用药的应用，主要是抗菌的外用药诸如碘胺类，金属

盐类，抗生素类，喹诺酮类及有机磺制剂等，其中使用最广的当属磺胺嘧啶银，它的抗菌作用对控

制创面感染虽有显著效果，但对细胞的活性亦有一定的损害作用，特别是使用高浓度的磺胺嘧啶银

糊剂或混悬剂，有使创面损害加深之嫌。 

MEBT 应用为另一种类型的烧伤外用中药，是一种温差型基质的制剂“湿润烧伤膏”(MEBO)，它虽

无直接的杀菌抑菌的实验室效应，但微生物学研究证实其可使细菌的繁殖和毒力发生变异，同时具

有保护创面，恢复淤滞带的变化，改善局部血循环，通畅引流等作用，从而不但具备了控制局部感

染的能力，而且具有保持创面湿润，有利于烧伤创面生理愈合的综合作用。自 1989 年经卫生部推

广在许多医院应用后，据《中国烧伤创疡杂志》多篇报告，临床取得了很好的控制感染的效果，改

变了创面外用药只注重杀菌抑菌效果，忽视创造一个有利于生理性自行修复愈合而不利于微生物繁

殖的环境的综合治疗的概念。 

4.关于深度烧伤的早期切削痂 

以往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提倡对 15～20%以下的较小面积的深度烧伤，可进行焦痂切除和及时

植皮治疗。1962 年，我国上海广慈医院烧伤科首先应用大面积Ⅲ度焦痂切除+大张异体皮打洞嵌植

小片自体皮的方法救治特大面积Ⅲ度烧伤成功，以后随着手术方法的改进和切痂，保痂等方法的比

较研究，又提出了分期分次切痂，削痂，剥痂和酶脱痂等以及采用异种皮(猪皮)替代同种皮等不同

的方式方法，经过国内外不断的实践和发展，许多大面积Ⅲ度烧伤病人切痂的治愈率较传统的治疗

有明显提高。是为近 30 多年来，对大面积Ⅲ度烧伤治疗的重要进展。近来我国又进一步提出休克

期进行切痂的探讨，值得密切注意其临床效果。对深Ⅱ度特别是功能部位的烧伤，有人主张采用早

期削痂及时植皮的方法，但往往由于深度难以正确判断而有误伤正常细胞和组织之弊。 

MEBT 由于其注重烧伤创面生理的自然的愈合修复机理，对凡有自然愈合条件的深Ⅱ度、混合度烧

伤，均不主张切(削)痂手术，对有明显坏死组织的深度烧伤创面，主张采用药刀结合的“耕耘疗

法”以加速去痂，并强调 MEBO 的脱痂及通畅引流作用，能保护有活力的细胞和组织达成生理性的

愈合，特别是对深Ⅱ度烧伤，临床上已取得了良好的治疗结果。 

5.关于创面的覆盖 

尽快消灭创面，是烧伤治疗的根本。应用各种自体皮肤移植技术是大面积深度烧伤目前唯一的消灭

创面的方法，为了更充分的利用自体皮有限的资源，近 30 余年来，发展并成功应用了许多改进取

皮和植皮的方法，如利用头皮多次供皮；网状切皮机的应用；异体皮网状开窗自体皮嵌入或滴入自

体皮浆/自体上皮细胞悬液的混合移植；自体微粒皮肤移植；自体表皮异体真皮皮浆混合移植；异

体表皮真皮间自体皮浆移植以及应用免疫抑制剂延长异体皮存活时间逐步用自体皮替代等。在异体

(种)皮的保存方面也发展了液氮储皮；低温储皮，制作戊二醛皮，幅照皮等皮库供应技术。80 年

代以来，培养皮技术也有较快的发展，已有不少临床应用的报告，如自体上皮细胞+培养真皮复合

移植；自体上皮+异体(或异种猪皮)真皮合成移植以及去细胞真皮的应用等。同时，各种创面保护

覆盖物亦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利用生物材料方面有胶原膜；羊膜；甲壳胺膜；动物的腹膜等；在合

成材料方面有各种人工皮的品种如 Biobrane,Opsite，人工皮 7 号，硅胶膜等，这些都各有其临床

适用的保护创面的作用。 

MEBT 强调 MEBO 药物在创面上形成很薄的纤维蛋白膜起到保护创面作用，不需用创面覆盖物。对确

无皮肤成分的较大肉芽创面，亦主张及时植皮消灭创面，同时，MEBO 更具有促使植皮生长成活的

作用。 

6.关于烧伤免疫疗法 

重建烧伤后受损免疫功能，恢复机体防御功能是全身治疗的关键环节，目前尚处于实验性阶段，具

有发展前景的有(1)提高和促进免疫功能如胸腺素(TP-5)可使抗体形成细胞明显增多，使中性粒细

胞和巨噬细胞的杀菌功能和血清的调理性有所恢复。(2)拮抗免疫抑制物如布洛芬，咪唑，消炎

痛，甲氰咪呱，维生素 E，硝酸铈等都有一定的效果。(3)细胞因子治疗如应用 IL-1 可使受损的细

胞介导免疫功能恢复。IL-2 和消炎痛同时给予可使死亡率明显降低。γ-干扰素与抗菌素合用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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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抗金葡菌的能力。肿瘤坏死因子与抗菌素合用可降低对感染的易感性。(4)短缺物质的补充如补

充纤维结合蛋白可改善受损的吞噬清除功能。输注新鲜冰冻血浆可补充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利于抗感

染。其他如微量元素锂、锌、硒等如有缺乏亦应补充。(5)近年来研究发现多种中药具有免疫调理

作用，如我院应用的“金蒲银蛇汤”，实验证实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作用。 

7.关于烧伤病人营养 

严重烧伤常伴有超高代谢，负氮平衡，加上组织分解，蛋白丢失，能量消耗增加等而常使病人全身

处于营养不良，慢性衰竭状态，不利于机体对感染的防御，也不利于免疫能力的恢复，更不利于创

面组织的修复和愈合，因此合理的营养支持是贯穿整个烧伤治疗的根本措施。如国内第三军医大学

和北京积水潭医院均提出了适合国人体质和饮食习惯的计算公式和方法。并提倡以胃肠道为主，辅

之以静脉营养，必要时可选择性应用中心静脉营养的主张，并提出如休克期度过平稳，胃肠情况较

佳者，尽可能给予早期肠道营养，以利于维持肠道粘膜质量，降低分解代谢和预防肠源性感染。 

8.关于高压电烧伤 

30 多年来在电烧伤发生和发展的理论机制上有了更清楚的研究和了解，对高压电烧伤的治疗，国

内外都主张应积极早期清除坏死组织，在清创时，如发现主要血管有栓塞，可及时采用血管移植术

来挽救肢体。我国北京积水潭医院在治疗腕部电烧伤时，采用血管移植术替代栓塞的动脉，获得很

好的疗效。对清创后深而广泛的软组织暴露的缺损创面，及时采用各种轴形皮瓣，肌皮瓣，复合组

织瓣甚至游离皮瓣，肌皮瓣等进行移植修复，有利于保护和保存受损伤的间生态组织和降低电烧伤

的截肢率。 

9.关于吸入性损伤 

虽然在损伤的轻重程度上可有不同，但损伤严重者往往难于救治，是影响烧伤死亡率的重要原因之

一。近 30 年来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早期缺氧，通气功能及换气功能的变化，早期肺水肿

及其发生机制都有了较清楚的了解。在诊断方面发展了胸部 Xe 连续闪烁摄影肺扫描，纤维支气管

镜及肺泡灌洗液的检查，肺功能检查及血气分析等手段，提出了较明确的临床分类和分期。在治疗

方面提倡早期施行气管切开，完善了呼吸机机械通气的应用，发展了清除分泌物和灌洗技术以及先

进的体外膜氧合器(ECMO)应用等，明显提高了对吸入性损伤的救治水平。 

10.关于烧伤康复问题 

随着医学模式的发展，烧伤病人痊愈后的心理、功能和生活质量等都已提到烧伤诊疗的议事日程

中，国内外学者都提出，我们不仅要挽救病人生命，而且要注意病人治愈后的生命质量。康复治疗

不仅是修复后期帮助病人锻炼肢体功能或进行理疗、体疗等。而且应该从治疗一开始，就注意在精

神和功能两方面进行医疗服务，尽量做到使病人不残废，少残废或残而不废，身残志不残，能在伤

愈后步入正常社会生活，因此需要心理医生和康复医生以及整形外科医生参与烧伤的治疗工作，是

今后发展的必然。 

三、未来的展望 

随着世界基础医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研究的不断进展和多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以及专科队伍的不

断壮大，在烧伤领域加强有关的临床基础研究，从而带动医疗高新技术发展，进一步降低烧伤残废

率和死亡率，提高我国烧伤治疗和科研的现有水平已是大势所趋，同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方面

创造具有我国特色的中国烧伤医学，更是责任重大，这是一项有希望造福于人类的事业。现展望今

后的重要研究课题如下： 

1.新的诊断和分类方法的研究 

目前传统的对烧伤损害分度和面积计算的方法，仅是用肉眼参照经验的方法施行，既无统一客观的

标准而且误差也大，并容易造成对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估计方面的争论。国内外在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如超声，热图，红外线，电针，组织染色等方面已有所探索和成绩，再加上不断发展的电脑的帮

助记录和计算，寻找出科学客观而统一的诊断烧伤深度和面积的标准方法，应是可能的，例如

MEBT 根据烧伤创面生理修复的过程，提出采用烧伤深度的三度六分法，就需要有客观的软件和硬

件辅助，当然也还需要一个不断实践统一认识的过程和考验的时间。 

2.抗烧伤早期血管通透性因子的研究 

烧伤早期的病理生理变化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明确了烧伤后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大量

血浆样液体渗出是造成血容量下降，引起烧伤低血容量休克和水肿的主要原因。引起这些改变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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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性因子有组织胺，五羟色胺，缓基肽，前列腺素，氧自由基，血小板激活因子，溶酶体酶，纤维

结合蛋白及球蛋白通透因子等，因此理想的防治烧伤体克的措施应是改善毛细血管通透性，停止或

减少体液外渗。国内外多年来已在这方面进行着工作，如国外经 H2 受体抑制剂抗渗作用的探索以

及我国对中药减少烧伤白鼠体液外渗的研究等。随着分子生物和基因技术的深入研究，发现抗血管

通透因子作用的抑制或对抗剂，改变当今烧伤休克的传统输液治疗方法，应是可以预期的。 

3.人工皮或仿生皮肤的研究 

为解决自体皮肤来源不足的问题，创面永久和暂时覆盖物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各种人工皮，人造

皮，生物敷料，加工的异体(种)皮等以及仿真复合皮等生物组织工程技术的发展前景。具有较高的

商业市场价值，估计会不断的有较合乎理想的“人造皮肤”出现以供临床选用。最近，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 James Thomson 研究小组证实了人体内的干细胞可分化生长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细胞，例如

肝细胞、皮肤细胞等，因而在医学生物工程方面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也为人类的皮肤移植以及器官

移植技术在临床上开辟了人类梦寐以求的希望，值得关注。 

4.创面治疗的研究 

由于烧伤局部损害三个区带的划分，对烧伤微血栓的形成及演变有了较统一的认识，近年来较重视

避免促使微血栓形成的治疗措施，如不主张使用加热干燥的刺激性强的化学药物等，但如何使创面

在符合人体生理环境中促使受损害的组织和细胞复苏及生长愈合，并防止继发损害的发生已成为研

究的方向。90 年代我国卫生部提出的“十年百项成果推广计划”中首批向农村和基层推广的“烧

伤湿润暴露疗法(MEBT)”正取得值得关注的临床效果，并已具有一定的国内及国际影响，加强与提

高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将会促使我国烧伤创面的治疗技术有新的进展。 

5.抗炎性介质反应的研究 

烧伤后许多严重反应与炎性介质反应剧烈有关，为阻断或削弱这些炎性介质的作用，以减轻机体的

过度反应，目前考虑应设法抑制血液中的细胞因子或设法阻断细胞因子对靶组织中受体的作用，国

内外医学上正在从抗体，抑制物和受体拮抗物这三方面进行研究和初步临床试验。这种以抑制炎症

反应为目的的新疗法又称为应用炎症调节因子的新疗法，经过今后不断的探索，当会对改善烧伤后

机体免疫及介质反应方面有所贡献。 

6.防治瘢痕形成的研究 

为改善烧伤病人以及外科手术愈合后的生活质量，现在从瘢痕修复的机制及生物生长因子的作用以

及基因调控等方面进行探索。近来美国报道发现能抑制纤维细胞并使之变为圆形和减少胶原的药

物，临床用于瘢痕疙瘩和增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 MEBT/MEBO 临床治愈的病人，其瘢痕少而软，

影响功能活动小，此种现象肯定与 MEBO 对纤维细胞、胶原和皮肤细胞等的影响有关。继续加强这

方面的研究，应能在预防和治疗措施上有所突破，以满足人们多年来的理想和愿望。 

 

 

PO-0907 

下肢皮肤-骨复合组织缺损与感染创面的修复重建 

 
张家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采用一期清创后皮瓣覆盖 + 二期 Masquelet 膜诱导技术修复重建下肢皮肤-骨复合组织缺损

与感染创面，评估治疗效果。 

方法 自 2015 年以来，采用一期清创后皮瓣覆盖 + 二期 Masquelet 膜诱导技术修复下肢皮肤-骨复

合组织缺损与感染创面共 16 例。其中，成人 15 例，儿童 1 例；致伤原因：11 例为车祸伤，3 例为

重物砸伤，2 例为电击伤；创面情况：13 例为小腿皮肤软组织缺损伴胫骨粉碎性骨折，2 例为小腿

慢性窦腔创面伴胫骨骨髓炎，1 例为髋部大范围皮肤软组织缺损伴股骨中上段感染坏死。入院后一

期行清创手术,彻底清除坏死组织与感染病灶，清创后创面大小为 3x5 cm -37x29cm，骨缺损长度

为 5-14cm。术中采用抗生素骨水泥填充胫骨或股骨缺损区，钢板内固定骨缺损上下端；设计小腿

胫后动脉穿支皮瓣（9 例）、腓肠肌肌皮瓣（4 例）、腓动脉穿支皮瓣（2 例）或大腿前外侧皮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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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封闭骨水泥外露创面。术后 6-8 周采用 Masquelet 膜诱导技术行二期骨重建，其中 15 例

采用自体颗粒松质骨移植，1 例采用异体骨+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混合移植。术后 1-2 年内定期

复查。 

结果 一期手术：16 例患者皮瓣全部成活，其中 14 例创面一期封闭，2 例骨髓炎控制不理想导致窦

腔性创面再次形成，予以再次清创后创面封闭。二期手术：16 例患者骨移植均获成功,术后 1-1.5

年完全骨愈合，能独立负重行走。 

结论 采用一期清创后皮瓣覆盖 + 二期 Masquelet 膜诱导技术是治疗下肢皮肤-骨复合组织缺损与

感染创面的良好方法，其手术操作相对简单，修复重建效果确切。 

 

 

PO-0908 

生物材料对树突状细胞免疫功能影响及其调控途径 

 
朱富军

1,2
,童亚林

1
,盛志勇

2
,姚咏明

2
 

1.解放军第 181 医院烧伤整形科 

2.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创伤外科研究中心 

 

树突细胞（DC）是目前所知体内最强的专职抗原提呈细胞，系连接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主

要桥梁。新近的研究提示，生物材料对 DC 免疫功能的效应是决定生物材料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本文重点介绍生物材料物理化学特性对 DC 免疫功能的影响及其受体途径、信号通路，为深入理解

生物材料与机体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并为生物材料的设计及选择开辟新途径。 

 

 

PO-0909 

32 例烧伤后瘢痕癌回顾性分析 

 
胡承浩

2,1
,李东宇

3
,李惠斌

1
 

1.临沂市人民医院,276000 

2.潍坊医学院 

3.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探讨分析瘢痕癌的临床表现特点、临床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临沂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中心 2005 年 1 月～2018 年 1 月经病理确诊的 32 例瘢痕

癌患者临床资料。 

结果 32 例均为慢性烧伤后瘢痕癌，其中溃疡型 29 例（90.62%），增生型 3 例（9.37%）；年龄大

于 50 岁的 22 例，占 68.75％；均为热液和火焰烧伤，皮损好发于四肢关节处 23 例(71.87%)，其

次为躯干部 6 例(18.57%)，头面部最少,共 3 例(9.37％)；皮损恶变的潜伏期为 2~25 年，平均

8.43 年；相关数据分析进一步证实，原发病诊断时的年龄与潜伏期无显著相关性；7 例(21.87％)

烧伤瘢痕癌发生腹股沟淋巴结转移；组织病理学检查所有病例中 27 例（84.37%）为鳞状细胞癌，

其中高分化鳞癌 26 例（96.29%），1 例为中分化鳞癌（3.70%），经手术根治性切除后，仅有 1 例

复发（3.125%）。 

结论 瘢痕癌主要见于 50 岁以上患者，四肢及关节处瘢痕癌的发病率高于身体其余部分

（P<0.05），组织病理学检查是确定诊断瘢痕癌的重要依据，根治性切除术是瘢痕癌的首选治疗方

法，高分化鳞癌早期切除，预后良好，中分化鳞癌根治切除后，预后不佳，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仍

是预防瘢痕癌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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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10 

减张手术联合电子线照射治疗瘢痕疙瘩 

 
孙传伟,赖文,卞徽宁,罗红敏,黄志锋,熊兵,郑少逸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减张手术联合电子线照射治疗瘢痕疙瘩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东省人民医院收治的瘢痕疙瘩患者 120 例（前胸部 63 例，腹部 20 例，上肢 15

例，耳廓 15 例，背部 7 例）。120 例患者采用减张手术切 除瘢痕疙瘩，保持术口无张力缝合，术

后 24 小时内、2、3、4 天分别接受电子线照射治疗，每次 5Gy，总剂量 20Gy。术后 6 个月、12 

个月进行门诊随访或电话随访，对瘢痕情况进行评估。 

结果 120 例患者中，6 个月随访治愈 98 例，显效 16 例，有效 4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98.3%。 12 个月随访治愈 96 例，显效 18 例，有效 4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98.3%。 

结论 减张手术联合电子线照射治疗瘢痕疙瘩可取得满意疗效。  

 

 

PO-0911 

坏疽性脓皮病的创面修复治疗 

 
王爽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提高对坏疽性脓皮病的认识，探讨其发病原因、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科收治的 5例坏疽性脓皮病的临床资料。 

结果 5 例患者中，其中 1 例因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肺部真菌感染导致死亡；其余 4 例患者均于

2～3周后予以植皮修复至创面愈合。 

结论 坏疽性脓皮病是一种皮肤特发性、溃疡性和炎症性疾病。除外全身支持治疗，局部治疗在疾

病治疗中起到重要作用。 

  

 

PO-0912 

创伤弧菌致坏死性筋膜炎 3 例临床治疗体会 

 
孙传伟,赖文,卞徽宁,罗红敏,郑少逸,熊兵,黄志锋,刘族安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坏死性筋膜炎患者中创伤弧菌感染的诊断与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东省人民医院收治创伤弧菌所致感染 3 例，对其病史、诊断及治疗经过予以总

结。 

结果 3 例患者经治疗均死亡。患者既往均有肝脏疾病史。入院前均有海产品接触史，其中 2 例为 

刺伤，1 例为生食。出现坏死性筋膜炎同时迅速出现脓毒症休克症状，患者均收住 ICU 进行积极

生 命支持治疗。其中病原学诊断 2 例，临床诊断 1 例。患者均于外科扩创或截肢治疗后有短暂

病情好 转，最终均因肝功能损害及凝血指标异常进行性加重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结论 创伤弧菌感染死亡率极高。对于坏死性筋膜炎合并脓毒症休克患者，需详细询问海产品接触 

史，尤其合并肝脏疾病者。提醒检验科室尽早进行创伤弧菌的病原学检查并尽快给予敏感抗生素治 

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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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13 

含银抗菌生物敷料（霜剂型）治疗小面积Ⅱ°烧伤感染创面的 

临床体会 

 
韩炳旭 

邯郸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目的 总结应用含银抗菌生物敷料（霜剂型）在治疗小面积（面积＜10%）浅深Ⅱ°烧伤创面感染中

的体会。评价其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可靠性。 

方法 选取本院小面积浅深Ⅱ°烧伤创面伴感染病人 78 例，给予含银抗菌生物敷料（霜剂型）外用

包扎换药治疗，其效果进行分析。 

结果 应用含银抗菌生物敷料（霜剂型）治疗感染创面，经换药 3-5 天(每日一次)，炎症明显消

退，浅Ⅱ°烧伤创面平均愈合时间为 9 天，深Ⅱ°烧伤创面平均愈合时间为 20 天，未见局部及全

身不良反应。 

结论 含银抗菌生物敷料（霜剂型）在治疗小面积浅深Ⅱ°烧伤感染创面效果确切，炎症控制迅

速，且促进创面愈合，缩短病程，治疗过程中减少全身抗生素的用量，降低患者治疗费用，是一种

较理想的烧伤创面外用抗感染药物，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PO-0914 

纳米氧化锌/细菌纤维素新型抗菌敷料的研发与性能评价 

 
张家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现有细菌纤维素医用敷料（商品名：韦乐迪）无抗菌性能，难以用于感染创面。本研究通过

原位合成法制备一种新型纳米氧化锌（nZnO）/细菌纤维素（BCM）复合膜，评价其物理特性和抗菌

性能，为研发 nZnO/ BCM新型抗菌医用敷料奠定基础。 

方法 以细菌纤维素(BCM)为模板，采用二步法原位合成纳米氧化锌（nZnO），进而制备 nZnO/ BCM

复合膜，即：先对 BCM 进行羧基化修饰，然后以羧基化修饰后的 BCM 为模板，进行 nZnO 的原位合

成，最终制备成 nZnO/ BCM 复合膜。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nZnO/BCM 复合膜的形态及 nZnO 颗粒

分布；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nZnO 的含量并评价经高压灭菌和浸提处理后 nZnO/BCM 复合膜中

nZnO 的结合稳定性；采用水蒸气透过率检测评价 nZnO/BCM 复合膜的透气性；采用万能材料测试仪

检测 nZnO/BCM 复合膜的抗张强度、断裂伸长率及杨氏模量，评价其力学性能；采用振荡抑菌实验

评价 nZnO/BCM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抑制作用。 

结果 电镜观察显示，采用二步法合成的 nZnO/BCM 复合膜的纤维网络呈三维立体结构，其孔隙大小

和密度均显著大于单纯 BCM；原位合成的 ZnO 颗粒附着于纤维，呈串珠状排列，ZnO 的颗粒直径为

30〜90nm。对 nZnO/BCM 复合膜（含 40%nZnO）进行高压灭菌和浸提处理后，其 nZnO 的脱失率小于

10%。nZnO/BCM 复合膜（含 40%nZnO）的水蒸气透过率、抗张强度和杨氏模量均显著高于单纯 BCM 

(P < 0.05)。nZnO/BCM 复合膜（含 40%nZnO）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抑菌率分别为

96.72%和 60.14%，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和 BCM组（P<0.01）。 

结论 用二步法制备的 nZnO/BCM 复合膜具有良好的孔隙率和 nZnO 结合稳定性，其透气性和物理力

学性能符合医用敷料要求，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有较好的抗菌活性，克服了现有商品化

细菌纤维素医用敷料无抗菌能力的弊端，研究为研发 nZnO/ BCM 新型抗菌医用敷料奠定了良好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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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15 

皮瓣联合颈阔肌皮瓣成形在面颈部瘢痕矫正美学修复的临床应用 

 
王宝云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探讨皮瓣联合颈阔肌皮瓣成形在面颈部瘢痕矫正美学修复的临床应用 

方法 本组收治面颈部瘢痕挛缩畸形患者 20 例，均伴有颏颈角消失，下颌屈伸功能受限，均采用穿

支、扩张皮瓣联合颈阔肌肌皮瓣成形，一期下颌角成型，切除颈部瘢痕矫正畸形一期修复创面， 

皮瓣切取面积最小为 15cm×7cm，最大为 20×8cm。 

结果 术后随访 1～24 个月，20 例皮瓣全部成活；颈部瘢痕挛缩畸形矫正，下颌角角度及颏颈角角

度自然，颈部外形美观，术后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扩张皮瓣、穿支皮瓣具有切取方便、供区隐蔽其功能损伤小，颈阔肌肌皮瓣行下颌角成型，

血供可靠、改善颈部功能，颏颈角角度自然，增加面颈部美观。此法简单易推广。 

 

 

PO-0916 

持续封闭负压引流在高压电击伤治疗中的应用 

 
吴磊,吴为民,周波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443000 

 

目的 探讨持续封闭负压引流在治疗高压电击伤后皮肤及软组织缺损中的疗效。 

方法 对 11 例高压电击伤后早期行清创并行持续封闭负压引流 ( VSD)，创面呈健康肉芽组织后, 

采用皮瓣移植术或植皮术封闭创面，观察疗效 

结果 3 例经过 1 次持续负压引流后，行中厚皮植皮，皮片存活良好； 7 例经过 2 次清创及持续负

压引流后，行中厚皮植皮及皮瓣转移，皮片及皮瓣存活良好； 1 例颈部左侧大部分皮肤软组织缺

损坏死，经过 4次清创及持续负压引流后，行中厚皮植皮，皮片存活良好。 

结论 持续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联合组织移植是修复高压电击伤后皮肤及软组织缺损的理想方法。 

 

 

PO-0917 

“周末效应”对烧伤患者的预后影响分析 

 
李琳,戴晶晶,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通过病例分析，探讨“周末效应”对烧伤患者死亡率、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

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福建省某四家医院 2013 年-2015 年收治的周末入院与工作日入院对烧伤

患者死亡率、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的影响。根据入院时间不同分为周末入院和工作

日入院组，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入院时两组基本情况如性别、婚姻、医院来源、年龄、居住地、致伤原因等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从数值分析上看，工作日组发生率较周末组高，占 69.73%（3012/4319），周末

组为 30.26%(1307/4319)，对烧伤严重程度进行分层分析，发现两组间特重度烧伤患者死亡率存在

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
2
=1.881，P=0.017；而并发症发生率、住院天数差异比较，两组

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烧伤患者的院内死亡率是 0.6%，周末组死亡的发生率是 0.3%，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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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组的死亡率是 0.8%，控制混杂因素后，与周末组相比，工作日组的死亡率更高（调整后的平

均差异：aoR:3.533，95%CI:（1.158-10.775），P=0.027），使用多元回归分析调整混杂因素。 

结论 “周末效应”对烧伤患者的预后影响无明显相关性。与周末相比，工作日的死亡率更高。 

 

 

PO-0918 

严重烧伤患者外周血树突状细胞的变化 

 
李兴照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了解重度烧伤患者外周血树突状细胞(DC)的数量变化，深入探讨树突状细胞在重度烧伤患者

机体中的免疫调节效应，为临床治疗重度烧伤患者开拓新的思路、探索的新方法。 

方法 选择 25 例烧伤面积在 60%~99%（平均面积 80±5.62%）之间的烧伤患者，分别于伤后第

1,3,7,10,14 天早上六点抽取外周静脉血，离心分离外周静脉血中的 PDC、MDC，单克隆抗体标记

后，采用流式细胞仪测定 DC 百分比。同时选择 15 例健康志愿者（平均年龄 34.6±15 岁）外周血

DC作为对照组、上述同样方法进行分离、测定。 

结果 脓毒血症组外周血树突状细胞比例与非脓毒血症组及正常对照组外周血树突状细胞比例相比

伤后第 1,3,7,10,14 均是明显减少的（P<0.05）。非脓毒血症组外周血树突状细胞比例与正常对照

组外周血树突状细胞比例相比，PDC 在伤后 1，3 天是明显下降的（P<0.05）,而在伤后 7，10 天是

明显升高的（P<0.05）。非脓毒血症组的 MDC 在伤后 1,3 天是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而

在伤后第 7天是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 

结论 树突状细胞（ DC）在烧伤后感染、脓毒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作为调节免

疫系统的重要靶标。 

 

 

PO-0919 

银离子敷料联合生肌玉红膏治疗慢性创面的疗效分析 

 
付德丰 

西安凤城医院 

 

目的 探讨银离子敷料联合生肌玉红膏对慢性创面的疗效 

方法 研究收集了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于我院治疗并伴有不同程度慢性创面的患者 79

例，其中男性 44 例，女性 35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成四组，分别给予银离子医用抗菌凝胶、生肌

玉红膏及两者联合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3、7、12 周时记录慢性创面的面积变化情况，比较

各组治疗后创面面积、换药次数及治愈率的情况。 

结果 治疗前分析各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年龄、性别、病程时长、发病部位及治疗前慢性创面面积)

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各组间具有可比性。治疗前各组创面的面积为 24.69±1.24 

cm
2
、24.51±1.18 cm

2
、24.62±1.20 cm

2
、24.55±1.16 cm

2
，而治疗 14 天后各组创面的面积为

6.98±0.74 cm
2
、4.01±0.71 cm

2
、3.73±0.85 cm

2
、1.43±0.66 cm

2
，治疗前后各组创面面积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联合治疗组变化最显著。研究进一步对各组治疗疗效及换药次数分析

发现：其中 D 组的治愈率要明显高于其它各治疗小组；而对于换药次数而言，D 组换药次数要明显

少于其它各治疗组。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银离子敷料联合生肌玉红膏能够显著加快创面的愈合，有效的改善慢性创面的愈后，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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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20 

烧伤患者换药疼痛的护理与管理研究进展 

 
蒋俊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610000 

 

目的 疼痛属于一种不愉快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上的体验。烧伤患者从受伤到治愈存在不同程度的疼

痛。烧伤换药作为治疗烧伤创面最基础、最直接的诊疗方法之一，期间的爆发性、持续性疼痛往往

被认为最剧烈，导致患者抑郁、焦虑等症状，造成患者机体过度应激反应，产生不良影响。如给予

科学的评估、有效的控制与护理，这种疼痛往往能大幅降低至患者可耐受范畴。随着烧伤救治水平

的不断提高，对疼痛的科学化管理也越来越重视，也是医疗及护理质量的体现。 

方法 本文通过查阅近年来的相关文献，对烧伤患者换药疼痛的相关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结论 近年来，随着烧伤救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烧伤换药疼痛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对于换药疼

痛的治疗也取得一定的进步，但在临床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医护人员对换药疼痛的意识不强；对疼

痛的管理未形成综合管理体系；药物与非药物疗联合治疗及护理仍在探索阶段，未形成系统性的治

疗规范，今后仍需更进一步的临床实践，结合国外先进理念，总结适合我国医疗护理现状的烧伤换

药疼痛的管理方法。 

  

 

PO-0921 

压疮并发坏死性筋膜炎及 严重髋关节感染 1 例 

 
张文辉 

山大六院 

 

 

 

 

PO-0922 

右美托咪定复合瑞芬太尼在烧伤重症监护病房中清醒非插管患者

换药时的应用研究 

 
杨智斌,沈江涌, 马强,吴银生,姚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观察右美托咪定复合瑞芬太尼在烧伤重症监护病房（ICU）中清醒非插管患者换药时的镇痛镇

静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2017 年 4 月笔者单位烧伤 ICU 中符合纳入标准的烧伤患者 40 例，设计研

究为前瞻性随机双盲方法，入院后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a、b 两组，每组 20 例，换药时分别

给予瑞芬太尼或右美托咪定+瑞芬太尼，记录患者的换药次数及换药时间，瑞芬太尼用量，术中及

术后患者的主诉疼痛分级法评分，术中 Ramsay 镇静评分、术后患者及医师对麻醉满意度以及各种

不良反应；2 组患者在换药前，给药 10min（右美托咪定负荷剂量后），给药 15min（瑞芬太尼负

荷剂量后），给药 25min（换药过程中），换药结束后 20min 的心率、平均动脉压、呼吸频率、脉

搏血氧饱和度。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t 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 

结果 共有 38 例患者完成试验，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质量、烧伤总面积（TBSA）、美国麻醉

医师协会（ASA）分级等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的换药时间及术中 VRS

评分无差异（P＞0.05），换药结束后 20 minDR 组患者的 VRS 评分低于 R 组的（P <0.05）。DR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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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RSS 评分，患者自身及医师对麻醉的满意度评价均明显优于 R 组（P <0.01）。DR 组的瑞芬太尼

用量明显小于 R 组（P<0.01）。两组患者呼吸抑制及低血压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DR 组的心动过缓发生率明显高于 R 组（P<0.05 ），恶心及呕吐等消化道症状明显低于 R

组（P<0.05）。DR 组患者给药 10、15、25 min 时心率明显低于 R 组（P<0.01）。 DR 组给药 15、

25 min 时 MAP 明显低于 R 组的（P<0.01）。DR 组在给药 15min 时 SpO2低于 R 组（P<0.05）。2 组

患者在给药后各时间点（给药 10min、给药 15min、给药 25min）呼吸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小剂量瑞芬太尼单独应用于清醒非插管患者烧伤换药时的镇痛治疗效果确切，但易出现恶心

呕吐等不良反应，而复合右美托咪定在保证镇痛效果的同时，减少了麻醉镇痛用药剂量、提高了患

者的镇静效果及麻醉满意度，减少了各种不良反应等优点，但同时会增加患者的心动过缓的发生

率，对循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PO-0923 

简述医院医用耗材管理改革后科室对改革采取的应对措施 

 
王志佳 

太钢总医院烧伤整形中心,030000 

 

本文笔者采用综述形式，以医院医用耗材管理改革为背景，分析科室对改革采取的应对措施。 

 

 

PO-0924 

烧伤重症患者经气管切开处行支气管镜检查的护理体会 

 
刘敏杰,刘俊青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烧伤重症患者经气管切开处行支气管镜检查的护理措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总结 2018.1-2018.5 我科烧伤重症患者 51 例经气管切开处行支气管镜检查的护理，通过局

部麻醉、充分润滑支气管镜、术中的配合、饮食护理、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合适的体位、心理护理

等一系列护理措施，并形成一个系统的护理方案，应用于每一个经气管切开处行支气管镜检查的患

者。 

结果 51例烧伤重症患者经气管切开处行支气管镜检查后无一例发生误吸、躁动、出血等并发症。 

结论 烧伤重症患者经气管切开处行支气管镜检查时充分润滑支气管镜，检查后合适的体位、术中

的配合、心理护理这些是减少患者并发症的重要护理措施。 

 

 

PO-0925 

掌背皮瓣逆行修复手指外伤后皮肤软组织缺损的临床研究 

 
李向云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 

 

目的 手部各类严重创伤不仅有皮肤缺损,常伴有肌键、骨关节和手指等组织缺损。修复手部创伤除

恢复正常形态和结构外,更主要的是尽可能恢复手的功能。在各类手外伤中，又以手指损伤为多

见， 且有 1/3 病例需进行皮肤移植术
[1]
，皮肤移植的方法一般有游离移植与带蒂移植，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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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作者应用多种皮瓣修复手指皮肤软组织缺损 66 例，其中掌背动脉皮支皮瓣逆行修复手指

皮肤软组织缺损 26例，均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方法 本组患者 66 例，应用腹部带蒂皮瓣修复 18 例,手掌背动脉逆行岛状皮瓣修复手指 20 例,手掌

背皮内动脉逆行岛状皮瓣修复手指 6 例，手指末节部分缺损采用手指 V-Y 推进皮瓣 5 例、邻指皮瓣

6 例，同指指背筋膜皮瓣 11 例，骨间背侧动脉逆行岛状皮瓣 3 例，足背复合组织游离皮瓣 3 例,股

前外侧游离皮瓣 5 例。皮瓣面积:最大 19cmx16cm,最小 1.5cmx1.5cm。皮瓣供区的处理:直接缝合

31例,全厚皮片移植 35例。 

结果 本组患者 65 例皮瓣成活良好,1 例同指筋膜皮瓣坏死，经换药后植皮修复，5 例皮瓣远端少许

坏死经换药愈合。随访 l 年以上 20 例,随访 6 个月以上 31 例,随访 2 个月 13 例,结果 46 例外形及

功能恢复满意,16例皮瓣轻度臃肿,2例对皮瓣供区植皮的外形不满意。 

结论 本组 66 例皮瓣修复患者的皮瓣手术时间、皮瓣成活率、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等一般指标进行

评价（见表 1）：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各种皮瓣患者一般情况情况进行比较，行 χ
2
检验，应

用掌背动脉及皮内动脉皮瓣与游离皮瓣、邻指皮瓣腹部带蒂皮瓣的手术时间比较，P<0.05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应用掌背动脉及皮内动脉皮瓣与腹部皮瓣及邻指皮瓣住院时间比较，P<0.05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应用掌背动脉及皮内动脉皮瓣与游离皮瓣、邻指皮瓣腹部带蒂皮瓣的住院费用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926 

胱抑素 C 在特重度烧伤患者肾功能监测中的临床价值 

 
李向云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 

 

目的 监测特重度烧伤患者(按 1970 年全国烧伤会议烧伤分度标准)的血清胱抑素 C(Cys C)、尿素

氮（BUN）及肌酐（Scr）值来了解血清胱抑素 C在肾功能损伤中临床价值。 

方法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11.1~2015.12 笔者单位在院收治的特重度成年患者 36 例，其中男性 31 例，女性

5 例，作为观察组；取同期轻度烧伤成年患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23 例，女性 7 例；患者

均为伤后 6 小时以内收入住院，入院前当地均有不等量的晶体、胶体液或水分输入。排除条件：(1)

有慢性肾病病史者；(2)虽无肾病病史但住院体检发现肾功能异常者；(3)有糖尿病 ，红斑狼疮及 

肾肿瘤病史者；（4）入院前没有明显的烧伤休克症状。 

1.2 方法 入院次日早晨 6：30 采空腹静脉血 3 ml 检测伤后 12 小时、1 天、2 天、3 天的血清

Cys C、BUN、 Scr 值。作者单位参考值，Cys C 0.54~1.51mg/L、BUN 2.5~7.5mmol/L、 Scr 

45~84umol/L。 

1.3 仪器 日立 7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4 试剂 尿素氮（BUN）检测试剂盒（尿素酶 UV、氨去除法）肌酐检测试剂盒（酶法）均由协

和医药株式会社提供；胱抑素 C(Cys C)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由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 

1.5 统计学方法 检测结果以表格形式表达, 数据分析均应用 SPSS 13.0 软件完成。 

结果 从表 1 中能够看出，特重度烧伤患者的血清 Cys C、BUN、 Scr 值均高于同期轻度烧伤患者

（p<0.01），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从表 2 中能够看出，通过监测特重度烧伤患者伤后 3 天内的血清 Cys C、BUN、Scr 值，发现它们在

各个时间段阳性检出率（即检测值高于正常范围的比率）明显不同，其中 Scr 变化最为明显，伤后

2 天阳性检出率达到 52%，3 天高达到 69%，阳性率最高；血清 BUN 阳性检出率也于伤后 3 天达到

52%；血清 Cys C 阳性检出率在伤后 12 小时即达到 16%，明显高于其他两项指标（p<0.01），伤后

1天阳性检出率达到 3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伤后 2、3天阳性检出率基本与 Scr变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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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中能够看出，随着特重度烧伤患者受伤时间的延长，检测到的肾脏功能各项指标均逐步增

高，肾功能受损情况会逐渐表现出来。 

结论 检查血清 Cys C 值的变化更能早期发现肾脏损伤，为临床治疗提供预警性的依据。 

  

 

 

 

PO-0927 

应用超比例腹部皮瓣带蒂移植修复下肢皮肤软组织缺损的 

临床应用 

 
李向云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 

 

目的 腹部皮瓣可以腹壁浅血管为蒂也可以旋髂浅血管为蒂，还可以这两组血管双重血供形成腹部

皮瓣。该部位形成的皮瓣面积大，切取方便，供区隐蔽，术后无功能障碍，临床应用较为广泛，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10 月，我们应用以腹壁浅动脉为蒂发超比例腹部皮瓣带蒂移植修复下肢皮肤

软组织缺损 10例，取得良好的效果。 

方法 1.3.1 手术设计：术前应用多普勒血管探测仪测定腹壁浅动脉并标记血管行程。腹股沟韧带

中点下方股动脉波动最明显处至脐部连线为腹部浅动脉的体表投影，根据创面大小形状逆行设计腹

部皮瓣，标记皮瓣位置，一般情况下皮瓣较创面增大 1~2cm。 

1.3.2 手术要点：创面彻底清创，去除肉眼所见不健康组织；逆行切取皮瓣；皮瓣宜在肌肉筋膜层

面分离；借助无影灯辨别腹壁浅动脉的走行；分离蒂部时切除相连的腹股沟韧带。 

结果 本组 10 例术后皮瓣完全成活 8 例，远端缺血坏死 2 例，最大坏死面积约 2.0cm×1.5cm，经

换药创面愈合，腹部供瓣区植皮部分坏死 1例，经换药愈合。 

结论 腹部作为人体中间部位，根据皮瓣所选的轴型血管不同，既可以修复胸部皮肤软组织缺损如

乳房再造，也可以修复下肢皮肤软组织缺损，还可以交腹移植修复前臂和手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2]，对于熟悉显微外科技术的同行还可以采用游离移植修复远位皮肤软组织缺损[3]，切取和使用

均方便,受到了专家的高度好评和推崇[4]。我们的体会是对于皮瓣宽度不超过 16cm 的腹壁缺损，

能够直接拉拢缝合，减少了植皮修复供瓣区遗留凹陷畸形和巨大瘢痕的遗憾。 

 

 

PO-0928 

耳廓瘢痕疙瘩的临床治疗观察 

 
习耀峰 

宝鸡市中心医院,721000 

 

目的 通过对耳廓瘢痕疙瘩不同方法的治疗，观察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单纯激素注射治疗；单纯手术切除治疗；手术切除＋放疗治疗；手术切除＋放疗＋压力

治疗＋激素注射综合治疗。 

结果 通过对耳廓瘢痕疙瘩 15 例临床治疗观察，单纯激素注射有效果，但不能完全消除瘢痕疙瘩；

单纯手术切除 100％复发；手术切除＋放疗也是 100％的复发，复发时间较单纯切除延迟。手术切

除＋放疗＋压力治疗＋激素注射临床效果较好。 

结论 耳廓瘢痕疙瘩的临床治疗采取手术切除＋放疗＋压力治疗＋激素注射等综合治疗效果良好，

患者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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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29 

浅谈甘肃地区小儿烧伤原因及分析 

 
李玉环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甘肃地区小儿烧伤的原因及特点，，探讨应对措施，为预防小儿烧伤提供切实可行的参

考依据。 

方法 对 2006～2015 年 10 年间收治的 1122 名 0～12 岁烧伤患儿的年龄、原因、严重程度、民族进

行分析统计，进行回顾性总结。 

结果 小儿烧伤的年龄以 0～3 岁年龄段最多，占 75.7%；致伤原因主要为热液烫伤，占 80.7%；烧

伤严重程度以中度烧伤为主，占 56.7%；烧伤小儿中汉族占 45.65%，回族占 50.6%。 

结论 重视小儿烧伤的预防，加强对小儿的监管及健康知识普及，。可降低小儿烧伤的发生率 

 

 

PO-0930 

SIRT1 在烧伤脓毒症早期多脏器保护中的关键作用及分子机制 

 
白晓智,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目的 脓毒症是烧、创伤外科及危重病医学面临的难题之一。目前研究表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1 

(SIRT1)广泛参与细胞损伤调节。然而,烧伤脓毒症中的发病机理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烧伤诱

导的脓毒症中 sirt1的主要作用及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构建 LPS诱导的小鼠脓毒性模型，及 LPS及烧伤血清诱导的巨噬细胞体外模型 

结果 在 LPS 诱导的小鼠脓毒性模型中，我们观察到 SIRT1 的激活剂可缓解脏器组织病理损伤,减少

细胞凋亡、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在 LPS 及烧伤血清诱导的巨噬细胞体外模型中，发现 LPS/烧伤

血清均可显著抑制 SIRT1 的表达,使巨噬细胞向 M1 型极化,M1 型巨噬细胞极化相关的多个 MicroRNA 

分子表达增强，p38 MAPK、NF-kB、Notch 等信号通路异常活化，促炎细胞因子分泌显著增强。体

内外实验证明使用 SIRT1 的激活剂可逆转这些影响,而巨噬细胞条件性敲除 SIRT1，则可进一步增

强烧伤脓毒症的病理进程。 

结论 烧伤脓毒症早期活化 SIRT1 ，可抑制炎症反应,抑制细胞凋亡, 减轻脏器损伤，SIRT1 有望成

为严重烧伤,脓毒症救治脏器保护的的分子靶点。 

 

 

PO-0931 

烧伤后问题性皮肤的观察及护理 

 
魏霞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观察烧伤后问题皮肤的特点，针对其进行护理。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全年收治的 465 例深Ⅱ°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总结受损皮肤特点

及护理方法。 

结果 本组患者烧伤总面积 15%-65%，均为深Ⅱ°烧伤，住院治疗两周，其中换药愈合 203 例，植

皮手术愈合 262 例，问题皮肤特点是乏脂性、干燥性、敏感性，经过予以相应护理，治疗效果满

意，患者均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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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所有患者经过针对性护理后，可以有效增强舒适度，提高生活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PO-0932 

烧伤吸入性损伤气道改建的维持护理 

 
魏霞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吸入性损伤气道改建后的护理，气道湿化和吸痰的最佳操作。 

方法 气道改建后保持气道通畅，气道湿化采用雾化吸入，定时冲洗灌注，持续滴注的方法，呼吸

机辅助呼吸依据血气分析监测随时调整参数。 

结果 经过抢救及准确护理操作，19 例中成功救治 14 例，死亡 5 例，死亡原因均为多器官功能衰

竭，治疗病例中呼吸道通常率为 100%。 

结论 早期规范的专业救治，护理措施，明确吸入性损伤诊断后，应机时行气管切开，并保持改建

后气道通畅和湿润是救治中的关键，这样就可不断提高吸入性损伤抢救的成功率。 

 

 

PO-0933 

各类皮瓣移植危象治疗及护理体会 

 
喻石 

解放军兰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各类皮瓣移植术后危象的抢救及护理措施。 

方法 护理发现皮瓣色泽的变化，并协助医师进行筛状切开，定时涂抹肝素钠软膏和清理渗血、血

痂和敷料等。 

结果 在治疗护理的 36 例中，34 例皮瓣危象经上述抢救，皮瓣色泽由紫色转归正常，皮瓣全部成

活，皮瓣危象抢救成功率 94.44%，仅有游离移植组织瓣 2 例，其中 1 例大网膜用游离移植覆盖颅

骨裸露，因供受区血管吻合对口径相差悬殊，吻合口血栓形成而导致全部坏死，另一例股前肌外侧

皮瓣修复手背部，危象发生后经抢救，皮瓣部分成活。 

结论 皮瓣危象抢救成活的关键是护理观察仔细，及时发现皮瓣色泽有暗红色区域时，无论大小都

应积极采用有效方法处理，这样才能使皮瓣危象转归成活，获得满意的效果。 

 

 

PO-0934 

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联合负压辅助愈合治疗系统在治疗大面积皮

肤缺损多发伤患者中的应用 1 例 

 
陈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830000 

 

目的 探讨对 1 例大面积皮肤缺损多发伤患者使用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联合负压辅助愈合治疗系

统，在创基条件差等条件下覆盖创面，改善创基，联合负压治疗在加快创面治疗周期，改善治疗效

果、早期康复干预起到重要作用。 

方法 选取兰州总医院整形美容与重建外科 1 例大面积皮肤缺损多发伤患者在修复创面过程中使用

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联合负压辅助愈合治疗系统封闭创面，观察术后创面愈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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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Ⅰ期清创、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覆盖创面，术后观察移植皮片大部成活良好，残余创面

不足 2%TBSA，治疗效果理想，患者满意。 

结论 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联合负压辅助愈合治疗系统在修复创面中治疗效果满意，明显缩短了治

疗的周期。 

 

 

PO-0935 

学龄前烧伤患儿及其父母的心理干预 

 
李晓燕 

解放军兰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在学龄前儿童及其父母中的作用。 

方法 对烧伤患儿及其父母在患儿住院期间的心理反应进行分析及干预。 

结果 在经过心理干预后治疗依从性提高，患儿及父母的不良情绪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烧伤患儿及其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焦虑，早期的心理干预，以及正确的心理疏导，对

疾病的恢复至关重要。 

  

 

PO-0936 

小针刀治疗烧伤后条索状瘢痕 12 例 

 
赵旭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评价小针刀疗法在整形烧伤科应用的临床价值与其对条索状瘢痕治疗的明显优势。 

方法 选择笔者单位烧伤后身体某部位有明显条索状瘢痕患者 12 例，手术后，按照术后、术后 3

日、10 日、30 日分别对不同患者进行观察测量，以角度增加的不同范围的人数进行比较，找出小

针刀对条索状瘢痕的不同效果。 

结果  小针刀疗法对条索状瘢痕牵拉有明显改善，并且改善角度明显，从人数上明显看出增加角

度普遍偏大。 

结论 小针刀疗法能明显改善条索状瘢痕对局部的牵拉，对局部功能改善非常明显。 

  

 

PO-0937 

不同浓度复春散 1 号的定量杀菌实验 

 
刘晓慧 

解放军兰州总医院 

 

目的 研究复春散 1号对不同细菌的杀菌能力，得出临床浸浴可用的最适宜浓度和浸浴时间。 

方法 （1）设置复春散 1 号浓度梯度为 0.125、0.25、0.5、1、2、4、8、16、32（g/L），按浓度

从高到低依次加入一个 96 孔板中;（2）配制复春散浓度梯度依次为 0.25、0.5、1、2、4、8、

16、32、64、128（g/L）以及空白对照组、KMnO4阳性对照组；（3）分别向 32g/L 的复春散 1 号中

加入绿脓杆菌及大肠杆菌细菌悬液，37℃反应 

结果 （1）复春散 1 号具有明确的杀菌能力；（2）复春散 1 号浓度越高，杀菌能力越强，当复春

散 1 号达到一定浓度时，杀菌能力增高趋势趋于平缓；（3）对于此实验中的 6 种菌，杀菌能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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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钾（PP 液）更强；（4）对于不同的细菌，复春散 1 号的杀菌能力不同，有不同的适宜浓

度；（5）复春散 1 号浸浴最适宜时间为 30~60min；（6）在复合菌实验中，复春散杀灭大肠杆菌

的能力大于绿脓杆菌，与单菌实验结果保持一致。 

结论 （1）复春散 1 号具有明确的杀菌能力；（2）复春散 1 号浓度越高，杀菌能力越强，当复春

散 1 号达到一定浓度时，杀菌能力增高趋势趋于平缓；（3）对于此实验中的 6 种菌，杀菌能力比

高锰酸钾（PP 液）更强；（4）对于不同的细菌，复春散 1 号的杀菌能力不同，有不同的适宜浓

度；（5）复春散 1 号浸浴最适宜时间为 30~60min；（6）在复合菌实验中，复春散杀灭大肠杆菌

的能力大于绿脓杆菌，与单菌实验结果保持一致。 

 

 

PO-0938 

ATGL 在烧伤早期心肌损害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凌霏,胡炯宇,黄跃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心肌损害是严重烧伤早期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对于烧伤早期心肌损害的防治则是影响烧伤

治愈率的关键。截至目前，我们对于烧伤早期心肌损害的发病机理认识仍然不够深入，并且临床防

治手段也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心脏的异常代谢被认为是烧伤早期心肌损害的重要原因，而脂

肪甘油三酯酯酶(ATGL)作为心脏代谢反应中的关键酶，能够催化水解甘油三酯，为机体提供能量底

物，但是 ATGL 在烧伤早期心肌损害中所发挥的作用仍不清楚，因此，本文对 ATGL 在烧伤早期心肌

损害中的作用及机制做初步探讨。 

方法 我们通过沸水烫伤 (88°, 10s) 构建小鼠烧伤模型，以假烫伤 (25°, 10s) 为对照，通过

基因干预手段构建模拟 ATGL 部分敲除和 ATGL 高表达的两种基因修饰小鼠，利用同位素标记、小动

物超声仪、代谢试剂盒、TUNEL、免疫印迹、PCR微阵列等方法对小鼠的相关指标进行检测。 

结果 我们发现严重烧伤早期心脏 ATGL 表达增加；而部分敲除 ATGL 的小鼠在烧伤后的心脏游离脂

肪酸显著增加，心肌肌钙蛋白 T 和心肌酶谱进一步增高，心肌细胞凋亡阳性率显著增加，同时，小

鼠的收缩和舒张功能也明显受到损害。这其中的机制可能与该小鼠在烧伤后脂肪代谢受抑制、糖代

谢代偿不足有关。相反，当我们对心脏 ATGL 高表达的转基因小鼠做烫伤处理后，该小鼠的心脏游

离脂肪酸堆积减少，心肌肌钙蛋白 T 和心肌酶谱明显降低，而且心肌细胞的凋亡阳性率和心脏舒缩

功能均有明显改善，这一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底物代谢由脂肪向葡萄糖的优化转换而实现的，而其

中的机制可能与心脏葡萄糖转运蛋白 1的表达增加以及心脏脂毒性的减轻有关。 

结论 我们首次解决并证明心脏 ATGL 的表达增加在早期严重烧伤后的能量代偿上发挥重要作用，尽

管代偿程度不够，但仍是一种适应性的保护作用；而当我们进一步增加 ATGL 的表达后，能够有效

缓解严重烧伤导致的心脏脂毒性和心肌损害的发生。这一发现帮助我们系统深入的理解了心脏代谢

在烧伤早期心肌损害中的重要作用，有望为严重烧伤早期心肌损害的防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新

的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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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39 

Unilateral sciatic nerve crush induces white blood cell 

infiltration of the contralateral nerve 

 
程佳,吕国忠 

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14000 

 

目的 Nerve injury leads to accumulation of white blood cells derived from the bone 

marrow in the lesioned nerve, but whether there are similar responses in the 

unlesioned nerve is unknown.  

方法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unilateral sciatic nerves of mice expressing EGFP in 

their bone marrow were crushed to observe the invasion of bone marrow-derived cells 

into the contralateral unlesioned side.  

结果  Two days after surgery, EGFP+ cells began to infiltrate both the damaged and 

undamaged nerves. These cells gradually increased to a peak within 2 weeks and then 

slowly decreased. In the ipsilateral (lesioned) and contralateral (unlesioned) nerves, 

the time course of infiltration of EGFP+ cells was similar for each nerve, but the 

magnitude was much less for the unlesioned nerve.  

结论 Through CD68 staining, some cells were identified as macrophage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revealed slight demyelination and phagocytosing macrophages in the 

contralateral nerve. The data showed that infiltration by white blood cells is a 

response to nerve injury, even in uninjured nerves. 

  

 

PO-0940 

吸入性损伤 87 例的护理 

 
吕小丽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吸入性损伤的方法，为吸入性损伤患者的康复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对我科自 2012年至今 86例吸入性损伤的患者临床护理的方法和体会进行总结。 

结果 针对轻、中、重度吸入性损伤的病人进行全面、有效的护理，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结论 吸入性损伤病人的临床常规的护理方法，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治愈率。 

 

 

PO-0941 

人脂肪组织及人脂肪瘤组织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生物学 

特性的比较 

 
廉娟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通过胶原酶消化法提取、分离人脂肪及人脂肪瘤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并培养，对提取培养的

细胞进行初步鉴定；2.对分离培养的人脂肪及人脂肪瘤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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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研究两种细胞的不同，有利于脂肪瘤间充质干细胞的进一步研究，并对探讨脂肪瘤发生的相关

机制提供重要基础。 

方法 将同等体积的脂肪及脂肪瘤组织经胶原酶充分消化，对两种间充质干细胞进行分离、培养及

扩增，镜下观察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human adipose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ASCs）及人脂肪瘤间充质干细胞（human lipoma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LMSCs）的

细胞形态及生长情况。 

结果 1.通过胶原酶消化法分离提取了人脂肪及脂肪瘤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在 MSCs 培养基中培养

时发现：①原代细胞开始贴壁时间：hASCs 及 hLMSCs 均于 24 小时内完成贴壁；②首次融合时间：

原代细胞提取后技术（什么技术）发现每毫升人脂肪瘤组织中提取的干细胞数多于人脂肪组织中提

取的干细胞数，但 hASCs 及 hLMSCs 首次融合的时间基本一致，即 6d～8d 细胞即可达到 80%融合，

并向一定方向生长；③原代培养的 hASCs 及 hLMSCs 中有大量的杂细胞，待细胞融合传代后杂细胞

均逐渐小时，两种细胞均成长梭形，并出现旋涡状排列生长；④两种细胞在成骨成脂诱导后均可分

化为脂肪细胞及骨细胞。⑤流式细胞仪检测 hASCs 及 hLMSCs 表面标志物 CD44 及 CD105 的表达量，

表达类似均为高表达。 

结论 1.成功运用胶原酶消化法将 hASCs 及 hLMSCs 分离、培养及扩增，hASCs 及 hLMSCs 均为贴壁

生长，诱导后均具有成脂成骨能力，具有多向分化潜能，表达相似的细胞表面标志物，证明两种细

胞具有相似的生物学特性；2.表面标志物表达量及 HMGA2mRNA 表达量不同，对探讨脂肪瘤发生发展

及良、恶性肿瘤发生发展展示了重要意义。 

  

 

PO-0942 

介绍一种 3M 双面胶纸法手工制备网状皮的方法 

 
孙晓晨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介绍一种手工制备网状皮的方法。 

方法 利用 3M双面胶纸贴合在钢制冲洗盘上，采用 11号尖刀片手工制备网状皮  

结果 该方法操作简单，制备时间短，操作简单易行，网状皮制备质量高  

结论 3M双面胶纸法手工制备网状皮的在临床有一定实用价值。 

 

 

PO-0943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手部深度烧伤植皮中的应用 

 
王刚 

解放军兰州总医院 

 

目的 探索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手部深度烧伤游离皮片移植术中的应用。 

方法 ：对我科 2016 年 5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8 例手部深度烧伤患者，联合采用游离皮片

移植+负压封闭引流技术的方法进行治疗，术后 5 天后拆除负压装置，观察移植皮片成活情况、手

部外形及功能。 

结果 ：6 例患者术后 5 日移植皮片 100％成活，2 例患者皮片下局部血清肿，予以清理换药后移植

皮片成活良好。以上患者创面均一次性修复，术区较为平整，手部外形及功能良好。 

结论 手部深度烧伤创面行游离皮片移植时联合应用负压封闭引流装置，可有效促进移植皮片成

活，同时手部外观较为满意，功能恢复良好，效果较为理想。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571 

 

PO-0944 

烧伤患者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徐立炜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住院烧伤患者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问卷对 60名住院烧伤患者进行两次调查评估。 

结果 烧伤患者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持续性、睡眠效率、睡眠药物、睡眠总分显著高于正常人

群；人口学变量的睡眠总分女性患者、城市户口患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睡眠总分更高。 

结论 积极应对与睡眠总分呈正相关。为有效促进烧伤患者的疾病转归，需要探索更为有效的干预

模式，提升睡眠质量。 

  

 

PO-0945 

甘肃地区儿童烧烫伤的原因分析及预防对策思考 

 
徐立炜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分析甘肃地区儿童烧烫伤的原因及特点，探讨相应的预防对策，以期因地制宜地有效预防、

降低儿童烧烫伤的发生。 

方法 收集并整理归纳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烧伤整形科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322 例 12

岁以下烧烫伤患儿的临床资料，按照患儿的年龄及性别、致伤原因、致伤时间段及季节性、伤情、

生活环境及监护人民族、文化背景、伤后处理情况等相关因素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1-3 岁儿童发病率最高，占 78 %；农村及偏远山区患儿发病率最高；占 65.8 %；回族与东乡

族尤为突出，占 72.6 %；致伤因素主要以热液烫伤为主，占 70.8 %。 

结论 儿童烧烫伤多发于住所，多系监护人安全意识、能力不高所致，通过烧伤知识的宣教及普

及，尤其是对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居住集中地区的宣教，可有效预防甘肃地区儿童烧伤的发生。 

 

 

PO-0946 

Acetylation-dependent regulation of Notch signaling in 

macrophage by SIRT1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sepsis 

 
Xiaozhi Bai 

Department of Burns and Cutaneous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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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47 

体外卡巴胆碱对肠上皮细胞过氧化损伤 保护作用受体机制 

 
邹晓防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卡巴胆碱对 H2O2引起大鼠肠上皮细胞损伤保护作用的受体机制 

方法 利用 H2O2 产生·OH 攻击制备肠上皮细胞损氧化损伤模型。实验分为对照组、H2O2 组、卡巴胆

碱组、FITC-α-银环蛇毒素组和卡巴胆碱＋FITC-α-银环蛇毒素组。用四甲基偶氮唑盐实验检测各

组 IEC 的存活率，同时测定各组乳酸脱氢酶漏出量和 MDA 含量的变化。荧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各组

细胞荧光强度。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H2O2组 LDH、MDA 水平明显增高，细胞生存率减少（P＜0.05）。卡巴胆碱组与

H2O2 组相比，LDH 漏出显著减少，MDA 形成减少，并能提高细胞的细胞生存率（P＜0.05），而卡巴

胆碱＋FITC-α-银环蛇毒素组 LDH、MDA 水平较卡巴胆碱组明显升高，细胞生存率明显降低（P＜
0.05）。荧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对照组和 H2O2 组几乎无荧光，FITC-α-银环蛇毒素组有强荧光, 卡

巴胆碱＋FITC-α-银环蛇毒素组有较弱的荧光 

结论 卡巴胆碱能通过 IEC细胞膜上的 N型胆碱能受体 α7亚基减轻 H2O2引起的 IEC损伤。 

 

 

PO-0948 

中厚皮换脸修复全颜面烧伤后瘢痕挛缩的远期疗效观察 

 
张诚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大张中厚皮换脸修复全颜面烧伤后瘢痕挛缩的方法及远期效果评价。 

方法 8 例全颜面部烧伤后自行愈合发生瘢痕挛缩或脱色素萎缩性瘢痕的患者，采用一次性切除全

颜面瘢痕，分区移植大张中厚皮的方法，换脸修复全颜面瘢痕挛缩畸形。术后随访 2-17 年，观察

皮片移植后色泽、弹性、感觉及表情变化。 

结果 远期效果良好，移植皮片光滑，弹性良好，拼接处瘢痕不明显，未发生继发性瘢痕挛缩。面

部表情肌活动自如。典型病例，孔某，女，45 岁，2016 年 5 月 23 日入院。住院号 591384。1999

年不慎被火焰烧伤面部双手，因怀孕临产拒绝手术，面部双手自行愈合后，颜面部发生严重瘢痕挛

缩，并发眼睑外翻，小口畸形等。半年后在我科行全颜面瘢痕切除、大张自体中厚皮片分区移植，

并先后行双眼睑瘢痕切除植皮术及双口角开大术，双手腹部带蒂皮瓣移植术，术后随访 17 年，面

部移植皮片光滑，色泽正常，弹性良好，表情肌活动自如，皮片拼接处瘢痕不明显，疗效满意。 

结论 颜面部大张中厚皮一次性分区移植，换脸修复全颜面瘢痕挛缩，远期疗效良好，是治疗全颜

面瘢痕挛缩的理想方法。 

 

 

PO-0949 

慢性放射性溃疡创面的整形外科治疗 

 
张鲜英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应用整形外科技术修复慢性放射性溃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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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自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 8 年间，采用肌皮瓣、轴形皮瓣、任意皮瓣修复慢性放射性溃

疡 12 例，其中腹直肌肌皮瓣 3 例，臀大肌肌皮瓣 1 例，阴股沟皮瓣 1 例，腰横筋膜皮瓣 2 例，任

意型皮瓣 4例，PRP治疗+网状皮片移植 1例。12例中，应用 VSD技术 5例。 

结果 12 例移植皮瓣或皮片均成活良好。术后随访 4 月～8 年，平均 2.9 年，除 1 例因原发病死亡

外，无溃疡复发。 

结论 彻底清除创面坏死组织，保持良好的创基和湿润环境是皮瓣修复成功的关键，持续负压封闭

引流技术及 PRP技术是治疗放射性溃疡的治疗辅助手段。 

 

 

PO-0950 

肢体严重电烧伤的早期治疗 

 
肖斌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对四肢严重电烧伤早期治疗经验进行总结与探讨。 

方法 对我科 2008 年至 2016 收治的严重肢体电烧伤患者，进行早期全身治疗，急诊筋膜减开减

张，早期创面修复。 

结果 本组 136例经早期积极治疗后，无死亡患者，组织瓣 I期愈合率达 95.6%。 

结论 注重早期全身治疗，积极行焦痂切开减张术，早期修复创面，能更好的促进间生态组织回

归，有效降低死亡率及截肢率。 

 

 

PO-0951 

利用肝素化脂肪组织脱细胞基质构建血管化组织工程脂肪的 

实验研究 

 
宋玫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以人 VEGF-Hep-DAT支架材料构建血管化组织工程化脂肪的可行性。 

方法 取腹部取皮术后的剩余人脂肪组织，经改良冻融法制备 DAT，在 DAT 支架表面接枝肝素分

子，利用肝素和生长因子间的静电吸附作用，将 VEGF 负载到 DAT 上，构建 VEGF-Hep-DAT 支架。将

支架材料与 hBMSC进行复合培养，并检测移植物血管化水平。 

结果 所制备的 DAT 无细胞残留且保持较完整的细胞外基质成分，Hep-DAT 能够显著地吸收 VEGF，

并且在体外可持续释放，VEGF-Hep-DATs 可诱导 hBMSCs 内皮细胞分化，并刺激血管内皮标志物

CD34、vwf的表达；体内移植可构建血管化良好的组织工程脂肪组织。 

结论 VEGF-Hep-DAT 支架可持续释放 VEGF，联合 hBMSC 在体内能够成功构建血管化的脂肪组织，可

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工程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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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52 

电动车起火导致灾害性成批烧伤的临床回顾性分析 

 
柴承志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探讨电动车起火导致灾害性成批烧伤的特点与救治、护理经验。 

方法 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的方法对我院 2014 年~2016 年烧伤科收治的电动车起火导致灾害性成批

烧伤患者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2014 年至 2016 年，我科收治因电动车起火导致灾害性成批烧伤 4 批共 23 人，全部诊断为

呼吸道烧伤，其中 13 人气管切开。 

结论 电动车起火导致灾害性成批烧伤患者入院后应重点观察患者呼吸道烧伤情况，成批患者入院

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合理组织，制定救治方案，有助于提高电动车烧伤导致灾害性成批烧伤救

治成功率 。 

  

 

PO-0953 

瘢痕皮瓣+自体中厚皮片移植一期修复重度烧伤瘢   痕挛缩畸形 

 
李德绘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观察应用瘢痕皮瓣转移+自体中厚皮片移植一期修复各种重度烧伤瘢痕挛缩畸形的临床效果。 

方法 在松解、切除挛缩瘢痕后，应用邻近瘢痕皮瓣转移+自体中厚皮片移植方法，一期修复创面。 

结果 自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0 月，先后修复面颈部、躯干部、四肢、会阴部重度烧伤瘢痕挛缩

畸形患者 42例，植皮皮片及瘢痕皮瓣成活质量好，瘢痕挛缩畸形矫正及功能恢复效果良好。 

结论 在患者自身条件不佳的情况下，尽量应用瘢痕皮瓣转移+自体中厚皮片移植一期修复各种重度

烧伤瘢痕挛缩畸形，修复效果较好，可避免患者多次手术的痛苦，减轻患者及家属经济负担。 

 

 

PO-0954 

重度烧伤患者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护理 

 
姜彬,沈鸣雁,陈华清,徐婷,韩春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探究重度烧伤患者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护理 

方法 总结 5例重度烧伤患者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护理经验 

结果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总时长 813.5小时，上下机共计 14次，过程顺利，未发生不良事件。 

结论 重度烧伤患者 CRRT 护理要点：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根据烧伤患者特点维持体液及电解质平

衡；严格防范中心静脉导管感染；做好特殊床具的安全管理；及时、准确处理报警；防范非计划下

机；全程做好心理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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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55 

乌司他丁对大面积烧伤切痂植皮术后患者 血清 C 反应蛋白与降

钙素原的影响 

 
冯建科,邢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乌司他丁注射液对大面积烧伤切痂植皮术后患者血清 C 反应蛋白(CRP)与降钙素原(PCT)

的影响。 

方法  选取大面积深°烧伤患者 40 例，将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各 20 例。对照组单

纯给予抗菌药物、创面处理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注射液治疗比较两组患者

治疗前，治疗 3、7d 后 CRP、PC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尿

素氮(BUN)、肌酸激酶(CK)、肌酐(Cr)、前清蛋白(PA)等指标变化情况及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CRP、PCT、AST、ALT、BUN 、CK、Cr、PA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血清 CRP、PCT、AST、ALT、BUN、CK、Cr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A 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乌司他丁治疗大面积烧伤切痂植皮术后患者疗效确切、安全，可有效抑制炎性反。 

 

 

PO-0956 

PDGF/PDGFR 研究及其在疾病中的作用 

 
高志娟,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是贮存于血小板 α 颗粒中的

一种碱性蛋白质，是刺激结缔组织等组织细胞增长的肽类调节因子及低分子量促细胞分裂素，血小

板活化后由血小板内的 α 颗粒释放入血，参与机体炎症反应及组织再生。PDGF 能刺激停滞于

G0/G1 期的成纤维细胞、神经胶质细胞、平滑肌细胞等多种细胞进入分裂增殖周期，对中性粒细

胞、平滑肌细胞、成纤维细胞等有趋化性，并可间接阻止细胞凋亡。它的异常激活可引起肿瘤、特

发性肺纤维变性、肝硬化、动脉粥样硬化、肾小球肾炎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随着对 PDGF 及

其受体研究的不断深入，PDGF在临床中的应用也呈逐渐增加趋势。 

 

 

PO-0957 

烧伤相关概念内涵浅析 

 
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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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58 

烧伤后精神障碍应对措施 

 
杨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烧伤对不仅是一种躯体创伤，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与精神重创，在烧伤后随着病程的

进展，不仅烧伤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精神障碍，同时烧伤患者家属也会出现各种精神

障碍。随着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形成及发展，针对患者及其家属的精神障碍的应对措施越来越受

重视，精神心理治疗成为烧伤患者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有文献报道烧伤患者出现心理

障碍者达 100%，且约有 30%-40%住院烧伤患者可明确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烧伤患者并发心理障

碍已成为阻碍提高烧伤治疗效果和生存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现代烧伤治疗除常规的躯体治

疗以外，还应包括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康复治疗。有资料显示烧伤治疗的成功与否,与患者的心理状

态有密切的关系。 

烧伤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焦虑、抑郁、悲伤、孤独、寂寞、愤

怒等；烧伤患者家属常出现焦虑、抑郁、愤怒等情绪变化。在烧伤患者治疗过程中，家属的情绪波

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同时在患者治疗的不同阶段，患者及家属均表现出不

同的精神状态。烧伤患者，尤其是大面积烧伤患者、头面部烧伤患者，在受伤早期患者及家属主要

表现为焦虑，他们对患者能否生存、将来生活质量、面容及肢体功能情况充满迷茫，对未来存在担

忧指对亲身经历的或目击的导致或可能导致自己或他人死亡或严重躯体伤害的意。随着病程的进

展，烧伤治疗过程长、疼痛刺激持续时间长，患者会出现抑郁、孤独、悲伤等情绪，甚至出现噩

梦、失眠等症状。而患者家属随之可能出现焦虑、抑郁、悲伤、愤怒等精神障碍。 

 

 

PO-0959 

P 物质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分泌功能的影响 

 
江琼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 P物质（SP）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分泌功能的影响。 

方法 不同浓度 P 物质（0、10
-9
mol/l、10

-8
mol/l、10

-7
mol/l、10

-6
mol/l）作用体外培养的人脐静脉

血管内皮细胞(HUVEC)，作用时间为 15min，30min、1h、3 h 、6 h 、12 h。检测上清液中内皮素

(ET) 和一氧化氮(NO) 含量，HE 染色观察诱生型一氧化氮合成酶（iNOS）和内皮型一氧化氮合成

酶（eNOS）的表达情况。 

结果 SP 短时间内（15min）就能刺激 HUVEC eNOS 的表达，促进 NO 分泌，并在 1h 时均达峰值，此

后逐渐下降；而不同浓度的 SP对 HUVEC 的 iNOS表达及 ET分泌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结论 SP通过刺激 HUVEC的 eNOS的表达而促进 NO的分泌，而对 iNOS的表达及 ET的分泌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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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60 

高压电击伤合并肝肾心脑损伤及双上肢骨骼严重损伤 

1 例治疗体会 

 
杨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通过救治 1 例高压电击伤合并脑心肝肾损伤及双上肢骨骼严重损伤的患者，使我们认识到治疗

高压电击伤并脑心肝肾损伤时需考虑多方因素，针对病情兼顾治疗，合理、及时处理创面，从而达

到救治患者，减轻甚至减少并发症及致残（死）率。 

 

 

PO-0961 

P 物质对脂多糖诱导损伤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分泌功能的影响 

 
江琼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SP对脂多糖诱导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分泌功能的影响。 

方法 构建脂多糖（LPS，1µg/ml）损伤的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HUVEC)，不同浓度 P 物质（0、

10
-9
mol/l、10

-8
mol/l、10

-7
mol/l、10

-6
mol/l）同时作用，作用时间 15min，30min、1h、3 h 、6 

h 、12 h。 

结果 LPS 短时间内就可明显剌激 HUVEC 分泌 NO 和 ET， NO 达峰值时间显著迟于 ET；ET 达高峰后

迅速下降，而 NO 值维持高水平；LPS 在 15min 对 eNOS 的刺激最强，随后 eNOS 表达减弱； LPS 诱

导 iNOS 表达于 3h 达高峰，并维持高水平表达。不同浓度 SP 均可降低 LPS 诱导 HUVEC 高水平表达

NO和 ET，且减轻 LPS 对 iNOS的刺激及对 eNOS 的抑制作用。 

结论 LPS 抑制 eNOS 的表达，诱导 iNOS 表达，导致 HUVEC 长时间高水平分泌 NO； LPS 强而迅速地

激 HUVEC 分泌 ET 的影响，表明 LPS（对 HUVEC 有损伤作用。SP 可减弱 LPS（1µg/ml）对 HUVEC 的

作用，可能对 LPS诱导损伤内皮细胞有保护作用。 

 

 

PO-0962 

Ghrelin 对烫伤引起的大鼠肠粘膜屏障功能损伤的保护作用 

 
江琼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肠道上皮细胞是烧伤后最早的受损器官，保护肠粘膜屏障功能，对于防治烧伤休克和维持脏

器功能、提高烧伤救治的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在本研究中，探讨 Ghrelin 对肠粘膜屏障功能的影

响，并阐明其作用机制，为烧伤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构建 50%BSAⅢ°烫伤 SD 大鼠模型，随机分成假烫组（ sham）、假烫 +Ghrelin 组

（sham+Ghrelin）、烫伤组（scald）、烫伤+ Ghrelin 组（scald+Ghrelin），于烫伤后 2 h、6 

h 取材。检测肠粘膜组织损伤情况，肠上皮屏障的通透性变化肠组织中连接蛋白 Occludin 和

Claudin以及 MLCK磷酸化蛋白表达的变化。 

结果 大鼠烫伤后 Chiu’s 评分、肠粘膜屏障通透性、p-MLCK 表达升高，连接蛋白降。Ghrelin 治

疗改善肠粘膜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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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hrelin 可能通过提高 Claudin 和 Occludin 水平，抑制 MLCK 磷酸化的作用，起保护肠粘

膜屏障的功能。 

  

 

PO-0963 

心理干预在老年压疮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效果观察 

 
褚光,朴丹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对老年压疮围手术期患者的应用效果观察 

方法 根据老年人心理、生理特点，评估患者心理状态采取有效干预措施达到预期目的 

结果 通过有效围手术期心理干预，使患者能积极主动配合治疗，降低因情绪因素引发的并发症，

缩短治疗时间，达到患者满意，家属满意，实现患者生理、心理康复。 

结论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改变，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人看作一个整体，生理、心理

双健康，才能算是一个健康的人，可见心理康复的重要性。而中国国情的变化，人群老龄化成为趋

势，空巢老人情况普遍存在，老年人生理机能下降，患病卧床后引起压疮经久不愈的老年患者越来

越多，在治疗期间根据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及心理问题，及时有效的采取心理干预，其在老年压疮患

者治疗整个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压疮患者治疗除了要有精湛的手术技术和专业的专科护理

外，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使患者能积极主动参与治疗护理之中，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缩短治疗

时间，减少经济负担，减轻家属人力物力的无限耗损，促进患者心理、生理全康复，是围手术期护

理的核心要素。 

  

 

PO-0964 

烧伤病人的心理护理 

 
安丽华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烧伤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意外损伤。烧伤后剧烈的疼痛，新生皮肤颜色的改变与瘙痒，

瘢痕增生孪缩所致的功能障碍和外貌的改变，给烧伤病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从而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重新投入社会生活和工作的能力。针对病人所面临的心理问题，做好烧伤病人的

心理护理，可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工作能力得到更好的恢复。 

方法  我们通过了解烧伤患者的心理状态，探讨与其心理健康相关的因素，针对处于不同病程阶

段的烧伤患者，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对策。烧伤病人的心理护理在治疗护理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稳定病人情绪，改善其不良的心理状态。及时分析患者的心理问题，采取有效的心理护理是

减少和预防各种并发症的重要因素，是烧伤患者康复的关键因素之一。 

结果 烧伤患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既有共性特点，亦有烧伤患者的特征，并且会因

性别、文化程度、医疗费用、烧伤程度、不同的分期，患者心理情绪变化也错综复杂。为了很好掌

握烧伤患者的心理状态，必须加强护士心理素质训练，以提高护士的素质。大量资料显示，烧伤治

疗的成功与否，与患者的心理状态好坏有密切关系。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的心理护理是非常重要

的，它能够稳定患者情绪，改善患者不良的心理状态，促进护患交流，有利于治疗护理。 

结论 护士要加强自身修养与职业素质的培养，善于运用各种方法，做好烧伤患者的心理护理。总

之通过提高护士的素质，及时分析患者的心理问题，采取有效的心理护理，是烧伤患者康复的关键

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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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65 

口角撑开器在面部烧伤小口畸形病人中的应用 

 
顾静贞 

鞍山松桢烧伤康复医院 

 

目的 通过研制一种口角撑开器，用于面部烧烫伤造成的小口畸形病人的复原治疗。 

方法 46 例面部烧伤造成的口角缩小病人，其中 36 例口角缩小至 43mm，10 例口角缩小 46mm。32

例在伤后 3 个月内使用口角撑开器，14 例在伤后 4 个月以上使用口角撑开器。口角撑开器共 10 个

型号。使用口角撑开器从最小型号开始，每周更换一次，2 个月达到 64mm——70mm，持续使用 6 个

月以上。 

结果 46例面部烧伤造成的小口畸形，经过撑开器的支撑作用，有效率达 100%。 

结论 使用实用新型口角撑开器对面部烧伤造成的小口畸形，具有显著的治疗复原作用。 

 

 

PO-0966 

兰州地区烧伤病房细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张鲜英 

兰州军区总医院,730000 

 

目的 调查分析兰州地区笔者单位烧伤病房 6 年间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的变化，为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提供依据。 

方法 调查 2012-2017 年 6 年间兰州地区烧伤病房细菌的流行病学，从 6 年间的细菌的变迁及抗菌

药物成人药物平均日剂量（DDD值）排序中了解抗菌药物的耐药及其使用强度。 

结果 6 年间，笔者单位烧伤患者感染由革兰阴性杆菌为主( 2012 年球杆比例 1:1.92 ),逐渐转为

革兰阳性杆菌为主(2017 年球杆比例 1:0.625)；病房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为主。各主

要感染菌种对多种常用抗菌药物如第一、二、三代头孢菌素、克林霉素等的耐药率维持在较高水

平，头孢哌酮呈上升趋势，而对临床少用的亚胺培南耐药率很低。 

结论 烧伤病区细菌耐药及抗菌药物的应用状况与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性相关，气候环境对细菌生

态学的分布和耐药性变化有直接影响。 

 

 

PO-0967 

BH3 模拟物 ABT-263 靶向诱导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凋亡 

 
杨小兰

1,2
,夏照帆

1,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2.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通过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凋亡的靶向药物 ABT-263靶向诱导瘢痕凋亡来减少瘢痕的形成。 

方法 从人增生性瘢痕组织中提取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人包皮组织中提取正常成纤维细胞，分

别用不同浓度 ABT-263 刺激两种细胞 24 小时，DMSO 作为对照。流式检测细胞凋亡情况、PCR 检测

凋亡相关基因 BCL-2、BCL-XL、BAX、BAK、BIM 表达、WESTERN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表达、CCK-8 检测

细胞活性。 

结果 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凋亡明显多于正常成纤维细胞；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凋亡抑制基

因 BCL-2,BCL-XL 表达高于正常成纤维细胞，凋亡促进基因 BAK,BAX 表达与正常成纤维细胞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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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加了 ABT-263 之后瘢痕细胞中 BCL-XL、BCL-2 蛋白明显减少；随着药物浓度的增高，细胞活

性下降。 

结论 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对药物的敏感性高于正常成纤维细胞，BH3 模拟物 ABT-263 可以通过

靶向诱导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凋亡来减少瘢痕形成。 

 

 

 

PO-0968 

游离植皮或皮瓣转移联合使用负压创面治疗技术治疗Ⅲ/Ⅳ度烧

伤效果 

 
雷磊 

解放军第 174 医院 

 

目的 探讨清创植皮或皮瓣修复创面联合负压创面治疗技术（NPWT）在Ⅲ/Ⅳ度烧伤患者中治疗效

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2017 年 3 月我院烧伤科收治Ⅲ/Ⅳ度烧伤患者 78 例临床资料行回顾性分

析，根据患者治疗方案分为干预组（清创后 NPWT 联合游离植皮或皮瓣转移修复，42 例）和对照组

（清创后传统换药联合游离植皮或皮瓣转移修复，36 例），比较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

间、治疗费用及创面封闭成功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干预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1%烧伤面积治疗费均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

患者一次性手术创面封闭成功率（80.95%）高于对照组（58.33%），干预组创面感染率、肺部感染

率（2.38%、0.00%）均低于对照组（16.67%、11.11%）（P＜0.05）。干预组患者瘢痕增生程度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NPWT 联合清创植皮或皮瓣修复治疗Ⅲ/Ⅳ度烧伤可缩短治疗时间、提高治疗效果，减轻术后

瘢痕增生，具有显著治疗价值。 

 

 

PO-0969 

剥脱性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改善瘢痕增生期儿童睡眠质量和瘙

痒的研究 

 
徐海艇

1
,谢春晖

2
,吕开阳

3
,肖仕初

3
,夏照帆

3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3.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增生期烧伤瘢痕患者在点阵激光治疗后自觉瘙痒症状明显好转，睡眠障碍明显得到纠正，而

儿童患者往往无法完整和准确的表达这种临床治疗效果。本研究拟应用心肺耦合分析

（Cardiopulmonary coupling analysis ,CPC）技术测量儿童睡眠质量和瘙痒量表量化瘙痒症状，

从而揭示剥脱性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烧伤儿童增生期瘢痕的意义。 

方法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对住院进行剥脱性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的大面积烧伤儿童增生

期瘢痕进行一次治疗前和治疗后的整夜睡眠监测，通过 CPC 技术分析其睡眠质量各个参数的变化情

况，同时应用瘙痒量表评估瘙痒症状的改善情况。 

结果 研究期间共 5 名患儿接受住院全麻下剥脱性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单次治疗面积为 25%-

60%TBSA，治疗前后的睡眠质量监测结果显示睡眠效率（80.94% vs 86.48%）、熟睡时间（2.44h 

vs 3.74h）明显增加，觉醒时间（1.68h vs 1.16h）明显减少，浅睡时间（3.04h vs 2.4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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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 时间（1.24h vs 1.06h）无统计学差异；瘙痒评分结果显示：视觉模拟瘙痒评分（5.25vs 

2）、5-D瘙痒量表（14.5 vs8.75）、四项目瘢痕瘙痒量表（11 vs5.25）均有明显下降。 

结论 剥脱性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增生期瘢痕效果明确，能明显改善患儿的睡眠质量和瘙痒症

状。 

 

 

PO-0970 

ANew,SimpleandFeasibleApproachtoEvaluateTreatmentEfficac

yof Wound HealingofBurnInjurytoSkin 

 
Shuping Zhong 

Keck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simple and feasible approach to evaluate efficacy of 

treatments of burn injury to skin and burn wound healing. Burn injuries to skin are 

primarily caused by heat, such as fire and scalds, but also by exposure to 

radioactivity, X-irradiation, electricity, chemicals, and friction. Currently, there 

is not a method to scientifically exanimate burn wound healing progress in clinics. 

Doctors estimate efficacy of treatments only by nakedeyes observing the wound surface 

of burn injury to skin. This method is dependent on doctor’s experience and their 

subjective judgment. So far, there lacks an objective approach to monitor the efficacy 

of treatments of burnwound healing and to investigate mechanism of burn wound of skin 

at the levels of tissue, cell and molecules. To determine molecular alteration and the 

biomarkers during the burn wound healing, it is an urgency task to establish a new and 

feasible approach to evaluate efficacy of treatments and to elevate levels of studies 

in wound progress, resulting in uncover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burn wound 

healing. Therefore, we have established a new kit for the purpose, which includes all 

of the reagents and methods. The approach is simple, feasible and easy handling. It 

doesn’t require any special equipment and condition. The approach is easy to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s and rural area. This method is also suitable for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flame burn, inhalation injury, diabetic foot 

ulcer, and so on. 

Methods Clean up a wound surface with sterilized saline; collect topically specimens 

and transfer the specimens to a glass slide which was treated specially; stain the 

slide with the reagents in the kit for 2-3 minutes; observe the cellular morphosis 

under regular and/or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to evaluate the treatment efficacy of 

burn wound healing. In addition, perform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ith specific 

antibody and DAPI dye 

to analyze expression, localization and/or colocalization of targeted genes. 

Furthermore, extract RNA from collected the specimens tomeasure changes in the target 

genes at transcription level. 

Results Using the approach, we can see lot of cells in the specimen of burn wound 

under a microscope. The specimens could be to perform the analysis of cell morphosis 

and molecule determination of specific antibodies. In a case of pressure sore, we 

found that lot of cells were spilled out from wound skin. Most of the cells belonged 

to white blood cells (neutrophils, leukocytes, macrophages, eosinophils) initially and 

thei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damaged and not regular. With recovery of 

injured skin under treatment, the cellular morphosis of the specimen becom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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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and regular, while white blood cells of wound of the skin are more and more 

less with enhancing efficacy of treatment. In addition, we also found the apoptosis 

body in the specimen from the patient with burn wound. However, the apoptosis bodies 

were highly reduced in the specimen along with the treatment. Together, these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this approach is simple, feasible and easy handling, which is good 

for evaluation of efficacy of burn wound healing and is able to be used in 

investigating molecular mechanism of burn wound healing. 

Conclusions  At present study, we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established the approach, 

which is simple and feasible and easy handling. The approach is good for evaluation of 

treatment efficacy of burn wound healing, flame burn, inhalation injury, skin 

ulceration, pressure sore, diabetic foot ulcer. The approach i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burn wound healing. It can be also utilized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efficacy for new medicines of burn wound healing. The approach is not 

dependent to doctor’s judgment, which overcomes doctor’s subjective opinion. The 

approach is suitable to objectively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wound healing and to 

evaluate efficacy of medicines and treatments. It doesn’t require specific equipment 

and condition. Therefore, the approach is simple and feasible andeasily 

promotedinclinics, rural areas,hospitals anduniversities. 

 

 

PO-0971 

悬浮床联合 Meek 植皮术治疗大面积烧伤的 临床疗效 

 
张可金 

贵阳烧伤医院 

 

目的 观察并分析悬浮床联合 Meek植皮术治疗大面积烧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方法选取我院 2013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62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31 例，观察组患者接受 Meek 植皮术联合悬浮床治疗，对照组患

者接受邮票皮游离植皮治疗，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创面结痂时间、手术植皮

面积以及愈合时间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植皮成功率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对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创面细菌检出率为 12．20％，对照组患者为 39．02％，

且两组患者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O．05)。 

结论 讨论针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给予悬浮床联合 Meek 植皮术治疗临床疗效确切，且抑菌效果较好，

可有效减少换药次数，加快患者恢复，值得临床推广。 

 

 

PO-0972 

高流量氧气湿化治疗在烧伤合并肺爆震伤中的护理体会 

 
高阿阳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烧伤合并肺爆震伤患者使用高流量氧气湿化治疗的作用和护理。 

方法 总结分析我科 2018 年 4 月～2018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3 例烧伤合并肺爆震伤的患者使用高流

量氧气湿化治疗的经过和护理。 

结果 患者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均好转，患者ＳｐＯ２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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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减少了生理无效腔，提高肺泡通气量，改善血氧含量。高流量氧气湿化治疗能够提供

37℃、相对湿度 2.100％的气体，保证了纤毛黏液系统功能完整，促进痰液的排出 

 

 

PO-0973 

高压电烧伤对大鼠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3、β-血小板球蛋白

的远期影响及血必净、乌司他丁的干预作用 

 
吴刘吉,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高压电烧伤对大鼠血清白介素-6(interleukin-6, IL-6)、白介素-3(interleukin-3, 

IL-3)、β-血小板球蛋白(β-platelet globulin, β-TG)的远期影响及血必净、乌司他丁

(ulinastain, UTI)的干预作用。本实验旨在研究高压电烧伤大鼠血清 IL-6、IL-3、β-TG 的变

化，并通过血必净、乌司他丁进行干预。研究烧伤后细胞因子对机体的损伤及微循环障碍的分子机

制，探讨血必净、UTI 治疗高压电烧伤的可行性。 

方法 35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电组、电伤组、生理盐水组、血必净组和乌司他丁组，每组 70

只。每组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7 个时相，即：伤前 15min、伤后 1h、8h、24h、48h、72h、1

周，每时相 10 只大鼠。按实验要求制备高压电烧伤大鼠模型，假电组接相同装置但不通电造成假

伤。按组别和时相定时定量给予相应药物干预。给予生理盐水组大鼠 2ml/kg 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血必净组大鼠 10ml/kg 腹腔注射血必净，乌司他丁组大鼠给予 2×104u/kg（即 2ml/kg）乌司他丁

腹腔注射。假电组和电伤组不给药。定时采血，取血清，置于-70℃冰箱中保存备用。采用 ELISA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各组各时相血清 IL-6、IL-3、β-TG 的 OD 值，根据试剂盒说明算出样本 IL-

6、IL-3、β-TG的浓度值。 

结果 1 电伤组血清 IL-6 浓度与假电组相比明显升高(P<0.05)，且电伤组 IL-6 含量于伤后 1h、

8h、24h、48h、72h、1 周均较电伤前高，变化有显著性差异(P<0.05)。血必净组与盐水组比较 IL-

6 的平均浓度明显降低(P<0.05)，且血必净组 IL-6 浓度在治疗后一定时间内有显著差异

(P<0.05)，电后 8h 达最高值为（60.62±10.24）pg/ml，其后逐渐下降，伤后 1 周降至最低值

（44.63±10.17）pg/ml；UTI 组 IL-6 含量与盐水组相比明显降低(P<0.05)，且 IL-6 含量在治疗

后一定时间内有显著差异(P<0.05)，UTI 组 IL-6 含量在伤后 8h 达最高值（73.40±7.47）pg/ml，

在伤后 1 周降至最低值（53.84±9.52）pg/ml，两组比较于伤后 24h、48h、72h、1 周无明显差异

（P＞0.05），说明盐水对高压电烧伤亦有一定治疗作用。2 电伤组血清 IL-3 浓度与假电组相比明

显升高(P<0.05)，且电伤组 IL-3 含量于伤后 1h、8h、24h、48h、72h、1 周均较电伤前高，变化有

显著性差异(P<0.05)。血必净组 IL-3 含量较盐水组明显降低(P<0.05)，且血必净组 IL-3 浓度在治

疗后一定时间内有显著差异(P<0.05)，伤后 1h 达最高值（65.76±9.45）ng/ml，伤后 1 周降至最

低值（40.90±5.62）ng/ml，两组比较于伤后 48h、72h、1 周无明显差异（P＞0.05），说明盐水

对高压电烧伤亦有一定治疗作用。UTI 组 IL-3 含量较盐水组明显降低(P<0.05)，且治疗后 IL-3 浓

度在一定时间内有显著差异(P<0.05)，UTI 组 IL-3 含量在伤后 8h 达最高值（65.15±9.34）

ng/ml，伤后 1 周降至最低值（41.00±7.76），两组比较于伤后 24h、72h、1 周无明显差异（P＞

0.05），说明盐水可能对高压电烧伤亦有一定治疗作用。3 电伤组血清 β-TG 浓度与假电组相比明

显升高(P<0.05)，且电伤组 β-TG 含量于伤后 1h、8h、24h、48h、72h、1 周均较电伤前高，变化

有显著性差异(P<0.05)。血必净组与盐水组比较 β-TG 的平均浓度明显降低(P<0.05)，且 β-TG 浓

度在治疗后一定时间内有显著差异 (P<0.05)，血必净组 β-TG 含量在伤后 1h 达最高值

（16.26±1.42）μg/L，在伤后 1 周降至最低值（10.19±2.09）μg/L，两组比较于伤后 72h、1

周无明显差异（P＞0.05），说明盐水可能对高压电烧伤亦有一定治疗意义。UTI 组 β-TG 含量与

盐水组相比明显降低(P<0.05)，且 β-TG 含量在治疗后一定时间内有显著差异(P<0.05)，UTI 组

β-TG 含量在伤后 8h 达最高值（21.26±1.81）μg/L，伤后 1 周降至最低值（10.7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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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g/L，两组比较于伤后 48h、72h、1 周无明显差异（P＞0.05），说明盐水可能对高压电烧伤亦有

一定治疗作用。 

结论 高压电烧伤会引发大鼠血清 IL-6、IL-3、β-TG 含量显著升高。应用血必净注射液及 UTI 后

可抑制 IL-6、IL-3、β-TG 的分泌，减轻细胞因子对机体的损伤，改善微循环状态，提高机体免疫

力，促进创面愈合。 

 

 

PO-0974 

富血小板血浆促进游离皮瓣内源性生长因子表达的研究 

 
王彪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探讨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 PRP）影响游离皮瓣内源性生长因子的表达。 

方法 取 30 只新西兰大白兔，一侧兔耳作为实验组另一侧作为对照组。心脏采血制备 PRP。实验组

处理：游离皮瓣基底部涂抹 1.0 ml PRP 后原位缝合；对照组处理：游离皮瓣基底部涂抹 1.0 ml 生

理盐水后原位缝合。分别于术后 2 d、3 d、5 d、7 d 和 14 d 取皮瓣组织检测内源性生长因子

mRNA表达量。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VEGF-A 和 IGF-1 于术后 5 d 表达量有显著差异；PDGF-AA 于术后 3 

d、5 d 有显著差异；PDGF-BB 于术后 2 d、3 d 有显著差异；FGF-2 于术后 2 d、3 d、5 d 表达量

有显著差异；TGF-β 于术后 2d持续较高表达。 

结论 富血小板血浆可促进游离皮瓣表达内源性生长因子 VEGF-A 、PDGF-AA、PDGF-BB、FGF-2、

IGF-1、TGF-β，呈现不同表达高峰期。 

 

 

PO-0975 

微信与微课在烧伤外科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黄美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探讨应用微信和微课在烧伤外科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烧伤外科的护理实习生 104 名，随机平均分成 2 组，每组

54 人。观察组在传统教学基础上采用微信和微课辅助教学，实习 3 周结束，比较两组的出科理

论、操作成绩、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好评率。结果：两组护生出科理论、操作成绩、护理不

良事件发生率、护理好评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果 应用微信平台与传统模式教学相结合，提高护生学习积极性，增进师生感情，提高烧伤外科

临床教学质量，提高护生满意度。 

结论 应用微信平台与传统模式教学相结合，提高护生学习积极性，增进师生感情，提高烧伤外科

临床教学质量，提高护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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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76 

创面延迟愈合与微循环障碍 2 

 
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PO-0977 

创面延迟愈合与微循环障碍 3 

 
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PO-0978 

创面延迟愈合与微循环障碍 4 

 
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PO-0979 

烧伤后增生性瘢痕患者需要药物干预瘢痕瘙痒症状的 

危险因素分析 

 
范明枝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后增生性瘢痕患者出现需要药物干预的瘢痕瘙痒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至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烧伤科、中南大学附属湘雅

医院烧伤科及长海医院烧伤科等三家烧伤科就诊的 129 名烧伤后增生性瘢痕患者。详细记录患者

的一般资料、烧伤相关救治情况、烧伤后瘢痕增生时间、部位及相关治疗情况等临床资料，并通过 

Logistic 回归等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对于烧伤后增生性瘢痕患者需要药物干预的瘢痕瘙痒症状的危险因素分析中，在 P＜0.05 的

检验水准上，吸烟、创面的治疗方法和瘢痕的柔软度有统计学意义。吸烟患者出现“需要药物干预

的瘢痕瘙痒”的可能性是不吸烟患者的 3.293 倍；烧伤创面为手术治疗的瘢痕患者出现需要药物

干预的瘢痕瘙痒的可能性是非手术治疗的瘢痕患者的 2.236 倍；柔软瘢痕的患者出现需要药物干

预的瘢痕瘙痒的可能性是稍硬瘢痕患者的 0.143 倍，而瘢痕柔软度为“硬”的患者出现需要药物

干预的瘢痕瘙痒的可能性是瘢痕柔软度为“稍硬”患者的 3.31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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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烧伤后增生性瘢痕需要药物干预的瘢痕瘙痒的危险因素分别为：吸烟、烧伤创面采用植皮手

术治疗及瘢痕柔软度为硬及稍硬的患者 

 

 

PO-0980 

化学烧伤 

 
张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化学（酸碱）烧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预后也较差；主要分为酸或碱烧伤、烧伤损

伤的深度与其接触面积、接触浓度、接触时间有关，严重者均需手术，可快速愈合，预后效果好。

通过观察化学（酸碱）烧伤病例，更好的了解其相关特点及预后，有助于临床指导治疗。化学（酸

碱）烧伤的特点：1.酸：硫酸、硝酸、盐酸、苯酚（石灰酸）及氢氟酸等，灼伤后可引起细胞脱

水，蛋白凝固，故创面干燥，边缘分界清楚，除氢氟酸外，病变常不侵犯深层。2.碱：氧化钙（石

灰）、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它能溶解蛋白及胶原，形成碱性蛋白化合物，可向深层侵犯，皂化

脂肪并使 细胞脱水，皂化时产热，可使深层继续坏死。 

酸灼伤：硫酸、硝酸、盐酸、苯酚（石灰酸）及氢氟酸等。接触时间短、浓度低者，局部潮红、灼

痒，易消退；浓度较大者，肿胀、水疱，甚者形成焦痂、坏死、溃疡。 

稀硫酸或盐酸可引起皮肤干燥、角化、易形成皲裂；酸雾可使皮肤及黏膜发生刺激症状，亦可发生

湿疹样皮炎改变。偶可引起鼻中隔穿孔或咽部黏膜溃疡、齿酸蚀症、溃疡性口腔炎或消化道炎症。

因工作不慎，也可造成眼部灼伤。硫酸透皮作用很深，接触后立即感到疼痛，局部皮肤先变白而后

变黑，形成坏死焦，长期不愈合形成溃疡，愈合很慢。 

碱烧伤：钠、钾、钙、铵、钡等的氢氧化物为强碱性化合物，低浓度者可引起皮肤干燥，甲板变

薄，光泽消失。中等浓度者，接触局部自觉瘙痒，发生急性皮炎，可出现红斑、肿胀、丘疹、水

疱、糜烂。高浓度者于接触局部自觉灼痛，发生灼伤、坏死，形成深溃疡，易继发感染。 

方法 随机选择酸碱烧伤病人各 6 例（病人选取需注意未损伤肌腱，仅皮肤层次烧伤，大小不超过

5%体表面积，年龄 20-60 岁，无基础疾病）；各分为两组，一组常规碘伏消毒保守包扎治疗，二组

手术治疗。进行观察并记录，时间为 3周。 

结果 1.酸：大量的水冲洗，再用 3%~5%的碳酸氢钠溶液洗涤，涂上烧伤药膏。眼睛上用大量的水

冲洗，再用 1%的碳酸氢钠溶液洗。2.碱：大量水冲洗，然后用 1%~2%硼酸或 1%~2%醋酸洗，涂上烧

伤药膏。眼睛上用大量水冲洗，再用 1%硼酸洗后。 

手术：A.扩创负压吸引或自体皮移植术 B.局部皮瓣或带蒂皮瓣修复术 C.游离皮瓣修复术 

结论 手术病人较保守治疗病人愈合快，预后效果好。所以化学（酸碱）烧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

复杂性，应及早干预治疗。 

 

 

PO-0981 

45 例皮肤软组织扩张器埋置术后患者的护理 

 
韩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了解术后护理对皮肤软组织扩张器埋置术后效果的影响。 

方法 对 45 例皮肤扩张器埋置术患者进行护理，护理要点为术前对患者的皮肤清洁、心理等做好准

备，术后加强切口护理，扩张器注水过程的动态观察与护理，皮瓣护理 

结果 39例患者未出现不良现象，6例早期感染征兆得到控制，避免了手术失败。 

结论 良好的护理是皮肤软组织扩张器埋置术成功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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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82 

延期植皮在功能部位瘢痕挛缩畸形修复中的应用 

 
李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临床中需改良手术治疗方法，提高植皮成活率，利于手、关节等功能部位的功能改善，降低

因烧伤造成的致残率。功能部位延期植皮方法与传统的立即植皮方法比较，延期植皮术具有缩短手

术时间、减少臂丛神经损伤、安全、植皮成活率高、皮下血肿少、后期关节功能恢复好等诸多优点,

是一种比较好的手术选择,综合效果优于立即植皮，宜于作为一项新技术应用开展。 

方法 我们拟进行分组临床试验对比临床疗效，同一患者对称部位或不同患者同一部位分别采取不

同手术方法，应用功能部位术后关节活动度等疗效对手术方法进行评价，实验使用单盲对照分析，

实验数据应用 SPSS17.0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经过临床疗效观察，将功能部位瘢痕松解切除后延期植皮。瘢痕松解切除后，应用生物敷料

覆盖或负压吸引材料将肢体处于功能位包扎固定,术后 2-3 天后行肢体及关节功能活动及锻炼，改

善关节活动度，第二次手术前纠正肌腱、韧带、血管挛缩，7-10 天后再次行手术植皮，改良后的

延期植皮手术方法，术后关节功能恢复较传统手术方法明显改善。 

结论 1. 功能部位的挛缩畸形，常合并有关节、肌腱、神经、血管的挛缩，延期植皮将瘢痕松解与

继发裸露创面的覆盖分次进行，两次手术间隔期进行功能康复锻炼更利于纠正功能部位的畸形，后

期关节功能恢复更好。 

2.延期植皮术具有缩短手术时间、减少臂丛神经损伤、安全、植皮成活率高、皮下血肿少、等诸多

优点。是一种比较好的手术选择，综合效果优于立即植皮，宜于作为一项新技术应用开展。 

 

 

PO-0983 

Akt/mTOR 信号通路在糖尿病大鼠皮肤病变及创面愈合中的作用 

 
迪力夏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Akt/mTOR信号通路在糖尿病大鼠皮肤病变及创面愈合中的作用。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法则将 36 只 SD 大鼠分为糖尿病足和非糖尿病组，每组 18 只。糖尿病组给予腹

腔注射链脲佐菌素构建模型，非糖尿病组给予等量柠檬酸钠缓冲液。造模成功 2 周后，两组大鼠背

部两侧切除 2 处 2cm×2cm 的全层皮肤致伤。伤后第 4d、7d、14d 和 21d，计算创面愈合率。采用

HE 染色观察未致伤皮肤组织形态，测量皮肤和表皮厚度。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两组大鼠未致伤

组织和创面组织 Akt/mTOR信号通路中的关键蛋白 Akt、p- Akt、mTOR 以及 p-mTOR水平的变化。 

结果 伤后第 4d、7d、14d 以及 21d，非糖尿病组创面愈合率均明显高于糖尿病组（P＜0.001）；

非糖尿病组大鼠的未致伤皮肤组织皮下毛囊和血管比较丰富，表层由复层细胞构成，而糖尿病组未

致伤皮肤组织皮下毛囊和血管组织稀少，表皮几乎只有单层细胞。在伤后第 4d、7d、14d 以及

21d，糖尿病组全层皮肤和表层厚度均明显低于非糖尿病组（P＜0.001）；糖尿病组未致伤皮肤组

织和创面组织中 AKt 和 mTOR 蛋白表达量明显高于非糖尿病组（P＜0.001），而 p-AKt 和 p-mTOR

蛋白表达量明显低于非糖尿病组（P＜0.001）。 

结论 糖尿病皮肤病变可能与 Akt/mTOR 信号通路中 AKt 和 mTOR 磷酸化水平下调有关，创面愈合缓

慢可能与 p-AKt和 p-mTOR表达下降有关。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588 

 

PO-0984 

急诊切痂的临床实践与思考 

 
程天平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 

 

目的 目的：探讨大面积深度烧伤急诊切痂的可行性、存在的问题、展望； 

方法 方法：4 例大面积深度烧伤住院后，经病情评估及积极的术前检查、备血，尽早急诊手术，

有效切（削）除痂皮和焦痂，一次切削痂面积以 60%TBSA 为度，止血后以油纱或银离子辅料覆盖，

纱布棉垫加压包扎，尽量缩短手术时间在 2 小时以内，术后常规补液、输血，术后 5-8 天二次手术

植皮，观察切痂后生命体征、补液量、白细胞、心肌酶学变化与常规手术治疗的差异； 

结果 结果：急诊切痂后以非生物敷料覆盖包扎，休克期并没有造成术后补液量的明显增加。术后

白细胞、心肌酶学变化与常规治疗未见差异。术后生命体征更趋稳定，无肾功能衰竭、严重感染发

生。2例术后部分创面有进行性加深、组织坏死； 

结论 结论：急诊切痂治疗大面积深度烧伤是安全可行的，生命体征更趋稳定，肾功能衰竭、全身

严重感染发生率低。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创面术后加深、组织坏死，可能的原因是术后循环的“不稳

定”？展望：大面积烧伤时，起病急骤、反应剧烈、伤情复杂，造成皮肤器官损坏、疼痛、恐惧、

低血容量休克、可能的烧伤毒素导致过度的应激反应--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目前的研究多基于如

何应对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为何不从如何切断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着手？于伤后尽早尽可能一次

性切除焦痂，明显减少血浆炎症介质及内毒素的含量，有效的维持内脏功能，降低全身感染与内脏

并发症的发病率已成定论，能否减轻或中断失控的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也许是以后大面积深度烧

伤治疗的研究方向。 

 

 

PO-0985 

PRP+VSD 在糖尿病足慢性创面的应用体会 

 
李莹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RP)联合 VSD治疗糖尿病足创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根据入组治疗方式,将 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笔者单位收治符合入选标准的 20 例糖尿病足

慢创患者分为 PRP+ VSD 组 10 例和 VSD 组 10 例.VSD 组患者的创面持续行 VSD 治疗,每 7 天更换 1

次敷料,创面达到移植皮片/皮瓣条件,行 1 次移植术.PRP+ VSD 组患者首先行 VSD 治疗 7d,然后使用

患者自体 PRP 填充创面 7d;重复上述治疗直至创面达到移植皮片/皮瓣条件,行 1 次移植术.治疗期

间,2 组患者均行抗感染、控制血糖、改善微循环等处理.治疗 2 个周期,计算创面愈合率,统计治疗

有效率;按照 Wagner分级,记录创面愈合时间.对数据行 t检验、析因设计方差分析、x 2检验. 

结果  治疗 2 个周期,PRP+ VSD 组创面愈合率为 90.00％(9/10),明显高于 VSD 组[60.00％ 

(6/10)].治疗 2 个周期,PRP+ VSD 组、VSD 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100.00％ (10/10)、80.00％ 

(8/10),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RP+ VSD 组患者的 WagnerⅡ、Ⅲ级创面愈合时间均明显短于

VSD 组。 

结论 PRP+VSD 治疗糖尿病足慢性创面具有协同效应,能更好的促进创面愈合、缩短创面愈合时间,

适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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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86 

中药小果蔷薇等复方制剂消炎抗毒临床初探 

 
刘敏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十二医院,353000 

 

目的 康肤抑菌乳膏实验室对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抑菌率均 9˃0，观察临床急慢性伤口的治

疗效果。 

方法 将乳膏薄薄涂抺一层，似可见创面即可，涂厚了无益，并且换药时清洗麻烦。随机对小面积

烧伤、糖尿病足、疖、手足口病等病人进行治疗观察。 

结果 二度烧伤一周内痊愈，深二度烧伤二周愈合，并且不留瘢痕。糖尿病足直径 6cm 治疗近 30 天

完全上皮化。肠道病毒性感染手足口病 24小时见效。 

结论 中药小果蔷薇的叶经现代科学精制，其解毒消肿、生肌袪腐、促进上皮生长效果显

著。       

 

 

PO-0987 

深度烧伤创面的综合治疗分析 

 
李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对于深度烧伤创面中合并部分骨外露创面的多种处理方法进行探讨 

方法 2012 年-2018 年，对在我院治疗的 5 例深度烧伤合并骨外露的患者，采用局部皮瓣修复，局

部皮肤扩张+二期皮瓣转移覆盖，负压吸引+局部骨外露处钻孔+肉芽创面植皮，以及非手术保守换

药治疗等多种方法覆盖修复骨外露创面。 

结果 手术治疗效果明显优于非手术治疗。对于早期入院的尚未并发感染的骨外露创面，大部分皮

瓣成活良好，骨外露质地柔软，外观效果优于负压吸引+局部骨外露处钻孔+肉芽创面植皮的患者。

但对于延迟入院的患者，尤其是入院时即已合并创面感染，且为非重要功能部位的骨外露患者，采

用负压+钻孔后肉芽植皮的方式更为合理。 

结论 在深度烧伤合并骨外露的创面中，绝大部分需要手术治疗，而各种手术方法有其各自的适应

症和优缺点，需要根据骨外露创面具体情况决定手术方式，早期皮瓣修复是相对较为理想的方法。 

  

 

PO-0988 

严重烧伤患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分析 

 
李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严重烧伤患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病机制和病例特点，为临床治疗、护理、预

防工作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对笔者所在医院近 3年发生的 5例严重烧伤后合并 DVT的患者病例治疗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5 例患者经上述治疗 2 周后，肢体肿胀、疼痛、皮肤温度升高均缓解出院，复查彩色超声多

普勒显示达完全再通者 1 例，部分再通者 2 例，侧支循环良好 2 例。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晨起患

肢无肿胀，下床活动时均应用弹力绷带压迫，数小时后患肢大腿及小腿周长与健侧比较均不超过

2cm。所有患者均无 PE及明显出血等情况发生，患者均恢复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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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近年来 DVT 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有报道称 50%的 DVT 最终发展为血栓后遗症 （PTS）。

下肢 DVT 危险因素包括原发性因素及继发性因素两类。据文献报道外科手术、严重创伤（烧伤）、

复合伤是 DVT 最常见的诱因。本组烧伤患者有手术史者 2 例，有股静脉穿刺者 3 例，所以临床医师

对于 DVT 的认识还要以“防”为主。严重烧伤患者合并 DVT 重点在于预防。对于合并高血压、糖尿

病、高龄、肥胖、女性高危患者应早期行肢体活动，及时纠正血液浓缩，避免反复于股静脉处穿刺

抽血、留置深静脉导管等引起静脉血管壁损伤的情况。 

 

 

PO-0989 

1 例碱烧伤合并严重疱疹病毒感染患者的救治体会 

 
刘顺利,陈铭锐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250000 

 

1 例左腋窝及左上臂碱烧伤后 15 天患者经外院治疗后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转至我科，入院前

患者家属出于多种原因考虑故意隐瞒病史。入院当天我们发现患者有严重心衰、呼吸衰竭症状，经

认真查体及多次询问病史后了解患者院外诊断为“多脏器功能不全；脓毒血症等；急性循环功能衰

竭”等，且院外已应用进口注射用美罗培南、进口注射用替甲环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等广谱强

效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效果欠佳，入院前脑利钠肽前体 BNP 8938pg/ml，入院后查血小板 PLT 

35×109/L。通过患者家属描述及病史采集、院外化验结果考虑患者多脏器功能不全系由疱疹病毒

感染导致。经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阿昔洛韦抗病毒治疗后患者病情逐渐得到控制、好转。病情平

稳后进行创面清创植皮术，成活良好，痊愈出院。由此得出以下体会：1.有些患者缘于多种因素，

存在隐瞒病史情况。若发现化验结果与症状、体征（烧伤创面）不一致，或根据循证、临床经验对

病史有疑问时，既要分析检查结果，又应注意病史采集及甄别。掌握患者院外化验结果及治疗方

案，对准确评估病情有重要意义； 2.当发生 MODS 或 MOF 时注意深究病因，也可能为复杂性或病毒

性感染，此时采用敏感抗生素就要有一定的准确性；3.明确病因后对症支持治疗在危重病例抢救中

非常必要，强调免疫球蛋白的应用。4.手术应在患者平稳后进行。 

 

 

PO-0990 

管状旋髂浅动脉穿支皮瓣修复单指毁损伤临床 观察 

 
郭志谦 

福建省厦门市第 174 医院 

 

目的 探索旋髂浅动脉穿支带蒂皮瓣制成管状修复单手指毁损伤的疗效。 

方法 根据单手指毁损伤的皮肤缺损面积、形状、残余指骨长度，设计腹股沟区以旋髂浅动脉穿支

带蒂皮瓣，皮瓣制成管状修复 15 例（15 指），均经手术一期修复，皮瓣设取面积为 6ｃｍ×6ｃ

ｍ～6ｃｍ×12ｃｍ，供区全部直接缝合。 

结果 15 指术后皮瓣均存活，术后１8ｄ断蒂，供瓣区一期愈合良好，术后随访６～24 个月，伤指

外形、质地优良，不臃肿，外观及功能患者满意。  

结论 应用旋髂浅动脉穿支皮瓣制成管状带蒂修复单手指毁损伤，手术简单，皮瓣存活率高，手指

外观满意，可恢复患指的部分功能，是修复单手指毁损伤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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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91 

VSD 在急性皮肤软组织感染的治疗分析 

 
李海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评估 VSD在急性皮肤软组织感染外科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笔者单位 2013.01-2017.12 收治 48 例急性皮肤软组织感染的患者，男 24 例，女 24 例，

年龄 3-89 岁，糖尿病病例排除。感染因素以外伤为主，治疗时间在 3 天--111 天，除 16 例轻症患

者通过全身静脉抗生素的运用及外敷磺胺嘧啶银一般 1-2 周治愈出院，另外 32 例重症感染患者在

全身针对性抗生素应用基础上，配合全身支持治疗，创面急诊先采用外科手术清创+VSD 治疗，后

在创基肉芽新鲜基础上植皮+VSD治疗封闭创面达到治愈效果，无死亡病例。 

结果 急性皮肤软组织感染外科治疗中 VSD 治疗手段的介入使患者软组织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创面

愈合时间明显缩短，既减轻患者日常换药中的痛苦，又减少医生换药的工作量，最终能够达到挽救

病人肢体乃至生命的治疗目的。 

结论 急性皮肤软组织感染外科治疗中 VSD 治疗手段的介入使患者软组织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创面

愈合时间明显缩短，既减轻患者日常换药中的痛苦，又减少医生换药的工作量，最终能够达到挽救

病人肢体乃至生命的治疗目的。 

  

 

PO-0992 

优质护理在重症烧伤患者急救中的应用效果 

 
邓肖静,覃江焕,王永银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在重症烧伤患者急救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进行急救的 58 例重症烧伤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以计

算机表法为依据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即实施常规护理的参照组（n=29）,以及实施优质护理的研

究组（n=29）,比较创面愈合时间、负性情绪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探讨优质护理在重症烧伤

患者急救中的应用效果。 

结果 两组结果进行对比后，研究组呈现结果更优，且最终检验结局 P＜0.05，具有探讨分析价

值。 

结论 对重度烧伤患者进行急救的过程中实施优质护理，可有效提升患者的急救效果，降低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PO-0993 

白藜芦醇通过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减弱烧伤小鼠缺氧诱导的 

神经毒性 

 
高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白藜芦醇是一种富含虎杖的天然多酚，已被发现能对多种原因引起的脑内的神经炎症起到神

经保护作用。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可分泌各种促炎性细胞因子和神经毒性介质，这可能有助于烧伤小

鼠缺氧性脑损伤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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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研究白藜芦醇通过 BV-2 小胶质细胞系和原代小胶质细胞的体外模型，通过其抗炎作用减弱缺

氧诱导的神经毒性的潜在作用。 

结果 我们发现白藜芦醇显著抑制缺氧诱导的小胶质细胞活化并减少后续释放促炎因子。白藜芦醇

抑制缺氧诱导的 IκB-α 降解 p65 NF-κB 蛋白的磷酸化。缺氧诱导 ERK1／2 和 JNK 磷酸化也强

烈。白藜芦醇抑制白藜芦醇对低氧刺激的 p38 MAPK 磷酸化无影响。重要的是，用条件培养基

（CM）从烧伤小鼠缺氧刺激的小胶质细胞中诱导原代皮层神经元诱导神经元凋亡，这是用白藜芦醇

处理的 CM共同逆转的。 

结论 综合考虑，白藜芦醇通过其抗炎作用对烧伤小鼠缺氧诱导的神经毒性发挥神经保护作用。小

胶质细胞这些效应至少部分地通过抑制 NF-κB、ERK和 JNK的激活而介导。 

 

 

PO-0994 

生物电场通过自噬调控表皮细胞的定向迁移 

 
闫甜甜

1,2
,江旭品

2
,林国安

1
,黄跃生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九中心医院,463000 

2.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目的 创面修复过程中，内源性直流生物电场一直被认为是表皮细胞发生定向迁移的关键因素。但

生物电场调控表皮细胞迁移的机制尚不清楚。自噬是一种促进细胞生存的保护机制，可降解细胞

器、蛋白、脂类等物质，从而参与多种生物学行为的调控。有研究表明，自噬可降解多种细胞中的

黏着斑，参与细胞迁移和肿瘤侵袭。因此本研究我们旨在研究生物电场对自噬的调节作用及其在表

皮细胞迁移中的作用。 

方法 建立体外生物电场加电模型，模拟创面形成后的直流电场微环境强度（200mv/mm）及方向，

通过活细胞工作站观察电场对单个表皮细胞运动方向及速度的影响；利用 Western blot、电镜研

究细胞中自噬标志物的表达，免疫荧光染色及 GFP-LC3 腺病毒转染后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细

胞自噬水平；通过 qPCR 技术检测细胞中参与自噬过程的多种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变化；利用小干扰

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敲减自噬关键基因 ATG5 后，用活细胞工作站检测电场对角

质形成细胞运动的影响，以研究自噬在电场介导的表皮细胞定向迁移中的作用。 

结果 外加生物电场可促进表皮细胞从正极向负极定向迁移；与对照组相比，电场处理可引起表皮

细胞自噬生成增加，自噬溶酶体融合成熟及底物降解无障碍，自噬流的多种相关基因 mRNA 表达水

平增加，自噬流通畅。siRNA（ATG5）可显著下调电场下表皮细胞中自噬水平，并导致表皮细胞定

向迁移速度显著下降。 

结论 生物电场可促进表皮细胞自噬水平增加，从而上调电场介导的表皮细胞定向迁移速率。 

 

 

PO-0995 

1 例小肠切除术后并发毛霉菌感染及坏死性筋膜炎患者的护理 

 
梁月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总结 1例小肠切除术后并发毛霉菌感染及坏死性筋膜炎患者的临床护理。 

方法 笔者接诊 1 例因小肠缺血坏死在当地医院行“小肠坏死切除+阑尾切除术”，术后出现吻合口

瘘并肠系膜间脓肿，脓毒血症转送本院行“粘连松解，清除脓腔，回肠双腔造口”，术后回肠造口

出现环形分离并并发发毛霉菌感染及坏死性筋膜炎的患者，通过细致的伤口评估，及时有效收集粪

便，进行鉴别诊断，及时发现毛霉菌感染及坏死性筋膜炎，对伤口局部应用抗真菌药及全身联合使

用抗生素；联合烧伤科医生对创面进行彻底清创及负压治疗；针对感染性休克、肺部感染、高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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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血症等并发症进行呼吸机辅助呼吸、抗感染、利尿、补充电解质、血管活性药、护肝、镇静、扩

容、增强免疫、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 

结果 25 天后伤口毛霉菌及感染坏死性筋膜炎得到控制，创面床红 50%黄 50%，但患者出现多器官

功能衰竭，于治疗第 35天出现心跳呼吸骤停抢救无效死亡。 

结论 毛霉菌病及坏死性筋膜炎预后均较差，早期诊断、及时准确治疗、反复彻底清除坏死组织可

控制病情，利于创面的愈合。 

  

 

PO-0996 

1 例回肠造瘘术后皮肤黏膜分离及周围软组织感染患者的护理 

 
梁月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总结 1例回肠造瘘术后皮肤黏膜分离及周围软组织感染患者的临床护理。 

方法 作者接诊回肠造瘘术后皮肤黏膜整圈分离及周围软组织感染患者，通过细致的伤口评估，发

现造口周围软组织感染并出现皮肤黏膜分离及造口开口在创面基底部，予及时有效收集粪便、清除

坏死组织、银离子敷料控制感染及促进创面愈合等局部处理措施，并配合全身抗菌素控制感染、营

养支持等综合治疗护理措施。 

结果 7 天后造口周围软组织感染得到控制，22 天造口粘膜皮肤分离处完全闭合，患者全身情况好

转，痊愈出院。 

结论 及时对术后早期造口周围皮肤红肿原因分析可明确诊断、及时准确进行治疗，提高治愈率，

减轻患者痛苦。重视综合评估，有针对性进行伤口处理、合理使用敷料及造口产品以及各项精心护

理是本案治疗的关键。 

  

 

PO-0997 

微信教育在烧伤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 

 
梁月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微信教育新模式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家庭护理的作用，以提高大面积烧伤病人康复期遵医

行为及生活自理能力，减轻病人焦虑及抑郁水平。 

方法  将 50 例烧伤康复期病人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25 例，对照组患者出院时予健康指

导，出院后进行电话回访；实验组给予患者建立微信群，定期发布烧伤康复相关教育内容，进行鼓

励支持、及时提醒及问题应答等互动。6 个月后比较两组话患者心理状况，功能锻炼执行情况、生

活自理能力及遵医行为等。 

结果 两组病人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uxiety Scale,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得分比较，均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得分低于对照组；

两组患者自理能力及遵医行为比较，均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烧伤患者出院后进行微信教育能延伸烧伤相关知识的教育及提供优质护理服务，使患者情绪

稳定，提高患者出院后康复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自理能力，从而促进患者康复及尽快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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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98 

P75NTR 通过调节 p53 水平影响表皮干细胞低营养诱导下的自噬 

 
殷思源,曹永倩,马嘉旭,王一兵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究神经生长因子受体 P75NTR 通过 NF-κB 通路和蛋白直接相互作用的方式调节 p53 水平，

从而参与到表皮干细胞在低营养环境下诱导的自噬这一过程中，进而影响表皮干细胞在创面愈合中

所起作用及其在组织工程学材料（PCL支架）中的生存质量。 

方法 提取 P75NTR 基因敲除小鼠及普通野生型小鼠的原代表皮干细胞。分别转入 mRFP-GFP-LC3 双

标腺病毒，观察低营养诱导下的自噬流变化，并检测两组表皮干细胞在不同时段的自噬水平、凋亡

水平、NF-κB 通路激活水平及 p53 的表达水平。通过使用 NF-κB 通路激动剂和抑制剂检测其对

p53 表达的影响，通过使用 p53激动剂和抑制剂检测其对自噬的影响，最后进行动物实验验证。 

结果 低营养环境诱导下，P75NTR 基因敲除组表皮干细胞，相较于普通表皮干细胞表现出更强的自

噬倾向，自噬水平高峰出现的更早，且凋亡水平也明显上升。敲基因组表皮干细胞中 NF-κB 通路

激活水平明显降低，由于 P75NTR 不表达导致 p53/MDM2 复合物水平明显下降，p53 降解受到显著抑

制，p53 水平明显增高。同时，p53 水平增高明显促进自噬正相关蛋白的表达从而增强自噬水平。

动物实验可见 P75NTR 基因敲除组表皮干细胞创面愈合慢。种植于 PCL 支架并覆盖于创面后，基因

敲除组表皮干细胞生长状态较差，对创面愈合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覆有种植普通表皮干细胞的 PCL

支架。 

结论 P75NTR 与 p53 在表皮干细胞低营养环境诱导下的自噬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与普通表皮干

细胞，P75NTR 敲除组表皮干细胞在低营养环境下表现出了更强的自噬和凋亡倾向。P75NTR 在表皮

干细胞中通过 NF-κB 通路以及直接相互作用的方式影响了 p53 水平的改变，并调节自噬和凋亡，

从而影响创面的愈合。同时， P75NTR 通过调节自噬明显改善了 PCL 支架中表皮干细胞在低营养状

态下存活的数量和质量。 

  

 

PO-0999 

成功抢救 100%2、4-对硝基苯溶液重度烧伤 1 例 

 
晋强,张红云,王世全 

山西临汾临钢医院 

 

患者 ，男，40 岁，因 110℃左右的 100%2、4-对硝基苯溶液烧伤 3 小时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

入院。入院查体：患者神志清楚、烦躁，口唇、舌体、十指甲床紫绀，体温 36.5℃，脉搏 76/次，

呼吸 28/次，经皮监测血氧饱和度 91%，创面主要集中于双手、双足、腰及臀部。入院诊断：1）：

重度烧伤   2、4-对硝基苯溶液   （总 23%   6/浅 II°  17/深 II°  双手、双足、

腰、双臀）。 2）：急性 2、4-对硝基苯溶液中毒。入院后立即用大量流动凉水冲洗全身阻断 2、

4-对硝基苯经皮肤吸收。随后浅度烧伤创面行包扎治疗并每日用醋酸溶液浸泡，减少中和创面 2、

4-对硝基苯含量，并于烧伤后第二天行深度创面 10%  削痂异种皮覆盖术，住院期间持续面罩给

氧半月余,静脉输亚甲蓝 20-40mg/次，2 次/日到 7 月 5 日，并定期监测高铁蛋白及血气各项指标来

指导临床用药，患者住院期间红细胞最低下降至 2.9x10
12
/L，并分别于 6 月 30 日，7 月 3 日，7 月

5 日，7 月 8 日，7 月 10 日累计输添加剂红细胞 10U，三周后复查红细胞升高至 4.3x10
12
/L，同时

应用舒肝宁和肝肽乐保护肝功能并定期复查。经积极治疗患者四周创面封闭痊愈，检查肝功 肾功

及高铁蛋白等各项指标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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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0 

巨噬细胞促进毛囊干细胞增殖同时促进毛囊干细胞衰老的研究 

 
马嘉旭,曹永倩,殷思源,王一兵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究巨噬细胞对 C57BL6/J小鼠皮肤全层创面愈合过程中毛囊干细胞增殖及衰老的影响。  

方法 应用 6 周龄 C57BL6/J 小鼠构建 5mm 全层皮肤创面模型，在 C57BL6/J 小鼠腹腔内注入 3%硫代

乙醇酸钠，3 天后腹腔灌洗，提取原代巨噬细胞，体外培养获得大量纯化巨噬细胞后，在创面造模

当日将分离纯化的巨噬细胞局部植入创缘皮下，对照组小鼠同时局部植入等量生理盐水。同时用 3

日龄 C57BL6/J 小鼠应用差异黏附法提取表皮干细胞，与提取的巨噬细胞在 6 孔板 transwell 体系

内共培养 24h，通过免疫荧光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创缘组织中及共培养体系内反映细胞增殖

能力指标 Ki67， MCM 及衰老指标 γ-H2AX，SAb-Gal。通过图像分析软件 Image-pro plus 分别统

计每组小鼠每天创面面积与标尺面积之比，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创缘皮下局部植入巨噬细胞组的小鼠创面愈合时间较对照组小鼠愈合时间明显提前，植入巨

噬细胞组小鼠毛囊干细胞增殖指标上调，增值能力增强。在共培养体系中的表皮干细胞表达的

Ki67， MCM 观察到具相同的趋势。我们同时发现在愈合后期，局部植入巨噬细胞组小鼠的创面毛

囊干细胞衰老指标较对照组明显上调。 

结论 全层创面植入巨噬细胞促进毛囊干细胞增殖同时促进毛囊干细胞衰老。 

  

 

PO-1001 

心脏术后前胸正中切口不愈的治疗与流行病学分析 

 
侯玉森,曹玉珏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目的 探讨利用双侧胸大肌肌皮瓣修复心脏手术后前胸正中不愈切口的疗效及影响愈合因素。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应用双侧胸大肌肌皮瓣修复心脏术后前胸正中切口不愈病例 261

例。 依据平均年龄 56 岁，分为低年龄组（≤56 岁）、高年龄组（＞56 岁）；依据分泌物培养结

果（146 例）分为阴性对照组 60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组 45 例、溶血链球菌组 32 例、其他 9 例；

是否合并糖尿病分为糖尿病组 111 例、对照组 150 例；是否术前应用负压吸引治疗分为负压组 119

例、对照组 142例。 

结果 治愈 259 例，死亡 2 例；平均住院天数 28.3 天；低年龄组住院天数少于高年龄组（P＜

0.05）；与对照组比较，金黄色葡萄球菌组、溶血链球菌组、糖尿病组及负压治疗组患者住院天数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利用双侧胸大肌肌皮瓣修复心脏手术后前胸正中不愈切口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法，且年龄是

影响患者愈合时间的重要因素。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596 

 

PO-1002 

负压封闭引流固定移植皮片对老年患者深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

效果 

 
张燕平,温裕庆 

龙岩市第一医院,364000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引流(VSD)固定移植皮片在老年患者深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3 例烧伤老年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应用 VSD 固定移植皮片治疗 30 例(观察组),

传统加压固定皮片治疗 33 例(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细菌培养阳性率、移植皮片成活率、外观和

功能满意度及治疗费用。 

结果 观察组移植皮片细菌阳性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观察组移植皮片成活率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t=3.89,P<0.01);观察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t=4.11,P<0.01);观察组治疗费用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84,P<0.05)。 

结论 应用 VSD 固定移植皮片能够降低创面感染率,提高皮片成活率及改善皮片外观,但治疗费用相

对较高。  

  

 

PO-1003 

游离下腹部皮瓣修复足部软组织缺损 

 
金俊俊 

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交通意外及施工事故造成的足前部软组织损伤，除了严重的骨折外，常伴有软组织缺损、肌

腱和骨外露，单纯植皮不能满足覆盖深部组织的要求，往往需要皮瓣移植修复。探讨游离腹部皮瓣

修复足背软组织缺损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1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1 月收治 5 例足背软组织缺损患者，男 3 例，女 2 例，年龄 45～65

岁，平均 50 岁。受伤原因：重物砸毁损伤 3 例，车祸碾压伤 2 例。患者创面均有肌腱、骨、关节

外露，创面缺损面积 6 cm×8 cm 至 15 cm×20 cm。对 5 例足背软组织缺损患者早期进行清创，以

下腹部旋髂浅动脉或腹壁下动脉为轴型血管的下腹部皮瓣覆盖足背软组织缺损创面。 

结果 5 例患者手术过程顺利，其中以游离旋髂浅动脉皮瓣修复 2 例，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修

复 3 例，5 例皮瓣移植术后均未出现血管危象。随访 3 个月至 1 年,皮瓣血运、质地、弹性、感觉

良好，无明显瘢痕挛缩，足部外形满意、无明显疼痛及活动受限。皮瓣供区直接拉拢缝合，一期愈

合，未见瘢痕挛缩。 

结论 下腹部皮瓣有以下优点：①皮瓣轴型血管相对稳定，管径相对较粗，易于显微镜下血管吻

合；②游离皮瓣血管蒂部可以根据受区情况进行调整，供养的皮瓣面积相对大，皮瓣长宽比例大，

其中旋髂浅动脉皮瓣最大可为 26:3，应用范围较广；③该皮瓣的静脉回流除了伴行静脉以外，皮

下脂肪层中有引流皮瓣的浅静脉，可用于吻合静脉；④可以利用超薄皮瓣的技术与原理，以受区组

织的厚度作为参考，对皮瓣的筋膜层及脂肪层进行有限修薄，即保留浅层脂肪，去除深层脂肪，以

减少术后皮瓣臃肿[7-9]；⑤皮瓣供区隐蔽，腹部皮肤的张力不高，通常可直接缝合，避免植皮及

皮瓣移植覆盖；⑥腹部皮瓣的血管常为两侧对称，便于操作；⑦皮瓣供区与受区均可在同一麻醉平

面控制，减少麻醉相关并发症。下腹部皮瓣供区血管相对恒定，皮瓣切取方便，供区隐蔽可直接缝

合，是覆盖足背软组织缺损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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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4 

P75NTR 对慢性创面中角质形成细胞自噬和衰老的影响 

 
冯璋,王一兵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究慢性创面中神经生长因子受体 P75NTR 通过调节 mTOR 等自噬相关通路调控角质形成细胞

的衰老，继而影响慢性创面的愈合。 

方法 提取 C57BL6/J 小鼠原代角质形成细胞细胞。分别转入 P75NTR 敲低、过表达及空载慢病毒，

并验证其与空白组角质形成细胞 P75NTR 的表达水平。观察低氧与低营养诱导下细胞衰老标志物水

平的改变，并检测四组角质形成细胞在低氧与低营养诱导下自噬水平的变化。通过使用 mTOR 通路

激动剂和抑制剂验证其自噬与老化的关系。最后进行动物实验验证。 

结果 成功转入上述慢病毒后，P75NTR 表达水平发生明显变化。且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低氧

与低营养诱导下空载病毒组与空白组角质形成细胞的自噬相关蛋白和衰老相关蛋白无统计学差异，

P75NTR 敲低组自噬水平与衰老水平明显上调，P75NTR 过表达组明显下调。通过使用 mTOR 通路激动

剂和抑制剂，可观测到 mTOR 被激活后，自噬水平和衰老水平明显降低；而 mTOR 被抑制后，自噬水

平和衰老水平则明显上升。动物实验可见 P75NTR 基因敲除小鼠较普通小鼠相比，慢性创面中细胞

自噬与衰老水平均明显上升，且创面愈合时间明显延长。 

结论 P75NTR 与在慢性创面的低氧和低营养环境中角质形成细胞的自噬与衰老有重要联系。相比于

普通角质形成细胞，P75NTR 敲低组角质形成细胞表现出更强烈的自噬与衰老倾向，进而抑制了增

殖。P75NTR 过表达组角质形成细胞则表现出了对慢性创面低氧与低营养条件更好的耐受性，自噬

与衰老水平均明显降低，有效的促进了增殖，进而促进了创面的愈合。P75NTR 可以作为慢性创面

治疗中的一个有效靶点。 

  

 

PO-1005 

先天性聋哑病人烧伤后癫痫发作护理 1 例 

 
曾燕惠 

福建漳州第 175 医院 

 

目的 探讨聋哑病人烧伤后突发癫痫发作的治疗对策及针对性的健康宣教，预防烧伤后癫痫在发

作。 

方法 通过典型进行分析、探讨。 

结果 总结聋哑病人烧伤后癫痫发作救治经验，进一步提高烧伤治愈率和减少癫痫致残率。 

结论 癫痫烧伤患者的治疗有别于一般烧伤患者，主要是在烧伤治疗的同时要控制癫痫发作以及避

免癫痫再度发生，护理难度较大，治疗上护士需要熟练掌握病情观察及发作时的救护、有效的心理

干预及后期的康复期功能锻炼，让患者更快适应生活，回归社会。 

 

 

PO-1006 

烧伤患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分析 

 
江杭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了解烧伤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为感染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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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2.01-2013.12 年和 2016.01-2017.12 年我院烧伤科 1033 例住院烧伤患者的创面分泌

物、静脉血、痰液、深静脉导管等其他标本共 1466 份，行细菌培养，分离出 745 株病原菌。采用

API 细菌鉴定板条和全自动细菌鉴定仪进行病原菌鉴定，采用 K-B 纸片扩散法进行药物敏感试验，

检测主要革兰阳性菌和主要革兰阴性菌对 31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采用 WHONET5.6 软件统计

2012.01-2013.12 年和 2016.01-2017.12 年不同标本来源的病原菌分布情况及构成比，同时对主要

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的耐药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1）2012-2013 年中创面分泌物标本检出病原菌数居首位，其次是其它类型标本和深静脉导

管标本；2016-2017 年，创面分泌物标本检出病原菌占首位，其次为痰液标本和其它类型标本。

（2）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真菌构成比无明显变化。主要的革兰阳性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24.14%（91/377），主要的革兰阴性菌为铜绿假单胞菌，占 17.51%（66/377）；2016-2017 年，金

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分别为 23.10%（85/368），26.36%（97/368），真菌占 11.96%

（44/368）。（3）相比 2012-2013 年，2016-2017 年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G 和莫西沙星耐药

率明显上升，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所检测的抗生素耐药率均呈上升趋势，大肠埃希菌对

哌拉西林、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头孢唑啉、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头孢吡肟、庆大霉素、妥布霉

素呈明显下降趋势，对其它抗生素耐药率呈上升趋势；肺炎克雷伯菌对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头孢

噻肟及头孢唑啉耐药率呈下降趋势，对其它抗生素耐药率无明显变化。 

结论 我院 2012-2013 年和 2016-2017 年收治住院的烧伤科患者主要通过创面分泌物标本检出病原

菌，所检出的病原菌中均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而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金黄色葡萄球

菌对青霉素 G 和莫西沙星耐药率上升，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所有抗生素耐药率均上升，

大肠埃希菌对头孢西丁、亚胺培南等抗生素耐药率显著上升，肺炎克雷伯菌对部分抗生素耐药率呈

下降趋势。 

  

 

PO-1007 

植物表皮生长因子（EGF）实验研究 

 
刘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十二医院,353000 

 

 

 

 

PO-1008 

水凝胶泡沫敷料在供皮区的应用观察 

 
许艺超,陈昭宏,陈舜,王子恩,郑林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水凝胶泡沫敷料应用于供皮区创面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烧伤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其中刃厚

皮组 30 例,中厚皮组 30 例，试验组用水凝胶泡沫敷料覆盖供皮区，对照组用凡士林覆盖创面，观

察各组供皮区创面的愈合时间、疼痛程度、感染情况、愈合效果及三个月后瘢痕生长情况,以创面

完全上皮化愈合为观察终点. 

结果 与凡士林组相比,水凝胶泡沫敷料组供皮区创面的愈合时间提前(P<0.05)，静息及更换敷料时

疼痛不明显(P<0.05)；水凝胶泡沫敷料组及凡士林组创面感染情况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创面愈合后

瘢痕形成情况两组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供皮区创面使用水凝胶泡沫敷料,可以有效减少创面疼痛，缩短愈合时间，提升上皮愈合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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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9 

富马酸二甲酯在体外实验中对脓毒症肺损伤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何兴凤

1
,夏照帆

2
 

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510000 

2.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 的  检测预防性使用富马酸二甲酯 (dimethyl fumarate， DMF）对腹腔注射脂多糖

(1ipopolysaccharide，LPS)引起的脓毒症肺损伤血管通透性方面的作用。 

方法 24只 9-10 周雄性 C57BL/6小鼠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6只；实验组 A、B、C 及对照组 D。实验

组通过灌胃方式给药，A 组予 DMF（30mg/kg），2 次/天，共 2 天，B 组同时予同等剂量的 0.08%甲

基纤维素（Methyl cellulose，MC）、C、D 组同时予同等剂量的生理盐水；第 3 天，4 组小鼠以腹

腔注射 LPS 建立脓毒症肺损伤模型；24h 后，采集血清检测炎症因子（TNF-α、IL-10、IL-1β、

IL-6）表达；每组 3 只小鼠右肺取肺泡灌洗液检测炎症因子（TNF-α、IL-10、IL-1β、IL-6）表

达以及蛋白浓度，左肺行肺干湿比；每组 3 只小鼠经尾静脉注射 4 倍小鼠体重的 1%Evans blue 染

液，30min后处死小鼠，取肺组织检测血管通透性。 

结果 （1）A、B、C 三组血清以及肺泡灌洗液炎症因子比 D 组高,其中 B、C 组较 A、D 组显著增

高，A 组略高于 D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肺泡灌洗液蛋白浓度，B、C 组较

A、D 组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D 组无明显差别（P=0.638）；（3）肺干

湿比：结果显示 B、C 组干湿比较 A、D 组明显增高，A 组略高于 D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4）B、C 组肺组织 Evans blue 含量明显较 D 组高，A 组含量略高于 D 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DMF 对 LPS 建立的脓毒症模型具有保护作用，在脓毒症发生时可降低肺损伤的程度、减少组

织液的渗出，以及降低血管通透性。 

  

 

PO-1010 

烧伤科护士长工作压力源分析及对策 

 
郭晓芳 

太钢总医院烧伤整形中心,030000 

 

护士长既是病区护理单元的管理者，同时又肩负着与诸位院领导的联系、与医、护、患、陪等

的沟通，还要起到上传下达、关注患者治疗、护理的作用。而烧伤科属于医学的边缘学科，治疗、

护理涵盖面广，患者更是涉及儿、妇、内、外等一应俱全，且烧伤均属意外伤，多为急、重，这样

对护士长的应急指挥能力及专业技术能力要求更加严格。面对压力每一个体都有其适应能量域，当

压力过长时间过大强度地作用于机体而消耗了机体的适应能量时，表现为生理、心理和行为的改变

⑴，直接影响护士长身心健康和工作质量 。现就国内及烧伤专科护士长压力源及对策进行分析，

旨在为今后有效缓解护士长压力，促进护士长身心健康，提高护理管理质量。压力源的概念及研究

意义压力源属于社会性压力源的范畴⑶。通过对护士长工作压力源的研究，可以了解护士长所担心

的问题⑷，并予以分析、解决，使临床护士长能身心愉快的工作。 

2.研究护士长群体分布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市二、三级综合医院护士长压力源，涉及到烧伤专科护士长压力源的研究

较少。 

3.国内较常用的对护士长压力源的研究量表是李小妹等⑸参照 

外目前最常用的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根据我国国情重新设计修订而成，该表经过多次使用信度较

高，能较好测出护士长压力源。涉及到烧伤专科的量表目前未见到，但是大同小异，可针对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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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个性化研究。另外，国内使用的量表绝大部分已在国外测试，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翻译成

中文后由专业人员进行测试，适合于国内普通人群⑹。 

4.烧伤科护士长压力源分析 

4.1 特殊的工作环境   我科是山西省烧伤应急抢救中心，承担着许多突发事件的抢救工作，例

如，煤矿坍塌、瓦斯爆炸等，经常有成批的烧伤患者急诊入院，最多一次曾达 13 人之多；另有许

多外地转诊来的危重患儿以及各类难治创面的患者，护士长长期工作在充满“应激源”的环境中，

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及管理者的心理负担⑺。 

4.2 工作量及时间分配方面的问题  郑一宁等⑻的调查研究发现，工作量及时间分配方面得分最

高，且其维度内地“非护理工作太多”“工作量太大”“在岗护士数量少”“无时间对患者进行心

理护理”等压力源排在前 10 位，刘雪琴等⑼研究发现，我国护理人员短缺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即护理人员资源数量短缺、高职称人员短缺、临床护士编制严重不足等，提示我国临床护理人员资

源配备不足已成为当今护理管理者的主要压力源。我科正存在这样的现状，护士严重缺编、护理梯

队不合理、护士长不仅要对病房的护理质量负责，还要花大量的精力去顶班做具体的护理工作，甚

至承担部分非护理工作，如向患者催费、负责科室奖金分配、各种物资设备的管理、协助科主任处

理日常事务等，直接导致了护士长的工作量负荷过重。 

4.3 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护士长经常面临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烧伤科的护士长也不能例外，

这其中包括；医护之间、护护之间、护患之间、护陪之间、以及后勤、维修、上级领导等。周柯⑽

的调查显示，护士长每天处理人际关系所需时间占着管理时间的 1／4。烧伤患者来自各个阶层，

知识层次不同，常常因为疾病及住院费用的原因，导致情绪比较急躁，他们会把不良情绪发泄到护

士身上，而作为烧伤护士长势必要和大家解释、调节，往往身心疲惫，压力极大。另外就是医护之

间，我国大多数医院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当护士长的观念与科主任及医生不一致时，就易产生严重

的压力感和挫折感。 

4.4 患者护理  孔枝梅等⑴调查研究发现，“担心护理工作中会引起差错”是 11 项压力源条目中

的首要压力源。在烧伤患者中，小儿烧伤约占到 1／3，特别是 3 岁以内儿童为烧伤的高发人群，

那么烧伤患儿的静脉输液的穿刺、补液的速度、补液的量、并发症的发生、坠床、误吸等均为护理

安全的问题，也是易引起护患纠纷的问题。结合前面所讲的人员不足，面对成批烧伤患者及危重患

者不能做到专科护理到位也是烧伤护士长所担心的。当出现护患冲突时，护士长往往需要协调，容

易陷入心理困境。 

4.5  管理者自身知识的缺乏  烧伤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涉及面广范，而我科在整个华北地区的

救治水平居领先地位，护理上发展与医疗相比略显缓慢，护士长只管埋头工作，外出学习、进修机

会不多，无法领略更前沿的东西。随着法制的健全及人们法制意识的提高，患者在就医过程中维权

意识也增强，医患矛盾及投诉 日益增多，护士长在防范及处理医患纠纷时需要有丰富的法律知

识，及时发现潜在的法律隐患，并采取缜密的防范措施。大多数护士长掌握的法律知识较肤浅，不

能满足工作需要。 

4.6  权利有限责任重大  作为公共突发事件抢救的一名成员，不但责任重大，而且需要完成的

任务又十分具体，所面临的工作环境趋向复杂化，心理压力增大。 

5 .影响工作压力源的因素 

5.1 个性特征  潘淑琴等⑾的调查发现，护士长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全国常模相近，个体特征多为

外向开朗性格，心理稳定优于一般人群，但从总体看，也存在护士这一特殊群体的共性，感觉社会

地位低，未来归属不容乐观等。 

5.2 任职年限 郑一宁的⑻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工作年限与压力源呈负相关，可能由于年龄大、

工作年限长的护士长个性趋于成熟，家庭、朋友均处于相对稳定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经验

不断积累，逐渐适应了各种状态，面对应激源能从容面对，有效的处理。 

6 减少烧伤科护士长压力源对策 

6.1 重视烧伤护士长存在的工作压力源，支持和理解护士长的工作 

相关领导有必要目前烧伤护士长的工作内容，适当减免非护理性工作，进一步调整护理人员配置比

例，从而减轻护士长由于工作量大所致的压力，使其有较多时间做好相关护理质控，及时发现护理

隐患，杜绝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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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多元化培训  包括管理知识、专业知识、人际沟通、法律知识、心理健康知识和有关压力的

应对技巧等，提高烧伤护士长的管理技能和压力的积极应对能力。加强医、护、患之间的沟通，提

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认可。 

6.3 适当授权   烧伤护士长要学会授权艺术，避免事必躬亲，以减轻工作作负荷。对于一些非护

理工作可以授权给科室护士完成，如绩效工资的分配、物资设备的管理等 

6.4 护士长自身的调节  烧伤护士长要适应现代护理管理的需求，要以积极、乐观的 态度对待出

现的各种问题，并有计划的解决。采用适宜的自我调节方式，减轻工作压力，保持身心健康。 

 

 

PO-1011 

以 Q-SOFA 为导向对早期诊断烧伤脓毒症的意义              

—附 2 年 86 例烧伤脓毒症早期诊断的信息剖析 

 
娄季鹤,李晓亮,吕涛,李树仁,李延仓,王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评价以 Q-SOFA为导向对早期诊断烧伤脓毒症的意义。 

方法 普及培训 Sepsis3.0 概念，解读并实施 SOFA 及 Q-SOFA 流程。通过 Q-SOFA 评分且两名医师以

上评判，预测脓毒症 86 次，均按国际脓毒症处理指南（2016 版）抢先治疗（如休克者予以液体复

苏，1 小时之内应用抗生素，查找并于 12 小时之内去除感染源等。对作者单位 BICU 自 2017.03.01

至 2018.07.30 共 17 个月收治的严重烧伤合并脓毒症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统计 Q-SOFA 预测脓

毒症准确率。 

结果 本组按 Q-SOFA评分预测脓毒症 86例次，实际诊断脓毒症 72例次，预判正确率 83.7%。 

结论 （1）Sepsis3.0 区别于 Sepsis2.0 和 Sepsis1.0，后者强调感染引起的 SIRS，缺点是 SIRS

指标过于宽泛。新版 3.0 明确指出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可改善预后，但诊断上强调感染引起器官功能

不全且 SOFS≥2 分，似乎诊断标准过于严谨，为避免漏诊依据循证医学又提出了 Q-SOFA 概念，以

弥补其不足。（2）本组通过 Q-SOFA 评分预判脓毒症正确率 84.3%，误判率达 16.3%，文献复习中

未见有关类似报道，但可以肯定诊断烧伤脓毒症的干扰因素太多，困难更大。本组资料发现，若将

Q-SOFA 评分修正为≥3 分和 4 分，预判脓毒症正确率分别提高至 90.2%和 96.1%，再次说明烧伤脓

毒症早期诊断明显有别于非烧伤脓毒症。 

  

 

PO-1012 

严重烧伤患者并发 CRBSI 相关因素分析—附 3 年 32 例报告 

 
娄季鹤,李晓亮,冯可,吕涛,李延仓,李树仁,赵孝开,张建,刘冰,李琰光,杨高远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脓毒症依然是严重烧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探讨严重烧伤患者并发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CRBSI）的防治对策。 

方法 总结近 3年 BICU 收治严重烧伤并发 CRBSI 病例资料，分析相关原因。CRBSI 

确诊依据，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留置导管超过 48 小时；（2）发热，寒颤，感染标志物高

于正常，PCT 大于 1.0；（3）外周血和拔除导管尖端培养均阳性且致病菌及药敏一直；（4）抗生

素治疗及拔导管后有效；（5）排除非导管因素引起的感染； 

结果 （1）2015 年 7 月 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作者单位收治严重烧伤患者共 520 例，其中中心

静脉留置导管 486 例（置管率 93.5%），其中确诊 CRBSI32 例，发生率（32/486）6.6%。（2）经

股静脉置管 278 例（57.2%），发生 CRBSI21 例（7.55%）；锁骨下置管 169 例（34.8%），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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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BSI 9 例（5.33%）；颈内静脉置管 39 例（8.0%）发生 CRBSI2 例（5.13%）。以股静脉发生率明

显高于锁骨下和颈内静脉（P≤0.05）。（3）32 例 CRBSI 中发生于经创面置管（176 例）者 16 例

（9.1%），明显高于平均发生率 6.6%。（4）CRBSI 发生时间：发生于伤后 7 天内者 1 例

（3.1%），伤后 7-14 天者 10 例（31.25%），伤后 14-30 天者 12 例（37.5%），大于伤后 30 天者

9 例（28.1%）。置管后发生时间最早 50 小时，最长 75 天，平均 6.8±4.1 天。（5）常见致病菌

为肺炎克雷伯杆菌、醋酸钙不动杆菌，MRSA，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非白色念珠菌类。 

结论 （1）烧伤并发 CRBSI 危险因素：创面裸露和感染、频繁经导管采血污染、自身免疫功能障

碍、大量长期抗生素应用二重感染倾向、无奈经创面穿刺等。（2）发生时间多集中于伤后 30 内，

以伤后 10-20 天最多，故伤后 10-20 天需加强警惕；有学者认为保留导管时间一般为 7 天，但因同

一部位反复穿刺存在破坏静脉导致血栓风险，故作者认为：一旦置管，均需时刻警惕，护理每班评

估，不拘泥 7 天，一旦出现无明原因突发寒颤高热高度怀疑感染时，均需立即拔出。。（3）导管

相关性血流感染属医院感染，且属于医源性感染，势必增加病情、救治难度和医疗花费，虽然不可

避免但规范操作和护理可降低发生率。 

  

 

PO-1013 

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串联足底内侧皮瓣修复前足部皮肤缺损的 

临床疗效观察 

 
韩夫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评价应用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串联足底内侧皮瓣修复前足部皮肤缺损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5 年 2 月—2017 年 6 月，笔者单位应用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串联足底内侧皮瓣修复 6 例前足

部皮肤缺损，术中均使用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串联足底内侧皮瓣同时修复前足部皮肤缺损及足底内侧

皮瓣供瓣区缺损。本组患者前足部皮肤软组织缺损范围为 9 cm×7cm~7cm×5cm；足底内侧皮瓣切

取范围为 10 cm×8cm~8cm×6cm，并切取同样大小的股前外侧游离皮瓣，将足底内侧皮瓣游离吻合

于股前外侧皮瓣远端，串联后同时修复前足负重区皮肤软组织缺损和足底内侧皮瓣供区缺损。股前

外侧皮瓣供区均行一期缝合。 

结果 术后 6 例患者皮瓣均存活良好，5 例皮瓣缝合边缘一期愈合，1 例出现缝合口延迟愈合，经门

诊换药后痊愈。术后 2 周拆线，1 月后穿弹力袜下地行走。术后 3 月、12 月随访，6 例患者皮瓣存

活良好，足底感觉部分恢复，均可正常行走，前足底负重区移植皮瓣无一例发生破溃。 

结论 采用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串联足底内侧皮瓣修复前足部皮肤缺损是一种有效、可靠的方法，能

良好修复前足底负重区皮肤软组织缺损。 

 

 

PO-1014 

“自始至终康复” 理念对防治小儿手深度烧伤瘢痕畸形的意义 

--附 572 例长期随访报告 

 
娄季鹤,李鹏耀,马玉梅,李红,买莹,陈志坚,李树仁,刘冰,赵孝开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小儿手深度烧伤后瘢痕畸形防治的理念和措施。 

方法 病例入选标准：（1）手部烧伤，愈合时间超过 10 天，随访时间大于 6 月；（2）瘢痕畸形整

形手术术后随访大于 12 月；（3）患儿首次应诊年龄在 12 岁以内；对近 5 年收治手部瘢痕畸形并

符合入选标准的 572 例(693 只手)其中手术整形 156 例（174 只手）的病例资料，就早期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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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接受正规康复指导、患儿家长康复依从性、瘢痕畸形分类特点、手术整形类型、术后随访、手

功能评价等予以总结分析。 

结果 （1）烧伤时诊断为浅二度烧伤，愈合时间即使 10-14 天，此后 1 月内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瘢

痕挛缩，以指蹼狭窄和指屈曲常见，共 68 例，其功能基本未受影响，均佩戴弹力手套，并辅助抗

瘢痕药物或硅胶贴；（2）烧伤时诊断为深二度时无论早期植皮与否均存在不同程度瘢痕畸形，共

391 例，除全部佩戴弹力手套外，其中 184 例辅助佩戴支具；（3）113 例烧伤时诊断为三度，其中

110 例接受了植皮，术后常规佩戴弹力手套，87 例辅助佩戴支具；（4）瘢痕畸形分组：以烧伤后

1 月为节点分组，将烧伤后 1 月内开始干预随访指导者为初始干预组，1 月后接受干预随访指导者

为后续干预组。以所见畸形特点分类：Ⅰ型-单纯指蹼狭窄型，42 例；Ⅱ型-握拳手型，295 例；Ⅲ

型-爪型手，134 例；Ⅳ-握拳和爪型混合型，101 例；（5）156 例（174 只手）整形手术中单纯以

“Z”、“Y-V”、“V-Y”为主的成形术共 31 例（36 只手），以松解植皮为主 123 例（138 只

手），以松解后皮瓣修复者 2 例（2 只手）；后 2 种必要时辅以克氏针固定；（6）疗效评价（评

价标准主要以患儿家属 2 个人一直评价为主：优、良、中、差。“细则”略），非手术组及手术组

随访分别以大于等于 6月和大于等于 12月为节点，总优良率达 91%和 89%。 

结论 （1）小儿处于发育期，手烧伤后即使浅二度烧伤后依然会发生瘢痕畸形，最早可见于烧伤后

10 天愈合。（2）瘢痕畸形干预措施需从烧伤后修复期开始，如预防感染，避免加深，促进愈合，

包扎于对抗瘢痕挛缩位（诸如指蹼虎口分开，手背为主烧伤包扎于掌指关节屈曲位，手掌侧为主烧

伤包扎于指伸直位等）。（3）坚持“康复-手术-再康复”理念，一直随访指导至瘢痕稳定和 14 岁

以上手发育基本成形。（4）家属对瘢痕认知和对治疗康复干预的依从性十分重要。 

  

 

PO-1015 

湿润烧伤膏与自体 PRP 联合医用藻酸盐敷料在深Ⅱ度烧伤治疗中

的临床疗效观察 

 
孙姸娜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比观察分别采用湿润烧伤膏换药与自体 PRP 联合医用藻酸盐敷料在深Ⅱ度烧伤创面治疗中

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将 2014 年 4 月-2018 年 6 月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的 60 例深二度烧

伤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30 例（纳入实验研究对象的条件为：患者年龄 16-60 周岁，肢体或躯

干深Ⅱ度烧伤，烧伤创面面积 3%-8%），其中对照组患者创面给予单纯湿润烧伤膏换药治疗，实验

组给予自体富血小板血浆联合医用藻酸盐敷料治疗，对比对照组与实验组两组患者的治疗创面愈合

时间、愈合效果，治疗 2周后的肉芽组织创面覆盖率，及治疗期间的疼痛评分。 

结果 实验组创面愈合时间为（20.60±4.17）d,对照组愈合时间为（31.50±3.35）d；2 周后实验

组肉芽组织覆盖率为（0.98±0.12）％，对照组肉芽覆盖率为（0.64±0.19）％，使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组间比较，P<0.05，均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自体 PRP 联合藻酸盐敷料在深Ⅱ度烧伤创面的治疗中，能够有效的减轻创面组织的炎症反

应，促进创面愈合，缩短愈合周期，疗效确切，患者的满意率及治疗效果均明显优于单纯使用湿润

烧伤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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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16 

互联网烧伤急救信息的内容分析 

 
张华宇,王一兵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随着互联网成为我国健康信息普及的主要来源，网上信息的质量和准确性对于患者医疗救治

尤其是伤后急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次内容分析的目的是评估我国互联网上可用的烧伤急救

信息的准确性和质量。 

方法 在百度搜索、搜狗搜索、360 搜索三个国内热门搜索引擎中使用搜索术语“烧伤急救”，记

录了每个搜索引擎的前 15 个网站。在记录的总共 45 个网站中，删除重复后重点评估了 20 个网

站。三个独立评审员对网站的内容准确性进行了评估，并对评估者之间的可靠性进行了检查。 

结果 20 个网站均系国内网站，平均内容准确度得分为 7.6 分（满分 10 分）。平均网站质量得分

为 8.5 分（满分 12 分）。百度搜索内容的质量评分较低，但准确性较高。360 网站的质量得分高

于准确度，另网站中关于小儿烧伤急救的内容有所偏重。我们还评估了危急情况下的网站可用性和

准确性。可用性中位数中位数为五分之三，准确度中位数中位数为 7.0分。 

结论 在线搜索出现的不准确和不一致的烧伤急救治疗信息会严重影响院内烧伤治疗的效果以及病

人的预后，尚需要卫生系统一致的烧伤急救信息，以避免公众混淆，提高烧伤院前急救的效果。 

  

 

PO-1017 

严重烧伤休克期 Picco 监测下应用缩血管药物实施限制性 

补液策略的效果评价 

 
娄季鹤,李晓亮,肖红涛,李延仓,王磊,张建,赵孝开,李琰光,刘冰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严重烧伤休克期 Picco 监测下应用缩血管药物实施限制性液体复苏策略的可行性，评价

其临床效果。 

方法 （一）纳入标准：（略）均具备以下条件，1.重度烧伤，特重烧伤；2.入院时处于休克期

（伤后 48 小时内），且入院或入院后出现低血压，住院超过 72 小时；3.入住 BICU，常规心电监

护，有创动脉压（ABP）监测，保留尿管记录每小时尿量；4.连续 5 天每日超声检查胸腔情况，了

解有无胸水；5.每日至少一次化验血常规、动脉血气和脑钠肽（BNP）。（二）常规治疗：（略）

（三）依据是否采用 Picco 监测分为 Picco 监测组和非 Picco 监测组。（四）当发现低血压依据缩

血管药物应用时机分组 1h内为 1组、1-2h为 2组、2-3h为 3组、3-4h为 4组和大于 4h为 5组。 

结果 2014年 9 月至 2018年 6 月作者单位共收治符合纳入标准 168例，年龄 2 岁至 73 岁。0-12 岁

为少儿组，大于 12 岁为成人组。Picco 监测组例，非 Picco 监测组 72 例，两组间男女比例和平均

年龄、平均烧伤总面积、3 度面积、平均伤后入院时间均无差异（P>0.05）。低血压时应用缩血管

药物时机 1 组 28例，2组 56 例，3组 37 例，4组 27 例和 5组 20 例，统计伤后第一个 24h每 1%烧

伤面积每 kg 体重补液量，x
2
检验组间 P≥0.5，无统计学意义，但隔组间 P 。平均每小时尿量组间

和各组间 P≥0.5，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液体复苏是危重烧伤休克期的基本和重要措施，以目标为导向的单纯开放输液，势必导

致输液量偏大，进而导致脏器水肿和多浆膜腔积液（如腹腔间隙综合症，ACS），极易发生 MODS

（如心力衰竭、AKI、ARDS）。目前国内外推出烧伤补液公式较多，各有优缺，莫衷一是，但过多

输液导致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已引起大家关注。（2）严重烧伤休克期 PICCO 监测在指导容量管理方

面对过多输液评价参考价值大，对容量不足或适中时，不可单单以“低心排”以大量输液为代价补

液，需综合评判，只要尿量满意，心率平稳。且适当时机应用缩血管药物，实施限制性液体复苏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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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既可降低过多补液导致的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又避免补液不足导致的“容量债”缺血缺氧。但

缩血管药物应用时机和药物选择、联合用药等尚需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PO-1018 

VSD 负压吸引技术早期应用在Ⅲ度深型烧伤创面中的疗效 

 
韩刚,张荣明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及分析在Ⅲ度深型烧伤创面治疗中早期使用 VSD负压吸引技术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2013 年 4 月-2018 年 6 月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的 30 例Ⅲ度深型

烧伤患者随机分成两组，n=15（纳入研究对象的条件为：患者年龄 12-70 周岁，Ⅲ度深型创面位于

躯干及四肢，给予烧伤补液抗感染治疗同时给予早期切痂术，切痂后创面面积≥20cm
2
）；实验分

成两组，实验治疗组给予 VSD 负压吸引技术进行创面换药，对照组给予常规碘伏消毒换药包扎。在

第 2 周及第 4周分别对创面直径大小进行测量、及肉芽组织生长情况。 

结果 在使用 VSD负压吸引技术组中，创面愈合情况明显好于常规治疗组   

结论 VSD 负压吸引技术能够早期将烧伤创面中坏死组织及渗出液引流出，降低创面感染率，缩短

愈合时间，肉芽组织生长较迅速，改善患者预后情况，极大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PO-1019 

深度褥疮的临床治疗体会 

 
李泰然,李万同,修一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总结深度褥疮的临床治疗经验 

方法 2016 年 5 月—2018 年 4 月，沈阳军区总医院烧伤科收治 30 例深度褥疮患者，共 42 处Ⅲ-

Ⅳ°褥疮创面，应用封闭负压引流技术，以及局部任意筋膜瓣、臀大肌岛状肌皮瓣、下位的臀大肌

局部旋转肌皮瓣、股后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阔筋膜张肌岛状肌皮瓣和中厚自体皮片移植修复，配

合翻身护理，术后全程护理跟踪指导等联合治疗。30 例中有 9 例为多发性褥疮，其中有 5 处为

Ⅲ°褥疮，中厚皮片移植封闭，3 处非骶尾部Ⅲ°褥疮宽度小于 2.5cm，予以清床后直接拉拢缝

合；21例为单发Ⅳ°褥疮。 

结果 30 例 42 处创面均治愈，4 例 5 处创面中有 2 处创面因引流不畅皮瓣下积液，重新放置引流管

通畅引流后术区愈合，另有 3 处创面皮瓣修复后愈合不良，再次扩创二期缝合后愈合，其余所有皮

瓣均成活良好。所有患者均获得 3 个月至 3 年的随访，其中有 4 例因出院后未按要求注意护理再次

受压复发，1例因基础疾病去世，其余均未复发。 

结论 综合应用封闭负压引流技术，多种皮瓣及移植皮片，配合术后护理及出院后护理跟踪指导，

对深度褥疮进行治疗，可达到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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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0 

烧伤并发呼吸窘迫综合征 20 例临床分析 

 
刘宁,张荣明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严重烧伤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的原因以及对其的诊断、治疗、预后作出分析和

评价。严重烧伤(特别是有吸入性损伤)者肺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是以急

性呼吸窘迫和低氧血症为主要表现的急性呼吸衰竭类型，是烧伤后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它多发

生于严重烧伤的复苏过程或休克期后继感染、手术等打击后，一旦发生，则发病急、进展快，如诊

断和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常会失去抢救时机而致病人死亡。 

方法 重度烧伤患者 15 人，均有颜面部烧伤及吸入性损伤，均有休克，均有呼吸窘迫，予高浓度吸

氧未能纠正低氧血症。治疗上 1、机械通气：一经诊断，即予机械通气，机械通气均经气管切开进

行；2、保持气道通畅：12 例行气管切开，及时吸除气道分泌物或坏死脱落的呼吸道粘膜；3、烧

伤创面的处理：有 12 例于机械辅助通气条件下进行了四肢深度创面的切、削痂植皮术；4、控制感

染：根据痰或气道灌洗液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正确使用抗菌药物治疗，去除感染因素，控制

感染；5、应用皮质激素与血管扩张剂。 

结果 15例中，治愈 12例，死亡 3例，病死率为 20.0%。 

结论 吸入性损伤加上顽固性休克是导致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重要原因。早期对吸入性损伤的处理、

早期纠正低氧血症以及预防休克是预防和治疗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主要手段。1、尽快建立静脉通

道，补充足够的体液，积极抗休克治疗②早期切痂可加速覆盖，减少感染机会，减少细菌内毒素对

肺脏的损害。本组死亡的 3 例均因早期错失切痂良机，终致 ARDS 发生。③应尽早行气管切开，人

工控制性给氧，这对成功抢救呼吸道烧伤和预防 ARDS 异常重要。此外，高蛋白和有效抗生素的使

用等综合措施应予重视。 

  

 

PO-1021 

脂肪移植在创面愈合及瘢痕防治中的临床应用 

 
王洪涛,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脂肪移植目前在组织填充、面部年轻化等治疗中的作用得到广泛应用，而其机制也不仅仅限

于组织物理填充，脂肪干细胞在诱导组织分化及再生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那么脂肪组织是否能

够促进创面愈合，其对瘢痕形成的作用如何目前尚无定论。本实验前瞻性研究脂肪移植对于创面愈

合及瘢痕防治的作用。 

方法 利用临床中全厚植皮供皮区切取的皮下脂肪，进行修剪制备纳米脂肪，对其他残余创面或深

二度创面刚愈合区进行注射，观察其对创面愈合及瘢痕增生的防治作用。 

结果 结果显示，脂肪移植能够加速创面愈合，并有减少防瘢痕增生的发生率。 

结论 脂肪移植具有潜在的促进创面愈合及瘢痕预防的应用价值，但尚缺少大样本量随机对照研

究，其机制也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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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2 

小儿大面积烧伤的护理 

 
李媛媛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索小儿大面积烧伤的护理要点 

方法 观察 27例小儿大面积烧伤病例住院期间的护理过程,总结小儿烧伤的护理方法 

结果 通过有重点、有计划、有针对性、有措施的整体护理，本组患儿治愈 26 例,治愈率达

98.2%。平均住院时间 20天。其中 1例因患儿合并有呼吸道烧伤死亡外,均治愈出院。 

结论 正确良好的护理干预是救治大面积烧伤患儿的基本保障,优质的住院期间护理可以提高救治成

功率和治愈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病程。 

 

 

PO-1023 

大张中厚皮片移植修复手背深Ⅱ度烧伤后期创面近远期疗效 

 
高虎 

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 

 

目的 总结双手背深Ⅱ度烧伤后期创面中厚皮片植皮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采用双手背深Ⅱ度烧伤晚期肉芽创面移植大张中厚皮片修复双

手背深Ⅱ度烧伤创面 15 例。男 10 例,女 5 例,均为双手背烧伤,年龄 19~55 岁,平均 41.5 岁。致伤

原因均为天然气火焰烧伤。受伤到入院时间为 1~5 小时,手术时机为入院后 14-21 天。双手背削痂

后行大腿大张中厚皮片移植,术后 7天首次换药查看皮片成活情况,术后 10天拆线进行功能锻炼。 

结果 30 只手除 1 只手移植皮片因麻醉后躁动引起皮下积血皮片小面积坏死外。其余 29 只手皮片

均Ⅰ期完全成活,皮下无血肿发生。其中 10 例获得 4-8 个月随访,平均 6 个月,移植皮片无挛缩,无

破溃气疱，,双手运动及感觉功能基本正常。 

结论 采用双手背深 II°残留肉芽创面植皮术皮片成活率高且稳定，术后双手运动及感觉功能均恢

复良好。 

 

 

PO-1024 

探讨大面积烧伤病人的体位护理 

 
李晓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最佳体位。 

方法 通过对不同烧伤病人及不同的烧伤部位采取合理的体位和适时变动体位，使病人舒适,不疲乏,

减轻疼痛;使创面充分暴露,不长期受压,以防创面感染,促进创面愈合,便于创面观察和处理。 

结果 通过正确的体位护理不仅可以缩短病人的整个治疗过程，甚至对生命质量也十分重要的影

响。 

结论 正确的体位护理,防止烧伤创面受压，促进烧伤病人功能恢复、防止足下垂、爪形手、畸形、

压疮以及坠积性肺炎、肺栓塞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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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5 

应用 MEEK 植皮技术修复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疗效观察 

 
丁华荣,蒙诚跃,李德绘,韦俊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探索能快速有效地修复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的技术方法回顾性分析 

方法 对近 3 年来我院的 15 例大面积烧伤病人采用 MEEK 植皮技术修复创面的疗效。本组病人 15

例，男 10 例，女 5 例，年龄为 12-84 岁，烧伤总 60-96%，III 度面积 21-80%。患者入院后抗休

克、抗感染、气管切开及呼吸机维持呼吸功能，创面外涂 10%磺胺嘧啶银混悬液保痂治疗。伤后 3-

7 天分批行切、削痂，按 1:4 或 1:6 比例制作 MEEK 微粒皮移植于创面。每 7-11 天手术治疗一次，

按先行四肢然后躯干顺序处理创面，供皮区为健康的头皮、阴囊、阴茎皮肤，或已愈合的新生皮

区。取皮厚度为刃厚皮，每例患者手术次数为 2-5次，平均 3.6次。 

结果 本组 15 例，治愈 14 例，死亡 1 例，治愈率为 93%。移植 1:4 或 1:6 微皮后其扩展融合时间

分别是 10-12 天和 14-17 天。愈合新皮呈规则小方块状，平整光滑。患者住院时间为 52-116 天，

平均 78天。术后随访 3-24个月，植皮部位无明显的瘢痕增生、挛缩和功能障碍。 

结论 MEEK 植皮技术能快速和较高质量修复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提高治愈率和缩短住院时间，值

得推广应用。 

 

 

PO-1026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留置鼻胃肠管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张献丽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留置鼻胃肠管的临床护理及操作中常见的护理问题，分析其原因，

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不断的改进。 

方法 对 217年 10月-218年 6月间 52例留置胃场管的患者进行了观察及护理。 

结果 选择合适的鼻胃场管，插管前给予心理干预，必要时应用镇静镇痛药物，烧伤早期给予留

置，延长插管深度及妥善固定等相应措施后，减轻或消除了患者的不良刺激。 

结论 针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常发生的护理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以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使其积极地配合治疗护理，促进疾病的早日康复。 

 

 

PO-1027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应用深静脉置管的临床护理体会 

 
张献丽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深静脉置管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的重要性。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 106 例大面积烧伤应用深静脉置管临床护理资料予以总结。其

中 58 例经锁骨下静脉置管， 36 例经股静脉置管，12 经颈内静脉置管。分时间段根据导管的部

位、留置时间及穿刺部位情况，采取护理措施，加强导管的固定及管道的护理，并对置管部位的创

面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经导管抽取血培养，对拔出的导管末端进行细菌培养。根据结果制定改进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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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6 例次导管留置期间，因创面结痂、干燥，缝合线出现断裂现象，导管滑脱 2 例；堵管 2

例。其中有一例次导管留置时间最长 65 天。 11 例次经导管抽血培养、导管尖端及创周分泌物有

细菌生长，6例经导管抽血培养及创面分泌物均有不同细菌生长，4例为不同多重耐药菌。 

结论 大面积烧伤经深静脉置管补液是重症大面积烧伤患者临床抢救最常用的治疗手段。加强深静

脉导管的护理是保证患者置管的安全，为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救治和护理带来方便，做好导管的有效

护理，可降低感染率，可提高危重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PO-1028 

小儿烧伤的护理体会。 

 
李菲菲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小儿烧伤病人的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 3 例小儿烧伤病人的临床资料。烧伤使患儿皮肤破坏，屏降功能受损，机体抵抗力

下降，易引起肺炎及创面感染，烧伤面积越大，深度越深，对局部和全身影响也就越严重，良好的

护理对烧伤患儿疗效有着密切关系，经过临床实践，精心护理，优质服务，得到了满意的护理效

果。 

结果 烧伤使患儿皮肤破坏，屏降功能受损，机体抵抗力下降，易引起肺炎及创面感染，烧伤面积

越大，深度越深，对局部和全身影响也就越严重，良好的护理对烧伤患儿疗效有着密切关系，经过

临床实践，精心护理，优质服务，得到了满意的护理效果。 

结论 良好的护理对烧伤患儿疗效有着密切关系，经过临床实践，精心护理，优质服务，得到了满

意的护理效果。 

 

 

PO-1029 

危重烧伤病人的护理体会 

 
李菲菲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 3例大面积烧伤病人的临床资料。 

结果 烧伤使病人皮肤破坏，屏降功能受损，机体抵抗力下降，易引起全身感染，烧伤面积越大，

深度越深，对局部和全身影响也就越严重，良好的护理对烧伤病人疗效有着密切关系，经过临床实

践，精心护理，优质服务，得到了满意的护理效果。 

结论 良好的护理对烧伤病人疗效有着密切关系，经过临床实践，精心护理，优质服务，得到了满

意的护理效果。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610 

 

PO-1030 

郑州地区儿童烧伤原因调查分析 

 
李延仓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总结我科 2007年到 2017年收治儿童烧伤病人分析烧伤原因分布。 

方法 统计 2007 年到 2017 年我科收治儿童烧伤病人，总计约一万例次。其中以热液为致伤原因的

占比约百分之七十五，火焰烧伤者约百分之十三，电烧伤者约占百分之六五，其他烧伤者约占百分

之六七。 

结果 儿童烧伤以生活烧伤为主，且原因多以生活（比如稀饭，热水等）为主，火焰，化学，电烧

伤次之。 

结论 儿童以生活烧伤为主，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人的监护不到位及儿童对烧伤的危险程度认知度不

够，故加强烧伤安全教育及至关重要。 

 

 

PO-1031 

烧伤气管切开患者心理护理 

 
何素真,冯可,丁春光,倪梦梦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烧伤患者气管切开心理护理的有效方法。 

方法 通过语言沟通，手势沟通，文字书写等方法，对烧伤气管切开患者进行心理护理。 

结果 通过沟通使患者能够消除心理恐惧，建立信心面对疾病，积极配合治疗，利于疾病恢复。 

结论 做好烧伤气管切开患者有效的心理护理，对治疗有促进作用。 

 

 

PO-1032 

烧伤整形病房 1963 株细菌及其耐药情况分析 

 
丁华荣,李德绘,蒙诚跃,胡加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分析我科细菌感染及其耐药情况，为抗生素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外科病房细菌学检查标

本 4785份，采用 WHONET5.6 软件统计其中 1963 份阳性标本病原菌分布及抗生素耐药情况。 

结果 1）4785 份标本共检出病原菌 1963 株,分离阳性率为 41.02%, 剔除相同部位的重复菌株后剩

余 1855 株，其中 G-菌 1444 株,占分离菌株数的 77.84%,主要为：鲍氏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属和阴沟肠杆菌，G+菌为 411 株,占分离菌株数的 22.16%，主要为：金

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和溶血性葡萄球菌；（2）创面分泌物病原菌检出率为 50.23%，深静脉导管

尖端病原菌检出率为 42.98%；（3）对 G-菌敏感率高的抗生素是阿米卡星、亚胺培南、美罗培南、

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 G+菌敏感率高的抗生素是替考拉宁、利奈唑胺、替加环素、万

古霉素；（4）鲍曼氏不动杆菌对抗生素敏感率较低，对其敏感较高的抗生素为替加环素和米诺环

素，对头孢唑林、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呋喃妥因和头孢曲松几乎全部耐药；（5）铜绿假单胞菌

敏感率高的抗生素为多粘菌素 B、阿米卡星和美罗培南，而对氨苄西林、头孢曲松、头孢唑林、复

方新诺明和呋喃妥几乎全部耐药；（6）大肠埃希菌敏率高的抗生素分别为亚胺培南、厄他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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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培南、阿米卡星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氨苄西林、头孢唑林、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和复方

新诺明的耐药率也达到 80%；（7）肺炎克雷伯菌敏感率高的抗生素分别为厄他培南、阿米卡星、

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然而对氨苄西林全部耐药；（8）阴沟肠杆菌敏感率高

的抗生素分别为厄他培南、阿米卡星、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和头孢吡肟，对头孢唑林、头孢呋辛

和头孢西丁几乎全部耐药；（9）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和溶血性葡萄球菌高敏感率的抗生素有

替加环素、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和呋喃妥因。 

结论 烧伤整形外科病房病原菌以 G-杆菌为主；创面感染为主要感染途径；细菌耐药情况严重，尤

其鲍氏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耐药，两种菌株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存在严重耐药，应该引起重

视。 

 

 

PO-1033 

提高护理实习生在烧伤病人静脉穿刺成功率的体会 

 
刘俊青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利用医院的各种资源，通过指导和培训实习生，使之不断提高静脉输液的能力，提高护理实

习生在烧伤病人静脉穿刺的成功率。 

方法 带教老师充分利用医院的各种资源，反复行模拟输液练习及实战练习。 

结果 护生在烧伤病人身上的静脉穿刺成功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结论 很大程度上既提升了护生学习静脉输液穿刺的效果，又有效避免了护患矛盾，提高了患者的

满意度。 

  

 

PO-1034 

特重烧伤患者液体管理的护理体会 

 
陈慧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提高特重烧伤患者的抢救率。 

方法 通过对我院 2018.2-20 18.5 成功救治的 42 例特重烧伤患者的治疗，配合医生对患者的液体

认真细致的管理，总结经验。 

结果 由于液体管理得当，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缩短了患者创面愈合的时间，减轻了患者的痛

苦。 

结论 在对患者的液体管理中，控制液体的量和速度和预防导管感染是重中之重。 

 

 

PO-1035 

烧伤科病人的心理学分析及护理对策 

 
李清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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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36 

成批特重度烧伤伴重度吸入性损伤伤员救治总结 

 
刘胜利,郑建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5 医院 

 

目的 总结救治成批特重度烧伤伴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的治疗经验，早期气管切开，纤维支气管镜

诊疗，创面早期分批次切削痂 MEEK植皮等的应用描述。 

方法 总结分析我院 2017 年收治一批共例特种度烧伤伴重度吸入性损伤病人的临床资料，包括病人

烧伤面积，烧伤深度，第一次切削痂时间，植皮手术治疗次数，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描述，纤维支气

管镜下支气管灌洗痰液培养等。 

结果 五例病人均痊愈，第 1 次切削加时间在 1 周内完成，入院即刻气管切开，1 天内 1 例病人均

完成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并纤维支气管镜下支气管灌洗，手术次数最多者为 3 次。最少者为 1 次，平

均住院天数约 40天。 

结论 特重度烧伤患者合并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尽早气管切开，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并且为支气管镜

下气管灌洗，以及有序有计划安排成批伤员早期切削痂微粒皮植皮等诊疗措施的综合实施，对缩短

伤员住院时间，减少伤员救治费用，提高伤员救治成活率极其重要。 

 

 

PO-1037 

枸橼酸钠抗凝 CRRT 在烧伤脓毒症患者中的应用 

 
肖宏涛,田社民,魏莹,查新建,李允,李晓亮,赵孝开,娄季鹤,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枸橼酸钠抗凝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CRRT) 在烧伤脓毒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56 例确诊为烧伤脓毒症的患者 , 按照抽签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 各 28 例。

对照组行 CRRT 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枸橼酸钠抗凝治疗。对比两组 CRRT 前后血滤效

果。 

结果 CRRT 后,两组患者血尿素氮 (BUN)、血清肌酐 (Cr)、血清总胆红素 (TB) 水平均较 

CRRT 前下降 , 且 CRRT 后观察组患者 BUN、Cr、TB 水平分别为 (15.82±9.36)mmol/L、

(180.81±55.36)μmol/L、 (23.32±15.68)μmol/L, 均较对照组的  (19.68±9.66)mmol/L、

(210.98±56.18)μmol/L、(30.99±15.66)μmol/L 下降显著 (P<0.05)。 

结论 枸橼酸钠抗凝 CRRT 对烧伤脓毒症患者各项凝血指标具有显著改善作用 , 同时具有较好的

血滤效果 , 其在临床中的应用具有推广价值。 

 

 

PO-1038 

ＰＣＴ及 ＣＲＰ对烧伤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作用 

 
肖宏涛,李晓亮,娄季鹤,田社民,夏成德,李琰光,张建,赵孝开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血清降钙素原（ＰＣＴ）及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对烧伤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

评估作用 

方法 选取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２０１5 年 7 月至 ２０１7 年 7 月收治的 ６5 例烧伤脓毒症患者

为研究对象，抽取外周血检验患者ＰＣＴ与ＣＲＰ水平并行血培养，根据脓毒症严重程度分为脓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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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组２０例、严重脓毒症组２1 例、脓毒性休克组２4 例；根据血培养结果分为血培养阳性者２9

例和血培养阴性者 36 例。观察每组入院后第１、３、５、７天ＰＣＴ与ＣＲＰ水平。 

结果 第１、３、５、７天脓毒症组、严重脓毒症组、脓毒性休克组 ＰＣＴ和 ＣＲＰ水平呈递增

趋势，３组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第１、３、５、７天血培养阳性者ＰＣＴ

与ＣＲＰ水平高于血培养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脓毒症患者血清 ＰＣＴ和 ＣＲＰ水平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监测血清 ＰＣＴ和 Ｃ

ＲＰ水平可作为判断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PO-1039 

小针刀治疗条索状瘢痕 12 例 

 
赵旭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评价小针刀疗法在整形烧伤科应用的临床价值与其对条索状瘢痕治疗的明显优势。 

方法 选择笔者单位烧伤后身体某部位有明显条索状瘢痕患者 12 例，手术后，按照术后、术后 3

日、10 日、30 日分别对不同患者进行观察测量，以角度增加的不同范围的人数进行比较，找出小

针刀对条索状瘢痕的不同效果。 

结果 小针刀疗法对条索状瘢痕牵拉有明显改善，并且改善角度明显，从人数上明显看出增加角度

普遍偏大。 

结论 小针刀疗法能明显改善条索状瘢痕对局部的牵拉，对局部功能改善非常明显。 

 

 

PO-1040 

VERSAJET 清创水刀系统治疗深度烧伤的疗效及安全性 

 
肖宏涛,田社民,查新建,魏莹,李允,杨焕纳,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 VEＲSAJET 清创水刀系统治疗深 度烧伤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深 度烧伤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 30 例。观察组给予 VEＲSAJET 清创水刀系统治疗，对照组给予磨削痂生物敷料覆盖手术

治疗，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 评定患者术中、术后疼痛程度，记录两组创面面积增加的平均

值、深度的平均值，坏死创面清除率、二次清创率及细菌清除率，并比较两组疗效及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 

结果 观察组术中及术后 VAS 评分、创面面积增加的平均值、深度的平均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观察组坏死创面清除率( 98. 93% ) 、细菌清除率( 97. 

46% ) 均高于对照组，二次清创率( 3. 13% ) 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有效率( 96. 88% ) 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_)。 

结论  VEＲSAJET 清创水刀系统治疗深 度烧伤可减轻患者疼痛感，减少创面面积增加的平均

值、深度的平均值，增加坏死创面清除率及细菌清除率，减少二次清创率，疗效显著，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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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41 

NPAS2 靶向诱导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分化 

 
卫裴

1
,夏照帆

1,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2.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目的 1.明确生物节律基因 NPAS2 在瘢痕及配对正常皮肤中的表达情况。2.阐明 NPAS2 在瘢痕及正

常皮肤成纤维细胞纤维细胞中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具体的分子机制。 

方法 1.收集瘢痕组织及其配对正常皮肤样本，利用 qRT-PCR、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NPAS2 基因在瘢痕及其配对正常皮肤组织中的表达情况。2.利用 CCK8、流式细胞术、q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析 NPAS2 对瘢痕组织及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分化的作用。3.利用双荧光素

酶报告基因实验、ChIP和 Co-IP探索 NPAS2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分子机制。 

结果 1.NPAS2 基因在瘢痕组织中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其配对正常皮肤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通过体外实验证实 NPAS2 可促进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3.在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中，

过表达 NPAS2可上调 CDC25A的表达，进而激活 CDK2/4/6，促进细胞 G1期到 S期的转换。 

结论 1.通过临床组织样本检测和细胞实验，首次发现在瘢痕组织及瘢痕成纤维细胞中 NPAS2 表达

升高，同配对正常皮肤组织及其成纤维细胞中表达量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2.NPAS2 通过

CDC25A 和 TGF-β1 通路分别介导皮肤正常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分化。3.本研究为更加全面了解瘢痕

的病理形成过程提供新的理论支持，有望为瘢痕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PO-1042 

儿童面部外伤临床分析 

 
王淑娟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050000 

 

目的 分析儿童颌面开放性外伤的特点及门诊急诊处理方法。 

方法 对我科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门诊治疗的 132 例颌面外伤的患儿性别，年龄，受伤原

因，受伤部位，诊断及治疗分析等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男/女为 2.4/1，，小于 4岁患儿达 59%。致伤原因 意外摔伤 72%。部位前额占 31% 

结论 男性外伤患儿多于女性，部位多在前额。整形缝合技术很重要。 

 

 

PO-1043 

手指氢氟酸烧伤后的早期处置与外科处理的重要性 

 
张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氢氟酸导致的手指化学烧伤是常见的职业损伤，具有典型的特征，包括剧烈的疼痛，进行性

的组织坏死和可能的骨质腐蚀。为了减少组织坏死，谨慎的术前评估及决定合适的手术方式去重建

和保证手的功能。然而目前并没有针对手指氢氟酸化学烧伤的明确治疗准则。 

方法 我科收治 7 名手指氢氟酸化学烧伤的患者。创面马上予以盐水冲洗，患肢近端大动脉予以输

注葡萄糖酸钙以中和氢氟酸的破坏作用。创面疱皮立即清除。患指肿胀明显予以深筋膜切开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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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予以前列腺素静脉输注以保证末梢循环。6-7 天后创面皮肤坏死范围明确，予以切除，创面用

皮瓣修复。 

结果 所有患者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结论 当被诊断为氢氟酸导致的手指化学烧伤，早期治疗为减少损伤范围尤为重要，包括创面冲

洗，局部中和剂的使用，深筋膜切开减张。在这些治疗的基础上，观察 6-7 天后，切除坏死皮肤，

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皮瓣修复创面。 

 

 

PO-1044 

儿童应用软组织扩张术出现并发症原因分析 

 
王淑娟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050000 

 

 

 

 

PO-1045 

小儿成批烧伤早期的救治体会 

 
王淑娟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050000 

 

 

 

 

PO-1046 

头面部烧伤患者不同时期的护理体会 

 
邓艳萍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头面部烧伤患者休克期，感染期，康复期的护理要点。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院治疗的头面部烧伤患者 35 例,采用回顾性疗法总结其

不同时期护理要点。休克期护理,密切观察头面部水肿情况，呼吸情况，及时有效补液抗休克治

疗，同时做好五官护理。感染期的一般护理，测量生命体征，观察有无发热等症状，做好颜面部创

面护理，必要时应用抗感染药物。康复期护理，创面愈合后给予应用祛疤药物，减少色素沉着药

物，带弹力套等方法减少色素沉着和瘢痕增生，并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提高战胜疾病信心。 

结果 经过不同时期合理有效的护理后,35例头面部烧伤患者全部治愈出院,治愈率为 100%。 

结论 不同时期合理有效的护理措施可以提高头面部烧伤患者的治愈率、缩短治疗时间、减轻患者

的痛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防止颜面部器官功能障碍和面部畸形，所以头

面部烧伤患者不同时期的护理要点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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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47 

难愈性创面的治疗策略 

 
王淑娟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050000 

 

 

 

 

PO-1048 

预构皮瓣修复面部组织缺损 

 
王淑娟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050000 

 

目的 探索修复面部瘢痕的较好方法。 

方法 采用预扩张的胸三角皮瓣 8 例，面部预扩张皮瓣 4 例，修复面部瘢痕，邻位皮瓣 2 例。颞部

皮瓣 3 例，年龄 9-47 岁，瘢痕时间 0.5-6 年，手术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手术，于胸三角区或额颞

部、瘢痕边缘放置合适大小的扩张器，充分扩张至预计皮瓣能直接缝合后进行第二次手术，切除面

部瘢痕，根据缺损区域皮瓣的大小，形状，将预构皮瓣转移至皮肤缺损处，缝合固定。胸三角皮

瓣，需形成皮管，三周后第三次手术皮瓣延迟术，一周后断蒂，修复残端。半年后，根据面部外

形，如果需要分次行皮瓣修薄术。 

结果 17 例预构皮瓣全部成活，外形较好，供区直接缝合，1 例缝合张力较大，瘢痕比较明显，去

脂手术 2例，所有病例随诊 1-5年，效果好。 

结论 预构皮瓣，修复面部软组织缺损，能避免植皮引起的瘢痕挛缩，预构皮瓣较薄，外表良好，

供区能直接缝合，减少了供区并发症，是修复面部软组织缺损的良好方法。 

 

 

PO-1049 

烧伤后期残余创面处理 

 
郭万里 

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治疗的后期常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出现难以愈合的残余创面, 创面

的肉芽组织发生老化水肿,通过长时间换药难以愈合,更可能发生糜烂融合成片,增加患者的经济负

担及痛苦,延长了创面愈合和患者住院时间,这种创面虽经各种措施处理,仍经久不愈,甚至导致一些

后期并发症的出现，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即使愈合也会导致明显的瘢痕形成,影响外观及导致功能障

碍。 

对于残余创面的形成和发生，结合先辈和本医院在数十年烧伤临床和科研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如

下： 

1.残余创面多发生于深Ⅱ度烧伤创面和取皮较深的供皮区。究其原因，由于深Ⅱ度创面留在真皮内

的部分残存的皮肤附件，如皮脂腺、汗腺残留，在创面经过自行愈合或植皮修复后被堵塞或者变

形。这样皮脂腺、汗腺等处的分泌物也就同时被阻塞，形成潴留性小囊泡，这样的环境容易发生感

染成为小的脓肿，而愈合的创面的表皮比较薄嫩,容易发生损伤、移位,形成小的水疱, 溃破后形成

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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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由于自身可用于修复创面的皮源不够，手术中间皮片间隔较大,或植皮后

皮片成活不佳,致使创面未能及时修复。经过较长时间的愈合，新生的表皮比较菲薄、不耐磨、张

力承受度小，小的损伤即可发生破溃。 

3. 对于部分痂下愈合的创面，引流不畅,痂下积脓,脓肿破溃或经创面处理后结痂,但痂下引流不畅

导致再次发生感染创面溃烂难以愈合。 

4.部分患者在烧伤创面愈合后的康复阶段不注重保护,损伤上皮，如患者下肢创面愈合后下地活动

或者四肢经常处于低位时，未给予肢体加压，影响静脉回流，下肢血液瘀滞、水肿，新生的表皮常

常出现水疱，水泡溃破后创面糜烂或形成溃疡。 

5. 部分难愈合的创面是由于顽固性的感染所致，由于大面积烧伤患者的病程长,反复大量的抗生素

的应用导致创面细菌严重感染及出现部分耐药菌株,定植力强，如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铜绿假单孢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杆菌感染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细菌在繁殖的

过程中产生氨,创面呈碱性不利于上皮的生长，而且细菌及其代谢产物也会阻碍上皮的生长,同时对

新生上皮产生破坏作用。 

6. 小的难愈创面多发生于瘢痕部位以及关节功能部位，局部血运差,长期卧床缺乏锻炼,肌肉萎缩

可致静脉回流障碍，血运差的部位创面经久不愈。 

7. 大面积烧伤患者机体长期处于高代谢状态,营养摄入不足,创面的长期大量的渗出导致机体营养

不良, 微量元素缺乏或合并有糖尿病、结核等消耗性疾病,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均会导致创面难以愈

合，此外也与病人的年龄及全身营养状况有关,年龄大的病人及全身营养状况差的病人,残余创面也

不易愈合。 

8.还有一部分患者烧伤中、晚期创面由于慢性炎症的刺激，所致创面与创缘皮肤出现湿疹样皮炎，

或者外用药物导致皮肤过敏，自行抓挠破溃，导致创面不愈或破溃。 

对于残余创面的治疗关键在于预防，包括积极消除病因和采用有效的防治方法，在此，笔者特总结

如下与大家共享。 

1. 目前普遍认为局部和全身浸浴是治疗烧伤残余创面的主要措施: ①浸浴时液体机械冲刷作用彻

底清除残余创面脓汁及坏死组织，使痂皮或焦痂软化,促进分离,便于剪痂,及有利于引流痂下积脓

使创面易于脱痂,减轻了病人换药的痛苦。②虽然残余创面细菌其细菌定植力高,且多为耐药菌株，

但是,通过浸浴本身的清洗及药液的杀菌作用,在浸浴过程中可清除并杀死创面细菌和毒素,降低创

面细菌密度，达到清洁创面,有效地控制感染,浸浴后创面细菌培养阳性率明显降低，上皮扩展快，

促进残余创面的愈合。③浸浴后能尽早的恢复皮肤的 ph 值及增强单核吞噬细胞的功能创面的修复

愈合。④促进浸浴后敷料去除容易,可减少伤员换药疼痛，并可以防止去处敷料时对新生表皮的损

伤而导致的破溃。笔者建议浸浴水温以 37-38℃，高于为宜，浸浴时间依患者的耐受情况而定，

30-60分钟为宜，首次浸浴应少于 30分钟，防止低血糖、低血压等的发生 

2.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后期残余创面的治疗应用 2%莫匹罗星软膏及人表皮生长因子进行治疗,取得

了比较好的疗效。烧伤残余创面感染的细菌往往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为主,占

61.5%，其中 MRSA 占金黄色葡萄球菌比例为 76%，甚至有的文献报道烧伤病房中 MRSA 在检出的金

黄色葡萄球菌中的比例高达 84.6%。而且目前 MRSA 对多种抗生素表现出了多重耐药性,临床常外用

的抗菌药物如磺胺嘧啶银、磺胺嘧啶锌等因长期使用也已产生了比较高的耐药性,疗效不佳。莫匹

罗星的主要成分是假单孢菌酸 A,结构与异亮氨酸类似,与细菌接触时,假单孢菌酸 A 与异亮氨酸转

移 RNA 合成酶结合,从而破坏细菌蛋白质合成而起抑菌作用，尤其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效果明

显。故能有效控制残余创面感染,促进创面愈合。 

rhEGF 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人工合成的 rhEGF 基因片段克隆于大肠杆菌中进行高效表达后,再经

分离消化而制备的多肽类物质,动物实验和临床应用也已证明 rhEGF 治疗烧伤创面具有明显促进上

皮组织再生,加速创面愈合的作用。 

应用莫匹罗星和 rhEGF 治疗烧伤残余创面,既能有效地清除残余创面感染的细菌,又能快速促进创面

的愈合。 

3.在对于烧伤后期残余创面的治疗中发现伤安素的应用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伤安素敷料可以减少创

面渗液，并能迅速有效地吸附伤口分泌物，使创面清洁干净，破坏细菌生长繁殖的环境，阻止细菌

在伤口定植，使创面在与外部隔离的状态下干燥、收敛，从而发挥其吸附力强及抗炎作用。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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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面受损细胞具有靶向性修复作用，减少细胞死亡，抑制肉芽组织的过度增生，减轻肉芽的水肿，

促进和加速上皮细胞的再生与融合，从而促进创面愈合时间，并减少瘢痕增生，具有靶向性修复创

面，促进愈合的作用。首先对创面进行消毒清创，尽量去处坏死组织、分泌物，然后裁剪创面大小

的伤安素覆盖创面，简单固定即可。无须过多外敷料包扎，亦可创面外用莫匹罗星软膏及人表皮生

长因子类药物后加覆伤安素。 

4.烧伤后期的残余创面,感染多是局部性的，一般临床外用的抗生素可有庆大霉素、氯霉素，其余

抗生素应当局部禁用。当残余创面面积较大而且伴随全身感染时,应根据创面细菌培养及血培养结

果选择敏感类抗生素。但由于烧伤患者后期免疫力下降和抗感染能力弱、肝肾功能的差等因素,细

菌感染以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为主，因此,烧伤患者选用抗生素时,半合

成青霉素,第三、四代头孢霉素,碳青霉烯类抗生素,β 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

素，常作为首选药物，肝肾功能差的患者以利奈唑安为主。 

5.部分烧伤残余创面是非感染性的，随着病程的延长，创面肉芽水肿、肉芽老化，有些是顽固性的

水肿，此时就需要消除肉芽的水肿，尽量减轻因肉芽的水肿而造成的伤口不愈，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总结的方法有①利用高渗溶液创面外敷，如 3%-10%的氯化钠溶液。②刮除创面肉芽。 

6. 手术治疗 对于直径>5cm 的创面,应用自体皮移植覆盖创面是最好的办法。手术要点是:①术前

彻底清洗创面,尽量去处减少创面的坏死组织,减少细菌的繁殖。②彻底清除水肿老化肉芽组织,直

至纤维板层。③取刃厚皮片进行移植,尽量减少皮片间距。包扎外敷料无须多，起到加压固定作用

即可。④植皮后第一次换药时间在术后 48～72 h,头面部可以在 24～48h 内换药，同时再次较彻底

清洗创面,之后定期每天换药一次,连续 7 d。同样少量外敷料包扎即可，头面部可以进行暴露或半

暴露。 

7.烧伤残余创面的治疗要注意病人的全身营养情况及并发症的处理。 大面积烧伤患者经过多次手

术和麻醉的打击,创面长期渗液,局部细菌感染中毒,甚至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等不断的打击,使患

者长期处于超高代谢状态,负氮平衡,甚至出现严重贫血及低蛋白血症,治疗以肠内营养治疗为主,肠

外营养为辅的原则,合理安排能量比例,维持正氮平衡,使总蛋白>55 g/L, 白蛋白>30 g/L，血红蛋

白>12 g/L,红细胞>3. 6×1012。烧伤病人合并糖尿病,经积极控制血糖后创面痊愈,该类患者应将

血糖控制在餐前 8～10 mmol/L 左右为好,既往无糖尿病病史的患者应控制在 8 以下。血糖太低,反

而不利于创面愈合。另外,适量补充各类维生素及锌、铜、铁、钙等,才能加快创面愈合。 

8.负压治疗，对于某些烧伤后期的残余创面，如深部组织外露，坏死物质多，肉芽不新鲜的创面建

议采用负压治疗。 

9.换药方法，对于残余创面的换药，主要目的是起到充分引流、彻底清洁创面，给创面一利于生长

的环境，从而达到促进创面愈合的目的。一般建议以半暴露为主，如果创面较清洁，换药间隔时间

可以适当延长，如 2-3日，必要时可以少量外敷料包扎。 

尽管采用了以上的许多治疗方法，但对于烧伤后期残余创面的治疗效果仍然不够理想，本文总结的

方法旨在同仁在烧伤治疗领域的探索中提供借鉴。 

 

 

PO-1050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reconstruction of skin 

epidermis and dermis 

 
Jiayuan Zhu,Peng Liu,Bing Tang,Zhicheng H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Sun Yat - 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describes how three-dimensional (3D) human skin tissue is 

reconstructed, and provides digital anatomical data for the physi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skin tissue based on large-scale thin serial sections 

Methods Human skin samples embedded in paraffin were cut serially into thin sections 

and then stained with hematoxylin-eosin. Images of serial sections obtain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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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microscopy were scanned and aligned by the 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algorithm. 3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kin tissue was generated using Mimics software. 

Fibre content, porosity, average pore diameter and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dermis were 

analysed using the ImageJ analysis system. 

Results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and mutual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algorithm regist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ose based 

on the manual registration. Fibre distribution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top to bottom; 

while porosity showed an opposite trend with irregular average pore diameter 

distribution. A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the dermis showed a ‘V’ shape trend.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3D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skin tissue based on 

large-scale serial sections could be a valuable tool for providing a highly accurate 

histological structure for analysis of skin tissue. Moreover, this technology could be 

utilized to produce tissue-engineered skin via a 3D bioprinter in the future. 

 

 

PO-1051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Comparing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with traditional bolster 

dressings Used in Skin Grafting 

 
Xiaoling Cao,Bing Tang,Zhicheng Hu,Peng Wang,Jiayuan Zh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Securing the graft with traditional bolster dressings is challenging because 

of the low graft take rates in irregularly contoured and repeated motion recipient 

sit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NPWT) in the 

integration of split-thickness skin grafts (STSG) to the recipient site. 

Methods This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enrolled patients eligible for STSG between 

December 2014 and December 2015. Patients who were assigned randomly to the active 

treatment received NPWT securing STSG, and the control patients received the 

traditional bolster dressings.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the take rate of STSG between 

the fifth and seventh postoperative day. Analysis was by intention to treat. 

Result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ere included, 43 in each group. The skin graft take 

rate, complications, regrafting and postoperation hospitalization did not diff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owever, in difficult regions of anatomy, NPWT can improve the 

graft take rate comparing to the control group (97.6% versus 90.4%; P =0.005). The 

Surgical procedure duration was 15.2 min (range 8/23 min) on average in NPWT group, 

and 27.4 min (range 17/41 min) in bolster dressing group. 

Conclusions NPWT can improve the graft take rate in difficult regions of anatomy, and 

shorten the oper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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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52 

支具在小儿烧伤手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杨焕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支具在小儿烧伤康复中手功能锻炼的应用及意义 

方法 随机挑选 2016 年 5月至 2017 年 5 月手部烧烫伤患儿 90 例作为支具应用研究对象，根据年龄

分为 3 组，0 至 3 岁组 30 例，4 至 7 岁组 30 例，8 至 12 岁 30 例，采用可塑性支具进行固定、功

能康复，分别经过 6个月及 1年期随访，对患儿手部瘢痕畸形程度及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价 

结果 0 至 3 岁组依从性差，治疗配合度低，在功能康复中疼痛不耐受，伤后瘢痕挛缩畸形及功能

障碍发生率高，4 至 7 岁组整体评价居中，8 至 12 岁组依从性最高，须再次手术修复畸形发生率明

显较低。 

结论 在小儿烧伤手部功能康复中，支具的应用有重要意义，根据年龄分组统计分析中，需要积极

探索婴幼儿患者康复工具的应用。 

 

 

PO-1053 

PLEKHC1 通过聚集 ARHGEF6 进而激活 Rac1 致活化 MAPK 通路从而

调控黑色素瘤的生长和增殖 

 
黄韶斌,唐冰,朱家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黑素瘤是一种皮肤恶性肿瘤，其发病率逐年升高，因此，研究其发生发展的确切机制并找到

了新的治疗靶点刻不容缓。前期 siRNA library 结果提示敲除 PLEKHC1 基因可促进黑色素瘤细胞

A375的死亡。本研究旨在探索 PLEKHC1基因影响黑色素瘤生长增殖的分子机制。 

方法 选取 82 例不同临床分期的黑色素瘤标本做免疫组化研究 PLEKHC1 的表达量与黑色素瘤分级分

期的关系。利用慢病毒载体在黑色素瘤细胞系 A375 中过表达 PLEKHC1，在 MeWo 细胞中敲低

PLEKHC1 的表达。评价体外肿瘤细胞系生长增殖和迁移侵袭能力的变化。Western Blots 和免疫共

沉淀检测过表达或敲低 PLEKHC1 后下游通路的改变。并通过裸鼠皮下成瘤模型检测成瘤能力的变

化。 

结果 临床样本分析显示 PLEKHC1 表达呈阳性与黑素瘤的 T 分期相关，高表达的 PLEKHC1 可预测黑

素瘤患者的不良预后。在 MeWo 细胞中，PLEKHC1 敲除显著抑制细胞生长增殖和细胞迁移侵袭能

力，以及诱导细胞凋亡，而在 A375 细胞中过表达 PLEKHC1 可对细胞生长增殖和迁移侵袭有正向促

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 PLEKHC1 调控黑色素瘤细胞是通过聚集 ARHGEF6 激活 Rac1，从而调控

MAPK 通路而影响黑色素瘤细胞的生长增殖。在过表达 PLEKHC1 的 A375 细胞中应用 Rac1 抑制剂 1A-

116 可逆转 MAPK 通路的激活，从而抑制黑色素瘤细胞的生长增殖和细胞迁移侵袭能力。此外，皮

下成瘤小鼠模型的结果证实 PLEKHC1 通过聚集 ARHGEF6 激活 Rac1 调控 MAPK 促进了黑色素瘤的生

长，而腹腔注射 Rac1 抑制剂 1A-116可逆转 PLEKHC1过表达而引起的肿瘤生长。 

结论 PLEKHC1 在黑色素瘤中通过聚集 ARHGEF6 进而激活 Rac1 致活化 MAPK 通路从而促进黑色素瘤

的生长和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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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54 

上肢微型游离皮瓣亚急诊修复手部电击伤创面 

 
邢培朋,夏成德,狄海萍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上肢微型游离皮瓣亚急诊修复手部电击伤创面的技术方法与临床效果。方 

方法 选取 2015 年 08 月至 2018 年 04 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15 例手部电击伤所致的创面

患者，所有患者均为电击伤造成的手部创面，受伤后 5-7 天内行上肢微型游离皮瓣修复创面，供瓣

区直接拉拢缝合或植皮修复。 

结果 手术在 4-6 小时内完成，术后皮瓣完全成活，伤口愈合良好，术后随访，皮瓣血运、外观及

质地良好，感觉功能不同程度恢复，手部功能恢复显著。 

结论  

上肢微型游离皮瓣亚急诊期修复手部电击伤创面，可有效恢复手部功能，临床效果显著。 

 

 

PO-1055 

延期植皮在小儿手功能康复中的应用及意义 

 
杨焕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讨论小儿手部烧伤后瘢痕挛缩畸形松解延期植皮手术的意义 

方法 随机挑选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手部瘢痕挛缩松解植皮患者 70 例，其中直接植皮 35

例，延期植皮 35 例，术后对患儿植皮成活率，移植皮片瘢痕温哥华评分，手部功能康复效果等方

面进行评价。 

结果 直接植皮组在皮片成活率、瘢痕化情况、手部功能康复效果进行统计分析，效果均差于延期

植皮组 

结论 瘢痕挛缩松解后延期植皮可减少皮下出血提高皮片成活率，术后将挛缩部位进行被动功能康

复，固定于正常功能位更易于术后康复。 

 

 

PO-1056 

烧伤护理 

 
刘雪姣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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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57 

小儿特重度烧伤延迟复苏休克期补液方案探讨 

 
王燕妮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小儿特重度烧伤休克期延迟复苏的治疗方法,以期提高抢救成功率和治愈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8 年 7 月北京儿童医院烧伤科收治的 TBSA25%及以上特重度

烧伤且延迟复苏的患儿 62 例,以晶胶体快速补液方法,观察心率、呼吸频率、每小时尿量、尿比

重、HCT、HGB及 SaO2、TCO2 等指标的变化。 

结果 经治疗该组患儿各项观察指标均获得改善,其中每小时尿量、尿比重、HCT、HGB、SaO2、TCO2

不同时间段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严重烧伤延迟复苏早期快速补液是有效可行的,应“个体化”方案，尽快稳定血流动力学

指标,改善微循环,减轻再灌注损伤。 

 

 

PO-1058 

远程医疗在烧伤领域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程雨虹,王慧,刘丽红,张丽平,沈琼芬,孟美芬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烧伤的评估和治疗非常适合使用远程医疗技术。本文旨在推进烧伤远程医疗建设路线的完

善，以提高烧伤病人救治成功率、减少不必要的转诊和医疗资源的浪费，促进我国“互联网+医疗

健康”格局更加快速、平稳地发展。 

方法 本文通过综述远程医疗技术在国内外烧伤外科中的应用现状，分析烧伤领域使用该技术的意

义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对远程医疗在烧伤外科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结果 远程医疗在国内外烧伤领域运用较广泛。烧伤损害的特性决定了应用远程医疗技术的必要

性，并且该技术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进分级诊疗与双向转诊。但

是我国远程医疗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与统一的标准规范，参与远程医疗的医务人员、病人与技术人

员的责任划分不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其定价、能否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电子健康档案、电子

病历、检验检查结果等能否互联网共享，医疗机构远程医疗的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以及远程医疗专

业技术人员培训等问题均未解决。 

结论 开展远程医疗是未来医疗社会发展的趋势，烧伤外科与远程医疗相结合也将成为一种必然。 

  

 

PO-1059 

异体脱细胞真皮在小儿烧伤中的应用 

 
杨焕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小儿烧伤后，早期清创应用异体脱细胞真皮覆盖，可减轻患儿换药痛苦，减少换药次数，缩

短住院时间 

方法 随机挑选 2016 年 5月至 2017 年 5 月小儿烧伤 120 例，分为传统换药组 60 例，手术清创异体

脱细胞真皮覆盖组 60 例，对其疼痛分级、换药次数、住院时间进行统计分析评价效果。 

结果 手术清创异体脱细胞真皮覆盖组可明显减轻患儿疼痛，减少换药次数，缩短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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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与以往传统换药包扎治疗方法作对比，患儿及家属对烧伤后应用异体脱细胞真皮覆盖接受度

更高，可明显减轻患儿恐惧心理，具有一定社会效益。 

 

 

PO-1060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在难愈性创面应用的临床研究 

 
韩张杰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安庆石化医院 

 

一、研究背景 

1993 年德国医师 Fleischmann 通过对临床外科的经验总结，率先提出了封闭负压引流术的理念，

随着负压引流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发展，近年来在临床上应用越来越广泛。由于难愈型创面类型越来

越多，患者情况越来越复杂，要求医师针对患者不同情况的创面进行负压技术的不断改良和革新

[1]。特别对于面部、颈部、腋下、等特殊部位的处理，需要修剪材料，使之符合患者创面的情况

[2]。早期传统的的负压引流技术，采用内置吸管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临床操作较繁琐，耗材材

质较硬，顺应性差，无剪切力作用。对于创面面积较大、程度较深的患者治疗困难，传统负压海绵

装置放置于创面位置，对于创面的引流不彻底，而且容易导致深层窦道的愈合延期，出现窗口愈合

但是深层未愈合的情况[3]。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革新，目前负压产品为第二、三代，为外置吸盘封闭式负压，我国武汉维斯第医

用科技有限公司 VSD 系列和美国的 KCI 公司 V.A.C 产品均属此类技术。VSD 及 KCI 负压技术，即负

压辅助愈合治疗系统，目前在临床上逐步推广，自应用于临床以来，得到了患者及临床医师的欢

迎，其可减少创面的感染，改善创面生理环境，减少炎性渗出，从而减少换药，控制感染，促进创

面的愈合情况，迅速得到临床推广[4]。在其技术特点上，首先负压技术可直接刺激细胞繁殖，通

过对细胞膜的直接负压作用，可使得细胞感受到外界压力，让细胞的生理环境变为损伤模式，从而

激活细胞核的信号转达，使细胞分泌创面生长因子、血管增殖因子、愈合因子等，从而刺激组织分

化，生成更多的肉芽组织，促进创面愈合。第二，创面的负压可直接作用于细菌细胞，杀死细菌，

改善微环境，负压对于细菌而言，可破坏细菌的组织结构，从而减轻创面炎性情况，更好的促进创

面闭合，使得创面迅速度过炎症反应期，以缩短创面的愈合时间[5]。第三，新生血管及组织产生

后，负压装置可刺激血管的扩张，增加组织的血流量，使得组织可以获得更多的营养，促进细胞的

生长和组织修复，加快细胞代谢速度。此外，负压技术还可减少局部水肿、去除乳酸和创面的渗出

液、创造湿润环境，以促进创面更好的恢复。 

李叶梅等[6]通过 KCI 技术联合冲洗方法治疗难愈性创面，相比于传统单纯换药的方式，负压技术

创面愈合率提高，愈合时间短，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熊亮等[7]通过 21 例难愈性创面患者进行

KCI 负压技术治疗的研究发现，创面修复快，伤残率低，患者痛苦少，适合于临床应用。临床研究

表明[8]，运用负压技术治疗难愈性创面，可以加快创面愈合；减轻疼痛，降低镇痛药物的依赖和

成瘾；控制感染，降低患者出现感染性休克的可能；并降低截肢的危险性；同时降低长期卧床的疲

惫，减少产生褥疮的可能性以及步态不稳摔伤骨折的可能性；使患者更好的恢复功能及外观，越来

越多的被外科医生和患者接受。目前多数三甲医院已广泛开展负压技术，但基层医院很少开展此项

技术。我科作为本地区创面处理优势学科，开展此项工作可推动本地区负压技术不断发展提高，造

福于广大患者。 

二 、项目开展情况 

1 研究内容 

负压技术在难愈性创面应用的临床研究 

2 技术路线 

依据适应症选择患者---操作前评估---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治疗相关 

风险和意外沟通---进行治疗---治疗后评估---随访。 

3 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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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患者选择 

（1）急慢性创伤；烧伤、电击伤；压迫性溃疡（即褥疮）；糖尿病足或腿溃疡；静脉淤滞性溃

疡；愈合不佳的手术后伤口；深浅 II 度烧伤植皮的患者等。（2）本人或委托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

书。（3）排除标准：（a）暴露性的内脏器官及血管损伤。（b）合并厌氧菌感染。（c）因创面密

封困难及各种原因导致创面内部无法形成有效的治疗负压压力值。（d）烧伤面积大及渗出液多的

创面。（e）凝血功能障碍者或正在接受抗凝药物治疗者。（f）未经彻底止血，有活动性出血创

面。（g）存在焦痂、坏死组织的创面。（h）骨髓炎未经治疗。（i）伤口内存在恶性肿瘤。 

3.2 材料准备 

负压治疗系统有武汉维斯第医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VSD 以及美国 KCI 公司生产的 V.A.C，包括创

面泡沫敷料、引流管、医用薄膜、负压源 4种主要材料。 

3.3 操作方法 

①裁剪泡沫辅料：根据创面大小、形状裁定，适当大于创面。②引流管制作：VSD 引流管需剪侧

孔，孔径不超过 0.5 ㎝，孔间距约 0.5 ㎝为准，相邻的孔排列成螺旋形。KCI 引流管不需剪孔。③

创面填充敷料：VSD 需将剪好侧孔的引流管置于泡沫敷料内，填充于创面上。KCI 直接将裁剪好的

泡沫敷料填充于创面；敷料需完全覆盖创面，稍超出为宜。④封闭创面及敷料：用医用薄膜完全封

闭填充泡沫敷料的创面（VSD 包括引流管），不留任何缝隙。⑤接负压吸引：VSD 直接将引流管接

中心负压，KCI 需在薄膜上开孔，连接引流管，接负压创伤治疗仪。⑥观察效果；负压以 125-145 

mmHg为宜，打开负压吸引后，创面泡沫敷料被压缩凹陷无漏气即达到效果。              

3.4 随访观察 

 观察 11例患者的创面愈合率及创面愈合时间。 

4 风险防范 

（1）VSD 封闭引流管出创面边缘处，需用薄膜将引流管包绕严密，防止引流管出薄膜处的松动和

漏气。（2）保护血管和器官：创面及周围所有暴露的血管或器官必须完全覆盖和受保护，始终确

保创面泡沫敷料不直接接触血管或器官。（3）清除锐性组织：使用负压技术治疗前必须取出组织

内的骨头碎片及锐边，以防锐边刺穿血管或器官引起大出血等致命伤。（4）对存在出血风险的患

者，应密切监测。（5）若发现引流管及积液罐中有鲜红色血液，疑为活动性出血，应立即停止负

压治疗。 

5 项目应用情况 

2016 年 9 月--2017 年 8 月，经上述标准筛选出 11 例难愈性创面患者采用负压技术治疗。本组病例

男 7 例，女 4 例。年龄在 23-89 岁，平均年龄 51.6 岁。创面治疗 4 例采用武汉维斯第医用科技有

限公司 VSD 治疗系统，7 例采用美国 KCI 公司 VAC 治疗系统（包括 VAC 创伤治疗仪、VAC 黑色聚氨

酯泡沫敷料、具有单向透气功能的生物半透膜、引流接头、引流管等）治疗，治疗前对患者病情及

创面进行评估，对于需开展手术的经患者知情同意。手术对创面彻底扩创，去除创面坏死组织及异

物，不留锐性组织及腔隙，扩后的创面彻底止血，防止活动性出血。创面处理后，裁剪泡沫敷料，

根据创面的形状及大小而定，将修剪好的泡沫敷料（VSD 包括引流管）填充或覆盖于创面，使敷料

与创面充分接触，用生物半透膜完全封闭创面及泡沫敷料（VSD 包括引流管），形成密闭空间，

KCI 在生物半透膜上开孔，连接引流管；将引流管连接中心负压或负压创伤治疗仪。调节负压，可

见半透膜塌陷,敷料紧缩，触之发硬，创面有液体引流出，即达到手术效果。本组患者入院前都因

创面长期不愈，深受痛苦，入院后即使用负压技术，术后 3-9 天，平均 5 天后打开泡沫敷料，观察

肉芽组织生长情况，发现创面清洁、干燥、无坏死组织及渗液，创面肉芽组织生长红润，形成良

好。其中 3 例行皮瓣转移，8 例行自体皮移植。术后皮瓣及移植皮均成活良好，除 1 例因高压电多

发性损伤恢复缓慢，余 10 例经 2 次手术，平均住院为 23.3 天，创面完全修复。11 例难愈性创面

患者 11 例均愈合，愈合率 100%。患者，患者主观无特殊不适，对住院期间治疗效果及费用都十分

满意。 

5 应用病例 

典型病例 

患者江桂凤，女，55 岁，系“左小腿撕脱伤后皮肤破溃 1月余”于 2017-07-25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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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8 上午在腰硬联合下行“左小腿扩创+KCI 术”，术后负压吸引 4 天，创面基底肉芽组织

形成；2017-08-01 上午在腰硬联合下行“左小腿扩创+自体皮移植术”，手术顺利，术后予以包扎

换药处理，新生皮肤组织生长良好； 

2017-08-12基本愈合出院，共住院 18天。 

三 讨论 

目前临床上导致难愈性创面的原因较多，患者原因可有组织营养不良、截瘫、缺血、细菌感染、合

并基础疾病、细胞老化等。在临床上，对于难愈性创面的处理仍然较为复杂，需要结合患者的综合

情况。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是促进创面愈合的新式处理方法，在目前临床上应用情况较好，且发展

较为迅速，适合于各种复杂、难愈性创面的临床治疗。VSD 及 KCI 负压技术是在创面上覆盖医用泡

沫敷料，敷料上连接负压引流管，通过引流管吸引泡沫敷料连接创面，吸引产生的负压使得创面敷

料能够较好的贴合创面，均匀覆盖创面，由于泡沫敷料具有较好的塑形性，可对创面产生持续的导

流、吸引。较小的引流物可直接被吸引导流，较大的引流物可在负压下被压力分解为较小的组织，

通过引流管清除出去。引流的坏死组合或脓液及时被清理到体外的容器内，从而使得创面处生理环

境较好，为创面的组织生长及愈合创造良好的环境[9]。同时，泡沫敷料将创面与外界环境进行了

隔绝，减少了感染及交叉污染的可能，在负压的支持下，持续引流出创面产生的脓液和坏死组织。

在创面新生肉芽组织及血管后，负压装置可提高局部的血液灌流，从而扩张血管，提供更多的营养

物质，清除坏死组织[10]。因此，负压引流装置可以减少局部创面的水肿情况，及时清除炎症渗

出，促进组织的再生及生长，为创面的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孙亚楠等[11]通过 KCI 负压引流技术

在 Gustilo Ⅲ型开放性骨折术后难愈性创面感染治疗中的应用发现，1 例患者应用 KCI 负压引流后

创面感染均得到控制,10 例行皮瓣/肌皮瓣移植、19 例行自体游离皮片移植、2 例单纯拉拢缝合创

面,创面完全愈合,所有感染均得到有效控制。陈帅等[12]通过 KCI 负压联合皮肤移植治疗下肢坏死

性筋膜炎研究发现，12 例患者坏死性筋膜炎完全治愈，平均治愈时间 30.5 d，3 例患者腘窝处、

大腿近端残余约 3 cm×2 cm 大小创面出院，经门诊换药治疗 1 周后，创面完全愈合，术后随访 1

年，坏死性筋膜炎均无复发，下肢活动功能正常。由于上述特点，新一代负压引流技术目前越来越

多应用于临床手术，是难愈性创面愈合治疗的主要方法，特别是情况复杂、损伤较大的患者，为临

床创面愈合首选。本项目应用 11 例难愈性创面患者，11 例均愈合，愈合率 100%，住院后平均愈合

时间（26.8）d，患者主观无特殊不适，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四 总结 

通过负压技术的开展，我们认为负压技术对于难愈性创面的治疗具有操作简单、效果好、无损治

疗、安全性好、易于推广的特点，适合于临床进行创面的引流。负压技术可减少创面处理的整体时

间、促进新生肉芽组织的生长、有效控制感染，降低截肢的风险。随着治疗的不断应用，负压技术

也在不断改进，本文总结多年临床经验，对于封闭负压引流疗法的进一步改进，提出 3 点建议: 

（1）加大便携式负压装置的使用，以便于患者进行早期床旁活动及功能康复；（2）完善国内关于

负压引流装置的规范及治疗标准，以便于统一管理；（3）根据临床创面情况，联系负压技术提供

公司生产更多形状、规格的创面复合材料，以更好的满足临床需要。本组 11 例患者使用负压治疗

术愈合率 100%，患者无特殊不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随着技术发展和设备的不

断更新，相信负压技术在临床上应用越来越广，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会越来越多造福于广大患

者，值得进一步推广。 

 

 

PO-1061 

气道管理团队在成批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气道管理中的应用 

 
陳華清,沈鸣雁,徐婷,徐建锋 

浙醫二院 

 

目的 总结气道管理团队在成批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气道管理中的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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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成立多学科专业化的气道管理团队，实施精细化气道管理策略，包括：环境管理、气道湿

化、促进排痰、有效吸痰、气囊管理、气切护理、特殊床具使用期间的护理等。 

结果 对 40 名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实施管理方案。其中，11 例呼吸机辅助呼吸者中 10 例如期

脱机成功，未发生严重肺部感染；纤支镜检查发现呼吸道烧伤明显愈合，无气道狭窄等并发症发

生。 

结论 多学科联合策略凸显各学科参与救治的专业性，提高成批烧伤患者气道管理的效率和精细化

水平。 

 

 

PO-1062 

用心倾听、用心感悟 

 
戴玉莹 

黑龙江省医院,150000 

 

目的 为烧伤病人提供优质的护理 

方法 烧伤是难以预料的意外伤害，患者大多数是突然致伤所引起，由于病因不同、病程长、病情

复杂，烧伤后瘢痕形成、毁容、功能障碍等使患者存在恐惧、焦虑、绝望等。在心理护理过程中，

我们通过患者的体语观察其心理变化，同时应用非语言交流进行心理护理。 

  1、非语言交流的特点 

  非语言是指人的仪表、体态行为语言，是通过眼神、行动、表情、姿势等方式将信息传递给对

方，是无声的、持续的，它有着辅助表义，强化感情的作用。如果一个护士举止端庄大方，各种操

作技术娴熟，必定会给患者留下美好的印象，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使患者产生情切感依赖感，能

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从而达到心理护理与心理治疗的目的。 

  2、非语言沟通技巧 

  2.1 关注的目光，微笑的表情能够稳定患者的情绪，从而减轻患者入院时所产生的恐惧与焦虑

心理。眼神是心灵的窗户，它直接反应人的思想情绪。护士在接诊时应热情主动，以微笑的面容，

平静的目光注视患者，倾听患者的阐述，并表示同情、关心，使患者产生温暖、安全、亲切感并能

平静地接受治疗。 

  2.2 娴熟的技术、沉着、稳重的举止，可消除患者疑虑给患者以安全、信任感，护士能够在

危、急、重症患者面前表现出勇敢、坚强、镇定、当机立断等非语言行为，无疑能使患者的情绪由

恐惧、焦虑到平静、稳定。从而达到护患之间的默契和配合。 

  2.3 抚摸可缩短护患之间的空间距离，增进护患的感情交流。护士查房时，对某些患者可采用

触摸方式进行非语言交流。如对新入患者可站在患者一旁，握住患者双手，可以从心理上减轻患者

清创时产生的疼痛感；对于儿童可抚摸患儿的额头，使患儿产生亲切感，减轻心理恐惧。 

  2.4 沉默的使用，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治疗所需时间长，痛苦大，进入感染期后，一些患者对治

疗失去信心，产生绝望心理，情绪不稳定，常无缘无故发脾气，责骂医生护士，甚至拒绝治疗，这

时护士应明确自动角色，不应对患者产生怨烦情绪，应站在患者一旁表示沉默，让患者安静后，再

安慰与鼓励患者。 

 

 

PO-1063 

4457 例烧伤住院患儿流行病学调查 

 
韩大伟,田社民,查新建,魏莹,李允,杨焕纳,韩波,陈志坚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 5年间我省烧伤住院患儿的流行病学特征，为预防儿童烧伤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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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5 年来本科收治的住院儿童烧伤患者的年龄、性别、受伤原因、致伤地点、致伤程度等流

行病学资料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结果 住院烧伤患者 14 岁以下儿童 4457 例，占同期烧伤住院患者的 44.8%，男性占 60.3%，女性占

39.7%；主要致伤原因热液烫伤（92.9%），火焰烧伤（5.9%）；受伤地点家中（92%），户外

（7.9%）。 

结论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对于减少儿童烧伤的发生率，是一项具有重要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意

义的工作。 

 

 

PO-1064 

BICU 医疗器械相关压力性损伤的原因分析及防范措施 

 
冯可,景福琴,李金丹,李晓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 BICU发生医疗器械相关性损伤的原因，制定防范措施，降低发生率。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针对各种医疗器械使用过程出现的压力性损伤，分析发生原因，

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并持续追踪整改。 

结果 分析发生原因与患者自身营养状况差、皮肤组织水肿、护理人员风险意识欠缺、评估不到

位、预见性不强、管路固定不当、长时间压迫、保护性措施选择不当有关，及时给予护理干预，加

强对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教育，正确评估患者自身存在的危险因素、规范各种管路固定，采取有效

的保护性措施并加强观察后，发生率较前降低。 

结论 重视医疗器械相关压力性损伤的预防工作，提高护理人员的思想认识，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

施，能减少损伤的发生。 

  

 

PO-1065 

改良烧伤患者深静脉导管固定方法的护理体会 

 
冯可,张献丽,丁春光,刘俊青,周丽琼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改良烧伤患者深静脉导管的固定，使之固定牢固，并便于观察和使用，减少并发症发生。 

方法 选择经正常皮肤置入深静脉导管的患者，先选用规格 6x7cm 的普通透明贴膜，以穿刺点为中

心粘贴，再选用规格 10x10cm 的普通型护创膜（敷料），从中心点剪开约 4x4cm 的开口后，仍以穿

刺点为中心进行粘贴，延长管部分用 3M胶带高举平台法固定。 

结果 2017 年 7—2018 年 7 月共对 45 例患者采用此方法固定，此法固定牢固，透明敷贴不易卷

边，且便于观察。 

结论 此方法简单易行，与单一采用透明贴膜方法相比固定牢固且美观，穿刺点上方开口也便于观

察穿刺点情况，但此法只适用于经正常皮肤置管者，不能应用与经创面置管者。 

  

 

PO-1066 

肢体高压电击伤行游离皮瓣修复术后的护理体会 

 
王丽敏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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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分析肢体高压电击伤创面行游离皮瓣修复术后的护理体会。 

方法 术前做好术区和病室准备、卧位姿势和床上大小便练习、强化宣教、心理指导消除患者顾虑

和紧张情绪；术后给予精心护理，应用气垫床，减少翻身活动的频次，根据皮瓣修复的部位采用正

确的治疗体位，肢体支垫到位，以保证皮瓣不受压或不牵拉，局部应用红光治疗机持续治疗 5-7

天；期间加强巡视，严密观察皮瓣温度、颜色、弹性和肿胀程度，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结果 经积极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出现异常情况，医护及时处理，创面皮瓣修复恢复良好，治愈

率 98%以上 

结论 肢体高压电击伤创面进行皮瓣移植修复过程中，术前的准备，术后的护理，到位的观察，及

时的处理，对于皮瓣的成活，护理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PO-1067 

组织工程全层皮肤在烧伤患者深度难愈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韩大伟,狄海萍,夏成德,薛继东,曹大勇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应用 Activ Skin 治疗深度烧伤难愈创面的效果。 

方法 将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89 例患者作为 Activ Skin 应用效果研究样本,分为 Activ 

Skin 组、换药组,Activ Skin 组 46 例,换药组 44 例;治疗两组烧伤患者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难愈

创面。 

结果 Activ Skin 组难愈创面的愈合率较高,VSS 评分较低,愈合时间较短,愈合效果显著优于换药组;

在临床疗效方面,Activ Skin 组、换药组的有效率为 89.13%、72.73%。 

结论 应用 Activ Skin 治疗深度烧伤患者的难愈创面可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PO-1068 

面部烧伤病人早期的护理体会 

 
王丽敏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面部五官形态特殊、腔隙多，分泌物易集聚，且多伴有五官烧伤，通过加强腔隙处渗出液及

分泌物的处理，达到促进创面干燥愈合的目的。 

方法 加强面部换药，清除分泌物，腔隙处渗出液及时用无菌棉签吸附清除。 

结果 2017 年 1-12 月 180 例面部烧伤的患者经积极的治疗和细致的护理，创面干燥清洁愈合良

好，无任何并发症，均痊愈出院。 

结论 面部烧伤早期，加强创面处理，及时清除腔隙处渗出液及分泌物，保持创面清洁干燥，可以

减少伤口感染和并发症的发生，促进创面尽早脱痂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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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9 

CTRP3 经 TGF-β/Smad 信号通路调控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增殖和

细胞外基质表达的影响 

 
程传涛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观察 C1q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 3（CTRP3）经 TGF-β/Smad 信号通路对瘢痕疙瘩成纤维

细胞增殖、迁移及细胞外基质表达的作用，探讨 CTRP3在皮肤纤维化中的调控机制。 

方法 瘢痕疙瘩组织来源于 11 例行瘢痕疙瘩切除手术患者的术中所切除组织，另选择 11 例皮肤外

科手术患者的正常皮肤组织为对照，分离并体外培养两者成纤维细胞。采用 qRT-PCR、

Westernblot 检测两组中 CTRP3 在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慢病毒转染后 CTRP3 蛋白表达水平；经

TGFβ1 诱导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增殖后，再慢病毒转染以稳定过表达 CTRP3 后，MTT 法、

Transwell 测定成纤维细胞增殖和迁移情况，qRT-PCR、Westernblot 检测细胞外基质Ⅰ型胶原蛋白

（Collagen Ⅰ）、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及 TGFβ/Smad 信号通路关键分子 p-Smad3、

Smad3的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与正常组织相比，CTRP3 在瘢痕疙瘩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降低。慢病毒转染稳定过表达 CTRP3

后，可显著抑制由 TGFβ1 诱导的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并抑制细胞外基质成分

Collagen Ⅰ、α-SMA 的表达，同时降低了 TGFβ/Smad 信号通路关键分子 p-Smad3 的表达水平，

而 Smad3的表达水平变化不明显（P<0.05）。 

结论 CTRP3 表达上调可通过抑制 TGFβ/Smad 信号通路，而抑制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增殖、迁移及

细胞外基质的表达。CTRP3可能成为瘢痕疙瘩治疗的新靶点。 

 

 

PO-1070 

大面积烧伤发生脓毒血症相关因素分析 

 
张建,李晓亮,娄季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大面积烧伤脓毒血症发生的相关因素。 

方法 通过自身临床经验及利用文献数据库总结概括大面积烧伤脓毒血症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结果 大面积烧伤脓毒血症发生的相关因素最主要是创面感染，其次为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包括深

静脉导管、气管导管、尿管、胃管。 

结论   大面积烧伤脓毒血症是可以避免的，创面为万恶之源，因此尽早封闭创面，去除感染源是

最关键的，同时加强管路护理至关重要，尤其是深静脉导管，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防治脓毒血症

的发生对患者预后、病程、心理影响及经济负担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PO-1071 

头皮刃厚皮回植术在小儿烧伤躯干中厚皮供皮区应用的疗效观察 

 
韩大伟,田社民,查新建,魏莹,陈志坚,杨焕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头皮刃厚皮回植术式在小儿烧伤治疗中厚皮供皮区应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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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5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烧伤患儿 96 例，按随机机

械抽样法分为对照组、头皮组和非头皮组，每组各 32 例。三组患儿经清创后，自后躯以气动取皮

刀切取 0.30 mm 中厚度的皮片，于烧伤的创面上进行移植。对照组患儿中厚皮的供皮区创面直接应

用单层的凡士林油纱贴敷并简单进行适度的加压包扎；头皮组使用气动取皮刀来切取条状刃厚头

皮，然后回植于中厚皮的供皮区；非头皮组以相同方法自中厚皮的供皮区旁切取条状的刃厚皮，厚

度、大小、回植方法同头皮组。观察比较各组患儿瘢痕的增生程度以及供皮区愈合时间。 

结果 头皮组、非头皮组患儿供皮区的瘢痕评分分别为（3.6±0.6）分和（4.5±0.6）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的（13.6±1.3）分（P 均〈0.05）；而头皮组与非头皮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采用头皮刃厚皮回植于中厚皮的供皮区术式可以明显缩短创面的愈合时间，且可减轻瘢痕增

生的程度，值得推广应用。 

 

 

PO-1072 

大面积烧伤病人肠内外营养支持的临床研究 

 
张建,李晓亮,娄季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肠内外营养支持对大面积烧伤病人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来我院前来治疗的大面积烧伤病人 120 例 病人。对于患者

早期采用部分肠内营养，逐步过渡为完全肠内营养，在恢复期鼓励患者经口进食，观察患者的临床

效果。 

结果 采取相应治疗后患者均得到良好恢复，患者的创面愈合时间缩短，身体的负氮平衡得到纠正

的时间也明显缩短，同时烧伤并发症减少。 

结论 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在烧伤早期就采取部分肠内营养，逐步过渡为完全肠内营养，使患者

恢复经口进食，这样有利于病人身体的恢复，减少肠外营养支持并发症的发生，临床可以广泛应

用。 

 

 

PO-1073 

探究大黄对烧伤脓毒症合并肠麻痹患者的治疗作用 

 
张建,李晓亮,娄季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大黄对烧伤脓毒症合并中毒性肠麻痹患者的治疗作用及对血清内毒素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0 例烧伤脓毒症合并中毒性肠麻痹患者，随机分为大黄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对照

组采用综合治疗，大黄治疗组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大黄。观察二者治疗前后血清内毒素水平的

变化及中毒性肠麻痹的缓解率。 

结果 二组患者血清内毒素在 24 小时后明显升高，大黄治疗组在 24、48、72 小时血清内毒素水平

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大黄治疗组在治疗后 48 小时及 72 小时中毒性肠麻痹的缓解率分别为 50%和

75%，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大黄能缓解烧伤脓毒症并发中毒性肠麻痹症状，降低血清内毒素水平，提升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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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74 

危重烧伤患者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床旁行 CRRT 的护理体会 

 
丁春光,冯可,李金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总结 CCRT在危重烧伤患者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中的应用和护理。 

方法 对作者单位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之间所收治 10 例特重度烧伤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行床旁 CRRT，并结合临床发病原因，患者的临床症状或体征，通过定时抽取血标本及血气分析，

并进行严密监测各项指标变化，及时动态调整治疗和护理措施。 

结果 10 例危重烧伤患者经过 CRRT 治疗后，9 例好转并进行后期治疗后治愈，1 例患者因经济原因

放弃治疗。 

结论 危重烧伤患者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通过床旁 CRRT 治疗中给予动态的治疗和优质的护理措施，

对于病情转归，挽救患者生命起到重要的作用。 

  

 

PO-1075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 V.A.C.治疗压疮创面的护理体会 

 
李洪月 

鞍钢总医院（原:鞍钢铁东医院),114000 

 

目的 压疮又称压力性溃疡、褥疮，由于局部组织长期受压，发生持续缺血、缺氧、营养不良而致

组织溃烂坏死。压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世界性难题，每年约有 6万人死于压疮合并症。 

方法 2018 年 1 月--2018 年 6 月我科使用负压封闭引流（V.A.C.）技术对 18 例四度压疮患者进行

治疗，取得满意的疗效和一定的护理经验，现汇报如下： 

1.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8 例患者，男 10 例，女 8 例，年龄 55~80 岁；创面位于左右髋部，骶尾

部。创面面积 2~20 c ㎡。 

1.2 创面处理方法  首先在局麻下将坏死创面进行清创，止血，形成清洁，血供丰富的创面。 

1.3 负压封引流操作  根据创面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敷料型号，将敷料修剪成环形，应稍大于创

面，环形盘在创面上，用黏性生物透性薄膜封闭整个创面，在创面最低处修剪个小洞，将密封垫覆

盖粘贴，引流管链接密闭积液罐，安装在负压创伤治疗仪上，调节负压值至 125~200mmHg，持续吸

引 5~7天。 

1.4 护理方法 

1.4.1 心理护理 向患者详细介绍 V.A.C.治疗原理、方法以及对创面治疗的优点，消除患者恐惧心

理和思想压力。 

1.4.2 基础护理  患者取侧卧位或俯卧位，防止创面及引流管受压。观察创面周围皮肤的颜色、

温度、毛细血管反流征、感觉功能的变化。观察记录体温的变化及引流量。倾听患者关于疼痛的主

诉，进行疼痛评级。 

1.4.3 创面护理  严格无菌操作，密切观察负压创伤治疗仪的压力，保持负压创伤治疗仪装置通

畅，负压创伤治疗仪要低于创面，防止引流管扭曲和打折。观察创面是否完全被覆盖封闭，若创面

敷料隆起，生物膜或密封垫有漏气声音，应立即查明原因，排除故障，保持引流通畅；如有引流液

堵塞引流管，可用灭菌生理盐水冲洗引流管路。观察并记录引流量及性质 ，及时汇报医生。 

结果 本组 18 例患者压疮创面应用 V.A.C.治疗后感染均得到控制。15 例压疮患者治疗后一次性全

部愈合，仍有 3例患者有不足 2 c㎡的创面，经换药后创面完全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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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V.A.C.对促进创面的愈合作用已得到充分肯定。它的优点在于控制感染迅速、引流充分、可

促进肉芽组织将抗生长；V.A.C.的使用不需要每天换药，不需要每天倾倒引流液，一套材料可连续

使用 5~7d,这样就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同时也减少了患者因多次更换敷料而造成的痛苦，减

少了患者住院时间，缩短住院费用。 

  

 

PO-1076 

影响 MEEK 植皮成活原因剖析—附 7 例失败案例 

 
娄季鹤,李晓亮,吕涛,李延仓,王磊,肖洪涛,赵孝开,张建,李琰光,丁前昆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剖析影响 MEEK植皮成活率的原因。 

方法 1.MEEK 植皮适应症：（1））病情相对稳定，可以耐受麻醉。（2）可供利用自体皮源有限。

（3）自体皮源扩大比例 1:4 和 1；6。2.植皮时机和植皮床情况：伤后 3 天~50 天，早期切削痂即

刻植皮或延期植皮，晚期肉芽创面植皮。3.植皮效果评定：植皮后 14 天为评定节点。（1）植皮成

活率 80%以上为优；（2）50%~79%为良；（3）30%~49%为中；小于 30%为差，即失败。 

结果 （1）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植皮成活率评定为差者 7 例，其中发生于伤后 7 天内

者、4 例，伤后 8-14 天者 2 例，伤后大于 14 天者 1 例。失败案例中烧伤总面积/三度面积均在

90%/85%以上。 （2）失败原因：植皮床血运不良 4例，植皮床感染 3 例。 

结论 尽快植皮封闭创面是救治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根本措施，传统植皮方法有自体微粒皮移植法，

自体皮嵌入异体皮法，自体邮票皮移植法，自体皮拉网移植法等，每一方法各有优缺，都有其适应

症。MEEK 植皮法因其操作方便快捷，近年颇受欢迎，但如何提高其植皮成活率一直在研究讨论

中。本组失败案例可以看出，伤后越早，总面积/三度面积越大植皮成活率越低，可能与休克全身

缺血缺氧性损害及 SIRS 和脓毒症有关，反之，伤后 3-4 周后创面肉芽屏障逐渐形成，良好的血管

化创面床，提供了良好的抗感染能力和植皮成活率。这一结论有悖于尽早修复创面提高总体救治成

功率的理念，但尽早切削痂后暂时以覆盖物保护，延期植皮可能是较好思路。 

 

 

PO-1077 

252 例危重烧伤患儿休克期张力液复苏的回顾性分析 

 
刘淑华,褚志刚,李泽,席毛毛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评估张力性液体在小儿烧伤休克期液体复苏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 2012 年~2016 年我科收治的 252 例，平均年龄在 2.33 （± 1.82）岁，TBSA20~29%,伤

后 24 小时入院的危重患儿。所有患儿均按 1970 年全国烧伤会议提出的小儿补液公式计算补液量，

然后将晶体量以生理盐水量换算成 10%氯化钠配成 2/3、1/2、1/3 或者 1/4 张的液体输注，生理需

要量水份均以 1/4 张液体输注。胶体以低分子右旋糖苷、血浆或者人血白蛋白输注。观察伤后 72

小时出入量平衡情况。 

结果 1.82%患儿仅用了张力液体联合人工胶体抗休克补液治疗，8%患儿使用了血制品胶体；2.所有

患儿伤后 72 小时内的尿量都超过了 1ml/h/Kg，出入量基本平衡，但有 6.75%（17 例）患儿液体超

量；3. 有 6 例患儿血培养阳性，9 例创面感染，2 例尿路感染；4.无呼吸机辅助呼吸患儿，植皮手

术 82例；5.平均住院天数为 18.68（± 13.63）天。 

结论 基于小儿烧伤补液公式改良的休克期张力性补液方法，是安全、简便、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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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78 

1462 例老年烧伤住院患者临床流行病学分析 

 
席毛毛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武汉市第三医院老年烧伤住院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了解老年烧伤患者的基本情况及变

化趋势，为老年烧伤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04 年-2016 年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所有住院患者病历资料。统计年龄在 65 岁及以

上的老年患者性别、年龄、致伤原因、烧伤总面积、烧伤深度、受伤部位、受伤季节、住院天数、

治疗转归，并与非老年人群进行对比。非正态分布数据以中位数 95%置信区间表示，组间差异行非

参数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13 年间收治入院的老年烧伤患者 1462 例，占烧伤住院患者总数的 6.2%，平均每年收治

老年烧伤患者近 112例，历年老年烧伤患者占比呈上升趋势。 

（2）老年烧伤患者中男性占 51.6%、女性 48.4%。老年烧伤患者平均年龄 74.5±6.8 岁，将老年患

者按 65 至 74 岁（低龄组）、75 至 84 岁（高龄组）、85 岁及以上（超高龄组）分为三组，其中低

龄组烧伤占比最高为 53.4%（P<0.001）。 

（3）本组老年烧伤患者中致伤原因占比前三位的分别为热液（629 例，43.0%）、火焰（604 例，

41.3%）、热接触（120例，8.2%）。 

（4）本组老年烧伤患者平均烧伤总面积 11.0 %，95%CI[10.0,12.1]，显著低于非老年人群

11.2%，95%CI[11.0,11.4]（P<0.001），其中 34.7%的老年烧伤患者伴深度烧伤（Ⅲ度，Ⅳ度），

高于非老年患者的比例（1550 例/18.4%，P<0.001）。烧伤部位以下肢比例最高为 35.2%（515

例）。 

(5)将月份划分为春季（3-5 月）、夏季（6-8 月）、秋季（9-11 月）及冬季（12-次年 2 月），冬

季和夏季老年烧伤患者占比分别为 28.8%及 27.9%，高于春季（23.0%）和秋季（20.3%）

（P<0.001）。 

（6）本组老年烧伤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18.0 天，95%CI[17.1,18.9]，住院时间超过 30 天者 228 例

（15.6%）。 

（7）老年烧伤患者治疗转归中治愈及好转率 91.0%，放弃治疗 5.1%，死亡率 3.5%,其中老年烧伤

患者的放弃及死亡率显著高于非老年人群（P<0.001）。 

结论 13 年间本单位老年烧伤患者数量逐渐上升，高发于 65-74 岁，主要为热液、火焰及热接触，

深度烧伤、放弃及死亡率较高；老年烧伤的预防仍有待提高。 

 

 

PO-1079 

股前外侧逆行岛状皮瓣修复老年性膝部Ⅳ°损毁创面 5 例 

 
张卫东,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和评价股前外侧逆行岛状皮瓣在修复老年膝部Ⅳ°损毁烧伤创面的手术效果。 

方法 2015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我科收治 5 例膝部冬季炭火烧伤膝部Ⅳ°损毁患者，髌骨受累者

3 例，膝关节受累者 1 例，仅骨外露者 1 例。早期行清创，去除坏死软组织及坏死骨，或去关节融

合。形成创面行股前外侧逆行岛状皮瓣移植修复，术后行封闭负压引流治疗。 

结果 5 例患者平均年龄 59-70 岁，烧伤创面移植皮瓣均存活，平均愈合时间为 18.6 天。术后 1 月

至 3 月随访，创面及功能恢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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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冬季老年人跌倒烧伤常见，膝部软组织少，损伤易累及骨，股前外侧逆行岛状皮瓣能够一次

性修复创面，合理的减少了风险，达到了很好的修复效果，降低了截肢或残疾率，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 

 

 

PO-1080 

小腿穿支螺旋桨皮瓣修复足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11 例 

 
张卫东,张伟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小腿穿支螺旋桨皮瓣在足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中的应用。 

方法 2015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应用胫后动脉内踝上穿支皮瓣、外踝前上穿支皮瓣和外踝后上穿

支螺旋桨皮瓣修复足踝部皮肤缺损 11 例（其中，外伤创面 4 例、压疮 3 例、慢性溃疡创面 3 例、

电击伤 1例），供区直接缝合或部分缝合加植皮修复。 

结果 11 例皮瓣均成活，1 例皮瓣远端尖部部分皮肤坏死，后经清创经换药脱痂后愈合；1 例因感

染创面远端愈合不佳行二期手术修复。术后随访 3 个月-1 年，皮瓣质地、色泽、外形良好，无破

溃。 

结论 小腿穿支螺旋桨皮瓣修复足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不破坏主干血管，供区损伤小，操作相对简

单，皮瓣与受区相似，术后外形及耐磨性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081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 JAS 关节活动训练器治疗深度烧

伤后肘关节活动障碍的疗效观察 

 
陈佩,茹天峰,罗皓,袁林,吴坤平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 JAS 关节活动训练器治疗深度烧伤后肘关节活动障碍的临

床疗效。 

方法 将 30 例烧伤后肘关节活动障碍患者随机分为 A 组、B 组、C 组（对照组），每组 10 例。三组

患者均给以 JAS 关节活动训练器，A 组同时给以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B 组同时给以关节松动

术。每组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肘关节主动关节活动范围（ROM）评估及肘关节 Mayo

评分评估对患者受累肘关节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经过 4 周的治疗，三组患者的肘关节 ROM 均较治疗前有显著增加（P<0.05 或 P<0.01），组间

比较发现，A 组肘关节 ROM 改善优于 B 组，C 组（P<0.05）；三组患者的肘关节 Mayo 评分均较治疗

前有显著增加（P<0.05 或 P<0.01），组间比较发现，A 组肘关节 ROM 改善优于 B 组，C 组

（P<0.05）。 

结论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 JAS 关节活动训练器能更好的改善深度烧伤后肘关节活动障

碍，提高其功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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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82 

功能训练联合可调手背式伸直位支具治疗幼儿手掌瘢痕挛缩的临

床疗效观察 

 
陈佩,罗皓,袁林,茹天峰,吴坤平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功能训练联合可调手背式伸直位支具治疗幼儿手掌瘢痕挛缩的疗效。  

方法 2015 年 2 月-2016 年 3 月，选择笔者单位收治的手掌瘢痕挛缩患儿 34 例，按照数字表法将患

儿分为常规训练组和联合训练组，每组 17 例。常规训练组予以手功能训练和压力治疗，联合训练

组在常规训练基础上给予佩戴可调手背式伸直位支具，两组均持续治疗 2 个月。治疗前及治疗后，

对患手进行伸直受限角度评定，手总主动活动度（TAM）评定及采用 Carroll 上肢功能评定法评定

患手功能。对数据行 t检验、ｘ2检验 

结果 2 组患儿治疗前伸值受限角度无明显差异（P>0.05）。常规治疗组治疗前后伸直受限角度有

明显差异（P<0.01）,联合治疗组前后伸直受限角度有明显差异（P<0.01），2 组治疗后的伸直受

限角度有显著差异（P<0.01）。2 组患儿治疗前 TAM 无明显差异（P>0.05），常规治疗组治疗前后

TAM 有显著差异（P<0.01），联合治疗组治疗前后 TAM 有显著差异（P<0.01），2 组患儿治疗后

TAM 有显著差异（P<0.01）。2 组治疗前 Carroll 上肢功能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常规治疗

组治疗前后 Carroll 上肢功能评分有明显差异（P<0.01），联合治疗组治疗前后 Carroll 上肢功能

评分有明显差异（P<0.01），2组治疗后 Carroll上肢功能评分有明显差异（P<0.01） 

结论 功能训练联合可调手背式伸直位支具治疗幼儿手掌瘢痕挛缩效果良好。 

 

 

PO-1083 

重组人生长激素在治疗儿童重度烧伤中的应用 

 
褚志刚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应用于重度烧伤患儿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笔者单位烧伤科收治的符合入选标准的 94 例重度烧伤

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应用 rhGH 治疗分为 rhGH 组 50 例、对照组 44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

疗，rhGH 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 rhGH 治疗，伤后 3~5 d 开始用药，用药剂量为 0.2~0.4 U·kg
-

1
·d

-1
，采用皮下注射，疗程为（11±5）d。比较 2 组患儿伤后 2 周时血浆白蛋白、前白蛋白水

平，伤后 2 周时心率、丙氨酸转氨酶（ALT）、血肌酐水平，植皮手术次数、住院时间、住院总治

疗费用，脓毒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对数据行独立样本 t 检验、Mann-Whitney U 检验、Fisher 确切

概率法检验。 

结果 （1）伤后 2 周时，rhGH 组患儿血浆白蛋白为（36±4）g/L、前白蛋白为（94±34）g/L，明

显高于对照组患儿的（33±4）、（73±20）g/L（t=3.666、3.401，P<0.05）。（2）伤后 2 周

时，rhGH 组患儿心率为（123±11）次/min，低于对照组患儿的（130±14）次/min（t=2.839，
P<0.05）；2 组患儿 ALT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68，P>0.05）；伤后 2 周时，2 组患儿均未

出现血肌酐水平高于正常范围的情况。（3）rhGH 组患儿植皮手术次数为（0.3±0.5）次，明显少

于对照组患儿的（0.5±0.6）次（Z=2.234，P<0.05）；rhGH 组患儿住院时间为（22±8）d，较对

照组患儿的（28±10）d 缩短（t=2.837，P<0.05）；rhGH 组患儿住院总治疗费用为（4.1±1.5）

万元，明显少于对照组患儿的（5.3±2.5）万元（t=2.878，P<0.05）。（4）rhGH 组患儿中有 1

例发生脓毒症，对照组患儿中有 2 例，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均未出现死亡病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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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hGH 治疗重度烧伤患儿可以纠正伤后低蛋白血症、改善心脏功能，减少植皮手术次数和住院

治疗费用、缩短住院时间，对肾脏和肝脏功能、脓毒症发生率、病死率无明显影响。 

 

 

PO-1084 

激光散斑血流成像在预测烧伤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中的应用研究 

 
褚志刚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激光散斑血流成像技术在预测烧伤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 2014 年 5 月—12 月在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住院的 84 例成年烧

伤患者，在伤后 48~72 h 内进行激光散斑血流成像，并记录创面的愈合时间。根据愈合时间将 128

个创面分为浅度组（≤14 d 愈合）57 个创面和深度组（大于 14 d 且小于或等于 28 d 愈合）71 个

创面。记录 2 组创面的激光散斑血流检测时间并比较血流值。对数据行 t 检验、χ2 检验。绘制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得出判断创面不同愈合时间的临界血流值，经 Kappa 检验一致性分析评估该临界

值的有效性。 

结果 （1）浅度组创面检测时间为伤后（42±19）h，深度组创面检测时间为伤后（39±18）h，二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862，P＞0.05）。浅度组创面的血流值为（6.82±1.8）PU 明显高于深

度组的（3.53±1.3）PU（t=11.404，P<0.01）。（2）对创面的激光散斑血流值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下面积为 0.931（95%置信区间为 0.887~0.975，P<0.01），14 d 内愈合的最佳临界血流值为

5.52PU，其敏感度为 76.9%、特异度为 94.7%。（3）经预测愈合时间≤14 d 的有 44 个创面、＞14 

d 的有 84 个创面，实际愈合≤14 d 的有 57 个创面，大于 14 d 且小于或等于 28 d 的有 71 个创

面，二者一致性检验的 Kappa系数为 0.754（P<0.01）。 

结论 激光散斑血流成像技术可较好地预测烧伤创面愈合时间。 

 

 

PO-1085 

PNF 技术对降低肘关节烧伤后异常增高肌张力的疗效观察 

 
罗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使用 PNF技术对降低肘关节烧伤后异常增高肌张力的效果。 

方法 选取 7 例肘关节烧伤后肌张力异常增高增高患者，采用神经肌肉促进技术（PNF 技术）为主

的运动康复训练，共治疗 4周，观察治疗前后肘关节肢体肌张力、肌力、关节活动度的变化情况。 

结果 肘关节肌张力肌张力、肌力、关节活动度治疗前后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 

结论 PNF治疗技术可显著降低肘关节烧伤后异常增高的肌张力，增强肌力，提高患肢活动能力。 

 

 

PO-1086 

3D 打印假肢病例报道 

 
罗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笔者单位于 2016 年收治一例右上肢烧伤后肘关节离断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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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通过网络上提供的设计程序，为其设计并制作了一种肘关节索控假手。 

结果 指导患儿佩戴及使用索控假手，通过屈曲腕关节带动索控假手手指部分做出抓握动作。 

结论 通过装配三维打印索控假手，恢复了患儿部分外观形象，代偿了其部分手功能，改善了其日

常生活自理能力，有利于其身心发展。 

 

 

PO-1087 

采用低温热塑夹板预防跑步机履带擦伤手指后瘢痕挛缩的 

效果观察 

 
罗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采用低温热塑夹板预防跑步机履带擦伤手指后瘢痕挛缩的效果。 

方法 收集我科门诊换药的跑步机履带擦伤手指患者 7 例，创面愈合后 2 周内进行关节活动度测量

及低温热塑夹板装配，采用低温热塑板,根据患者年龄和治疗部位的大小选择厚度适宜的型号.结合

挛缩程度设计出手指支具，每次佩带时间≥2h,每日≥4h,间隔进行。 

结果 7例患者手指均为出现明显屈曲挛缩，关节活动度无明显受限 

结论 只用低温热塑夹板对预防跑步机履带擦伤后手指瘢痕挛缩有积极作用。 

 

 

 

PO-1088 

106 例重度烧伤患者不同气管切开方式的回顾性分析研究 

 
栾夏刚,王德运,蒋梅君,蒋南红,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比较重度烧伤患者预防性气切组与治疗性气切组临床治疗效果差异； 

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1 日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重症病房收治的成人重症烧伤患

者，根据气切时间不同分为：24 小时内预防性经皮气切组 49 例和伤后 24 小时后出现明显呼吸困

难，吸氧后 SPO2 未见缓解或持续低于 90%甚至下降，传统性气切组（57 例）进行对比研究，分析

两种气管切开治疗方法的手术操作时间，出血、术后并发症，及伤口愈合时间评价； 

结果 预防性气切术 49 例患者，气切时间平均耗时 95 分钟，出血少，48 例解除上呼吸道梗阻、改

善缺氧状态，1 例因出血改传统气切，无一例脱管，伤口愈合时间平均 7 天，伤口瘢痕小。治疗性

气切组 57 例患者，气切时间平均耗时 2317 分钟，出血多、其中并发症：3 例皮下气肿，1 例术后

脱管并发缺血缺氧性脑病，1 例因脱管并发窒息死亡，伤口平均愈合时间 14 天，伤口愈合瘢痕明

显； 

结论 经皮气切手术时间短，切口小，出血量少；手术操作简便，时间短，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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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89 

2012 年-2017 年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住院患者金黄色葡萄球菌

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栾夏刚,柯玲玲,孙建斌,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住院患者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布、耐

药率变迁规律，分析其原因，为临床防治病原菌感染提供参考。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烧伤科送检的标本的分离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对菌种分布及

耐药率前后 6 年的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分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SAU)2404 株，其中分泌物占 2298 株，血培养 76 株，痰培养 60

株，导管 36 株，尿培养 6 株。其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1323 株， MRSA 的平均检

出率为 55％，MRSA 菌株检出率 2012 至 2017 年分别为 42%、56%、55%、57%、63%、61%； MRSA 对

青霉素Ｇ、苯唑西林、头孢西丁的耐药率均为 100%，对临床常用的克林霉素、红霉素、庆大霉

素、环丙沙星、利福平的耐药率较高，对氯霉素、复方新诺明耐药率低，但均对替考拉宁、万古霉

素敏感。 

结论 SAU 临床检出率呈下降趋势，MRSA 检出率呈现增高趋势；应加强对其耐药性监测，以指导临

床合理用药，并有效控制 MRSA的医院感染。 

 

 

PO-1090 

头部刃厚皮回植小儿中厚皮供皮区的临床观察 

 
薛继东, 夏成德,狄海萍,李强,曹大勇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头部刃厚皮回植小儿中厚皮供皮区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4 月我院 117 例需行皮肤移植烧伤整形患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 A 组、B 组及 C 组，每组 39 例。彻底松解瘢痕挛缩畸形后，根据继发创面大小，取患儿大腿

前侧或后躯干中厚皮片将其移植在烧伤创面上。上述操作完成后，A 组取头部刃厚皮回植于中厚皮

供皮区，B 组取中厚皮供皮区旁刃厚皮回植，C 组直接取 medifoam 吸水材料敷于供皮区。对比三组

中厚皮供皮区面积、创面愈合时间，随访 1年，对比三组中厚皮供皮区创面瘢痕情况。 

结果 三组中厚皮供皮区面积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C 组创面愈合时间及 VSS 评分高于 A 组

与 B 组（P＜0.05），A 组与 B 组创面愈合时间及瘢痕严重程度（VSS 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 

结论 刃厚皮回植小儿中厚皮供皮区有利于促进创面早期愈合、减少瘢痕形成，且头部刃厚皮较其

他部位有明显优势。 

 

 

PO-1091 

烧伤患者血清骨代谢标志物的早期变化 

 
龚翔,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中重度烧伤患者在烧伤后第 1个月骨转换标志物的变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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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收治的无特殊基础疾病成人热力烧伤

患者 20 例，另随机选取 10 例健康成人作为正常对照组。收集健康成人空腹血清样本及患者烧伤后

第 28 天清晨空腹血清样本，检测血清骨碱性磷酸酶（BALP）、25 羟基维生素 D（25（OH）-D）、

甲状旁腺激素（PTH）、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3（FGF23）、钙（Ca）、磷（P）、护骨素

（OPG）、核因子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 

结果 相对于正常对照组，烧伤患者 BALP、P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5（OH）-D 明显降低

(P<0.05)。PTH、FGF23、OPG、RANKL、RANKL/OPG比值明显升高(P<0.05)。 

结论 烧伤后血清 25（OH）-D、FGF23、PTH 及 RANKL/OPG 比值变化提示中重度烧伤患者在烧伤早期

即可出现骨量丢失。 

 

 

PO-1092 

高压电击伤的营养支持护理 

 
李亚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高压电击伤的营养支持护理 

方法 其选择主要取决于高压电击伤的胃肠功能状态，肠内营养已成为高压电击伤营养支持的首选

途径，营养支持不仅可纠正和预防患者的营养不良 ，还可通过其中特异营养物质的药理学作用达

到治疗目的。 

结果 此对高压电击伤的高代谢、高效耗特点，根据口入，鼻饲及静脉给药等方。 

结论 早期肠内营养给高压电击伤补充营养比较全面，增强抵抗力，对于游离皮瓣的成活有促进作

用。 

 

 

PO-1093 

儿童烧伤瘢痕的激光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雷芳,王娟,徐娟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烧伤瘢痕康复治疗的方法与疗效。 

方法 40 例患儿深二度至三度烧伤瘢痕以脉冲染料激光结合二氧化碳点阵激光进行治疗，其中 11

例采取脉冲染料激光治疗，25 例采取脉冲染料激光联合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治疗，14 例采取二氧化

碳点阵激光治疗，治疗次数 3-6 次。治疗前及每次治疗后采用激光散斑、瘢痕评定量表、北卡罗来

纳大学瘢痕量表评分、NRS 疼痛评定量表、患者满意度分别对患儿治疗前后的瘢痕血供、瘢痕状

况、瘙痒疼痛的情况以及治疗后的满意度等进行评估，将治疗前及已完成疗程后结果进行统计学分

析，观察激光的治疗效果。 

结果 40 例患者治疗后均取得良好治疗效果。患者激光散斑、瘢痕评定量表、NRS 评分及满意度评

分结果优于治疗前。 

结论 脉冲染料激光结合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是儿童烧伤瘢痕治疗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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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94 

感染性创面处理的临床实践与思考 

 
沈余明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不同原因感染性创面处理的方法及效果。 

方法 回顾创面感染的历史，明确创面感染的诊断，分析创面感染的常见细菌，结合不同原因、不

同部位的创面感染的特点，寻找出感染性创面处理行之有效的方法。 

结果 所有不同原因、不同部位的感染性创面经过行之有效的方法治疗均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结论 彻底清创、必要时辅以负压封闭引流；及时封闭创面；加强全身支持治疗；常规进行创面分

泌物细菌培养及药敏实验，敏感抗菌素治疗；是治疗感染性创面行之有效的方法。 

 

 

PO-1095 

美皮康银敷料治疗大面积烧伤患者后期残余创面的疗效观察 

 
薛继东,夏成德,狄海萍,李强,曹大勇,邢培鹏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美皮康银敷料治疗大面积烧伤患者后期残余创面的疗效。 

方法 笔者选取本单位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间收治的 96 例大面积烧伤后残余创面患者，

随机分为美皮康银组、伤口愈合凝胶（富林蜜）组及磺胺嘧啶银膏组 3 组。观察 3 组患者创面上皮

化时间、换药次数、细菌清除率、并以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更换敷料疼痛程度。 

结果 美皮康银组创面愈合率明显高于其它两组（P＜0.05），伤口愈合凝胶（富林蜜）组与磺胺嘧

啶银膏组无明显差异（P＞0.05），三组对细菌清除力无明显差异（P＞0.05），美皮康银组换药次

数明显低于其它两组（P＜0.05），且换药痛苦程度低。 

结论 通过比较，美皮康银敷料治疗烧伤残余创面可以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少换药次数，减轻换

药痛苦，亦可以有效控制感染，可以在临床大范围推广。 

  

 

PO-1096 

皮肤组织无偿捐献供者来源性感染的危险因素调查 

 
叶子青,张伟,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无偿捐献皮肤组织供体的主要死亡原因及携带疾病情况，为大面积烧伤患者的异体移植

风险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08 年 10 月至 2018 年 8 月湖北省烧伤中心经武汉市红十字会通知、协调，共接收遗体

无偿捐赠者供体皮肤组织 50 例。其中省外（广东）来源 6 例，省内（湖北）来源 44 例，对 50 例

皮肤组织无偿捐献供者的如下 4类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50 例皮肤组织无偿捐献者中，男 39 例（78%），女 11 例（22%），男女比例约为 3.5：1.0；

年龄为 1 天-80（39.84±18.31）岁，其中男性供体死亡年龄为 1 天-80（40.36±18.40）岁，女性

供体死亡年龄为 9 天-63（38±17.8）岁。本组无偿捐献皮肤组织 50 例供者，无与死亡原因相关疾

病史的健康人群 19 例（38.00%），引起供者死亡的疾病和情况主要分 9 类：损伤、中毒和外因的

某些其他后果有 19 例（38.00%）；循环系统疾病 12 例（24.00%）；肿瘤 9 例（18.00%）；神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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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疾病 3 例（6.00%）；呼吸系统疾病 2 例（4.00%）；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 2 例

（4.00%）；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和涉及免疫机制的某些疾患 1 例（2.00%）；消化系统疾病 1 例

（2.00%）；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1 例（2.00%）。本组存在血液源性传染危险因素共 9 例

（18.00%），其中血源性传染病 8 例（16.00%），分别为乙肝 5 例，梅毒 2 例，丙肝 1 例，血培养

阳性 1 例，检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血液源性传染危险因素在外因死亡组 19 例中检出 2 例

（10.53%），均为供体携带乙肝病毒，非外因死亡组 31 例中检出 7 例（22.58%），两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2=0.283，P=0.595）。本组 8 例异常皮肤经组织病理检查，其中皮内色素痣 4 例，瘢

痕 1 例，假上皮瘤样增生 1例，表皮疣状增生 1例，真皮层见大量色素颗粒 1例。 

结论 无偿捐献皮肤组织供体存在供体来源性感染风险，异体皮获取和移植前应评估供体健康，避

免供体来源感染的发生。 

 

 

PO-1097 

无偿捐献来源异体皮制备的生物安全风险 

 
叶子青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近三年皮肤组织库异体皮肤制备过程的职业暴露，及异体皮肤微生物学、异常皮

肤组织病理学分析，为临床相关医务人员提示生物安全风险。 

方法 整理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异体皮肤获取及制备资料，收集参与制备异体皮环节中医务

人员职业暴露信息，分析异体皮入库血液传染病、微生物学及异常皮肤组织病理学结果。 

结果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三年间，获取环节无职业暴露情况，异体皮制备环节医务人员职

业暴露发生 5 起，均为制备过程中鼓式取皮刀手部手指处刀片划伤；此 5 起异体皮肤供体入库血液

传染病、微生物学检测均为阴性；异常皮肤组织病理送检共 3 例，其中皮肤色素痣 2 例，真皮层色

素颗粒 1例。 

结论 异体皮肤是大面积烧伤患者植皮的主要供给来源，其制备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生物安全风

险。 

 

 

PO-1098 

三种医用臭氧剂型对烧伤创面常见多重耐药菌的杀菌效果分析 

 
叶子青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比较三种医用臭氧剂型对烧伤创面常见多重耐药菌的杀菌效果，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根据臭氧的不同剂型，分成臭氧气、水、油三组，分别测试对烧伤创面分离的三种多重耐药

菌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的杀菌效果。臭

氧气组：取菌液接种至密闭玻璃罐内的单层无菌纱布片上，保持臭氧气浓度为 50μg /mL；臭氧水

组：菌液稀释后直接与臭氧水混匀；臭氧油组：臭氧油组添加乳化剂后混匀，臭氧气、水、油三组

均在干预 5、10、30 min时间点后迅速中和，采用倾注平板法活菌计数。 

结果 （1）三种臭氧剂型均对烧伤创面常见致病菌的耐药菌株有杀菌效果，其中臭氧气组在 30min

时间点，臭氧水、油组在 5、10、30min 时间点杀菌效果在 95%以上，在 30min 时间点，臭氧气、

油组完全杀灭多重耐药菌株。（2）在 5、10min 时间点臭氧气组与臭氧水、油两组比较杀菌的效果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臭氧水、油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30min

时间点，臭氧水组与臭氧气、油两组比较杀菌的效果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臭氧气、油两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三种臭氧剂型在多个时间点间杀菌作用效果显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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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点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时间和分组之

间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三种医用臭氧剂型对烧伤创面常见多重耐药菌均有杀菌效果，提示临床需利用臭氧剂型特点

选择，以达到最佳应用效果。 

 

 

PO-1099 

烧伤病房环境中创面常见致病菌的分布特点与院感防控 

 
叶子青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对烧伤病区环境主要创面病原微生物特征进行抽样分析，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与控制医院感

染的发生。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8 年 7 月某省烧伤治疗中心的烧伤病区环境为监测对象，对病区空气、

物表进行不定期微生物学监测，空气采用自然沉降法取样，物表以无菌棉拭子涂抹法取样。 

结果 烧伤创面常见致病菌在烧伤病区环境中均可检出，其中空气革兰阳性菌检出率 20.93%，分别

为金黄色葡萄球菌（6.98%），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13.95），革兰阴性杆菌占 2%，全部为铜绿

假单胞菌，真菌检出率为 13.95%，全部为丝状真菌；病房物表革兰阳性菌检出率（48.78%），分

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17.07%），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24.39%），肠球菌（7.32%），革兰阴性

杆菌占 34.6%，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4.88%），大肠埃希氏菌（9.76%），不动杆菌（7.21%），

肺炎克雷伯菌（2.44%），其他种类革兰阴性菌（10.2%）；真菌检出率为 21.95%，分别为状真菌

（17.07%）和酵母样真菌（4.88%）。 

结论 烧伤病房环境空气和物体表面均能检出创面常见致病菌，环境来源病原菌是医院感染的重要

原因，应加强病房重点区域的清洁消毒工作。 

 

 

PO-1100 

大面积烧伤患者静脉导管感染防控的护理策略 

 
孙燕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目的 采用预见性护理措施，降低重度烧伤患者导管感染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总结 70 例重度烧伤患者在治疗期间静脉通路置管及维护操作中，预见性实施以下护理措

施：选择置管方式；选择静脉；无菌操作技术的规范化；穿刺点周围的创面护理；置管及其输液附

属装置的连接、维护等。 

结果 除 1 例因伤后第 7 天出现菌血症，导管尖端培养阳性，不能确定为导管相关性感染外。其余

PICC 置管 18 次、深静脉置管 197 次均未发生导管相关性感染、导管尖端细菌培养阴性，外周静脉

置留针静脉治疗临床未发生置管后并发症，临床治疗均按计划执行。 

结论 预见性实施规范化有效的护理措施，可以预防导管相关感染的发生，保证治疗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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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01 

大面积烧伤病人休克期抗休克的护理体会 

 
孔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大面积烧伤病人休克期抗休克的经验。 

方法 对科室 10 例大面积烧伤病人伤后 48 h 内的抗休克措施进行总结。发生的休克系低血容量休

克,其实质是微循环灌注不足，如果未得到及时纠正,可带来广泛的组织缺氧,使休克症状进一步加

重；反之,如果补液量过多,则大量液体积聚在组织间隙,使组织水肿加重,氧弥散距离增加,进一步

造成细胞缺氧,加重器官功能衰竭。同时使创面水肿,痂下感染机率增加,导致后期治疗困难。 

结果 结果 10 例病人均平稳的度过休克期 2 个月后得以治愈出院。结论每小时尿量能敏感反映肾脏

等重要器官血液灌流情况,也可以作为调整补液速度的较敏感指标。 

结论 经过临床实践，精心护理，优质服务，得到了满意的护理效果。 

 

 

PO-1102 

生物纤维素敷料用于二度烧伤及供皮区创面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潘选良

1
,韩春茂

1
,陈国贤

1
,范友芬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2.宁波市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多中心、随机、平行对照的临床研究，评价生物纤维素敷料治疗烧伤创面的有效性及安

全性。 

方法 选择 2 个研究中心的 208 例二度烧伤创面或断层皮片供皮区创面作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表

随机入组，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104 例。每个病例观察一处创面，每处创面面积 100 平方厘米。试验

组使用生物纤维素敷料覆盖创面，对照组使用凡士林纱布覆盖创面。根据创面条件和渗出情况，2-

3 天换药 1 次，分别于治疗 0 天、3 天、5-7 天、12-14 天、19-21 天、26-28 天观察并记录创面情

况 1 次，包括红肿、渗出物、创面大小、疼痛感受等，观察至创面完全愈合或治疗 28 天终止研

究，并对过程中所有不良事件进行记录。 

结果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创面愈合时间分别为 10.05±4.33d 和 10.77±4.30d(p=0.110)，无统计学

意义。试验组浅Ⅱ度烧伤创面愈合时间为 8.12±2.15d，较对照组(9.30±3.68d)缩短

1d(p=0.133)。两种敷料在减轻疼痛、改善伤口状况方面无显着性差异(P>0.05)。生物纤维素敷料

不良反应少于凡士林，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生物纤维素敷料应用于Ⅱ度烧伤创面及断层皮片供皮区创面的疗效和安全性与凡士林纱布相

当，可为烧伤创面处理提供一项新的敷料选择。 

  

 

PO-1103 

异体皮肤制备与移植的生物安全风险 

 
叶子青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近三年皮肤组织库异体皮肤制备过程的职业暴露，及异体皮肤微生物学、异常皮

肤组织病理学分析，为临床相关医务人员提示生物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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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整理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异体皮肤获取资料，收集参与制备异体皮医务人员职业暴露

信息，分析异体皮入库微生物学及异常皮肤组织病理学结果。 

结果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三年间，医务人员职业暴露 5 起，均为鼓式取皮刀刀片划伤；异

体皮肤入库微生物学检测均为阴性；异常皮肤组织病理送检共 3 例，其中皮肤色素痣 2 例，真皮层

色素颗粒 1例，无皮肤肿瘤病例。 

结论 异体皮肤是大面积烧伤患者植皮的主要供给来源，其制备和移植过程有一定程度的生物安全

风险。 

 

 

PO-1104 

探究镜像疗法在上肢电击伤伴神经损伤患者中的应用 

 
袁林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究镜像疗法对上肢电击伤伴神经损伤患者功能障碍的改善情况。 

方法 将 2018 年后上肢电击伤伴神经损伤患者在我康复中心接受烧伤康复治疗的 3 例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 2 例，对照组 1 例。治疗组：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和功能性电刺激同时还进行镜像疗法；对照

组：只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和功能性电刺激。采用 Carroll 上肢功能评定标准对上肢及手功能进行

评分和 ROM·MMT 测定，通过 t检验比较 6个月后对照组与治疗组手功能的康复程度。 

结果 （1）治疗组与对照组年龄均值无统计学意义（t=0.03，p>0.05)。（2）治疗组：治疗前后

Carroll上肢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且 ROM·MMT 改善较好。 

结论 镜像疗法能改善关节功能障碍和手功能，降低致畸致残的概率。 

 

 

PO-1105 

软聚硅酮银离子泡沫敷料在小儿Ⅱ°烧伤创面应用的疗效观察 

 
薛继东, 狄海萍,夏成德,曹大勇,邢培鹏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软聚硅酮银离子泡沫敷料促进小儿Ⅱ°烧伤创面愈合的疗效。 

方法 笔者在本单位 2016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入院患者选取 32 例皮肤Ⅱ°烫伤患儿，年龄 2-8 

岁，伤后 10 小时以内入院，烧伤面积在 3-12%TBSA，随机分为敷料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敷料组患儿伤后即应用软聚硅酮银离子泡沫敷料包扎创面，对照组使用含

银抗菌敷料凝胶包扎。比较两组创面愈合时间、感染情况、疼痛程度和愈合质量。 

结果 敷料组患儿平均愈合时间为（10.33± 2.24）d，对照组平均愈合时间为（14.14± 2.59）d,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敷料组疼痛相对较轻（P<0.01）, 愈后色素沉着和疤痕增

生程度也同样较轻，但两组感染率无明显差异。 

结论 软聚硅酮银离子泡沫敷料用于小儿Ⅱ°烫伤创面，具有促进创面愈合、预防感染、减轻创面

色素沉着等优点，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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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06 

臭氧对原代培养人表皮细胞作用的体外研究 

 
赵超莉,叶子青,阮琼芳,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不同时间臭氧气浴干预对体外原代培养人表皮细胞结构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原代培养人表皮细胞并行免疫细胞化学鉴定。人表皮细胞传代接种入 24 孔培养板贴壁生

长，实验分为 3 组(n=7)，即：纯氧组(02组)，细胞培养板内加入 400μL 纯氧作用 15 min，加入培

养液进行培养；臭氧气 50μg/mL 组和臭氧气 80μg/mL 组，每组培养板里分别加入 400μL 臭氧作

用 15 min 后继续进行培养，分别于培养 2、4 h 收集细胞悬液及破碎细胞后测定细胞乳酸脱氢酶

(LDH)漏出率，台盼蓝染色计数细胞死亡率。对数据以 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两组间比较采取

χ2 
检验，以 p<0.05或 p<0.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与 02 组比较，03 50μg/mL 组表皮细胞培养 LDH 漏出率在 2、4 h 均降低(P< 0.05)，03 

80μg/mL 组均明显升高(P< 0.01)，且 03 80μg/mL 组 4 h 较 2 h 升高明显(P< 0.05)。与 02组比

较，03 80μg/mL 组表皮细胞培养的细胞死亡率在 2、4 h 均升高(P< 0.01)，且 4 h 较 2 h 升高明

显(P< 0.01)。 

结论 不同浓度臭氧分别干预体外原代培养人表皮细胞后分别进行培养 2h、4h，03 80μg/mL 浓度组

表现出对细胞有明显损伤作用；而 50μg/mL 臭氧浓度组对细胞 LDH 漏出率及细胞死亡率均低于较

高浓度（03 80μg/mL）组,为进一步临床应用提供实验基础。 

 

 

PO-1107 

特重度烧伤患者俯卧位机械通气护理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 

 
梁继红,孙燕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护理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用于特重度烧伤患者俯卧位机械通气的临床效果。 

方法 护理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实施前 1 年的特重度烧伤曾使用俯卧位机械通气患者 15 例为对照

组，实施后 1 年内特重度烧伤曾使用俯卧位机械通气患者 18 例为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的住院天

数以及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住院天数为（32.2±2.2）d,低于对照组的（36.4±3.2）d ；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发

生率为 5.6%，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40.0%。 

结论 特重度烧伤患者病情严重,存在疾病相关风险, 护理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用于特重度烧伤俯卧

位机械通气患者可以减少患者住院天数，减少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烧伤科的护理质量，符合

患者的病情需求,患者获得良好预后,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O-1108 

烧伤科病房环境细菌检测及药敏试验结果分析 

 
赵超莉,吴红,叶子青,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通过对本院烧伤科病房环境进行细菌检测及药敏结果分析，判 

断是否存在耐药菌株传播，为制定积极有效的消毒灭菌措施和控制院感传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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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于 2018 年 1 月 - 3 月对本院烧伤科病房三个病区的病房环境，包括盥洗间水龙头、台面、

门把手、病床护栏、床头柜台面、心电监护仪及输液泵按键，浸浴间浴缸扶手、病房环境等分别进

行为期一周采样细菌培养，结果行菌落计数，细菌学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在采集样本周期内，烧伤科病房环境物体表面检出细菌数呈递增趋势，分离所得的 15 株鲍

曼不动杆菌中有 8 株、21 株铜绿假单胞菌中有 13 株药敏结果显示，均存在多重耐药及泛耐药性，

检出 7株 MRSA。 

结论 烧伤病房环境物体表面检出烧伤优势菌株，且呈现出多重耐药及泛耐药。病区存在一定的交

叉感染风险。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 MRSA 可通过空气或病房内物品等多种媒介传播，进

而在人体定植，病房环境严格消毒对阻止院内感染的传播尤为重要。需采取有效消毒隔离措施，防

治院内感染的流行。 

 

 

PO-1109 

特重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伴心脏病患者临床护理措施 

 
张笑雪,王艺青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 2017 年-2018 年收治的特重烧伤老年患者合并吸入性损伤伴心脏病的 4 例病例，通过及

早发现，早期干预治疗，及 多学科会诊结合专科特点救治成功的病例。 

方法 通过回顾 2 年来特重烧伤老年患者合并心脏疾患的成功救护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护理

质量。 

结果 特重烧伤老年患者并发房颤，通过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多学科会诊成功救治患者。 

结论 跨专科或需多学科共同合作，综合患者病情逐步推进患者诊疗的过程，综合各专科护理特点

制定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护理措施。 

 

 

PO-1110 

重症烧伤患者开始肠内营养时机的临床研究 

 
王德运,栾夏刚,李莉,王斌,丁晶,吴红,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比较重症烧伤患者不同时机开始肠内营养的临床治疗效果，找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肠内营养时

机,为大面积烧伤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将 2014 年 6~12 月我院烧伤科重症病房收治的 35 例和 2015 年 1~6 月收治的 35 例 50%以上烧

伤面积的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在休克期(伤后 48 小时内)进行肠内营养，研究组在休

克期后(伤后 48 小时后)进行肠内营养支持治疗，统计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

及消化道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并检测两组患者与营养相关的血常规及血生化指标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脓毒症及死亡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p<0.05），同时研究组的血小板计数，淋巴细胞绝对值，血红蛋白及甘油三酯含量与对照组相比

明显升高，CRP明显降低（p<0.05）。 

结论 重症烧伤患者休克期过后开始肠内营养与休克期开始肠内营养其喂养不耐受、脓毒血症及死

亡的发生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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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1 

强化阶段性健康教育应用于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田莹,孙燕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目的 通过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实施强化阶段性健康教育，从而提高大面积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对我院重症烧伤科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120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按入院、休

克期、感染期、康复期、出院的顺序和患者的疾病发展阶段，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实施阶段性健康

教育，宣教当天评价患者理解度并签字，并且在宣教 3 日后由比宣教护士层级高的护士进行后期效

果评价，根据评价效果进行强化指导，对患者认知水平、住院期间满意度、生活自理能力、住院天

数、健康教育效果、康复率进行综合评定。 

结果 强化阶段性健康教育可降低大面积烧伤患者的住院天数、提高患者满意度、增加患者知识水

平及生活自理能力。 

结论 强化阶段性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大面积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 

  

 

PO-1112 

特重烧伤患者小剂量镇静镇痛疗效观察及护理集束化管理 

 
张笑雪,景福琴,岳亚楠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镇痛镇静药物在重症烧伤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及其疗效，有效的落实各项专科护理措施。 

方法 监测患者给药后,每小时观察及动态评估瞳孔，神志，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呼吸频率、心

率、血压 监测并记录患者给药后心动过速、高血压、缺氧、心动过缓、低血压、呼吸抑制的发生

情况。结果患者给药后减少了躁动、意外拔管的几率，达到了安静合作、容易唤醒、能服从简单指

令目标要求。 

结论 重症烧伤患者适当应用镇痛镇静药物,临床效果良好利于治疗安全稳定。 

 

 

PO-1113 

重症烧伤患者院内染报告分析与护理体会 

 
张绍慧,孙燕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目的 目的分析重症烧伤患者感染菌的菌种，并探讨具体的护理方法。 

方法 方法统计分析 2013 年 3 月――2018 年 2 月在本院烧伤病房的 200 例患者的感染菌种和临床

资料，同时制定详细有效的护理措施，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结果 结果分析 609 株烧伤感染菌的菌种，铜绿假单胞菌所占比例最多，约为 58.75%，其次较多的

菌种为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所占比例分别为 17.95%、9.62%、8.97%。 

结论 结论及时了解烧伤创面的感染菌种类，采用合理有效的护理措施，加强病区环境管理，降低

环境污染，正确处理创面，严格无菌操作，加强营养，心理疏导，提高机体免疫力及合理使用抗生

素等是有效控制大面积烧伤感染的最佳方法,并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促进其早日康复,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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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4 

水胶体敷料在预防器械相关性压疮中的应用与体会 

 
张笑雪,王亚平,郭春萍,景福琴,刘冰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往往会对患者本身进行压疮风险的评估，但因救治所需应用器械、设

备通常不会及时评估，我病区在应用水胶体敷料作为衬垫后，减少减轻了因抢救时造成的器械相关

性压疮。 

方法 医务人员在使用医疗器械时除增强防范意识，评估患者压疮风险的同时，将可疑会发生器械

相关性压疮的皮肤进行完全清洁，提前使用水胶体敷料覆盖或作为衬垫品，每班次对所覆盖皮肤进

行评估，每 3日对敷料进行更换等方法，起到了对器械相关性压疮的预防作用。 

结果 通过护理人员对医疗器械、患者自身压疮风险评估、管路妥善固定，以及预防性应用水胶体

敷料的早期干预方式，减少医疗器械造成的压疮。 

结论 应用水胶体敷料预防，高危医疗器械所造成的压疮效果明显，同时减少护理人员工作量，值

得推广。 

 

 

PO-1115 

磺胺嘧啶银混悬液及纳米银银烧伤膏对比的护理体会 

 
孔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采用磺胺嘧啶银混悬液外涂暴露疗法及纳米银银烧伤膏治疗浅Ⅲ度烧伤的护理体会。 

方法 对近期浅Ⅲ度烧伤住院患者全程规范运用外涂磺胺嘧啶银混悬液外涂暴露和纳米银银膏治

疗，对深度创面进行早期耕耘减张处理；同时做好休克期、创面、基础护理、心理护理、营养支持

等环节的护理 

结果 创面全部愈合。创面愈合时间最短 40 天，最长 64 天，平均 48 天，均达到生理性愈合，无畸

形，无功能障碍。 

结论 浅Ⅲ度烧伤运用此治疗方法治疗，配合合理正确的护理方法，可提高治愈率，促进创面再生

修复。 

  

 

PO-1116 

颜面部烧伤伤残患者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 

 
张笑雪,郭春萍,王艺青,岳亚楠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烧伤患者，尤其是特重烧伤患者经救治后仍有伤残、畸形，既影响其回归社会更对其个人心

理造成更多压力，通过调查表，问卷，日常评估等方法，得出烧伤后影响社会交往及人际关系的相

关性. 

方法 应用一般情况调查表，问卷，连续性跟踪调查对 30 名烧伤伤残（包括颜面部、肢体、关节部

位等）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评估。 

结果 烧伤患者性别，婚姻状况 ，及有无截肢，面部毁容，原有社会形象及对治疗预期值等，对其

社会交往，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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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烧伤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程度和伤残程度密切相关，护士应帮助患者尽早自我完善，主动走

向社会，回归生活。 

 

 

PO-1117 

“6S”管理模式在重症烧伤科用药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范文雪,孙燕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6S”管理在药品管理中的应用，以规范病区药品管理，提高患者用药安全。 

方法 制定出一整套安全可行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并将“6S”管理理论及管理模式应用在药品管

理中，即从整理、整顿、清扫、规范、素养、安全六个项目，实行全员参与和专人负责制，要求人

人遵守细节，养成良好的习惯，完善药品管理制度，定期检查，不断改进。 

结果 病区药品管理质量、药品管理的安全性和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保证了患者的用药安全。药品

储存、养护与效期合格率为 100％。药品定位摆放、账目相符、无 1例过期、失效药品。 

结论 通过制定并实施 6S 管理流程及制度，增强了护士的安全意识，降低了用药差错的发生，有效

地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提升了护理质量，是病区用药质量控制的有效方法。 

 

 

PO-1118 

亲情护理在老年烧伤患者的应用 

 
黄丽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探讨亲情对老年烧伤患者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老年烧伤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临床常规治疗与护

理，不进行其他护理干预。实验组患者除接受临床常规治疗与护理外，再给予亲情护理干预，观察

两组患者平均住院日。 

结果 观察组老年烧伤患者平均住院日明显少于对照组。 

结论 亲情护理能有效减少老年烧伤患者的并发症，提高患者的配合度，缩短平均住院日，促进患

者早日康复。 

 

 

PO-1119 

疤痕康复控制预防关节能够部位畸形 

 
雷君遥 

1.君媛贸易有限公司《专业疤痕康复中心》 

2.专业疤痕康复 

 

目的 就探讨疤痕预防的疗效以及关节功能部位畸形的控制，利用增生后吸收的疤痕，控制疤痕对

患者生活关节功能部位造成障碍畸形等。 

方法 主要以手法按压康复疤痕软化膏软化按压及压力疗法，低温软塑板支架原位固定，预防和控

制疤痕造成的畸形问题进行康复实践！要康复疗法：手法按压康复，滋润保湿，预防水泡高峰期再

次创面形成，待患处皮肤相对稳定，及时进行相应的功能康复锻炼！。本人回访自 20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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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每年平均 200 多例）于我处康复的各功能关节部位的康复患友，对各部位康护理案

例进行总结分析，得到数据支持，大部分能坚持康复的患者愈后效果良好，还有小部分患者因疤痕

康复时间漫长，没能坚持康复到疤痕的最后吸收期，未达到理想的康复效果，部分患者还是有关节

功能部位严重挛缩畸形挛。而能够坚持康复到疤痕最后吸收的康复案例均已恢复，关节功能恢复到

理想的效果。 康复效果可结合实际案例（下面有实际康复案例对比图片）综上案例也证明手法康

复结合物理压力疗法，可达到良好的康复效果。使患者关节恢复良好。 

结果 在这些疤痕康复的案例中，确实做到了减轻患友的身心痛苦和经济压力！在给患友康复护理

期间，也曾给严重烧伤患者做康复护理，三度面积达百分之七十，伤愈后把握时间好的坚持七个月

的康复，能自行开车，吃饭，七个半月回到工作岗位，确实是以最快速度，使得患友回到了社会和

工作岗位。 

大家也可着重看下手部的康复案例，手部烧烫伤也是十分常见的，畸形率也非常高，康复过程也是

较为复杂和漫长，（因为手的细小关节多，畸形率特别高）很多在伤口愈合过程中就开始疤痕牵拉

畸形等并发症就已经开始，因此及早介入迫在眉睫，早期预防伤口愈合中产生的次生功能障碍至关

重要！这不仅是给患者的身体患处，也给患者家庭经济和社会大大减轻了压力！ 

结论 我们应当饱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并及时进行相关康复措施，明白疤痕是可控、可防、可预、

可愈的，可修复的！增生并不是猛虎，因为它吸收后的弹性也是不错的！真正可怕的是：疤痕造成

的关节功能部位的牵拉畸形。早日让严重烧烫伤患者回归家庭工作和社会当中！是每个人患友和医

疗工作者的心愿 ！！！ 

 

 

PO-1120 

双侧预扩张胸三角皮瓣接力转移修复面部、颈部、鼻部或 

上唇瘢痕畸形 

 
陈欣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总结应用预扩张胸三角皮瓣经过分阶段、接力转移的方法，修复面颈部、鼻部和上唇烧伤瘢

痕术式的优缺点。 

方法 2011年 7 月-2018 年 7 月收治了的颜面烧伤瘢痕畸形的患者共 11 人，男 7 人，女 4人，年龄

11-48 岁。手术方法为一期于上胸部胸三角皮瓣下放置扩张器（450-500ml），经 5-8 个月的注水

扩张至 1000-1300ml；二期行双侧面、颈部瘢痕切除双侧胸三角皮瓣转移；3 周左右三期手术断蒂

时一侧皮瓣行颈部下颌瘢痕修复，另一侧根据患者瘢痕情况转移至鼻背部或上唇，用于鼻背部或上

唇的瘢痕修复；再经过 2-3 周，四期行鼻部或上唇皮瓣断蒂，同时行部分皮瓣修薄等改型手术，完

成初步瘢痕修复。随后再经过 1-2 次的皮瓣修整，达到最大限度利用预扩张胸三角皮瓣修复面颈部

瘢痕畸形的效果。 

结果 所有患者均利用双侧预扩张胸三角皮瓣分次接力转移，修复 2 处以上部位的瘢痕畸形，使面

颈部外观和功能得到较大改善。 

结论 通过预扩张双侧胸三角皮瓣接力转移的手术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扩张皮瓣，修复和改

善面颈部的瘢痕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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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1 

血管介入治疗对糖尿病足溃疡的疗效分析 

 
朱家源,黎贝珊,唐冰,胡志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介入治疗对糖尿病足溃疡愈合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外、内分泌内科及血管

外科住院，并且按照行“创面床准备”理论指导下处理的糖尿病足溃疡患者 138 例，根据入排标

准，选取下肢血管病变程度为中、重度患者共 91 例进行研究。将患者分为血管介入治疗组和非血

管介入治疗组，并进行疗效分析比较。 

结果 本研究共随访 91 例行糖尿病足溃疡患者，其中，行血管介入治疗的有 29 例，非血管介入治

疗的有 62 例，两组基线资料并无统计学差异。在统计终点时，血管介入组愈合人数为 21 人，非血

管介入组愈合人数为 31 人，两组比较，血管介入组愈合率比非血管介入组要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其中，血管介入组愈合植皮成活率为 72.4%，非血管介入组植皮成活人数为 44.4%，

两组比较，血管介入组植皮成活率比非血管介入组要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截肢率

上，血管介入组比非血管介入组要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行 logistic 回归进一步分析植

皮成活率对截肢率的影响，在校正介入治疗因素的情况下，植皮成活情况是截肢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17），植皮成活的情况下，截肢风险低。 

结论 对于糖尿病足下肢血管中重度病变患者，血管介入治疗能显著提高植皮成活率，提高创面愈

合率，减少截肢率，但不影响复发率和生存时间｡而且，植皮成活的情况下，截肢风险低。 

 

 

PO-1122 

自体表皮基底细胞治疗糖尿病猪创面的研究 

 
胡志成,唐冰,李晓卉,张剑,曹小玲,王鹏,朱家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评估自体表皮基底细胞治疗糖尿病猪创面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用链脲佐菌素诱导糖尿病猪模型。制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随机分为实验组（自体表皮基底

细胞治疗）和对照组（空白组）。观察创面愈合情况，采用 HE 染色和免疫组化评估创面上皮化，

炎症程度，血管化程度。 

结果 采用自体表皮基底细胞治疗糖尿病猪创面，与对照组相比，愈合速度显著加快，在术后 28 天

时，实验组已完全上皮化，而对照组则为 86.9%（p<0.05）。组织学分析显示，实验组的上皮化程

度显著优于对照组，并且，血管化程度更高，炎症水平更低。 

结论 自体表皮基底细胞能促进糖尿病猪创面愈合。 

 

 

PO-1123 

9 例难愈合痛风性溃疡在“创面床准备”下行植皮术的 

围手术期护理 

 
李舒婷,胡志成,唐冰,朱家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难愈合痛风性溃疡行植皮术修复的围手术期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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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创面床准备”的原则下，对 9 例难愈合痛风性溃疡做好术前创面处理、心理准备和皮肤

准备，术后做好体位护理，植皮区、供皮区的观察和保护，功能锻炼以及饮食指导等。 

结果 9例患者术后移植皮片均成活，无并发症发生，术后随访期间内无溃疡复发。 

结论 做好围手术期护理是提高难愈合痛风性溃疡行植皮术治疗效果的关键。 

 

 

PO-1124 

基于连续组织切片重建人体皮肤组织三维结构的研究 

 
朱家源,刘鹏,董云先,唐冰,胡志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为探讨皮肤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人工构建高仿生组织工程皮肤和 3D 生物打印皮肤提供解

剖基础。 

方法 选取 10 例正常成人大腿外侧全层皮肤标本进行连续切片后 HE 染色。在显微镜下扫描获取其

全景图像，运用 SIFT 算法进行快速自动配准。配准后手动图像分割和阈值图像分割出皮肤组织中

毛囊，皮脂腺和竖毛肌、汗腺的结构。三维重建出其模型，定量分析皮肤组织中真皮纤维含量、孔

隙率和平均孔隙直径的分布规律；毛囊细胞分布规律。 

结果 SIFT 算法图像配准方法配准组织切片的效果优于手动配准的方法，可以成功地重建皮肤表皮

和真皮，毛囊、皮脂腺和竖毛肌，汗腺的三维结构。人体真皮层纤维分布由上到下呈现逐渐变小的

趋势，真皮层孔隙率的大小由上到下呈现出逐渐上升的分布趋势，而平均孔隙直径大小的分布无明

显规律。大腿部皮肤组织中毛囊的解剖结构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单个，两个和三个毛囊。皮脂腺则

分布位置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布在毛囊和竖毛肌之间，另一类是分布在毛囊和竖毛肌之间以外的部

位。 

结论 基于皮肤组织连续切片和 SIFT 算法图像配准技术可以成功高精度重建皮肤表皮、真皮，以

及毛囊，皮脂腺、竖毛肌和汗腺等附属器的三维结构，定量分析各组织结构的分布特点，为人工构

建高仿生组织工程皮肤和 3D 生物打印皮肤提供了解剖基础。 

 

 

PO-1125 

臀上动脉轴型皮瓣结合负压引流技术治疗压疮 30 例 

 
王会军,李耀,蒋永能,赵炳瑜,鲁冰 

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目的 随着老龄化心脑血管疾病增加，长期卧床导致压力性损伤病人在不断增加，这些创面修复困

难，一般深达骨关节，修复时间长，是临床治疗难点，探讨这些创面的修复方法。 

方法 我们对 30 例臀部褥疮创面采用负压引流技术结合结合臀上动脉皮瓣修复。在局麻下行清创负

压引流术，常规引流 5-7 天，去除负压后继续换药，创面不新鲜，再次清创负压引流，反复 3-5

次。待创面肉芽生长，采用臀上动脉轴型皮瓣修复,皮瓣面积最大 20cm×12cm,最小 13cm×5cm。 

结果 30例臀部创面一期愈合的 25个部位,5个部位创面渗出,经换药后再次手术愈合。 

结论 对压疮病人通过换药与负压引流技术交替使用，可以明显缩短创面床准备，减少创面感染，

臀上动脉皮瓣血供充沛，血管恒定，可以携带更多的组织量覆盖压疮创面，修复效果确定，缩短住

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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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6 

早期应用重组人生长激素对严重烧伤患者的影响 

 
邵阳,贾军,马印东,黄国宝,李培龙,刘新庄,宋国栋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早期应用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对严重烧伤患者脓毒症发生率、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

征（MODS）发生率、死亡率、二度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血糖的影响。 

方法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连续收治的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烧伤科收治的成年严

重烧伤患者（40%≤烧伤总面积≤80%TBSA 或 20%≤Ⅲ度面积≤60%TBSA），有效观察病例数 36 例。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入选患者被随机分配到试验组（GHA 组，rhGH 休克期治疗组）和对照组（GHB

组，rhGH 标准治疗组）。对 GHA 组，从伤后 48h 内开始，每天晚上 9pm 肌肉注射 rhGH 1 次，连

续 14d，之后再继续注射等量等渗盐水（NS）7d。对 GHB 组，入院后给予 NS，从伤后第 7d 开始行

rhGH 治疗，其余同 GHA 组。分别统计 GHA 组和 GHB 组患者脓毒症发生率、MODS 发生率、死亡率、

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血糖。 

结果 GHA 组较 GHB 组脓毒症发生率低（P<0.05），GHA 组较 GHB 创面二度创面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

短（P<0.05）。而 GHA 组和 GHB组的 MODS发生率、死亡率以及血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严重烧伤患者早期应用生长激素可以降低患者脓毒症的发生率，缩短二度创面愈合时间及住

院天数，且与传统的休克期后应用 rhGH相比，患者的死亡及高血糖风险相同。 

  

 

PO-1127 

两种手术方法在颈部深度的治疗效果比较 

 
江碧川,高优,杨新蕾,张新合 

厦门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4医院 

 

目的 探讨颈部深度烧伤的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烧伤整形科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收治的 36 例颈部深

度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18 例病人处理方法为早期切痂后一期植皮，作为对照组；另 18 例病人为

早期切痂后包扎处理，3 天后予中厚皮片移植，作为治疗组；观察 2 组患者的 7 天时植皮皮片成活

率、10天时创面愈合例数。 

结果 治疗组 7 天植皮皮片存活率 97.03±1.93，高于对照组的 90.21±1.44；10 天时创面愈合例

数治疗组为 18例，对照组为 11例。 

结论 颈部深度烧伤早期切痂延期植皮可以提高植皮皮片存活率，缩短创面愈合时间。 

 

 

PO-1128 

家庭多成员烧伤患者家属心理的质性研究 

 
曾纯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目的 了解家庭多人烧伤入院期间患者家属心理的真实感受，为今后开展相关干预奠定基础。 

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对 2016 年 7 月—2017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0 个家庭多人烧伤

的家属进行非结构式访谈，并以 Colaizzi现象学研究法分析资料。 

结果 共归纳总结出 4个主题概念：心理负担重、压力大；角色冲突；不确定感；经济负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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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家庭多人烧伤对家属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医务人员不仅需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对患者家属也应给予人性关怀，与患者共同面对创伤，最

大程度的恢复其家庭成员的心理及生理质量。 

 

 

PO-1129 

臀骶尾部巨大难愈性压疮的综合治疗 

 
黄书润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目的 探讨长期卧床患者臀骶尾部巨大难愈性压疮的综合治疗方法。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解放军第 180 医院收治的臀骶尾部巨大Ⅲ期以上深度压疮患

者 23 例，予积极治疗原发病及并发症、加强营养、纠正贫血、控制感染、置流体悬浮床减压，同

时采用创面扩创后封闭性负压吸引、二期游离皮片移植、充分引流等综合治疗措施。 

结果 本组患者经一次植皮创面痊愈者 11 例，二次植皮创面痊愈者 10 例，2 例患者两次植皮后仍

骨外露，予咬除骨皮质，换药或局部皮瓣修复后痊愈。引流管放置最长时间为 55 天，创面愈合时

间 18-35天，压疮愈合时间 18-55天。随访 2年 3个月，压疮无复发。 

结论 对于臀骶尾部巨大难愈性压疮，妥善的围手术期处理，同时采用流体悬浮床减压、加强营

养、创面彻底扩创、封闭负压吸引、植皮修复等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效果良好。 

 

 

PO-1130 

手部复杂创面修复方法的改良及疗效观察 

 
黄书润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目的 探讨手部复杂创面修复方法的改良及疗效； 

方法 对 45 例伴深部组织外露的手严重损伤患者，对传统修复方法进行多项改良，采用人工真皮

（皮耐克）-封闭负压吸引（VSD）联合自体皮移植法、分段结扎腹部带蒂薄皮瓣法、腹部袋状延迟

薄皮瓣改良法进行修复。 

结果 皮耐克-VSD 联合植皮法修复患者 5 例，其中 3 例经二期手术创面痊愈，外形功能好，2 例因

深部组织裸露面积大，皮耐克感染溶解，肌腱部分坏死，经三期手术后创面愈合，手功能不良；分

段结扎腹部薄皮瓣法修复 38 例患者，断蒂及并指分离均同时进行，平均时间为术后 16d，术后皮

瓣无坏死，手术次数由以往四次以上减至两次，病程由数月缩短至 2～3 周，其中 35 例随访 1～6

年，外形满意，31 例手功能恢复好；采用腹部袋状延迟薄皮瓣改良法修复 2 例手脱套伤患者，皮

瓣成活好，创面封闭时间仅为 22d、24d，手功能尚可。 

结论 手部复杂创面如深部组织外露较少者可采用皮耐克-VSD 联合自体皮移植，如深部组织裸露面

积大，采用腹部薄皮瓣、分段结扎腹部带蒂薄皮瓣法、腹部袋状延迟薄皮瓣改良法等多种术式，可

及早封闭创面、减少手术次数、缩短住院时间，手外形功能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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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31 

罕见双侧锁骨下静脉置管均异位 1 例 

 
黄书润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讨论 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逆行进入颈内静脉或是引起室上性心动过速均较少见，本例患者双侧置

管均异位并出现并发症更属罕见。左侧锁骨下静脉置管后立即出现心率极度增快，原因是置入的导

丝或导管过深，术后经胸片检查见导管末端已进入右心房，直接刺激右心房壁或上腔静脉入口与右

心房后壁交界处的窦房结，使心脏异常兴奋所致。经及时处理后，没有出现严重后果，但延误了手

术进程，给后续治疗带来影响，需引以为戒，一经发现应立即拔除。右锁骨下静脉置管逆行入颈内

静脉，原因可能是操作时头部过度偏向对侧，使静脉角由直角变为钝角、导丝尖端改变方向而进入

颈内静脉。造成中心静脉压监测值偏高，误导病情分析和判断。所以对于体型较矮，特别是烧伤早

期水肿明显的患者，操作时应注意体位摆放，严格按规范置管，注意导丝及导管进入方向和深度，

必要时可在超声引导下穿刺
[1]
，或是尽量选择股静脉置管，同时严密心电监测，术后常规 X 光检

查，及时发现、处理问题。 

 

 

PO-1132 

护士视角下烧伤患者尊重需求满足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江晓声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目的 探讨影响烧伤患者尊重需求满足的因素，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以提高烧伤患者尊重需

求满足程度，提升烧伤患者住院体验。 

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对某三甲综合医院烧伤中心的护士进行深度访谈。 

结果 烧伤科护士认为影响烧伤住院患者尊重需求满足程度的因素主要有：患者伤情及自身因素、

家庭支持、同病房其他人员、护士语言与行为、护士心理护理能力与主动性。 

结论 护理管理者应针对护理缺陷抓好护理质量管理，注重患者的心理护理以及关注患者的家庭支

持系统，注重维护患者尊严，更好地满足烧伤患者住院期间的尊重需求。 

 

 

PO-1133 

重度烧伤患者不同时期护理需求的调查分析 

 
江晓声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目的 调查重度烧伤患者不同时期的护理需求重点，为实施针对性护理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自制的调查表，对 58 例重度烧伤患者分别在休克期、感染期、康复期进行护理需求调

查。 

结果 不同时期重度烧伤患者的护理需求侧重点不同，在休克期，患者认为最重要的护理需求为解

决疼痛，满足生理需求；在感染期，患者认为最重要的护理需求为促进创面恢复的各种护理措施；

在康复期，患者认为最重要的护理措施是帮助其掌握抗疤痕的锻炼方法。 

结论 重度烧伤患者不同时期的护理需求重点不同，应根据患者的需求做到有针对性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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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34 

两种不同交流方式在直升机上救护中的应用 

 
林玉丹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目的 探讨两种不同的交流方式在直升机上救护中的应用。 

方法 采取规范的手语方式及小白板写字的交流方式进行，通过规范设计的手语及小白板临时写上

简单的词句，参加训练人员在未上机之前培训直至掌握方可上机。 

结果 两种交流方式均获得上机救护工作人员的认可，效果满意。 

结论 过使用两种不同的交流方式在直升机上救护的应用，可避免直升机的噪音影响交流效果，提

高工作效率，值得推广。可提高交流的准确性。 

 

 

PO-1135 

直升飞机模拟伤员救护演练标准流程的构建 

 
林玉丹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目的 对直升机模拟伤员（兔子）救护演练标准流程的构建并进行演练，为今后战争或自然灾害使

用空中救援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与某陆航战备演习相结合的训练方式，制定出直升机模拟伤员救护各类标准流程，包括

模拟伤员接机流程、静脉输液操作流程、伤员转运流程，并进行有序的相关演练。 

结果 在直升飞机上模拟演练 8 次，每次 1 只兔子，以静脉穿刺为例，共 8 只兔子穿刺 16 次，穿刺

成功 14次，失败 2次。 

结论 通过直升飞机上模拟伤员标准流程的构建及有序的演练，并不断的训练，为未来战争或自然

灾害使用直升机救援中，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提高伤员抢救成功率的关键。 

 

 

PO-1136 

护理流程管理在家庭多成员烧伤患者早期的应用与体会 

 
许翠玲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目的 总结护理流程管理在家庭多成员烧伤患者早期的应用体会。 

方法 对 2012 年 3 月-2017 年 5 月救治的 54 个家庭 138 例烧伤患者，实施家庭多成员烧伤患者入

院早期护理流程管理，具体措施：建立流程管理小组，制定护理流程，加强流程管理的培训，落实

流程的实施及跟踪评价。 

结果 54 个家庭 138 例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平稳渡过休克期。其中入院 24h 后因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死亡死亡 2例，放弃治疗出院 3例。余 133例患者均痊愈出院。 

结论 将护理流程管理思想和方法应用在家庭多成员烧伤早期治疗中，不仅简化了救治工作流程，

还提高了整体救治效率，保障了护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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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37 

皮耐克+VSD 技术+刃厚皮片移植联合修复复杂创面的临床应用 

 
刘江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零医院 

 

目的 探讨皮耐克+VSD 技术+刃厚皮片移植在复杂创面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0 医院烧伤整形科复杂创面的患者

26 例，患者创面均有肌腱或骨质外露，创面彻底清创后行皮耐克覆盖肌腱或骨质，表面再使用 VSD

敷料覆盖行封闭负压吸引，2 周拆除 VSD 后，可见皮耐克成活良好，覆盖肌腱或骨质组织，于皮耐

克表面行刃厚皮片移植修复。 

结果 26 例患者移植刃厚皮片存活率 100%，生长良好；3 个月后随访愈合良好，皮肤弹性好，无局

部皮肤破溃等。 

结论 皮耐克联合 VSD 技术在无血供的肌腱或骨质表面能形成类似人真皮的组织结构，再行自体皮

片修复从而为创面修复提供可靠的支撑，是一种快速、简单、有效处理复杂创面中深部组织外露创

面的方法。 

 

 

PO-1138 

改良菱形瓣修复骶尾部压疮 28 例 

 
张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医院,362000 

 

目的 分析和探讨改良菱形瓣修复骶尾部压疮的手术方法，并评价其临床效果。 

方法 使用改良菱形皮瓣修复骶尾部压疮 28例，观察术后愈合情况及并发症的情况。 

结果 采用此法的所有病例设计皮瓣均能完全覆盖创面，无感染，无明显猫耳形成，总共 28 例中只

有 2 例发生皮瓣末端局部坏死，无需手术经换药后自行愈合。 

结论 改良菱形皮瓣设计灵活，操作简单，手术时间短，是修复中小范围骶尾部压疮的良好选择。 

 

 

PO-1139 

镍电解液化学烧伤的治疗及镍毒理学探讨 

 
柴胜武 

金昌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镍电解液所致烧伤的治疗，降低其对人体的损害。 

方法 自 1988 年—2017 年共收治 352 例镍电解液烧伤的病人，采用早期冲洗，及早手术，清除残

留于创面上的镍电解液，保护肝肾及其它脏器功能。 

结果 352 例病人，创面均自然愈合或经切、削痂、手术植皮创面愈合，随访 3 个月-2 年，创面愈

合好，无功能障碍。  

结论 镍电解液化学烧伤,除热烧伤、化学烧伤外，还注意镍、铜、钴、锌等金属离子的损伤，早期

冲洗，及早手术清除残留于创面的残留物，并保护肝、肾等其它脏器功能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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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40 

高原地区冻伤救治经验 

 
王洪瑾,李毅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810000 

 

目的 提高高原地区冻伤患者的救治效果。 

方法 1、快速复温：入院后即刻温水浴（38℃~42℃）15~30 分钟。要求复温至冻区组织恢复感

觉，皮肤颜色恢复至深红色或紫红色，组织变软，特别注意指、趾甲变红润为止。时间不宜超过

30 分钟，否则组织的存活率下降并可增加坏死而致残。2、低分子右旋糖酐-40：冻伤治疗应用右

旋糖酐-40 效果最佳，可以增加冻区组织的存活率。右旋糖酐 8～10 mg／(kg·d)，连用 2 周，越

早使用越好。3、连续温水浸浴：用含有碘伏、氯已定的温水（38℃~42℃）连续温水浴 7 天，每次

15~20 分钟，每日 2 次，具有扩张局部血管改善微循环，消毒创面的作用。4、氧疗：持续鼻导管

吸氧和每日一次高压氧治疗，高原地区氧分压低，可以提高体内氧含量，改善局部微循环，利于冻

区组织恢复。5、卧床和禁止患处按摩：冻区血管受损，在受到外力作用后会导致继发性的血管损

伤而栓塞，造成冻区组织坏死增加，因此避免冻区组织承重和反复挤压。6、止疼：口服或者静点

止疼药，有助于缓解血管痉挛，以改善微循环。6、肌注破伤风抗毒素：冻伤属于深度损伤，且受

伤环境往往恶劣，必须进行破伤风抗生素的注射，过敏者行脱敏注射。7、降低血管脆性药物：维

生素 E、维生素 C 等，有助于保护受损的血管。8、创面处理：局部换药以保痂为主，保持创面清

洁干燥，换药过程动作轻柔，待坏死组织分界线清楚后再行手术治疗。9、全身支持治疗：注意保

暖，营养支持，保护脏器等综合治疗。 

结果 患者冻区组织得到最大可能的有效存活，截肢平面降低。 

结论 高原冻伤因原因是低温和低氧双重打击，因此治疗过程中一定要重视高原环境低氧因素的存

在。治疗要从多方面，多角度改善微循环，保护冻区组织；同时减少诱发冻区组织二次损伤的因

素，最终提高冻区组织存活率，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PO-1141 

15 例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分析 

 
范春节 

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坏死性筋膜炎的诊断及综合治疗。 

方法 对 2008 年 1 月-2018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坏死性筋膜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其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方法进行讨论。共 15 例患者，男 9 例，女 6 例，年龄最小 22 岁，最大 67 岁，所有患

者入院后即给予彻底手术清创、引流、全身及局部抗感染、对症支持治疗。 

结果 15 例患者大多数有外伤史，多有典型的局部表现、全身脓毒症症状，局部为皮肤红肿或苍

白，触之灼热，似皮革样僵硬，皮下捻发感明显，渗液恶臭味；随着病程进展恶化，患者出现畏

寒、高热、神志淡漠等全身表现；实验室检查提示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升高，血总蛋白及白蛋白明

显降低。经过及时手术清创，术中尽可能彻底清除坏死组织，术后多次换药、彻底引流，后期植皮

或皮瓣修复；辅以有效抗生素应用、全身支持治疗，15例患者均治愈。 

结论 1.病史、典型的局部症状及全身表现有助于该疾病的早期诊断，不单纯依赖或等待细菌学检

查的结果。2.一旦确诊为坏死性筋膜炎，应立即早期穿刺或切开引流，双氧水冲洗。3.及时、彻底

手术清创、引流是治疗的关键，对于侵袭广泛创面，需多次手术清创植皮。4.早期选用光谱抗生

素，兼顾厌氧菌，后期参照创面细菌学检查结果调整抗生素，围手术期全身营养支持治疗是保证植

皮效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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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42 

生物钟基因 BMAL1 对成纤维细胞增殖迁移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刘华振,吕开阳,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研究生物钟基因 BMAL1在瘢痕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探究 BMAL1在瘢痕形成中的作用。 

方法 1.收集瘢痕患者的瘢痕组织与配对正常组织样本，利用 Q-PCR、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织化

学实验检测 BMAL1 基因在瘢痕与配对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况。2.利用 Q-PCR 检测 HIF-1α 及 VEGF

在瘢痕组织与配对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况。3.在瘢痕及正常成纤维细胞中过表达及敲降 BMAL1，Q-

PCR 检测与瘢痕形成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4.利用细胞划痕实验、CCK8、Transwell 检测 BMAL1 对

瘢痕组织及正常皮肤中成纤维细胞增殖及迁移的影响。 

结果 1. BMAL1 在瘢痕及正常皮肤中均有表达，在瘢痕中表达量较正常皮肤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2. BMAL1 与 HIF-1α/VEGF 表达水平呈线性正相关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瘢痕及

正常成纤维细胞过表达 BMAL1 后，COL1A1、COL3A1 和 α-SMA 表达量升高，MMP2 和 MMP9 表达量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MAL1 敲降后，COL1A1、COL3A1 和 α-sma 表达量降低，MMP2 和 MMP9 表

达量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 BMAL1促进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结论 1.在瘢痕组织中 BMAL1 表达且表达水平较正常组织升高。2. HIF-1α/VEGF 表达与 BMAL1 表

达相关。3. BMAL1 可以增强皮肤成纤维细胞中 COL1A1 和 COL3A1 的合成，促进成纤维细胞的增殖

迁移，从而促进瘢痕的形成。 

 

 

PO-1143 

模拟回归体验室对面部烧伤患者回归社会的干预效果 

 
贺婷婷,吴巍巍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模拟回归体验室对面部烧伤患者回归社会的干预效果 

方法 自 2015 年 7 月-2017 年 7 月,选择笔者单位收治符合入选标准的 96 例面部烧伤患者,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 48 例，对照组 48 例。试验组患者出院前进入模拟回归体验室进行出院前回

归体验，模拟回归体验室体验内容主要是容貌改变后回归社会经常遇见的问题，主要包括：被陌生

人问及烧伤原因、被小儿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儿女不愿与其逛街、家属态度冷淡及被原有单位辞退

等；对照组患者正常出院，出院一个月后通过电话随访形式，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社会回

避及苦恼量表（SAD）对 96 例面部烧伤患者进行测评，其中试验组回收有效问卷 47 份，对照组回

收有效问卷 46份。 

结果 患者出院一个月后抑郁评量表评分结果显示，试验组 47 例患者发生抑郁患者 6 例，对照组

46 例患者发生抑郁患者 27 例；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评分结果显示，试验组分值为（10.7+4.2），

对照组分值为（17.6+5.8） 

结论 出院前模拟回归体验室体验可有效降低面部烧伤患者抑郁发生率，增加患者社会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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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44 

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改善成人瘢痕患者睡眠质量的前瞻性前

后队列研究 

 
吕开阳,刘华振,肖仕初,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探究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改善成人瘢痕患者睡眠质量的疗效。 

方法 对本院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住院进行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手术的烧伤成人瘢痕患者，

患者在点阵激光手术前后使用 ECG 记录仪（AECG-100A）监测患者睡眠情况，使用基于 ECG 的 CPC

（心肺耦合分析）软件（睡眠质量评估系统）自动处理和分析信号以生成睡眠象形图，进而导出睡

眠监测报告结果，报告结果中包括以下睡眠参数：在床总时间(TIB)、睡眠总时间(TST*)、睡眠效

率(TST*/TIB)、熟睡时间、浅睡时间、快速眼球运动（REM）睡眠时间、觉醒时间和初入熟睡时

间，对睡眠监测报告结果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统计分析睡眠参数的变化情况 

结果 在研究时段内，共 15 例成人瘢痕患者住院进行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治疗前后睡眠监测

报告结果显示睡眠效率（81.73±7.94% vs. 90.6±4.73%, P<0.001）、熟睡时间（2.23 ±1.13 

vs. 3.07±1.57，P<0.05）和熟睡效率（23.5 ±11.39 vs. 31.37±15.46, 0.05）明显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结果显示 REM 睡眠时间（1.9 ±0.66 vs.1.54±0.67, P<0.05）和觉醒时

间（1.63±0.78 vs. 0.85 ±0.52, P<0.001）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结果显示在

床总时间（10.32 ±1.39 vs. 9.77±1.33, P>0.05)、睡眠总时间（8.13 ±1.2 vs. 8.85 ±1.4, 

P>0.05）、初入睡时间 （123.27±121.1 vs. 87.9±96.9，P>0.05）、浅睡时间（3.89 ±1.56 

vs. 4.09 ±1.7, P>0.05）、浅睡效率（39.98±15.66 vs. 44.2 ±18.23, P>0.05）和初入睡时

间（39.98±15.66 vs. 44.2 ±18.23, 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剥脱性 CO2 点阵激光治疗可以显著提高成人瘢痕患者的睡眠效率和熟睡效率，降低觉醒时

间，改善成人瘢痕患者的睡眠质量。 

 

 

PO-1145 

基于混合虚拟现实技术的 3D 可视化手术精准导航系统在胸部异

物感染手术的应用 

 
黄志锋

1,2
,赖文

1
,郑少逸

1
,熊兵

1
,卞徽宁

1
,刘族安

1
,孙传伟

1
,李汉华

1
,马亮华

1
,罗红敏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2.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 

 

目的 随着外科手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复杂和困难的手术操作需要进行。特别是胸部的手术，外

科医生经常需要在狭窄的复杂解剖空间中操作重要心脏、血管组织包围的结构。不同病人重要组织

器官解剖位置的个体化的差别是导致手术误伤的原因。为了寻找一种更为方便临床医生进行精准个

性化手术的辅助引导方法我们进行了以下研究。 

方法 将病人的 CT、MR 等影像学资料进行三维模型处理，将需要手术部位的重要器官和组织三维显

示信息上传到云端。手术者佩戴 AR 眼镜（Microsoft 公司的 HoloLens MR 头部显示器），通过连

接局部网络到达云端下载此次手术的三维模型。手术者将虚拟的三维模型和准备手术的病人进行虚

拟影像和实体重合操作。重合满意后，可以在手术过程中佩戴 AR眼镜进行导航手术。 

结果 使用基于混合虚拟现实技术的 3D 可视化手术精准导航系统进行胸部手术导航 5 例，其中 2 例

为心脏临时起搏导丝感染胸骨骨髓炎病灶清除术，3 例为胸骨固定钢丝异物反应钢丝拔除术。与 20

例传统直视手术相比，使用此方法的手术定位更准确，手术误伤减低，寻找异物时间缩短，手术时

间明显缩短，手术切口明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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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于混合虚拟现实技术的 3D 可视化手术精准导航系统可以使手术医生及助手能够通过 3D 眼

镜隔着皮肤或软组织就透视看到胸部心脏。大血管等重要的器官，从而使手术更安全和更从容。能

有效缩短手术的时间，减少因为解剖变异带来的手术损伤，更能提高年轻医生的手术学习曲线，丰

富教学的生动与立体感。 

 

 

PO-1146 

慢性创面的综合治疗 

 
董茂龙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介绍并强调慢性创面综合治疗的重要性。 

方法 通过自己治疗的病例、对慢性创面的理解强调综合治疗的理念。 

结果 慢性创面应该采取多种手段综合治疗。 

结论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加快，各类慢性创面的患者越来越多（如糖尿病足、褥疮、各类

慢性溃疡）等。此类创面的患者往往存在年龄大，基础疾病多，全身状况差，治疗比较棘手。因此

需要内科医师、营养治疗师、康复理疗师、创面治疗专科护士、创面治疗专科医生等 MDT 团队团结

协作，合力救治。在具体的治疗上，需要考虑患者的全身状况，完善检查，准确诊断，采用换药、

植皮、皮瓣转移、负压封闭等综合手段进行创面修复。同时要对慢性创面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教

育，积极配合，预防复发。 

  

 

PO-1147 

硅酮在增生性瘢痕中的应用 

 
石文

1
,王一兵

2
 

1.山东省立医院，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2.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深度烧伤、创伤和手术切口等致伤因素导致的各种累及真皮深层及其以下组织的皮肤软组织损

伤（简称深度创伤），其修复过程不能达到组织的完全再生，而以结缔组织的无序排列为结局，导

致不同程度瘢痕形成。没有瘢痕就没有损伤的修复愈合。而瘢痕过度生长，除破坏外观外，还可引

起瘙痒、疼痛等异常感觉，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是增生性瘢痕患者就诊的主要原因。国际瘢痕防

治指南（2014）、欧洲瘢痕管理指南及亚太瘢痕管理指南均指出，硅酮产品为增生性瘢痕、瘢痕疙

瘩预防和治疗的金标准。硅酮通过水储留作用、水合作用减少瘢痕产生。对于新愈合伤口，硅酮可

以阻挡瘢痕表面水蒸气蒸发，起到一种类似皮肤角质层的作用，由于减少了水分通透性，从而减少

了瘢痕对毛细血管的需要，抑制了毛细血管的增生，减少了胶原的沉积，从而达到控制瘢痕增生的

目的。硅酮产品在伤口上皮化后即开始使用，硅酮凝胶每天至少使用 12 小时，最好 24 小时；广泛

的增生性瘢痕配合定制压力治疗，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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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48 

进一步重视压力治疗在增生性瘢痕中的应用 

 
邹仕波,张树堂,崔正军,郭鹏飞,魏爱周,孟庆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压力治疗方法在增生性瘢痕治疗过程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分析压力疗法治疗增生性瘢痕

的优缺点。 

方法 调查我院 2015 年 01 月-2017 年 12 月，从我院烧伤与修复重建外科和整形外科出院的烧伤和

瘢痕整形的患者，共计 496 人，年龄 1 岁-58 岁。记录他们瘢痕的位置，压力疗法的坚持情况，以

及疗效。 

结果 496 人瘢痕部位分布：手（270 例），颈胸部（120 例），面部（50 例），足（30 例），全

身多处（26例）。应用压力疗法的 132例，占 26.6%。 

结论 压力疗法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治疗增生性瘢痕的方法。但是压力疗法的普及率却很低。 

 

 

PO-1149 

一种改良型女性接尿器的设计与应用 

 
王博群,罗旭芳 

陕西省西安市空军军医大学 

 

 

 

 

PO-1150 

一种烧伤科专用被撑式多功能理疗仪的设计与应用 

 
袁丽,罗旭芳,白亚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一种烧伤科专用被撑式多功能理疗仪的设计方法及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科 100 例烧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使用传统的拱形架对被褥

进行支撑，观察组使用烧伤科新型专用被撑式多功能理疗仪。 

结果 两组患者使用体验和治疗效果以及护理治疗工作强度、创面感染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0.01) 。 

结论 本实用新型的烧伤科专用被撑式理疗仪集保温、消毒、理疗于一体，高度可调，可往复运

动，吊舱单元可更换，结构简单。使用时可以由医护人员或患者家属根据病患自身感受调节吊舱单

元高度、温度、往复速度或时长等参数，提高病患使用体验和治疗效果，降低护理治疗工作强度，

减少了感染的发生率，值得临床使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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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51 

肝素/类肝素外用治疗创面的体会 

 
张海瑞 

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目的 探讨肝素/类肝素外用在创面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3 例复杂创面经手术或非手术方法形成肉芽创面后外用肝素钠注射液和重组人表皮生长

因子凝胶局部换药。 

结果 23例患者创面经治疗 45-90d后愈合 

结论 外用肝素/类肝素有改善微循环、促进创面愈合作用，在治疗瘢痕起到了一定作用。  

 

 

PO-1152 

重度烧伤患者创面治疗相关性疼痛因素调查分析 

 
wangqing,周琴,石雪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调查分析重度烧伤患者创面治疗相关性疼痛的因素，采取应对措施，提高大面积烧伤患

者在创面治疗相关性疼痛的管理效果及质量。 

方法 参考 “长海痛尺”， “数字评分表”，以及医护人员伤口处理方法及技巧评估表对 62 例大

面积烧伤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 明确了影响创面治疗相关性疼痛的因素包括：翻身、变化体位（7.2 分），辅助治疗仪器

（5.6 分），辅助检查（5.2 分），各项护理操作（6.8 分），术后 24 小时（9.2 分），换药（9.4

分），功能康复(9.2 分)，皮肤护理与瘢痕治疗（6.4 分）；不同换药阶段患者疼痛程度不同，去

除敷料（7.6 分），清洁创面和清创（9.4 分），创面用药（7.2 分），创面包扎（6.7 分）；影响

创面换药治疗相关性疼痛的因素；创面接触的力度（轻 6.6/重 8.2），创面清洗液的温度（低

6.3/恒 5.2），医护人员业务技术（熟练 6.4/生疏 4.3），换药的时间（ 30min 以内

9.0/>30min9.4，社会支持关系（存在 5.6/否 7.2），是否使用相关镇痛药（是 4.3/否 9.6），患

者及周围环境因素（缓和 4.6/紧张 7.6）。对所研究的影响因素做了统计学研究，其研究结果有统

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通过对重度烧伤患者创面治疗相关性疼痛因素调查分析可见，在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在创面

治疗过程中换药治疗疼痛评分最高，其次是手术及功能锻炼；在换药治疗过程中清洗创面和清创所

承受的疼痛评分最高，在创面换药治疗中是否使用相关镇痛药，换药时间的长短及各种外在因素的

存在都会影响患者疼痛评分，因此医务人员需在全面评估造成患者疼痛因素的基础上制定个性化的

镇痛方案，以减轻患者疼痛，使其积极配合治疗与护理，促进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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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53 

烧伤患者的心理分期及治疗 

 
李树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烧伤患者多由于意外伤害突然发生所致，他们难以接受瞬间烧伤就一下子改变自己命运的现

实，懊悔、焦虑、担忧、烦躁各种心态交织在一起，产生复杂的心理变化。我们根据临床工作经

验，将烧伤患者临床心理变化及表现大致分为 3 个时期，即急性应激期、心理矛盾期和康复痊愈

期。 

方法 针对各期特点，提出相应对策，以便对患者的治疗和康复有所益处。 

结果 同时，人在困难时最需要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亲属是患者最可信赖的人，因此做好患者亲属

工作，让患者与其亲属密切接触，对治疗会有良好的效果。社会支持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一个重

要因素，具有缓冲作用，能促进患者身心健康，恢复其社会功能。 

结论 总之，将烧伤患者心理变化分成上述 3 个时期，只要我们医护人员在治疗上精心，护理时细

心，生活上关心，解释问题时耐心，对患者有同情心，根据不同阶段，采取适当的方式，就能使病

人较迅速地得到身心康复。 

  

 

PO-1154 

二度烧伤创面早期处理的“一期覆盖”治疗原则 

 
纪世召,肖仕初,王广庆,刘晓彬,郑勇军,侯文佳,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烧伤后创面早期及时合理处理对烧伤深度的转归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浅二度烧伤创面，表皮

坏死、缺损，部分真皮凝固变性，创面直接裸露外界、真皮层极易继续损伤，导致真皮瘀滞带扩

展、创面加深，因此，除外烧伤后现场急救进行充足的冷疗外，创面早期良好的保护处理是影响创

面转归的关键。本文旨在探索二度烧伤创面早期治疗的最佳临床实践。 

目前烧伤后早期创面主要采用抗菌药膏外用，其中磺胺嘧啶银一直是我国烧伤科急诊处理创面

的一线外用药，广泛用于预防或治疗烧伤创面的继发感染。然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陆续有

文献报道磺胺嘧啶银会延迟创面的愈合，其可抑制角质细胞的增殖，甚至使蛋白进一步变性而导致

创面加深，同时其在创面形成的药痂累积会导致坏死组织堆叠，此外应用磺胺嘧啶银时常规需要每

天两次换药，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创面的机械性损伤新生表皮，因此，目前很多文献呼吁磺胺嘧

啶银应该作为一种候选的烧伤创面治疗药物。同时，热水或火焰产生的皮肤烧伤，早期创面（6-8

小时）大都处于相对无菌洁净状态，根据伤口延期缝合理论属于Ⅰ类创面（类比于Ⅰ类伤口），此

时创面理想的处理方式应该进行一期封闭（类似于伤口的一期缝合），即采用理想的外用敷料保护

创面，避免真皮层创面的直接裸露，为促进创面上皮化提供理想的愈合微环境，而非以创面外用抗

菌药物预防创面继发感染为主要处理方式。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提出二度烧伤创面早期处理的“一期覆盖”治疗原则，建议在烧伤后早

期（6-8 小时内）采用理想的敷料覆盖保护，包括生物敷料异种皮或者现代新型敷料等。通过近年

来的临床实践证实二度烧伤创面早期进行“一期覆盖”（异种猪皮或新型敷料覆盖）保护可避免创

面加深、促进创面愈合，降低伤后瘢痕增生，同时可减少换药频率，减轻患者换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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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55 

49 例医源性皮肤损伤的临床观察 

 
李树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医源性皮肤损伤的治疗经验，预防医源性皮肤损伤的发生。 

方法 总结笔者单位近十年间 49例医源性皮肤损伤的原因、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及预防措施。 

结果 49例医源性皮肤损伤患者均治愈。 

结论 加强预防可减少医源性皮肤损伤的发生，及时对症治疗可减轻患者心理和经济负担，是避免

医疗纠纷的有效方法。 

 

 

PO-1156 

肛周感染致阴囊阴茎及软组织感染 4 例 

 
王鹏 

山东省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 总结我科近年来收治 4例肛周感染致阴囊阴茎及软组织感染病例治疗经验。 

方法 病例 1:患者 XX，男性，40 岁，因肛周脓肿并阴囊肿胀 3 天于外院行切开引流，转让我科治

疗。 

病例 2：患者 XXX，男性，52 岁，有糖尿病病史 10 余年，因肛周感染致左侧阴囊及左侧腹股沟软

组织感染破溃。 

病例 3：患者 XXX，男性，56岁，肛周脓肿致阴囊阴茎皮肤坏死并睾丸外露 1周入院。 

病例 4：患者 XXX，男性，67岁，因肛周脓肿并阴囊坏死睾丸外露 1周入院。 

结果 通过反复手术清创、VSD 引流、置管负压引流、皮瓣转移及植皮修复阴囊阴茎创面，可以覆

盖外露睾丸及阴囊内组织，恢复患者生理功能。 

结论  

 

 

PO-1157 

糖尿病足的外科治疗 

 
胡振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足部是糖尿病这个多系统疾病的一个复杂的靶器官。糖尿病患者因周围神经病变与外周血管

疾病合并过高的机械压力，可引起足部软组织及骨关节系统的破坏与畸形形成，进而引发一系列足

部问题，从轻度的神经症状到严重的溃疡、感染、血管疾病、Charcot 关节病和神经病变性骨折。

如果积极治疗不能充分解决下肢出现的症状和并发症，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糖尿病患

者中开展对足部问题的早期预防和治疗将有重要的意义。 

方法 世界上大约有 1.2 亿以上的人患有糖尿病，许多人伴发糖尿病足，可能最终发展到需要截肢

手术。糖尿病足治疗费用昂贵，不仅是患者的主要负担，也是整个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所面临的难

题。数据统计显示，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病人在溃疡的成因方面无明显区别，但溃疡发生率和

截肢手术的数量方面差异显著。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人群的特征，也反映了不同地区对糖尿病

足处理策略的差异。尽管糖尿病足的防治涉及许多方面，仍强调患者个体化水平的需要、多学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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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及减少截肢率。本文将从糖尿病足的流行病学、多级预防方案、病理生理改变及外科综合治

疗方案等方面作一综述。 

结果 尽管糖尿病足的防治涉及许多方面，仍强调患者个体化水平的需要、多学科协作，以及减少

截肢率 

结论 糖尿病足需要采取以外科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外科手术的早期干涉可显著降低截肢率。 

  

 

 

PO-1158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Simvastatin in a Rat Model 

of smoke Inhalation Lung Injury 

 
Zhengjun Cui,Jialin Sun,Ya G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PR China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imvastatin on early smoke lung injury 

in rats, 54 healthy adult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saline and simvastatin groups. 

Methods Following exposure to smoke, rats received simvastatin 50 mg/kg once daily or 

normal saline by gastric lavage; the normal group received no treatment or smoke 

exposure. At 6, 24 and 48 h after perfusion, arterial blood serum an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were collected for measurement of TNF-α and IL-6 levels, while TNF-α, 

IL-6 and NF-κB protein expression was evaluated in lung tissue. Histological analysis 

was also performed in lung tissue 48 h after perfusion. 

Results Smoke inhalation lung injury caus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NF-α and IL-6 

levels in serum an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at all time points. However, these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simvastatin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saline 

group at 24 and 48 h but not at 6 h. TNF-α, IL-6 and NF-κB expression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ollowing smoke exposure, but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24 and 48 h, but not 6 h, by simvastatin.  Histolog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exposure 

to smoke caused obvious hyperaemia and haemorrhage, alveolar structure destruction, 

alveolar septum thickening and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in the mesenchyme of 

lung tissue in the saline group. However, these 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simvastatin treatment. 

Conclusions Simvastatin may therefore protect against early smoke lung injury in rats 

by reducing serum and lung tissue levels of TNF-α, IL-6 and NF-κB. 

 

 

PO-1159 

拉杆式伤口皮肤扩展器（SSD）在烧、创伤高张力创面修复中的

应用得失 

 
邵华伟,王新刚,韩春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拉杆式伤口皮肤扩展器（SSD）在烧、创伤高张力创面修复中的应用越来越广，但对于其使用

指征的界定及应用效果的评判大多限于成功案例的范围，但细究 SSD 应用的原理，不难发现身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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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部位的皮肤张力对牵拉幅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本文试从身体体表不同分区皮肤延展性的角

度结合临床病例讨论 SSD的使用指征及应用建议。 

方法 按照体表不同分区皮肤延展性（固有弹性+加机械性蠕变），结合临床病例图片，讨论 SSD 的

使用指征及应用建议。 

结果  

•1：头部皮肤延展性差，使用受限，连续性牵拉可能有效，但不易实施。 

•2：颈部使用需注意张力，避免影响呼吸。 

•3：胸、腹、背部存在大量可动员皮肤，比较适合。 

•4：臀部需注意力线方向，适宜辅助皮瓣供区闭合。 

•5：小腿、前上臂需根据可动员皮肤存量，酌情使用。 

•6：手部、足部慎用，可能会影响功能。 

结论  

1：SSD更加适合应用于新鲜创面的闭合。 

2：根据皮肤组织可短期再延展的特性，连续 SSD或 SSD+VSD可覆盖较大创面。 

3： SSD是辅助闭合手段，还需考虑力线、外观、功能。 

4：扬“长”避“短”；因“地”制宜。 

  

 

PO-1160 

纳米银无菌敷料在小儿头面部深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体会 

 
马丽娜

1
,王贺

1
 

1.长春市儿童医院,130000 

2.长春市儿童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纳米银无菌敷料在小儿头面部深Ⅱ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7 月收治的 20 例小儿头面部深 II 度烧伤病例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在临床治疗同时，观察观察 3、5、7天有无高热发生，5、10、14天创面愈合率。 

结果 20 例头面部深 II 度烧伤患儿经补液、抗休克、抗感染等临床治疗下，第 3 天 1 例患儿发

热、第 5 天 2 例患儿发热、第 7 天患儿均无发热，其中 1 人出现高热惊厥；第 5 天创面愈合率为

35.12%±10.32、第 10 天创面愈合率为 62.34%±12.40、第 14 天创面愈合率为 83.67%±10.78，其

中 1 例患儿创面重度感染，经对症治疗后，症状均缓解。 

结论 纳米银无菌敷料抗感染效果好，能促进小儿头面部深Ⅱ度烧伤的创面愈合。 

 

 

 

PO-1161 

负压伤口治疗技术在腹部切口不愈的应用 

 
王军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 

 

目的 腹部切口不愈是腹部手术术后常见并发症，治疗方案较多，但效果均不十分理想。本文旨在

探讨运用负压伤口治疗技术治疗腹部手术后切口不愈的效果。 

方法 2017年 11月～2018年 8月笔者采用负压伤口治疗技术治疗腹部切口不愈共九例。 

结果 与传统开放换药及皮下置管持续负压引流（或加冲洗）的方法相比，负压伤口治疗技术治疗

切口不愈，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 

结论 负压伤口治疗技术治疗切口不愈具有操作简便、病人痛苦少、创面愈合质量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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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62 

63 例老年烧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刘文珍,刘平,黄丽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回顾 63例老年烧伤患者的护理过程，探讨老年烧伤患者的护理对策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3 例老年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烧伤原因，烧伤程度，是否合并有基础疾病

等进行相关护理措施 

结果 治愈 59 例，自动出院 4 例，平均住院日(32.2±5.6)d。4 例自动出院患者均为特重度烧伤患

者，2 例出现创面严重感染及脓毒血症。治愈患者中 9 例出现创面严重感染，经过抗感染、手术及

换药后均恢复良好，5例出现肺部感染，未出现压疮 

结论 根据老年患者的生理特点，在烧伤不同时期采取采取与之对应的护理措施，能明显减少了并

发症的 发生，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PO-1163 

大面积烧伤病人危重患者的护理体会 

 
杨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危重烧伤病人的护理措施 

方法 分析 3 例危重烧伤病人的临床资料，烧伤使病人皮肤破坏，保护屏障功能受损，机体抵抗力

下降，极易引起全身性感染，烧伤的面积越大，深度越深，对局部和全身的影响越严重，这就需要

良好的护理对烧伤病人疗效有着密切的关系 

结果 病人通过全面的护理措施得以康复出院 

结论 经过临床实践，精心护理，优质服务，得到了满意的护理效果 

 

 

PO-1164 

微生物定植：临床表现及瘢痕疙瘩形成的可能因素 

 
秦丹莹,赵聪颖,任盼,雷战军,李学拥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本研究以瘢痕疙瘩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切除的瘢痕组织进行病理学观察、基因测序、微

生物学检测及动物实验，证明微生物定植与瘢痕疙瘩形成具有直接相关性，并对检测出的微生物进

行分类、鉴定。 

方法 选择 36 名瘢痕疙瘩患者为研究对象。出现瘢痕疙瘩的部位如下：耳廓、肩部、胸部各 12

例。入选患者均于门诊接受瘢痕疙瘩切除术。切除的瘢痕样本采用组织涂片、微生物培养、制作组

织切片并行不同染色方法于光镜及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以确定瘢痕组织中是否有微生物存在；采用

基于 16s rDNA 的 PCR 检测方法及 Sanger 测序法对检出的微生物的种类进行鉴定；将鉴定出的同种

微生物接种于家兔耳部并设置空白对照组，21d 后处死并切取接种部位行病理性观察。 

结果 组织涂片结果显示：1000 倍油镜下可见微生物革兰氏染色阳性，为形态大小均匀的圆球状结

构，未见芽孢鞭毛，直径约 0.8μm；组织切片病理学观察可见：瘢痕组织内无正常皮肤组织结

构，可见较多血管，成纤维细胞过度增生；瘢痕组织内散在大小均匀的圆球状结构，未见芽孢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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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直径约 0.8μm，革兰氏染色阳性；电镜下显示：巨噬细胞内各级溶酶体数量众多，远超正常

组织，提示吞噬运动活跃，组织内有异物存在的可能；微生物培养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 28

例；表皮葡萄球菌 7 例，耐甲氧金葡菌 1 例；PCR 及 Sanger 测序法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 28

例；表皮葡萄球菌 7 例，耐甲氧金葡菌 1 例。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接种金黄色

葡萄球菌组的家兔耳部组织切片成纤维细胞增殖活跃，瘢痕增生明显。 

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可知，微生物定植与瘢痕疙瘩形成之间存在确切证据，这一研究突破有助于临

床医师更好地了解瘢痕形成原理并行深入研究，从而使得瘢痕疙瘩的治疗更具针对性且提高疗效、

降低复发率。 

 

 

PO-1165 

治疗面部沥青烧伤后创面感染一例 

 
苗盈盈,王忠新 

临邑县人民医院,253000 

 

目的 证实沥青烧伤后及时恰当的创面处理，早期发现创面感染并及早干预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方法 患者男，2018 年 7 月 18 日工作时沥青致面部烧伤，诊断为沥青烧伤、烧伤总面积 2%TBSA、

深度为浅Ⅱ~深Ⅱ°，合并眼烧伤。入院后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无菌纱布去除创面残余沥青，洗

必泰湿敷，纱布拭干外用湿润烧伤膏。换药至第 10 天，患者面部浅二度创面红润平滑，无肿胀，

少部分上皮化愈合，大部分坏死皮肤脱落，基底红润，附近上皮向周围扩散。患者要求出院，自行

换药 3 天后出现创面肿胀、瘙痒不适，门诊诊断为烧伤后创面感染。查体面部创面皮肤缺失，触

痛，部分创面充血、水肿明显，双侧颧骨区有白色渗出物。立即洁面后外用皮康霜，并行细菌与真

菌培养。3 天后真菌培养（-），细菌培养示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外用莫匹罗星软膏+皮康霜。换药

至所有创面全部上皮化愈合。 

结果 沥青烧伤后早期外用湿润烧伤膏，可以更好的以液化的方式，逐渐去除沾附沥青，不加重创

面损伤。沥青烧伤后感染，即便是浅二度创面愈合后也会有明显的疤痕与色素沉着，一定程度上会

对患者的心理造成创伤。对怀疑感染的创面，应及早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指导临床治疗。 

结论 启示临床工作中，密切观察创面变化，严格无菌操作，避免不必要的感染，并建议患者正规

治疗至创面愈合后再出院。 

 

 

PO-1166 

一种烧伤病人床上功能锻炼器的设计与应用 

 
刘娟,罗旭芳,雷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新型烧伤病人床上功能锻炼器在临床应用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我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烧伤面积约 40%，深二度烧伤患者 110 例，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 50 例，实验组 60 例，患者年龄在 20-60 岁之间，性别,文化程度无统计学

意义，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给予采取新型床上功能锻炼器及预见性护理。 

结果 实验组在肢体功能，康复锻炼、生活自理能力等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该烧伤病人床上功能锻炼器，结构巧妙，功能强大，通过使用该装置，能够方便烧伤患者对

自身的四肢进行有效的锻炼。此外，可根据患者肢体位置，通过简单的操作来实现吊带部位的位置

调节，综上所述，功能锻炼器极大的方便了烧伤患者在病床上的肢体锻炼，方便临床上的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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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67 

NPWT 联合持续灌洗技术在严重坏死性筋膜炎治疗中的应用 

 
汪建,于家傲,赵景春,于清华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NPWT联合持续灌洗技术治疗严重坏死性筋膜炎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我院于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 30 例成人严重坏死性筋膜炎患者。入院后给予及时彻

底清创，术后行负压为-60～-40 kPa NPWT 治疗并联合经冲洗管持续滴入 0.9%生理盐水 100 毫升/

小时的持续灌洗治疗，同时给予全身静脉抗感染、营养治疗、保护脏器治疗等。根据创面清洁程度

反复行清创术，每 5 天更换 NPWT 材料 1 次，待创面新鲜后拉拢缝合或移植自体皮封闭。记录手术

次数、NPWT材料更换次数、创面愈合情况、住院治疗时间，并进行远期随访。 

结果 患者手术次数为 2～6 次，平均 3.8 次，NPWT 材料更换次数为 1～5 次，平均 2.8 次。4 例患

者创面缝合痊愈；6 例患者创面部分缝合，残余创面经自体皮移植封闭。住院治疗时间为 20～49

天，平均 32 天，患者均痊愈出院。随访 1～12 个月，患者患处情况好、无破溃，均未复发坏死性

筋膜炎。 

结论 NPWT 联合持续灌洗技术能持续有效地清除筋膜间隙坏死组织和渗液，控制患处感染及炎症，

减轻患者痛苦，减少医务人员工作量，减少手术次数，缩短住院时间，是临床治疗严重坏死性筋膜

炎的有效措施。 

  

 

PO-1168 

Analysis of Casualties in 2014 Kunshan Explos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a Mortality Prediction Model for Severe 

Adult Burn Patients 

 
Junqiang Li

1
,Chenqi Tang

1
,Beiming Shou

3
,Xiao Fang

1
,Shichu Xiao

1
,Qian Tan

2
,Zhaofan Xia

1
 

1.Changhai Hospital， Naval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3.The Drum Tower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2014 Kunshan explosion caused 260 casualties, most of whom suffered from 

extremely severe burn injury.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specialized treatment model and clinical outcomes. Further, we establish a 

mortality prediction model to help make clinical decisions and allocate medical 

resources when treating severe adult burn patients. 

Methods Hospital information and medical records of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by field 

investigatio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alized 

treatmen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treatment model on the patients’ outcomes.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establish mortality prediction model and ROC curv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Results 185 patients were distributed in 20 hospitals in 7 cities to receive 

specialized burn treatment. The median of total burn size was 95%TBSA and the median 

of 3rd degree burn size is 85%TBSA. Inhalation injury and pulmonary blast injury were 

present in 174/185 and 92/185 patients, respectively. The main complications are 

sepsis (118/185), septic shock (77/185) and MODS (79/185). The LA50 of total burn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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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3rd degree burn size was 95%TBSA and 86%TBSA, respectively. Few deaths occurred 

after two months post injury and the average of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s 133 days 

per person. Among the 132 patients with ≥90%TBSA burn, 27 were treated in non-burn 

hospitals and 105 were treated in burn center hospitals.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1:1), each group had 26 patients and they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ge, total burn size, 3rd degree burn size, and admission time (P>0.05).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P>0.05), the mortality rate in burn 

center hospital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non-burn hospitals (50% vs. 65.4%). For the 

mortality prediction of ≥90%TBSA patients,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was 0.686 

(95%CI: 0.596-0.778) when only burn size and age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diction model. 

AUC increased to 0.823 (95%CI: 0.752-0.894) when APACHE2 score and SOFA score were 

included in the model. AUC reached to 0.942 (95%CI: 0.895-0.991) when the peak level 

of platelet and ventilation dependency index within 28 days post injury were added to 

the model. 

Conclusions The injury characteristic of aluminum dust explosion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disasters, which creates great gap between the needs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the local medical capacity. Improving the prehospital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triage efficiency is essential to increase survival rate in a mass burn 

casualty accident. W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 mortality prediction model for 

severe adult burn patients.The mortality prediction accuracy is limited when only burn 

size and age were included in the model, but it can be improved by adding variable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such as APACHE2 score, SOFA score, the peak level of platelet 

and ventilation dependency index within 28 days post injury. Further verification of 

this model is needed in the future. 

 

 

PO-1169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护理模拟教学方案的设计和评价 

 
张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设计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相关护理情景模拟教案，应用于烧伤休克期护理的模拟教学，并

评价教案的可行性。 

方法 运用头脑风暴法确立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护理基本知识、技能及综合能力要求，初步确立

情景模拟案例设计原则、内容、结构以及结合案例开展模拟教学的时间和形式，在此基础上运用专

家咨询法论证临床情景案例的总体可行性。 

结果 专家咨询权威系数 Cr=0.88，专家对案例设计的可行性判断变异系数均＜0.2，最终构建完成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相关护理的临床模拟教学案例。案例结构包含 8 大模块：包括教学安排、教

师地图、病案、学习目标（学生的目标和导师的目标）、模拟情景的设置、角色的扮演、物品的准

备、导师总结讨论反馈等。 

结论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相关护理情景模拟教案符合临床休克期护理基本特点和要求，应用于

临床模拟教学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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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0 

集束化护理在一例罕见低龄患儿口腔咽喉部烫伤并缺氧窒息中的

护理干预 

 
张玲玲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总结了我科１例集束化护理在罕见低龄患儿口腔咽喉部烫伤并缺氧窒息中的护理干预经验。 

方法 选取我科 2017 年 11 月期间收治的 1 例出生仅 4 个月的口腔咽喉部烫伤并缺氧窒息患儿，针

对患儿低龄和上呼吸道灼伤的特点，运用集束化护理进行干预，抢救成功且预后良好，经验总结如

下：1.成立实施集束化护理方案的实施小组。培训、指导和管理集束化护理措施的落实。2.健康评

估：集束化小组通过快速观察与思考，根据患儿的阳性检查结果，综合分析患儿目前存在的主要护

理问题：①有窒息的危险 ②清理呼吸道无效③有感染的危险④营养失调： 低于机体需要量⑤家属

文化水平低，存在知识缺乏。3.文献检索：根据针对患儿存在的问题选择数据库。4.确定护理问题

后，运用集束化护理干预理论有针对性采取护理措施。①紧急经口气管插管解除咽喉粘膜水肿导致

的窒息；有效的人工气道管理，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激素治疗、镇静、脱水、抗生素，

密切观察各种用药后反应及治疗效果；口腔护理：喷洒贝复剂（生长因子）促进创面愈合；依从性

差，合理应用镇静药物，专人护理，高度责任心；严格执行院感要求。②运用 NRS-2002 营养风险

筛查表对患儿进行风险评估，与医师一起制定营养支持计划。③心理护士制定心理疏导及育儿知识

计划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④护理评价。⑤出院及家庭康复指导。 

结果 运用集束化护理干预此罕见病例抢救成功，预后良好，在监护室 13 天转往烧伤普通护理单

元，住院 21天治愈出院且继续进行回访，患儿身体状况良好。 

结论 小儿咽喉热液烫伤，警示每个人提高认识，以防认识不足导致的窒息死亡；只要稳妥处理，

积极抢救，专业的集束化护理干预，预后良好。集束化护理是将“循证医学”的理念引入到患者日

常的床旁护理中。它不再是关注单一护理措施的执行。此案例运用集束化护理干预的成功也为以后

护理类似患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PO-1171 

重度吸入性损伤并发迟发性胸腔积液一例 

 
程大胜,李廷,贲道锋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通过重度吸入性损伤后晚期并发迟发性胸腔积液的临床个案报道，分析病因和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顾式个案报道 

结果 本例为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伤后 3 个月因肺部感染行气管切开，伤后半年余出

现气道内肉芽增生造成部分梗阻，引起反复肺部感染和胸腔积液，影响呼吸功能，经胸腔穿刺闭式

引流和强化抗感染得以控制。 

结论 吸入性损伤后，气管切开在吸痰引流、减少无效腔方面有自己的优点，但需定期复查明确有

无气道狭窄梗阻和肺部感染，并尽早治疗，纤维支气管镜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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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2 

烧伤浸浴法改良前后对比 

 
戴靖,袁洁 

贵阳钢厂职工医院贵阳烧伤医院,550000 

 

目的 浸浴是目前治疗烧烫伤患者的有效措施之一，可以有效的清除患者创面分泌物、脓痂及坏死

组织，减少创面污垢与细菌滋生，减少患者换药时的疼痛，在控制院内感染方面有积极的推进作

用。故浸浴池的清洁消毒是在减少病人之间交叉感染、控制多重耐药菌的暴发、细菌的耐药、缩短

患者 住院时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改良方法是以 2017 年全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重症烧伤患者 153 例，行 1696 次烧伤浸浴治疗实践中

得出。 

方法 2、 方法： 

2.1 改良浸浴前 

2.2 改良浸浴后 

3 轮管系统 

结果 采取以上改良方法后，患者再次浸浴前用含氯试剂擦拭物体表面后清洗干净，将一次性浸浴

膜罩罩在浸浴池上后，然后在浸浴池中加入一定比例的强氧化剂溶液，将患者身体或创面伤口浸于

温水或药液中，浸浴结束后用含氯试剂擦拭，清水冲洗，待干，用无菌操作方法，取浸浴池物体表

面作细菌培养。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改良措施，结合实验室数据分析显示，改良后较改良前菌落总数明显下降，

菌落总数由改良前的≥20CFU/cm2,下降到符合卫生学标准≤5CFU/cm2，且改良后的方法、措施可推

广应用，具体菌落总数如下表所示：单位（CFU/cm2） 

项目改良前改良后 

浸浴池表面≥20≤5 

浸浴池空气≥8≤3 

结论 患者浸浴后，不但创面分泌物明显减少，而且有利于彻底清除坏死组织和脓痂，减少创面细

菌数量，控制感染，还可以相对减轻患者清创时的痛苦；同时还可以改善全身及局部血液循环，促

进创面表皮细胞的愈合过程。
[1]
通过 153 例重症患者浸浴法改良前后的对比分析，在严格执行消毒

措施下，可有效的降低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降低多重耐药菌在院内的传播，控制院内感染。至今

无一例患者因浸浴措施发生交叉感染，且大大减轻了患者换药疼痛感，有效促进了治疗效果和患者

的恢复。 

  

 

PO-1173 

开胸心脏大血管置换术后高风险伤口的伤口管理 

 
马亮华,赖文,郑少逸,刘族安,黄志锋,孙传伟,李汉华,罗红敏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开胸心脏大血管置换术后高风险伤口的伤口管理。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份至 2017 年 12 月份期间在我院进行心脏大血管置换手术的 105例病人作为

研究对象。其中，15 例病人心脏手术后术区从术后第 1 天起给予持续 NPWT 治疗，设为 NPWT 组；

90 例病人心脏手术后术区按常规处理（术区放置纱布，每两天换药）并设为对照组。分析两组病

人一般临床资料，观察两组病人的切口愈合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等指标。比较两组病人 2 周

的切口愈合情况。 

结果 两组病人均为心脏大血管置换手术，具有手术时间长、多数病人肥胖、高血压病史、术中人

工血管移植物植入、术后在复苏室监护时间久、呼吸机辅助呼吸时间长、术后躁动不安等高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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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手术后术口容易发生愈合不良。NPWT 组：术后 2 周病人术口完全愈合的有 14 例，术口伤口愈

合不良的有 1 例，伤口愈合不良发生率 6.67%；对照组：术后 2 周病人术口完全愈合的有 75 例，

术口伤口愈合不良的有 15 例，伤口愈合不良发生率 16.67%。NPWT 组病人的术后伤口愈合不良发生

率、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心脏大血管置换手术，因其手术时间长，多数有肥胖、高血压病史，术中有人工血管移植物

植入，术后在复苏室监护时间及呼吸机辅助呼吸时间长，多数术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躁动不安，故

此类术口属于高风险伤口。而负压封闭引流技术（NPWT）对预防开胸心脏大血管置换术后高风险伤

口发生伤口愈合不良有良好的临床效果，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它可以作为开胸心脏大血

管置换术后高风险伤口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在临床上进行推广运用。 

 

 

PO-1174 

细菌定植：临床表现及瘢痕疙瘩形式的可能因素 

 
秦丹莹,赵聪颖,任盼,何志,雷战军,李金清,李学拥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本研究以瘢痕疙瘩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切除的瘢痕组织进行病理学观察、基因测序、微

生物学检测及动物实验，证明微生物定植与瘢痕疙瘩形成具有直接相关性，并对检测出的微生物进

行分类、鉴定。 

方法 选择 36 名瘢痕疙瘩患者为研究对象。出现瘢痕疙瘩的部位如下：耳廓、肩部、胸部各 12

例。入选患者均于门诊接受瘢痕疙瘩切除术。切除的瘢痕样本采用组织涂片、微生物培养、制作组

织切片并行不同染色方法于光镜及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以确定瘢痕组织中是否有微生物存在；采用

基于 16s rDNA 的 PCR 检测方法及 Sanger 测序法对检出的微生物的种类进行鉴定；将鉴定出的同种

微生物接种于家兔耳部并设置空白对照组，21d 后处死并切取接种部位行病理性观察。 

结果 组织涂片结果显示：1000 倍油镜下可见微生物革兰氏染色阳性，为形态大小均匀的圆球状结

构，未见芽孢鞭毛，直径约 0.8μm；组织切片病理学观察可见：瘢痕组织内无正常皮肤组织结

构，可见较多血管，成纤维细胞过度增生；瘢痕组织内散在大小均匀的圆球状结构，未见芽孢鞭

毛，直径约 0.8μm，革兰氏染色阳性；电镜下显示：巨噬细胞内各级溶酶体数量众多，远超正常

组织，提示吞噬运动活跃，组织内有异物存在的可能；微生物培养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 28

例；表皮葡萄球菌 7 例，耐甲氧金葡菌 1 例；PCR 及 Sanger 测序法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 28

例；表皮葡萄球菌 7 例，耐甲氧金葡菌 1 例。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接种金黄色

葡萄球菌组的家兔耳部组织切片成纤维细胞增殖活跃，瘢痕增生明显。 

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可知，微生物定植与瘢痕疙瘩形成之间存在确切证据，这一研究突破有助于临

床医师更好地了解瘢痕形成原理并行深入研究，从而使得瘢痕疙瘩的治疗更具针对性且提高疗效、

降低复发率。 

 

 

PO-1175 

横行 H 型皮瓣联合负压引流治疗阴囊皮肤软组织缺损 

 
李霞,陈宁杰,王海涛,杨金存 

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探索阴囊皮肤软组织缺损的修复重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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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5 年 8 月-2017 年 8 月，威海市立医院整形外科采用横行 H 型皮瓣联合封闭负压引流治疗

阴囊及周围皮肤软组织缺损 7 例，评价术后皮瓣成活情况、切口愈合情况。随访 6 月，评价再造阴

囊形态及功能。 

结果  7 例患者术后 7 天拆除负压可见皮瓣血运佳，贴附紧密，皮下无渗血、渗液等异常，切口

均甲级愈合。随访 6月，术区形态可，局部无挛缩及功能障碍等异常。 

结论 横行 H型皮瓣联合封闭负压引流治疗是修复阴囊及周围皮肤软组织缺损简单、有效的方法。 

  

 

PO-1176 

深Ⅱ度烧伤创面早期加深的机制探讨与防治 

 
张勤学,李利根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烧伤病人的深Ⅱ度创面往往早期存在进行性加深现象，临床可观察到伤后 48-72 小时创面较

受伤当时相比明显加深，本文对深Ⅱ度烧伤早期创面加深机制以及防治措施的进展进行研究。 

方法 在烧伤后早期（24h 内），相对清洁创面简单清创后立即使用异种(猪)脱细胞真皮基质

（ADM）包裹并略加压包扎。对照组则使用常规换药或半暴露等疗法。 

结果 因此，产生以上实验结果的机制可能为，应用 ADM 覆盖后创面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有效降低

了创面感染的危险性，为创面愈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相对较为温和、湿润的环境，为残存的上皮

组织进行增殖、分化提供了一个保护床的作用，使部分间生态组停止向坏死方向发展并朝着健康正

常组织方向回归、发展，从而加速创面的愈合，减少了创面发生感染、脓毒血症的概率。 

结论 早期进行创面保护并有效覆盖的患者全身炎症反应轻,病情稳定,全身应用抗生素时间较短,创

面愈合快,局部瘢痕增生情况较轻。 

  

 

PO-1177 

儿童重症烧烫伤后早期气管切开术适应证的对比研究 

 
周金武 

海口市 187 医院 

 

目的 观测儿童重症烧烫伤后早期气管切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通过对我科 2013～2015 年（组Ⅰ）和 2016～2018 年（组Ⅱ）收治的两组儿童重症烧烫伤患

儿早期气管切开适应证标准的不同，对比分析两组病例气管切开术的并发症发生率、气管切开术后

24小时辅助通气的比例，治愈率。 

结果 儿童重症烧烫伤后早期气管切开术无致死性术中并发症，早期气管切开术后并发症少，明显

改善通气、可减少辅助通气及镇静镇痛药，降低死亡率 

结论 儿童重症烧烫伤后早期气管切开术并发症少，便于行辅助通气，减少呼吸困难或窒息时紧急

气管切开术仓促及呼吸骤停的风险，儿童重症烧烫伤后早期气管切开术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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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8 

rhGM-CSF 促进创面愈合的研究进展和应用共识 

 
程大胜

1
,蔡少甫

2
,陈晓东

3
,陈旭

4
,陈昭宏

5
,程银忠

6
,郭毅斌

2
,黄书润

7
,雷晋

8
,李承宁

9
,李华涛

10
,李孝建

11
,刘旭盛

12
,

吕开阳
1
,彭代智

13
,王良喜

14
,王顺滨

5
,吴祖煌

15
,夏照帆

1
,温裕庆

16
,张新合

17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2.解放军 175 医院 

3.佛山第一人民医院 

4.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5.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6.运城市中心医院 

7.解放军第 180 医院 

8.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9.宁德市医院 

10.解放军第 98 医院 

11.广州红十字会医院 

1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13.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14.解放军第 97 医院 

15.解放军第 95 医院 

16.龙岩市第一医院,364000 

17.解放军第 174 医院 

 

目的 解决凝胶剂型的 rhGM-CSF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推荐不同类型创面的使用方法 

方法 从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 PUBMED 中，查询 rhGM-CSF 在烧伤、难愈性创面和慢性创面的临

床研究情况，采用牛津循证医学中心意见分级表,结合专家共识，进行分级推荐 

结果 在烧伤、难愈性创面和慢性创面均推荐了不同等级的 rhGM-CSF 使用方法。 

结论 rhGM-CSF 作为创面愈合的调控因子，可以全程参与创面的修复过程，具有良好的临床用药安

全性。 

 

 

PO-1179 

重度烧伤后并发双侧颈内静脉血栓一例 

 
吴抽浪 

浙江省台州医院,318000 

 

一例烧伤面积 88%TBSA 的 33 岁男性患者，救治过程中，因输液需要，反复行中心静脉穿刺置

管，某次置管前床旁超声检查偶然发现双侧颈内静脉血栓形成。通过避免双侧颈内静脉再次穿刺置

管、使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植皮封闭创面、指导患者功能锻炼等，最终使血栓消失，患者治愈出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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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80 

重症烧伤患者血液滤过中枸橼酸钠抗凝效果评估 

 
王志勇 

天津市第四医院,300000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重症烧伤患者应用 CRRT 时，分别采用普通肝素抗凝和枸橼酸钠抗凝，从而进行

抗凝的有效性、安全性进行对比评估，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8 例烧伤总面积 50%～100%（70％±15.35％），Ⅲ度烧伤面积 30%～95%（41％

±12.38％）的重症烧伤患者给予 CRRT 治疗，其中普通肝素抗凝组 12 例，枸橼酸钠抗凝组 16 例。

观察滤器使用时间，并每次治疗前、结束后分别采取静脉血，检测血电解质浓度，血小板计数

（PLT）及凝血全项，肾功能指标（BUN 和 Cr），并测定尿素清除率（KT/V）作为透析充分性指

标。 

结果 枸橼酸钠组滤器使用时间明显长于普通肝素组。透析后两组患者血 BUN 及 Cr 值均较透析前明

显下降，但透析后枸橼酸组较普通肝素组血 BUN 及 Cr 值下降更明显；枸橼酸钠组尿素清除率

（KT/V）高于普通肝素组，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枸橼酸钠组 PT 和 APTT 在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

但普通肝素组血滤前后 PT 和 APTT 时间明显延长；普通肝素组和枸橼酸钠组的所有患者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血小板减少，但普通肝素组血小板减少程度明显高于枸橼酸钠组 

结论 重症烧伤患者 CRRT 治疗中使用枸橼酸钠局部抗凝，能够有效的延长滤器使用时间，提高代谢

产物的滤过效果，同时减少对全身凝血系统的影响，为目前重症烧伤，特别是有出血倾向的患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抗凝技术 

  

 

PO-1181 

烧伤外科疾病应用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系统的问题和对策 

 
赵洪良

1
,朱浩

1,2
,崔康乐

1
 

1.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2.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医院 

 

目的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是一种医院管理和收（付）费管理

系统，现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医院管理工具。DRGs 系统在我国有北京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管理系统

和上海市医院疾病诊断分组系统两种。尽管 DRGs 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医院管理和收付费的效率，但

是在临床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为探讨烧伤外科疾病应用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系

统出现的问题，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使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系统能够更加合理应用到烧伤外科疾病

的管理和收付费。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比较了现行烧伤疾病严重程度诊断标准，即中华烧伤外科学会在 1970 年上海

全国烧伤会议和 2004 年 10 月 28 日第七届全国烧伤外科学会通过的 “烧伤深度诊断标准修订决

议”，将之与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第 10 次修订本 ,ICD-

10)的诊断编码进行对照比较。 

结果 发现了 DRGs 系统与现行我国烧伤诊断标准的差异包括：烧伤疾病严重程度的表述不同；烧伤

面积的估算的区别和特殊部位烧伤的问题等方面。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烧伤外科学会组织探讨

和充分利用病历首页书写等。 

结论 探讨 DRGs 系统在应用过程出现的实际问题和对策，对 DRGs 系统符合临床实际管理工作需

要，提高管理效率和医疗质量提高有重要意义。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678 

 

PO-1182 

足部感染的诊断与《灵枢篇• 痈疽》 

 
赵洪良,崔康乐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目的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奠定了人体生理、病

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灵枢篇•痈疽八十一是其中的一

部分内容。痈疽，发生于体表、四肢、内脏的急性化脓性疾患，是一种毒疮。痈发于肌肉，红肿高

大，多属于阳症，疽发于骨之上，平塌色暗，多属于阴症。因发病部位不同而分为内痈、外痈两

类。本文为探讨《灵枢篇•痈疽》在足部创面感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特点，从而为足部创面感染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分析了《灵枢篇•痈疽》论中足部创面感染疾病的相应内容，并与现行的足部

感染疾病诊疗进行比较。 

结果 发现了《灵枢篇•痈疽》与现行足部创面疾病诊断标准的差异包括：病因的理论基础不同、病

机研究内容不同；两者的对预后的判断不同等内容。 

结论 探讨灵枢篇•痈疽与现代足部感染诊断和治疗两者不同，对足部创面处理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有

重要意义。 

  

 

PO-1183 

近端小管上皮细胞及钠钾 ATP 酶对血氨敏感性的实验研究 

 
邹立津,张友来,辛国华,江澜,曾元临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研究近端小管上皮细胞（Proximal tubule epithelial cells,PTEC）及钠钾 ATP 酶对血氨的

敏感性。 

方法 无菌条件下取 SD 大鼠近端肾小管，分离、培养 PTEC 细胞并采用细胞角蛋白 ck18 进行鉴定；

根据 MTT 测细胞增殖程度，选择不影响上皮细胞生长的 3 组（低、中、高氨浓度组）以及空白组，

并检测钠钾 ATP酶活性。 

结果 培养细胞角蛋白 ck18 表达阳性；MTT 结果将细胞分为 4 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 0μmol/L、低

剂量氨组 10μmol/L、中剂量氨组 35μmol/L、高剂量氨组 60μmol/L；低、中剂量血氨可抑制上

皮细胞钠钾 ATP酶的活力，高剂量氨对细胞钠钾 ATP酶的活力不影响，但影响上皮细胞增殖。 

结论 近端小管上皮细胞及钠钾 ATP 酶对血氨敏感性与其浓度有相关性，血氨可能在烧伤高钠血症

的形成中起一定作用。 

  

 

PO-1184 

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对深 II 度烧伤创面愈合后瘙痒的治疗效果

比较 

 
于清华,于家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对比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对深 II度烧伤创面愈合后瘙痒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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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笔者单位收治的 43 例深Ⅱ度烧伤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安慰剂组 13 例、普瑞巴林组 15 例及加巴喷丁组 15 例。安慰剂组患者口服维生素 c 100 mg，

普瑞巴林组患者口服普瑞巴林 75 mg，加巴喷丁组患者口服加巴喷丁 300 mg，各组患者均用药 2

次／d，连续服用 4 周。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 3、7、14、28 天应用视觉模拟评分(VAS)法评价患

者瘙痒程度并记录分值，计算治疗第 3、7、14、28 天瘙痒缓解率，观察用药过程中有无不良反

应。对数据行方差分析、q检验、X 2检验。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安慰剂组患者的瘙痒程度均未缓解；普瑞巴林组患者的瘙痒程度有所

缓解；加巴喷丁组患者的瘙痒程度均获得明显缓解。治疗前，3 组患者的 VAS 评分相近(F=2．78，

P>0．05)。治疗第 3、7、14、28 天，加巴喷丁组患者的 VAS 评分分别为(2．3±0．8)、

(1.5±0.6)、(0.9±0.4)(0．6±0．3)分，普瑞巴林组 

患者 VAS 评分分别为(4．2±1．7)、(3.7±1．3)、(3.2±1．2)、(2．8±1．2)分，均显著低于安

慰剂组[(5．7±2．0)、(5．5±1．7)、(5．6±1．7)、(5．7±1．9)分，q 值为 6．70～7．75，

（P 值均小于 0．05）；此外，加巴喷丁组患者的 VAS 评分均显著低于普瑞巴林组，两者相比有统

计学意义。治疗期间，加巴喷丁组 7 例患者出现轻中度嗜睡、头晕等不良反应，用药 1 周后症状好

转或消失；其余 2组患者未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 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对深 II 度烧伤创面愈合后瘙痒均有治疗作用，加巴喷丁效果优于普瑞巴

林。 

  

 

PO-1185 

瘢痕内胶原纤维的自发荧光机制 

 
赵洪良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目的 自体荧光已成为一个许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方法，石蜡切片中瘢痕组织的自发荧光尚

无研究，本文是采用人瘢痕组织 HE 染色后，激光共聚焦技术测定瘢痕的自发荧光强度，以研究瘢

痕的特点。 

方法 本研究标本来自 5 名志愿者的全层皮肤移植和瘢痕活检。正常皮肤和瘢痕组织石蜡切片 HE 染

色。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胶原纤维的自发荧光。 

结果 正常皮肤的自体荧光表现在真皮胶原纤维，表皮有很弱的自发荧光。自发荧光峰值明显不

同。在网状层（169.24±9.18）和真皮乳头层（103.91±15.23）。在瘢痕组织胶原纤维显示自体

荧光，峰值显示为 176.71·20.69。正常皮肤或瘢痕组织中胶原纤维的结构为在松散程度、不同厚

度、尺寸和形状。 

结论 瘢痕与正常人自体荧光峰值不同。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胶原纤维密度不同。这项研究提出了一

种简单有效的瘢痕诊断方法。 

 

 

PO-1186 

2011~2017 年宁波地区煤气烧伤流行病学研究 

 
范友芬,陈粹,潘艳艳,崔胜勇,黄能,李吉良,徐沛,虞耀华 

宁波市第二医院（原:宁波华美医院),315000 

 

目的 了解笔者单位所在地区煤气烧伤住院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并筛选影响烧伤预后的主要影响因

素，为指导患者煤气烧伤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笔者单位 2011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401 例因煤气烧伤而住院的烧伤患者的病历

资料，统计分析患者占同期烧伤住院患者总数的百分比、年龄、性别、发病季节、教育程度、致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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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居住地、户籍、从事行业、烧伤总面积、Ⅲ度烧伤面积、吸入性损伤、伤后并发症情况以及

手术情况等，利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近两年煤气烧伤住院患者资料，筛选煤气烧伤预

后的主要影响因素。对数据进行 T检验、x
2
检验。 

结果 011~2017 年煤气烧伤住院患者占同期烧伤住院患者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 3.89％、5.04%、

6.93%、17.03%、8.41%、15.38%和 14.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煤气烧伤发病季节：

夏季 48.57%、秋季 25.20%、春季 16.77%、冬季 9.20%；年龄与性别：中年 49.80%、青年 35.15%、

老年 12.54%，童年、少年均低于 3.00%，各年龄段男女比分别为 1.24、2.38、1.04、1.00、

1.00；煤气烧伤患者教育程度以中等教育为主（60.10%），致伤地点主要是家庭（82.29%），居住

地、户籍均以宁波市内为主，从事行业以个体和制造业为主；烧伤面积以 10%-30%TBSA

（46.13%）、中度烧伤（43.89%）为主要特征，同时伴吸入性损伤 27.43%、肺爆震伤 4.99%，并发

症 3.74%。单因素分析显示季节、性别、年龄段、居住地、从事行业等因素对各年度的煤气烧伤占

比变化有显著影响（P＜0.05）。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伤后并发症、总烧伤面

积和手术次数是煤气烧伤预后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 

结论 煤气烧伤是住院患者火焰烧伤的主要原因，主要发生在夏季、家庭厨房，以青、中年群体为

主，以中、重度烧伤居多，Ⅱ°创面为主，患者常伴吸入性损伤。煤气烧伤的治疗要重点关注大面

积烧伤，尤其是伴有伤后并发症患者的救治，及时开展必要的手术治疗，从而提高病人的生存率。 

 

 

PO-1187 

静脉治疗管理模式的探究与实施 

 
张迪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在探索适合大型综合性医院静脉治疗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模式，借以提高输液安全和工作效

率。 

方法 通过在三级综合性医院建立静脉治疗输液专业化团队（下称静疗小组）发挥骨干作用，多层

次，全方位的开展相关知识培训。 

结果 通过静脉治疗小组的工作，提高了护理质量及静脉治疗水平，促进了护士的学习积极性和科

研意识，全面提高护士的综合素质。 

结论 配液中心的成立，特别是临床组和培训组的成立，初具规模，已显示出良好的学术价值和社

会、经济效益；在填补静脉治疗领域研究空白的同时，推动和促进了医院静脉治疗的发展。使护理

工作逐步缩小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实践证明，它已成为促进护理学科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 

尚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特别应加快静脉治疗护士的专业化培养，加强

对静脉治疗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把握环节质量控制的关键点；进一步打破地域、专业界

限，加强医护合作、中外合作，逐步与成熟规范的国内外先进水平接轨。 

  

 

PO-1188 

头面部烧伤病人的护理 

 
李影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头面部烧伤病人的护理，总结其护理体会,为临床护理头面部烧伤患者提供科学有效的护

理方法。 

方法 选取在我院治疗的头面部烧伤患者 20 例,对患者进行休克期护理,感染期的一般护理、创面护

理、五官护理、吸入性损伤的护理及防感染护理,心理护理和康复护理,并分析其临床资料总结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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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头面部烧伤因其部位特殊,头面部烧伤面积虽不大,但在护理上却与其他部位的烧伤病人区别

很大，严重的头面部烧伤病人在进入医院后,必须迅速处理,应备好急救物品，如床头备呼吸机、气

管切开包、负压吸引器、吸痰管等，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有无胸闷，血氧饱和度、呼吸的变

化及血气分析的结果。 

结果 患经精心治疗及护理,经过合理有效的护理干预后，20例头面部烧伤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结论 合理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以提高头面部烧伤患者的治愈率、缩短治疗时间、减轻患者的痛苦、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O-1189 

集束化护理干预在减少皮下注射重组人生长激素 

不良反应中的效果 

 
付莉莉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集束化护理在减少重组人生长激素皮下注射不良反应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室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200 例皮下注射重组人生长激素的烧伤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0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皮下注射方法，观察组采用集束化护理干预方法。

比较两组烧伤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 

结果 观察组皮肤红肿和体液潴留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x
2
=14.083,P=0.000;P=0.000）,皮肤红

肿面积小于对照组（t=7.267,P=0.000）。 

结论 采用集束化护理能明显减少重组人生长激素皮下注射不良反应的发生。 

 

 

PO-1190 

斜方肌皮瓣修复颈后严重高压电烧伤一例病例报道 

 
崔源菲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患者，男性，50 岁，工作中不慎触及 1 万伏高压电源致颈部、双足烧伤，伤后 1h 收入院。诊

断: 5%111°颈部、双足电烧伤。电烧伤致颈后广泛组织损坏，第三棘突外露，颈部后伸受限。入

院后予补液抗炎、止痛、保护脏器及保护创面等治疗，伤后第 7 天在全麻下颈部电击伤创面斜方肌

皮瓣修复术。术前使用多普勒血流探测仪（英国 Huntleigh 公司）探明并标记斜方肌皮瓣供支颈横

动脉穿出位置，供区直接减张缝合，术后供受区 I 期愈合。结果颈后外观良好，颈部后伸稍受限，

力量有所减弱，经加强锻炼后功能有所恢复。讨论电烧伤广泛累及深部组织，血管出现进行性栓

塞，导致局部组织进一步坏死，深度创面久治不愈，引起组织缺血，继而出现感染及坏死灶。为缩

短病程，最大限度地保全功能，对深度烧伤，特别是功能部位的深度烧伤创面尽早施行有效治疗极

为必要。由于肌皮瓣或肌瓣血运丰富，抗感染力强，回缩率小，因此许多学者主张在伤后 1 周内扩

创，用皮瓣 I 期修复创面，尤其对有骨质外露、坏死的创面，采用肌皮瓣或肌瓣转移术，早期修

复，效果较理想。早期应用丹参川芎嗪注射液和(或)低分子右旋糖醉进行“防栓化癖”预防血管栓

塞，早期用皮瓣修复创面均有利于功能的恢复。皮瓣移植后功能锻炼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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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91 

皮瓣联合美容缝合在面部皮肤缺损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薛欣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根据面部皮肤缺损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皮瓣修复，以求取得最佳的美容效果。 

方法 根据面部皮肤缺损的位置、面积，设计合适的局部皮瓣 I 期修复皮肤缺损创面，辅助美容缝

合。观察治疗后患者面部皮瓣成活状况、不良反应发生例数，评价患者的满意度。 

结果 48 例面部皮瓣全部成活，无 1例发生坏死及出现并发症。切口瘢痕不明显，效果满意。 

结论 应用随意型局部旋转、推进、易位等各型皮瓣修复面部病损切除后形成的继发皮肤缺损，可

避免直接缝合及皮片移植后出现的瘢痕、畸形、色素改变及皮片收缩等不良反应。术后瘢痕不明

显，无收缩变形。美容效果好，患者满意 

 

 

PO-1192 

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 

镇静镇痛效果观察 

 
付莉莉,李凤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镇静镇痛效果观察。 

方法 随机选取烧伤患者总体表面积（total body surface area,TBSA）＞50%、创面深Ⅱ°-

Ⅲ°、烧伤后平均时间为 1-4h 成人患者 40 例，按数字随机法(1:1) 分为试验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实验组采取咪达唑仑联合舒芬太尼镇静镇痛，对照组采取单用咪达唑仑镇静镇痛，观察两组患

者用药后 24h内每 8h 的 Ramsay评分、VAS疼痛评分及生命体征。 

结果 用药后 8h 实验组 Ramsay 评分高于对照组、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16h 实验组 Ramsay 评分低

于对照组、VAS 评分高于对照组；24h 实验组 Ramsay 评分和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生命体

征 SPO2、RR、HR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结论 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与单用咪达唑仑比较，联合用药更能达到理想的镇静镇痛效果，值得

临床应用。 

 

 

PO-1193 

橡皮生肌膏治疗Ⅲ°烧伤创面的效果观察 

 
魏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橡皮生肌膏治疗Ⅲ°烧伤创面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24 例烧伤患者（烧伤创面面积在 1%TBSA 到 3%TBSA）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23 例采用一

般烧伤换药方法治疗;观察组 26 例采用橡皮生肌膏外敷治疗。分别观察 2 组创面愈合情况及治愈时

间。 

结果 观察组愈合时间平均(32.0±3.4)天,均显著少于对照组(45±5.2) (P<0. 05)。 

结论 橡皮生肌膏对Ⅲ°烧伤创面有加速创面愈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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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94 

治愈特大面积烧伤并发毛霉菌感染 1 例 

 
魏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2015 年 5 月 11 日到 2015 年 7 月 9 日,我院烧伤科 1 例住院患者发生毛霉菌感染，后治愈后出

院。期间从患者的多处创面分泌物分离和培养出毛霉菌。本例系严重烧伤后接受较长时间、较大剂

量、联合广谱抗生素治疗,接受大面积切痂植皮手术,营养摄入不足,使易感性增加。现就毛霉菌感

染机制、危险因素及治疗措施分析讨论。 

 

 

PO-1195 

血浆置换术治疗大面积烧伤合并严重高胆红素血症的 

护理技术分析 

 
李凤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术治疗大面积烧伤合并严重高胆红素血症的护理技术。 

方法 对近 2 年来我科收治的 7 例大面积烧伤合并严重高胆红素血症的病人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

结，分析置换量、间隔时间、次数对其疗效的影响，7 例患者均行中心静脉双腔插管建立血液通

路，血流速为 120ml/h,Plasma 为 15ml/min。护理措施主要给予引流管的护理及心理护理，保持引

流管通畅，避免受压，扭曲或打折，给予患者心理疏导，消除其紧张及恐惧情绪，整个过程应密切

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出入量的变化，防止低血压现象或急性肺水肿等并发症的发生。 

结果 7例患者治疗期间高胆红素血症均得到纠正，未出现导管感染病例。 

结论 高胆红素血症病人尽早实施血浆置换术，加强患者的生命体征监测，做好护理，能大大提高

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PO-1196 

烧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 3 种不同护理方法的临床效果比较 

 
吴红,李凤,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通过对烧伤患者经正常皮肤及创面中心静脉置管后的不同护理方法的比较，了解其与导管相

关血流感染之间的相关性，寻求最佳护理方法以延长留置时间，提高置管安全性。 

方法 本单位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住院的烧伤面积≤90%TBSA≥30%TBSA，年龄 7-60 岁，

中心静脉置管时间≥3 天以上者纳入研究（排除院外带入），被研究者按数字随机分为 3 组，1 组

使用 0.5%碘伏消毒导管穿刺口皮肤后碘伏纱布覆盖、2 组 2%氯已定乙醇溶液消毒导管穿刺口皮肤

后无菌干纱布覆盖、3 组 0.5%碘伏消毒待干 2 分钟后纳米银离子敷料覆盖（仅经创面置管者采

用）。三组均严格按照规范导管护理流程和无菌操作原则进行导管护理。所有入选样本在置管后

1、3、7、14d 在穿刺口部位采样行细菌培养；于拔管后留取导管尖端 4cm 行细菌培养；同时对侧

采集血培养标本送检。 

结果 以导管培养和血培养均阳性作为感染结局，比较 3 种护理方法感染率，碘伏组 11.3%、2%氯

已定乙醇组 15.9%、纳米银离子敷料组 18.2%，进行卡方检验，χ2=1.072，P=0.585，差异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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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置管后 1 天、3 天、7 天、14 天穿刺口采样，细菌生长占比分别为 9.3%、7.5%、

14.7%、17%。 

结论 只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无菌技术要求，三种方法均可用于中心静脉导管维护，其中 0.5%碘

伏性价比最高。随着置管时间的延长，应高度警惕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 

 

 

PO-1197 

糖尿病并发严重大面积皮肤软组织感染的病例分析 

 
辛国华,张友来,江澜,曾元临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糖尿病患者后期往往容易并发全身多系统并发症，如糖尿病肾病、血管神经病变与糖尿病足

等，但并发严重大面积皮肤软组织感染的报道目前文献较少见。为积累糖尿病合并大面积皮肤感染

经验，特报道如下。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患者病历及治疗过程，讨论该病历治疗过程的经验。 

结果 两患者经过控制血糖、抗感染、创面换药及手术治疗后患者创面全部愈合出院。 

结论 糖尿病合并大面积皮肤软组织感染患者病情复杂，临床治疗需综合全身情况，控制血糖较平

稳后尽快手术治疗，修复创面。 

  

 

PO-1198 

小儿烧伤创面的早期治疗的临床观察 

 
宛仕勇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本文对我科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 60 例烧伤患儿行生物敷料覆盖与同等条件行传

统包扎换药患者进行临床分析 

方法 治疗组：患儿在受伤后给以补液治疗，抗感染治疗，在伤后 48 小时内在全麻下，对烧伤创面

进行扩创，即彻底清除泡皮和间生态组织后用生物敷料覆盖。手术后视创面情况给以更换外层敷

料，一周左右后开始行浸浴生物敷料逐渐脱落创面愈合 

对照组：患者在同样情况下，创面行碘伏或磺胺嘧啶银霜每日或隔日换药。 

结果 从临床观察统计学分析两者疗效有显著差异，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1. 生物敷料为猪皮加工制备而成，作为创面的覆盖物有其生物特性，与创面贴附较好，减少创面

渗出，防治创面加深，因此减少补液量，降低炎性反应。 

2.生物敷料对创面保护后，使患儿肌体内环境维持稳定，保证水电解质平衡，减少感染，从而患儿

体温正常。 

3.因小儿身体各脏器发育不完善，受伤后肌体对各种刺激反应比较大，常会导致肌体功能异常，因

此为此较好的肌体环境稳定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生物敷料对烧伤创面覆盖尤为重要，可减少患者并

发症，促进创面愈合，缩短病程。 

4.应用生物敷料覆盖创面，患者换药时痛苦小，工作量减小，创面愈合后光滑疤痕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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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99 

大面积烧伤患者中心动、静脉导管感染危险因素及安全留置时间

研究 

 
吴红,李凤,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调查大面积烧伤患者经正常皮肤及创面中心动、静脉置管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及相对安全的

留置时间，为大面积烧伤救治时的有效、安全的血管通路保障提供参考依据或建议。 

方法 本单位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住院的烧伤面积≤90%TBSA≥30%TBSA，年龄 7-60 岁，

中心动、静脉置管时间≥3 天以上者纳入研究（排除院外带入），通过不同的置管部位、置管皮

肤、导管留置时间及导管穿刺处皮肤护理方法碘伏组、氯已定组、纳米银组进行比较，找出导管相

关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导管相对安全的留置时间。  

结果 以导管尖端培养和血培养均阳性作为感染结局，动脉置管与静脉置管的感染率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经创面置管的感染率高于正常皮肤置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感染组平均

置管天数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置管≤20 天感染率低于置管＞20 天，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经创面置管者置管≤20 天或＞20 天，感染率差异不具统计

学意义，经正常皮肤置管者，置管天数≤20 天感染率低于置管＞20 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碘伏组、氯已定组和纳米银离子敷料组三种导管穿刺处皮肤护理方法，导管相关血流

感染发生率之间无差异。纳入年龄、性别、置管部位、烧伤面积、置管皮肤、置管材质、导管留置

天数、护理方法作为自变量，其中置管部位、护理方法以哑变量纳入，采用前进法进行自变量筛

选 ， 结 果 示 在 调 整 了 影 响 因 素 ( 烧 伤 面 积 ) 以 后 ， 导 管 留 置 天 数 对 感 染 率 有 影 响

OR=1.073(95%CI:1.011,1.138)。 

结论 经创面置管者感染与否与留置天数没有显著差异，均有较高感染风险，应随时评估，及时拔

管；经正常皮肤置管≤20 天相对安全，但发生血流感染者的置管天数均高于非感染者，建议也应

及时评估拔管；导管维护只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无菌技术要求，使用碘伏、氯已定还是纳米银离

子敷料，三种方法差异并没有无特异性。 

 

 

PO-1200 

关节松动配合超声导入治疗烧伤后骨化性肌炎的临床研究 

 
吴坤平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关节松动术配合超声导入治疗烧伤后骨化性肌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烧伤科 2017 年 1 月—2018 年 7 月收治的烧伤后骨化性肌炎患者 38 例,将其平均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19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手术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手术治疗的基础上采用

关节松动术配合超声导入进行治疗,对比 2组患者的疗效、骨化程度和关节活动的临床指标. 

结果 经过 28 d 的治疗,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52.63%,明显低于观察组的 89.47%(P<0.01);观察组

患者经过治疗后骨化程度好转的患者人数高于对照组 .观察组治疗后关节活动指标

(119.46±12.19)°,明显低于对照组的(60.69±19.46)°(P<0.05). 

结论 在常规手术治疗基础上结合关节松动术与超声导入治疗骨化性肌炎效果更为明显,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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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1 

特大面积烧伤患者家属头部作为供皮区的重要性评估 

 
杨高远,娄季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回顾总结近三年来特大面积烧伤患者家属家属头部供皮应用的情况，总结患者家属头部作为

供皮区的重要性。 

方法 统计近三年来科室特大面积烧伤患者应用家属头部供皮行手术治疗后皮片存活情况，手术效

果、供皮区的色泽及遗留瘢痕情况。 

结果 三年来，特大面积烧伤患者使用家属头部供皮较家属未头部供皮者创面愈合时间明显缩短；

供皮区遗留瘢痕情况：头部不留瘢痕； 

结论 头部在深度烧伤患者植皮手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天然皮库之称，可反复、多次供皮而不

遗留瘢痕的优势。在烧伤治疗中利用好患者家属这个天然皮库，进一步提高大面积烧伤患者救治

率。 

 

 

PO-1202 

早期康复训练对烧伤后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效果及 

功能恢复的影响 

 
吴坤平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早期康复训练对烧伤后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效果及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于本院就诊的 20 例行全髋关节置换术的烧伤患者为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入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康复组,每组各 10 例.两组患者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均采

取常规治疗,康复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行早期康复训练.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 Harris 髋关节评分、

Barthel指数、满意率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术后 6 周和术后 12 周,两组患者 Harris 髋关节评分和 Barthel 指数均显著高于术前(P<0.05);

康复组患者上述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康复组患者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并发

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烧伤后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进行早期康复训练,有助于提高康复效果,加快患病关节功能

恢复,防止并发症,患者对治疗效果更加满意. 

 

 

PO-1203 

特大面积烧伤患者家属头部供皮者术前及术后心理变化的分析 

 
杨高远,吕涛,娄季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回顾总结近三年来特大面积烧伤患者家属家属头部供皮应用的情况，分析头部供皮者心里变

化，为建立头部供皮者皮库提供依据。 

方法 统计近三年来科室特大面积烧伤患者应用家属头部供皮行手术治疗后皮片存活情况，供皮区

的色泽、毛发生长、遗留瘢痕情况；术前及术后患者心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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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三年来，特大面积烧伤患者创面使用家属头部供皮术后皮片成活良好；供皮区遗留瘢痕情

况：头部不留瘢痕；家属心理未有明显变化。 

结论 头部在深度烧伤患者植皮手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天然皮库之称，可反复、多次供皮而不

遗留瘢痕的优势。患者家属在术前、术后未有显著变化，患者家属头部供皮可以作为特大面积救治

的重要皮源。 

  

 

PO-1204 

电击伤患者的临床护理方法探讨 

 
陈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研究电击伤的临床护理对策。 

方法 对收治电击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临床资料。掌握对电击伤患者护理措施，护理时应：安置

病人在床上安静休息，避免患侧肢体活动；床头备止血带；早期手术，封闭创面；术后创面负压引

流者，应密切观察引流液的颜色性质，确保有效正确的负压吸引，皮瓣术后密切观察皮瓣的颜色，

血运,患者发生大出血时，要沉着、冷静、动作稳、准、快的在出血部位的近心端用止血带扎紧止

血，并立即报告值班医生。 

结果 患者经精心治疗，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治愈出院。 

结论 电击伤患者要注意应心理变化，及时给予基础护理、心理护理等方面的护理干预，对电击伤

患者心理和生理的康复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O-1205 

非培养自体表皮细胞悬液制取技术新进展 

 
赵洪良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目的 自体表皮细胞悬液技术一直是烧伤、整形及创伤外科临床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传统植

皮手术相比较具有明显的损伤小，修复面积大，对患者全身情况影响小的特点，已在整形外科和烧

伤创面的成功应用，本文综述了非培养自体表皮细胞悬液制取方法，以期为临床提供新思路。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比较了现行多种非培养自体表皮细胞悬液制取方法，单酶法和多酶法；不同

自体表皮细胞悬液载体，包括生理盐水、乳酸林格氏液透明质酸、纤维素基质和培养基平衡盐等的

特点；各种不同细胞悬液转运技术如刷子，或者注射器，或者喷洒设备等。以及该技术临床应用。 

结果 非培养的自体表皮细胞悬液制取技术已经成熟，细胞的活性好，在烧伤和整形外科临床应用

取得良好效果。自体表皮细胞悬液的载体对于其活性保持，保存和运输有重要影响。 

结论 非培养的自体表皮细胞悬液制取技术已经成熟，细胞的活性好，在烧伤和整形外科临床应用

取得良好效果。自体表皮细胞悬液的载体对于其活性保持，保存和运输有重要影响。非培养的自体

表皮细胞悬液制取技术简单，廉价，容易推广应用，选择合适的基质悬液有利于表皮细胞的保存和

运输，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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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6 

老年压疮研究的新进展 

 
李琰光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 2.3 亿，老年压疮逐渐成为

社会上不可忽视的问题。老年压疮不仅花费高，治疗周期长，而且往往合并多种慢性疾病，不正规

及欠缺的治疗往往导致伤口进一步恶化、伤口不愈合等严重的后果。 

方法 如何预防及治疗压疮是现如今医务工作者及相关护理人员高度关注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结果 本文就近年来关于老年压疮的病因、形成机制、易发部位、预防及治疗方案进行研究，将相

关研究的新进展做一综述。 

结论 在保守换药的同时应用合适的药物或敷料，同时增加营养治疗，防止大小便污染臀部压疮及

坐骨结节压疮，掌握合适的手术时机，营养状态不佳、创面污染、错误的体位均可导致手术治疗的

失败。同时应积极治疗原发病，通过合理的预防措施，全身和创面的治疗，手术及非手术的综合治

疗，一定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治疗结果。 

  

 

PO-1207 

小儿烧伤后高热的护理 

 
陈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小儿烧伤后高热的护理。 

方法 总结我科住院的小儿烧伤高热病人的护理特点及经验, 小儿烧伤后的体温变化有其自身特点,

小儿烧伤后易出现非感染性发热,首先与婴幼儿神经发育不完善,不稳定有关,皮下中枢兴奋性较高,

易引起高热,甚至惊厥,其次烧伤后早期体温升高常因皮肤组织坏死、组织蛋白的分解、吸收引起的

无菌性炎症所致,另外环境温度过高,换药刺激,哭闹,脱水也可引起患儿发热。因此婴幼儿烧伤后发

热,应综合多方面的情况如临床表现、创面分泌物培养、血常规等,判断其发热原因,不应认为高热

就是感染表现,而应用抗菌素,以至引发不良后果。 

结果 患儿经精心护理体温恢复正常 

结论 不论是哪种原因引起的发热,根据婴幼儿发育的特点实行一系列有效的降温措施兼细致的护理

及耐心的呵护照料,降低了因高热以引发的并发症,提高了烧伤患儿的治愈率。 

 

 

PO-1208 

丁酸钠抗休克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李琰光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烧伤、创伤引起的急性血容量不足及大量渗出极易导致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甚至死亡，丁

酸钠是为 I 类非选择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S），近年研究表明丁酸钠不仅在抑制肿瘤细

胞增殖、促进肿瘤细胞衰老和凋亡等起作用，在提高细胞对缺血、缺氧、炎症等打击的耐受能力同

样有着积极的作用，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689 

 

方法 丁酸钠保护休克后重要脏器的功能，其机制与诱导组蛋白过乙酰化、抑制 NF-κB 和 MAPK 信

号通路、保护血管内皮屏障有关， 

结果 本文就近年关于丁酸钠抗创伤、烧伤休克及脓毒性休克的相关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结论 丁酸钠保护重要脏器及保护细胞内皮屏障的功能为烧伤、创伤、休克、脓毒症、败血症、肿

瘤等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在火灾、地震、战争、恐怖袭击等突发事故及大型自然灾害时，短时间

出现大批量休克伤员且医疗资源匮乏，并在交通破坏、液体供不应求等困难时，补液中加入丁酸

钠，增加患者对缺血、炎症等打击的耐受能力，保护机体各重要脏器功能，同时减少补液量，减少

组织液的渗出，增加患者的生存率。需要指出丁酸钠对细胞内皮的保护具体分子机制仍不清楚，除

了丁酸钠其他的 HDACIS 的与丁酸钠治疗的优劣，及丁酸钠使用的具体浓度及药代动力学尚不清

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且在治疗休克及脓毒症的研究尚处于动物试验阶段，尚有待于临床验证。 

  

 

PO-1209 

丁酸钠对大鼠肠缺血/再灌注后肾脏损伤的影响 

 
李琰光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丁酸钠（sodium butyrate，BTR）对大鼠肠缺血/再灌注(I/R)引起的肾脏损伤的影响。 

方法 雄性 SD 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 组），肠缺血/再灌注 1h 组和 4h 组（I/R1 组和

I/R4 组），丁酸钠治疗 1h 组和 4h 组（BTR1 组和 BTR4 组），每组 8 只。丁酸钠治疗组和肠缺血/

再灌注组夹闭大鼠肠系膜上动脉 30min，恢复灌流 1h 和 4h，制备肠 I/R 模型；假手术组仅开腹不

夹闭动脉。丁酸钠组于术后立即行皮下注射丁酸钠（400mg/kg），假手术组和肠缺血/再灌注组皮

下注射等量生理盐水。缺血/再灌注 1h 和 4h 后，经腹主动脉取血检测血浆肿瘤坏死因子（TNF-

α）、肌酐（Cr）水平，取肾脏组织检测脂质过氧化物（MDA）活性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含量，检测肾微血管通透性和含水率。 

结果 肠缺血/再灌注后，血浆 TNF-α、Cr 及肾脏含水率、微血管通透性、MDA、VEGF 明显高于假

手术组（均 P<0.05）。与缺血/再灌注组相比，丁酸钠治疗后血浆 TNF-α、Cr 及肾脏含水率、微

血管通透性、MDA、VEGF明显降低（均 P<0.05）。 

结论 丁酸钠能降低大鼠肠缺血/再灌注后肾脏微血管通透性和含水率，对肾脏具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其机制可能与清除氧自由基，减轻炎症反应，降低 VEGF水平有关。 

 

 

PO-1210 

探讨总结家属依从性对烧伤患儿后期康复的重要性。 

 
杨高远,吕涛,娄季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应用调查表、电话抽查以及回访病人交谈等办法，结合回访患儿的烧伤创面预后恢复状况，

综合评定家属依从性对患儿康复的意义及效果。 

方法 统计近三年来来院复诊的烧伤患者，收到调查表 120 份。患者家属对依从性为 95%，满意项

目：通过回访患儿是否严格按照的康复工作：创面保护、体位、弹力压迫、注意事项等等。依从性

良好的患儿家属与同期患儿家属依从性差的相比，家属依从性高的患儿创面满意度高 40%。 

结果 统计近三年来来院复诊的烧伤患者，收到调查表 120 份。患者家属对依从性为 95%，满意项

目：通过回访患儿是否严格按照的康复工作：创面保护、体位、弹力压迫、注意事项等等。依从性

良好的患儿家属与同期患儿家属依从性差的相比，家属依从性高的患儿创面满意度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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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烧伤患儿的治疗是个系统工程，在院治疗仅仅是一部分。出院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

功能部位的愈合创面更需要患儿家属长期的依照主管医师的指导长期的执行和贯彻。患儿家属的良

好依从性显著提高烧伤患儿预后的满意度。 

 

 

PO-1211 

插片式压力颈套在颈部瘢痕增生的应用 

 
袁晓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插片式压力颈套对防治颈部瘢痕增生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我科 2016 年 1 月起自行设计制作插片式压力颈套预防瘢痕增生，经临床 39 例患者使用，分

别在治疗前与治疗 1、2、3、4 个月后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估。评估方法有，武汉三医院烧伤

科改良版瘢痕评定量表，颈部活动度，患者满意度等。 

结论 插片式压力颈套制作简单、实用、依从性好，既能保持有效的压力防治疤痕增生，又可以起

到颈部支撑的作用，防止颈部疤痕挛缩引起的功能障碍 

 

 

PO-1212 

对压力治疗在烧伤后预防瘢痕增生的最佳干预期的研究 

 
袁晓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压力治疗在烧伤后预防瘢痕增生的最佳干预期. 

方法 于 2016 年 1 月—2018 年 8 月，选取笔者单位收治的 135 例四肢部位深 2 度以上的患者。根

据患者的需求，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组。实验组在患者创面即将愈合或仍存在散在创面的开始进行

压力治疗；患者创面完全愈合后开始进行压力治疗的为对照组。治疗一个月后，三个月后，半年后

分别进行评估。评估方法有，武汉三医院烧伤科改良版瘢痕评定量表，指蹼间活动度，患者满意度

等。 

结论 患者受伤程度较深时，创面即将愈合时，进行压力治疗时效果最佳。 

 

 

PO-1213 

阿基米德悬吊系统联合手法治疗在预防颈部瘢痕挛缩的应用 

 
袁晓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阿基米德悬吊系统联合手法治疗在预防颈部瘢痕挛缩中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于 2016 年 8 月—2018 年 8 月，选取笔者单位 29 例患者，根据患者需求，分为联合治疗组合

和常规治疗组。联合治疗组 20 例，每日进行常规手法治疗后，进行悬吊治疗，一日 2 次，一次 20

分钟；常规治疗组 19 例，每日仅进行常规手法治疗。治疗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后分别进行评

估。评估方法有，武汉三医院烧伤科改良版瘢痕评定量表，颈部活动度，患者满意度等。 

结论 阿基米德悬吊系统有利于预防颈部瘢痕挛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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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14 

烧伤患者健康管理工作探索 

 
赵红,丁汉梅,谢卫国,吴红,王璇,阮晶晶,蔡玥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通过对烧伤患者健康管理系列服务，以实现未病先防、院中早治、院后康复的目标，使烧伤

患者最大限度的恢复健康、减少伤残，提高生活质量，顺利回归家庭和社会。 

方法 成立了健康管理团队有管理团队、随访团队、咨询团队、教育团队、康复团队及活动团队;构

建健康管理平台如成立烧伤患者俱乐部、创建烧伤病友网站、微信群、QQ 群、微博、博客、热线

电话及健康大讲堂以宣教、联谊、户外拓展等实际现场交流以及互联网虚拟的交流平台等形式对我

科住院和出院的烧伤患者实施群体性健康管理及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模式开展健康管理工作。 

结果 健康管理随访团队通过电话、复诊等方式随访,应用烧伤患者健康量表监测、评估患者,建立

了烧伤患者群体性健康管理及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数据库，分别制定干预措施；咨询团队利用网

站、微信群、QQ 群及热线电话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教育团队利用健康大讲堂开展一系列健康讲

座；康复团队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康复指导和服务，帮助患者最大限度减少伤残；活动团队每年为患

者策划现场联谊、卡拉 OK、户外拓展及烧伤儿童夏令营等活动。 

结论 通过对烧伤患者健康管理系列服务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患者康复意识明显提高，康复就诊人

次不断上升；出院人次增加；患者平均住院日逐渐下降，有效帮助了烧伤患者尽快康复，重返社

会。 

 

 

PO-1215 

深Ⅱ度烧伤创面应用水胶体敷料的效果 

 
曾祥春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水胶体敷料在深Ⅱ度创面应用效果。 

方法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5 月，选择治疗的 36 例深Ⅱ1%TBSA 烧伤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使

用水胶体敷料组和传统组，水胶体敷料组患者在伤口清洗干净后，直接贴敷该敷料；传统组患者在

伤口清洗干净后，用磺胺嘧啶银霜剂涂搽包扎；记录第一次换药后疼痛视觉模拟法评分，换药次

数，创面愈合时间。 

结果 用水胶体敷料组第一次换药后疼痛视觉模拟法评分为 3 分，低于传统组 6 分。用水胶体敷料

组换药次数为(5±2.5），明显少于传统组(8±3.5）；用水胶体敷料组创面愈合时间(14±3.4），

明显短于传统组(19±2.5）；P<0.05。 

结论 与传统方法比较，应用水胶体敷料处理深Ⅱ度创面可快速溶痂，减少患者痛苦，缩短创面愈

合时间。 

 

 

PO-1216 

灌洗联合创面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难愈合性创面的临床观察 

 
马伟,冯世海,贾享成,耿辉,范宝莉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灌洗联合创面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难愈合创面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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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灌洗联合创面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是在创面负压封闭引流的同时，加用臭氧液及生长因子间断

滴定灌洗； 2016 年 1 月 ～ 2018 年 7 月收治不同类型难愈性创面 34 例，随机分成实验组：17

例难愈性创面应用灌洗联合创面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对照组：17 例难愈性创面仅仅应用创面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两组的男女比例、年龄、创面大小，创面形成时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对照分析两组的临床情况．观察患者负压吸引瓶内分泌物细菌学检查，植皮术后皮片

移植成活率及创面愈合时间。 

结果 实验组负压吸引瓶内分泌物细菌学检查转阴时间 1.61±0.53 天与对照组负压吸引瓶内分泌物

细菌学检查转阴时间 4.31±0.64 天，有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术后 10 天皮片移植成活率

95.83±2.82%与对照组术后 10 天皮片移植成活率 90.16±4.73%有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

创面愈合时间 12.20±3.19 天与对照组创面愈合时间 15.04±5.62 天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灌洗联合创面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可以更有效地改善创面条件，减轻感染，确保皮片移植成功

率，缩短慢性创面愈合时间，效果良好，值得推广。 

 

 

PO-1217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辅助烧伤创面深度诊断的初步探索及人工智能

技术在烧伤诊断及预后的研究进展 

 
贲驰

1
,李海航

1,2
,刘晓彬

1
,房贺

1
,程大胜

1
,朱世辉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2.中国人民解放军 92187 部队医院 

 

目的 烧伤创面的早期深度精确诊断对判断急性烧伤患者的预后、决定是否手术治疗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通过计算机深度学习算法进行开展标准化采集烧伤创面图像精准深度诊断的研究。同

时，对人工智能技术在烧伤诊断及预后的研究进行综述。 

方法 纳入患者为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烧伤患者，应用皮肤镜标准化采集烧伤创面图

像，采集烧伤后、72 小时以及创面愈合后的图像，利用 AI 处理大数据及逐层扫描的功能，捕捉肉

眼识别范围之外的图像特征，归纳可区别烧伤深度的图像特征。 

结果 目前纳入患者 10 例，共计 45 个创面，其中 I°烧伤 10 个，浅 II°烧伤 18 个，深 II°烧伤

11 个，III°烧伤 7 个。结合创面来源患者的基本信息参数，依据设置的算法，快速进行智能化辅

助诊断，综合专科医生的经验性判断和成像技术的深层识别。目前已获得不同深度的烧伤创面的标

准化图像数据库，并进行初步的人工智能分析。 

结论 通过标准化图像采集方法，能够获得烧伤创面的深度诊断，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能够获得化

烧伤创面的深度智能诊断。但目前采集创面数量不足，其准确度有待提高。 

 

 

PO-1218 

低温烫伤两种治疗方法临床分析 

 
曾祥春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总结低温烫伤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方法 收集 2017 年 7 月-2018 年 5 月治疗的 112 例不同原因低温烫伤的患者。针对伤口的局部反应

及患者的心理要求，将患者分为非手术和手术两组，其中非手术组以换药为主，手术组包含为扩创

和邻近皮瓣，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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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非手术者愈合时间长达 2-2.5 月，留有明显瘢痕，影响功能及外观。手术者愈合时间 1-1.5

月，手术组比非手术组伤口愈合时间缩短 2-4 周，治疗效果良好。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组综合医疗费用 (0.1325±0.287）万元，明显少于非手术组(0.3487±0.116）万元,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低温烫伤创面损伤程度大部分较深, 根据伤口周围皮肤的特点和患者心理意愿，早期行手术

是最佳的治疗方法。 

 

 

PO-1219 

全心舒张末期容积指数指导大面积烧伤休克期补液的临床意义 

 
蒋南红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全心舒张末期容积指数（GEDVI）在大面积烧伤休克期治疗中的指导意义。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方法，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收治

烧伤总面积≥70%大面积烧伤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脉搏轮廓心排血量（PiCCO）监测

组，对照组 25 例，脉搏轮廓心排血量监测组 21 例，两组均按烧伤休克期补液公式进行补液治疗。

对照组：根据中心静脉压（CVP）、平均动脉压（MAP）、心率、呼吸、尿量及患者的临床症状等休

克的一般指标经验性的调节补液速度。PiCCO 监测组：行脉搏轮廓心排血量（PiCCO）监测，根据

GEDVI 及脉搏轮廓心排血量指数（PCCI）指导补液。两组患者一般情况进行比较，两组每 8 小时进

行相关指标的记录，比较两组伤后第 8、16、24、32、40、48、56、64、72 小时液体正平衡量，

心率（HR），两组伤后 24h、48h、72h 补液总量，血小板计数（PLT）、血乳酸（Lac）、血细胞比

容（HCT）水平的变化。 

结果 (1）伤后 24h、32h、40h、48h、56h、64h、72h， PiCCO 监测组 HR 均低于对照组，伤后

8h、16h，PiCCO 监测组与对照组比较，HR 数值较接近。伤后 24h、32h、40h、48h、56h、64h、

72h，PiCCO 监测组与对照组比较，液体正平衡量明显低于对照组，伤后 8h、16h，PiCCO 监测组与

对照组比较，液体正平衡量相近。伤后 24h、48h、72h，PiCCO 监测组液体总入量均低于对照组

（2）伤后 24h、48h、72h， PiCCO 监测组与对照组比较，血乳酸水平均有明显差异，PiCCO 监测

组及对照组乳酸水平均呈逐渐下降趋势，但 PiCCO 监测组下降较明显。伤后 24h、48h，两组血小

板比较均有明显差异。72h 两组血小板计数较接近。伤后 24h、48h 血细胞比容 PiCCO 监测组明显

低于对照组，伤后 72h 两组 HCT 比较无明显差别。（3）ICU 住院时间 PiCCO 监测组明显少于对照

组。对照组并发症 8 例，死亡 3 例；PiCCO 监测组并发症 1 例，死亡 0 例。PiCCO 监测组患者的并

发症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全心舒张期容积用于大面积烧伤补液的监测，能较快纠正休克，减少因补液不当各脏器并发

症的发生，缩短 ICU住院时间，对指导烧伤休克具有重要的意义。 

 

 

PO-1220 

细胞悬液移植技术修复皮肤创面的研究进展 

 
姜耀男,肖仕初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各种因素造成的皮肤急慢性创面逐渐成为社会问题，并为家庭和社

会带来沉重负担。随着细胞悬液移植相关的制备技术和载体材料研究成熟，其具有降低供皮区面

积、治疗效果明确等优点，使得自体/异体皮肤细胞应用于皮肤创面的治疗研究成为近年创面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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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细胞悬液制备技术和载体技术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且部分技术尚未进行严格

临床研究验证，仍需进行进一步临床研究明确其疗效及适应症。 

 

 

 

PO-1221 

伴有吸入性损伤的烧伤患者围手术气道管理集束化管理 

 
程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更加规范的、安全的对伴有吸入性损伤烧伤患者实施有效的气道管理。 

方法 总结及应用相关气道指南及共识，科室自制的气道管理标准，实施集束化管理；科室成立专

科气道小组进行培训及推广应用。选取 20 例病例进行临床分组查看，评估气道痰液及肺部感染率

情况。 

1.以入院后就进行患者气道评估，根据病情评估实施术前危险因素和防治措施：气道的评估、窒息

的发现及处理、体位管理、声门下吸引、气道湿化、气囊管理、气管套管护理、气管切开部位护

理、胸肺部护理、口腔护理、呼吸机管路的管理医源性感染的控质； 

2.术前风险评估方法：病史及生活、工作习惯；肺功能测试（PFT）和动脉血气分析；CPET：若 

CPET 检测中 SaO2 降低幅度>15%，则建议行支气管舒张试验；PEF 检测：PEF 装置简单，操作简

便，能较准确预测患者咳痰能力。 

3.防治措施为：术前患者教育及术前合并高危因素患者的防治方案；术前肺康复训练包括训练时间

及方案；训练时间以 3 d、7 d、14 d 作为参考；药物康复：物理康复常用方法包括爬楼训练、呼

气/吸气训练器、功率自行车训练和呼吸康复训练器。心理康复明显焦虑或抑郁患者，请心理师协

助进行。 

4.术中危险因素： 麻醉操作，难气管插管易导致组织水肿、出血，反复插管致低氧、呼吸暂停，

处理不当易形成紧急气道；体液平衡 

5.术后危险因素和防治措施：麻醉苏醒时间长疼痛术痰潴留，引流管堵塞或不畅 防治措施 缩短麻

醉苏醒时间有效镇痛，保持气道通畅，尽早鼓励并协助患者进行有效咳嗽，合理使用粘液溶解剂促

使痰液充分排出，必要时采用支气管镜辅助吸痰， 早期下床活动加强，液体管理 。 

5.气道管理常用药物治疗方案 

结果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差异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
2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为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伴有吸入性损伤患者科围手术期气道管理更加安全、有效的加速患者安全康复，提高生活质

量。 

 

 

PO-1222 

小儿手部电烧伤皮瓣修复 10 例治疗体会 

 
陈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多种皮瓣移植在小儿手部电烧伤中的疗效，对小儿手部电烧伤的治疗进行初步的探究。 

方法 本院自 2012 年至 2017 年收治的小儿电烧伤，其中 10 例行腹部皮瓣或游离皮瓣等移植以修复

创面，对其进行分析及效果观察。 

结果 10 例患儿的移植皮瓣均Ⅰ期存活，创面Ⅰ期愈合 8 例，Ⅱ期愈合 2 例，后期随访，皮瓣修复

后手部的功能外观恢复较好，瘢痕挛缩较轻，预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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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小儿手部电烧伤后往往毁损严重，行积极的皮瓣覆盖对于功能及外观的恢复有很大帮助，应

根据损伤部位、患儿年龄、合作程度选择合适类型的皮瓣修复。 

 

 

PO-1223 

重组人Ⅲ型胶原蛋白水凝胶用于治疗猪全层皮肤缺损创面的 

修复效果研究 

 
刘彤

1
,李海航

1,2
,金剑

1,3
,贲驰

1
,朱世辉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2.中国人民解放军 92187 部队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 92858 部队岸勤部医院 

 

目的 研究重组人Ⅲ型胶原蛋白水凝胶对于猪全层皮肤缺损创面的修复效果，在创面修复过程中观

察Ⅲ型胶原蛋白水凝胶对创面血管化、胶原纤维排列和Ⅲ型胶原比例的影响。 

方法 将重组人Ⅲ型胶原蛋白冻干粉末与海藻酸钠粉末 10:1 混合，溶于无菌 PBS 中，制备成胶原蛋

白含量为 10%的溶液，使用时以 Ca2+交联成凝胶状。以 3 只巴马小型猪为动物模型，体重为

10~15kg，雄性，在每头猪背部正中线两侧旁开 2cm 分别用手术刀制备 3 个边长 5cm 深达肌肉筋膜

的正方形全层皮肤缺损创面，采用同体自身对照，实验组用重组人Ⅲ型胶原蛋白水凝胶治疗，水凝

胶外层覆盖无菌硅胶膜保湿；阳性对照组为人工真皮支架（PELNAC）治疗；阴性对照组为单纯无菌

硅胶膜覆盖。术后 7、14、21、90 天，进行创面大体观察，并取材行苏木素-伊红(HE)染色光镜下

观察创面修复细胞、炎性反应，天狼猩红染色偏振光观察胶原纤维排列、Ⅲ型胶原蛋白比例，免疫

组织化学法检测标本中 CD31的表达并计数新生血管数目。 

结果 实验组创面肉芽组织平整，颜色鲜红，柔软湿润。光镜下见实验组较对照组组织炎症反应轻

微，肉芽组织生长速度快。随时间延长，实验组较对照组胶原纤维排列有序。CD31 免疫组织化学

结果显示，实验组与阳性对照组新生血管数目于第 21 天达到高峰。实验组与阳性对照组新生血管

数目于术后第 7、14、21 天高于阴性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个月天狼

猩红饱和苦味酸染色结果显示，实验组较阳性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胶原排列规整，Ⅲ型胶原蛋白比

例升高。 

结论 重组人Ⅲ型胶原蛋白水凝胶在创面愈合过程中可诱导血管生成，促进新生真皮组织胶原纤维

形成和重塑，增加Ⅲ型胶原在新生真皮组织中所占比例，从而改善创面愈合情况，并有望减轻创面

愈合后的瘢痕形成。 

  

 

PO-1224 

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循证护理实践 

 
李莉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干预方法并评价其效果。  

方法 应用循证护理的方法得出证据并将证据本土化后应用于烧伤临床，制订烧伤患者实施肠内营

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审查标准，规范护理人员的临床行为；采用线上线下的培训方式，对烧伤护理人

员进行最佳证据的培训，比较应用最佳证据前后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期间腹泻的发生率，培训前

后护理人员对最佳证据的知晓情况及执行情况。  

结果 最佳证据应用后，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发生率由 25.58%降至 13.89%；烧伤专科护

士对腹泻识别与评估、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相关因素分析、肠内营养配方选择、鼻饲给药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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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前后在肠内营养输注方式、营养制剂保存方面

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烧伤专科护理人员对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最佳证据的

执行率大于 80%。  

结论 护理人员通过应用最佳证据，以科学的护理方法解决了烧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问

题，可提升护理质量。 

 

 

PO-1225 

脱细胞真皮基质在乳房重建应用中的系统评价 

 
薛春利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广东医学院附属惠州医院,516000 

 

目的 应用荟萃分析方法系统评价异体 ADM在乳房重建中的应用 

方法  以 breast reconstruction、 breast filling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acellular 

dermal regenerative tissue matrix、acellular regenerative tissue matrix、Alloderm、

SureDerm、KaroDerm、GraftJacket、Hyalomatrix PA、Hyalograft 3D、乳房重建、乳房填充、异

体 ADM，真皮基质为检索词检索 Pubmed、Cochrance Library、Embase、OVID EBM Reviews、中国

生物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对国内外学者 1990 年 1 月—2017 年 7 月

公开发表的有关异体 ADM 在乳房重建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评价，结局指标为：创面缩小率、创面愈

合率、创面完全上皮化时间、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经筛选共纳入 14 篇文献，共 3322 例乳房重建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有

ADM 植入乳房重建者，感染的风险显著增加了 1.85%（95% CI[1.41-2.41]）。同时，在血肿的发生

上，ADM 组高出了 1.5％ (95％ CI[1.08％- 2.09％])，乳房重建坏死率明显增加了 1.95％ (95％ 

CI [1.49％ -2.57％ ])，而重建后的移位移位率在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 P = 0.49）。 

Roman";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 ZH-CN;mso-bidi-language:AR-SA'>年

7 月公开发表的有关异体 ADM 在乳房重建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评价，结局指标为：创面缩小率、创

面愈合率、创面完全上皮化时间、并发症发生率 

结论 ADM 的使用可能会增加感染发生率，血肿发生率和皮瓣坏死率，尽管在植入物移位或损失中

并无统计学意义。 

 

 

PO-1226 

护理干预对烧伤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璇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大面积烧伤康复期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80 例烧伤面积在 50%-80%康复期的烧伤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

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予以心理疏导、邀请患者参加科室组织的各类活动、提供

社会支持系统为重点的综合护理干预。干预时间为 6个月，比较两组病人生活质量。 

结果 干预 6 个月以后，干预组患者心理状态、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Ｐ＜

0.05）。 

结论 通过护理干预可以提高烧伤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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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27 

烧伤 ICU 患者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调查及护理干预 

 
付莉莉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 ICU 患者睡眠障碍产生的相关因素，对他们的睡眠状况进行实时监护，提出相应的

护理对策及干预措施，改善烧伤 ICU患者睡眠质量，促进身心康复。 

方法 随机选取 2018 年 1月-6 月在我病区住院的患者 52 例，其中男性 40 例，女性 12 例，年龄 8-

76 岁，患者均无意识障碍，既往无精神障碍及睡眠障碍，采用睡眠质量表,包括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PSQI）量表和自编睡眠质量影响因素调查表，自编睡眠质量影响因素调查表内容包括病人一般

情况、环境、疾病、噪音、心理等 10 个项目，程度有不影响、影响、非常影响 3 个选项，在为病

人做晨间护理时通过询问评估前 1 日的睡眠情况，在相应的程度下选择打“√”，共发放调查表

56例，收回有效调查表 52例，回收率 93%。 

结果 烧伤 ICU 患者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依次为：长期卧床用于治疗烧伤创面的悬浮床不舒适，有

晃动感、保护性约束不能自如活动、各种输液及监护管道不适、创面疼痛、监护仪器的报警声、环

境陌生恐惧、语言交流障碍、护士昼夜忙碌的背影、孤独绝望感、经济负担。 

结论 睡眠障碍是烧伤 ICU 患者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机体各系统的功能，不利于疾病的康

复，引起睡眠障碍的因素有很多,有效的评估和护理干预是改善睡眠质量的前提，因此在护理活动

中我们要针对患者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干预，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 

 

 

PO-1228 

创伤愈合中微粒皮移植的概念：方法及应用 

 
王泽京

1
,刘彤

1
,谢建明

1,2
,李海航

1,3
,朱世辉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2.中国人民解放军 91331 部队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 92187 部队医院 

 

大面积或者慢性的创伤愈合在外科中一直是一项重大的挑战。皮肤移植的应用，无论是游离皮

片的移植还是全层皮肤的移植，都给外科医生处理创面愈合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方法。然而，皮肤供

区的限制又给外科医生在处理复杂创伤时带来了潜在的问题。例如人造皮肤工程这样新的研究进展

在供体皮肤不足时提供了一个快速，临时但是较贵的实现创面覆盖的方法。同种异体移植和异种移

植同样也实现了创面快速临时的覆盖。对于病人来说，一个理想的移植方法应该是快速可行的，没

有免疫排斥反应，低疾病发病率。微粒皮就实现了以上特点，因为它来自自体组织同时通过使用极

小的供体皮肤微粒来覆盖创面。 

作者回顾了对于传统的网状皮肤移植的另一种选择：微粒皮移植。同时包括了微粒皮移植的生理学

概念，历史沿革，技术评价，以及微粒皮移植特征的研究。 

 

 

PO-1229 

多频次清创术在头面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王能君,谢卫国,吴红,陈红梅,蔡玥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总结多频次清创在头面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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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6 例头面部烧伤病人的临床资料并调查回访。 

结果 头面部烧伤病人 106 例,完全愈合 106 例,其中 7d～10d 愈合 63 例,10d～19d 愈合 43 例,手术

植皮治疗愈合 0 例,轻度色素沉着 17 例，无色素沉着皮肤呈粉红色 26 例，创面完全愈合且与原本

皮肤无色差 63例，患者满意度为 100%。 

结论 多频次清创对于头面部烧伤病人创面康复效果显著。 

 

 

PO-1230 

人工智能技术在烧伤领域的研究进展 

 
张世奇

1
,李海航

2,3
,刘晓彬

2
,程大胜

2
,朱世辉

2
 

1.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学员二大队五队 

2.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烧伤科 

3.中国人民解放军 92187 部队医院 

 

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进行大规模数据的

学习与判别。基于大量临床数据，AI 进行深度学习后能够完成临床数据的智能识别，并辅助临床

医师进行诊断和治疗。在烧伤领域，以大数据积累为基础，能够得到强大的烧伤创面数据库，并且

通过特定的算法，AI 能够协助临床医师对烧伤创面进行精准的面积诊断以及深度诊断。同时，基

于多中心的临床数据库结合 AI 技术能够根据患者入院的基本情况进行匹配判别进行患者的预后预

测/死亡预测，并且精准度较高。未来，AI 技术的发展能为烧伤临床医师进行临床诊疗策略决定提

供更精准的信息。 

 

 

PO-1231 

脱细胞异体皮联合自体人厚皮移植在大面积烧伤瘢痕手术治疗的

临床观察 

 
余刚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脱细胞异体皮联合自体人厚皮移植在大面积烧伤瘢痕手术治疗的方法。 

方法 患者 8 例，其中 3 例功能部位，5 例非功能部位，、全部行瘢痕切除，挛缩松解后行脱细胞

异体皮联合自体人厚皮一步法移植。 

结果 6 例皮片完全完全成活，2 例局部坏死，通过换药创面愈合，5 例皮片颜色良好，3 例皮片有

明显色素沉着，皮肤弹性好，功能部位功能恢复良好。非功能部位未出现挛缩畸形。 

结论 脱细胞异体皮是一种去表皮、脱细胞，无细菌生长、无毒性、无刺激性、无免疫排斥反应，

有弹性、质地柔软、不断裂的组织工程学材料，可以代替部分皮肤真皮层功能，在大面积烧伤后瘢

痕的治疗中替代大张全厚皮移植，在恢复局部功能及外形，有明显效果，为治疗大面积烧伤后瘢痕

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能减少供皮区瘢痕形成，减少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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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32 

腹壁成形术在腹部供皮区的应用 

 
余刚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利用腹壁成形术巧妙地设计供皮区切取大张全厚皮修复大范围损伤创面的重要作用。 

方法 采用腹壁作为供皮区，切取 18--38X9--12cm 全厚皮修复上肢，下肢及面颈部大范围创面，同

时腹壁供皮区可以直接拉拢缝合。 

结果 10 例患者植皮区皮片完全成活，2 例局部小范围坏死，经换药处理后创面愈合。12 例腹部供

皮区均一期愈合。 

结论 利用腹壁供皮区可获取较大张皮片修复创面，外形满意，功能恢复良好，利用腹壁成形术巧

妙地设计供瓣区缝合后腹壁外形有显著改观，瘢痕隐蔽。临床效果满意。 

 

 

PO-1233 

使用翻身床的大面积烧伤患者发生压疮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杨华,魏雪菁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针对使用翻身床的大面积烧伤患者，形成压疮预防安全链条，优化监管，真正做到早期预防

压疮。 

方法 针对翻身床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提出相对应的预案处理流程，并把压疮纳入预案管理，设

计翻床使用观察表，针对患者制定个性化的翻身计划和翻身时间，提高护士对患者创面的关注度和

可操作性。每日留取卧翻身床患者易发生压疮部位的照片或录像资料，为护士的连续观察提供客观

资料。对高危人群，加强监控力度，每班评估，班班交接，措施到位，在护理记录中记录动态变

化，达到结构重建。 

结果 针对翻身床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提出将卧翻身床的患者纳入压疮预防管理体系，设定综合

评估指标，设计翻身床使用观察表、留取影像学资料等护理对策，提高护士的关注度后未在出现压

疮。 

结论 大面积烧伤患者使用翻身床因有利于充分暴露创面，避免创面长时间受压，便于翻身及实施

手术、清理大小便、创面换药等，在临床上应用广泛，但日益出现的安全问题也需引起护理人员的

关注。尤其是压疮的预防，应通过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避免或减少压疮的发生。我科对使用翻身

床发生压疮的患者进行原因分析，大面积烧伤患者使用翻身床过程中由于机体超高代谢，身体过度

消瘦，局部长时间受压，翻身时脊柱或骨隆突处的棉垫厚度不够或摆放不够平整，患者床上排便后

或者双下肢、会阴部换药后，排便孔边缘残留的大小便、渗出液清理不及时，加之护士翻身前对患

者营养状况、耐受程度、创面分布评估不充分等原因容易导致压疮的发生。针对翻身床使用过程中

的常见问题提出了相对应的预案处理流程，并把压疮纳入预案管理，自行设计了翻身床使用的观察

表，针对患者制定个性化的翻身计划和翻身时间，提高了护士对患者创面的关注度和可操作性，起

到预防和警戒作用。每日留取卧翻身床患者易发生压疮部位的照片或录像资料，为护士的连续观察

提供客观资料。对高危人群，加强监控力度，每班评估，班班交接，措施到位，并有醒目标识提醒

护士，在护理记录中记录动态变化，达到结构重建，形成压疮预防的安全链条，优化监管，真正做

到早期预防，而不是及时补救。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及健康宣教，及时消除患者因长时间卧翻身床

而产生的烦躁情绪，患者出现压疮后及时上报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促进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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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34 

创面智能分析设备在测量大鼠创面愈合过程中的应用 

 
赵海娟

1
,张忠明

1
,张之迅

2
,李海航

3,2
,朱世辉

3
 

1.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四大队学员十一队 

2.中国人民解放军 92187 部队医院 

3.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烧伤科 

 

目的 研究三维扫描创面智能分析设备对创面面积测量和组织结构比例（肉芽，腐肉，焦痂）的分

析，以及测得的组织结构比例与创面愈合速度的关系。 

方法 25 只 SD 大鼠分成 A、B、C、D、E，5 组，每组 5 只，制造创面后每组分别用碘伏治疗、磺胺

嘧啶银治疗、凡士林纱布治疗、硅胶薄膜治疗、无药物处理。以 15 天为一个创面生长周期，每隔

5 天用无菌薄膜勾边法和三维扫描创面智能分析法分别对创面进行测量。使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创面

智能分析设备在各种创面处理方法下对创面愈合面积测量结果的影响以及肉芽组织比例与愈合速度

的相关性。 

结果 无菌薄膜勾边法和三维扫描创面智能分析法测得的复杂创面面积相比，测量方法差异均无统

计学差异（P<0.05）。利用测量的小鼠肉芽组织与创面愈合速度值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r=0.383.P=0.001，提示创面中肉芽组织的面积比例与愈合速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结论 三维扫描仪提供了一种创面分析的方法，用以区分创面组成，同时提示肉芽组织在创面中的

面积比例与创面愈合速度呈相关性。 

  

 

PO-1235 

激光联合压力治疗对早期创面愈合后烧伤患者的影响 

 
徐娟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究激光联合压力治疗对早期创面愈合后烧伤患者的影响 

方法 根据随机对照原则将 20 位早期创面愈合烧伤患者分为治疗组 10 例，对照组 10 例，治疗时间

为 6 个月。治疗组：在患者创面愈合后一周后立即开始早期康复治疗，如压力治疗，激光治疗等；

对照组：在创面愈合后 3 到 6 个月再行康复治疗。应用温哥华瘢痕量表、瘙痒评分、关节活动度评

估。 

结果 （1）治疗组相对对照组瘢痕增生的程度更轻，甚至未增生。（2）治疗组患者相对对照组关

节活动度更大。（3）治疗组患者出院后能更快的融入家庭和工作。 

结论 创面愈合一周内激光联合压力治疗对烧伤患者很好的治疗效果 

  

 

PO-1236 

指蹼压力带对指蹼黏连患者的预防与治疗 

 
徐娟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究指蹼压力带对指蹼黏连患者的预防与治疗  

方法 根据随机对照原则将 40 位手部深二度以上且出现指蹼处瘢痕增生的烧伤患者进行分组，治疗

组 20 例，对照组 20 例，治疗时间为 6 个月。治疗组：在患者创面愈合后一周后立即开始进行指蹼

处加压、药物治疗、关节活动等康复治疗；对照组：指蹼处不佩戴指蹼压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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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治疗组相对对照组指蹼处未出现黏连或出现轻度指蹼黏连但不影响手部活动。（2）治

疗组患者相对对照组关节活动度更大。（3）治疗组患者避免指蹼黏连手术，减轻病人痛苦。 

结论 指蹼压力带对指蹼黏连患者有很好的预防与治疗作用。 

 

 

PO-1237 

VSD 在皮肤撕脱伤中的应用 

 
凌云浩 

175 医院 

 

目的 对肢体大面积皮肤撕脱伤应用 VSD 治疗的效果进行分析探讨。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收治的 68 例肢体大面积皮肤撕脱伤患者作为本次

研究的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用 VSD 方法与传统方法对组内患者进行治疗，疗程结束后，对

两组患者住院天数、换药次数、疗效及用药费用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试验组患者在治疗效果及各项数据均优异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的对应数据，组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VSD 敷料封闭负压吸引的方式对肢体大面积皮肤撕脱伤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明显，而且具有

安全性，患者创面应用后并无明显副作用，且该疗法的花费较少，非常易于在普通消费患者中应用

和推广。 

 

 

PO-1238 

药物面膜色素治疗对烧伤后面部色沉患者的治疗效果探讨 

 
徐娟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究研究药物面膜色素治疗对烧伤后面部色沉患者的影响 

方法 根据随机对照原则将 30 位烧伤后面部色沉患者进行分组，治疗组 15 例，对照组 15 例，治疗

时间为 6 个月。治疗组：在面部色沉患者创面愈合后一周后立即开始药物面部色素治疗；对照组：

另外 15位面部色沉患者不进行药物面膜色素治疗 

结果 （1）治疗组相对对照组面部色沉得到改善， 

结论 药物面膜色素治疗对烧伤后面部色沉有很大改善 

 

 

PO-1239 

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的护理体会 

 
彭春娥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总结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的护理体会。 

方法 对本病区 2018 年 4 月-7 月 41 例大面积烧伤病人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对患者入院即启动肠

内营养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抬高床头 45 度，使用胃肠营养泵持续输注营养剂，检测血糖，检测胃

残留量，应用促动力药物和通便药物，对实在不能耐受肠道喂养者给予肠外营养，严格无菌操作，

做好消毒隔离，做好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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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上述治疗护理之后，本次在本病区进行治疗的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在护理过程中，只有 2例因放弃治疗出院而死亡，其余 39例创面愈合良好。 

结论 只有采取正确的营养治疗和护理措施，实时监控患者的病情，避免患者在治疗和康复的过程

中发生营养缺乏，才能提高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治愈效果。 

 

 

PO-1240 

论烧伤重症康复的研究进展 

 
贺一帆 

山大六院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目的 了解烧伤重症康复的时机与内容，了解重症康复的研究进展 

方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的相关文件，了解重症康复的最新进展 

结果 对烧伤重症康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 

结论  

 

 

PO-1241 

危重症烧伤患者心理干预 

 
曾露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危重症烧伤患者心理因素对创面的愈合以及治疗情况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烧伤重症监护室 2016 年 4 月~2017 年 10 月收治的特重度烧伤患者 68 例作为研究对

象,按照心理健康情况分为 A、B 两组,A 组患者的心理健康情况优于 B 组,记录两组患者一般情况以

及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烧伤脓毒症的发生数、呼吸机使用时间、手术次数、治疗次

数。 

结果 A 组患者的总住院时间、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治疗次数与 B 组相比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心理健康情况影响着重症烧伤患者的治疗,治疗过程中应该加强心理疏导,消除患者不良情

绪。 

 

 

PO-1242 

大面积烧伤病人功能康复的护理体会 

 
李利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究大面积烧伤病人功能康复的临床护理方法，总结护理体会。 

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 20 例面积为 75%-90%的烧伤病人，分析采用的皮肤、心

理,、功能等方面在康复护理过程中的护理方式，总结护理经验。 

结果 通过保护创面，有效的药物治疗，并结合心理、皮肤、功能训练等康复护理指导，所有病人

均得到良好治疗，痊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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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大面积烧伤病人除预防感染、改善创面外，有效的心理、皮肤及功能康复训练等护理也是十

分重要的，有效的康复期治疗不仅能提高疾病的治愈率，还缩短住院时间。 

 

 

PO-1243 

不同年龄段烧伤患者对护士淡妆上岗的认可程度调查 

 
曾露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调查烧伤患者对护士淡妆上岗的认可程度,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资料汇总后进行分类并绘制表格,数据统计采用

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结果 认为护士有必要淡妆上岗的占大多数(总认可率达 90.2%),各调查组之间认可率的差异经统计

学检验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可以认为身份、年龄、性别以及文化程度等因素对护士淡妆上岗的认可率没有影响,护士淡妆

上岗是不同人群的共同需求。 

 

 

PO-1244 

小儿烧伤的病情观察与护理 

 
刘邓雪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密切观察婴幼儿烧伤患者的病情变化，以实施有效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 10例婴幼儿烧伤患者进行烧伤程度的评估，加强临床护理观察并予以针对性护理措施。 

结果 10例婴幼儿烧伤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结论 婴幼儿烧伤后伤情严重、复杂、病情变化快、治疗难度大，死亡率高。烧伤是婴幼儿伤害的

常见类型之一，小儿烧伤多发生在幼儿期和学龄前期，特别是 1-4 岁患儿。由于患儿系统器官功能

发育不完善，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抵抗力低下，对体液丧失的耐受性均较成人差。烧伤后由于疼

痛、脱水、血浆成分丢失，水电解质失衡等造成的全身紊乱，远较成人重，极易发生休克、败血

症、死亡等。因此，加强烧伤患儿的病情观察，可以及时发现病情变化，为实施正确有效的治疗和

护理提供依据，从而减轻患儿的痛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实施有效的

治疗和护理措施是抢救成功的关键。 

  

 

PO-1245 

精准与微创：瘢痕的激光及相关光电治疗前景值得期待 

 
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深度烧伤及各种皮肤创伤往往遗留不同程度的瘢痕，常伴有瘙痒或疼痛等不适症状，影响外

貌及功能。 

方法 瘢痕有多种分类方法，如成熟瘢痕与未成熟瘢痕、增生性瘢痕与扁平瘢痕及萎缩性瘢痕、普

通瘢痕与瘢痕疙瘩等。瘢痕形成的原因至今尚未完全阐明。在创面愈合过程中，众多细胞因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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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TGF-β1、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及碱性 FGF（bFGF）等在瘢痕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 

结果 研究显示，成纤维细胞的过度增殖以及凋亡受阻促进了增生性瘢痕的形成和发展。创面修复

过程中，一方面成纤维细胞不断分泌胶原形成胶原沉积，另一方面胶原酶所致胶原分解代谢也在不

断进行，当胶原的合成代谢超过分解代谢时，胶原就不断沉积，导致瘢痕的增生。瘢痕的传统治疗

方法很多，包括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及综合治疗。手术治疗并非适用于所有患者，术后瘢痕复发

率也较高。非手术治疗包括外用药物、压力、硅酮、瘢痕内药物注射、按摩疗法、蜡疗、冷冻治

疗，以及中频电疗等。但传统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往往作用有限，只能起到辅助和减缓症状等作用。

瘢痕的激光治疗已有多年历史但进展缓慢，近年来激光及相关光电技术在瘢痕治疗中有了较快发

展，疗效明显提高。 

结论 本文通过回顾激光医学的历史和选择性光热解理论的发展，介绍了目前常用于瘢痕治疗的激

光及相关光电技术，包括血管特异性激光（俗称祛红或褪红激光）、剥脱性激光、非剥脱性点阵激

光、 强脉冲光及微等离子射频技术，分析了现有瘢痕光电治疗技术的有点和不足，并展望其未来

的发展。 

 

 

PO-1246 

大面积烧伤病人的康复护理 

 
刘邓雪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病人的康复护理方法 

方法 分析本科病人康复期护理过程,总结经验教训 

结果 随着烧伤救治水平不断提高,创面修复与功能康复越来越被关注,临床治愈率也越来越高。但

治疗的目的不只限于保全生命,还要能使患者生活自理,重返家庭和社会,提高生活质量,以达到临床

治疗的最佳目的。大面积烧伤尤其是深度烧伤,必然伴有组织的异常和疤痕的形成,一般疤痕形成可

导致畸形和残废等不良后果,而增生性疤痕中这些问题更为显著,这就需要在烧伤治疗后期注重抑制

疤痕增生和功能康复训练。同时,烧伤会给患者心理上造成巨大伤害,特别是伤在脸和手等暴露部位

的病人,自我形象的缺陷会导致心理状态的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引起精神障碍。可见,烧伤患者不但

在身体上承受着痛苦,在心里上也备受折磨,可谓身心俱伤。已有资料表明,烧伤治疗的成功与否,与

患者的心理精神状态密切相关。 

结论 为了最大限度地使患者恢复伤前的状态,提高伤后生活质量,烧伤后期功能训练和心理康复已

成为当今烧伤治疗学中不可忽视的课题。 

  

 

PO-1247 

2 例特重烧伤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的护理 

 
李利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特重烧伤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患者的临床护理措施，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方法 回顾我院治疗，护理 2例特重烧伤并 DVT 患者的实际工作。 

结果 该患者经治疗，护理后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 

结论 特重烧伤患者要重视临床护理防范措施，减少 DVT 的发生，对于出现 DVT 的患者要更加重视

临床治疗和临床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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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48 

体外探索外科常用消毒剂对成纤维细胞和表皮细胞的活性及 

凋亡的影响 

 
张明师

1
,刘莹莹

2
,王丽

2
,李海航

2,3
,夏照帆

2
,朱世辉

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温岭医院 

2.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烧伤科 

3.中国人民解放军 92187 部队医院 

 

目的 在培养基中加入不同浓度的外科常用消毒剂（碘伏消毒液，洗必泰，普朗特，次氯酸），体

外探索其对皮肤组织细胞（人成纤维细胞及表皮细胞）活性、增殖及凋亡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以下 4 种类型外科常用消毒剂：聚维酮碘溶液，醋酸氯己定溶液，甜菜碱-聚六亚

甲基双胍溶液，次氯酸溶液，选用人皮肤成纤维细胞系，人 HaCat 表皮细胞系，细胞接种于 96 孔

板。观察为观察体外模拟临床换药对细胞的活性影响，试验组细胞依次加入外科消毒剂原液浸泡

1min、2.5min、5min 后，每孔 100μL，对照组细胞加入 100μL 培养基，空白组为不含细胞的

100μL 培养基，后均以 PBS 冲洗，CCK-8 测定消毒液对细胞活性的影响。为不同浓度的外科常用消

毒剂对皮肤组织细胞增殖的影响，试验组细胞依次加入含有 10%、5%、2.5%、1.25%、0.625%、

0.3125%、0.15625%外科消毒剂的培养基，每孔 100μL，对照组和空白组同前，CCK-8 测定消毒液

对细胞活性的影响。为测定不同浓度的外科常用消毒剂对细胞凋亡的影响，AV/PI 凋亡试剂盒测定

消毒液对细胞凋亡的影响，在流式细胞分析仪上，通过 FITC 检测通道检测。 

结果 用不同种类消毒剂处理人成纤维细胞 5s 时，与对照组相比，碘伏组、普朗特组、洗必泰组、

次氯酸组细胞活性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分别为对照组的 0.15%、2.90%、4.47%、28.68%。随着处理

时间的延长，与对照组相比，各处理组细胞的活性逐渐降低。3min 时，碘伏组、普朗特组、洗必

泰组、次氯酸组细胞活性分别为对照组的 0.08%、0.23%、0.78%、12.67%。与培养基组相比，

0.15625%、1.25%以及 10%浓度的聚维酮碘、醋酸氯己定和甜菜碱-聚六亚甲基双胍均能够显著促进

两种细胞的凋亡，相同浓度下次氯酸溶液对细胞凋亡无明显影响。 

结论 临床常用的 4 种消毒剂中，聚维酮碘对细胞产生明显的毒性作用，并引起强烈的细胞凋亡，

醋酸氯己定溶液和甜菜碱-聚六亚甲基双胍溶液对细胞增殖影响次之，次氯酸溶液对细胞影响最

小。 

 

 

PO-1249 

莫沙必利联合双歧杆菌在大面积烧伤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 

临床观察 

 
蒋梅君,王德运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莫沙必利联合双歧杆菌在大面积烧伤患者术后促进胃肠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 

方法 按照数字随机分组的方法将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 ICU 收治的 24 例烧伤面积大于 50%TBSA 成人

烧伤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2 例。两组患者自伤后 48 小时每日服用莫沙必利 5 毫克，

三餐前服用；观察组患者联合服用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 1 克，每日三次。在术后观察并比较

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术后的排便周期较对照组有所缩短（P＜0.05），排便困难症状及大便性状

改善均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肠内营养后腹胀率为 8.3%，显著低于对照组

的 25.0%。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效率为 91.7%，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58.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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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莫沙必利联合双歧杆菌对大面积烧伤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疗效可靠，对大面积烧伤患者

的营养治疗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PO-1250 

将气管插管放置气切口处替代常规气切套管进行人工通气 

 
冯婷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伴有吸入性损伤的患者，早期分别给予气管切开来改善呼吸状况,由于部分患者因自身和疾病

原因，导致气切导管易脱出，在紧急救治情况下，将经声门内插入的导管加深长度直接置入在气切

口处，直达气道，进行通气，取得满意通气效果，同时也避免反复导管插入造成的感染。 

方法 选取两位气管切开患者，两位患者在使用气切导管时，随着咳嗽和活动，导管易脱出，将气

管套管取出，插入气管插管至气切口处，插入长度约为 14cm。见明显气流溢出，确定气管在气道

内，给予气囊充气，行吸痰治疗，吸痰管插入通畅，能顺利吸出气道内的痰液，能有效的缓解患者

呼吸困难及不适的症状，血气检查结果，动脉氧分压及血氧饱和度均在正常范围内。我们采取固定

方法是：先在气管插管 14cm 与 15cm 处各用无菌胶带缠绕，用宽 1cm，长 20cm 的无菌胶带，起到

标记刻度和防止系带滑脱，在胶带上面再用两条宽 1.5cm 长 90cm 系带缠绕一起打一半节，将上面

两根系带系在颈部，再将下方两根系带绕至双侧的腋下，在胸侧打结固定。防止因咳嗽和体位改变

原因导管脱出，将气切口处每日消毒处理，将无菌小纱布块用无菌剪从纵面剪 2/3 放置气切口处渗

液过多时及时更换。 

结果 2 例患者均属于大面积烧伤，伴有头面部烧伤，在急救情况下，采用此类方法，取得良好通

气效果，预后满意。 

结论 烧伤患者合并吸入性损伤是主要致死原因。临床上应尽早建立人工气道。采用将气管插管插

入气切口处，因长度较长，减少导管脱出率，降低患者窒息死亡和反复多次插管造成肺部感染机

率。在紧急救治下，留置气管插管，作为人工气道，应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尽早更换为气切套管作为

人工气道。 

 

 

PO-1251 

微粒皮片移植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朱世辉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微粒皮移植技术曾作为治疗大面积烧伤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提高中国危重烧伤病人救治提供了

非常有效的方法。近年来，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糖尿病、放化疗等因素导致皮肤急慢性创面问题

给社会带来沉重的家庭和经济负担。皮肤移植的应用，无论是游离皮片的移植还是全层皮肤的移

植，都给外科医生处理创面愈合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方法。然而，皮肤供区的限制又给外科医生在处

理复杂创伤时带来了潜在的问题。微粒皮片作为自体皮肤移植的一种，是理想的促进皮肤创面愈合

的方式，具有快速可行、无免疫排异，并且供皮区需求少。近年来国外在微粒皮片移植相关技术和

设备在不断发展，如快速微粒皮制备设备 Xpansion，rigeneracons 等，使得微粒皮片临床操作变

得简便，创面治疗效果逐渐提升。而国内则很少在该领域进行进一步研究。作者对微粒皮片移植的

概念、历史变革、技术演变进行回顾，并分析微粒皮肤移植的临床研究现状及愈合机理，同时展望

微粒皮片移植未来的发展方向。微移植技术理论上是有吸引力的创伤愈合策略，但是合适的研究来

区分其真正的潜力和不足仍十分缺乏。像糖尿病溃疡这样的复杂创面可能会得益于微移植技术，原

因是它需要覆盖创面的供体皮较少，但是各种微移植技术需要与多种创伤相比较才能确定哪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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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临床上有利于创面愈合。与标准网状移植相比，仍需要实验性的研究来确定微移植在体内和

体外的生理和生物力学特性。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当供体皮不足时，微移

植技术的简单性，可靠的扩张率以及适用性使其成为治疗大创伤或复杂创面的有用方法。同时微粒

皮结合组织工程学真皮支架的应用可能更具有更好的前景。 

 

 

PO-1252 

幼儿重度烧伤护理 

 
张静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幼儿重度烧伤的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8 年 5 月至 2018 年 7 月间收治的 20 例重度烧伤幼儿的护理过程。烧伤作

为儿科中较为常见的急症之一，严重威胁着幼儿的生命安全。常规护理，时刻注意患儿的生命体

征，清除其呼吸道内的分泌物，诱导患儿咳痰并观察痰液的颜色。室内湿度应保持在 40%-60%，温

度保持在 28℃-32℃之间，患儿吸氧时观察缺氧症状，血氧饱和度。休克期 幼儿烧伤后会出现血

浆丢失、脱水、电解质失调等症状，烧伤面积大于 10%的患儿可能出现休克。输液时应遵循“先盐

后糖，先晶后胶，先快后慢”的原则，保持输液畅通，记录患儿每小时尿量，并根据患儿尿量随时

调整输液速度，患儿出现不同程度休克但均平稳度过。烧伤幼儿进入感染期后，应严格加强各方面

的护理工作，这是因为此时随着患儿体液的补充回复，病毒和细菌很可能通过创面进入患儿体内，

流进血液，突发全身侵袭性感染，最终导致败血症的发生而使患儿死亡。此阶段应保证患儿的营养

供给，为减少细菌来源控制人员流动，严格无菌操作，确保病床整洁，医护人员加强卫生宣教指

导。患儿有可能因突发烧伤而造成情绪较大波动，形成恐惧心理，因此对护理人员应以积极的态度

和饱满的热情进行陪护、照料鼓励，从而从烧伤的阴影中脱离出来，战胜疾病。患儿处于康复期

时，护理人员应鼓励患儿嘉庆烧伤部位功能活动，如屈伸腿、屈伸肘、以及腕和踝部等。对于已经

因疤痕挛缩出现局部畸形的患儿，科通过手术使其最大程度上回复正常。 

结果 经医护人员精心护理，患儿未出现严重肢体功能障碍，均康复出院。 

结论 对烧伤幼儿护理时，医护人员应做到细致谨慎，从而将致残率将至最低、减轻患儿痛苦。 

 

 

PO-1253 

重型甲型血友病伴八因子抗体阳性慢性血肿伴溃疡一例 

 
陈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一例重型甲型血友病伴八因子抗体阳性患者的诊治。 

方法 笔者单位曾于 2018 年 7 月收治 1 例 26 岁重型甲型血友病伴有右下肢大血肿及皮肤溃疡的男

性患者，在行基础疾病治疗的同时，行积极创面治疗，对其治疗进行观察和评价。 

结果 经积极补充凝血因子、凝血酶原复合物及清创、负压吸引等手术治疗，患者创面肉芽形成后

行植皮手术治疗，术后行积极凝血因子补充及抗感染、预防血肿、营养支持等治疗，最终植皮片存

活，封闭创面，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结论 对于重型甲型血友病，积极的手术治疗可以明显改善患者预后，但应根据具体情况，行积极

原发病治疗的基础上行进一步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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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54 

湿化联合氧疗在面部浅二度烧伤创面应用的效果研究 

 
吴巍巍

1
,贺婷婷

1
,程丹

1
,吴巍巍

1
,贺婷婷

1
,程丹 

1.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2.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湿化联合氧疗的治疗方法对于面部浅二度烧伤创面愈合时间的效果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2018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面部浅二度烧伤患者 68 名，随机分为对照组及

试验组。其中试验组 35 例面部烧伤创面外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凝胶 3 次/日，并进行

暴露疗法。对照组 33 例面部烧伤患者在此基础上采用主动加湿加联合氧疗装置，进行面部创面湿

化、氧疗 3 次/日，1 次/8h，40min/次，其中加湿温度为 36.0-39.0℃，加湿湿度为 50-60%，氧疗

浓度为 40-50%。比较两组患者平均创面愈合时间及患者创面舒适度得分 

结果 试验组患者平均创面愈合时间为 9.3±1.5 天，对照组平均创面愈合时间为 11.7±1.2 天，两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创面舒适度评分为 95±8.2 分，对照组创面舒适度

为 88±9.7 分；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面部浅二度烧伤创面应用湿化联合氧疗的治疗方法可缩短创面愈合时间，提高患者创面舒适

度 

 

 

PO-1255 

染发剂致头皮深度烧伤一例 

 
陈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一例染发剂所致头部深度烧伤患者的诊治。 

方法 笔者单位曾于 2017 年 9 月收治 1 例因自购染发剂烧伤头皮的 18 岁女性患者，入我院后行积

极手术治疗，对其治疗进行观察和评价。 

结果 患者头部创面深达骨膜，入院后行积极局部头皮瓣转移、负压吸引及创面植皮治疗后痊愈出

院，局部仍然遗留瘢痕增生及秃发。 

结论 染发剂尤其是来源不明的染发剂成分复杂，往往导致过敏、皮损、甚至全身中毒等改变，需

引起我们的警惕。头皮的深度化学烧伤应尽早手术干预，以防进一步损伤的形成。 

 

 

PO-1256 

儿童烧伤输液的临床护理 

 
张静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儿童烧伤患者如何安全的度过休克期，最大限度的减少因静脉输液引起的不良反应，提

高患儿生存质量。 

方法 对烧伤面积＞10%的 100 例儿童烧伤患者的输液、用药过程的护理注意事项进行回顾性总结。

按照常规补液公式进行休克复苏同事进行“输脱”治疗原则。真确判断病情，按需补液。重视儿童

烧伤补液量于时间的分配镇静剂用于烧伤儿童后大多出现烦躁，不能正常配合治疗，此时应慎用镇

定剂，首先要了解补液情况，包括液体总量、滴速、晶胶体分配及每小时尿量、口渴程度、精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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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完整皮肤弹性，以判断患儿是否存在低血容量性休克，如无，则按照医嘱使用止痛，镇静剂，

使患儿配合、顺利输入液体达到抗休克的目的。输液速度的控制 由于受交通、经济等各种条件的

限制，不少患儿在伤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抗休克治疗，接诊后常在极短时间内快速补充所缺液体，

以期尽快纠正休克状态，此时的输液速度要根据患儿的精神状态、口渴程度、尿量、心率及心肺等

指标调节，防止短时间内输入过量液体，体循环血量急剧增加，心脏负荷过重引起肺水肿、脑水

肿、心力衰竭、腹腔间隙综合征，滴速过慢则达不到有效的抗休克复苏和其他治疗作用，甚至诱发

肾功能衰竭。恰当的心理干预。落实输液巡视制度，加强护士的责任意识 

结果 儿童烧伤患者休克症状及时得到纠正，并发症明显减少。 

结论 儿童烧伤休克发生率高，在护理中及时安全有效的抗休克输液治疗是抢救成功的关键。 

 

 

PO-1257 

成人大面积烧伤患者并发急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治疗及预后的 

影响 

 
王韶华,陈昭宏,李海晖,刘维,龚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并发急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治疗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调查分析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以来收治的大面积烧伤患者（烧伤面积≥30%TBSA，或

有严重合并伤和并发症）的相关病历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纳入研究的 86 名大面积烧伤患者中 PCL-C 量表评分在 17-75 分，其中≥50 分的 62 人，死亡

10 人，休克期度过不平稳（大量补液仍需持续应用升压药物维持血压）25 人，脏器功能障碍（衰

竭）36 人；PCL-C 量表评分<50 分的 24 人，死亡 1 人，休克期度过不平稳 3 人，脏器功能障碍

（衰竭）5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发生 PTSD 的大面积烧伤患者与未发生或症状轻微的 PTSD 患者相比较，在休克期度过是否平

稳，是否存在多脏器功能衰竭以及死亡率方面均明显增高，严重影响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治疗及预

后。 

 

 

PO-1258 

烧伤后骨外露创面的综合治疗 

 
李林 

天津市第四医院,300000 

 

目的 对于深度烧伤创面中部分骨外露创面的多种处理方法进行探讨。 

方法 2013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对在我院治疗的 140 位深度烧伤合并骨外露病人，采用局部皮瓣

修复，局部皮肤扩张术+二期皮瓣转移覆盖，VSD 负压吸引+皮片移植修复，局部外露骨骼打孔+肉

芽创面皮片移植修复等多种方法覆盖骨外露创面。 

结果 大部皮瓣成活满意，所移植的皮片大部成活良好，大部病例均无明显并发症，随访过程中显

示皮瓣修复效果最好，早期就诊并手术的病人效果要好于就诊较晚的病人，其中以头皮扩张术后修

复颅骨的外露效果最好，后期毛发生长良好。而未手术病人效果较差，后期均出现较为严重的瘢痕

挛缩，愈后外观、功能均有不同程度影响。 

结论 在深度烧伤合并骨外露的创面中，绝大部分需手术治疗，而各种手术方法有其各自的适应症

与优缺点，其中早期皮瓣转移修复骨外露创面仍是较为理想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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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59 

烧伤病人全方位护理 

 
冯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意外烧伤的护理过程中的问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00 例意外烧伤患者的临床护理资料。对 800 例患者实施刨面的处理、呼吸道的

护理、防治休克、重要部位（面部、口鼻、眼睛、四肢、会阴）护理、心理护理等方面综合护理。 

结果 800例患者创面全部愈合，创面愈合时间 7--62d，平均 20d，均达到生理性愈合。 

结论 结论护理意外烧伤时应实施结合烧伤原因的抗休克、抗感染、心理和营养支持全方位的综合

护理。 

  

 

PO-1260 

延伸护理模式在烧伤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呼翠翠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评价延伸护理在烧伤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100 例烧伤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病理分期、烧伤

面积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在住院期间实施常规护理和健康教育,包括烧伤后创面指导、饮

食指导、心理疏导以及烧伤疾病知识健康教育; 患肢功能锻炼等康复知识教育以及出院常规指导。

出院后患者自行安排活动锻炼,护士在患者出院后 1 周内常规电话回访,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和功

能锻炼情况及烧伤疤痕有无增生情况,并做相应指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成立延伸护理服务小

组,制订延伸护理计划,并实施入院阶段、住院阶段、出院阶段的延伸护理服务。 

结果 观察组患者烧伤后并发症发生率下降,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治疗积极性、生活质量均提

高。 

结论 对烧伤患者实施延伸护理,对其积极应对疾病和早日康复具有促进作用。延伸护理模式通过给

予患者不间断的护理干预,在患者行为转变的不同阶段,通过不同方式激励患者自我效能,动态监测

干预效果。给予患者鼓励支持,同时征求患者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增进护患相互理解,建立人性

化的医学护理模式,使患者积极配合医疗及护理工作。 

 

 

PO-1261 

烧伤病人使用翻身床危险因素及预防对策 

 
任铮铮,张笑雪,冯可,王艺青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烧伤病人使用翻身床的危险因素及预防对策 

方法 2015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0 日我科室收治烧伤病人使用翻身床 60 例，按翻身床规

范使用流程操作，使用前评估翻身床是否完好、安全，评估病人是否有病情变化，然后统计发生不

良事件的种类及次数。 

结果 使用翻身床中出现不良事件有：头部垫子移位 3 例，包扎过厚翻身失败 2 例，翻身床片压迫

气切导管口 2例，俯卧位时头部枕垫滑脱使头部下垂 2例；胃管脱出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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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翻身床是治疗护理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有效工具，翻身过程中应提早发现翻身床本身故障，适

当调整床片与气切导管位置，充分评估病人病情，翻身前妥善固定气管套管及胃管、深静脉导管

等，翻身后检查头部垫枕，规范的操作可以有效避免不良事件发生，减少病人使用过程中发生危

险。 

 

 

PO-1262 

1 例新生儿金黄色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SSSS)的 

护理体会 

 
呼翠翠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 1 例新生儿金黄色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SSSS)患儿的护理资料,总结新生 SSSS

患儿护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为提高临床新生 SSSS患儿的护理质量供高参考。 

方法 对我病区收治的 1 例新生儿金黄色葡萄球菌性烫伤养皮肤综合征患儿的临床护理资料进行分

析,总结新生儿 SSSS 患儿的护理要点。护理方法:（1）配合护理:患儿入院后在皮肤完好处留置静

脉针,用绷带妥善固定；根据创面渗出程度给予补液,积极纠正电解质紊乱；给予温箱治疗；（2）

皮损护理：选择清洗创面换药法，每日采用高锰酸钾溶液对患儿的全身进行清洗，用洁净棉签涂抹

百多邦于皮损面，清洁皮肤保持皮肤干燥；（3）五官护理：采用生理盐水棉签轻轻擦拭五官，在

眼部皮损处涂金霉素眼膏，用诺氟沙星滴眼液滴双眼：耳部用无菌棉球填塞外耳道，睡眠时避免患

耳受压；清洁鼻腔,保持呼吸道通畅；每日口腔护理两次,保持该口腔清洁。（4）会阴部护理：腹

股沟及会阴大多表皮糜烂剥脱，患儿每次排便后,用生理盐水清洗会阴（5）环境管理：包括病房清

洁、消毒，保持空气流通，护理人员应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范；（6）出院指导：指导家属正确喂

养 ,强化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意识, 注意家属及婴幼儿卫生,勤有效洗手。 

结果 该例 SSSS 患儿经过精心治疗护理 20d 后,符合康复出院标准,顺利出院。治疗过程中,患儿未

出现感染、新发皮疹等 SSSS患儿常见的并发症,家属对治疗护理过程和结果满意。 

结论 SSSS 患儿临床不常见,针对病情实施全面针对性护理,做好病房环境清洁消毒工作,确保患儿

不发生继发感染,是患儿获得良好预后的保证。 

 

 

PO-1263 

早期手术封闭创面提高功能部位深度烧伤愈后质量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韩大伟,李允,杨焕娜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分析与总结功能部位深度烧伤创面的处理方法及其治疗效果，探讨功能部位深度烧伤创

面早期处理与后期畸形的关系，讨论功能部位烧伤创面早期处理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方法 随机选取功能部位深度烧伤住院病例 37 例，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17 例，年龄 6-47 岁，深

度烧伤部位分布于头面颈、四肢关节、手、足等处，其中早期切削痂植皮术 23 例，中晚期剥痂、

肉芽创面植皮术 10 例，皮瓣修复 4 例。分析其治疗方法、手术时机和创面修复后外观、功能恢复

以及后期是否采取整复手术等，总结功能部位深度烧伤后最佳的手术时机和手术方法。 

结果 早期深度烧伤手术治疗功能及外观恢复良好率占 85%，后期随访多数烧伤病人治愈后未行整

复手术。最佳手术时机为伤后 3-7 天，采用大张自体皮移植、皮瓣移植、创面切削痂密闭负压吸引

术后大张自体皮移植等术式，手术修复创面功能恢复及外观良好率都较高。中晚期自体皮片植皮、

通过换药自行修复后的创面功能及外观良好率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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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功能部位深度烧伤早期积极手术干预封闭创面，能最大限度保护间生态组织，降低感染几

率，最大限度恢复功能，减少功能部位畸形发生，提高患者愈后生活质量。 

  

 

PO-1264 

头面部烧伤患者的心理护理 

 
韩琳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头面部烧伤患者在病程的不同时期的心理特点及相应的护理措施。 

方法  

通过观察 2018 年近八个月份烧三收治的 89 例成人头面部烧伤患者，分析总结患者各期的心理变

化 ，有针对性的采取及时有效的心理护理措施。 

结果 本组 89例患者中，一期愈合 55例，二期植皮治疗的 35例，所有患者均治愈出院。 

结论 了解患者的心理特点，准确判断其心理状态，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是做好头面部烧伤患者护

理的关键。 

 

 

PO-1265 

烧伤康复期肩关节外旋松动对肩外展活动度的影响 

 
茹天峰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肩关节外旋松动对烧伤后患者肩关节外展活动度的影响。  

方法 将烧伤后肩关节存在外展功能受限的患者 3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15 例）和对照

组（15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辅以肩关节外旋松动治疗，每天 2

次，每次 30min，1 个月为一个疗程，共观察 4 个疗程。于治疗前和每个疗程结束后记录下肩关节

外展的主、被动关节活动范围（ROM）、Constant-Murley 肩关节功能评分（CMS）、患者满意度评

分。分别来评估各阶段肩关节的运动功能及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肩关节外展活动度、CMS 评分及患者满意度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

（P<0.05），对照组患者的肩关节外展活动度、CMS 评分及患者满意度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

（P<0.05）。但组间比较发现，治疗组的肩关节外展活动度、CMS 评分及患者满意度改善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给予烧伤后肩关节外展活动受限的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干预的基础上辅以肩关节外旋松动治

疗能进一步加速肩关节的运动功能恢复。 

 

 

PO-1266 

弹力绷带在儿童前躯烧伤创面的应用 

 
韩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比较普通绷带包扎与弹力绷带包扎对小儿前躯创面的应用 

方法 前躯烧伤患儿治疗过程中分别应用普通绷带与弹力绷带进行包扎，比较两种方法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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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弹力绷带用于儿童前躯烧伤创面，有效避免包扎后敷料滑脱、移位，降低了换药次数、节省

了住院费用、减轻患儿痛苦、促进创面愈合。 

结论 弹力绷带用于儿童前躯烧伤创面，有效避免包扎后敷料滑脱、移位，降低了换药次数、节省

了住院费用、减轻患儿痛苦、促进创面愈合。 

 

 

PO-1267 

老年糖尿病患者烧伤后的综合护理 

 
冯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老年糖尿病男性与女性沸水烫伤与火焰烧伤的面积、深度及部位不同的综合护理措施与

效果。 

方法 根据老年糖尿病患者病程长且绝大多数合并有基础疾病，体质较差，皮肤微血管和周围神经

病变，皮肤营养发生障碍，及烧伤后创面易感染、愈合能力低下等因素，对 50 例老年糖尿病烧伤

患者积极做好饮食护理、创面护理、糖尿病的护理、心理护理及出院指导，治疗期间合理调节，控

制饮食，加强心理及创面等方面的健康教育，积极处理创面，必要时手术治疗。 

结果 通过对 50 例老年糖尿病的烧伤患者给予精心治疗和全方位的综合护理，非手术治疗治愈 45

例，经手术治愈 5例，治疗期间，空腹血糖控制在 6~9mmol/L。 

结论 严格合理控制饮食，积极处理创面，减少感染等各方面综合护理是老年糖尿病烧伤患者预防

感染、促进愈合的关键。 

 

 

PO-1268 

烧伤后康复期肩胛骨运动控制训练对肩关节活动功能的影响 

 
茹天峰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肩胛骨运动控制训练对烧伤后患者肩关节活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烧伤后肩关节存在功能受限的患者 3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15 例）和对照组

（15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辅以肩胛骨运动控制训练，每天 2

次，每次 30min，1 个月为一个疗程，共观察 4 个疗程。于治疗前和每个疗程结束后记录下肩关前

屈及外展的主、被动关节活动范围（ROM）、Constant-Murley 肩关节功能评分（CMS）、患者满意

度评分。分别来评估各阶段肩关节的运动功能及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肩关节前屈及外展活动度、CMS 评分及患者满意度均较治疗前有明显

提高（P<0.05），对照组患者的肩关节前屈及外展活动度、CMS 评分及患者满意度较治疗前有明显

提高（P<0.05）。但组间比较发现，治疗组的肩关节前屈及外展活动度、CMS 评分及患者满意度改

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给予烧伤后肩关节活动受限的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干预的基础上辅以肩胛骨运动控制训练治

疗能进一步加速肩关节的运动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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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69 

股前外侧游离皮瓣修复严重儿童电击伤一例 

 
韩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运用股前外侧游离皮瓣修复严重儿童上肢电击伤 

方法 患者男，12 岁，2018 年*月*日手持长棍不慎接触高压电线。患者伤后一过性昏迷，自行清

醒，于伤后 2 小时入院，门诊以中度烧伤（电击伤）收入院。入院后体格检查神志清，生命体征平

稳。烧伤创面分布于右上肢及双下肢，创面基底苍白，痛觉丧失，右前臂肿胀严重，右手呈屈曲挛

缩畸形，主动及被动屈伸受限，前臂中段以远感觉丧失，双足背侧远端及部分足趾皮肤呈皮革样改

变，质韧，痛觉丧失，烧伤总面积 5%，为 III°-IV°伤，择期行对侧股前外侧游离皮瓣修复受损

肢体。 

结果 术后患者移植皮瓣完全成活，患者远端外形美观，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股前外侧穿支皮瓣外形美观，质地优良，并可携带感觉神经，是修复肢体端缺损的理想供

区。 

 

 

PO-1270 

大面积烧伤病人的营养支持护理 

 
韩琳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病人的营养支持的护理经验。 

方法    总结烧三上半年收治大面积烧伤患者应用营养支持疗法的 45 例病人，实行早期胃肠道

给予营养，4-8天以静脉营养液以能量为主， 

此后加强蛋白质，肠内营养混悬液及脂肪乳剂的补充。 

结果 45例病人均未出现体重明显下降及营养不良的现象，创面愈合时间大概为 50-90天。 

结论 大面积烧伤患者的营养支持宜采用胃肠道及静脉营养相结合的原则。 

 

 

PO-1271 

生物敷料在小儿浅二度烧伤创面中的应用 

 
韩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将生物敷料应用于小儿浅 II度烧伤创面，观察其疗效。 

方法 选取浅Ⅱ度烧伤患者 31 例，于伤后换药时创面采用覆盖生物敷料，观察创面愈合时间及瘢痕

增生情况。 

结果 31例患者中，均一期愈合，愈合创面质地柔软、光滑。 

结论 早期生物敷料覆盖是治疗浅Ⅱ度烧伤创面的有效方法。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715 

 

PO-1272 

手部烧伤后功能训练的重要性 

 
王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手部烧伤后的护理常规及措施。 

方法 10 例手部烧伤的病人通过采用基础护理（患肢给予抬高位，以利于消肿和减轻疼痛；保持创

面敷料的清洁干燥，减少感染率等）、专科护理（观察末梢循环情况；手部指缝包扎及掌心给予填

充纱布支持，保持功能位；并指导患者进行早起功能锻炼）、手部特殊部位护理进行疗效观察。 

结果 10例患者均取得满意疗效。 

结论 手部烧伤患者注意预防和控制局部感染，保护功能位，并通过对患者早期功能训练，促进手

部功能的恢复，提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及社会负担。 

 

 

PO-1273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Zhengjun Cui,Imran Khan,Ya Gao,Pengfei Guo,Qingnan Meng,Rongqiang Yang,Xiaobo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PR China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value of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PTA) i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83 cases of diabetic foot patients, 95 limbs, 95 

wounds were conscripted from Septem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4 in our hospital. 

Rendering to whether the PTA treatment is not accepted PTA treatment of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43 cases (wound 51) and PTA treatment of PTA group 40 

cases (44). The granulation growth rate of the wound was intended at 3, 6, 9, and 12 

days after debridement. The spell of wound preparation was logged before 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Wagner classification,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skin graft and the 

healing of the suture in the 2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Statistic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six months, the monthly review of ABI, and 

ulcer recurrence. Data were processed with χ² test and t test. 

Results The good rate of granulation growth of the wound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was s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good granulation growth rate of 

the wound was less than 20% on the 12th day after treatment. The granulation growth 

rate of the wound in the PTA group increased visibly from the 9th day, all grow well. 

On the 9th and 12th day of treatment, the granulation growth rate of the wound in PTA 

group was ominously advanced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P <0.01). 

The time of wound preparation was (24 ± 10) days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TA group (15 ± 3) days, t = 5.709, P 

<0.01. The Wagner 2, 3, 4 grade wounds were suggestively greater in the PTA group than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χ2 = 6.741 ~ 24.498, P <0.01). AB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TA group than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t = 

5.411 ~ 9.583, P <0.01). There was no recurrence of ulcer in the 4 months b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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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up. There were 1 and 2 cases of ulcer recurrence in the 5 and 6 months follow-

up. There was no recurrence in the PTA group after 6 months follow-up. 

Conclusions PTA is effective i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patients, and 

has assure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PO-1274 

vsd 在烧伤护理中的应用与体会 

 
韩娜娜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分析负压封闭引流（VDS）在烧伤护理中的应用。 

方法 对 20例烧伤患者应用负压封闭引流处理创面进行引流。 

结果 20 例患者在应用 VDS 治疗术后血性引流液 4 天后减少,引流通畅,两周后将引流物品拆除,拆

除后观察创伤处创面恢复良好,肉芽组织生长情况良好。 

结论 负压封闭引流术在应用于烧伤病人的护理时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应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加以推

广。 

 

 

PO-1275 

糖尿病合并疑似气性坏疽病例 1 例 

 
宋辉,聂兰军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糖尿病患者局部感染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分泌物细菌涂片等实验室检查。 

结果 患者分泌物细菌涂片出革兰氏染色阳性杆菌。 

结论 对于糖尿病局部重度感染患者需要快速诊断，及时治疗，方能提高生存几率。 

 

 

PO-1276 

优质护理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黄烨丽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按入院时间，将 48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给予优质护理，对照组给

予常规护理，干预前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结果 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后，实验组和对照组 SAS 评分、SDS 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干预后实验组

SAS 评分、SDS评分实验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优质护理有助于改善大面积烧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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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77 

前胸壁肋骨烧伤后并发慢性骨髓炎患者应用载抗生素可吸收人工

骨和自体骨混合植骨术的外科治疗效果分析 

 
王雪欣,程大胜,刘晓彬,朱世辉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骨烧伤常见于人体骨骼相对表浅处，诸如颅骨、下颌骨、肋骨、棘突、髂嵴、尺骨鹰嘴、指

骨、胫骨前面、内外踝、跟骨等。这些部位皮肤、软组织烧伤后自行愈合较为困难，骨烧伤深及骨

髓后，创面感染扩散可发生慢性局限性骨髓炎。因此骨烧伤需早期凿除坏死骨，植皮封闭创面；已

合并慢性骨髓炎者，应彻底清除髓腔内的炎性病灶，骨缺损处植骨后应用皮瓣、肌皮瓣覆盖修复治

疗。 

探讨前胸壁肋骨烧伤合并慢性骨髓炎患者应用载抗生素可吸收人工骨和自体骨混合植骨术的外科治

疗经验，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治愈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7 月-2018 年 7 月收治的所有烧伤患者中诊断为肋骨烧伤并发慢性骨髓炎

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和外科治疗方法，总结应用 VSD 负压引流技术、自体骨植骨术、皮瓣转移术、

载抗生素可吸收人工骨和自体骨混合植骨术等不同手术方法的治疗效果。 

结果 联合应用 VSD 引流技术与载抗生素可吸收人工骨和自体骨混合植骨术的患者，骨骼重建效果

良好，截骨率低，皮片移植或皮瓣转移成活率高。 

结论 载抗生素可吸收人工骨和自体骨混合植骨术可防治烧伤肋骨慢性骨髓炎进一步扩散，有利于

骨骼重建和移植皮片、转移皮瓣的成活。 

  

 

PO-1278 

头部电烧伤颅骨外露治疗 

 
纪国新,肖丽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95 医院 

 

目的 探讨头部电烧伤合并颅骨外露、缺损的治疗方法。 

方法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对 4 例头部电烧伤合并颅骨外露的患者，一期应用各种血循环

丰富的组织瓣修复创面，观察术后创面愈合情况。 

结果 3 例患者行颞浅动脉头皮皮瓣修复，1 例患者行斜方肌肌皮瓣修复，供瓣区均行中厚皮移植覆

盖。其中 3 例患者创面一期愈合，其中 1 例因皮瓣下残留腔隙导致感染，后再次扩创彻底消除腔隙

后创面方完全愈合。 

结论 一期应用各种血循环丰富的组织瓣尽快修复创面，治疗方法安全、可靠，疗程短，费用低，

愈合后外观恢复好，可作为此类患者治疗的借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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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79 

封闭负压吸引技术在糖尿病足治疗中的作用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韩大伟,李允,杨焕娜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总结难愈性糖尿病足的修复方法，探讨封闭负压吸引技术治疗难愈性糖尿病足的可行

性。 

方法 随机选择 32 例难愈性糖尿病足患者，在糖尿病全身治疗前提下，通过多次扩创，逐步去除创

面失活组织，清洁创面，持续应用封闭负压吸引装置覆盖扩创创面，经 1 次或多次封闭负压吸引治

疗后，培养新鲜植皮受床，然后采取自体皮移植修复创面，达到治愈难愈性糖尿病足目的。 

结果 32 例患者中除 2 例因足趾继发性坏死经截趾修复外，其余 30 例均通过扩创、封闭性负压吸

引治疗、自体皮移植修复创面，最终创面修复。 

结论 糖尿病足溃疡多由糖尿病所致的下肢神经病变或单纯下肢动脉血管病变引起，创面组织修复

困难，如果不能及时治疗，糖尿病足溃疡迁延为难愈性糖尿病足，致残率、全身感染导致死亡率相

应升高。封闭负压吸引可迅速有效引流创面坏死组织、脓液、分泌物、渗出物，降低创面细菌浓

度，有效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局部组织氧浓度，促进局部肉芽组织形成，修复创面局部组织缺

损，为创面修复创造有利条件。难愈性糖尿病足创面植皮修复，手术简单易行，避免了采取皮瓣等

修复手段对患者造成的额外损伤，减少了因创面基底进行性坏死引发的窦道形成，创面迁延不愈发

生。通过封闭负压吸引技术在难愈性糖尿病足治疗中的应用，可有效提高创面修复率，提高创面修

复质量，减少患者治疗痛苦，降低患者治疗费用，更有效的降低糖尿病足患者致残率，挽救患者生

命。 

  

 

PO-1280 

压疮不同分期选择性使用护创敷料的护理体会 

 
王艺青,张笑雪,景福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了解压疮发生的原因及诱因，减少压疮的发生率，对于已发生的压疮患者选择合适的护

创辅料，减轻患者的痛苦。 

方法 了解常用辅料，正确选择。常用辅料有：水凝胶辅料，藻酸盐辅料，水胶体辅料，泡沫辅

料，抗菌辅料，含生长因子辅料。淤血红润期局部皮肤要避免长期受压，局部应用透明贴或者减压

贴保护。炎症浸润期水胶体辅料覆盖，避免继续局部受压，促进局部组织修复。溃疡期有针对性的

选择各种治疗护理措施，定时换药清除坏死组织，增加营养摄入，促进创面愈合。 

结果 压疮发生的原因与局部皮肤情况和创面处理，护理质量有极大的关系。 

结论 压疮重在预防，对于难免性压疮采用先进的护理理念与技术进行处理，可有效促进压疮的愈

合，缩短患者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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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81 

儿童皮肤软组织扩张器感染的临床特征分析 

 
李丹,齐鸿燕 

北京儿童医院,10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北京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皮肤软组织扩张器置入术后感染的临床特征，为防治扩

张器置入后感染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0 年 01 月-2018 年 06 月行皮肤软组织扩张器置入手术患儿的病历资料。对 198 例，

415 枚扩张器扩张过程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对患儿性别、年龄、居住地、原发病、扩张器置入部

位是否存在瘢痕、瘢痕形成时间、扩张器大小、扩张器位置、手术切口等级、切口愈合等级、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注射壶外置、是否放置引流、引流管拔除时间等进行卡方检验。对有统计学差

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的 Logistic 线性回归分析。对发生扩张器感染患儿的临床表现、感染菌种、

治疗方案、药敏结果、伴发其他扩张器并发症的情况进行统计学描述。 

结果 扩张器置入术后感染的总体发生率为 14.5%。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扩张器置入部位、居住

地、扩张器置入部位存在瘢痕、术中出血量、注射壶外置有统计学差异(P<0.05)。多因素的

Logistic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扩张器置入部位 (OR=1.69，95%CI : 1.95~3.01)、注射壶外置

(OR=2.99，95%CI : 2.75~3.11)是进入回归方程的两个主要因素(P<0.05)。扩张器置入术后感染的

最主要临床表现有单纯发热、置入部位皮温高伴红肿、置入部位红肿皮温高伴发热、注射壶外置部

位渗液等。金葡菌为感染的主要菌种，占 54%，其次为肺炎克雷伯菌，占 33%。感染同时合并其他

并发症的概率是 29%。静点抗生素和腔内冲洗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结论 术前认真细致的备皮，术中严格的无菌操作，及严格的止血，术前术后宣教对预防皮肤软组

织扩张器置入后感染的发生起到关键作用 

 

 

PO-1282 

口服补液盐在小儿烧烫伤中小面积中的应用 

 
谷飞丽 

昆明市儿童医院,650000 

 

目的 为临床减少有创性操作，以降低了穿刺造成的风险，减少小儿对穿刺引起的疼痛及心理恐

惧，并通过口服补液达到预防休克和电解质紊乱的目的。 

方法 回顾分析昆明市儿童医院烧伤科自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收治的资料完整的 62 例中小面

积在 2%-5%非头面颈部烧烫伤住院患者，资料中年龄、面积、部位、深度均无差异。依据入院后是

否给予口服补液盐治疗，同一时段给予口服补液盐口服补液的为 30 人，进行静脉补液的为 32 人，

结果进行了分析。所有患者均不禁食，通过观察患者的神志、体温、脉搏、呼吸、血氧饱和度、血

压及尿量。 

结果 1、主要是口服补液盐的疗效、安全性、创面愈合情况。 

2、为什么口服补液在小儿烧烫伤中小面积会减少。 

结论 经过治疗口服补液盐在小儿烧烫伤 3%-5%面积非头面颈部中的治疗后得出结果，患者家长携

带方便，较静脉输液安全，减少了频频进行穿刺对患者带来的痛苦，为临床减少静脉输液率，患者

的精神面貌及各项生命体征监测均正常。静脉补液属于有创性操作，原本小儿静脉输液就存在一定

的困难，由于烧烫伤患者的皮肤大部分破损，加之烧烫伤后血管收缩，使烧烫伤患者的静脉穿刺增

加了难度，此外，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敌对大大增加，增加了医护患之间的潜在危险因素。静脉补液

适用于住院患者。通过给予进行静脉补液后观察患者的精神面貌及生命体征监测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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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83 

血容量监测仪在烧伤休克期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刘安娜,李琳,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烧伤休克期的液体复苏有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大面积烧伤患者的重要脏器保护、治疗及预后。

尿量是临床上重要的监测指标，但在烧伤患者合并多种脏器损伤时，联合应用血容量监测仪参与烧

伤休克期的液体管理，能够最大限度的对循环及其他脏器的液体输入进行监测，为临床治疗提供更

为可靠的依据。 

方法 以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6 月我科接收面积超过 50%的烧伤患者 35 例作为临床资料的基础，

总结分析患者的治疗及护理。 

结果 患者经至少 48-72 小时容量监测仪监测，有效指导其良好的液体管理，尿量及其余各指标均

满意，重要脏器保护良好。 

结论 规范使用和护理血容量监测仪在烧伤患者休克期液体复苏中有着良好效果。 

 

 

PO-1284 

PHMB 对慢性创面常见病原微生物的抑菌效果研究 

 
高欣欣,于家傲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 PHMB对慢性创面常见细菌生物膜形成及成熟生物膜的影响 

方法 选择临床常见的致病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铜绿假单胞菌，用结晶紫染色法筛选出成膜良

好菌株，并确定成膜时间。用静置培养法建立细菌生物膜。使用 PHMB 溶液配置 BHI 培养基。实验

分为 PHMB 实验组及空白 BHI 培养基组。分别在不同细菌形成细菌生物膜过程中，及生物膜成熟后

加入 PHMB 培养基及空白培养基，观察实验组及对照组细菌成膜过程受影响的程度及对成熟生物膜

的破坏程。 

结果 使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及扫描电镜观察实验组及对照组的形态学改变，实验组成熟细菌生物

膜厚度较对照组变薄，并且在形成实验中，实验组未成膜，对照组成膜良好。 

结论 PHMB 溶液可以有效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及铜绿假单胞菌细菌生物膜的形成，并对成熟的细菌

生物膜有破坏作用。 

 

 

PO-1285 

气管切开术后针对性护理措施对减少术后并发症的意义 

 
岳亚楠,王亚平,郭春萍,王艺青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大面积烧伤伴吸入性损伤患者机体无法进行有效地通气，可危及生命，气管切开术改善了缺

氧症状，保持了气道通畅，故在气管切开术后要正确护理。 

方法 8 例烧伤后气管切开 1.保持气道通畅，清除气道内分泌物 2.保持呼吸道湿化，以利引流 3.

气管切开处的护理 4.翻身前后的护理 5.拔管前后的护理 6.及时有效的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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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呼吸道烧伤病人,如出现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下降,必须快速建立人工气道,保持呼吸道通畅,

如还不能改善呼吸困难,呼吸机的使用是非常必要的措施,这对提高抢救大面积烧伤并呼吸道烧伤病

人的抢救成功率行之有效。8例烧伤后气管切开全部治愈。 

结论 早期气管切开和正确实施气道管理是抢救大面积烧伤伴吸入性损伤的主要措施之一。对预防

和降低烧伤后的早期呼吸道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烧伤的后期治疗提供了有利保障。 

 

 

PO-1286 

肿胀切取皮下筋膜蒂皮瓣修复下肢皮肤软组织缺损 

 
钱汉根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探讨采用肿胀法切取皮下筋膜蒂皮瓣修复下肢皮肤软组织缺损[1]的方法和意义 

方法 对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例均因外伤致下肢皮肤软组织缺损并肌腱、骨外露或骨折内固

定钢板外露创面，采用肿胀技术切取皮下筋膜蒂皮瓣修复，皮瓣设计依据血运纵轴方向，顺行或逆

行，长宽比不超 2.5：1，分别了解术中及术后各项情况。 

结果 本组 26 例，均采用上述方法修复下肢皮肤软组织缺损，术中出血少，明显缩短了手术时间，

创伤小，7 天后皮瓣均存活，术后 3 个月回访，见皮瓣外观与下肢正常组织相近，下肢术后外观整

体效果良好。 

结论 应用肿胀技术切取皮下筋膜蒂皮瓣修复下肢软组织缺损，明显缩短手术时间，减小手术创

伤。术中能尽大限度减少皮瓣的血液循环网的损伤，术后达到良好的外观效果、降低术后皮瓣缺血

坏死发生的机率。 

  

 

PO-1287 

女性颜面部烧伤患者的心理护理 

 
郭春萍,王亚平,王艺青,岳亚楠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PO-1288 

sCD7 通过 NF-κB 信号通路调控肺炎症反应的实验研究 

 
朱邦晖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探究 sCD74是否能够参与肺炎症反应的发生并寻找其可能的信号通路。 

方法 1、通过气道滴入 sCD74 的方式刺激小鼠，收集小鼠肺泡灌洗液和肺组织，采用 ELISA 法检测

肺泡灌洗液中炎症因子含量，采用 RT-PCR法检测肺组织中炎症基因相对表达量。 

2、采用 sCD74 和 RAW264.7、A549、HUVEC 等细胞共孵育，分别收集细胞上清和细胞裂解液，采用

ELISA 法检测上清中炎症因子的分泌情况，采用 RT-PCR 法检测细胞裂解液中炎症基因相对表达量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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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sCD74 孵育 RAW264.7 后细胞裂解液中 IκB、P65 及其磷酸化蛋白的

含量。同时采 NF-κB 通路抑制剂进行干预，重复检查上述蛋白的含量，进行反向验证。 

结果 1、肺组织炎症基因 TNF-α、MIP-2 和 IL-6 在 0.5mg/kg sCD74 气道滴入 2h 后分别增高

2.1、3.4 和 2.8 倍，之后炎症基因逐渐降至正常对照水平。肺泡灌洗液中炎症因子 TNF-α、MIP-2

含量随时间变化先增高后下降，8h 是炎症因子分泌的高峰点，分别为 560pg/ml 和 107 pg/ml。在

浓度效应上，炎症基因相对表达量和炎症因子含量和气道滴入浓度存在依赖关系。 

2、1000ng/ml sCD74 刺激巨噬细胞 2h 时炎症基因 TNF-a、MIP-2 和 IL-6 相对表达量增高最明显，

分别增高 4.0、11.8、2.6 倍，之后炎症基因逐渐降至正常对照水平。巨噬细胞上清液中炎症因子

TNF-a 和 MIP-2 含量随着刺激时间的延长和刺激浓度的增高而增加。sCD74 能够在 8h 时刺激 A549

和 HUVEC细胞炎症基因 TNF-a和 IL-6高表达。 

3、sCD74 刺激巨噬细胞后，细胞质中 phosphate-IκB、phosphate-P65 和细胞核中 phosphate-P65

蛋白含量明显增多。NF-κB通路抑制剂处理后上述增高的通路蛋白又明显降低。 

结论 1、sCD74能够刺激小鼠肺组织炎症因子的分泌和炎症基因表达的上调 

2、sCD74能够促进肺相关细胞炎症因子的分泌和炎症基因表达增加 

3、sCD74能通过激活 NF-κB通路促进肺炎症反应的发生 

 

 

PO-1289 

早期康复训练对烧伤患者的影响 

 
王亚平,岳亚楠,王文艳,郭春萍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对烧伤病人实施常规治疗加早期康复指导的影响。 

方法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 2017 年 1 月至 6 月收治的烧伤病人，近 150 例进行干预和分析。

结果 对烧伤病人治疗结合早期康复指导取得良好的效果。 

结果 常见的烧伤原因有：热力烧伤、火焰烧伤、化学烧伤、电烧伤、放射性烧伤。烧伤作为一种

突发的，难以控制的，易引起功能障碍及容貌及器官畸形缺损等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生活事

件。在患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这种状态往往会产生程度不一的心理应激反应。 

结论 对待烧伤病人就更加应该遵循现代医学模式，护理功能从单纯的护理型逐步向护理预防康复

保健综合型转变，其康复护理也是重中之重。 

 

 

PO-1290 

脱细胞异种真皮结合负压吸引救治大面积皮肤撕脱伤 5 例 

 
吴鹏

1
,王一兵

2
,付妍婕

1
 

1.临沂市人民医院北城新区医院 

2.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脱细胞异种真皮结合负压吸引术救治大面积皮肤撕脱伤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4 年 1 月一 2018 年 6 月，对 5 例皮肤撕脱面积占体表总面积 30~50%的患者，根据皮肤软

组织缺损面积及部位制定分期手术方案：一期手术在生命体征平稳条件下，以清创为主，创面覆盖

选用脱细胞猪皮与负压吸引材料相结合，完全封闭创面，利于腔隙闭合及避免创面干燥加深，并尽

量减少术中失血及缩短手术时间；根据皮肤缺损范围及创面床准备情况，选择二期或多次手术，伤

后每周施行一次，分次植皮封闭创面，每次手术未能封闭创面再以脱细胞猪皮与负压吸引材料暂时

覆盖，避免创面暴露，预防感染，以此方法修复创面直至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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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 例患者手术 3~7 次，住院时间为 22~50 天，均痊愈出院。无休克、感染及脓毒症等并发

症。1 例患者因肢体毁损伤严重行 1 侧上肢及小腿截肢术。余患者创面愈合处遗留不同程度瘢痕组

织，无明显功能障碍。 

结论 大面积皮肤撕脱伤由于损伤面积大、皮肤软组织缺损多、常伴有肢体毁损伤，伤情复杂，常

并发失血性休克、严重感染、脏器功能不全等并发症而危及生命。临床救治难度较大，创面封闭困

难。应用异种脱真皮结合负压吸引术做为创面暂时封闭的覆盖物，为分期手术植皮争取了时间，特

别在早期清创及创面床的准备中，可有效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创面损伤及出血，降低休克及创面感

染发生风险。 

  

 

PO-1291 

TLR4 信号转导通路活化在脓毒症肝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缪玉兰,陈宗华,徐锦雄,张丽君,王斌尧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Toll样受体 4（TLR4）信号转导通路活化对脓毒症肝损伤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雄性 TLR4 野生型小鼠 C3H/HeN 通过盲肠结扎穿刺成功制作脓毒症模型，观察腹腔及肝脏大体

解剖，检测血清转氨酶含量、肝脏 TLR4 mRNA 及肝脏 TLR4 蛋白表达水平，探讨脓毒症时肝脏

TLR4 的变化规律；利用雄性 TLR4 突变型小鼠 C3H/HeJ 检测脓毒症时血清转氨酶含量、血清 TNF-α

及 IL-1β 含量，观察肝细胞凋亡情况，检测肝脏 p38 MAPK 蛋白表达变化，探讨 TLR4 在脓毒症肝

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制作脓毒症模型后 12 小时肝脏 TLR4 mRNA 及 TLR4 蛋白表达明显增高，同

时伴有肝脏炎症加重、血清转氨酶 ALT 和 AST 含量明显升高，在制模 24 小时观察期内 TLR4 维持于

较高水平；利用 TLR4 突变型小鼠 C3H/HeJ 制作脓毒症模型后，血清转氨酶 ALT 和 AST 含量、血清

TNF-α 及 IL-1β 含量均明显降低，肝细胞凋亡明显减少，同时肝脏磷酸化 p38 MAPK 蛋白表达减

少。 

结论 脓毒症时肝脏 TLR4 表达增加，可能参与介导脓毒症肝损伤，同时血清转氨酶、TNF-α 及 IL-

1β 含量升高，肝细胞凋亡增多，磷酸化 p38 MAPK 蛋白活化，TLR4 可能通过 p38 MAPK 信号转导

通路的激活介导肝损伤。 

 

 

PO-1292 

右美托咪啶与咪达唑仑用于烧伤重症监护病房患者镇静的 

比较研究 

 
耿辉,冯世海 

天津市第四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和咪达唑仑对重症烧伤监护病房患者镇静、镇痛的疗效比较及不良反应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 －2018 年 6 月在我院重症烧伤病房接受治疗的需使用镇静、镇痛药的患

者 36 例，随机分为右美托咪定组和咪达唑仑组各 18 例。右美托咪定组首先给予患者负荷剂量

0.5μｇ／ｋｇ，在 10ｍiｎ内静脉泵入，然后再以 0.4 ～0.6μｇ／（ｋｇ· ｈ）的速度静脉泵

入 24ｈ。咪达唑仑组（B 组）使用咪达唑仑，首先给予患者负荷剂量 4mｇ，静脉泵入，然后再以 

0.05～0.1mg /（ｋｇ· ｈ）的速度静脉泵入 24ｈ。观察两组患者的镇静评分，唤醒时间、血

压、呼吸频率下降和心率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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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用药均可以使患者达到镇静效果。右美托咪定组的唤醒时间明显短于咪达唑仑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 组恶心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右美托咪定组

的呼吸频率下降的发生率低于咪达唑仑组，心动过缓和低血压的发生率高于咪达唑仑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右美托咪定具有良好的镇静、镇痛作用，但能引起低血压、心动过缓、恶心等不良作用。治

疗过程中应注意监测不良反应。 

 

 

PO-1293 

一例严重电击伤伴气管外漏的休克期护理 

 
齐荣荣,歩晓慧 

克拉玛依中心医院 

 

目的 总结严重电击伤伴气管外漏的休克期护理观察要点 

方法 医护人员共同协作对收治一例男性壮年严重电击伤伴气管外漏患者休克期的治疗护理过程。1.

建立静脉通路,留置导尿;2.生命体征观察;3.气道管理,雾化吸痰;4 合理运用药物 5.抗感染治疗护

理 6.做好基础护理。 

结果 患者平稳渡过休克期。 

结论 1.注重抗休克补液治疗，注意观察尿量每小时大于 30～50ml，并严密观察肌红蛋白、血红蛋

白尿，发现尿量、尿色异常应及时通知医师处理，避免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2.严密观察受伤肢体

远端的血液循环，并抬高患肢。如肢端冷、紫绀、充盈差及肿胀严重时，应通知医师早期行焦痂和

筋膜切开术，恢复肢体的血液供应，切开后的创面可用碘仿或磺胺嘧啶银冷霜纱条覆盖；3.严密观

察电击伤后继发性出血。电击伤肢体必须制动，搬动患者时要平行移动，防止因外力引起的出血，

床边备放止血带、手术止血包及消毒手套。患者用力、哭叫、屏气时容易出血，夜间患者入睡后更

应严密观察；4.气管外漏的护理：保持气管湿润，预防感染。开放性的损伤，特别容易感染，且气

管与肺组织相距很近，故可引起肺组织的感染，有咳嗽、胸痛、高热、呼吸困难等表现。其次还可

有血胸、气胸等并发症。做好手术配合准备，及早气管套管置入，加强呼吸道管理，封闭创口。5.

防止厌氧菌感染，受伤后应常规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类毒素，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以达到药物

的最佳疗效；6.清除坏死组织和截除坏死肢体时，做好一切术前后常规护理；7.电击伤患者都有不

同程度的伤残，要做好对患者的心理护理，鼓励患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8.严密观察生命体征，

特别是神经系统并发症，对电击伤伴有短暂昏迷史的患者，临床应严密观察生命体征，观察有无脑

水肿、脑出血及脑膨出的征象。9.加强病房环境温湿度管理，及医护人员手卫生管理。 

对严重的电击伤并合并气管外漏的患者护理人员要做好电击伤护理常规，同时要兼顾气管外漏后气

管套管置入后的气道管理，加强患者的自信心，促进疾病愈合。 

  

 

PO-1294 

会阴烧伤后的护理及措施 

 
焦媛媛 

郑州市第一人名医院 

 

目的 会阴烧伤后康复 

方法 会阴部烧伤后它的护理是一个难点，因为会阴部离小便的地方和肛门的地方都靠的很近，会

阴部这个地方很潮湿，特别容易感染。会阴部烧伤的护理方法，一般来讲，应该采取一个好的体

位，双大腿外展 60 度，这个办法就是让伤口充分暴露，不要皱褶，不要潮湿，这个是比较好的。

特别是小孩子不要轻易的用碘伏、双氧水去冲洗、消毒会阴部的伤口，消毒剂在杀细菌的同时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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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细胞，会阴部这些黏膜它是比较脆弱的。会阴部要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或者是用磺胺嘧啶霜来

进行暴露治疗，也可以用重组人生长因子喷雾，有的小孩子会阴部烫伤以后，小便...的时候，它

经常性的容易打湿，进行导尿治疗，留置尿管，做尿管护理，避免感染，可照红光，会阴部的护理

要保持创面的干燥，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然后用一些弱消毒剂清洗伤口，然后再找医生进行创面

治疗，会阴部创面不适合包扎治疗，必须行暴露疗法。 

结果 会阴康复 

结论 通过以上方法处理以后病人在减少痛苦的同时最快的时间康复 

 

 

PO-1295 

烧伤水疱液外泌体的分离鉴定及其内 RNA 表达谱分析 

 
高艳彬,马军,温皇鼎,杨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分离、鉴定烧伤患者水疱液中外泌体,探讨外泌体内信使 RNA(mRNA)表达谱. 

方法 利用 ExoRNeasy 试剂盒分离 6 例烧伤患者水疱液外泌体,采用电镜、粒径分析、CD63 和 CD68

两个表面标志物检测鉴定外泌体,提取 RNA 后,应用二代测序技术进行样本的转录组测序,分析 mRNA 

达谱 

结果 电镜下可见大小均一,形态呈杯口状颗粒,粒径在 40～130 nm 间,CD63 和 CD81 表达均呈阳性,

与外泌体特征吻合.转录组测序共检测出相关 mRNA. 

结论 经过形态、粒径大小及特征蛋白分析证实烧伤水疱液外泌体的存在,其内可检测到大量的

mRNA分子,为深入探讨烧伤水疱液外泌体内 RNA 分子的临床应用提供基础数据. 

 

 

PO-1296 

鼻咽腔烧伤后护理 

 
焦媛媛 

郑州市第一人名医院 

 

目的 预防窒息 

方法 （1）口腔烧伤后，为了避免病人窒息，咽部水肿后会引起上呼吸到梗阻，立即应用心电监

护，氧气吸入，时刻检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应用布地奈德混悬液，特布他林，地塞米松针，氨溴索

针，及时做雾化。雾化后漱口，温毛巾擦脸！口唇肿胀，张口困难。一般在伤后在 36〜48 小时开

始回收肿胀逐渐消退。 

（2）保持鼻腔清洁，去除鼻腔尘埃及痴皮，有分泌液流出时，应及时用棉签吸干，过多时可用吸

引器轻轻吸出，及时用湿棉签拭去脱落的黏膜组织，应用含银抗菌凝胶涂抹。 

（3）面部烧伤同时伴有口唇及口腔粘膜烧伤时，要保持唇周局部创面干燥及口唇湿润（用冷开水

棉球湿润），必要时要用唇膏涂抹，进餐宜用小汤匙防止损伤唇周创面及食物残渣污染创面。每次

进食后需行口腔护理。 

（4）经常观察口腔粘膜的情况，有溃疡、真菌生长时可局部涂药或作口腔喷雾。 

（5）饮食以温凉流质饮食为主，面部植皮早期的患者应给予鼻饲流质。 

结果 消除鼻咽腔水肿，患者生命体征正常。 

结论 通过此方法更好的护理鼻咽腔烧伤后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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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97 

烧伤后小口畸形康复治疗体会 

 
原瑞红 

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目的 康复治疗对小口畸形形成的预防及功能恢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方法 通过检索近年来烧伤后小口畸形康复治疗的国内外有关资料 

结果 30 例患者随访 1 年未见口裂变短缩小者，口唇形态功能均满意，无明显张口困难，可自行进

食较大食物，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 

 

 

PO-1298 

面部深二度烧伤病人的护理 

 
程淑玉,徐冰 

克拉玛依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头面部烧伤患者的护理要点。 

方法 观察 50 例面部深二度烧伤病人护理要点：1.基础护理，保持室内适宜的温湿度，温度应在

28-32℃，湿度应在 50%-60%.要注意保持病房环境清洁，每天用含氯消毒剂拖地 2-4 遍，要使患者

头部保持抬高，这样有助于减轻头面部肿胀。经常变换头部体位，避免将枕后压坏，剔除头部毛

发，保持创面清洁，用生理盐水冲洗创面，注重手卫生。2.创面管理：及时去除分泌物，防止分泌

物流入耳道，采用半暴露疗法，在经济上许可的情况下，创面上运用新型敷料渗液吸收贴，接触皮

肤面为软聚硅酮类材质防止创面再损伤的。3.眼部护理，眼部分泌物较多时用无菌棉签擦去眼部分

泌物，必要时给予抗生素眼药膏，眼睑外翻或不能闭合者用凡士林纱布遮盖，避免长期睁眼造成眼

部干涩，感染。4.呼吸道烧伤患者，注意观察患者说话声音有无改变，有无嘶哑，给予经口鼻机械

吸痰，必要时床旁备气切。或是给予气道湿化或翻身扣背，促进痰液排出，保持呼吸道通畅。

5．心理护理，头面部烧伤患者会有容颜的改变，这往往会使患者感到焦虑，恐惧，我们要多与病

人交流，及时向病人反应创面愈合情况，告知病人创面的发生发展阶段会是怎样，让病人主动接受

自己的疾病，面对现实，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面部烧伤患者属特殊部位烧伤，我们不仅仅要及时

关注病人的创面信息，更应该关注病人的心理变化。因为面部烧伤不仅仅带来的是面部瘢痕的形

成，甚至有时候会是五官的改变，会让病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不愿接受现实。 

结果 所收治的 50例患者中 39例基本痊愈，4例色素沉着，1例局部留有瘢痕。 

结论 头面部烧伤患者应采取半暴露疗法，预防感染、注意保持创面的清洁，注重基础护理、加强

创面管理 ，加强渗液管理，加强眼部护理、观察呼吸道烧伤患者有无并发症，重视心理护理，50

例患者基本在三周内愈合，取得满意效果。 

  

 

PO-1299 

食管灼伤病人的护理 

 
王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减轻食管灼伤病人的痛苦。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727 

 

方法 对疑有食管损伤穿孔的病人应卧床休息，禁食或者鼻饲饮食，观察病人吞咽时疼痛的部位、

胸背痛情况，观察有无呕血、柏油样便等情况；留置鼻胃管要以流质饮食为主，食物不易过烫，无

刺激，并做好管道护理；必要时静脉补充营养。 

结果 每周估测体重一次，根据体重变化调整饮食。 

结论 减轻病人疼痛，减少对食管粘膜的刺激，促进食管粘膜恢复。 

 

 

PO-1300 

一例 严重电击伤伴气管外漏的休克期护理 

 
齐荣荣,歩晓慧 

克拉玛依中心医院 

 

目的 总结严重电击伤伴气管外漏的休克期护理观察要点。 

方法 医护人员共同协作对收治一例男性壮年严重电击伤伴气管外漏患者休克期的治疗护理过程。1.

建立静脉通路,留置导尿;2.生命体征观察;3.气道管理,雾化吸痰;4 合理运用药物 5.抗感染治疗护

理 6.做好基础护理。 

结果 患者平稳渡过休克期。 

结论 1.注重抗休克补液治疗，注意观察尿量每小时大于 30～50ml，并严密观察肌红蛋白、血红蛋

白尿，发现尿量、尿色异常应及时通知医师处理，避免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2.严密观察受伤肢体

远端的血液循环，并抬高患肢。如肢端冷、紫绀、充盈差及肿胀严重时，应通知医师早期行焦痂和

筋膜切开术，恢复肢体的血液供应，切开后的创面可用碘仿或磺胺嘧啶银冷霜纱条覆盖；3.严密观

察电击伤后继发性出血。电击伤肢体必须制动，搬动患者时要平行移动，防止因外力引起的出血，

床边备放止血带、手术止血包及消毒手套。患者用力、哭叫、屏气时容易出血，夜间患者入睡后更

应严密观察；4.气管外漏的护理：保持气管湿润，预防感染。开放性的损伤，特别容易感染，且气

管与肺组织相距很近，故可引起肺组织的感染，有咳嗽、胸痛、高热、呼吸困难等表现。其次还可

有血胸、气胸等并发症。做好手术配合准备，及早气管套管置入，加强呼吸道管理，封闭创口。5.

防止厌氧菌感染，受伤后应常规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类毒素，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以达到药物

的最佳疗效；6.清除坏死组织和截除坏死肢体时，做好一切术前后常规护理；7.电击伤患者都有不

同程度的伤残，要做好对患者的心理护理，鼓励患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8.严密观察生命体征，

特别是神经系统并发症，对电击伤伴有短暂昏迷史的患者，临床应严密观察生命体征，观察有无脑

水肿、脑出血及脑膨出的征象。9.加强病房环境温湿度管理，及医护人员手卫生管理。 

对严重的电击伤并合并气管外漏的患者护理人员要做好电击伤护理常规，同时要兼顾气管外漏后气

管套管置入后的气道管理，加强患者的自信心，促进疾病愈合。 

 

 

PO-1301 

烧伤患者疼痛的原因分析及护理措施 

 
刘玉燕 

1.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2.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3.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疼痛是烧伤患者最痛苦最常见的症状，烧伤疼痛是烧伤引起全身病理生理变化的必然结果，通

过对 2016-2018 年 124 例烧伤患者对其烧伤疼痛原因分析，评估及制定相应的护理措施，可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减轻患者痛苦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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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02 

烧伤休克的护理观察 

 
杨苗苗,罗良玲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患者休克的护理观察要点 

方法 通过对本科室收治病人生命体征的监测、尿的观察，及时有效建立输液通道，加强对患者管

道的管理，严格消毒隔离制度，加强全身营养及心理护理。 

结果 严重烧伤休克患者平稳渡过休克期。 

结论 加强对休克期患者严重烧伤休克患者的救治成功与否，除了积极的抗休克治疗外，还与护理

质量密切相关。1.精神状态：观察注意患者神志变化。如出现烦躁不安、反应迟钝、意识模糊.语

言无力。小儿表现为惊惶不安、忧郁、定向障碍均是血容量不足 、脑部供血供氧不足表现，应以

加强复苏补液人手，保持呼吸道通畅，给予高流量氧气吸入。2 生命体征密切观察，准确记录体

温、脉搏、呼吸，血压。当收缩压低于 90mmH g，脉压差小于 22.5 mmHg，体温过高或 过低，心率

在 120 次/分种以上均应做出适当处理 ，及时调整输液计划。观察患 者呼吸状况、呼吸频率、深

浅度、吸人氧浓度、有无发绀 等呼吸困难症状 。3.尿量观察 肾功能正常时，尿量是反应血容量

改变的最简便可靠的指标。成人一般用尿管导出膀胱原有尿液后，在留置尿管通畅的情况下，尿量

应维持每小时 50-80ml，儿童为 30～50 ml。观察 在大量输液和应用利尿剂后的尿量、尿颜色，并

做好出入量记录。4.注意呼吸管道通畅确保患者有效呼吸，注意病人咯出物及其性状，是否为浓性

血性液体对气管痰液阻塞者应迅速吸痰。吸入性损伤患者应备好吸引器、气管切开包。行气管切开

者应保持呼吸道通畅护理，立即给予高流量氧气吸入。5.输液护理伤处用静脉留置穿刺或静脉切开

快速输液。合理安排输液计划，通过在中心静脉压、血氧饱和度、每小时尿量等综合指标监测下进

行静脉输液。掌握输液原则，补充血容量，纠正水、电解质失调，以恢复有效循环血量、改善血容

灌注和缺氧。6.心理护理患者身体突然遭受重创，易产生悲观、焦虑心理，护士要及时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和正面鼓励，讲解心理 因素对创伤愈合的影响，使患者以积极心态配合治疗。了解患者

的心理变化和心理需求，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为病人提供舒适、、安静的环境。     烧伤

休克是严重烧伤患者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若不及时纠正会危及患者生命，及时的纠正休克显得尤

为重要。需要我们护理人员细致认真的观察，精心呵护。 

 

 

PO-1303 

小儿烧伤补液原则 

 
l 李白雪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1)休克期补液的主要目的除补充血容量外，还在于纠正低钠血症、酸中毒及低蛋白血症等。

后期补液的主要目的是补充营养。 

方法 1、烧伤面积在 5%以内，无需进行口服补液，可直接前往医院就诊； 2、烧伤面积在 5%以

上，可引起血管中液体丢失、容量降低，严重者引起休克，患儿会出现口渴等临床症状，此时不可

大量饮用白开水等不含盐分的饮料，可先口服淡盐水进行补液，尽早前往医院补液，根据烧伤公

式，即小儿体重、年龄、烧伤面积等进行补液量计算；晶体和胶体溶液的比例一般为 2∶1，第 1

个 8 小时输入液体总量的 1/2；(计算公式：（1）总补液量：成人第一个 24 小时补液量＝体重

（kg）×烧伤面积（％）×1.5ml（小儿 1.8ml，婴儿 2ml），另加每日生理需水量 2000ml) 

（2）伤后第二个 24 小时补液量为第一个 24 小时计算量的一半，日需量不变。) 3、切勿输注过多

葡萄糖溶液，过多注射不含盐分的液体，可引起低渗性脑水肿甚至脑疝，导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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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液原则是:先盐后糖，先快后慢，先胶体后晶体，同时注意防治脑水肿、肺水肿的发生。同时监

测尿量来判断液体是否充足。 

结果 通过及时有效的静脉输液，能够使丢失的水分及电解质及时得到补充，能够有效的治疗烧伤

而引起的休克，大大提高患儿的治愈成功率， 

结论 小儿烧伤之后，根据烧伤面积，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补液，能够做到预防感染及治疗

患儿因烧伤而导致的休克等症状！ 

 

 

PO-1304 

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在穿支皮瓣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郑炜,程天平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在穿支皮瓣穿支血管的术前定位以及术后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36 例皮肤软组织缺损患者行穿支皮瓣修复术，采前用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术前对穿支皮

瓣的穿支血管进行探查，记录穿支数量，走行方向，体表定位及血流动力学特点，同时检测穿支的

血管管腔通畅与否，管壁是否光整。寻找出优势穿支（管径较粗，流速快，穿肌肉走行短），并在

皮肤上标记，以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探测的穿支点为依据设计穿支皮瓣。术中根据设计进行切取、

移植，并将术中所见穿支血管与术前探测血管情况进行对比、记录，观察术后皮瓣成活情况，在术

前和术后 1,3,5,7,14,30天的不同时间点上测量穿支血管的内径，血流量和血流动力学参数。 

结果 36 例皮瓣术前共检测到优势穿支 62 支，术中均得到证实，穿支血管血流量和内径在术后

1,3,5,7天逐渐上升，到术后 14,30天表现为下降，但均比术前升高，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采用高频辨彩色多普勒超声探查可以直观显示穿支皮瓣穿支血管的体表定位及血流动力学特

点，术前探测血管精确导航降低了手术复杂度及手术风险，有助于更好地指导皮瓣术前设计以及早

期发现血管危险和评估预后。 

 

 

PO-1305 

小儿静脉留置针的固定与护理 

 
l 李白雪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因小儿自身血管的局限性，以及配合性较差，使患儿留置针固定更牢固、稳妥，留置时间延

长，从而减轻护士工作量，让患儿及家属容易接受，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方法 静脉留置针穿刺完毕后，如果是头皮静脉用无菌透明贴膜固定妥当后，再用弹力帽套在孩子

头上，能有效仿止孩子抓、挠留置针；如果是在四肢留置则用袜子紧口部分套在留置针处防止脱

落。 临床护理 1.每次输液前，先检查留置针穿刺部位皮肤有无红肿和脱管情况，如有红肿需拔管

更新留置针重新穿刺。2. 每次输液结束，检查套管是否在血管内，穿刺部位皮肤无异常后，关闭

输液调节器，分离输液器与静脉针，用 5 ml 或 10 ml 注射器抽取无菌肝素生理盐水 2~3 ml 正压

封管，边推注边退针，夹闭滑动夹。留置针的使用时间一般为 3~5 d，超过 5 d 无论穿刺部位有

无红肿，留置针能否使用，均须拔管，防止静脉炎的发生。如还需静脉用药，再更换部位重新穿刺

留管。3.不输液时，也尽量避免肢体下垂姿势，以免由于重力作用造成回血堵塞导管。 

结果 ②弹力帽固定留置针患儿感觉舒适、透气，易于接受，免除了用医用胶布固定带来的疼痛和

留置针脱落。袜套具有伸缩性、受力面积较医用胶布大，既不影响血循环和输液速度而且固定更稳

妥。③护士反映操作简便、实用，家长反映经济实惠、美观、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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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有效的固定及正确的护理，从而能大大提高患儿留置针留置时间，减少穿刺给患儿带来

的痛苦，也大大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让患儿家属对护士的工作得到认可。 

 

 

PO-1306 

负压封闭引流治疗过程中的常见不良情况分析及优化对策 

 
孙俊锋,涂家金 

赣州市人民医院,341000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局限与缺陷，提出相关注意事项相关优化改良方法。 

方法 分析笔者单位近 3 年来收治的 134 例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难愈性创面病例的临床治疗过程

中出现的各类故障及不良表现的比率及原因，以及经过不同改良方法后治疗效果改变情况。 

结果 52 例出现了大小不等的故障和（或）不良表现，约占 38.8%，其中以封闭不良（漏气、漏

液）、管路堵塞、湿疹、水疱、出血较常见，经过优化处理后的治疗效果较前好转。 

结论 临床使用负压封闭引流过程中出现故障及不良表现的概率较多，应积极防范和处理，经合理

改良、优化后可获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PO-1307 

老年患者烧伤护理 

 
杨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老年烧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方法 对老年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和护理总结。 

结果 依据不同烧伤患者的情况，采用有效的护理手段，降低并发症的产生，使患者能够早日得到

康复。 

结论 在巡房时有时间多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并及时为他们解开心中的心

结与不快。使烧伤的老人们能够感受到医院的关怀和自身存在的价值。 

 

 

PO-1308 

微动力负压引流新技术在难愈创面的临床应用 

 
郑旺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探讨微动力负压技术在治疗难愈创面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比较分析我科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临床收治的 140 例难愈创面的患

者，治疗组 70 例：采取手术常规清创处理后予 微动力负压 技术治疗,待创面干净，肉芽生长良

好后予以皮瓣或植皮手术闭合创面；对照组 70 例：行手术清创后予常规换药处理，待创面新鲜后

亦予以皮瓣或植皮手术闭合创面。比较 2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创面分布、形成原因、住院时

间、换药次数、愈合时间、局部感染率、一次手术治愈率及治疗后患者的治愈率，并对所收集的相

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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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微动力负压组平均住院时间为 26.1±8.38 天，对照组为 33.42±8.45 天；微动力负压

组平均换药次数为 4.8±1.7 次，对照组平均换药次数为 12.2±4.3 次；微动力负压组术后平均愈

合时间为 18.26±6.92 天，对照组为 26.43±10.53 天。(2)、在导致难愈创面形成的原因中，创伤

合并感染 26 例，微动力负压组 12 例，对照组 14 例，其发病率为 18.57%；烧伤、烫伤、电击伤 24

例， 微动力负压组 12 例，对照组 12 例，其发病率为 17.14%；褥疮+卧床 34 例，微动力负压组 16

例，对照组 18 例，其发病率为 24.29%； (3)、分组讨论微动力负压组和对照组的住院天数、创面

愈合、局部感染率、一次手术治愈率的情况，结果示微动力负压组与对照组相比较，住院天数

P=0.000，创面愈合时间 P=0.000，局部感染率 P=0.000，均低于对照组（P<0.05），一次手术治愈

率 P=0.000，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1)、统计受检患者基本资料，微动力负压组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年龄、平均住院时间、平均

换药次数、术后平均愈合时间方面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平均白细胞值微动

力负压相比，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P>0.05）。 (2)、分组讨论微动力负压组和对照组的住院天

数、创面愈合、局部感染率、一次手术治愈率的情况，结果示微动力负压组住院天数、创面愈合时

间、局部感染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一次手术治愈率高于对照组（P<0.05）。(4)、经系统

治疗后，微动力负压组治愈率 80.0%；对照组 57.14%，总体治愈率 68.57%。 

 

 

PO-1309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蒂逆行岛状皮瓣的临床应用 

 
唐杰兵 

当阳市人民医院,443000 

 

目的 探讨应用腓肠神经营养血管蒂逆行岛状皮瓣修复小腿下端、踝周和足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的方

法。 

方法 应用腓肠神经营养血管蒂逆行岛状皮瓣修复小腿下端、踝周和足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15 例，其

中男性 11 例，女性 4 例，年龄 15 岁～53 岁。致伤原因：钢水等高温烫伤 5 例，慢性溃疡及瘢痕

癌 3 例，电击伤及热挤压伤 4 例，感染后创面 3 例；缺损部位：胫前下段软组织缺损伴胫骨外露 6

例，踝部骨质/肌腱裸露 5 例，足跟跟腱/跟骨外露 2 例，足内侧软组织缺损 2 例；缺损面积：最大

13cm×11cm，最小 5cm×4cm。皮瓣面积最小为 6cm×4cm，最大为 15cm×12cm。 

结果 15 例皮瓣全部成活 13 例，2 例皮瓣远端出现水疱、淤血坏死等现象，经换药植皮后创面愈

合，未影响皮瓣效果。12 例随访 6 个月～4 年，皮瓣质地、颜色良好。2 例皮瓣臃肿，感觉不适，

经二期修整，稍有改善。供区愈合良好，无功能影响。 

结论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蒂皮瓣因其血管解剖恒定、手术操作简便、对供区破坏小、受区覆盖良

好、不损伤小腿的主干动脉、易成活、皮瓣可重建感觉等优点，是修复小腿下端、踝周和足部皮肤

软组织缺损的较好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310 

扩张器植入术后额外皮肤扩张量线性测量的临床研究 

 
于东宁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扩张器植入术后，额外扩张皮肤面积的测量之外，进行线性扩张皮肤余量的定量测量研究，

为术前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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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临床瘢痕整形患者 20 例。均为扩张器植入术后；并注水扩张至额定容量以上。扩张器取出术

前，采用特制的测量工具，测量扩张器植入术后额外扩张面积及长度；测量待修复疤痕的面积及线

性长度。并在术中实际使用时验证。 

结果 20 例患者，28 个扩张器，额定容量 150ml-500ml 不等。平均注水量为扩张器额定容量的

1.5-2.3 倍。皮肤的额外扩张面积及线性余量均与注水量呈正相关。术前测量的数据，额外扩张面

积与线性余量结合，作为术中的使用参考，均达到理想效果。未出现扩张不充分现象。但应考虑扩

张皮肤再收缩及瘢痕切除后面积扩大现象，并结合局部张力的外科需求及过度减张缝合。20 例次

患者均取得满意效果。 

结论 1、皮肤软组织扩张器，依然是瘢痕修复及部分深度创面修复的重要方法。 

2、传统的测量方法，大多测量扩张器表面的皮肤面积，乃至于额外扩张面积；数据有局限性，与

指导术中使用依然有一定距离。 

3、三维扫描以及结合 3D 打印方法，理论上能够模拟术中使用情况，但对设备要求高，且数据量

大，环节多，相对复杂。 

4、额外扩张皮肤面积的测量之外，进行线性扩张皮肤余量的定量测量；二者结合，方法简单，数

据可重复性好；能够有效预估、模拟术中实际使用情况。为扩张器的使用提供术前模拟数据。 

  

 

PO-1311 

1 例重度烧伤合并 2 次急性肾功能衰竭 

 
林陆添 

解放军漳州第 175 医院 

 

 

 

 

PO-1312 

64 例老年糖尿病患者烧伤的临床分析 

 
李树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老年糖尿病患者烧伤的治疗经验，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烧伤的治愈率。 

方法 总结近十年间 64 例老年糖尿病患者烧伤的原因、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和治愈率。 

结果 64例老年糖尿病烧伤患者治愈 63例，死亡 1例，治愈率 98.4%。 

结论 控制血糖，防治感染，增加营养，增强免疫力，及时手术是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烧伤治愈率

的有效方法。 

  

 

PO-1313 

小儿重度烧伤护理中的 问题及对策 

 
杨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小儿重度烧伤护理中的 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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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小儿重度烧伤护理工作中容易出现的 问题:如何维护患儿生命价值,护理道德价值和经济

价值之间的冲突,护患矛盾的调和.提出对策:尊重患儿的生命价值、权利和人格,加强护患沟通,进

行人文关怀,坚持有利、公正、安全原则. 

结果 护患关系明显改善. 

结论 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有效避免了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中处于 方面的两难境地. 

 

 

PO-1314 

弹力绷带固定留置针在小儿烧伤护理中应用的体会 

 
冯曼曼,贺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弹力绷带固定留置针在小儿烧伤治疗中应用的体会。 

方法 通过对 100 例烧伤住院输液患儿的血管条件分析，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保证患儿的输液

安全。随机将 100 例烧伤住院输液患儿分为实验组 50 例采取弹力绷带固定留置针头和对照组 50 例

采用胶布固定留置针头，观察两组固定成功的次数、留置针头移位或脱出、液体外渗的情况。 

结果 2种固定方法在固定成功的次数、留置针头移位或脱出和液体外渗的发生率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实验组固定成功率、留置针头移位或脱出、液体外渗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固定效果好。

提高留置针使用天数及输液安全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有临床应用价值。 

 

 

PO-1315 

复杂创面的显微外科修复 ——游离皮瓣修复创面 22 例 

 
刘族安,马亮华,郑少逸,孙传伟,罗红敏,李汉华,熊兵,卞徽宁,赖文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总结 2017年至今我科利用显微外科技术修复创面情况； 

方法 统计患者年龄、性别、创面形成原因和种类、创面状况、术前准备、影像学检查、手术修复

方法、血管蒂处理，预后； 

结果 2017 年 6 月至今共 22 例，女性 2 例，男性 20 例；年龄 14 岁-70 岁；疾病及诊断：电击伤 5

例，肿瘤相关创面 2 例，深度烧伤 6 例，动脉闭塞病变相关 2 例；机械性创伤 7 例；内固定、肌

腱、骨外露 20 例；手术修复方式：胸背动脉穿支皮瓣游离移植 1 例，旋髂浅动脉皮瓣游离移植 1

例，第一跖背动脉皮瓣游离移植 1 例，股前外侧游离皮瓣 19 例（皮瓣面积 3cm×7cm-

10cm×27cm，供区直接缝合 18 例，）介入+血管移植旁路血运重建+植皮 1 例；术前准备工作：常

规术前检查，全身状态准备，以及 CTA、DSA、彩超，便携式超声定位；血管蒂部处理方式：端端

吻合 12例，端侧吻合 2例；动脉增压 1例，静脉超引流 6例； 

结论 22 例患者所有创面均一期修复，皮瓣 100%成活，术后外形和功能恢复满意；游离皮瓣移植术

在复杂创面修复中具有明显优势，治疗效果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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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16 

静脉超引流技术在游离皮瓣中应用 

 
刘族安,马亮华,郑少逸,孙传伟,罗红敏,李汉华,黄志锋,熊兵,卞徽宁,赖文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对比静脉超引流与常规动静脉吻合处理血管蒂在游离皮瓣治疗中效果； 

方法 收集 2017 年至今进行的游离皮瓣移植术治疗患者 22 例，统计患者年龄、性别、创面形成原

因和种类、创面状况、术前准备、影像学检查、手术修复方法、血管蒂处理，预后；对比静脉超引

流与常规动静脉处理血管蒂的游离皮瓣术后皮瓣肿胀程度、血管危象发生情况、渗出液量、二次手

术几率、皮瓣成活率。 

结果 2017 年 6 月至今共 22 例，女性 2 例，男性 20 例；年龄 14 岁-70 岁；疾病及诊断：电击伤 5

例，肿瘤相关创面 2 例，深度烧伤 6 例，动脉闭塞病变相关 2 例；机械性创伤 7 例；内固定、肌

腱、骨外露 20 例；手术修复方式：胸背动脉穿支皮瓣游离移植 1 例，旋髂浅动脉皮瓣游离移植 1

例，第一跖背动脉皮瓣游离移植 1 例，股前外侧游离皮瓣 19 例（皮瓣面积 3cm×7cm-

10cm×27cm，供区直接缝合 18 例，）介入+血管移植旁路血运重建+植皮 1 例；术前准备工作：常

规术前检查，全身状态准备，以及 CTA、DSA、彩超，便携式超声定位；血管蒂部处理方式：端端

吻合 12 例，端侧吻合 2 例；动脉增压 1 例，静脉超引流 6 例；22 例患者皮瓣均 100%成活，术后均

无发生动静脉危象，采用静脉超引流技术的皮瓣术后肿胀轻、渗液少。 

结论 静脉超引流技术在游离皮瓣修复手术血管蒂处理中作用明显，为游离皮瓣准备两套静脉系

统，有利于减少皮瓣术后的静脉血管危象，减轻皮瓣水肿，减少渗出，减少二次手术探查，提高皮

瓣成活率。 

  

 

PO-1317 

烧伤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护理 

 
刘玉燕 

1.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2.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大面积烧伤患者创伤后可使下肢深静脉栓塞发生的机会明显增加，随后并发症而来，严重者可

导致肺梗死，威胁患者的生命，如果处理不当可造成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可影响生活质量，早诊

断，早治疗为重要前提。我科 2018 年收治特重烧伤患者 83 例重，特重度烧伤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

血栓 3例，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均治愈。 

 

 

PO-1318 

儿童烧烫伤的原因分析及护理体会 

 
万慧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儿童发生烧烫伤的主要原因，分析对于烧烫伤患儿我们正确有效的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及

研究烧烫伤护理的方法和措施。加强安全意识教育宣传及采取各种安全措施来预防小儿烧烫伤的发

生，并且在住院期间根据个体的特殊性对烧烫伤患儿实施个性化的护理来达到减轻患儿损伤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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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面积的烧烫伤尽可能的达到顺利痊愈，而对于大面积烧烫伤的患儿，力求减轻死亡率，并提

高其生活质量，尽我们医护人员的最大努力将烧烫烧的危险降到最低。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2018 年 4 月我科收治的 498 例烧伤患儿进行回顾性调查，对儿童发生烧烫

伤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讨论，在住院期间加强护理和相关知识的宣传。 

结果 收治烧烫伤患儿 498 例，致伤原因按发生次数的多少依次为热液烫伤、火焰烧伤、电击伤及

其他原因，而这与患儿的居住场所、监护人文化程度以及伤后急救措施有关。 

结论 患儿多发生烫伤事件与患儿缺乏自理能力，或者家庭设施建设摆放不够合理， 以及患儿对于

热水或者其他热液等危害的意识较差，因此容易发生烫伤事件 ；由此可得出儿童烧烫伤是可以通

过各种渠道进行有效的预防，而烧烫伤发生后首要的急救处理也显得尤为重要，在住院期间的知识

宣传可强化家长对这一疾病的认识。而医护人员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操作常规，加强护理责任意识，

与患者及其家属良好沟通，有利于烫伤患儿的痊愈。 

 

 

PO-1319 

烧伤后色素沉着的康复治疗 

 
李红卫,王洋 

天津市第四医院,300000 

 

目的 观察中药面膜治疗烧伤后色素沉着的效果。 

方法 观察烧伤后色素沉着患者 60 例，治疗 A 组为单纯涂搽抑制瘢痕药加中药面膜治疗 20 例，治

疗 B 组为治疗 A 组方法结合离子导入治疗 20 例。均 10 次为一疗程，共行 3 个疗程。于治疗前及各

疗程末用温哥华色素瘢痕评定量表测定患者皮肤色素差，以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测量色素沉着区皮

肤图像灰度值。统计各疗程末医患双方满意度，记录不良反应情况，比较总体疗效。 

结果 治疗前 3 组患者皮肤色差及图像灰度值相近（t 值分别为 0.15、1.015，p 值均大于 0.05）。

3 个疗程结束后，治疗 B 疗程末皮肤色差、图像灰度值及医患双方满意度均略优于治疗 A 组。治疗

过程中未见中药面膜引起的过敏反应。 

结论 中药面膜结合离子导入是治疗烧伤后色素沉着的有效方法。 

 

 

PO-1320 

头部扩张带蒂皮瓣修复头面颈部瘢痕的临床观察 

 
薛继东,夏成德,狄海萍,曹大勇,李强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头部扩张带蒂皮瓣修复头面颈部瘢痕畸形的临床效果及其优缺点 

方法 对 2013 年 5 月-2018 年 5 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收治的 21 例头面颈部瘢痕畸形

患者，年龄 6-48 岁，平均 30 岁。手术分三期进行，Ⅰ 期手术在头部皮瓣下埋置适当大小的 1-

3 枚皮肤扩张器，10 天至 2 周后开始扩张器注水，根据瘢痕面积 3-6 个月后注水完毕。Ⅱ 期手术

时，应用带蒂皮瓣或者局部推进皮瓣等方法，修复面颈、口周及头部等瘢痕；11 例患者 3 周后Ⅲ

期给予手术断蒂。2例患者口周皮瓣臃肿，断蒂后 3个月后给予手术修薄。 

结果 21例患者均较好的修复了烧伤后的头面颈部瘢痕畸形，改善了外观，患者较满意 

结论 头面颈部瘢痕挛缩畸形的修复是烧伤外科治疗的难点，头部皮肤扩张后应用带蒂皮瓣转移修

复头面颈部瘢痕，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其优点是皮瓣血运可靠，不臃肿，供区位置隐蔽，可直

接拉拢缝合。手术创操作不复杂，便于在各级医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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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21 

脂肪干细胞胶通过分泌成血管因子促进小鼠创面愈合的实验研究 

 
孙明亮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创面愈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现代医学的重大挑战。造成创面不愈合的因素很多，其

中细胞因子的分泌的减少及血管形成受限是重要原因。由于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免疫调节功能以及

旁分泌作用，以间充质干细胞（MSCs）为核心的细胞疗法逐渐成为治疗创面的新选择。其中，脂肪

来源干细胞（ ASCs）可轻易并大量地从脂肪组织中获取，是细胞疗法中重要的干细胞来源。然

而，目前分离及培养 ASCs 需要胶原酶及血清的使用，增加了生物污染的风险。此外，在体外扩增

出一定量的 ASCs 需要特定的实验条件且可能耗费数天到数周的时间。另外，许多研究表明，单纯

将 ASCs 悬液注入创面后，ASCs 常因局部缺血而死亡且部分存留的 ASCs 易被宿主免疫系统消除。

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对削弱以 ASCs 为基础的细胞疗法的疗效以及应用。最近我们实验团队制作并命

名了一种新的脂肪组织来源的，可注射的脂肪干细胞胶（ECM / SVF-Gel）。 

方法 首先，我们在体外评估了 ECM / SVF-Gel 提取物中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及其促进血管生成的

作用(成管能力鉴定)。接下来，我们在小鼠体内评估了 ECM / SVF-Gel 促进创面愈合的能力。体内

将 ECM/SVF-Gel 应用于裸鼠创面，对照组使用 SVF 细胞悬液和磷酸盐缓冲生理盐水注射液。在不同

时间点对体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碱性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进行分析并测定了皮肤血管密度。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ECM/SVF-Gel 提取物含有高浓度的 VEGF 和 bFGF 并可以在体外诱导血管生

成。体内表明 ECM/SVF-Gel 相较于对照组能够有效促进创面愈合，炎症趋化因子 MCP-1 在创面愈合

早期阶段呈高表达，而在后期急剧降低。 

结论  

1、ECM/SVF-gel 能促进创面愈合，其效果优于 SVF 细胞悬液，在创面干细胞治疗领域有较好的应

用前景。 

2、ECM/SVF-gel能够通过分泌成血管因子促进创面血管化。 

3、ECM/SVF-gel成血管因子的分泌可能与早期强烈的炎症反应有关。 

4、ECM/SVF-Gel中高度浓缩的 ECM成分可能是促进其更好地发挥细胞疗法的重要因素。 

 

 

PO-1322 

四点听诊法辅助床旁鼻空肠管置入在成人特重度烧伤患者中的临

床研究 

 
靖维,康爱玲,焦海梅,胡冰,赵佳,黄帅 

山西医科大学第六医院 

 

目的 探讨对于成人特重度烧伤患者采用四点听诊法辅助床旁鼻空肠管置入的方法及临床护理体

会，为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幽门后喂养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 

方法 运用四点听诊法，对 100 例成人特重症烧伤患者进行留置复尔凯螺旋形鼻肠管，观察置管时

间，是否一次成功，成功率，有无并发症发生等情况。 

四点听诊法：指胃在体表投影的四个边界，上点、下点、左/右点。四点对应位置：上点：剑突—

贲门、胃底部；下点：肚脐—胃窦、大弯交界；左/右点：经上下点连线中点的横线与左右乳头垂

直线的交点、左点对应胃底体交界大弯侧、右点对应幽门、十二指肠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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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100 例置管成功，成功率为 100%  ；鼻空肠管置入时间较短，患者 无痛苦，无恶心、

无呕吐、生命体征波动平稳无相关并发症发生。 

结论 四点听诊法辅助床旁鼻空肠管置入法的应用，提高了螺旋型鼻空肠管的 置管成功率，使重症

烧伤患者能够在烧伤早期尽快的开始肠内营养的治疗，早期肠内营养有助于维护特重度烧伤患者肠

道粘膜屏障、免疫屏障、生态屏障、动力屏障、促进肠道蠕动与分泌，增加营养因子吸入进入肝脏

合成蛋白质，减少细菌毒素易位，降低肠源性感染和由此产生的“二次打击 ”是符合生理的营养

支持方式。成人特重度烧伤患者早期期多处于免疫机制失衡状态，存在急性期应激反应负氮平衡，

高消耗、高代谢、等一系列的病理生理表现，早期肠内营养有助于防止肠道菌群移位，减少细菌定

植，改善肠道血流灌注，减低感染性并发症的发生，调节机体免疫机能。成人特重度烧伤患者早期

急性期多存在不同程度的胃排空障碍，导致胃内营养不耐受。幽门后肠内营养具有患者耐受性好、

减少反流误吸几率、营养吸收利用率高、能在短期内达到足够营养且并发症少的优势，本研究的主

要内容：探索 “四点听诊法”辅助床旁鼻空肠管置入在成人特重度烧伤患者中的临床研究，为成

人特重度烧伤患者早期建立幽门后肠内营养寻找一种新的有效途径。 

该新技术，为我院经过专家立项的新技术之一，已在多个临床科室开展。重点是烧伤重症医学科，

普外科、消化科、综合 ICU 等科室。临床效果满意，关键点是病人满意度高。护理人员便于掌握该

项新技术。值得在全国推广应用。 

  

 

PO-1323 

Bioactive peptide amphiphile nanofiber gels enhance burn 

wound healing 

 
Situo Zhou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PO-1324 

钛镍记忆合金组织吻合器与传统缝线在供皮区的应用比较 

 
李赵锋,雷晋,侯春胜 

太钢总医院（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目的 比较钛镍记忆合金组织吻合器与传统缝线对全厚皮片取皮术切口瘢痕的影响 

方法 实验组：采用可吸收微乔线间断分层缝合浅筋膜层至切口两侧无张力对合整齐。固定夹夹住

钛镍记忆合金组织吻合器（选择“4-0”的吻合丝）末端，在切口末端距离切口一侧约 2mm 处皮肤

平行进针，进入真皮层和脂肪层交界，出针后于距离切口末端 3mm 处切口一侧真皮层与脂肪层交界

处进针，于表皮层与真皮层交界处出针，间隔 3mm 于切口对侧表皮层与真皮层交界处进针，于真皮

层和脂肪层交界处出针，如此反复至切口另一端，最后一针从距切口末端皮肤 2mm 处出针，缝合过

程中以“S”形流线交替缝合切口两侧的真皮并使其埋在切口真皮层，缝合完毕切口两端各保留

2cm 吻合丝，将多余缝线剪掉，固定夹固定吻合器的两端，以防脱落，缝合完毕后无菌敷料覆盖切

口。 

对照组：采用可吸收微乔线间断分层缝合浅筋膜层至切口两侧可以无张力对合，皮肤层采用“6-

0”佳合线间断缝合，无菌敷料覆盖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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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组供皮区由于皮肤表面无缝线，拆除吻合丝后皮肤表面伤口美观，呈细线状，拆线 1 周

切口痕迹平均宽度为 1.2mm，1 月时为 1.5mm，无侧针孔及连线痕迹，无明显瘢痕增生，切口痕迹

与周围正常皮肤相似。对照组拆线后切口色泽粉红，切口痕迹较实验组明显，切口痕迹平均宽度为

2.9mm，1月时为 3.4mm，有侧针孔及连线痕迹。 

结论 应用钛镍记忆合金组织吻合器可以加速切口愈合，减轻切口瘢痕。 

 

 

PO-1325 

毁损性创面修复方式的选择 

 
迟云飞,李峰,胡泉,尹会男,刘伟,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索临床工作中在面对烧创伤毁损性创面修复时，如何选择更为合适的修复方式。 

方法 对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的 30 例各种原因

导致的毁损性创面患者，按照毁损性创面所在部位及程度分组，参考创面损伤原因、程度、伤后时

间、患者经济情况等个体化因素，选择局部随意皮瓣修复、带血管蒂皮瓣修复、穿支皮瓣修复、筋

膜瓣修复、肌瓣或肌皮瓣修复、清创负压植皮治疗、PRP 技术等方式对毁损性创面进行修复，记录

30 例患者治疗前后影像资料、皮瓣术中影像资料，罗列治疗方式选择的依据，比较讨论治疗方式

优劣性，讨论皮瓣选择和皮瓣手术修复技术的得失。 

结果 毁损性创面修复方式的选择必须遵循个体化原则，头面部修复要充分利用筋膜瓣，手部毁损

伤的皮瓣手术方式选择余地较多，前臂则较少，背阔肌皮瓣在上臂毁损性创面的修复中作用较大；

下肢皮瓣或肌瓣手术修复的选择余地较上肢为多，但必须遵循就近、求简和得大于失的原则。 

结论 烧创伤毁损性创面修复方式的选择是临床工作中最易引起热议的问题，充分术前讨论，个体

化选择修复方式，立足于术者和患者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才是最合适的方式。 

 

 

PO-1326 

JAM-A knockdown accelera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human keratinocytes, and improves wound 

healing in rats via FAK/Erk signaling pathway 

 
Yunchuan Wang

1
,Dahai Hu

1
,Xiaobin Fu

2
 

1.Xijing Hospital，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f the Air Force 

2.Institute of Basic Medicine，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 tal 

 

Objective Junctional adhesion molecule-A (JAM-A) belongs to the immunoglobulin 

superfamily, and mainly exists at the tight junctions of epithelial and endothelial 

cells. JAM-A is known to regulate 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 however, how 

it affec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keratinocytes, two crucial steps in the 

re-epithelialization during wound healing, has been less explor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show that JAM-A predominantly exists in skin epidermis in 

human, RNAi-mediated JAM-A knockdown remarkably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keratinocytes.  

Results  We also show that loss of JAM-A increases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FAK, 

p-Erk1/2 and p-JNK; however, the use of FAK inhibitor PF-562271 restrains the 

expression of p-FAK and p- Erk1/2 elevated by JAM-A RNAi, but not p-JNK, and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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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s down keratinocyt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Finally, in a rat wound model we 

show that absence of JAM-A significantly drives the wound healing and re-

epithelialization processes, while the use of PF-562271 or Erk1/2 inhibitor PD98059 

represses those effect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collectively demonstrate that suppressing JAM-A level can 

promot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keratinocytes and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in 

rat skin, probably via FAK/Erk pathway, indicating that JAM-A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wound healing. 

 

 

PO-1327 

烧伤深度创面的综合治疗 

 
李林 

天津市第四医院,300000 

 

目的 对于深度烧伤创面中部分骨外露创面的多种处理方法进行探讨。 

方法 2013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对在我院治疗的 140 位深度烧伤合并骨外露病人，采用局部皮瓣

修复，局部皮肤扩张术+二期皮瓣转移覆盖，VSD 负压吸引+皮片移植修复，局部外露骨骼打孔+肉

芽创面皮片移植修复等多种方法覆盖骨外露创面。 

结果 大部皮瓣成活满意，所移植的皮片大部成活良好，大部病例均无明显并发症，随访过程中显

示皮瓣修复效果最好，早期就诊并手术的病人效果要好于就诊较晚的病人，其中以头皮扩张术后修

复颅骨的外露效果最好，后期毛发生长良好。而未手术病人效果较差，后期均出现较为严重的瘢痕

挛缩，愈后外观、功能均有不同程度影响。 

结论 在深度烧伤合并骨外露的创面中，绝大部分需手术治疗，而各种手术方法有其各自的适应症

与优缺点，其中早期皮瓣转移修复骨外露创面仍是较为理想的一种方法。 

  

 

PO-1328 

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在重度烧伤合并脓毒血症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卞徽宁,赖文,郑少逸,熊兵,刘族安,黄志锋,孙传伟,马亮华,李汉华,罗红敏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观察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在重度烧伤合并脓毒血症患者中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笔者单位于 2003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收治的特重度烧伤合并脓毒血症同时给予

持续肾脏替代治疗患者，按患者病原学检测结果分为血培养阳性组 12 例及血培养阴性组 20 例，观

察 CRRT 治疗前及治疗后 24、48、72h 及一周后生命体征、血生化指标、降钙素原、血管活性药使

用及病死率。 

结果 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后血培养阴性组疗效明显，生命体征趋于稳定，血清生化指标及降钙素原

下降，血管活性药物逐渐停用。血培养阳性组血清生化指标下降明显，生命体征及血管活性药物使

用改善不明显，降钙素原下降缓慢。血培养阳性组死亡率明显高于阴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对重度烧伤合并脓毒血症患者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但对于血培养

阳性患者其治疗作用有限，不能有效降低病死率。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740 

 

PO-1329 

探讨特重烧伤病人术后寒颤高热的护理措施 

 
高学会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减轻术后寒颤高热病人的痛苦 

方法 高能波谱辐射治疗机提前 15 分钟预热打开，及时检测测病人生命体征，体温上升期持续保

暖，呼吸深快时应用沙丁胺醇气雾剂 3 喷，行压缩雾化吸入缓解支气管痉挛，静脉点滴多索茶碱

针，必要时应用去乙酰毛花苷丙针，体温下降期应用物理降温和药物降温（赖氨匹林针或地塞米松

注射液）。 

结果 病人生命体征平稳。 

结论 针对性的治疗护理行之有效。 

 

 

PO-1330 

中性粒细胞 NETs 致糖尿病创面难愈及机制研究 

 
杨沛瑯,刘丹,章雄,刘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创面形成后中性粒细胞大量迁移进入创面发挥吞噬杀菌作用。正常创面中发挥功能后的中性

粒细胞通过凋亡方式死亡，凋亡的中性粒细胞被巨噬细胞吞噬可以促进巨噬细胞表型由促炎 M1 表

型向促愈合的 M2 表型转换，进而促进创面愈合。糖尿病难愈创面的主要特征是巨噬细胞表型由 M1

向 M2 转换困难。课题组研究表明糖尿病状态下中性粒细胞不通过凋亡方式死亡而大量通过网补死

亡（NETosis）方式死亡。本课题旨在研究中性粒细胞 NETosis 形成的 NETs 是否介导了糖尿病创面

巨噬细胞表型持续处于 M1 表型并探讨其相应的分子信号机制。进而以 NETs 为切入点探索改善糖尿

病创面巨噬细胞表型转换困难，促进糖尿病创面愈合的新思路。 

方法 Western blot 以及免疫荧光等观察糖尿病创面中 NETs 形成。NETs 中主要成分为组蛋白和

DNA，通过组蛋白中和抗体、DNA 酶、相关受体拮抗剂以及抑制剂的应用筛选介导 NETs 诱导的巨噬

细胞向 M1 表型转换的主要成分及其关键信号通路。动物实验在体观察干预糖尿病状态下中性粒细

胞 NETs 形成过度是否可以改善创面巨噬细胞表型转换困难，促进创面愈合。Western blot、免疫

荧光、免疫组化、H&E 以及 Masson染色等进一步验证。 

结果 糖尿病状态下 NETs 形成过度。NETs 中的 DNA 被巨噬细胞识别并通过 TLR9-MYD88-NF-κB/AP-

1 信号通路介导巨噬细胞表型持续的处于 M1 表型。通过使用 DNA 酶清除 NETs 中的 DNA 可以消除

NETs 介导的巨噬细胞表型转换困难。动物实验表明单纯使用 DNA 酶清除 NETs 并不能有效逆转糖尿

病创面愈合困难。通过 DNA 酶结合中性粒细胞凋亡模拟物应用模拟中性粒细胞在创面中的正常生理

过程可以明显改善糖尿病创面巨噬细胞表型转换困难，促进糖尿病创面愈合。 

结论 糖尿病状态下通过 NETosis 方式死亡的中性粒细胞增多。NETs 中的 DNA 可被巨噬细胞识别并

诱导巨噬细胞持续处于促炎的 M1 表型，而不向促进愈合的 M2 表型转换。通过 DNA 酶联合凋亡细胞

模拟物可以促进巨噬细胞表型向促愈合 M2表型转换，改善糖尿病大鼠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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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31 

PICCO 技术在重症烧伤患者监护中的意义 

 
章丽珠,王冬,吴克萍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研究脉波轮廓温度稀释连续心排量测量技术（PICCO）在重症烧伤患者临床监护护理中应用的

措施和应用意义，以此探讨 PICCO在临床用于重症烧伤患者临床监测的可行性。 

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2014 年 8 月～2017 年 6 月重症监护室收治的 60 例重症烧伤患者资料分析，根

据入住先后顺序将 60 例患者分成两组，其中先入住的 30 例重症烧伤患者配合常规护理为对照组，

后入住的 30 例重症烧伤患者配合 PICCO 技术监测设作观察组，为患者准备好 PICCO 置管准备工作

和置管后导管护理干预，同时给予 PICCO 校正和感染的预防护理措施，根据监测结果及时为患者调

整补液量，对比两组并发症情况和住院时间。 

结果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达 3.33%，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达 23.33%，对比两组并发症结果显示，

观察组并发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对比有差异（P＜0.05）；观察组住院时间（35.5±15.8）d，

对照组住院时间（99.6±25.8）d，对比两组住院时间，观察组住院时间更短，两组对比有差异（P
＜0.05）。 

结论 PICCO 监测技术应用于重症烧伤患者临床监测可以对患者情况做出准确的评估，提前做好各

项护理准备，临床医师按照 PICCO 监测数值结合患者的各项临床表现，可以对患者血容量是否充

足、心功能情况、预后等做出评估，从而更好的安排补液量。以此减少并发症发生，帮助患者及早

康复出院，缩短患者住院时间，从而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PICCO 用于重症烧伤患者临床监测可

以帮助临床医师完成对患者液体的管理与用药控制，帮助护理人员更好的实现护理干预，值得推广

应用。 

 

 

PO-1332 

Cytotoxicity of Silver dressings on diabetic fibroblasts  

 
Shibo Zou

1
,Won-Young Yoon

2
,Seung-Kyu Han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Korea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Objective A large number of silver based dressings are commonly used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wounds at risk of infection including diabetic foot ulcers. However, there 

are continual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toxicity of silver dressings on wound heal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objectively test cytotoxicity of silver dressings on 

diabetic fibroblasts.  

Methods Effect of five silver-contained dressing products (Aquacel Ag, 

Acticoat*Absorbent, Medifoam Ag, Biatain Ag, PolyMem Ag) and their comparable silver-

free dressing products on morphology, proliferation, and collagen synthesis of human 

diabetic fibroblasts were compared. Diabetic fibroblasts treated with each silver 

dressing lost typical patterns of fibroblast morphology. 

Results All silver dressings tested in the study reduced viability of the diabetic 

fibroblasts and collagen synthesis by 54 – 70 % and 48 – 68 %,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silver free dressings. 

Conclusions All silver dressings tested in the study reduced viability of the diabetic 

fibroblasts and collagen synthesis by 54 – 70 % and 48 – 68 %,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silver free dre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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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33 

严重烧伤瘢痕完全植入式输液港患者中专科护士的作用 

 
史娜,王洁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为大面积严重烧伤瘢痕患者在伤后几年整形修复手术围手术期治疗得以顺利进行，选择中心

静脉通路完全植入式输液港用于输液、输血、血标本采集、静脉造影等一系列的生命支持、治疗和

身体检查等。近些年我单位由医生进行输液港置入手术，并由经过专科培训的护士进行输液港的使

用与维护。 

方法 以其他静脉通路建立困难的大面积严重烧伤瘢痕患者为对象，由一名国际伤口治疗师和一名

静疗专科护士联合培训指导烧伤科护士，对医生埋置于瘢痕下的输液港进行换药、无损伤针穿刺、

使用、维护、无损伤针拔出、皮肤护理和健康宣教，回顾分析近年来无专科护士参与的 6 例病例，

与近 1 年专科护士参与的 2 例输液港植入病例中患者的主诉、皮肤局部状况评估、全植入式输液港

港体留置情况评估等指标进行对比，确定伤口与静疗专科护士在严重烧伤瘢痕患者完全植入式输液

港的使用与维护中的作用。 

结果 伤口与静疗专科护士在大面积严重烧伤瘢痕患者完全植入式输液港的使用与维护中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在专科护理人员的专科联合指导下，患者的主观评价较前更高，同时近些年由于产品

更新换代，在伤口专科护理人员的皮肤管理和静脉治疗专科护理人员的专业指导下，临床护士通过

医院临时采购，合理、顺利、快速地将适合于此种瘢痕特殊人群的新型高科技軟聚硅酮材质敷料产

品和安全型带缓冲垫的无损伤针用于临床，大大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结论 伤口与静疗专科护士引导下的烧伤科瘢痕下输液港护理工作要优于普通烧伤科护士的烧伤瘢

痕下输液港的护理，值得临床推广。 

 

 

PO-1334 

Repairing of deep toe tissue defects using a free 

anterolateral femoral vascularized fascial flap combined 

with thin split-skin grafting in burned patients 

 
刘梦栋,杨薛康,胡大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scheme, surgical procedures, and 

clinical outcomes for the repair of repairing of deep toe tissue defects in burned 

patients with a method combining a free anterolateral femoral vascularized fascial 

flap combined with thin split-skin grafting. 

方法 January 2014 to March 2018, a total of 7 patients with toe tissue defect caused 

by severe burns were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All the wounds were repaired using a 

free anterolateral femoral vascularized fascial flap combined with thin split-skin 

grafting. After the operation, survival of the fascia flaps and grafted skin was 

observed, follow-up information was reviewed, and complications were documented. 

结果  Among the 7 patients, the flap and grafted skin survived completely in the 6 

patients. The grafted skin necrosis gradually happened in 1 patient, after 

conventional dressing therapy and skin re-grafting, the wound healed. The mean follow-

up was 6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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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combining the anterolateral femoral vascularized fascial 

flap with thin split-skin graft represented a satisfactory approach for the repair of 

deep toe tissue defects. 

 

 

PO-1335 

毛囊单位分离技术培训研究 

 
邹仕波,潘巧玲,张树堂,郭鹏飞,魏爱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毛囊单位分离技术的技巧和培训方法，提高毛囊单位分离的速度，降低毛囊单位分离过

程中的损伤率。 

方法 利用整形手术切除废弃的人体头皮，FUE 技术提取毛囊单位后，采用规范化分解动作操作培

训，完成毛囊单位分离修剪工作。对比经过培训的试验组和未经过培训的对照组人员的平均分离速

度及分离质量。 

结果 经过每天 2 小时，共 7 天的毛囊单位分离练习。试验组毛囊单位平均分离速度从 10 单位/分

钟，升至 73 单位/分钟，对照组毛囊单位的平均速度从 11 单位/分钟，升至 33 单位/分钟。试验组

毛囊单位平均损伤率从 25%降至 4%，对照组毛囊单位平均损伤率从 24%降至 18%。 

结论 规范化分解动作操作培训能够明显提高 FUE 技术提取的毛囊单位的分离速度，显著降低毛囊

单位的损伤率。从而缩短毛发移植手术的时间，提高毛囊单位的存活率以及毛发移植手术的质量。 

 

 

PO-1336 

压疮贴在小儿烧伤静脉留置针中的应用体会 

 
高学会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减少小儿烧伤静脉留置针压疮的发生率。 

方法 静脉留置针应选择血管弹性好，皮肤完好的地方，穿刺成功后针柄下垫一压疮贴，塑形并妥

善固定静脉留置针。 

结果 固定之后未在发生压疮 

结论 压疮贴在静脉留置针中应用可以有效避免压疮的发生。 

 

 

PO-1337 

群体特重度烧伤患者使用连续肾脏替代疗法疗效探讨 

 
王春明

1
,寿倍明

1
,谭谦

2
 

1.南京公安消防医院 

2.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八二”昆山工厂铝粉尘爆炸事故群体特重度烧伤患者使用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

的效果。 

方法 2014 年 8 月 2 日， “八二”昆山工厂铝粉尘爆炸事故中的烧伤患者收入全国 20 家医院。研

究共纳入患者 34 例，男 24 例，女 10 例，烧伤总面积(88.17±18.23)%TBSA，Ⅲ度烧伤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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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4±25.12)%TBSA。统计患者使用 CRRT 前和使用 CRRT 后 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的一般生

命体征指标及 TNF-α、IL-1、IL-6、IL-8的情况。  

结果 患者使用 CRRT6 小时后体温由 9.2±0.67℃下降为 38.3±0.37℃；心率由 151.2±37.5/min

下降为 118.7±28.3/min；PaO2 由 83.9±11.1 Kpa 升高为 91.4±12.7Kpa；SaO2 由 90.4±4.9%升

高为 97.5+2.8%。 TNF-α 由 947.8±443.2 Pg/ml 下降为 457.2±209.5 Pg/ml ； IL-1 由

394.6±149.7Pg/ml 下 降 为 235.7±84.5 Pg/ml 、 IL-6 由 642.1±267.3Pg/ml 下 降 为

196.5±140.1Pg/ml、IL-8由 597.3±192.7Pg/ml下降为 218.2±116.8Pg/ml。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群体特重度烧伤患者使用 CRRT能有效改善患者生命体征，有效降低血浆细胞因子水平。 

 

 

PO-1338 

基于图像的微管定量分析方法 

 
兰晓东

1
,李凌霏

2
,王德怀

1
 

1.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2.陆军军医大学 

 

目的 基于像素比和粒度分析理论，通过图像处理和分析方法探究客观量化微管结构的方法。 

方法 HUVEC 细胞传代至铺有 9 片圆形盖玻片的 12 孔板（用于微管蛋白免疫荧光染色）、2 个底面

积 25 cm2 细胞培养瓶（每瓶 4 mL，用于乙酰化微管蛋白含量测定）。将培养 3 d 的细胞按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加入 3 mL 37 ℃复温的 DMEM 培养液，常规培养 30min）、微管解聚组

（加入 3 mL 37 ℃复温的含终浓度为 100nM 秋水仙碱的 DMEM 培养液，常规培养 30min）和微管聚

合组（加入 3 mL 37 ℃复温的含终浓度为 100nM 紫杉酚的 DMEM 培养液，常规培养 30min）。蛋白

质印迹法检测乙酰化 α 微管蛋白的含量变化。免疫荧光染色后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微管形态

变化并获取图像。Matlab7.0 编程进行图像分割、增强等处理并提取特征参数。对数据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多重比较以及多元判别分析。 

结果 （1）微管解聚组细胞乙酰化 α 微管蛋白含量为（0.71±0.02），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的

（0.90±0.04， P<0.05）；微管聚合组细胞乙酰化 α 微管蛋白含量为（1.37±0.09），明显高于

正常对照组的（0.90±0.04， P<0.05）。（2）正常对照组细胞微管结构完整，围绕核周束状分

布，胞质中少量细小荧光斑；微管解聚组细胞微管纤维断裂，胞质中出现大量点样小荧光斑，呈现

弥散性分布；微管聚合组细胞微管纤维数量多且粗大，呈多分支且杂乱的放射样分布，胞质中出现

较大荧光斑。（3）正常对照组、微管解聚组和微管聚合组细胞微管荧光图像中像素比和粒度分析

参数（平均粒度、分选度、偏度、峰度）均具显著组间差别（P<0.05）。（4）根据上述微管量化

特征参数，Fisher多元判别的准确率达 80.0%。 

结论 微管荧光图像像素比和粒度分析的特征参数可作为微管量化分析的客观指标。 

 

 

PO-1339 

大面积烧伤病人康复护理体会 

 
徐琦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康复期护理大面积烧伤患者后期康复治疗 

方法 烧伤康复后期会有瘢痕形成，创面愈合后瘢痕生长快速，这不仅影响外观，并且给病人后期

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并造成一定的心理伤害，因此大面积烧伤后患者须及时进行康复功能锻炼，并

坚持锻炼。以免影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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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40 

循证护理在烫伤患儿发热护理中的应用 

 
马雪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究在烫伤患儿发热护理管理中实行循证护理的效果 

方法 病例选择：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在我科住院的烫伤患儿，从中选择 100 例烫伤病程中发

热的患儿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选取标准：1.烫伤病程中测量腋温超过 38.0℃；2.家属同意

参与；3.观察组和对照组，年龄，性别，病情轻重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两组均以整体护理

为基础，对照组按常规发热护理措施进行护理，观察组按循证护理步骤实施：1.确立发热患儿需要

解决的问题；2.查找循证支持及评价证据；3.对各项科研实证, 包括设计的严谨性、结果的准确

性、实用性进行严格的系统评价；4.将得出的证据与以往的护理知识、经验及患儿的际情况相结合,

检索制定出一套科学的护理程序,对患儿实施最佳的护理；5.实施护理计划, 并通过动态评审的方

法检测效果 

结果 通过 1 年的临床实践, 满足了不同发热患儿及其家长的需求, 患者满意度上升, 患儿的平均

住院日、住院费用明显低降低, ，进一步提高了整体护理的内涵。同时, 通过查证、分析讨论, 也

巩固和提高了基础理论知识， 并借此修改和充实了发热护理常规, 通过临床应用中的评价反馈 , 

不断改进, 形成动态循环 

结论 将循证护理运用于小儿烫伤后发热的临床护理，有效地提高护理质量，缩短平均住院天数，

降低住院费用，提高患儿满意度。 

  

 

PO-1341 

糖尿病患者烧伤后的综合护理 

 
周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老年糖尿病男性与女性沸水烫伤与火焰烧伤的面积、深度及部位不同的综合护理措施与

效果。 

方法 根据老年糖尿病患者病程长且绝大多数合并有基础疾病，体质较差，皮肤微血管和周围神经

病变，皮肤营养发生障碍，及烧伤后创面易感染、愈合能力低下等因素，对 50 例老年糖尿病烧伤

患者积极做好饮食护理、创面护理、糖尿病的护理、心理护理及出院指导，治疗期间合理调节，控

制饮食，加强心理及创面等方面的健康教育，积极处理创面，必要时手术治疗。 

结果 通过对 50 例老年糖尿病的烧伤患者给予精心治疗和全方位的综合护理，非手术治疗治愈 45

例，经手术治愈 5例，治疗期间，空腹血糖控制在 6~9mmol/L。 

结论 结论：严格合理控制饮食，积极处理创面，减少感染等各方面综合护理是老年糖尿病烧伤患

者预防感染、促进愈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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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42 

液化天然气冻伤一例 

 
王车江,刘洪霞,李仲越,邵洪波,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PO-1343 

小儿颏颈部热液烫伤延迟愈合临床观察及成因分析 

 
周鑫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烧烫伤已经成为继机动车事故和溺水事故之后是造成小儿死亡的第三大常见伤害，每年烧烫

伤入院患者，其中近 40%患者为 15 周岁以下儿童。其最常见的烧烫伤部位为颜面、颏颈部，虽然

颜面部与颏颈部位置相近，但经过临床观察后颏颈部愈合时间明显长于颜面部，形成瘢痕几率大，

从而影响外观、儿童心理健康及牵拉颈部导致其活动障碍等。为了探究相关致病成因，降低对患儿

的损害，特对小儿颏颈部烫伤愈合情况进行临床观察及成因分析。 

方法 选择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8 月 1 日，52 例年龄在 15 周岁以下颜面、颏颈部同时热液烫

伤患儿。采用同体对照，将患儿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颜面部烫伤组，另一组为颏颈部烫伤组。观

察两组创面愈合时间、愈合质量以及是否应用手术方法覆盖创面。 

结果 颏颈部烫伤组创面愈合时间高于颜面部烫伤组并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通过住院期间

以及出院后患儿随访观察，颏颈部烫伤组患儿形成瘢痕数量高于颜面部烫伤组，且形成瘢痕挛缩较

重，影响颈部活动及美观。手术次数明显高于颜面部烫伤组。 

结论 小儿颏颈部烫伤创面较颜面部烫伤愈合差，分析原因，1、颜面部与颏颈部皮肤血流供应差

异，以及皮肤结构等解剖结构的差异。2、热液在颏颈部停留时间较长，衣物覆盖等均可导致热量

无法及时降低。3、在创面愈合过程中儿童自律性较差，颏颈部活动度较大等。综上所述，均可能

成为小儿小儿颏颈部热液烫伤延迟愈合的因素。 

  

 

PO-1344 

双重功能的组织工程支架治疗烫伤创面的研究 

 
唐冰,胡志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修饰透明质酸、葡聚糖、环糊精后制备水凝胶支架，加入抗炎性物质白藜芦醇和促进血

管化基因，以获得具备抗炎症和促进血管化双重功能的组织工程支架来促进烫伤创面的修复和组织

再生。 

方法 制备含双键的透明质酸，葡聚糖和 β-环糊精，将白藜芦醇包埋到环糊精的疏水空腔内。同

时，将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质粒 DNA 负载到水凝胶支架上。将该支架移植到 SD 大鼠烫伤创

面，观察创面炎症反应和新生组织血管化。 

结果 成功制备了含透明质酸、葡聚糖、环糊精的水凝胶支架材料。进一步负载白藜芦醇和 pDNA-

VEGF 后，发现在大鼠烫伤创面上，实验组的支架比对照组具有更好的促进修复的作用。PCR 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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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验组支架能够有效抑制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白细胞介素 1β（IL-1β）的表达；同时能

够促进损伤处的 VEGF 的表达。 

结论 本研究成功制备了同时具有抗炎症和促进血管化双重功能的组织工程支架，在治疗烫伤中具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PO-1345 

烧伤患者住院需求及护理关怀 

 
周娴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了解住院患者护理需求及满意度情况，进一步深化以人为本的护理服务。 

方法 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病区 40 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用修改后满意度调查表，于活

动前后 2次进行访谈合测评比较。 

结果 结果：住院患者的需求广泛且需求程度很高，护士的关怀行为合病人的满意率在实施前后差

异有显著性（P小于 0.01）。 

结论 结论：护士正确评价患者的护理需求，通过学习人文关怀理论，运用护理关怀行为指南，将

人文关怀理念融入日常护理服务中，有利于提高护士关护病人行为合病人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PO-1346 

Pleiotropic FTY720 Is a Specific and Potent Therapy for 

Hypertrophic Scars 

 
Bing Tang,Fen Sh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Hypertrophic scarring (HS) is a fibrotic skin condition characterized by 

aberrant fibroblast phenotypes and excessive deposi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components. 2-Amino-2-[2-(4-octylphenyl)]-1, 3-propanediol hydrochloride (FTY720), an 

immunomodulator approved for treating multiple sclerosis, is reported to attenuate 

fibrosis in multiple disease models.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FTY720 on HS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FTY720 was administered on Human HS-derived fibroblasts (HSFs) to evaluate the 

viability and function of HSFs by cell viability assay, scratch assay, collagen gel 

contraction assay,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analysis by FASC,as well as 

immunofluorescence study. Also, protein expression of caspase signalling and AKT/mTOR 

signalling pathway was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Lastly, the rabbit ear mode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ie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TY720 in 

vivo. 

Results FTY720 presented a pleiotropic effect specifically on HSFs but not NFs, 

including reducing cell viability, arresting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t the G0/G1 phase, 

promoting apoptosis, inhibiting migration and contraction, and suppressing the 

expressions of a-smooth muscle actin, collagen I, and collagen III. Mechanistic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antifibrotic activities of FTY720 were potentially mediated 

through sphingosine 1-phosphate receptor 5 to inhibit the protein kinase B/mTOR/p70S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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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not the Smad, signaling pathway. The in vitro actions of FTY720 also translated 

into a rabbit ear HS model, stimulating the healing of H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collectively suggest that FTY720 targets multiple 

phenotypes of HSFs and i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agent for HS. 

 

 

PO-1347 

群体特重烧伤患者吸入性损伤痰培养结果分析 

 
寿倍明

1
,谭谦

2
 

1.南京公安消防医院 

2.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一批特重度烧伤患者吸入性损伤痰培养的结果 

方法 2014 年 8 月 2 日， “八二”昆山工厂铝粉尘爆炸事故中的烧伤患者收入全国 20 家医院。研

究共纳入患者 121 例，其中男 63 例，女 58 例。烧伤总面积为(87.63± 21.84) %TBSA，三度烧伤

面积为(74.94±26.65)%TBSA。 统计患者伤后一个月内痰培养的结果 

结果 烧伤后一周内共有 117 例患者送检痰标本 207 份共分离到 126 株病原菌。一周后至伤后三个

月共收集痰标本 2384 份，共分离病原菌 312 株。在伤后一周痰培养标本中分离其中革兰氏阴性菌

117 株，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革兰氏阳性菌 9 株，均为溶血葡萄球菌。伤后一周至三个月内共分

离到痰培养病原菌 263 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 223 株，以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

胞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黏质沙雷菌为主；革兰氏阳性菌 30株，以葡萄球菌为主。真菌 10 株。 

结论 群体特重度烧伤患者伤后一周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伤后一周至三个月以肺炎克雷伯菌、鲍

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黏质沙雷菌为主。 

 

 

PO-1348 

简易负压吸引装置在心外科手术后切口感染裂开中的应用 

 
买斯吾提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830000 

 

目的 探讨自制简易负压吸引装置在心外科术后切口感染裂开的疗效。 

方法 收治 23 例心外科术后切口感染裂开患者，采用创面简单清创后局部放置自制简易负压吸引装

置持续负压吸引的方法控制局部感染，促进局部肉芽组织生长，通过直接缝合、游离植皮术或局部

皮瓣转移等方法修复创面。 

结果 23 例患者中：5 例直接缝合修复创面，12 例患者行游离植皮术修复创面，2 例患者行局部皮

瓣转移修复创面，4例患者负压吸引治疗后自行愈合。 

结论 自制简易负压吸引技术结合游离植皮或皮瓣转移术对心外科术后切口感染操作简单，经济实

惠，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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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49 

HMGB1 介导 MAPK 信号通路参与烟雾吸入性损伤急/慢性炎症反应

的机制研究 

 
甘春霞,刘名倬,郭光华 

南大一附院 

 

目的 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HMGB1)，属于预警素家族的一员，是广泛

存在于细胞内的一种高度保守的核蛋白质，可与 Toll 样受体 TLR2 和 TLR4 以及晚期糖基化终产物

受体(the Receptor of 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 ,RAGE)相互作用，通过激活 MAPK 信号

通路，诱导下游炎性介质的释放，引起烟雾吸入性损伤急/慢性肺部炎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是一条庞大的信号调节通路，调节细胞的生长、分

化、炎症反应等生理/病理过程。 

本研究我们试图通过探究 HMGB1 与 MAPK 信号通路的关系，找到烟雾吸入性损伤肺部炎症发生发展

的病理生理机制。 

方法 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eoitaiig，HE）染色：观察肺部病理改变。cck8：检测髓源树突

状细胞对 T 细胞的促增殖能力。QPCR：检测相关炎症因子 IL-1、IL-2、IL-4、TNF-α、IFN-γ 等

以及 HMGB1、TLR2、TLR4、RAGE 的表达。ELISA：检测小鼠血清 HMGB1 表达。masson 染色：证明肺

组织纤维化改变。流式细胞术：分析脾脏 T细胞表型，分析炎症相关表面抗原表达。 

结果 1.HE 染色：正常对照组的肺泡壁光滑，肺泡间隔正常，支气管上皮完整且无炎症细胞浸润，

烟雾吸入性损伤组肺组织结构紊乱，肺泡壁增粗，大量的炎性细胞浸润。2.QPCR 结果：与阴性对

照组比较，吸入性损伤组 HMGB1、IL-1β、IL-2、IL-4、TNF-α、RAGE、IFN-γ，IL-10、TLR2、

TLR4 表达增高，而 FoxP3 表达较对照组表达减少（P ＜ 0.05）。3.masson 染色：造模 30 天的小

鼠，肺组织胶有蓝色胶原纤维。4.吸入性损伤小鼠取骨髓来源树突状细胞体外混合淋巴细胞培养，

发现其有更强的促进 T细胞增殖能力（P ＜ 0.05）。 

结论 小鼠烟雾吸入性损伤后 2-6 小时，机体同时启动炎症和抗炎反应。HMGB1 表达增高，相应的

TLR2、TLR4 以及 RAGE 表达增高。与对照组相比，吸入性损伤小鼠骨髓来源的树突状细胞有更强大

的促进 T细胞增殖的能力。造模小鼠 30天，肺组织出现纤维化。 

 

 

PO-1350 

PDCA 循环在烧伤治疗新技术护理理论与实践模型建立中的应用 

 
高凤英 

宝鸡市中心医院,721000 

 

目的 探讨 PDCA循环在烧伤治疗新技术浸浴疗法护理理论和实践模型建立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应用 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模式，对烧伤治疗新设备浸浴槽自计划购买、

到货、使用的整个过程进行管理，制订一系列护理护理理论和实践模型，统计科内 14 名注册护士

对浸浴疗法相关理论和实践模型掌握情况得分、坠床和交叉感染发生率；浸浴室空气、浸浴槽、起

吊机浸疗体细菌培养计数、患者满意度等指标。 

结果 自 2018 年 6 月-9 月，浸浴疗法治疗烧伤患者已 12 人次，护理人员均能高效配合整个浸浴疗

法始终，未发生 1 例坠床和交叉感染；浸浴室空气、浸浴槽、起吊机浸疗体均无细菌生长。浸浴患

者对护理人员围浸浴期护理配合满意度从之前的 85.1%～90.7%（平均 88.3%）提高至 96.5%～

98.3%（平均 97.9%），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PDCA循环是规范新技术、新设备启用的有效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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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51 

Ilizarov 技术治疗烧伤后马蹄内翻足畸形围手术期的护理 

 
袁凌,邵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63000 

 

目的 总结应用 Ilizarov 技术矫正大面积深度烧伤后马蹄内翻足畸形的围手术期护理要点，促进

患者康复。 

方法 回顾 2015 年 3 月—2017 年 2 月，采用 Ilizarov 技术治疗 10 例（15 足）严重深度烧伤

后马蹄内翻足畸形患者。对其实施术前、术后心理护理、针道护理、密切观察肢体感觉、正确指导

外固定器的使用，实施有效疼痛护理，术后早期开展康复训练。 

结果  患者马蹄内翻足畸形均获得完全矫正，可足底负重行走，无局部皮肤坏死、针道感染、肢

端感觉麻木等并发症发生。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4 个月～3 年，平均 10 个月。末次随访

时， 根据国际马蹄足畸形研究学组（ICFSG）评分系统，获优 7 足、良 6 足、可 2 足，优良率 

82.4%。  

结论 应用 Ilizarov 技术矫治马蹄内翻足畸形，做好充分术前准备，加强术后病情观察及护理，

进行有效指导，可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肢体功能康复。 

 

 

PO-1352 

水动力清创系统治疗化学烧伤创面的应用体会 

 
侯文佳,纪世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对比水动力清创系统于传统切、削痂术式对化学烧伤创面的临床效果及预后 

方法 系统分析水动力清创系统的工作原理、作用机制、适应症、注意事项等，分析热力烧伤、化

学烧伤创面不同损伤机制，对比分析水动力清创系统作为精准治疗方法的优势及临床应用前景。 

结果 水动力清创系统减少对正常及间生态组织的破坏，提高组织存活率，并能较好保护正常真

皮，减少创面愈合过程中瘢痕形成，改善关节部位的功能，对于不规则和复杂轮廓区域的操作灵

活，并能降低职业暴露风险。 

结论 水刀清创应用于烧伤创面尤其是化学烧伤创面的治疗可有效避免痂皮覆盖误判创面深度的过

度治疗，减少创面瘢痕形成，改善预后。 

  

 

PO-1353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在特重度烧伤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

（MODS）患者治疗中的护理体会 

 
罗旭,邵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63000 

 

目的 总结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在特重度烧伤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MODS)患者治疗中的护

理体会   

方法 总结我科 2017 年 1 月---2018 年 7 月收治的 10 例特重度烧伤合并 MODS 应用 CRRT 治疗患者

的护理措施：1.治疗前准确评估患者病情、意识、生命体征、血管通路、检验结果、液体出入量、

治疗方案等情况，便于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及治疗时机；2.采用连续性 24h 不间断治疗，准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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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量，监测液体平衡，动态评估患者容量情况、各项检验指标，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3.治疗中严密观察患者意识、生命体征、CVP 等参数，重点观察血压与 CVP 情况，及时调整超

滤速度；4.关注患者营养物质的流失。 

结果 10 例患者衰竭器官功能恢复良好，各项指标逐渐趋于平衡，创面愈合良好，患者全部康复出

院。 

结论 对特重度烧伤并多（MODS）患者行 CRRT 治疗，可快速纠正患者在感染期产生的体内过多水

分、炎性介质，有效降低血液循环中的内毒素，缓解患者感染症状，及时纠正体内电解质紊乱，明

显改善脏器功能，减轻机体的损害。通过严密的观察、护理，CRRT 治疗效果满意，无并发症发

生，为治疗原发病赢得时间和机会。 

 

 

PO-1354 

改良烧伤患者休克期补液方法在特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的 

护理效果 

 
陈静,邵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63000 

 

目的 探讨改良烧伤患者休克期补液方法对特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 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我科收治的 15 例特重度烧伤患者，实施专人护理，改良休克期

补液方法：1.护士根据医生开具的 24h 补液计划,按晶体、胶体、葡萄糖进行分类，分配到每班补

液量(8H/三班制)；2.每班根据当班补液计划总量，再次进行分类分配到每小时补液量；3.予多通

道同时输入，保证每小时晶胶体、葡萄糖顺利完成输入，输液速度为三者速度总和；4.每小时定时

监测尿量、尿色、生命体征、神志等指标，根据指标动态调整每小时补液种类及量。 

结果 实施改良休克期补液方法，患者休克期意思状态、平均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等指标均在

正常范围内波动，患者休克期补液效果满意。 

结论 传统烧伤患者休克期的补液方法属 24H 总体控制。改良后将补液计划从 24H 控制改为每小时

控制，可更加精细化管理患者液体出入量；实行晶胶体每小时同步输入可保证休克期患者随时丢失

的体液及所需物质得到有效补给，并能有效维持患者微循环，帮助特重度烧伤患者平稳渡过休克

期，减少休克期并发症的发生。 

 

 

PO-1355 

悬浮床在重度烧伤患者治疗中对促进患者创面愈合的应用效果 

 
颜久姗,邵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63000 

 

目的 比较悬浮床和普通床在重度烧伤患者治疗中对促进患者创面愈合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6-1 月至 2018-7 月重度烧伤患者使用悬浮床和普通床各 15 例对两组患者

的干痂时间与愈合时间和创面感染情况，植皮存活时间进行比较。 

结果 使用悬浮床治疗组患者创面干痂时间（12.16±5.41d）、愈合时间（89.45±16.61d）、植皮

存活率（95%）以及患者疼痛评分优于普通床治疗组创面干痂时间（16.57±7.96d）、愈合时间

（130.77±25.44d）、植皮存活率（87%）。 

结论 悬浮床特有的干燥与悬浮功能，可以及时烘干患者创面渗液，有效促进悬浮床重度烧伤患者

创面痂壳的形成，避免渗液过多而引起的创面过度湿润，导致创面感染，植皮失败等并发症的发

生，缩短其干痂时间与愈合时间，缩短植皮存活时间、提高植皮存活率，有效降低创面感染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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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同时可减少患者翻身次数，有效减少长期卧床致使持续受压而出现的其它并发症的发生，减轻

患者痛苦，降低护士对患者的照顾难度。 

  

 

PO-1356 

新型伤口敷料在儿童上肢浅二度烧伤换药中的应用 

 
向莉,齐荣荣 

克拉马依市中心医院（原:新疆石油管理局职工总医院),834000 

 

目的 探讨新型伤口敷料在儿童上肢浅二度烧伤换药中的效果及应用。 

方法 对 40 例儿童上肢浅二度烧伤伤口采用了脂质水胶体敷料换药处理并观察其应用效果，随机分

为对照组 20 例，观察组 20 例。观察组采用新型敷料换药，对照组采用传统常规换药。两组均采用

常规消毒，观察组以脂质水胶体覆盖，对照组创面用 0.1% 稀碘伏纱布或凡士林纱布保护伤口，均

使用 2 层无菌纱布覆盖固定，均每隔一天换药一次。观察两组病儿换药过程中的疼痛程度、伤口

愈合情况，家长及病儿对新型敷料的接受程度等。 

结果 观察组创面平均愈合时间为 9.7+1.8d，对照组创面平均愈合时间为 14.8+1.2d，观察组在愈

合情况和平均愈合时间方面均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换药时病儿疼痛程度较对照组轻，伤口

愈合效果更好，家长普遍接受新型敷料换药。 

结论 4．1 脂质水胶体是新型封闭性敷料可给创面创造一个湿润环境，促进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生

长，使伤口再上皮化能力提高，可有利于加速伤口愈合。水胶微粒(羧甲基纤维素)具有很强的吸收

液体能力，从而在减弱粘连同时还为创面提供最佳湿性愈合环境，  使肉芽组织得到生长和保

护，加速伤口的愈合。应用中未发现有过敏或不适的现象，而且缩短了伤口愈合时间，换药时痒痛

程度轻，易于被病儿及家长接受。 

4．2 新型伤口敷料为伤口提供了适宜的湿性愈合环境和理想的温度、湿度、pH 值，伤口表面不结

痂，加速了上皮细胞的爬行，自溶性清除创面的坏死组织，可以根据渗液量的多少改为隔日或隔数

日换药，减少了换药次数。减少了更换敷料时对创面的损伤，从而减轻了更换敷料时的疼痛；同时

能加速组织生长，对伤口的愈合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PO-1357 

严重双手热压伤的治疗及重建修复探讨 

 
黄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对双手热压伤导致肌腱外露伴缺损患者的治疗及修复重建，探讨以手功能康复为目的热

压伤治疗及修复重建方案。 

方法 患者同时双手热压伤伴肌腱外露及缺损，早期清创后，在单侧供区切取股前外侧游离皮瓣，

将皮瓣分叶同时修复双手。一叶皮瓣修薄后修复手部肌腱外露创面，一叶皮瓣携带扩筋膜修复肌腱

缺损骨外露创面，同时利用扩筋膜进行手部肌腱重建。术后早期手部功能锻炼。 

结果 术后双手外观及功能恢复良好。 

结论 手部热压伤患者的治疗应以手部功能康复为目的，根据个体化情况采取早期创面清创并应用

游离皮瓣进行创面修复及扩筋膜肌腱重建，可使患者更早进行手部功能锻炼及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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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58 

Low protein, high carbohydrate diet promotes major burn 

injury wound healing in a mouse model 

 
Yiwei Wang,Jonathan Hew,Roxanne Parungao,Peter Maitz 

Burns Research， ANZAC Research Institute， Concord Hospital， Concord West， NSW 2139，Australia 

 

Objective Diets high in protein and energy content ar currently used in burns to 

support healing. However, the ratio of carbohydrate to fat varies considerl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macronutrients mediate major burn injury woudn ehaling using 

a novel nutritional Geometric Framework.  

Methods A major burn injury model was established. Post burn injury, mice were fed 

with one of 11 diets varing in protein (P): carbohydrate (C) and fat (F). Wound 

healing rate, cell proliferation, collagen depostion were assessed over healing 

process. Systemic stress hormones,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hypermetabolism were also 

examined.  

Results We unexpectely found a low-P, high C diet significantly promoted burn repair. 

This finding is in opposition to the assumption taht increased P intak is required for 

protein synthesis during major burn injury wound healing.This ongoing study will 

explore if and how a low-P, high-C diet effects local and/or systemic factors, aiming 

to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macronutrients effect burn healing.  

Conclusions Low protein and high carbohydrat diet promotes major burn injury wound 

healing.  

 

 

PO-1359 

烧冲复合伤 SD 大鼠脑损伤的病理学改变 

 
吴育寿,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烫伤、冲击伤、烧冲复合伤和对照组在伤后 6h、24、48h、72h大鼠脑组织病理学变化。 

方法 选取雄性 SD 大鼠 80 只（体重在 200-220g），随机分为对照（CT)、烫伤组（BU)、冲击伤组

（BL)和烧冲复合伤组（BB)，每组 20 只，各组均将背部毛发脱除占体表面积 30%。BU 组将其脱毛

背部位置于 94℃水中 12s，造成单纯深Ⅱ度烫伤；BL 组和 BB 组以 5g 高爆炸药为爆炸源，距左侧

胸壁 50cm 进行爆炸致中度冲击伤，其中 BB 组致伤后合并造成深Ⅱ度烫伤；CT 组置于爆炸源 80m

处，爆炸后立即置于 37℃的温水中 12s 造成假性烫伤。各组于伤后 6h、24h、48h、72h 共 4 个时

相点，取全脑组织，于 4%多聚甲醛固定，切片，染色，脱水冠状位取海马部位，400X 显微镜镜

检，观察。所有病理切片由临床医生、病理医生协助作出诊断。 

结果 致伤后 6h，BB 组、BL 组均出现血管水肿、部分血管内皮缺损，侧脑室、第四脑室出血、脉

络膜连续性中断，大脑皮层结构紊乱，出现神经元变性、萎缩，较 BL 组，BB 组血管水肿及神经元

变性更明显；致伤后 24h，BB 组侧脑室和第四脑室出血明显增多，神经元出现坏死，坏死灶周围可

见胶质细胞增生，个别出现片状软化灶，形成胶质细胞结节，同时出现炎症细胞聚集现象，BU 组

出现血管水肿、脑室出血，但未见各脑室脉络膜结构破坏；致伤后 48h，BB 组相比 BL 组和 BU 组，

脑室出血更明显，脑组织软化灶也更多，但各组间炎症细胞浸润较 24h 时减少；致伤后 72h， BB

组仍有出血和血管水肿，但水肿较 48h 时有所减轻，出现部分脑组织坏死，第四脑室炎症细胞聚集

现象较 24h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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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较单纯烧伤和单纯冲击伤，SD 大鼠在烧冲复合伤后脑组织水肿、出血更为明显，神经元变

性、萎缩和坏死更为广泛，各脑室脉络膜连续性被破坏更突出，提示烧冲复合伤较单纯性损伤更严

重，脑组织保护在烧冲复合伤的治疗中，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 

 

 

PO-1360 

大面积烧伤 Meek 植皮成活率相关因素分析 

 
李利根,申传安,孙天骏,邓虎平,蔡建华,李东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影响大面积烧伤 Meek植皮成活率的相关因素，不断提高 Meek 植皮成活率。 

方法 31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创面削切痂 Meek 植皮，其中男 21 例，女 10 例。年龄 13-82 岁，平

均 42.1±13.6 岁，烧伤创面 50%-99%，平均 78.2±19.5%，Ⅲ度烧伤创面 32%-85%，平均

66.1±16.7%。 

结果 手术时间为伤后 3-15 天，首次 Meek 植皮面积 15%-53%，植皮成活率 66%-93%，影响植皮成活

率的因素有：1，创面基底状态：保留真皮的创面成活率最高，其次是切痂创面，脂肪创面成活率

低，为最大限度保留真皮组织，可用电动取皮刀削痂，厚度均匀，最大限度保留了真皮组织，同

时，不能残留不健康组织。2，供皮皮片扩增比例：扩增比例大愈合率低，从供皮区面积大小以及

愈合质量两方面考虑 1:6Meek 皮片比较合适，即可用相对少量的自体皮，又可获得较好的功能和外

观。3，供皮皮片厚度：理论上为 0.1-0.3mm，但实际工作中，取皮刀刻度的准确性、取皮用力大

小，影响取皮厚度，多需肉眼判断，以略带真皮为好，皮片过薄，表皮易干，不利于皮片成活和爬

行，皮片过厚易卷，不易帖敷，也不利供皮区愈合，影响再次取皮。4，烧伤面积和深度：烧伤面

积大，术后留有创面多，全身炎症反应不易控制，影响植皮成活率。烧伤深度越深，即使是切痂，

植皮成活率仍低。5，植皮部位：关节部位如踝部、肘部曲屈活动，大腿根部，抬腿搓动，躯干、

臀部不易固定，成活率低。小腿外侧成活率高，可能与其容易固定有关。另外，手术中聚酰胺双绉

纱要铺平，贴敷创面基底，否则影响植皮成活率。6，术后创面换药时间： 要观察全身反应、体

温、降钙素原的变化， 敷料无异味 1 周内不必更换敷料，以免造成皮片移动，有异味随时更换，

双绉纱去除时间不宜过早，干燥无分泌物 2 周左右去除，避免过早去除造成皮片损伤影响植皮成活

率。 

结论 影响 Meek植皮成活率的因素很多，还需要我们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植皮成活率。 

 

 

PO-1361 

烧伤指数与创伤指数的应用 

 
赵升宇 

大庆油田总医院,163000 

 

目的 一、创伤的早期救治是否进行的及时而有效，需要一个统一、简单且易于掌握、具有一定灵

敏度、特异性及准确性的创伤评分系统，为确保医护人员能够快速、准确和规范地评估患者伤情，

我科近五年将创伤指数评分(trauma index TI)及烧伤指数（burn index，BI）应用于临床,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 

方法 创伤评分是一种相对量化的分类方法，是以计分的形式评估创伤的严重程度。 

创伤指数（trauma index,TI）是创伤评分的一种评分系统。创伤指数是创伤严重性的最主要因素

的数值。数值在 5-24 之间。TI >17属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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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烧伤严重程度分类 

1970 年全国烧伤会议制定的分类:：1、轻度烧伤 总面积 9%以下的Ⅱ度烧伤。2、中度烧伤 总面积

10-29%，或Ⅲ度烧伤面积 10%以下。3、重度烧伤 总面积 30－49%，或Ⅲ度面积 10-19%；总面积不

足 30%，但全身情况较重或已有休克、复合伤、中重度吸入性损伤者。4、特重烧伤 总面积 50%以

上，Ⅲ度 20%以上。 

烧伤指数（burn index，BI）反映烧伤的严重程度。数值在 1-100之间。BI >25 属特重。 

BI=三度烧伤面积+ ½二度烧伤面积 

烧伤指数与创伤指数-数值范围 

三、例如：邵 xx，头颈部躯干四肢严重烧伤，烧伤总面积达 63%，三度烧伤面积 33%，二度烧伤面

积 30% 

BI=33+15=48 

TI=6+5+1+3+3=18 

结论：  烧伤指数 BI（48）>25 

      烧伤指数 TI（18）>17 

      评估属特重病人 

结果 四、抢救治疗程序：A、B、C、D，以急救复苏的 ABC原则依次考虑 

   A  开放气道（airway） 

   B  人工通气（breathing） 

   C 循环支持（circulation） 

   D  药物治疗（drug） 

结论 五、讨论： 

1、TI 和 BI 随着时间和病情是不断变化大的。尤其注意特重创伤死亡三大高峰：1）10 分钟。2）

6~8 小时。3）3~4周。 

2、烧伤指数和创伤指数使用方便，准确率较大，不需要精密仪器，也不需要专门医生来评定，由

现场抢救人员或救护车工作人员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够计算出来。 

3、通过计算和评估，可以对危重病人和一般病人加以分类，适用成批病人的救治和转运。 

4、通过制表进行危重评估，对病人的预后判断，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PO-1362 

Methylation of secreted frizzled-related protein 1 

(SFRP1) promoter downregulates Wnt/β-catenin activity 

in keloids 

 
Jiaqi Liu 

Department of burns and cutaneous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Objective Keloid, a benign skin disorder, forms during wound healing in genetically 

susceptible individuals. To better control keloid 

and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this study screened gene hypermethylations of 

GEO database microarray data 

on keloids and identifed the hypermethylation of the secreted frizzled related 

protein-1 (SFRP1) promoter. 

Methods Subsequently, 

hypermethylation and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re assessed in 57 cases of keloid vs. 

normal skin tissues. Fibroblast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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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s were isolat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gene regulation in vitro. The methods used 

were bioinformatic analysis, lentiviral 

infection carrying SFRP1 cDNA, qRT-PCR, western blot, immunohistochemistr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methylationspecifc PCR and methylated DNA immunoprecipitation-qPCR, 

ELISA, and/or 5-Aza-2′-deoxycytidine treatment. 

Results The data 

revealed that the SFRP1 promoter was hypermethylated in keloid tissues, compared with 

that in normal skin tissues. The 

SFRP1 promoter methyl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downregulation of SFRP1 mRNA and protein 

in keloid tissues and keloid 

fbroblasts. The 5-Aza treatment signifcantly upregulated SFRP1 mRNA and protein level 

in keloid fbroblasts. Furthermore, 

the knockdown of DNMT1 expression, and not the expression of DNMT3a or DMNT3b,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hypermethylation of the SFRP1 promoter and upregulation of SFRP1 

mRNA and protein in keloid fbroblasts. In addition, the 

infection of lentivirus carrying SFRP1 cDNA signifcantly inhibited the signaling 

activity of Wnt/β-catenin and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β-catenin and α-SMA in keloid fbroblast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e lost SFRP1 expression-induced Wnt/β- 

catenin signaling due to the hypermethylation of the SFRP1 promoter could associate 

with keloid development, suggesting 

that SFRP1 might be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keloid treatment 

  

 

PO-1363 

远位预扩张肩胛瘢痕皮瓣在大面积深度烧伤后期面颈部整形中的

应用 

 
郑朝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索大面积烧伤后期整形技术的新方法 

方法 5 例大面积烧伤后期合并面颈部严重瘢痕挛缩患者，采用背部浅表性瘢痕区域埋植扩张器，

以旋肩胛动脉降支为血管蒂，设计预扩张瘢痕皮瓣游离移植以修复面颈部瘢痕挛缩 

结果 5例皮瓣均完全成活，面颈部外观功能得到极大改善 

结论 远位预扩张肩胛瘢痕皮瓣是修复面颈部瘢痕挛缩的理想方法，为大面积烧伤后期整形修复提

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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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64 

Repair of deep tissue defects in the posterior 

talocrural region using a superficial temporal fascia 

free flap plus thin split-skin grafting in extensively 

burned patients 

 
Xuekang Yang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scheme, surgical procedures, and 

clinical outcomes for the early repair of deep wounds of 

the posterior talocrural region in extensively burned patients with a method combining 

a superficial temporal fascia free flap with thin 

split-skin grafting.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3 to February 2016, 9 extensively burned patients with deep 

tissue defects of the posterior talocrural region were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2 patients had bilateral deep tissue defects of the 

posterior talocrural region). All 11 wounds were repaired 

using a superficial temporal fascia free flap and thin split-skin grafting. After the 

operation, survival of the fascia flaps and grafted skin 

was observed, and the appearance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of the grafts were evaluated. 

Follow-up information was reviewed, and 

complications were documented. 

Results All 11 fascia flaps survived completely. Two cases of partial skin necrosis 

healed after the second application of skin grafts. The 

appearance and function of recipient sites were well restored in all patients over a 

follow-up period of 5 to 14 months. 

Conclusions Deep tissue defects of the posterior talocrural region can be effectively 

repaired with our method combining a superficial temporal 

fascia free flap with thin split-skin grafting. This method offers the advantages of a 

good appearance, strong resistance to infection, 

minimal damage at the donor site, short course of disease, and good prognosis. 

 

 

PO-1365 

白烟吸入性损伤的研究进展 

 
崔培

1
,阴月

1,2
,童亚林

1,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2.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源自发烟罐和烟雾弹的白烟，是战争中应用十分广泛的一种干扰手段，也是平战时期军事训练

和消防演练的常用措施。白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混合物。一般情况下可通过高效

滤过面罩过滤掉，但在密闭空间或面罩损坏而致滤过不彻底的情况下，意外吸入白烟会引发严重的

肺损伤。虽然，白烟吸入性损伤是一个相对罕见的事件，但当白烟吸入性损伤患者出现时，临床医

生必须知道如何辨识白烟吸入的特征以及如何处理，这更是军事医学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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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文将回顾以前的临床报道和基础动物实验研究，探讨白烟吸入性损伤的临床症状、诊断方

法、治疗措施和发病机制从而汲取此类患者诊断和防治经验。 

 

 

PO-1366 

化学烧伤 15 例死亡病例浅分析 

 
邵洪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目的 对 15例化学烧伤死亡病例进行分析研究，以期能为化学烧伤的治疗提供经验。 

方法 对 2008—2018 年 5 月收治的 15 例的化学烧伤死亡患者，根据其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复合

伤情况、既往病史情况及治疗情况进行结果分析。 

结果 根据化学烧伤毒性作用、化学烧伤物质复杂、化学烧伤加重烧伤感染、化学烧伤尽早治疗、

化学烧伤复合伤严重等 5方面探讨化学烧伤治疗中的疑难及汲取的经验教训。 

 

 

PO-1367 

救治一例重症药疹患者的几点体会 

 
孟令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050000 

 

1 临 床 资 料 

患者，男，21 岁，主因发热 2 月伴皮肤大面积剥脱半月入院。患者于 2 月前出现发热，自行按

“感冒”治疗，口服“阿莫西林胶囊”后无好转，随后就诊于 XXX 医院，继续按“感冒”治疗，口

服“阿莫西林胶囊”后发热症状无好转，给予输液（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治疗，病情仍无好转，

随后出现口腔内溃疡，诊为“咽峡炎”，给予抗炎治疗 10 余天，患者出现呕血及便血，于 XXX 医

院行止血、输血治疗，病程中发现“白细胞减低”，口服“利可君”升白治疗，随后出现耳后红

斑、皮肤大疱形成，大疱蔓延至全身，伴有眼周皮肤溃疡、生殖器溃疡，就诊于北京 XXX 医院，疑

诊为：过敏性皮炎、白塞氏病？随后转回当地医院治疗，行激素冲击治疗、输血补液、输入白蛋

白、球蛋白等。既往史无特殊。入院查体：神志清楚， T：39.2℃，P：110 次/分，R：23 次/分，

Bp：130/80mmHg，双肺呼吸音清，心音有力，未闻及杂音，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未触及，双

侧巴氏征阴性。专科情况：创面主要位于面颈、躯干及四肢，面部有较多血痂，双眼睑创面渗血

多，口腔内可见数处溃疡，会阴部可见皮肤破溃。躯干前及四肢大部分表皮剥脱，部分表皮尚存，

与基底游离，表皮破损处有淡黄色渗出液，后背表皮剥脱，渗血明显。辅助检查：血培养结果示金

黄色葡萄球菌。入院诊断：1、90%TBSA 皮肤剥脱 2、大疱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3、创面感染 4、菌

血症 5、贫血 6、低蛋白血症 7、白塞氏病？ 

2 治 疗 经 过 

患者入院后立即完善相关化验检查，静脉抗感染、输蛋白、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糖皮质激素联

合大剂量丙种球蛋白抗过敏、调节免疫，创面及时换药处理，针对血培养结果及时调整使用敏感抗

生素，治疗一周患者发热症状基本控制，体温未超过 38.5℃， 

[作者简介] 孟令敏（1984 - ），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主治医师。 

创面进过换药处理，逐步好转，激素逐渐减量至停用，其余治疗不变，随后患者出现发热，最高达

40.7℃，继续抗感染治疗，并给与退热、纠正电解质紊乱、补充蛋白等治疗，治疗两周患者大部分

创面愈合，但出现便血症状，及时止血、输血治疗，治疗三周后患者残余创面不足 3%TBSA，发

热、便血症状仍存在，伴随出现血压下降、电解质紊乱，给予多巴胺维持血压、纠正电解质紊乱等

对症处理，治疗 26天患者因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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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 疗 体 会 

第一 

重症药疹是指皮损广泛和伴有全身中毒症状及内脏受损的药疹，主要包括大疱性表皮松解型、重症

多形红斑型和剥脱性皮炎型。皮损面积越大，死亡率越高，败血症是死亡的主要原因。该患者出现

大面积表皮与真皮分离，人体皮肤天然屏障完全被破坏，有效创面维护和支持疗法往往成为影响病

程及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该患者入院后停用一切可疑致敏药物，应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大剂量丙种

球蛋白抗过敏、调节免疫，同时给予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 

第二 

原发病的诊断：患者曾疑诊为白塞氏病，白塞病是一种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属于血管炎的一种。

其可侵害人体多个器官，包括口腔、皮肤、关节肌肉、眼睛、血管、心脏、肺和神经系统等，主要

表现为反复口腔和会阴部溃疡、皮疹、下肢结节红斑、眼部虹膜炎、食管溃疡、小肠或结肠溃疡及

关节肿痛等。目前该病的发病原因不完全清楚，可能与遗传（如 HLA-B51 基因）、感染（部分患者

可能与结核感染相关）、生活环境有关。目前认为，该病的发病机制是患者在各种发病原因的作用

下出现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失常，嗜中性粒细胞功能亢进、内皮细胞损伤

与血栓形成、免疫系统针对自身器官组织产生反应，导致器官组织出现炎症，产生破坏。临床表现

主要有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眼部病变、皮肤表现、关节病变、消化道病变、血管病变、神经系

统病变、全身症状如乏力、纳差、低热和消瘦等全身症状。其中比较常见的表现是消化道症状，包

括吞咽困难或吞咽时胸痛、反酸、烧心、腹痛、腹泻、大便中有脓或血，体重下降、消瘦，没有食

欲，这些症状可都出现或只出现其中一个。白塞氏病常用的诊断标准为：在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基

础之上，加上以下任何两条：反复生殖器溃疡、皮肤损害、眼部受累及针刺反应阳性。目前没有很

好的预防方法或药物，建议易感患者尽量避免感染、精神紧张和劳累。该患者出现眼部病变、口腔

溃疡、消化道溃疡出血、生殖器溃疡、消瘦、皮肤损害等表现，但目前无金标准可以明确诊断患者

是否为白塞氏病，故只能“治标不治本”，出现病情变化及时对症处理，相对来讲，该患者原发病

的诊断及治疗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 

创面的处理：患者大面积皮肤破损，躯干前及四肢大部分表皮剥脱，表皮破损处有淡黄色渗出液，

后背表皮剥脱，渗血明显。躯干前及四肢的创面情况与浅二度烧伤所造成的皮肤损害层次基本一

致，后背表皮全部剥脱，与深二度烧伤所造成的皮损基本一致，故换药所采取的措施等同于烧伤创

面处理，针对烧伤治疗的一些外用敷料、外用药物均适宜应用，如纳米银抗菌敷料，促进创面愈合

的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防治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磺胺嘧啶银乳膏等，因患者体质特殊，在未明

确致敏因素前，需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应用可能引起过敏的药物，以免加重皮损。 

第四 

维护内环境，保护脏器：患者入院后持续存在贫血、低蛋白血症、菌血症，积极给予处理，如：输

血、输蛋白、抗感染等治疗，出现电解质紊乱时及时纠正。大多数药物经过肝脏代谢，患者转氨酶

升高，注意护肝治疗。除此之外，心脏、肾脏各脏器功能均需维护。及时复查相关化验，出现异常

指标及时处理。 

第五 菌血症：患者入院前血培养中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入院后给予敏感抗生素如替考拉宁及去甲

万古霉素治疗，但仍然持续存在菌血症，病程后期血中细菌为肺炎克雷伯氏菌。分析血中细菌的来

源有：1、创面因素，患者大面积皮肤剥脱，细菌经过创面入血；2、静脉置管，患者入院前留置

PICC 管，入院后行股静脉穿刺置管，虽给予更换穿刺部位，但导管源性感染仍不除外；3、肠道细

菌入血，患者发病初期出现呕血及便血，消化道溃疡出血，肠道菌群失调，细菌移位随血流入血。

考虑血中细菌不止一种，可能在疾病早期金黄色葡萄球菌压制了其他细菌，故血培养中只能检测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随着抗生素替考拉宁及去甲万古霉素的使用，金黄色葡萄球菌被消灭，杆菌逐渐

繁殖，以肺炎克雷伯菌表现出来，但目前的血培养检测技术只能检测出细菌种属，无法明确细菌

量，更无法了解治疗效果，并且血培养结果回报至少需要 2-3 天，即使调整抗生素，也相对延迟了

2-3 天。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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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患者入院前已接受长时间激素冲击治疗，入院后逐渐减量至停用，激素治疗时间长，造成

自身免疫力低下，该患者接受抗细菌治疗、抗真菌治疗，均使用的限制级抗生素，预计长时间使用

抗生素的话，细菌、真菌被抑制，患者可能出现病毒感染，增强免疫力治疗成为必需的手段。大剂

量丙球的应用可以增强免疫，胸腺五肽的使用也必不可少。 

重症药疹患者的治疗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及时发现异常的体征，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感染，积极

防治肝、肾功能等内脏的并发症，加强支持疗法，加强皮肤、黏膜损害的治疗与护理，尽量挽救病

人的生命，而针对重症药疹的病因治疗，仍需进一步研究。 

 

 

PO-1368 

烧冲复合伤早期大鼠血清代谢组学比较 

 
王晓腾,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急性肺损伤(AL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烧冲复合伤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本实

验通过建立模拟大鼠烧冲复合伤模型，应用代谢组学技术对正常大鼠、烧伤大鼠、烧冲复合伤大鼠

的血清代谢物进行比较，寻找特异性的代谢产物，用于烧冲复合伤早期急性肺损伤的诊断。 

方法 选取雄性 SD 大鼠，建立重度烧冲复合伤模型，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假伤组、烧伤组、烧冲复合

伤组。每组致伤前 0h 及伤后 6h、12h、24h、48h 共 5 个时间点进行观察，收集每组大鼠各个时间

点的血清样本。应用 RRLC/Q-TOF-MS 技术获取大量的正常大鼠、烧伤大鼠和烧冲复合伤大鼠的血清

中代谢产物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偏最小二乘法（PLS-DA）及正交偏最小二乘法

（OPLS）等，结合代谢物数据库，对血清代谢产物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多变量统计学分析显示正常大鼠、烧伤大鼠与烧冲复合伤大鼠早期血清代谢物存在一定的差

异，并存在一些特异性的代谢物，这些特异性的代谢物可能成为烧冲复合伤早期急性肺损伤的判断

依据。 

结论 该研究不仅发现了烧伤大鼠、烧冲复合伤急性肺损伤大鼠早期血清的特异性代谢物，并且为

烧冲复合伤急性肺损伤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和新方法。 

 

 

PO-1369 

糖尿病足两例治疗体会--刘旭盛 

 
刘旭盛,徐盈斌,唐锦明,陈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通过对两例糖尿病足的治疗，通过对病人的多学科协同诊断与综合治疗，以及通过保守与手术

治疗的选择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和对病人造成的不同影响，提示针对糖尿病足的保守与手术截趾对患

者全身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已经有多种并发症的病人，再次提示对于糖尿病足综合治疗的

重要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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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70 

活性微粒羊膜对糖尿病创面巨噬细胞调控及初步机制研究 

 
舒付婷,郑勇军,夏照帆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医院 

 

目的 评估活性微粒羊膜对糖尿病创面巨噬细胞的炎性调控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临床获取胎盘废弃新鲜羊膜并采用自制微粒皮切割机将其加工为 300-600 微米大小微粒化羊

膜。H&E 染色羊膜结构及 live/dead 细胞活性检测羊膜上皮细胞活性。TNF-α 和 INF-γ 共刺激原

代鼠骨髓来源巨噬细胞为 M1 型；通过收集的活性微粒羊膜条件培养基作用后镜检巨噬细胞形态及

QT-PCR 检测 M1 及 M2 型巨噬细胞标志物（CCR7、CD206 分别为 M1 及 M2 型巨噬细胞标志物）基因表

达水平。将 db/db 小鼠分为两组：活性微粒羊膜组和对照组。将活性微粒羊膜移植于小鼠全层皮肤

缺损创面后定期拍照观察创面愈合形态及不同时间点创面愈合率，H&E 染色观察愈合创面组织结构

及羊膜降解情况，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抗 F4/80 抗体观察创面巨噬细胞数量，流式细胞术检测创面

M1及 M2型巨噬细胞比例。ELISA检测创面促炎因子及创面愈合相关因子表达情况。 

结果 新鲜微粒羊膜上皮细胞活性为 93%±2%，H&E 染色示单层羊膜上皮细胞紧贴于厚基底膜层。

TNF-α 和 INF-γ 共刺激后原代鼠骨髓来源巨噬细胞呈 M1 型巨噬细胞形态，细胞伸出许多突起，

呈树突状；活性微粒化羊膜条件培养基作用后细胞延长，树突状明显减少或者消失，提示向 M2 转

化。QT-PCR 示 TNF-α 和 INF-γ 共刺激巨噬细胞 CCR7 表达显著上升,CD206 低表达；活性微粒化羊

膜条件培养基可显著抑制其 CCR7 表达升高，而高表达 CD206。动物实验示新鲜微粒羊膜明显促进

糖尿病创面愈合，羊膜微粒充填真皮基质且厚度明显高于对照组。H&E 染色示创面早期冻存微粒羊

膜上皮细胞存活良好，与羊膜基质层紧密粘附复层生长。免疫组化示创面晚期羊膜上皮细胞消失。

移植活性微粒化羊膜第 5 天免疫组化检测创面 F4/80 阳性巨噬细胞个数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移

植第 10 天，实验组巨噬细胞显著减少，而对照组显著增加。流式细胞术示创面第 10 天 F4/80 阳性

细胞中，实验组 CCR7 阳性细胞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而实验组 CD206 阳性细胞比例显著高于对照

组。ELISA 结果示移植第 10 天创面促炎因子（IL-1β,TNF-α,IL-6）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而

促创面愈合相关因子（VEGF,IGF-1,TGF-β1）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人新鲜羊膜微粒局部应用可作用于糖尿病小鼠创面巨噬细胞表型转化，调控创面炎症反应，

从而促进糖尿病小鼠创面愈合。 

 

 

PO-1371 

人羊膜源性细胞的免疫作用及减轻急性肺损伤和肺纤维化的 

研究进展 

 
詹球

1
,李佳

1,2
,童亚林

1,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1 医院 

2.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急性肺损伤、肺纤维化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它们常伴有较高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针对

急性肺损伤、肺纤维化的药物治疗具有较大的争议，可能与其临床试验治疗效果不佳及副作用有

关。近来，随着细胞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人们产生了应用细胞移植治疗这种顽固性疾病的兴趣，这

包括来自羊膜组织的细胞。羊膜来源的细胞是胎儿衍生的，其特征在于多能细胞的表达谱和分化能

力。此外，由于胎盘在分娩后被丢弃，在伦理上并无争议。羊膜来源的细胞具有免疫调节、抗炎等

特性，这可以解释在体外细胞致伤模型、博来霉素、缺血再灌注诱导的肺损伤的动物模型中给予细

胞或其衍生物后观察到的许多有益效果。虽然羊膜源性细胞移植处在起步阶段，但其还是为我们治

疗急性肺损伤、肺纤维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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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72 

白烟吸入致不同程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救治 

 
杨福旺,辛海明,童亚林 

解放军第 181 医院 

 

目的 总结因吸入烟雾弹燃烧产生白烟致不同程度 ARDS患者的救治经验。 

方法 2016 年 2 月笔者单位收治了一批共 13 例因吸入烟雾弹燃烧产生的白烟引起不同程度 ARDS 患

者。其中 2 例后期并发肺纤维化。参照 ARDS 柏林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轻度 9 例、中度 2 例、重

度 2 例。轻、中度 ARDS 患者应用糖皮质激素常规治疗。重度 ARDS 患者序贯应用糖皮质激素、吡非

尼酮治疗，行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所有患者根据病情及监测生命体征、动脉血氧合指数、肺部影像

学变化、肺通气功能、一般情况及其他重要器官/系统功能能。伤后 10-15 个月随访，对上述指标

进行监测，采用 SPSS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结果 （1）轻、中度 ARDS 患者治疗 3d 后呼吸系统症状基本消失，动脉血氧合指数伤后 1-4d 降

低，伤后 7d 基本恢复正常，伤后 1 个月完全正常；重度 ARDS 患者伤后 1-3 个月呼吸系统症状静息

情况下基本消失，动脉血氧合指数伤后 3-21d 降低，伤后 1-3 个月逐渐恢复正常，伤后 15 个月复

查正常。（2）轻、中度 ARDS 患者胸部 CT 或 X 线检查显示其伤后 24h 内无明显异常或或仅有纹理

增粗。1 例中度 ARDS 患者伤后 96h 出现弥漫斑片状、磨玻璃样密度增高影（简称肺渗出影）。所

有轻、中度 ARDS 患者伤后 10 个月复行胸部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双肺叶内仍存留小范围网格样密

度增高影，胸膜轻微粘连。（3）所有患者入院时肺功能检查提示重度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轻、

中度 ARDS 患者肺通气功能于伤后 1 个月均恢复正常，能进行跑步等运动；1 例重度 ARDS 患者肺通

气功能于伤后 6 个月恢复正常，能进行跑步等运动；1 例重度 ARDS 患者伤后 15 月检查提示轻度限

制性肺通气功能障碍，能适当进行快步行走等运动。（4）所有轻度以及 1 例中度 ARDS 患者于伤后

第 3d 好转，转入当地医院继续治疗，伤后 21 天治愈出院；1 例中度 ARDS 患者于伤后 29d 治愈出

院；重度患者于均于伤后 81d 治愈出院。伤后 10~15 个月随访，所有患者其他重要脏器/系统功能

未见异常，也未见明显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代谢异常等糖皮质激素不良反应，2 例重度 ARDS

患者未出现肝功能损害、光过敏、厌食、嗜睡等吡非尼酮不良反应。 

结论 早期足量不间断应用糖皮质激素可明显减轻患者吸入烟雾弹燃烧产生的白烟引起的 ARDS，序

贯应用糖皮质激素与吡非尼酮能有效治疗该类患者后期出现的肺纤维化。 

 

 

PO-1373 

糖尿病足治疗的 C-DRG 支付思考 

 
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有关糖尿病足治疗 DRGs收费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方法 简要描述了 C-DRG 的概念及分组的基本原理和分组要素，介绍目前 C-DRG 试点工作的两个重

要步骤，即基础准备阶段和模拟运行阶段，重点介绍为配合 C-DRG 支付工作所进行的包括地方术语

集建立与对接、CCHI 对接以及药品耗材编码对接等工作在内的工具准备和医院信息系统改造工

作。 

结果 着重提出有关糖尿病足治疗 DRGs收费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结论 探讨有关糖尿病足治疗 DRGs收费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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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74 

Usage of density analysis based on micro-CT for studying 

lung injury associated with burn–blast combined injury 

 
Yang Chang,Dong-hai Zhang,Quan Hu,Ling-ying Liu,Yong-hui Yu,Jia-ke Cha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Burn–blast combined injury is a kind of injury caused by heat and blast at 

the same time. The lung injury after burn–blast combined injuries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and investigation of lung injury is needed in the clinical care of 

patients.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s one of the standard tools used to observe the 

anatomical basis and pathophysiology of acute lung injury. 

Methods We applied a method of fast 3D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to calculate 

the density value of the lung injury by CT analysis. Blast-injury group (BL group), 

burn-injury group (B group), burn–blast combined injury group (BBL group), and sham 

control group (C group) were established. Each group had 16 rats. The three-

dimensional images of the lung tissue were obtained at 6 h, 24 h, and 48 h according 

to the CT value. The average density of the whole lung, left lung, and right lung were 

measured. The lung tissues were paraffin- embedded and HE stained. Smith scoring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pathological findings. 

Results In the BBL group, the density of the lung tissue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BL group and B group (P<0.01). The lung tissue density values at 24h after injur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at 6h and 48h after injury (P<0.01). Pathological results confirmed 

the changes of density analysis of the lung tissue.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have indicated that density analysis through a CT scan can be 

used as a way to evaluate lung injury in a burn–blast injury. 

 

 

PO-1375 

ICU 重度烧伤病人的心理护理体会 

 
李琳,戴晶晶,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通过 ICU 重度烧伤病人的病例研究，说明心理护理工作的重要性，为医院组织烧伤救治工作

获得较佳的心理护理对策，提高烧伤临床治疗的有效性。 

方法 通过对福建某医院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的 ICU 重度烧伤病例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把入

院治疗期间的烧伤治疗工作分为休克期、绝望期、恢复期 3 个阶段并展开研究，深入分析不同阶段

病人不同的心理状态，提出不同的心理护理对策。 

结果 从临床病例研究上看，在 ICU 重度烧伤病人的第一个阶段休克期，因其烧伤的突发意外性而

表现出恐慌、焦虑等情绪，该阶段的心理护理以讲明病理、稳定情绪为主；在入院治疗第二个阶段

绝望期，经过初步的诊治，病人由最初的不知所措转为对治疗工作的期望和绝望的交织之情，这是

医护人员组织治疗并取得显著疗效的关键时间，我们认为应当着重在“言”“行”两字上进行心理

护理，既要让病人相信医院的治疗手段和技术，也要从医护的日常交流中稳定情绪，从而达到化解

矛盾、增强信心的作用；在恢复期的最后阶段，面临可能定性的治疗效果和即将出院面对现实的实

际情况，此阶段的病人则更需要情绪安抚、日常关心和注意力转移等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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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CU 重度烧伤病人的技术治疗和心理护理两者相辅相成，应并驾齐驱。特别是在心理护理

上，尤其是要针对病人入院治疗的不同阶段可能产生出来的不同情绪，实施不同的心理护理计划，

才能最有效地提高烧伤治疗效果，为康复出院奠定良好基础。 

 

 

PO-1376 

重症监护室的人文关怀 

 
刘冠群,孙燕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监护室人文关怀的价值，人文关怀在护患沟通中的作用,如何对患者实施人性化护

理。 

方法 选取重症监护患者 60 例,随机将患者资料分成观察组和常规组各 30 例,对 30 例观察组患者采

用人文关怀的护理方式,对 30 例常规组采用普通护理方法,比较分析两组护理效果,评价患者满意

度。 

结果 人文关怀组与普通组患者的恢复情况有显著差异,人文关怀组的满意度为 97%,优于普通护理

组。 

结论 重症监护室为医院特殊护理单元,专为收治重症疾病患者而设置,重症监护室的护理环境、工

作性质及护理对象均有一定的特殊性,与普通护理单元相比,在护理服务中对人文关怀的要求更高。

对重症监护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可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并且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的情绪, 在重症监

护病房护理病人中体现人文关怀,可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及护理的质量，并且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促

进了患者的恢复,明显减少了并发症,缩短了术后康复时间。 

  

 

PO-1377 

膝部严重烧创伤患者皮肤软组织缺损创面修复及功能重建系统康

复治疗策略 

 
陶克,刘梦栋,杨薛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膝部严重烧（创）伤后皮肤软组织缺损创面修复及功能重建序贯治疗策略。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我科收治的 26 例膝部及周围组织严重烧创伤患者，膝部皮

肤软组织缺损面积 1%-14%（TBSA）。创面一期行精准清创，负压治疗，滴注冲洗控制感染。二期

依据创面大小，膝关节囊和髌韧带等具体损伤情况制定不同修复方案。其中 9 例患者采用局部皮瓣

修复，17 例患者采用游离皮瓣移植修复。17 例游离皮瓣中，7 例采用阔筋膜股前外侧复合组织瓣

修复膝关节外露，10 例采用带髂胫束的股前外侧皮瓣游离移植修复髌韧带缺损。术后采用“一

早、二持续、三序贯”的系统康复治疗策略。术后随访 12 月，并采用国际膝关节文献委员会膝关

节评估表（IKDC 评分）对患者膝关节进行功能评价，彩色多普勒超声评价膝关节及髌韧带连续

性。 

结果 26 例患者局部皮瓣或游离皮瓣完全成活，外形良好，其中 24 例完全愈合，2 例出现局部坏

死,经后期植皮后创面愈合。术后 12 月随访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示：7 例接受阔筋膜股前外侧复

合组织瓣修复膝关节外露患者膝关节完整性良好，10 例接受髂胫束的股前外侧复合组织瓣游离移

植修复髌韧带缺损患者髌韧带连续性良好。IKDC 评分：术后评分较术前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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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针对膝部严重烧（创）伤后皮肤软组织缺损创面，治疗思路应将创面修复与功能重建相结合

并以序贯方式系统进行。一期清创负压冲洗，二期依据创面特点选用带阔筋膜/髂胫束的股前外侧

复合组织瓣关节囊/髌韧带及关节稳定性，术后早期膝关节个体化序贯康复治疗是修复此类创面重

建膝关节稳定性的有效方法。 

 

 

PO-1378 

儿童烫伤后致死 12 例分析 

 
赖晓文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341000 

 

目的 通过对我科自 2006 年 4 月~2017 年 10 月间收治儿童热液烫伤导致死亡 12 例的病因、死因，

以期获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方法 对 12例烫伤后儿童患者的诊疗经过，结合儿童的生理及生理病理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因儿童的自身发育特点，极易引发并发症，加上家属文化程度及经济状况。对病情重视程

度不够，以及治疗上的偏差，易导致儿童死亡。 

结论 1、加强儿童烫伤知识教育极其必要。2、对危重儿童患者及时开展医患交流并及时记录有助

于改善医患关系，避免医疗纠纷。 

 

 

PO-1379 

重组人生长激素对创面愈合 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程传涛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在大鼠背部创面周围局部注射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来调控创面局部生长激

素（GH）水平，观察 GH在创面愈合中的作用，并对其可能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 

方法  

1.2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大鼠背部制备皮肤缺损模型。对照组创周注射生理盐

水，实验组创周注射不同浓度 rh-GH。观察创面愈合速度差异，同时监测大鼠血糖变化。 

2.80 只 SD 大鼠重新分组，大鼠背部皮肤缺损模型制备。对照组创周注射生理盐水，实验组创周注

射 rh-GH，48h 后取创缘组织行 IHC 实验，检测 GH 变化。隔日一次，直至创面完全愈合，相机拍照

记录。 

3. 大鼠正常皮肤组织为对照，并分别于创面处理后第 0、2、4、7、10、14 天取创缘组织（已愈合

不取材），以 Western-Blot 检测创周 GH 蛋白水平变化，并以 RT-PCR 法检测 EGF、FGF、VEGF 的表

达，同时检测大鼠血清中白蛋白及血糖水平变化。 

结果  

1.注射 rh-GH的实验组创面上皮化速度明显增加，愈合速度加快。 

2. rh-GH 中、高剂量组相比对照组愈合时间明显减少（P>0.05）。血糖检测显示实验组血糖水平

在各时间点均高于对照组，且与 rh-GH注射剂量呈正相关。 

3.48小时取材行 IHC 检测显示实验组创缘组织 GH染色显著增强。 

4.创缘组织中 GH 的 Western-Blot 结果显示：生理盐水注射组及 rh-GH 注射组的 GH 水平在初期均

明显升高，但 rh-GH 注射组的 GH 水平在各时间点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5.创周组织中 EGF、FGF、VEGF 的 PCR 结果显示实验组各生长因子的基因转录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与对照组相比，大鼠血浆白蛋白水平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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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对制备的大鼠创面模型使用 rh-GH治疗，可加快创面上皮化速度。最合适剂量是 0.3IU/kg。 

2.注射 rh-GH对血糖水平的影响呈剂量依赖性，但更高剂量的 rh-GH 并不能更快的愈合。 

3.全层皮肤缺损创周局部注射 rh-GH可提高局部组织 GH水平。 

4. GH 水平的升高可以促进血浆蛋白的合成，提高皮肤组织中 EGF、FGF、VEGF 水平，间接促进创

面上皮化，加快创面愈合。 

 

 

PO-1380 

非哺乳期乳腺脓肿的手术治疗和细菌培养分析 

 
郑少逸,赖文,刘族安,马亮华,黄志锋,李汉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为了探讨非哺乳期乳腺脓肿的手术方式和细菌感染分布情况，寻找其最佳的综合方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至 2017 年住院治疗的 98 例含有细菌培养的病人资料，分析手术方式和细菌

分布及复发情况。 

结果 98 例患者其中进行脓肿切开引流 26 例，乳腺区段切除加密闭负压治疗 72 例。细菌培养最多

为表面葡萄球菌 22.4%，其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14.1%革兰氏阳性杆菌 12.2%，，大肠杆菌 8.1%，

粪肠球菌 6.1%，为非耐药细菌，二代、三头孢抗菌素敏感。其他细菌少见，如肺炎克雷伯氏菌肺

炎亚种，摩氏摩根菌摩根亚种，阴沟肠杆菌，鲍曼氏不动杆菌奇异变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阿沙

毛孢子菌，结核分支杆菌，真菌等各 1 例。脓肿切开引流复发的 3 例，乳腺区段切除的复发 1 例。

复发的病例最多的细菌培养为革兰氏阳性杆菌，占 4.0%。 

结论 非哺乳期乳腺脓肿的治疗与细菌分布有其特点，单纯脓肿切开引流复发率高，特别需要注意

的是是革兰氏阳性杆菌感染的病例。乳腺区段切除加密闭负压治疗复发率低，是非哺乳期乳腺脓肿

有效手段。 

 

 

PO-1381 

游离股前外侧皮瓣早期修复电击伤创面 

 
张伟,张卫东,杨飞,谢卫国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论证临床上采用股前外侧皮瓣早期修复电击伤创面的效果和特点 

方法 2014.1-2018.1 期间收入院电击伤患者 20 例，均为男性，年龄 17-74 岁，平均 42.43 岁。烧

伤面积 1-15%，平均 4.87%。合并软组织外伤 3 例，颅骨骨折 1 例。伤后 1-48 小时内入院。入院后

经全身支持对症治疗，创面扩创彻底清除坏死损伤肌肉组织和筋膜组织，保留损伤后结构相对完整

的重要肌腱和神经组织，扩创后创面，根据创面损伤程度和范围，以术前探测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穿

支血管为蒂，切取合适大小股前外侧游离皮瓣移植。术后常规给予罂粟碱 30mg，q.8h 肌注解痉治

疗，静脉滴注抗凝、扩管和抗感染药物 3-7 天，手术区域制动抬高并烤灯保暖。口服阿司匹林抗

凝，对有明显高凝状态或受区血管损伤、血管条件差患者早期即使用肝素 12500U 加入 0.9%氯化钠

50ml中微量泵静脉泵入，2ml/h，持续 3-5日。围手术期适度给予镇痛、镇静处置。 

结果 20 例患者共 25 处创面行皮瓣游离移植，其中行股前外侧皮瓣单穿支蒂移植例，2 个及以上穿

支皮瓣分叶移植 12 例，切取携带筋膜和肌肉瓣例 33。。所有组织瓣移植中 17 例全部存活，1 例因

血管危象部后皮瓣肝素化部分存活，1 例因创面感染部分存活，残余创面行换药治疗并二次扩创后

愈合良好，1 例吻合后动脉栓塞坏死，经二次组织瓣移植修复。术后常规在我科瘢痕康复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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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功能康复指导训练和抗瘢痕治疗，例患者后期行功能整复手术治疗。20 例患者中 16 例随访 6 月

-2年，修复效果满意，4例因无法联系失访。 

结论 电击伤早期扩创具有扩创层次不清、难以扩创彻底的风险，坏死组织的自溶分解阻碍了皮瓣

移植后创面基底血管化，增加了术后感染导致血管栓塞的风险。扩创时尽可能切除损伤肌肉组织，

在保留重要肌肉组织的腱性部分和损伤主干神经完整性的同时，早期采用逐层、反复扩创的方式清

除保留结构周围的坏死损伤筋膜组织、脂肪组织，采用血运丰富皮瓣包裹损伤结构，有利于减少二

次扩创几率，降低致残率，改善治疗效果。 

  

 

PO-1382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two kinds of biological 

dressings after escharectomytreatment on deep burn wound  

 
Peng Chen,CAI L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wo kinds of biological dressings，heterogeneous 

pig skin and allogeneic skin，after escharectomytreatmenton deep burn wounds. 

Methods Patients with deep burns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0 to 2010 were treated with 

heterogeneous acellular dermal pig skin(the heterologous pig skin) matrix and 

allogeneic acellular dermal matrix(the allogeneic skin;) and treated with skin 

grafting.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group A, group B),A total of 95 

cases.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a heterogeneous acellular dermal pigskin matrix as a 

covering after escharectomy, and group B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llogeneic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as a covering after escharectomy.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ound healing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first skin graft 

success rate, infection rate, dressing dissolution and occupation.In HE 

section,granulation tissue tissue vascularization and inflammatory cells were more 

abundant in group A than in group B. 

Conclusions The Allogeneic skin is better than the heterogeneous pigskin in healing in 

deep burn wounds after escharectomytreatment;The heterogeneous pigskin can be used as 

a priority as a covering in the large-area burn wounds in the face of the absence of 

skin source. 

 

 

PO-1383 

1 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综合征（TEN）患儿 PICC 置管后的护理

体会 

 
王斌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总结 1 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综合征患儿经创面置入 PICC 置管后的护理体会，为经烧伤创面

置入 PICC置管及维护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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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根据患儿疾病特点及护理难点，我们采取了悬浮床治疗，早期异种皮覆盖，营养支持，PICC

定时冲管，穿刺点无菌纱布覆盖等针对性护理措施。 

结果 经精心护理，患儿转危为安，康复出院。 

 

 

PO-1384 

PICC 在危重症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维护 

 
王斌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入导管（PICC）在危重症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维护。 

方法 总结 PICC在 25 例危重症烧伤患者静脉治疗中的护理经验。 

结果 25 例患者在伤后 3-14 天给予 PICC 置管，其中一次穿刺成功 18 例，二次穿刺成功 6 例，失

败 1 例，置管留置时间为 43-106d，发生 1 例导管堵塞，经相应处置后可继续使用，24 例穿刺成功

患者均完成静脉治疗给予拔管，导管细菌培养均为阴性。 

结论 PICC 置管在救治危重症烧伤患者时，能保证及时、持续静脉治疗，减轻了患者反复穿刺的同

比痛苦和护士工作量，是提高患者抢救成功的有效途径。 

 

 

PO-1385 

水刀联合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在慢性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赵全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水刀清创联合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VSD，vacuum sealing drainage）在治疗慢性创面

的临床运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4 月慢性溃疡病例 20 例。应用水刀清创联合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

进行治疗，待肉芽创面新鲜后植皮，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水刀清创联合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在治疗慢性创面时清创引流效果好，肉芽组织新鲜，植皮

成活率高、效果好，创面愈合快。 

结论 水刀能达到清创彻底、杀菌和减轻细菌负荷、改善创面微循环的作用,有助于创面床准备，水

刀清创联合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清创彻底，能有效控制感染，肉芽组织新鲜，植皮成活率高，加快

创面愈合，治疗慢性创面的效果优于单纯使用 VSD技术进行治疗和传统换药方法。 

  

 

 

PO-1386 

严重头面部烧伤患者护理中心理疏导 

 
冯婷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医院就诊头面部烧伤患者进行护理中的心理疏导分析，主要对严重头面部烧伤患

者进行心理上的分析，重点分析烧伤护理中心理疏导的心理护理方法，从而鼓励患者走出痛苦，积极

面对生活，期望患者早日出院，早日重新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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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院从 2016 年年 5 月⾄至 8 月共收治面部烫伤病人 58 例，将患者分为两组，⼀组为对照

组，面部烧伤后进行常规心理护理。一组为观察组应用连续心理护理方法根据不同时期心理变化，给

予相应心理护理措施：1、心理安慰，消除紧张⼼理：烧伤早期患者难以接受事实，可以安排患者亲

属陪伴，有利于不不良情绪释放，亲属给予亲情温暖，消除恐惧心理。2、多与患者沟通，及时了解

患者需求：与患者多进行语⾔沟通，了解患者需求，因头⾯部烧伤后由于水肿原因，眼睛肿胀，无法

睁开，这时，应与患者多进行语言上沟通， 适当抚摸患者，以增加患者安全感。当患者烦躁加

重，不愿配合时这个时候可适当应用镇静药物。3、通过体贴的语言、细微护理让患者对护士产⽣信

任感，消除紧张恐惧心理：当患者面部有分泌泌物及时进行护理，增加患者舒适感。水肿期头面部肿

胀明显时，告诉患者原因， 可告知患者实际病情，现阶段未出现相关并发症，目前恢复状况，消

除紧张心理理。4，给予营养饮食促进患者恢复：给予高蛋白、高维⽣素，易消化食物以满足患者营

养所需。5、转移患者注意力，增加患者战胜疾病信心：头面部烧伤患者面部形象受损，特别是女

性，容易产⽣焦虑，通过转移注意力方式，做患者喜欢做的事，比如听轻松音乐，看电视剧或娱乐

节目等。 

结果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焦虑现象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严重头面部烧伤患者，心理护理极为重要，适当心理护理可减轻患者心理负担，增加战胜疾病

信心，心情愉悦的同时，可以增加营养摄入足够，从而创面愈合得到很好愈合，以减轻患者焦虑心

理产⽣。 

 

 

PO-1387 

烧伤 icu 实习护生存在的护理安全隐患与对策 

 
王陈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讨论护理实习生在烧伤 icu临床实习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制定防范措施，保障护理安全。 

方法 统计 2015 年 7 月- 2018 年 4 月在烧伤 icu 实习的 62 名护生在临床实习期间存在和发生的护

理不良事件及安全隐患,对发生的护理不良事件、投诉案例的类别、性质进行分析汇总，并从加强

组织管理等方面提出干预对策，以提高教学质量,确保护理安全。 

结果 共发生Ⅱ级不良事件 4 例，主要集中在给药错误，不良隐患 6 例。发生原因与带教老师放手

也放眼、带教内容不全面、护士长督查力度不大、临床护理工作繁忙、护理人员少、护生风险意识

缺失、护生自身学习能力、态度表现不一、护生与老师沟通互动不及时有关。 

结论 通过有效的对策干预，如进一步规范护理实习生操作行为、加大带教老师教学质量三级考核

等，可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确保护生临床实习期间护理安全。 

 

 

PO-1388 

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在大外科领域的临床应用进展 

 
李跃军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封闭负压创面治疗技术的概念是德国医生 Fleischmann 首先提出，至今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

NPWT技术在大外科领域的许多外科专业得到广泛应用，拟对其临床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方法 2008 年 MEDLINE 数据库将“Negative-Pressure Wound Therapy”收入 MeSH 主题词库，使杂

乱的同类名称得到规范，简写为“NPWT”。至今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在整形外科专业已成为常规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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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治疗方法，伴随该类技术促进各种急、慢性创面愈合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方法的完善，

各类创面的治疗水平有很大提升。 

结果 封闭负压创面治疗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整形外科专业急、慢性复杂难愈合创面的治疗水

平，而且在大外科领域为许多疾患或难治性并发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方法和思路。作为一项

新的技术方法，NPWT 的作用机制尚需要进一步深入阐明，负压创面治疗系统的材料和设备需要进

一步改良和细化分类以适用不同病患需求，对于不同专业、不同适应证的使用操作规范需要建立和

优化。 

结论 整形烧伤外科专业医师团队应该位于主导地位，与各外专科同道一起将 NPWT 不断改进和推

广，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PO-1389 

大面积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治疗 

 
赵永健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本文报道了一名大面积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治疗。该患者因意外进入电子加速器辐照间造成

大面积放射性皮肤损伤，诊断：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 45%TBSA,Ⅲ度 20%TBSA。伤后 1 周开始出现创

面，并不断扩大，伤后 3 周左右深度创面界限逐步明显，随着病情发展，患者出现创面感染、贫

血、低蛋白血症。转入我院后全身采取综合性治疗措施，加强营养治疗，根据创面培养结果针对应

用抗生素，维持内环境稳定，防止脏器功能衰竭。积极创面处理，创面彻底清创、自体邮票皮移

植，伤后 19 周全身创面基本愈合。后全身自行愈合创面及植皮愈合创面反复出现破溃，经多次手

术清创植皮修复创面。全身针对综合性治疗，早期彻底清创、及时有效修复创面，利于器官功能的

恢复重建。 

 

 

PO-1390 

PICCO 容量监测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和护理 

 
项俊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 PICCO容量监测在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体会。 

方法 选择 32 例接受 PICCO 容量监测的大面积烧伤患者，32 例均选择锁骨下静脉穿刺和股动脉穿

刺，呈对角线式穿刺。护理措施主要包括正确安装测量套件、保证冰盐水温度、推注速度、加强管

道护理及心理护理，保持管路通畅，避免受压，扭曲或打折，观察穿刺部位有无出血，给予心理疏

导，消除其紧张及恐怖情绪，同时每日监测相关脏器功能数据。 

结果 32例患者在行 PICCO监测治疗期间，未出现导管感染、出血、参数异常波动等。 

结论 PICCO容量监测患者应加强各项护理措施，确保为大面积烧伤治疗提供准确及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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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91 

尺神经手背支营养血管逆行筋膜皮瓣修复小指背侧深度烧伤 

 
孙健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尺神经手背支营养血管逆行筋膜皮瓣修复小指背侧深度烧伤的临床方法。 

方法 应用尺神经手背支营养血管逆行筋膜皮瓣修复伴肌腱、神经及骨骼外露或部分坏死的小指背

侧深度烧伤 14例。 

结果 皮瓣全部成活，随访 2-12个月，皮瓣厚薄适中、质地良好、外形满意。  

结论 尺神经手背支营养血管逆行筋膜皮瓣切取简便，不损伤主要血管，是一种修复伴肌腱、神经

及骨骼外露或部分坏死的小指背侧深度烧伤创面简单、易行、安全可靠的新方法。 

 

 

PO-1392 

1 例三度/总面积 94%/98%烧伤救治的技术与人文思考 

 
娄季鹤,李树仁,李延仓,李晓亮,吕涛,冯可,张笑雪,赵孝开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 1例特大面积深度烧伤救治资料，从技术和人文层面予以评析。 

方法 2017 年 9 月 11 日，我科收治 1例锅炉爆炸致大面积烧伤伤后 11 天患者，男性，37 岁，农民

工。综合治疗：（1）综合重症监护；（2）翻身床和悬浮床交替使用；（3）每 7-10 天左右充分利

用皮源植皮一次；（4）抗生素针对性和经验性选用；（5）静脉营养+肠内营养；（6）气管切开纤

支镜应用气道管理，适时呼吸机支持；（7）人文关怀和心理干预：（8）脏器并发症预防；（9）

医院感染防控；（10）康复手段全程干预；（11）中晚期浸浴治疗。 

结果 （1）入住 BICU56 天转出；（2）血和静脉导管培养出 4 种致病菌；（3）微粒皮，MEEK 植

皮，邮票皮移植；中后期水刀清创植皮；（4）16 次手术，头皮取皮 13 次，足底 3 次，阴囊 2

次，2 度创面愈合后供皮 2 次；（5）气管导管放置 5 月，末次左股静脉置管 75 天；（6）脱细胞

异体皮占位时间 3月； 

结论 救治他， 演绎了一场学术，家庭，社会的故事，编写了 一部救治大面积深度烧伤活教材。

（1）开始满怀信心-救与不救徘徊-重拾治疗信心；（2）找希望，从挖掘皮源着手；（3）超长时

间保留静脉导管的纠结；（4）胸部切痂 MEEK 植皮失败的尴尬；（5）异体皮占位的“错中有

对”；（6）阴囊皮修复睑外翻的无奈；（7）救治成功的偶然与必然。 

 

 

PO-1393 

烧伤后继发假上皮瘤样肉芽肿 32 例分析 

 
马建斌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烧伤后假上皮瘤样肉芽肿的诱发因素，总结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2例烧伤后假上皮瘤样肉芽肿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32例全部治愈，未见明显瘢痕增生及复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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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烧伤患者发生假上皮瘤样肉芽肿的主要诱因包括感染，炎症反应刺激，外用药不当等因素。

本病应以预防为主，创面早期得到系统、规范的管理至关重要，一旦发病，应根据病变发展情况，

采取有针对的姑息性治疗。 

  

 

PO-1394 

深Ⅱ°烧伤创面磨削痂后生物敷料覆盖临床效果观察 

 
叶向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深Ⅱ°烧伤创面磨削痂后生物敷料覆盖治疗深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深Ⅱ度烧伤患者 25 例,于伤后 72h 内全麻下行磨削痂术加生物敷料覆盖,,观察创面愈合

时间及瘢痕增生情况。 

结果 25例患者中有 23例创面均一期愈合，2例患者部分残余创面二期行植皮覆盖。 

结论 二度烧伤创面磨削痂后生物敷料覆盖，可加速创面愈合,减少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痛苦,减少创

面瘢痕增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395 

23 例烧伤总面积大于 90% 烧伤患者的临床分析 

 
曹胜军,王凌峰,巴特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原：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 

 

目的 总结近 3年我院严重烧伤救治经验，探讨特重度烧伤临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收治的 23 例 TBSA＞90%的严重烧伤患者的临床资

料，分析一般资料、并发症发生情况、治愈率，总结液体复苏、呼吸功能支持、感染防治、创面修

复、脏器保护、心理治疗方面的治疗情况，并与前 10 年(2000 年 1 月～2010 年 6 月)病例进行比

较。 

结果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收治 TBSA＞90%住院患者 23 例；本组患者男性 20 例、女性 3 例，

年龄 24-59 岁（36.33±7.25 岁）；致伤原因：汽油、柴油燃烧致伤 5 例，天然气、煤气气烧伤 3

例、瓦斯爆炸烧伤 6 例、钢水烧伤 5 例、热液烫伤 4 例；入院时间为伤后 2-8 小时；合并症：中度

以上吸入性损伤 16 例、骨折 3 例、爆震伤 4 例、脑外伤 1 例；本组患者并发脓毒症 6 例，占

26.1%，多器官功能衰竭 4例，占 17.4%，治愈 22例，死亡 1例，治愈率为 95.7%。 

结论 特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死亡原因主要是休克、感染、吸入性损伤，治疗上要围绕这三个主题尽

早展开救治。抗休克要尽早，条件允许甚至可以将规范的抗休克治疗延伸到急救现场；尽早气管切

开，使用呼吸机维持呼吸；尽早封闭创面是防治感染及脓毒症的根本、合理使用抗生素。脏器保

护、肠内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治疗等综合治疗是有效治疗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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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96 

氯气中毒致呼吸道损伤 25 例临床分析 

 
齐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PO-1397 

烧伤患者负压引流术围手术期的护理体会 

 
房卢豪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负压引流术在烧伤护理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3-2018.3在我院使用负压引流术 VSD的围手术期的护理方法。 

结果 负压引流术（vsd）的 15 例患者的术前术后引流均通常，引流液逐渐减少，1 周后拆除，观

察肉芽生长情况均良好。 

结论 对烧伤患者进行术前、术后护理有利于患者在 VSD 治疗中积极配合医师，有助于病情恢复，

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PO-1398 

基因芯片筛选烧伤后增生性瘢痕相关差异表达基因的研究 

 
叶向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应用基因芯片技术从基因水平初步了解烧伤后增生性瘢痕形成的机制 

方法 提取 4 例烧伤患者的增生性瘢痕及其自身正常皮肤组织的总 RNA ,纯化 mRNA ，制作基因芯片

后杂交，比较两种组织中差异表达的基因。 

结果 患者的增生性瘢痕及其自身正常皮肤组织间存在差异表达基因。共有差异表达基因 86 条，

上调 54，下调 32。  

结论 包括细胞凋亡基因、免疫相关基因、细胞骨架和运动基因、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细胞信号

和传递蛋白基因等多种基因参与了增生性瘢痕的发生 更多还原 

 

 

PO-1399 

烧伤患者并发脑梗死 30 例临床分析 

 
齐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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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00 

糖尿病合并烧伤 5 例分析 

 
齐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PO-1401 

烧伤病人的心理调查及治疗体会 

 
王文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对病人的心理调查，分析其心理状况，探索烧伤病人的心理治疗对策。 

方法 在我们科室收治的病人中有百分之九十多的病人心理多少都有恐惧焦虑情况， 

结果 调查总结出共同的心理反应为:特重烧伤初期多半出乎意料的镇静、冷淡，回话简单，很少与

人交谈，这是一种情绪性休克，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防御反应。由于烧伤突如其来的刺激，又无思想

准备，大部分引起精神过度紧张，恐惧情绪，此外还有手术切削痂，植皮及愈后效果也可引起焦虑

忧郁。 

结论 烧伤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心理治疗是烧伤治疗的一个重要环节之一。医务人员不

但要有过硬的医疗技术，而且还要有高度的同情心、责任心、耐心和爱心，并给予正确的心理治疗

才能使烧伤病人早日康复。 

 

 

PO-1402 

严重烧伤患者的营养支持护理 

 
李薇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严重烧伤患者的营养支持护理措施与效果。 

方法 对于 42 例严重烧伤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21 例。观察组给予肠内、外综

合营养支持护理，对照组仅给予单一营养支持，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平均创面愈合时间与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 

结论 给予严重烧伤烧伤患者肠内、外综合营养支持护理，效果显著。 

 

 

PO-1403 

贝复新联合紫草油在烧伤门诊治疗浅Ⅱ°创面的疗效观察 

 
刘新庄,宋国栋 

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贝复新联合紫草油纱布在治疗浅Ⅱ°烧伤创面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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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2017 年 5 月份在我院烧伤门诊接受治疗的 80 例浅Ⅱ°烧烫伤患者，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单纯应用复方紫草油纱布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辅

以贝复新治疗，分别统计并比较创面愈合时间、换药次数及换药时疼痛程度。 

结果 观察组创面愈合时间（7.52±1.64）天较对照组（10.52±2.02）天明显缩短；换药次数

（2.17±0.54）次较对照组（3.17±0.67）次明显较少；疼痛评分（2.23±0.43）分较对照组

（4.51±0.45）分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贝复新联合紫草油可有效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少换药次数，降低患者换药疼痛评分，

临床疗效确切。 

 

 

PO-1404 

传统手术联合超脉冲 CO2 激光治疗瘢痕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李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总结 56 例传统手术联合超脉冲 CO2激光治疗瘢痕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措施。术前完善各项常

规检查，做好皮肤护理、超脉冲 CO2 激光机准备；术中常规手术操作与点阵 CO2 激光操作无菌分区

管理，CO2 激光机使用管理；术后皮肤护理及早期联合抗瘢痕干预治疗措施。本组综合手术疗效

好，并发症极少，患者手术满意度高。 

结论 激光手术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尤其对大面积瘢痕患者及幼儿不能耐受，无法配合激光手

术治疗。在复合麻醉下激光联合手术综合治疗患者解决了这一问题。目的减少患者激光治疗过程中

疼痛。尽可能把手术范围缩小，尽可能避免使用供区皮肤不造成二次损害，并对非手术瘢痕进行剥

脱治疗。尤其对需多次手术大面积烧伤瘢痕的患者非常有效。瘢痕的外观、表面纹理、皮肤柔韧度

等均得到改善，患者对瘢痕修复美观满意度高。 

经过国内外关于超脉冲点阵 CO2 激光治疗浅表性瘢痕的效果明确，因此，可以认为超脉冲点阵

CO2激光是目前治疗浅表性瘢痕的最佳方式。【12】超脉冲 CO2激光具有疗效显著、微创、治疗后护

理简便，不良反应较少、患者依从性高，以及治疗后与手术比较恢复更快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13】我科开展传统手术联合超脉冲 CO2 激光治疗瘢痕患者起到良好的效果，患者预后效果满

意。 

 

 

PO-1405 

瘢痕疙瘩综合治疗的体会 

 
廖立新,李夷民 

厦门市第一医院,361000 

 

目的 瘢痕疙瘩的治疗是临床上棘手的问题，寻求一种瘢痕疙瘩有效、综合治疗方法; 

方法 本组病例 32 例，通过手术切除、减张缝合，术后连续 3~4 天的多次表浅放疗，拆线后持续皮

肤减张器减张 6个月。观察疗效。 

结果 28 例瘢痕平整，无痒，无明显红、硬结，总有效率为 87.5%；4 例瘢痕有红、硬结，凸出周

围正常皮肤，伴痒，再进行注射、压力治疗。 

结论 这种手术切除、减张缝合加术后多次表浅放疗等的综合治疗方法是一种瘢痕疙瘩有效的治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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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06 

烧伤皮瓣移植术后护理体会 

 
杨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加强皮瓣及伤口的护理促进皮瓣的成活。 

方法 提出对皮瓣移植术后患者应注意观察，加强皮瓣及伤口的护理，注意血运循环及皮瓣温度等

方法，应用红光治疗等、发现皮瓣危象及时干预。 

结果 对于皮瓣危象的及时干预，可促进皮瓣的成活率。 

结论 烧伤患者皮瓣移植术后的护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PO-1407 

婴幼儿小面积烧伤早期合并支气管肺炎的思考 

 
陈志坚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婴幼儿小面积烧伤早期合并支气管肺炎的药物及综合治疗。 

方法 应用分组对照方法。 

结果 婴幼儿小面积烧伤早期合并支气管肺炎提示抗生素选用应兼顾呼吸道感染的治疗。 

结论 婴幼儿躯体、肢体烧伤后合并支气管肺炎可能在 80%以上者临床上应用阿奇霉素足量口服 3

天抢先治疗好。 

 

 

PO-1408 

封闭负压引流联合游离皮片修复糖尿病足溃疡的临床效果研究 

 
李耀,王会军,蒋永能,赵炳瑜,鲁冰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目的 评价封闭负压引流技术（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联合自体游离皮片移植对于糖尿

病足溃疡创面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6 月～201 7 年 6 月入院治疗的 71 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根据治疗方法不

同分为两组,对照组 32 例，清创后用生物敷料（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治疗,换药致肉芽新鲜，行

游离刃厚皮片修复创面；试验组 39 例,入院清创后用 VSD 治疗，创面床肉芽新鲜后，采用游离刃

厚皮植皮，后继续采用 VSD 吸引。观察比较两组创面基底准备时间，平均住院天数、平均住院费用

及植皮成活率方面的差异。并进行 t检验或 X
2
分析。 

结果 对照组与试验组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溃疡面积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实验组创面床准备时间及平均住院时间(16.44±2.42)天与（27.87±2.57）天，植皮术后 10 天 39

例患者创面植皮完全成活，平均住院费用（1.99±0.27）万元，而对照组创面床准备时间为

(22.69±3.77)天，平均住院天数(35.34±3.03)天，植皮术后 10 天 25 例患者创面移植皮片完全成

活，7 例患者皮片成活不良，经反复换药创面清洁后植皮愈合。平均住院费用（1.71±0.32）万

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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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 VSD 联合游离皮片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的疗效明显优于生物敷料覆盖技术。是治疗糖尿病

足感染溃疡创面的有效方法，不足之处，增加患者总体费用。 

  

 

PO-1409 

三岁以下小儿烧伤休克期液体复苏治疗体会 

 
王志勇,曹渭新 

乌鲁木齐市烧伤医院 

 

目的 小儿烧伤是较常见的灾难性疾病之一,三岁以内小儿烧伤后液体复苏至关重要。小儿的生理特

点决定了烧伤救治较成年人困难，尤其是三岁以下小儿烧伤休克期液体复苏更要重要。而烧伤后休

克期复苏平稳，小儿创面瘀滞带转轨好，反之创面加深，给后续治疗带来困难。本组小儿烧伤的病

例占我科住院烧伤患者的 35％我们对 2010 年至 2017 年间，治疗的烧伤患儿 652 例，休克期液体

复苏救治的体会如下。 

方法 统计我院共收治年龄为出生后 1 天至 3 岁患儿 652 例，面积最大者 70%，最小者 1%。其中烧

伤面积，10%以下 425 例，占 65%；10%—30%181 占 28%例，30%以上 46 例占 7%。90%均为热液烫

伤。 

采用第１个 24 小时 3 岁以下的婴幼儿晶胶体 2ml/（kg・1%TBSA），晶胶比为 1：1，水分 100ml/

（kg・d）；第二个 24 小时小儿晶胶体 lml/（kg・1%TBSA），水份同第一个 24 小时。胶体尽量选用

人血白蛋白和新鲜冰冻血浆，胶体的输入时间为伤后 6 小时，烧伤面积 15%以上、要建立两条静脉

通道，一条输晶体和水分，一条输胶体，以保证晶胶比例合适输入。 

各输液公式中的烧伤面积都按Ⅱ、Ⅲ度面积之和计算。伤后 2-3 小时是补液的关键时期，入院后即

应立刻快速输液，伤后 4 小时内输入第一个 24 小时计划总量的 30%，伤后 8 小时输入总量的 50%。

要保证 1ml/kg.h.的尿量。 

结果 按照上述补液方法 90%以上患儿休克期均神智清楚，尿量在 1/（kg・h）左右，心率 120-140

次/分，末梢循环好（包括肤色、血管充盈、肢端温度），若心率超过 130 次/分钟，可直接输入人

血白蛋白 10g。休克期 48 小时平稳度过，也未发生脑水肿及肺水肿，尿量正常，有大便，表示休

克期渡过。 

结论 正规、有效、全面的小儿休克期补液是抢救烧伤成功的关键。因小儿循环系统尚未发育成

熟，对有效循环血量减少的耐受力差。小儿烧伤休克发生早、病情变化快，因此小儿烧伤后输液更

及时、量化相对准确，输少休克纠正不完全，输多易并发超负荷并发症。小儿补液量可偏大，不要

拘泥于伤后８ｈ补胶体原则，可早期使用人血白蛋白和新鲜血浆，防止休克恶化及脑水肿的发生。 

许多患儿入院较晚已丧失了早期复苏补液的“黄金时间”，如果不在入院后 2-3 小时超常规快速补

液就不足以尽快纠正低血容量造成的缺血缺氧损害，会使延迟复苏的患儿救治难度大增。 

 

 

PO-1410 

水动力清创系统（水刀）在压疮的临床应用体会 

 
杨心波,孙曼,宋宇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严重和复杂创伤及老年病人卧床后压疮的发生率逐年上

升，“清创水动力系统”的临床应用，会带来清创领域革命性的进步，也为压疮手术提供新的治疗

方法。 

方法 水动力清创系统（水刀）应用于压疮创面清创，准备创面床，完成术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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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水动力清创系统（水刀）能够快速对深度创面进行精细清创，同时减少了创面的出血量；彻

底清除细菌生物膜，从而降低感染率，有效减少清创次数，缩短住院天数。 

结论 水动力清创系统（水刀）推进最先进的从开始准备到促进伤口愈合全过程的动态联合治疗方

法。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快速精确的清理，去除坏死组织，清创后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活性组织，有

利于后期恢复，减少疤痕，更多保留病人的功能性。水刀能够快速对深度创面进行精细清创，同时

减少了创面的出血量；彻底清除细菌生物膜，从而降低感染率，有效减少清创次数，缩短住院天

数。最大化保留活性组织，减少疤痕，更多保留病人的功能性，减少术后功能性治疗的费用；人体

特殊部位如面部、手脚及会阴腹股沟等或传统方式难以清除的腔隙、窦道，清创水刀系统体现高

效、快速、彻底。 

 

 

PO-1411 

小儿烧伤静脉穿刺技巧 

 
刘新丽 

吉林省市四平市烧伤整形医院 

 

目的 提高小儿静脉穿刺的成功率，减轻患儿痛苦，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回顾分析在进行小儿头皮静脉穿刺过程中应注意的环节。 

结果 输液的患儿成功率较高，患儿及家长对静脉穿刺技术的满意度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结论 小儿头皮静脉穿刺难度大，家长要求高，系统全面的细节护理是提高穿刺成功率的重要保

证。 

 

 

PO-1412 

皮神经营养血管微小皮瓣在四肢深度创面的应用 

 
刘艳山 

天津市第四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皮神经营养血管微小皮瓣在四肢烧伤创面的应用。 

方法 应用掌背、指背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逆行前臂外侧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逆行隐神经营养

血管皮瓣，逆行腓浅神经营养血管皮瓣等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对 34例四肢烧伤创面进行修复。 

结果 皮瓣全部成活，随访 2-12个月，皮瓣厚薄适中、质地良好、外形满意。 

结论 皮神经营养血管微小皮瓣切取简便，不损伤主要血管，是一种修复伴肌腱、神经及骨骼外露

或部分坏死的四肢深度烧伤创面简单、易行、安全可靠的新方法。 

 

 

PO-1413 

小儿重度烧伤的治疗体会 

 
李笑丰 

四平市烧伤整形医院 

 

目的 探讨小儿重度烧（烫）伤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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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4 年—2017 年我科收治小儿重度烧伤(TBSA>15%)46 例,其中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 10 月

~12 岁 , 烧（烫）伤面积 15%-92%， 46 例中出现一种或先后发生多种并发症有 7 例,其中休克 5

例,惊厥及消化道出血各 1例。 

结果 住院期间通过有效的治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治愈 44 例，治愈率 95.6%；死亡 2 例,死亡

率为 4.4%。 

结论 小儿被烧伤时几乎没有自救能力，皮肤较成人薄，小儿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全，烧伤后循环学

容量的代偿能力差，肾脏功能发育尚不完善，烧伤感染发生率较高。小儿烧伤治疗期间，对病情严

重程度的估计、保护各脏器功能等治疗应予以高度重视，恰当处理，有效控制感染，创面清创处

置，手术保护创面，可以提高治愈率，缩短疗程。我们基层医院在休克防治、吸入性损伤的处理、

烧伤感染的治疗、烧伤创面处理、加强营养、积极处理并发症等方面,应做到及时、准确、有效地

进行治疗和干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才能有效地提高小儿特重度烧伤的治愈率。 

 

 

PO-1414 

1 例背部深度烧伤合并胸腰椎骨折的护理 

 
方综梅,陈红梅,罗皓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对 1 例背部深度烧伤合并胸腰椎骨折患者，及时使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创面护理、体

位护理以及功能锻炼等综合措施，使创面顺利愈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胸腰椎骨折治疗，入院当天即在手术室行了胸 12 腰 1 脱位骨折切开内固定术，避免发生再损

害。患者卧悬浮床，背部创面均为深度创面，采取了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封闭式负压引流是一

种创面治疗的新方法，通过产生局部负压，封闭负压引流提供了密闭的湿润环境，促进创面修复细

胞增殖并抑制其凋亡，改善创面的血液循环、促进创面肉芽生长，尤其适合血供差的创面。 

结果 后期肉芽创面植皮，20 天创面愈合，行功能锻炼，患者由于胸腰椎体骨折导致双下肢截瘫，

长期卧床，活动受限，烧伤早期行肢体功能锻炼，预防肢体僵硬。我们应用了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反复对肢体进行加压后再卸压，从而产生如同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作用，促进静脉血液和淋巴液循

环，并取得充分按摩效果，对预防深静脉血栓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使用了中频治疗仪，可以

促进血液循环及淋巴回流，引起骨骼肌收缩，锻炼肌肉，防止肌肉萎缩，为维持和提高患者日后进

行体位转移所必须的肌肉力量强度，我们为患者的上肢和躯干设计了若干组抗阻运动,进行全身锻

炼,以防止关节僵硬及肌肉萎缩等并发症,并可促进骨折的愈合和功能恢复。 

结论 背部深度烧伤合并胸腰椎骨折患者在临床上较为少见,这就要求我们在治疗和护理工作中方法

要正确得当，早期宜行骨折复位固定术及负压封闭引流技术，为促进创面愈合及减少患者痛苦,防

止发生压疮，给予卧悬浮床及翻身床。由于患者双下肢截瘫致肢体活动受限, 应用空气波压力治疗

仪及中频治疗仪进行治疗，有效防止了关节僵硬、肌肉萎缩及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的发生，减

轻了患者家庭及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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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15 

封闭负压引流联合个体化肠内营养治对Ⅲ期压力性溃疡患者代谢

指标影响的临床研究 

 
张诚

1
,朱彬

1
,杨金存

1
,王一兵

2
 

1.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 

2.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观察封闭负压引流（VSD）联合个体化肠内营养治疗Ⅲ期压力性溃疡（PU）患者相关代谢指标

的影响以及疗效。 

方法 对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40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Ⅲ期 PU 患者随机分成两组，

每组 20 例。各组患者在实施原发病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治疗组应用 VSD 联合个体化肠内营养进行

治疗，对照组应用 VSD 及普通饮食进行治疗，监测比较治疗前、治疗后第 7 天、第 14 天血清转铁

蛋白、血清 klotho 蛋白以及治疗后第 21 天、第 28 天血清白蛋白、血清 klotho 蛋白变化情况，定

期测量 PU大小，比较两组创面愈合时间。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治疗后第 7 天、第 14 天血清转铁蛋白、血清 klotho 蛋白，第 21 天、

第 28 天血清白蛋白、血清 klotho 蛋白、创面愈合时间分别为（1.95±0.13） g/L、

（142.73±12.68）U/L、（2.13.±0.24 ）g/L、（154.13.±11.24）U/L、（27.12±3.01）g/L、

（167.12±11.01）U/L、（32.34±2.53）g/L、（174.34±11.53）U/L、（28.5±4.5）天，对照

组上述指标分别为（ 1.74±0.22 ） g/L、（ 128.74±10.22） U/L、（ 1.87±0.17） g/L、

（136.87±11.17）U/L、（22.51±2.45）g/L、（142.51±12.45）U/L、（26.65±2.78）g/L、

（151.65±10.78）U/L、（38.0±5.5）天，两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VSD 联合个体化肠内营养能改善Ⅲ期 PU 患者的代谢指标，升高均明显快于对照组，治疗组较

对照组明显缩短，是治疗Ⅲ期 PU的有效方法。 

 

PO-1416 

一期手术清创+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二期植皮加压+VSD 

负压吸引技术治疗糖尿病足临床研究 

 
容勇贤 

桂平市人民医院,537200 

 

目的 观察一期手术清创糖尿病足引起的溃疡创面+VSD 持续负压吸引+二期创面植皮加压+VSD 负压

吸引技术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1016 年 7 月本院收治的糖尿病足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一期手术清创糖尿

病足引起的溃疡创面+VSD 持 续负压吸引+二期创面植皮加压+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治疗组及创面

换药+创面清创植皮对照组，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 分别对实验组及对照组的创面肉芽情况及植皮创面修复情况观察，及住院时间观察，发现一

期手术清创糖尿病足引起的溃烂创面+VSD 持续负压吸引+二期创面植皮加压+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

治疗组的创面能较快培养出创面新鲜肉芽组织，创面植皮存活率明显提高，且能明显缩短住院时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一期手术清创+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二期植皮加压+VSD 持续负压吸引技术治疗糖尿病

足临床研究疗效确切，效果良好，一期术后肉芽鲜红，分泌物少，二期术后皮片容易存活，愈合

快，明显缩短住院时间，且手术简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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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17 

中小剂量皮质激素联合大剂量免疫球蛋白+烧伤救治技术救治 重

症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10 例 

 
吴学军,赵翔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中小剂量皮质激素联合大剂量免疫球蛋白+烧伤救治技术治疗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的临

床疗效。 

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立即给予静滴甲泼尼龙粉针（根据体重及皮损创面大小）40-100mg+大剂量

免疫球蛋白 0.4g/kg·d，在第 3 天皮损得到控制后即开始减量激素 20mg、减至 80mg/d，之后每 3

天减量 20mg，直至减量至 40mg/d,继续使用 3 天后改为甲波尼龙片 30mg 口服/d，为防止激素反

弹，每 3 天减量 4mg、直至停服；免疫球蛋白使用 5-8 天，根据皮损情况随时调整，若皮损控制不

理想、可延长使用时间；皮损清创后予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暴露或贴敷紫草油纱半暴露，并于入院第

2 天上翻身床按时翻身（Q4h 翻身 1 次）+烧伤大型远红外线治疗机治疗，开始给予三代头孢抗生

素预防感染治疗，之后根据创面分泌物培养结果予以敏感抗生素抗感染治疗，同时给予营养支持、

抑酸及对症支持治疗。 

结果 10 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危重患者，经积极救治均治愈出院，创面愈合后未见留有瘢痕，

皮肤弹性良好。 

结论 中小剂量皮质激素联合大剂量免疫球蛋白+烧伤救治技术治疗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有良好的

临床疗效。 

  

 

PO-1418 

大面积烧伤后并发感染性心内膜炎致主动脉瓣损害 1 例 

 
林建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1 病例简介 

患者，男性，47 岁，因煤气泄露起火致全身多处烧伤 3 小时于 2014 年 2 月 2 日入院。入院诊断：

烧伤总面积 95%，烧伤深度为Ⅱ～Ⅲ度，伴有重度吸入性损伤。入院后给予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

吸，抗感染治疗，并先后 2 次植皮，交替多处深静脉穿刺置管，以便于补液、营养支持等治疗。自

入院后第 2 天始患者反复高热，体温多持续在 38.1～39.4℃，2 月 11 日起血培养示鲍曼不动杆

菌，痰培养先后有鲍曼不动杆菌及绿脓杆菌，静脉导管先后培养出绿脓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及大肠

杆菌，先后合并使用足量舒普森、阿米卡星、米诺环素、替加环素，4 月 7 号（伤后 62 天）患者

创面基本痊愈，残余少许零星创面，无发热，转入康复室康复治疗。5 月 5 号（伤后 90 天）起患

者反复畏冷、高热，体温波动于 38.5～40.1℃，5 次血培养均提示鲍曼不动杆菌，深静脉导管培养

亦为鲍曼不动杆菌，多次痰培养均为正常菌群，肺部 CT 检查无明显异常，中段尿培养无细菌，粪

致病菌培养阴性，粪便霉菌未检出，交替合并大剂量使用舒普森、阿米卡星、替加环素均无效，病

情持续恶化，5 月 25 超声心动图示：左房室增大，左室壁增厚；主动脉瓣狭窄（中度）伴关闭不

全（返流 II-III 度）；主动脉瓣上异常团块影，大小约 16mm×13mm；二尖瓣关闭不全（返流 II-

III 度）；三尖瓣返流 I 度伴肺动脉高压（中度）；心包积液（少量）；左室舒张功能减退。诊断

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建议换瓣手术，家属拒绝，办理自动出院，出院后当天患者死亡。 

2 讨论 

相关文献提示烧伤并发感染性心内膜炎发病率低，2000 年至今国内外报道不超过 30 次，但病死率

高[1]，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患者多数无基础心脏病史，而赘生物常出现在正常瓣膜或心内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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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研究表明，血流动力学改变造成的内皮损伤和脓毒症的发生是形成 IE 的重要机制[3]。通

过救治该例患者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⑴临床医师应提高对本病的警惕性，相关文献报道感染性心

内膜炎多发生于烧伤创面修复期，本例患者发生于烧伤康复期，更应引起重视。⑵心脏彩色超声多

普勒检查不是常规检查项目，一般不会采用,故烧伤后并发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容易漏诊。⑶当发

生感染源不明的持续发热除行细菌学培养外，还应注意心脏听诊，勿只关注心电监护数据，必要时

行心脏彩超检查，对感染性心内膜炎早察觉、早诊断、早治疗。⑷本例患者的烧伤总面积大及深度

偏深，休克期内大量补液，可能致心脏瓣膜受损，血液中持续存在的细菌附着于受损的心脏瓣膜上

形成赘生物。⑸本例患者深静脉导管长期留置，出现化脓性血栓性静脉炎，可能导致细菌附着于心

瓣膜上，深静脉导管放置 72h 是危险的时限，如发现输液不畅、穿刺点发红或流脓，不明原因的发

热，应坚决更换掉或拔除。   

 

 

PO-1419 

红蓝光联合照射对伤口愈合的临床效果 

 
刘亚鹏,吴为民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443000 

 

目的 研究红蓝光联合照射对伤口愈合的临床效果。 

方法 采用随机方法同种伤口类型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伤口治疗方案相同,治疗第 1、3、5、7、

10天分别测量每组伤口渗液、面积并观察创面局部和全身的反应。 

结果 光照射治疗 1 个疗程后,对照组和试验组的伤口面积明显减小,与对照组相比,红蓝光联合照射

可显著提高创面愈合。 

结论 红蓝光联合使用有效促进伤口愈合。连续干预是安全、有效的。 

  

 

PO-1420 

重视烧伤后脓毒症导致的急性肾损伤 

 
袁志强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急性肾损伤( Acute Kidney Injury，AKI)是严重烧伤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合并 AKI 的烧

伤患者死亡率更高。烧伤后导致 AKI 的病因复杂，通常认为早期 AKI 是由于低血容量、炎症介质、

变性蛋白沉积和心功能不全等导致，而晚期 AKI 的常见病因包括脓毒症、MOF、肾毒性药物以及液

体超负荷。其中脓毒症是导致烧伤后期 AKI 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重视烧伤后晚期 AKI 尤其是脓毒

症导致 AKI 的防治对提高严重烧伤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结合笔者单位烧伤

患者临床资料对烧伤后脓毒症导致的 AKI的机制、诊断及防治措施做一探讨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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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21 

PICCO 在特重烧伤救治中的应用思考 

 
金昌丹,陈昭宏,李海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回顾分析 PICCO 监测特大面积烧伤患者治疗经过，探讨特重烧伤患者治疗中 PICCO 的合理利

用。 

方法 收集我科 2016.01-2017.12 收住入院且治疗过程中通过 PICCO 进行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特重

烧伤病人（烧伤面积≥80%TBSA）共 19 例，对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休克期输液量

（ml·1%TBSA
-1
·Kg

-1
）及死亡率、治愈率、脓毒症发生率以及超容并发症（如胸腔积液、肺水肿

等）等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死亡 2 例，治愈 17 例，所有患者均进行了 1-7 次不等的手术治疗，所有患者均表现出程度不

等的烧伤脓毒症，除死亡患者外，9 例患者出现肺水肿表现，1 周后复查均明显改善，7 人/次休克

期后再次出现不同程度的休克表现，4小时内均等到明显改善。 

"mso-spacerun:'yes';font-family: 宋 体 ;color:rgb(0,0,0);font-size:12.0000pt;mso-font-

kerning:0.0000pt;" >12 收住入院且治疗过程中通过 PICCO 进行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特重烧伤病

人（烧伤面积≥80%TBSA）共 19 例，对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休克期输液量（ml·1%TBSA
-1
·Kg

-

1
）及死亡率、治愈率、脓毒症发生率以及超容并发症（如胸腔积液、肺水肿等）等进行总结分

析。 

结论 PICCO 监测有助于更好地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平稳，减少并发症，指导及时调整补液，取得

更好的治疗效果。由于烧伤生理病理特殊性，部分监测结果需依据具体伤情作出个体化判读。 

>"mso-spacerun:'yes';font-family: 宋 体 ;color:rgb(0,0,0);font-size:12.0000pt;mso-font-

kerning:0.0000pt;" >12 收住入院且治疗过程中通过 PICCO 进行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特重烧伤病

人（烧伤面积≥80%TBSA）共 19 例，对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休克期输液量（ml·1%TBSA
-1
·Kg

-

1
）及死亡率、治愈率、脓毒症发生率以及超容并发症（如胸腔积液、肺水肿等）等进行总结分

析。 

 

 

PO-1422 

糖尿病足的规范化治疗和烧伤重症监护室的建设 

 
陈昭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强调数据网络建设在糖尿病足的预防随访中的意义，加强烧伤重症监护室的建设在糖尿病足保

肢治疗中的重要性。从病历规范化书写的视角系统地介绍了糖尿病足的系列治疗，强调数据网络建

设在糖尿病足 

 

 

PO-1423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在烧伤休克期的应用 

 
陈昭宏,金昌丹,林建昌,刘维,陈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总结特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液体复苏的经验,探讨更科学、高效的休克期补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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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我科 2008.01-2014.01 收住入院特重烧伤病人（烧伤面积 87.3±5.6%TBSA）共 34 例，

其中 13 例按目标导向治疗（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EGDT）进行休克期补液，21 例按传统

烧伤补液公式进行休克期补液，监测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中心静脉血氧

饱和度（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ScvO2）, 氧合指数（PaO2 /FiO2）, 血乳酸及尿

量，对两组患者的休克期输液量（ml·1%TBSA
-1
·Kg

-1
）及死亡率、脓毒症发生率以及超容并发症

（如胸腔积液、肺水肿等）等进行比较。 

结果 结果表明，两组在以下参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1.EGDT 组有较高的 ScvO2（%）（EGDT：

78.1±8.6，常规组：65.5±11.2；t = -3.446，P＜0.05），2.EGDT 组表现出更好的 PaO2/FiO2

（EGDT：381.4±56.6、常规组：328.9±48.6；t = 2-875，P＜0.05），3。EGDT 组有较低的平均

输液量（ml·1%TBSA
-1
·Kg

-1
）（EGDT：3.29±0.26，常规组：3.71±0.31；t = 5.292，P＜

0.05），4.EGDT 组有较低的超容现象发生率（EGDT：2 / 13，常规组 15 / 21；P＜0.05）；结果

同时显示两组在以下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1.MAP：（EGDT：76.2±13.1，常规：74.3±15.6；t = 

-0.36，P＞0.05），2.尿量（ml·h
-1
·Kg

-1
）（EGDT：0.83±0.12，CG：0.85±0.17；t = 0.370，

P＞0.05），3.烧伤脓毒症病例（EGDT：13 / 13，CG：20 / 21；P = 1），4.死亡率（EGDT：

1/13，常规组 3/21；P = 1 ）。 

结论 目标导向治疗特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可减少补液量超容并发症，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PO-1424 

LDPI 对 ASO 缺血严重程度评估和手术效果评价的研究 

 
张丕红,胡佳雄,刘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应用激光多普勒血流成像技术评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肢缺血的严重程度，评价手术治疗

前后足背皮肤血流灌注情况的变化，并探讨其与传统临床疗效评价指标的一致性。 

方法 选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5 年-2017 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 21 例，其中手术患者 15

例。收集患者住院期间的病历资料进行总结分析，评估患肢缺血严重程度和手术前后患肢血流灌注

改变的情况。对入组下肢的足背指定区域均行激光多普勒血流成像检测，测得该区域的血流灌注单

位值，结合 Fontanie 分期来探讨 PU 值评估患肢缺血严重程度的可行性；行手术治疗的患肢于术后

第 3 天再次进行激光多普勒血流成像检测，结合术前相应区域 PU 值来评估手术前后足背皮肤血流

灌注改变的情况。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本组 21 例（33 条下肢），入院后行激光多普勒血流成像检测患肢足背皮肤相对固定区域，

Ⅰ期平均 PU 值（91.64±36.00），Ⅱ期平均 PU 值（43.13±14.13），Ⅲ期平均 PU 值

（17.57±9.47），Ⅱ期和Ⅲ期足背平均 PU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患者 15 例

（20 条下肢）均成功接受手术，影像学检查显示血管狭窄或闭塞处均得到改善或再通。术后 3 天

利用激光多普勒血流成像检测足背皮肤相对固定区域，术后平均 PU 值高于术前，手术治疗前后足

背平均 PU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 20 条患肢应用传统临床疗效指标评价，在临床

症状体征评分中，术后疼痛评分低于术前、术后冷感评分低于术前、术后跛行评分低于术前、术后

踝肱指数高于术前、术后 Rutherford 分级低于术前，手术治疗前后各传统临床疗效评价指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 秩相关方法分析足背皮肤△PU 值与△疼痛评分、△冷感

评分、△跛行评分、△Rutherford分级呈负相关，与△ABI呈正相关。 

结论 激光多普勒血流成像技术能够有效评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缺血的严重程度；并且在评价下

肢动脉硬化症手术疗效的应用中，PU值与传统临床疗效评价指标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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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25 

分析改良早期预警评分(MEWS)在烧伤 ICU 危重症意识障碍患者中

的应用研究 

 
王冬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分析改良早期预警评分(MEWS)在烧伤 ICU危重症意识障碍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2017 年 1 月我院烧伤科行常规干预的 ICU 危重症意识障碍患者 48 例为对

照组，并选取 2017 年 2 月-2018 年 2 月依据 MEWS 干预的 ICU 危重症意识障碍患者 48 例为观察

组。比较两组意外拔管率、身体约束使用率及疾病转归情况。 

结果 观察组身体约束使用率低于对照组，疾病转归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针对烧伤科 ICU 危重症意识障碍患者，依据 MEWS 进行干预利于降低身体约束率，促进疾病转

归，改善预后。 

  

 

PO-1426 

贻贝粘蛋白促进大鼠烫伤创面愈合的研究 

 
于东宁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贻贝粘蛋白（MAP）创面修复敷料在临床应用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促愈合效果。为了深入了解

贻贝粘蛋白促进创面愈合的微观机制，本文利用大鼠三度烧伤动物模型，对贻贝粘蛋白促愈合的机

理进行研究。 

方法 30 只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和给药组，每组 10 只。用 YLS-5Q 台式超级控温烫伤仪在

模型组和给药组每只大鼠的背部脊柱两侧各做一个创面，对照组不做处理。烫伤条件：500g，

4cm
2
，90℃，20s。给药组每个创面局部给予 0.1ml 浓度为 0.4mg/ml 的贻贝粘蛋白溶液，模型组给

予 0.1ml 生理盐水。第一次给药在烫伤后 4 小时，之后每 24 小时给药一次。共给药 21 天。每隔 1

天用数码相机采集创面图像，用于计算创面愈合率。在第 7 天，14 天每组分别处死 4 只鼠，用于

病理分析、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和细胞因子的检测。每组剩余的 2 只动物用于观察创面最终的愈合情

况。 

结果 创面愈合率结果显示，MAP 可以促进大鼠烫伤创面的愈合，愈合速率显著高于模型组。病理

检测结果显示，MAP 组的新生毛细血管、肉芽组织增殖和上皮细胞增生状况明显优于模型组，其

VEGF、TGFβ1 含量也高于模型组。CD31 免疫组化结果表明，MAP 可以显著促进新生血管的增殖。

创面组织匀浆中， D14 时 MAP 组 IL-6 和 IL-1β 稍高些，免疫荧光结果显示愈合前期巨噬细胞含

量增加，这些结果表明愈合初期的炎症反应对于创面的愈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结论 使用大鼠三度烫伤模型研究了其促愈合的微观机理，结果显示，贻贝粘蛋白可以促进表皮再

生，促进肉芽组织的增殖，增加新生血管的数量，加快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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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27 

miR-190b alleviates burn induced skeletal muscle wasting 

via mediating cell autophagy 

 
Yonghui Yu,Longlong Yang,Jiake Cha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PO-1428 

正常皮肤、瘢痕和瘢痕癌组织中差异表达 ncRNA 的 

生物信息学分析 

 
张丕红,刘赞,任利成,周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观察正常皮肤、瘢痕和瘢痕癌组织中差异表达的非编码 RNA（LncRNA、miRNA），从非编码基

因角度探索瘢痕癌的发病机理。 

方法 采用 Arraystar 人长链非编码芯片 v2.0 检测正常皮肤、瘢痕、瘢痕癌中差异表达的

LncRNA、mRNA，miRNA 二代测序技术检测三种组织中差异表达的 miRNA，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 GO)和 KEGG 生物学通路分析预测差异表达 LncRNA、miRNA 的功能。 

结果 与癌旁瘢痕组织相比，瘢痕癌中有 840 个 LncRNA、2101 个 mRNA 表达增强，2323 个 LncRNA、

1415 个 mRNA 表达减弱，22 个 miRNA 表达增强，20 个 miRNA 表达减弱; 与正常皮肤组织相比，瘢

痕癌中有 1989个 LncRNA、4534 个 mRNA 表达增强，3369 个 LncRNA、1696个 mRNA 表达减弱，10 个

miRNA 表达增强，15 个 miRNA 表达减弱；其中，在瘢痕癌、癌旁瘢痕、正常皮肤组织差异表达的

LncRNA 和 mRNA 中，有 110 个 LncRNA 梯度表达增强，302 个梯度表达减弱，289 个 mRNA 梯度表达

增强，149 个梯度表达减弱； KEGG 分析显示与癌旁瘢痕组织相比,瘢痕癌中表达增强的 LncRNA 涉

及 43 个信号通路，其中最明显的为 p53 signaling pathway，表达减弱的 LncRNA 涉及 44 个信号

通路其中最明显的为 Chemokine signaling pathway，表达增强的 miRNA 涉及 48 个信号通路，其

中最明显的为 Insulin signaling pathway，表达减弱的 miRNA 涉及 74 个信号通路，其中最明显

的为 Pathways in cancer；与正常皮肤组织相比,瘢痕癌中表达增强的 LncRNA 涉及 89 个信号通

路，表达减弱的 LncRNA 涉及 44 个信号通路其中最明显的为 Melanogenesis，表达增强的 miRNA 涉

及 13个信号通路，表达减弱的 miRNA涉及 74个信号通路。 

结论 正常皮肤、瘢痕、瘢痕癌组织中差异表达的非编码 RNA 可能在瘢痕形成以及瘢痕癌变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PO-1429 

逆行背阔肌皮瓣修复腰腹部深度创面和窦腔窦道 

 
张丕红,梁鹏飞,周捷,曾纪章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应用逆行背阔肌皮瓣转移修复腰腹部深度创面和窦腔窦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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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笔者单位采用以肋间后动脉穿支为蒂的逆行背阔肌皮瓣转移修

复腰腹部深度创面和窦腔窦道 5 例，其中深度创面 3 例，肾切除术后窦腔窦道 2 例；组织瓣切取范

围 16cm×5cm—28cm×18cm 不等，背阔肌填塞深部腔道 2 例，3 例保留部分或绝大部分背阔肌及其

神经支配；3例供区直接拉拢缝合，2例供区创面植皮修复。 

结果 5 例皮瓣全部成活，受瓣区创面均Ⅰ期愈合。随访 3-24 个月，修复部位臃肿不明显，未见窦

腔窦道复发；供瓣区瘢痕较轻，无明显功能障碍。 

结论 肋间后动脉穿支恒定、较粗, 以其为蒂设计逆行背阔肌皮瓣血供可靠、旋转灵活，可携带肌

肉组织填塞腰背部腔道，是修复腰腹部深度创面和窦腔窦道的较佳选择。 

 

 

PO-1430 

自媒体微信平台在小儿烧伤整形外科病区护理管理中的 

有效性探讨 

 
徐邦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自媒体微信平台在小儿烧伤整形外科病区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建立病区护士微信工作群和生活群，由护士长担任群主、病区总带教老师为督导，定期将病

区各类培训内容；及时将病区各类通知、质控存在问题等以文字、图片、语音或小视频等多种形式

上传至微信群，比较微信平台使用前后病区护理质量考评、培训质量、病区病人满意度及病区护士

对护士长的满意度的变化 

结果 使用微信平台后，病区护理质量考评、培训质量及病区满意度均高于使用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微信平台使用前护士对护士长的满意度评分均分为 86 分，微信平台使用后评分

均分有所提高，为 95.5分 

结论 微信平台的使用缩短了护士获得培训、学习的时间；提高了学习效率和学习的积极性；缩短

了护理质量检查缺陷及整改措施知晓的时间；提高了病区的培训考核成绩和护理质量；微信平台的

使用缩短了护士长与护士之间的沟通距离，促进了相互间的交流，提高了病区护士对护士长的满意

度。 

 

 

PO-1431 

掌背侧皮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修复手指深度烧伤 

 
梁彦辉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应用掌背侧皮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修复手指深度烧伤的方法及效果 

方法  2012 年 1 月-2017 年 2 月 28 例 28 指，男 19 例，女 9 例，年龄 18-47 岁。皮肤缺损范围

5.0 ㎝×3.0 ㎝～2.5 ㎝×2.0 ㎝。 

结果 28 例指皮瓣全部成活，术后随访 2-18 个月，皮瓣修复区外形、质地、颜色良好，手指外形

功能满意 

结论 掌背侧皮神经营养血管逆行岛状皮瓣手术操作简单，血供可靠，不损伤指固有动脉及神经。

可以修复早期手指深度烧伤，但皮瓣范围小，不能修复大范围缺损。 

瓣修复区外形、质地、颜色良好，手指外形功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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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2 

JCI 理念下烧伤科护理管理实践及成效 

 
沈鸣雁 

浙医二院 

 

本文总结 JCI 理念下烧伤科护理管理实践及成效。根据烧伤科特点，重点改进：提高患者身份

辨识操作正确率、增进有效沟通、安全使用高警讯药品、降低医源性感染的风险、优化疼痛管理流

程、标准化营养评估流程、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5 年来，未发生 1 例因身份核查不到位引起的

不良事件；护理部年度目标管理患者安全指标均达成；科室共开展质量改进项目 12 项，出院患者

满意度测评 96.50%；护士对工作满意度＞95%。出色完成重大群体伤救治工作、实现零死亡。 

 

 

PO-1433 

新型人体皮肤创伤修复敷料的研究进展 

 
岳晓彤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皮肤是人体最大并最活跃的免疫器官，在维持体温调节、体液稳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人体防卫、阻挡细菌及有害物质侵入的过程中的第一道防线。皮肤收到破坏的几率很大，创面在

全世界发病率极高，病程长，病人痛苦程度大，如何实现皮肤的完美再生一直是医学研究的热点。

本文旨在介绍新的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在治疗创面中的进展，为实现更好的创面愈合效果提供思

路。最常用于创面愈合的纳米结构平台可分为纳米颗粒、纳米纤维和 3D-支架。 

方法 本文详细介绍了新型的抗感染、促愈合的纳米颗粒、纳米结构敷料；阐述了 3D 打印在创面愈

合研究中的进展状况 

结果 有望实现创面的更加有效、美观的愈合，为患者减轻痛苦，为医生减少负担。 

结论 皮肤创伤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疾病，完美实现皮肤再生是所有器官再生的基础之一，成为多

个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纳米科技材料学和基因编辑的发展为创面愈合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及

视野。抗菌颗粒纳米化、3D/4D 打印、图案化细胞基底等新兴技术有望在不久的未来为人类创面愈

合提供更有利的工具。 

  

 

PO-1434 

糖尿病足截肢患者围手术期管理的体会 

 
刘光晶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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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5 

严重复杂创面的皮瓣修复 

 
叶祥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严重复杂创面特点与皮瓣修复策略。 

方法 结合现有临床资料，初步分析严重复杂创面的发病规律与特点，评估皮瓣技术在该类创面治

疗中的效能。 

结果 2012 年~2017 年皮瓣修复该严重复杂创面 42 例：严重外伤 25 例；冻伤 2 例；电击伤 3 例；

多发压疮 3 例；外科术后切口不愈合 9 例。严重复杂创面的特点：1）多继发于创伤、冻伤、电击

伤、恶性肿瘤、糖尿病、血管性疾病等；2）创面局部缺乏良好的血液供应；3）感染重，甚至引起

感染性休克；4）有较大面积的皮肤软组织缺损，可伴有神经、血管、肌腱、骨及重要脏器的外

露；5）创面修复难度大，病程长、费用高；6）部分患者基础疾病多，营养差，手术风险高。治疗

原则：1）系统治疗，度过急性期；2）使用负压吸引技术，简化手术方案；3）结合患者自身条件

制定创面修复方案；3）选择合适的皮瓣，在修复创面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供区损伤；4）统筹规

划，做好备选方案；4）创面外露内置物可选择性保留；5）保证充足的热量和营养摄入；6）加强

围手术期管理，降低手术并发症；7）重视功能康复锻炼，加速患者回归正常生活。 

结论 严重复杂创面一直是创面修复课题中的难点，结合临床经验，灵活使用多种皮瓣修复方式，

可有效提高治疗效率，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术后及时有效的功能康复，可明显改善患者

出院后的生活质量。 

 

 

PO-1436 

The efficacy of prophylactical probiotics administration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burns: a retrospective study 

 
Zhiyuan Shi 

Navy General Hospital PLA 

 

Objective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intend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rophylactical probiotics administration in pediatric burn patients. 

Methods Patients with acute burns affecting >30% of total body surface area, deep 

areas >10% of TBSA, were enrolled. Between May 2012 and September 2017, the datum of 

31 pediatric patients, aged between 2- 8 years, were screened out. Probiotics were 

administrated in 9 patients before intestinal disorder occurred (Group A), and 22 

patients after diarrhea (Group B). Clinical datum (infection, antibiotic, operative 

times, intestinal disorder, and morta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Length of 

stay was modified with burn size. 

Resul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age (5.3±1.8; 6.2 ±2.1), burn size 

(45.0±10.3; 40±9.8), operative times (2.5±0.7; 2.8±0.9) and intestinal disorders 

incidence (3/9, 9/22, p>0,05). The diarrhea periods were 2.7±2.3 days in group A, 

which short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5.3±3.7 days (p<0.05). The ratio inversion of 

cocci and bacilli were detected in 4 and 1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antifungal 

administration was only applied in 5 patients in group B. Flatulence was observed in 6 

and 2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time required to complete wound healing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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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Prophylactical probiotics administration could shorten the periods of 

diarrhea without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intestinal disorders. 

 

 

PO-1437 

医联体中儿童烧伤预防知识宣教的实践体会 

 
宫莉 

苏北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烧伤预防知识宣教在医联体中的实践方法及效果。 

方法 2016 至 2018 年每年一次参加医联体工作，每次为期一个月，全日制。利用医联体平台，运

用 PPT 讲座及情景模拟形式，对区域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中心小学的师生、工厂工人、幼儿园教

师、幼儿及家长进行儿童烧伤预防知识宣教。 

结果 通过儿童烧伤预防知识宣教后，三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相关知识掌握率分别为

93.75 %、96.55%、94.59%。因医院外受宣教对象年龄、接受程度不一，未采用掌握相关知识程度

进行确认。中心小学的师生、工厂工人、幼儿园教师、幼儿及家长参加儿童烧伤预防知识宣教后，

对儿童烧伤预防知识宣教满意度分别为 98.7%、100%、           100%。 

结论 运用医联体平台进行儿童烧伤预防知识宣教效果显著。 

 

 

PO-1438 

负压创面疗法联合皮瓣移植修复下肢广泛软组织缺损一例 

 
宋国栋

1,2
,贾军

1,2
,马印东

1,2
,高聪

1,2
,石文

1,2
 

1.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目的 总结应用负压创面疗法联合皮瓣移植修复 1例下肢广泛软组织缺损的经验及效果。 

方法 患者女性，14 岁，右下肢瘢痕整复术后皮肤缺损、肌肉坏死并感觉、运动障碍 15 天入院。

扩创见从腘窝下缘至踝上 5cm、从胫骨外侧至小腿后内侧范围内深筋膜、肌肉、血管及神经广泛坏

死，清除后胫腓骨近 2/3 段几近裸露，胫后动脉、腓动脉尚完整；将小腿远 2/3 段皮肤、皮下组织

切分为 5 个局部皮瓣，向近段旋转移植后仍有部分胫腓骨、肌肉等深部组织不能覆盖，皮瓣下有腔

隙，皮瓣远端血运差，足背动脉搏动微弱；遂行负压创面疗法（NPWT），每 5 天更换 1 次，4 次后

改为常规换药。 

结果 术后皮瓣大部分成活，皮瓣间创面及皮瓣下腔隙肉芽组织形成、填充，经植皮愈合，避免了

截肢。3年后随访，轻度跛行，双下肢等长，右下肢尤其是小腿围度小于健侧。 

结论 对坏死组织边界不清、难以完全清除，软组织缺损严重、局部皮瓣难以完全覆盖骨骼、肌肉

等深部组织，而且残存组织血运不良的患肢，NPWT 是有力的辅助手段。本例患者 NPWT 的应用为保

全患肢、二期植皮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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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9 

智能紫外线消毒监控管理系统在烧伤病区运行的云数据分析 

 
邓海松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烧伤病区的紫外线消毒情况，进一步规范管理，提高消毒质量。 

方法 通过智能紫外线消毒监控管理系统的云数据，收集 2018 年 1—4 月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烧

伤病区治疗室、配置室、清创室紫外线消毒的运行情况，比较不同医疗用房的消毒成功率，并对数

据进行分析。 

结果 2018 年 1-4 月共消毒 633 次，成功 540 次，成功率为 85.3％，1-4 月份消毒成功率分别为

74.5％，90.7％，88.6％和 85.6；其中清创室消毒成功率 92.9%，高于配置室的消毒成功率 89.0%

和治疗室的消毒成功率 74.1%。2018 年 1-4 月上午时间段，共消毒 312 次，成功 296 次，成功率为

94.9％；1-4 月份上午时间段消毒成功率分别为 79.1％，98.7％，100％和 98.7%；其中清创室消

毒成功率 95.1%、配置室的消毒成功率 94.2%、治疗室的消毒成功率 95.3%，差别不明显。2018 年

1-4 月下午时间段，共消毒 321 次，成功 243 次，成功率为 75.7％，1-4 月份下午时间段消毒成功

率分别为 70.0％，82.9％，77.0％和 73.2%，其中清创室消毒成功率 90.8%，高于配置室的消毒成

功率 84.0%和治疗室的消毒成功率 52.8%，差别较明显。 

结论 烧伤病区总消毒成功率有待提高，上午时间段较下午时间段消毒成功率高，上午时间段各医

疗用房的消毒成功率差别不明显，下午时间段清创室消毒成功率较高，治疗室的消毒成功率较低，

应进一步完善消毒设备，加强人员培训，消除干扰因素，增强消毒薄弱环节的管理。 

  

 

PO-1440 

安徽省小儿烧伤治疗三级协作网对烧伤患儿治疗效果的影响研究 

 
夏正国

1
,周贤良

2
,孔维昌

3
,李兴照

2
,宋均辉

2
,方林森

2
,胡德林

2
,蔡晨

2
,唐益忠

2
,余又新

2
,王春华

2
,徐庆连

2
 

1.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3.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安徽省小儿烧伤治疗三级协作网对阜阳及六安地区转入烧伤患儿的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统计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建立小儿烧伤治疗三级协作网前，称时段 A），以及 2016

年 1 月—2018 年 7 月（建立协作网后，称时段 B），六安市和阜阳市转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的烧伤患儿（以下称转入烧伤患儿）百分比、性别、年龄、烧伤严重程度、治疗方式、治疗结

局、治疗周期和费用、休克发生后的治疗结局、康复治疗治疗。 

结果 （1）时段 A 转入烧伤患儿分别占同期住院烧伤患儿总数百分比 33.9%，与时段 B 的 31.2%相

近。（2）2 个时间段转入烧伤患儿性别、年龄、烧伤严重程度、治疗方式相近。（3）时段 A 内，

转入轻度、中度、重度烧伤患儿治愈率均明显高于时段 B。2 个时间段转入特重度烧伤患儿治愈率

相近。（4）2 个时间段转入轻度、中度烧伤患儿均未发生休克。时段内，转入重度烧伤患儿休克

发生率、治愈率，与时段 B 的相近。时段 A 内，转入重度烧伤患儿休克发生率为 48.6%，明显高于

时段 B 的 18.2%；时段 A 内转入发生休克的特重度烧伤患儿治愈率，与时段 B 的相近。（5）时段 A

内转入中度、重度、特重度烧伤患儿手术治疗周期明显长于时段 B，2 个时间段转入轻度烧伤患儿

手术治疗周期相近。时段 A 转入轻度、中度、重度烧伤患儿治疗非手术周期长于时段 B。2 个时间

段转入特重度烧伤患儿非手术治疗周期相近。时段 A 转入中度、重度烧伤患儿手术治疗费用明显高

于时段 B，2 个时间段转入轻度、特重度烧伤患儿手术治疗费用相近。时段 A 内转入中度、重度烧

伤患儿非手术治疗费用明显高于时段 B。2 个时间段轻度、特重度烧伤患儿非手术治疗费用相近。

（6）时段 B 内，93 例烧伤患儿转回当地医院在省级中心医院指导下进行康复治疗，其中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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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例、2017 年 47 例,2018 年 21 例。时段 B 内转回当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烧伤患儿康复有效率均

为 100%。 

结论 安徽省小儿烧伤治疗三级协作网有效提高了阜阳市及六安市转入省级中心医院轻度、中度、

重度烧伤患儿治愈率，降低了特重度烧伤患儿休克发生率，缩短了中度、重度、特重度烧伤患儿手

术治疗周期和轻度、中度、重度烧伤患儿非手术治疗周期，减少了中度、重度烧伤患儿手术和非手

术治疗费用，提高了康复有效率。 

  

 

PO-1441 

参麦注射液治疗烧伤休克的 Meta 分析 

 
郑建军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系统评价临床使用参麦注射液治疗烧伤休克的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相关数据库，包括：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维普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检索时间均从建库到 2018 年；以“参麦注射液”和“烧伤

休克”为检索词，收集所有临床关于使用参麦注射液治疗烧伤休克的 RCT 研究。筛选所需的研究，

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估并进行资料提取后，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分析。 

结果 本文共纳入了 4 个 RCT 研究，共包括 248 例烧伤休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应用参麦注

射液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休克持续时间(SMD=﹣10.74，95%CI＝﹣15.91~﹣5.57，P < 0.000 1);

患者心率复常时间(SMD=﹣6.71，95%CI＝﹣8.98~﹣4.44，P < 0.0000 1)；患者尿量复常时间

(SMD=﹣7.15，95%CI＝﹣9.33~﹣4.97，P < 0.0000 1)；意识恢复时间(SMD=﹣10.14，95%CI＝﹣

14.26~﹣6.01，P < 0.0000 1)；肢厥消失时间(SMD=﹣8.94，95%CI＝﹣11.80~﹣6.08，P < 

0.0000 1) ；血乳酸水平(SMD=﹣3.84，95%CI＝﹣5.88~﹣1.80，P = 0.0002)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低于对照组。 

结论 使用参麦注射液用于复苏烧伤休克治具有较为确切的临床效果。 

 

 

PO-1442 

扩张后随意型皮瓣修复面颈部烧伤后瘢痕临床效果分析 

 
张红卫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对面颈部烧伤后瘢痕治疗中应用扩张后随意型皮瓣修复术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收治面颈部烧伤后瘢痕患者 56 例，均于瘢痕附近设置 50-600ml 容积皮肤软组织扩张囊

1-4 个，之后采取扩张后随意型皮瓣修复术对切除瘢痕后继发创面进行修复。 

结果 56 例患者共设置扩张后随意型皮瓣 98 个，其中 7 个皮瓣出现并发症，处理后均不影响继续

治疗，并发症发生率为 7.14%。经随访，所有患者转移皮瓣的质地、色泽均和缺损区域组织保持一

致。 

结论 在为面颈部烧伤后瘢痕展开治疗时，瘢痕附近部位具有类似于缺损区组织的质地与色泽，采

取扩张后随意型皮瓣修复术可发挥显著治疗效果，并发症较少且不会对继续治疗造成影响，值得在

临床中推广。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793 

 

PO-1443 

游离背阔肌肌瓣修复颌面部凹陷性缺损 

 
魏爱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游离背阔肌肌瓣在修补颌面部凹陷性缺损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0 年 6 月至 2013 年 10 月，我科应用背阔肌肌瓣游离移植修复治疗颌面部肿瘤切除术后凹

陷性缺损或先天性面部凹陷缺损病例 5例 

结果 5 例皮瓣全部存活，创面一期愈合，3 月-1 年随访，皮瓣成活良好，修复后患者面部外形良

好 

结论 游离背阔肌肌瓣移植是修复颌面部凹陷性缺损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法。 

 

 

PO-1444 

瘢痕治疗的护理体会 

 
焦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瘢痕增生治疗有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治疗方式有植皮或皮瓣转移修复，非手术

治疗有压力治疗、基因治疗、放射治疗、微晶磨削治疗、激光治疗、药物治疗等，总结瘢痕增生各

种治疗方法的护理，对临床护理工作的可操作性具有指导意义。 

方法 一、手术治疗的护理。 

扩张器植入一期手术。二期皮瓣转移修复术。或者分次切除瘢痕拉拢二缝合，还有游离皮片移植等

修复方法，已到达改善瘢痕组织的外观和功能。 

1、术前常规护理 

2、术后常规护理 

二、加压治疗的护理 

可以利用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或者直接穿带弹力套进行压迫。使用过程中注意观察指/趾端血运，

或有无影响呼吸和功能。 

加压治疗的护理 

三、硅酮类产品治疗的护理 

我科在临床上用硅酮类产品预防和治疗瘢痕已有十来年，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硅酮类产品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已被证实，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硅酮类产品预防和治疗瘢痕方便简单，经济实惠，不会

给患者再次带来痛苦。 

四、放射治疗的护理 

1.1 放疗前的护理 

协助患者和医生请放射科会诊，根据瘢痕的情况，确定放疗的部位、时间和分类的剂量。要及时协

助医生为患者换药，保持术区伤口的清洁，避免感染。 

五、激光治疗及护理 

随着激光技术的不断发展，临床上应用治疗瘢痕的激光已有多种。激光治疗瘢痕效果确切，副作用

很低，安全性较高，不影响患者的工作和休息，随治随走。 

1激光治疗前的护理 

2激光治疗中的护理 

3激光治疗后的护理 

六、皮质激素治疗的护理 

注射皮质激素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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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种不同的瘢痕，不同的年龄，以及瘢痕的增生程度，使用的皮质激素药物的剂量、注射的次

数和频率也不尽相同，注射时注意无菌操作和注射部位的准备，预防感染。  

结果 在进行不同的方法治疗后，瘢痕的疼痛，增生，瘙痒，功能障碍较治疗前有明显的改善。 

结论 1、目前国内外治疗瘢痕的方法很多，但是这些治疗在临床上个利弊，都时处于探索阶段，疗

效有待观察。而且有的所需时间长，痛苦大，容易反复，出现不良后果等，许多都不尽如人意。 

2、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指导。 

3、加强患者心里护理。 

4、对患者病情的观察和护理评估。 

 

 

PO-1445 

糖尿病足截肢围手术期管理的体会 

 
刘光晶

1
,王文迪

1
,刘光晶

1
,王文迪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糖尿病足截肢患者围手术期的管理。  

方法 选取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整形与烧伤科从 2012 年 9 月—2017 年 4 月收治的 50 例糖尿病足

行截肢手术的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38 例，女性患者 12 例，年龄为 42～82 岁，平均为

（75.28±10.26）岁；糖尿病病程为 8～42 年，平均为（14.34±6.28）年。Wagner 分级Ⅵ级者

26 例，Ⅶ级者 24 例。随我科对此类疾患的认知及对患者管理水平的提升，患者综合治效果逐渐提

高，在此总结糖尿病足截肢患者围手术期管理的经验。 

结果 组内患者未出现死亡病例。1 例术后出现严重心血管并发症（2.00%），经积极抢救后患者病

情得以稳定。术后伤口 37 例甲级愈合（74.00%），10 例乙级愈合（20.00%），2 例丙级愈合

（4.00%），1例行二次截肢（2.00%）。 

结论 糖尿病患者常合并各种内科疾病、营养不良、内环境紊乱、外科感染，病情复杂，糖尿病截

肢手术不能过于偏重局部治疗，应注重综合治疗，加强围手术期管理，才能降低风险，提高患者治

疗效果及生活质量。 

 

 

PO-1446 

胸部扩张预构超薄岛状皮瓣在面颈部瘢痕 修复中的 

临床研究及应用 

 
王峰,范锟铻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5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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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47 

烧伤瘢痕止痛策略 

 
范锟铻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PO-1448 

基于 Mini-CEX 的烧伤专科护士临床技能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 

 
黎宁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建立基于 Mini-CEX 的烧伤专科护士临床技能评价体系，为烧伤专科护士临床护理能力提供新

的有效的评价工具，从而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及合理性。 

方法 综合运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比较研究法、专家访谈法、Delphi 法等研究方法，设计

编制 Mini-CEX 的烧伤专科护士临床技能评估量表条目。通过两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依据专家意

见进行量表条目增加、删除或修改，形成 8 个条目和评价参考标准的预试量表，并用预试量表预

评估 10 名烧伤专科护士的临床护理能力。 

结果 研究专家对各指标的权威系数是 0.86 和 0.89，两轮专家问卷调查的有效回收率分别是 

91％和 88.7％，总体指标专家协调系数分别为 0.309 和 0.211，(P<0.01)。量表总体 Cronbach 

sα 系数是 0.898，各维度的 Cronbach sα 系数为 0.839～0.868；量表总体的重测信度为 

0.877，各个维度的重测信度范围为 0.516-0.862。 

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 Mini-CEX 的烧伤专科护士临床技能评价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为测量烧伤专

科护士临床技能水平提供了测评工具，该工具包括护理问诊、查体、诊断、措施、健康咨询、人文

关怀、组织效能及整体评价等 8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为实现临床情景应用中的教学相

长，促进烧伤专科护士临床技能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PO-1449 

病灶切除-NPWT 联合含氧液冲洗-组织移植 治疗臀部术后复发化

脓性汗腺炎慢性创面 

 
李志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观察病灶广泛切除-NPWT 联合含氧液冲洗-组织移植序贯治疗臀部多次术后仍反复复发重症化

脓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HS）慢性创面的疗效。 

方法 2012 年 1 月-2017 年 3 月，笔者单位收治的 Hurley Ⅲ级且经多次手术仍反复发作的臀部化

脓性汗腺炎患者 15 例。先行病灶广泛彻底，术后给予持续 NPWT 联合间断含氧液冲洗（氧流量 1.0 

L/min，2 次/日）。负压治疗后第 7 d 拆除负压装置，行创面皮片和/或皮瓣移植术以修复创面；

其中 6 例行皮片移植，4 例局部皮瓣移植，5 例皮片+皮瓣移植。负压治疗前后留取创面及肉芽组

织，行组织细菌培养及 TNF-α含量检测。 

结果 15 例臀部重症 HS 患者创面清创术前细菌培养主要为葡萄球菌、链球菌、变形杆菌和厌氧菌

等；负压治疗后组织细菌培养均为阴性，TNF-α 含量较负压治疗前均显著降低。15 例患者臀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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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痊愈，随访 1~5 年，患者均无臀部手术部位 HS 复发。但 1 例患者术后 11 月因高位细小肛瘘，

近肛门愈合切口溃破，经治疗愈合。 

结论 病灶广泛切除后实施 NPWT 联合含氧液冲洗、再行组织移植的序贯性治疗可有利于治愈历经多

次手术但术后仍反复复发的臀部重症 HS。 

 

 

PO-1450 

VSD 负压+那格银联合应用治疗烧伤后大面积骨质外露二例 

 
邬佳敏

1
,郑德义

2
,刘竣彰

1
 

1.贵阳钢厂职工医院贵阳烧伤医院,550000 

2.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探讨负压治疗同时予以定期银离子湿性敷料冲洗对大面积骨质外露，软组织缺损治疗的促进

作用。 

方法 将收治的两例烧伤后大面积骨质外露、软组织缺损患者清创后，骨质钻孔，VSD 负压封闭引

流，每日一次 0.9%生理盐水、那格银湿性敷料冲洗引流，5---7d 天更换一次负压材料，观察至骨

质创面完全肉芽（或上皮）覆盖，植皮封闭创面。 

结果 两例患者创面得到有效封闭，创面痊愈。 

结论 VSD负压+那格银联合应用治疗烧伤后大面积骨质外露可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治疗效果。 

  

 

PO-1451 

灾害性群体烧伤早期救治的现状及思考 

 
宋国栋

1,2
,高聪

1,2
,石文

1,2
 

1.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目的 灾害性群体烧伤（MBCD）的救治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从现场急救、转运到早期处理

是 MBCD 救治的关键阶段。本文的目的是分析近年来 MBCD 救治的经验与教训，并针对 MBCD 早期救

治几个关键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方法  系统检索 PubMed/Medline 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复习相关文献、代表性专著和重要

文章。 

结果 在 MBCD 整个救治过程中应强调烧伤专科的核心作用，应将属地烧伤专科纳入地方突发公共事

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并组建专门的烧伤专业应急队。检伤分类与初次分流转运是灾害现场或

首诊医院急诊科医疗急救的首要环节，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应根据检伤分类和伤员疏散情况，

联系最近的烧伤专科和有相应救治能力的医院。对不能就近快速分流的 MBCD 尤其是严重烧伤患

者，应协调组织专科技术力量前伸，在当地医院组织实施规范的烧伤早期医疗救治。待平稳度过休

克期或补足血容量后，二次分流转运至区域内能够最快到达的烧伤救治中心。应加强对院前急救和

急诊科医护人员的专业培训，在 MBCD 分流转运的各个环节持续实施规范的液体复苏治疗。对 MBCD

早期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治疗的策略，应以首先稳定、控制全身病情为目标，贯彻“损伤控制性手

术”理念，行削痂异体（种）皮移植过渡择期自体皮更植术。应按规范加强异体（种）皮肤组织库

建设，以为 MBCD救治提供质量可靠的暂时性皮肤移植物。 

结论 应完善 MBCD救援应急预案和早期救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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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52 

芍药苷对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增殖及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曹雯娟

1
,张志

1
,赵元元

2
 

1.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510000 

2.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增生性瘢痕是深度烧伤、创伤、手术常见的并发症，病理学表现为大量的成纤维细胞增殖及

细胞外基质(ECM)的异常沉积。转化生长因子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TGF-β1）

在这一病理过程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芍药苷（paeoniflorin，PAE）是传统中药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干燥根中的提取物，也是芍药的主要单体活性成分。研究发现，芍药苷能影响

细胞内 TGF-β1 的分泌，抑制细胞外基质的大量沉积，因此在肝、肾、肺中表现出抗纤维化的作

用，而目前为止，芍药苷在增生性瘢痕中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芍药苷对增生性瘢痕

成纤维细胞增殖及其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1）收集切除的增生性瘢痕组织及其对应的正常皮肤组织，采用贴块法分离培养成纤维细

胞，选取 3-6 代状态良好的细胞，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作为对照组，以比较增生性瘢痕与正常皮肤

成纤维细胞之间的区别，分别将两种细胞按芍药苷作用浓度（0 umol/L、200 umol/L、400 

umol/L、800 umol/L）分为四组；（2）MTS 检测不同浓度芍药苷作用成纤维细胞 24h、48h、72h

时的增殖；（3）流式细胞仪检测芍药苷作用成纤维细胞 24h 细胞周期及凋亡；（4）ELISA 试剂盒

检测芍药苷作用成纤维细胞 48h TGF-β1、I 型胶原自分泌；（5）Western Blot 检测芍药苷作用

48h 后，成纤维细胞中 α-SMA的蛋白水平。 

结果 （1）400 umol/L、800 umol/L 芍药苷作用 24h、48h、72h，能明显抑制增生性瘢痕及皮肤

成纤维细胞的增殖。（2）增生性瘢痕及皮肤成纤维细胞被芍药苷阻滞在 G2 期，各组中未见明显细

胞凋亡。（3）400 umol/L、800 umol/L 芍药苷能明显抑制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上清液中 TGF-

β1 含量，但对于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上清液中 TGF-β1 含量的影响无统计学差异。（4）芍药苷

能明显减少增生性瘢痕及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上清液中 I 型胶原含量。（5）随着芍药苷浓度的增

加，增生性瘢痕及皮肤成纤维细胞中α-SMA蛋白的表达呈明显下降趋势。 

结论 芍药苷可抑制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及减少 TGF-β1、I 型胶原自分泌,抑制细胞内

α-SMA蛋白的表达。 

 

 

PO-1453 

乳腺癌根治术后放射性溃疡的皮瓣修复及其整形美容效果分析 

 
王增军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乳腺癌根治术后放射性溃疡的皮瓣修复及其整形美容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2 月-2018 年 4 月以乳腺癌根治术后放射性溃疡患者 60 例作为对象，根据治疗

方法分为对照组（n=30 例）和观察组（n=30 例）。对照组术后放射性溃疡患者采用康复新液治

疗，观察组术后采用背阔肌肌皮瓣进行修复治疗，两组均进行 3 个月治疗，治疗完毕后对患者效果

进行评估。采用免疫放射疗法测定两组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超敏 C 反应蛋白（CRP）水平；采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两组白细胞计数水平；记录并统计两组创面愈合时间；采用直观模拟量表

（VAS）量表对两组治疗前、治疗后 1 个月、2 个月及 3 个月疼痛进行评估；采用美观满意度调查

问卷从整体美观、修复部位色泽、修复部位外形、颜色不配角度对患者整形美容效果进行评估，比

较两组临床疗效及对整形美容效果的影响。 

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 6 个月疗效率为 96.67%，高于对照组 76.67%（P<0.05）；观察组治疗后 6 个月

CRP、白细胞水平及创面愈合时间，均低（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后 1 个月、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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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及 3 个月 V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修复后 3 个月整体美观、修复部位色

泽、修复部位外形、颜色不配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将皮瓣修复用于乳腺癌根治术后放射性溃疡患者中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能降低炎症因子水

平，减轻患者疼痛，能获得较高的整形美容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PO-1454 

布洛芬混悬液(美林)治疗小儿烧伤后并发高热的护理效果评价 

 
韩梅 

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布洛芬混悬液(美林)治疗烧伤患儿并发高热的护理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科室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1 日烧伤后并发高热，年龄在 6 个月至 3

岁的住院患儿 73 例。随机将入组患儿分为对照组(36 例)，观察组(37 例)。对照组采用地塞米松注

射液治疗小儿烧伤后并发高热，评价观察组采用布洛芬混悬液(美林)治疗小儿烧伤后并发高热的护

理效果。分析两组患儿用药后不同时间(30min，60min 及 2h)后体温下降幅度(℃)，用药后不良反

应(恶心、呕吐，皮疹，食欲减退及腹痛)发生率及患儿家属满意度。 

结果 与地塞米松注射液治疗小儿烧伤后并发高热的护理效果相比，布洛芬混悬液(美林)治疗小儿

烧 伤 后 并 发 高 热 的 护 理 效 果 从 患 儿 体 温 30min 后 下 降 幅 度

[(0.56±0.22)℃vs(0.23±0.08)℃,P<0.05]; 60min 后 下 降 幅 度

[(1.36±0.35)℃vs(0.47±0.09)℃,P<0.05] ； 2h 后 下 降 幅 度

[(1.68±0.46)vs(0.76±0.11)℃,P<0.05]，下降幅度显著增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用药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下降[2.7％(1／37)vs 5.6％(2/36),P<0.05], 患儿家属满意度(用药时间、

降温效果及对患儿疼痛刺激)显著提高(94.6% vs 69.4%,94.6% vs 63.9%及 100% vs 16.7%)。 

结论 与静脉注射地塞米松注射液治疗小儿烧伤后并发高热的护理效果比较，口服布洛芬混悬液(美

林)治疗小儿烧伤后并发高热的护理效果，操作简便，疗效迅速，不良反应(恶心、呕吐，皮疹，食

欲减退及腹痛)发生率低，患儿家属的满意度高。 

 

 

PO-1455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电击伤治疗中的应用 

 
李强,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电损伤创面早期修复中的应用，为高质量修复电损伤创面提供新的

治疗方法。 

方法 对 10 例 14 处电烧伤创面（手 3 处、腕部 5 处、腋窝 2 处、足部 4 处）行急诊扩创减压，切

痂创面即时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调节负压范围前 3 天为 300-400mmHg，之后 200-

300mmHg，持续负压封闭吸引 7-14 天，水肿基本消退后再次扩创行大张中厚皮移植术或皮瓣移植或

移位术修复创面。 

结果 14 处创面中应用 VSD 后细菌培养阳性率 10%，1 次 VSD 治疗后植皮一期愈合 10 处，4 处行 2

次 VSD 治疗通过皮瓣修复创面，近期随访 10 处功能外观满意，4 处外观稍差，功能不同程度受

限，及时佩戴功能支具，等待二期功能重建。 

结论 电击伤患者行急诊扩创减压并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有利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有效减轻间

生态组织因感染导致恶化，促进水肿消退，为早期扩创减压后创面覆盖的有效方法，为后续进一步

治疗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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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56 

中性粒细胞计数预测烧冲复合伤患者预后的价值 

 
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中性粒细胞与 IL-33 在烧冲复合伤早期的变化规律与二者关系，以及能否做为烧冲复合

伤伤员预后判断的指标。 

方法 2014 年 8·2 昆山爆炸事件中共造成 146 人死亡，114 人受伤。本研究经过筛选，共纳入 34

例伤后 6 小时内入院的重度烧冲复合伤患者，其中 17 例存活、17 例死亡。通过类别方差自动门限

法计算，分析 34 例患者入院时各项化验检查结果，试图找到可作为烧冲复合伤患者危重程度的预

警指标；随后对不同批次不同原因造成的 116 例烧冲复合伤患者进行临床研究，收集伤后不同时间

点烧冲复合伤患者外周血标本，分别通过血涂片、透射电镜、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形

态学、超微结构、吞噬功能、凋亡的变化；观察烧冲复合伤患者肺损伤情况以及与中性粒细胞、

IL-33 的关系。构建烧冲复合伤 IL-33 转基因小鼠动物模型，研究烧冲复合伤野生型 C57BL/6 小鼠

和 IL-33 转基因小鼠肺损伤情况，通过生存分析、肺干湿重比、支气管肺泡灌洗、透射电镜、免疫

组化、实时定量 PCR、micro-CT和肺功能分析等指标评估伤后 24h烧冲复合伤小鼠肺损伤情况。 

结果 伤后 6 小时内烧冲复合伤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即显著增高，并出现大量的杆状核细胞，且

中性粒细胞凋亡增加、吞噬功能降低、线粒体减少。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数 30.89×10
9 
是患者死亡

风险的重要阈值，高于此值，患者死亡率显著增高。之后对 116 例烧冲复合伤患者进行验证，高于

此阈值的患者死亡率为 60%。烧冲复合伤患者与烧冲复合伤小鼠肺组织 IL-33 表达与髓过氧化物酶

表达均显著增高且呈正相关。IL-33 可通过依次上调烧冲复合伤小鼠体内 G 蛋白偶联受体激酶-2 与

趋化因子受体 CXCR2的表达，促进中性粒细胞的迁移加重肺损伤。 

结论 伤后 6 小时内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计数可作为烧冲复合伤患者死亡风险的重要预警指标。

中性粒细胞作为体内最多的免疫细胞，在烧冲复合伤早期结构与功能即发生显著变化。IL-33 促进

中性粒细胞迁移加重肺组织损伤，可能是烧伤复合伤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PO-1457 

新型封闭负压引流装置的研发与应用 

 
柴家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创面修复是一个古老的医学课题，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古人采用不同的天然材料如树皮、

动植物油、草药等用于创面治疗。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采用清创、局部外用药物和控制感染等手

段，创面治疗取得了很大进步。近二十几年来封闭负压引流技术(以下简称负压技术)应用于创面治

疗。该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创面治疗的新时代。1992 年，德国外科医生 Fleischmann 将负压

技术用于 15 名开放性骨折患者，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1997 年，美国 Argenta 与 Morykwas 教

授获得负压技术的多项专利，并将该技术应用于临床多种创面的治疗。1994 年裘华德教授首先将

负压技术引入国内。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于 2008 年 5 月开始采用自制封闭

负压引流装置治疗慢性创面，2009 年 2 月我所开始采用 VSD 封闭负压引流装置治疗慢性创面，

2009 年 6 月我所开始采用负压技术治疗深Ⅱ˚烧伤创面。目前，负压技术在我所已广泛应用于各种

烧创伤创面及各种病因导致的慢性创面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然而，在其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些缺陷和不便之处，因目前负压敷料常用规格为 15cm×10cm×1cm

之形状，其用于整个肢体创面和手部等特殊部位创面时操作不便、费时费力、难以服贴且容易漏

气，影响其使用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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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设计了多种规格的绷带式的可缠绕于整个肢体创面和特殊部位创面的聚乙烯醇海绵敷料，设

计了用于封闭创面的大张的双面胶式的和套筒式的透明贴膜，引流采用吸盘式引流管。 

结果 原来一个肢体创面需 2-3 人完成操作，现在 1 人操作即可；原来操作时间一般需半小时以

上，现在十分钟内即可完成。因其引流管数量的减少和贴膜拼接的减少降低了漏气的发生率，创面

封闭效果好。经安全性检测发现，该装置对肢体压力和手部压力均低于常规包扎引起的压力，是安

全的。临床应用证明，该装置取得了与常规负压装置同样好的治疗效果。 

结论 该新型封闭负压引流装置集安全、可靠、操作方便、省时、省力、封闭效果好于一体，适用

于整个肢体创面与特殊部位创面的治疗。 

 

 

PO-1458 

Downregulation of miR-218 by nicotine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though targeting CDK6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zhen liu 

the 309th hospital of PLA 

 

Objective Nicotine, an import component of tobacco, is a major risk factor for lung 

cancer, but the mechanism that nicotine promotes lung cancer development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34 of whom do 

not smoke and the others do. Expression of miR-218 and CDK6 mRNA was measured using 

qRT-PCR. Luciferase reporter system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direct target of miR-218. 

Protein expression of CDK6 was analyz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Cell proliferation was 

detected using CCK-8 reagent. Routine cell biology experiments were also performed. 

Results Nicotine decreases miR-218 expression and promotes proliferation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cells, and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smoking have lower 

expression of miR-218 compared with those patients without smoking. Luciferase 

reporter system confirmed that CDK6 is a direct target of miR-218 in NSCLC cells, and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of miR-218 and CDK6 mRNA in lung 

cancer tissues. Moreover, miR-218 inhibits proliferation of NSCLC cells through 

reducing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CDK6. Furthermore, nicotine promotes 

proliferation of NSCLC cells also via increasing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CDK6. 

Conclusions Nicotine promotes proliferation of NSCLC cells through regulating miR-

218/CDK6 axis, which may b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lung cancer therapy. 

 

 

PO-1459 

慢性骨髓炎 VSD 治疗的临床治疗效果观察 

 
林陆添 

解放军漳州第 175 医院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引流术（VSD）在慢性骨髓炎治疗中的应用效果，为临床提高慢性骨髓炎提供可

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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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医院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 26 例慢性骨髓炎患者按随机数字法分成研究组 13

例与对照组 1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方法治疗，研究组给予 VSD 治疗，对两组的临床疗效、创面愈

合时间和换药次数以及住院时间进行对比。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的创面愈合时间、换药次数和住院时

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临床中对于慢性骨髓炎应用 VSD 治疗效果显著，极大的提高了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同时

VSD 的应用可以缩短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与住院时间，应用价值高，值得临床中推广。 

  

 

PO-1460 

大面积烧伤患者疼痛的评估及护理对策 

 
鹿清 

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目的 疼痛是大面积烧伤患者的第一反应，在烧伤的整个治疗过程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疼痛，疼

痛的程度与烧伤的深度、病情的进展、治疗措施及患者对疼痛的阈值有关。很多大面积烧伤的患者

由于疼痛而对烧伤换药产生恐惧，从而拒绝、延误治疗。因此，控制疼痛，做好疼痛的护理对缓解

疼痛、消除紧张情绪，解除痛苦，改善预后都有重要意义。我们通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和

Wong-Banker 面部表情量表法进行评估，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整个治疗过程的疼痛进行评估并给与

相应的护理，取得较好的效果 

方法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和 Wong-Banker 面部表情量表法进行评估。VAS 法：由患者自我

评估，把一把 100mm 的标尺分为 0-10 共 11 个刻度，0 的一端为无痛，10 的一端为剧痛。要求患者

根据自己的疼痛程度及其对睡眠的影响选择相应刻度进行评分。1-3 分为轻度疼痛，4-6 分为中度

疼痛，7-9 分为重度疼痛。Wong-Banker 法：该法有 6 种面部表情由微笑至悲伤至哭泣来表达疼痛

的程度，此法适合任何年龄，没有特定的文化背景或性别要求，易于掌握，不需要任何附加设备，

但此法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评估较准确。 

结果 应用以上综合护理（药物止痛，每次用一种），烧伤患者换药后立即评价。本组病例：Ⅰ度

完全缓解：疼痛消失，1 例，占 1.38%；Ⅱ度明显缓解：疼痛减轻 3/4 以上，睡眠不受干扰，能正

常生活，5 例，占 6.94%；Ⅲ度中度缓解：疼痛减轻 1/2 以上，但睡眠受干扰，55 例，占

76.38 %；Ⅳ度轻度缓解：疼痛减轻约 1/4，8 例，11.11%；Ⅴ度未缓解：疼痛无减轻，3 例，占

4.16%。  

结论 烧伤后的疼痛，是大面积烧伤患者最常见最痛苦的临床症状，贯穿于整个疾病的过程中，特

别是换药过程中、后。任何一项主动或被动的医护操作、行为、语言都会引发疼痛。现代医学模式

要求为患者提供全身心的整体护理，护士必须全面系统的掌握烧伤疼痛护理的知识和技能，保证治

疗护理的有效性，使患者舒适，提高生活质量。 

  

 

PO-1461 

瘫痪合并深度烧伤创面修复治疗体会 

 
李强,夏成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瘫痪合并深度烧伤创面的修复方法。 

方法 分析总结 10 例瘫痪合并深度烧伤创面修复经验，在改善对创面愈合有较大影响的原因后，对

创面进行扩创后采取持续性负压引流（VSD），7-14天后再进行皮瓣或植皮修复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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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瘫痪合并深度烧伤 10 例患者 16 处创面一期愈合 8 例 13 处创面，2 例 3 处创面经过 2 次手术

后治愈，本组病例经 3个月随访均无复发。 

结论 应用 VSD 技术治疗瘫痪合并深度烧伤创面，为临床修复疑难创面提供了一种较好的修复方

法。 

 

 

PO-1462 

特重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病人的呼吸道管理 

 
鹿清 

济南市中心医院,250000 

 

目的 吸入性损伤是热力和烟雾引起的呼吸道（包括乃至肺实质）的损害，多发生在密闭的火灾现

场，常同时吸入高热空气和烟雾。除气道的局部损伤外，还会迅速的影响呼吸功能，甚至并发呼吸

衰竭，是当前烧伤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阻碍烧伤治愈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
〔1〕

我科自

2012.04-2018.03共收治特重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的病人 58例，现将主要的护理对策 

结果 本组 58 例患者，男 35 例，女 23 例，年龄 17-82 岁，平均 51.3 岁；烧伤面积 51%-95%，烧

伤原因：火焰烧伤 44 例，液化气爆炸 8 例，酒精烧伤 2 例，汽油烧伤 3 例，火药爆炸 1 例。伤后

2-36 小时入院，经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轻度 10 例，中度 28 例，重度 20 例，。行气管切开 45

例。死亡 2例，放弃治疗自动出院 1例，其余均治愈出院。 

结论 特重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后,主要护理问题是呼吸道的管理、休克和感染。本文主要讨论的是

呼吸道的管理。由于热力及化学毒物的损伤，造成呼吸道粘膜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多，气管、支

气管可发生痉挛，窒息，所以，一旦明确有中、重度吸入性损伤，就应预防性的行气管切开，解除

呼吸道梗阻，避面窒息。保持气道通畅、吸氧、体疗、体位引流、气道湿化、支气管镜吸痰等是护

理的关键措施。因此，细致的呼吸道管理可极大的提高特重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病人的治愈率。 

  

 

PO-1463 

脂肪干细胞与烧伤创面修复 

 
符雪,王凌峰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原：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014000 

 

目的 本文通过阐述脂肪干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分析其在烧伤创面修复中的作用机理，并对其应用

前景进行展望。 

方法 脂肪干细胞联合生物支架应用于创面是组织工程用于修复损伤的常用方法。脂肪干细胞能用

于急性和慢性的创面修复中。在急性创面的治疗中，脂肪干细胞能促进创面愈合，减少瘢痕挛缩，

最小化供体部位的不适。相反，在慢性创面的治疗中，通过有创面愈合能力的细胞移植，应该尽可

能大的实现受区的创面愈合，受区的条件必须在移植之前达到要求，包括组织、感染情况、创面湿

度和创面的周边环境。此外，根据脂肪干细胞的特点，应该要尽可能消除静脉回流和静脉瘀滞效

应，以营造合适的细胞环境，促进脂肪干细胞的粘附生长。 

结果 皮肤创伤修复大致上可分成三个相互重叠、相互影响的阶段，按先后顺序包括了炎症反应

期、增生期以及重塑期。ADSCs 可直接参与整个过程并对其起调节作用：(1)可诱导、趋化局部炎

症细胞并调节局部微环境；(2)可通过自身直接分化成血管内皮细胞或者通过间接诱导内皮细胞爬

行从而促使创伤部位局部微血管的再生；(3)通过控制成纤维细胞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来阻碍修复

的纤维化过程；(4)直接可分化成修复所必需的角质细胞和成纤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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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目前虽然有不少学者提出脂肪干细胞可以应用于烧伤创面修复中，但关于其临床应用仍处于

探索阶段。首先要解决的重点就是如何做到安全高效的培养脂肪干细胞并对其准确的定向诱导分

化。其次，脂肪干细胞本身可以分泌出多种极高生物活性的生物分子，虽然对于其应用于临床的细

胞治疗意义重大，但也可能潜在的促进恶变细胞生长。我们对于脂肪干细胞的临床大范围应用要保

持严谨慎重的态度，当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透彻，脂肪干细胞终将会在烧伤创面修复的临床治

疗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PO-1464 

游离股前外侧穿支皮瓣联合外固定架修复胫骨外露的临床研究 

 
佟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研究应用游离股前外侧穿支皮瓣联合外固定架修复中下段胫骨外露创面的方法及疗效。 

方法 选择 2008 年 4 月－2018 年 4 月间笔者单位收治的胫骨外露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游离股

前外侧穿支皮瓣联合外固定架修复方式进行治疗，共 56 例，其中男 30 例，女 26 例，年龄 14～59

岁。交通事故伤 23 例，重物压伤 16 例，高处坠落伤 17 例。15 例为伤后 1～6 h 入院，平均 3 h；

10 例伤后于外院行胫骨骨折钢板内固定术，术后创面严重感染，伤后至转入笔者单位时间为 6～24 

d，平均 15d。统计患者年龄、第一次手术清创时间、创面面积、供区情况、术后并发症、住院时

间、皮瓣情况、随访等数据进行描述性比较。  

结果 有 3 例患者在术后 5 ～7 d 发生感染，换药处理 7 d 左右愈合，所有皮瓣均有效成活， 创面

Ⅰ期愈合。供区切口均Ⅰ期愈合，植皮成活。术后随访时间 10 ～ 23 个月，患肢皮瓣外形稍臃

肿，色泽满意，质地优良。患者部分植皮区感觉功能减弱，但均未影响患肢功能有效恢复。骨折均

于术后 8～10个月愈合。 

结论 采用游离股前外侧穿支皮瓣联合外固定架可有效修复小腿中下段胫骨外露创面。 

  

 

PO-1465 

足底内侧动脉皮瓣联合踇展肌肌瓣修复跟骨骨髓炎的疗效观察 

 
周孝亮,涂家金 

赣州市人民医院,341000 

 

目的 观察足底内侧动脉皮瓣联合踇展肌肌瓣对跟骨骨髓炎并足跟皮肤缺损的难治创面的治疗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的足跟皮肤缺损合并跟骨骨髓炎的患者 3 例，入

后后均常规完善跟骨 X 线摄片及常规化验检查，一期予溃疡切除、扩创、死骨咬除联合负压引流等

治疗，准备好创面床；二期，术前彩色多普勒探查患肢胫前、胫后动静脉、足底内、外侧动静脉及

足背动静脉的通畅与否，标注足底内侧动脉的走行和穿支点。术中再次扩创，根据创面的大小设计

足底内侧动脉皮瓣，于深筋膜下分离皮瓣，并注意保护足底内侧动静脉皮穿支和足底内侧神经皮

支，同时根据骨缺损量设计踇展肌的切取量。将切取后的皮瓣和肌瓣带蒂转移至缺损处，填塞骨缺

损和皮下死腔逐层缝合封闭创面。切口放置引流条，预防血肿。轻柔包扎。术后予抗感染、避免皮

瓣受压等治疗。 

结果 3 例足底内侧皮瓣及踇展肌肌瓣血运均良好，切口一期愈合，局部疼痛症状有效缓解，术后 2

周可逐渐下床活动。术后 2 个月随访，溃疡无复发，局部感觉良好，行走自如，跟骨 X 片提示：骨

髓炎基本消退，破坏的骨质吸收平整。术后 6个月随诊，溃疡无复发，局部感觉正常，行走自如。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804 

 

结论 足底内侧皮瓣联合踇展肌肌瓣修复跟骨骨髓炎具有愈合快、带感觉神经、复发率低等优点，

可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PO-1466 

1 例头面部躯干特重度烧伤伴意识障碍小儿医护一体化 

诊疗护理体会 

 
刘艳,张桂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400014 

 

目的 分析一例头面部、躯干特重度烧伤伴意识障碍感染期小儿的诊疗、护理过程，总结头面部、

躯干特重度烫伤伴意识障碍感染期小儿医护一体化诊疗模式及经验，探寻更好的为大面积特重度烧

伤小儿提供更优质的诊疗及护理，从而减轻患儿的痛苦和家属的焦虑。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头面部、躯干特重度烧伤伴意识障碍感染期小儿的诊疗护理措施，针对烧伤

面积较大、程度深、伴重度头面部烧伤、患儿年龄小且自身承受能力差的生理及心理特点，实施医

护一体化诊疗护理服务模式，主管医生、责任护士及营养师等组成诊疗组，共同对患儿进行评估、

共同拟定诊疗计划、共同查房及病例讨论，共同讨论治疗及护理方案、共同参与患儿出院健康宣教

的讨论及实施，诊疗结束共同总结诊疗及护理过程当中的优点及不足。 

结果 通过医护一体化的病情观察、抗惊厥抢救及护理、创面抗感染诊治及护理、静疗支持及护

理、围手术期治疗及护理、营养支持、康复理疗、心理护理、健康宣教等，该患儿平稳渡过危险

期，烫伤创面部分愈合，由入院时的意识障碍，对光反射迟钝，无明显追光，呼喊、询问无反应，

频繁出现肢体抖动，治疗一月后患儿无抖动、意识恢复，能与人正常交流，住院六十三天病情平稳

出院至当地医院继续后续治疗。 

结论 实施医护一体化工作模式，能够深化优质护理服务内涵，更好的以病人为中心实施个性化诊

疗及护理，能够及时有效减轻患儿痛苦，减轻患儿及家属恐惧焦虑情绪，促进患儿病情康复，改善

患儿及家属就医体验，促进医患、护患及医护之间的信任，提升医疗护理质量。 

  

 

PO-1467 

烧伤病房内小儿烧伤创面感染病原菌调查及抗生素敏感性分析 

 
宋均辉

1
,夏正国

2
,黄庆

1
,李兴照

1
,余又新

1
,徐元宏

1
,方林森

1
,徐庆连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2.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烧伤病房小儿烧伤创面感染细菌分布及抗生素敏感性分析。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笔者单位烧伤病房小儿住院患者，共 170 人，

选择年龄在 8 月~14 岁，烧伤面积 20%~80%TBSA，深 II 度~ III 度，以中度到重度烧伤为主，住院

时间超过 14 天。创面分泌物做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实验，对菌种分布特点及抗生素敏感性进行分

析。 

结果 共检出 138 株菌。其中革兰阴性杆菌以铜绿假单胞菌、鲍氏不动杆菌及大肠埃希菌为主，分

别为 39 株占 28.3％、22 株占 16.0％、14 株占 10.1%；革兰阳性球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链

球菌为主 25 株占 18.1％、14 株占 10.1%。另外检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中均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MRSA）,仅对替加环素及万古霉素的药物敏感率为 100%，对利奈唑胺及喹努普汀-达福普

汀的敏感度，分别为 96.0%、80.0%。检出的铜绿假单胞菌对多粘菌素 B 及米诺环素的药物敏感度

为 100%，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及多粘菌素 B的敏感度为 100%。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805 

 

结论 在笔者单位烧伤小儿住院患者创面感染的菌株前三位分别是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及鲍氏不动杆菌。以革兰阴性杆菌感染为主；并呈现出多重耐药性，只对少数抗生素敏感。建议在

预防医源性感染、监测细菌药敏情况的条件下，合理应用抗生素。 

  

 

PO-1468 

CRRT 在特重度烧伤合并高钠血症介入治疗时机探讨 

 
黄斌

1
,付晋凤

2
,赵瑞华

1
,费启华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CRRT）介入特重度烧伤合并高钠血症治疗时机。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6.-2017.7.期间 1 组 36 例特重度烧伤后高钠血症并发 AKI 接受连续性静脉

-静脉血液滤过(CVVH)日间治疗的特重度烧伤后高钠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和 2 组 12 例未采用 CRRT

治疗的未并发 AKI 特重度烧伤后高钠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高钠血症诊断标准:1 天内连续 2 次外

周静脉血钠浓度>150mmol/L。1 组治疗使用床旁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机,抗凝使用枸橼酸钠、低分

子肝素或无肝素，置换液为前置换,置换液流量 2～4L/h，治疗时间 8-10 小时/天；2 组治疗采用限

制钠摄入、适量补水、利尿等非 CRRT 治疗。测定治疗前后心率、体温、平均动脉压、氧饱和度、

氧合指数、碳酸氢根、血肌酐、尿素氮、血钠、血乳酸、血钠降至正常的时间等。 

结果 1 组 36 例特重度烧伤后高钠血症并发 AKI 患者中存活 30 例。经 CVVH 治疗后,患者体温、心

率降低,平均动脉压提高,血氧改善,血尿素氮、肌酐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血钠从第 6 小时后逐

渐下降,治疗前后血钠比较[(168.2±9.3)mmol/L:(145.3±2.2)mmol/L]，治疗时间：3-5 天;2 组

12 例特重度烧伤后高钠血症无 AKI 患者中存活 12 例。血钠从第二天后逐渐下降,治疗前后血钠比

较（164.1±2.6)mmol/L:(142.0±2.2)mmol/L]，治疗时间：4-6天。 

结论 CRRT 在特重度烧伤后合并高钠血症的治疗疗效明确,在纠正高钠血症同时,可提高肺换气功能,

稳定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早期治疗可取得更好的疗效，并发 AKI 的特重度烧伤后高钠血症患者

采用 CRRT是首选方案。 

 

 

PO-1469 

手部深部烧伤功能康复依从性差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陈卫卫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手部深部烧伤患者功能锻炼依从性差的原因，提高功能锻炼的依从性，促进手部功能康

复 方法  实施调查分析 2017 年 1-6 月住院的手部烧伤患者功能康复依从性低的原因，通过规范

化培训护理人员，标准化健康指导流程，激发患者主观能动性，落实康复锻炼的对策实施，比较

2017 年 1 月-6 月（对策实施前）收治手烧伤患者 78 名患者和 2017 年 7-12 月（对策实施后）收治

的手烧伤患者 78 名功能锻炼的依从性，结果：对策实施后功能康复依从性、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

优于对策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落实功能锻炼依从性有 34.6％提升至 85.8%。结论：

通过对策的实施，可提高患者功能锻炼的依从性，有助于促进患者康复，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自制调查表，包含完成功能康复的强度、方法、频次、时间、主动性，不能完成的主要原

因，想要改善的时间及幅度。2017 年 1-6 月间住院的包含手烧伤的 78 名患者患者进行调查，患者

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在患者入院第三天和出院当天各调查一次，共发放调查表 156 份，收回 151

份，儿童由家属与患者共同完成调查表，有效率 97.2%。对护理人员也进行了问卷调查，包含指导

功能康复的时机、次数、困难，发放问卷 13份，收回 13份，有效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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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依从性 对策实施后患者的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策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日常生活能力测定两组日常生活能力相比，观察组整体水平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 

结论 手部的康复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护患之间的相互配合，护理人员真正了解患者康复

依从性低的原因，针对原因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措施，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此外医院的支持系统也

要完善，需要完善的资料，规范化的宣教流程，人力的培养等措施。通过此次对策的实施，提高了

患者手功能康复的依从性，能最大限度的恢复手的功能及外观，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O-1470 

探讨微信式延续性护理对手部烧伤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和 

各项功能的影响 

 
唐婕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观察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手部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手部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60 例研究对象选自本院烧伤重建外科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接收的手部烧伤患者，采

取随机数字表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观察组采取微信式延续性护理干

预，对照组采取普通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者干预后的生活质量和手部运动功能恢复成效。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 FMA 评分（20.85±2.63）分、食指和拇指对捏次数（194.52±28.62）与腕关

节背伸活动度（65.23±5.13），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的（17.96±2.13）分、（173.52±23.14）次

和（60.03±5.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251,6.354,5.862,P<0.05）。相比出院时两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出院后的 1、3、6 个月生活质量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而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有意义（P<0.05）。 

结论  对手部烧伤患者采取微信式延续性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加快其手部运动功能恢复速度，

提升其生活质量，充分体现其价值意义，值得推广。 

  

 

PO-1471 

2012-2017 年间烧伤创面来源肺炎克雷白杆菌对消毒剂敏感性 

变化调查 

 
金剑

1
,徐龙

1
,陈郑礼

1
,何放

1
,王光毅

1
,夏照帆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2.中国人民解放军 92858 部队岸勤部医院 

3.江苏省苏州市市立医院烧伤外科 

 

目的 观察烧伤创面来源的肺炎克雷白杆菌株（Klebsiellar pneumonia，KP）对临床常用消毒剂的

敏感性变化谱，初步探索其敏感性降低机制，为临床消毒剂的合理使用提供依据。 

方法  

从单个烧伤中心 2012-2017 年间收集的创面来源 KP 中，随机选取 100 株菌株/年，测量各菌株对不

同消毒剂（10 种）的最低抑菌浓度（MIC）和最低杀菌浓度（MBC），分析随着时间变化，KP 的消

毒剂敏感性变化谱；在各消毒剂亚致死浓度下将 KP 传代，于第 10、30、50 代再次测量 KP 对各消

毒剂 MIC、MBC 变化，与原代菌株比较敏感性变化；对敏感性降低的菌株进行恢复性传代（50

代），观察敏感性的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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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6 年内 KP 对 10 种消毒剂的敏感性均出现明显降低，敏感菌株占比减少。亚致死浓度下传代

后所有菌株均出现敏感性降低，恢复性传代后，敏感性未恢复。 

结论 KP 对临床常用消毒剂敏感性在 2012-2017 年间持续下降，消毒剂使用有效浓度不足是导致敏

感性降低的重要因素，且由此导致的敏感性降低具有遗传稳定性。 

 

 

PO-1472 

PICC 在 0~3 岁中重度烧伤患儿中的应用 

 
徐邦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比较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PICC)与经外周静脉置管在婴幼儿中重度烧伤中应用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2018 年 3 月至 8 月收治我科符合条件的 40 例 0-3 岁中重度烧伤患儿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

照组，其中观察组 17 例，对照组 23 例。观察组给予在超声引导下置入 PICC 导管，完成预期治

疗，对照组给予常规建立外周静脉导管，完成预期治疗。比较 2 组患儿补液治疗效果、静脉炎及液

体外渗发生率、平均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病区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静脉补液治疗效果及病区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平均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略少于对

照组，无统计学意义；静脉炎及液体外渗发生率明显少于对照组 

结论 0~3 岁患儿，由于年龄及生长发育等特殊原因特别是中重度烧伤患儿多伴有体表静脉严重破

坏，多数静脉不可进行输液，穿刺静脉条件不佳，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静脉输液治疗的困难，同时中

重度烧伤患儿伴有大量的体液丢失需补充大量液体，尤其是肠外营养时高渗透压营养液的补充，加

之患儿感染、修复期需长期用药，PICC 可用于快速补液治疗，保证输液治疗的效果；减少静脉炎

及液体外渗发生率；缩短平均住院时间及减少住院费用；提高病区满意度。 

  

 

PO-1473 

Suile TM Wound Dressing 治疗小儿深Ⅱ度烧伤  

创面的临床研究 

 
郭波,冯剑,吕小星,李学拥,李跃军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速愈乐伤口敷料在小儿深Ⅱ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唐都医院烧伤整形科 2014 年～2017 年经确诊的 30 例深Ⅱ度烧伤患儿回顾性分析，并随机分

为 2 组，治疗组患儿给予速愈乐伤口敷料进行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凡士林纱布治疗。分别统计创

面的愈合时间、换药次数、换药时疼痛评分、创面愈合平整度。取创面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观察阳

性率。 

结果 速愈乐组创面愈合时间缩短、换药次数减少、创面愈合平整，对深Ⅱ度烧伤无需植皮。两组

创面细菌培养阳性率有差异。 

结论 应用速愈乐伤口敷料治疗小儿深Ⅱ度烧伤能有效缩短创面愈合时间，明显减少创面换药次

数，显著降低患儿换药时疼痛感，其抑菌效果与凡士林纱布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对深Ⅱ度烧伤无需

植皮，且在治疗期间患者未出现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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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74 

舒适护理在小儿烧伤换药中的应用 

 
林钰梅 

宁德市闽东医院,352000 

 

目的 探讨舒适护理在烧伤患儿换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某三甲医院烧伤科所收治的烧伤患儿 127 例，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对照组 64 例及

观察组 6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分别在换药前、中、后实施舒适护

理 

结果 实施舒适护理的观察组，患儿换药配合度和家长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对烧伤患儿实施舒适护理，可提高患儿对换药治疗的配合，提高护理满意度。 

  

 

PO-1475 

小儿特大面积烧伤合并高钠血症一例分析 

 
刘杰,高京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056000 

 

目的 高钠血症（hypernatremia）指血钠过高（通常为大于 144mmol/L）并伴血浆渗透压过高的情

况。除个别情况外（输入过多含钠盐过多的液体等），本症主要是由失水引起，有时也伴失钠，但

失水程度大于失钠。本病常有细胞内水分减少，因此血容量开始并不下降，但到晚期严重时仍可减

少。 

方法 在密切监测血钠的前提下大量补充水份、增加胶体量、间断利尿治疗。 

结果 高钠血症是大面积烧伤后较常见的并发症，死亡率达 80%，高钠血症发生的原因有①水分补

充不足②晶体摄入过多③大剂量脱水剂的应用④菌血症和创面脓毒症. 

结论 据该患儿发生高钠、高氯的原因分析，考虑主要是晶体摄入过多及水分补充不足，经大量补

充水份、增加胶体量、间断利尿治疗，患儿血钠、血氯降至正常水平。 

  

 

PO-1476 

VERSAJEET 系统精准清创在治疗深 II 度烧伤创面的应用 

 
郭波,冯剑,吕小星,李跃军,李学拥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研究分别用 VERSAJEET 系统清创与传统削痂手术清创治疗深 II 度烧伤创面的临床效果差异 

方法 对唐都医院烧伤整形科 2013 年～2016 年经确诊的 86 例分别通过应用 VERSAJEET 系统清创及

统削痂手术治疗的深 II 度烧伤病人的临床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我们把这些病人按致伤因素分为

热液烫伤组和火焰烧伤组，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 VERSAJEET 系统治疗组和传统削痂组，比较

VERSAJEET 系统清创或传统削术在两组不同致伤因素病人中的治疗效果及在同一人群的治疗效果、

愈合时间及愈后瘢痕增生情况 

结果 在应用不同术式治疗后，其中应用 VERSAJEET 系统清创组中，热液烫伤组的愈合率为 95%，

火焰烧伤组愈合率为 84%，而传统削痂术治疗组中，热液烫伤组的愈合率为 40%，火焰烧伤组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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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37%；对比 VERSAJEET 系统清创组与传统削痂组愈合所用时间，前者较后者明显缩短，愈合瘢

痕的温哥华瘢痕评分前者明显低于后者。 

结论 深 II度烧伤创面治疗中，应用 VERSAJEET 系统清创的近期及远期效果优于传统削痂手术。 

 

 

PO-1477 

1 例重度烧伤合并重度腹泻患儿的护理体会 

 
史巍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 病例介绍 

患儿，男，1 岁 6 月，8 公斤，于 2017 年 4 月 23 日不慎被热液烫伤双下肢、背部，伴剧烈疼痛，

创面发红，大疱，就诊于当地县医院，简单消毒包扎处理。为求进一步治疗转入西藏自治区第二人

民医院继续治疗，予以创面暴露及抗炎（具体不详）、对症补液治疗，治疗过程中出现创面焦痂溶

解，感染加重，为行手术封闭创面治疗就诊于我科门诊，门诊以“双下肢、背部热液烫伤，创面脓

毒症”收入我科病房。入院查体：T：37.0℃，P：95 次/分，R：24 次/分，BP：110/60mmHg。患儿

精神、食欲、睡眠差，发育正常，营养差，小便正常，腹泻，贫血貌，神志清楚。烫伤创面位于双

下肢及背部，面积约占体表面积的 25%，创面黄色厚痂，部分溶解，少量分泌物，部分创基红白相

间，湿润，创周无红肿。去除软化痂皮可见深部蜂窝状创面组织，伴出血点。入院后患儿持续腹

泻，25 次/天，为绿色水样便，伴腹胀、肠鸣音减弱，考虑肠道菌群失调，予以停用抗生素，继续

止泻、营养支持、改善肠道菌群，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治疗。经积极处理，患儿感染、腹泻好

转，与 2017 年 5 月 5 日在全麻下行背部、双下肢烧伤创面切削痂、魔痂邮票皮移植+自体头皮取皮

术。术后积极抗感染、加强营养及创面换药等治疗，期间逐步加强患儿瞎子功能训练，现患儿创面

完全封闭，恢复良好。  

2 护理 

2.1 创面护理 

正常皮肤可有细菌的定殖，创面形成后定殖于皮肤表面的病原微生物突破了皮肤的防御屏障可侵入

皮下组织造成创面感染，当创面组织的细菌量达到 1×105/ g 时将可能发生创面脓毒症[3]。创面

细菌培养是临床准确判断感染的重要标准，如出现红、肿、热、痛的典型局部感染症状，其他如化

脓、渗出液较浓稠、创面边缘皮肤或组织颜色改变、肉芽组织脆弱、易流血、创面异常疼痛、出现

异味则是判断感染的重要参考因素。创面护理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创面感染，加快伤口愈合。大面积

烧伤患者应进行隔离治疗，并对病房进行严格消毒，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前后应做好手卫生[3]。患

儿长时间卧床，创面长期受压也不利于恢复，每 2 小时给予患儿翻身，观察创面的渗液情况，创面

处纱布根据渗液情况及时更换，若创面痂下出现渗出液，应及时清理[4]。密切观察创面变化，并

采集创面分泌物做细菌培养检测，以确定病原菌，指导合理使用抗生素。条件允许时应尽早手术，

清楚感染源，封闭创面，有助于减少创面毒素和炎症介质释放，减轻机体的炎症反应。  

2.2 腹泻的护理    

感染引起的腹泻，由于大便次数较多，且为水样便，患儿卧位时易发生臀红和臀部皮肤破溃，极易

污染臀周双下肢烫伤创面。护理时应注意：患儿平卧位时，将患儿放置在缠有无菌棉垫和无菌纱布

绷带的人字架上，可使患儿臀部抬高悬空，尽量减少腹泻对创面的污染。便后及时给予温水清洗臀

部，洗后用柔软的干纱布或干棉布将水吸干，涂 5%鞣酸软膏并按摩片刻，促进血液循环。对已破

溃的皮肤黏膜，清洗后给予喷成纤维生长因子保护皮肤，促进愈合。 

2.3 营养护理 

  大面积烧伤患者由于开放的创面，大量的渗液会导致蛋白质的大量流失，导致营养不良或缺

乏。要根据患者病情、年龄、基础疾病、营养情况、胃肠道情况、口味等制定个体化的饮食和补充

营养的计划，早期开始肠道营养。补充营养的主要途径应经口服和鼻饲饮食，不仅易吸收，调节胃

肠道功能，副作用少，经济方便，且是必需氨基酸和谷氨酰胺共给的主要来源。患儿来自西藏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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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年龄小，体重低，入院前主要以母乳为主，辅食添加少，入院后腹泻严重。根据患儿的情

况，给予患儿米粥、菜粥、瘦肉粥、软面条、馒头、鸡蛋、酸奶等促进胃肠道恢复，易消化的食

物，患儿吸收较好。定期评估患儿的营养状况，根据病情合理调整食物种类和补充营养的计划。 

2.4 植皮手术护理 

烧伤后创面植皮，是使创面能够早日封闭，从而减少烧伤后并发症，利于功能恢复。 

2.4.1 术前完善各项检查，必要时备血，禁食（奶）、水 4-6 小时，取皮区给予备皮，创造安静舒

适的环境。 

2.4.2 术后取平卧位或俯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观察移植皮片的颜色、温度、血运、出血情况，

若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 

2.4.3 供皮区一般纱布包扎或半暴露，头部取皮区可用红外线烤灯、吹风机烤干，促进干燥结痂，

给予适当头部转动，防止受压。 

2.4.4 植皮区固定制动，需要搬动时，应动作轻柔托起，切忌用力拉动。术后 7-10 天更换敷料，

如有渗血、异味应及时更换。臀部周围及大腿附近植皮区要防止大小便污染，保持干燥。 

2.5 心理护理 

患儿因年龄较小，不能与其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其母亲作为患儿最亲近的监护人，能够比较

清楚的了解患儿的性格及习性，与其母亲沟通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尽管患儿不能完全理解医护人

员的话，也应多与患儿接触，语言柔和可亲，与患儿建立可信赖的友好感情，减轻患儿的恐惧心

理，以利于各种操作和护理。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多给予信心，告知换药给患儿带来的的痛苦和

各种护理操作，目的是为了使孩子早日康复，早日回家，要鼓励患儿积极配合治疗。 

3 讨论 

小儿重度大面积烧伤是小儿常见的意外伤害之一，病情危急，发展较快，并发症较多，需要迅速

抗休克、抗感染、对症等综合治疗。护理工作中应注意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变化，注意保暖，给予良

好的营养支持，积极防治并发症，做好心理护理，最大限度的恢复和保护患儿的外观和功能，提高

生活质量。 

 

 

PO-1478 

皮瓣移植修复头面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郑德义,李自力,王毅,王宝云,彭德飞,肖向阳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头面部皮肤软组织缺损常见于创伤、恶性肿瘤切除术后。表现皮肤及皮下组织损伤及缺损，

甚至颅骨外露、缺损，硬脑膜缺损、脑脊液漏，或者眼睑、鼻缺损，所以修复困难。正确的治疗方

式损伤修复与美观兼顾、为后期形态及功能修复创造有利条件，皮瓣是修复头面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最佳选择。本文总结皮瓣移植在修复头面部皮肤软组织缺损应用经验。 

方法 总结近 5 年我科收治严重头面部皮肤软组织损伤患者，记录其病因、损伤部位、缺损面积及

是否有骨外露，头皮缺损是否颅骨缺损、硬脑膜缺损脑脊液漏。游离皮瓣术前采用多普勒血流探测

仪判定主干血管走行及穿支血管部位，记录皮瓣类型及其面积，皮瓣转移后存活情况。 

结果 头面部皮肤软组织缺损原因多样，主要有高压电烧伤、热压伤、头皮撕脱伤、恶性肿瘤、瘢

痕癌等，部分头皮缺损伴颅骨外露、颅骨缺失、硬脑膜破坏及脑脊液漏。采用头面部邻近皮瓣 11

例，颈横动脉降支背部皮瓣 1 例，颈部扩张器预购二期颈浅动脉皮瓣 1 例，小腿胫骨后动脉皮瓣游

离移植 1 例，大腿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皮瓣游离移植 5 例。皮瓣大小最大面积 36cm×18cm。结果皮

瓣全部存活 16 例；3 例皮瓣远端部分坏死，其中 1 例最大坏死面积 4cm×3cm，再次行皮瓣转移成

功修复。 

结论 小面积头面部皮肤缺损多采用邻近皮瓣修复，但供皮瓣区植皮可能遗留秃发、皮片色素改

变、挛缩及眼鼻牵拉畸形。胫骨后动脉、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皮瓣适用于较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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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剖较为恒定, 切取方便，修复后为后期可能植发创造条件，可行皮瓣修薄以接近周围组织。皮

瓣移植是修复头面部皮肤软组织复合缺损优选方案。 

 

 

PO-1479 

自制负压吸引装置在固定阴囊植皮区中的护理体会 

 
马岩,吴巍巍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自制负压吸引装置在固定阴囊植皮区中的临床应用，总结自制负压吸引装置在固定阴囊

植皮区中的护理措施及体会。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至今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 9 例阴囊部位植皮后采用自制负压吸引装置进行植

皮区固定的患者，通过总结术前的心理护理、创面准备、肠道准备、营养准备及术后的负压参数的

调整、负压整体的维护、体位指导、会阴部护理、心理护理、排便护理、疼痛护理等，制定护理措

施。 

结果 9例阴囊部植皮患者皮片均成活良好。 

结论 自制负压吸引装置是一种固定阴囊植皮区较好的方法。完善术前准备工作，掌握术后皮片固

定的观察要点，实施有效护理，提高手术成功率。 

 

 

PO-1480 

烧伤康复护理措施 

 
聂前容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了解烧伤康复功能锻炼的护理措施及方法 

方法 对患者进行康复功能锻炼 

结论 患者能较好恢复 

 

 

PO-1481 

Comparing preferred music and tramadol on pain and 

anticipatory anxiety in burn patients about dressing 

changes 

 
Xiuhang Zhang,Jiaao Yu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Pain management in burn patients is a complicated and challenging problem 

should be considered at the top of research priorities.This study was aimed to 

compare preferred music and tramadol on pain and anticipatory anxiety in burn 

patients about dressing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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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included 180 burn patients,with 

burns up to 10–50%of total body surface area(TBSA), admitted at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Using random permuted blocks of 

sizes 4 with a 1:1 ratio.The patients were allocated into the following 

groups:control group(n=45)receiving the conventional dressing changes;music 

group(n=45)receiving their favorite songs;tramadol group(n=45)receiving 

1 mg kg
1
 tramadol was administered;music-plus- tramadol group(n=45)receiving a 

combination of their favorite songs and 1 mg kg
1
 tramadol was administered.To 

collect the data at six different time points about the intervention,the 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MPQ-SF)was ued for pain,the Persian version of Burn Specific 

Pain Anxiety Scale( BSPAS)were used for data gathering anticipatory anxiety,heart rate 

documented by Portable Multi-Parameter Monitor, and overall patient satisfaction by 

patients.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version 21.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usic-plus- tramadol group had better outcomes 

with respect to pain and anticipatory anxiety relieve about dressing changes. 

Conclusions As a conclusion,the u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ramadol and music was 

found to be a good treatment op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procedural pain suffered 

by adult patients during dressing changes,it showed synergistic effects in reducing 

pain and anticipatory anxiety as compared to music or tramadol method alone. 

 

 

PO-1482 

负压联合早期削痂对深 II 度创面疗效的临床观察 

 
杨明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几种深 II度烧伤创面处理方案的临床疗效的优劣性。 

方法 对我科室 2010 年 1 月-2018 年 4 月收治的 100 例深 II 度烧伤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① 年龄 

12-60 岁；② 40% TBSA≥烧伤面积≥5% TBSA；③ 烧伤深度为深 II 度，受伤 48 小时内首诊，之

前未采取其他治疗方法。按照包扎、削/磨痂术＋包扎、削/磨痂术＋NPWT 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将病

例分为 3 组分别为 A-C 组，其中 A 组 38例，B组 35 例，C组 37例，以创面愈合时间、瘢痕形成面

积、以及住院费用、住院时间等指标，通过统计学方法对各组进行比较。 

结果 削/磨痂术＋NPWT 组创面愈合时间、瘢痕形成面积，明显低于削/磨痂术组，存在统计学差

异；包扎组则高于削/磨痂术组；住院费用 A-C组明显递增，而住院天数则呈递减。 

结论 深 II 度烧伤创面的削/磨痂术＋NPWT 治疗方法能够有效的缩短创面愈合时间，降低瘢痕增生

风险，缩短住院时间，但住院费用平均提高 20%。削/磨痂术＋NPWT 是深 II 度烧伤创面较有效的治

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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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83 

严重烧（烫）伤早期合并胸腔积液  临床观察与探讨 

 
邵铁滨,马振伦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150000 

 

目的 观察严重烧(烫）伤早期合并胸腔积液这一病理现象对严重烧(烫）伤患者病情的影响及应对

措施的疗效，探讨其发病机理及防治。方法：对 48 例烧伤面积大于 50%(20-60 岁）患者出现不同

程度胸腔积液进行临床观察，同时观察其对呼吸功能的影响以及在采取提高胶体渗透压、利尿等针

对措施后，临床效果。讨论：严重烧(烫）伤早期合并胸腔积液这一病理现象的病理基础及成因，

治疗措施的有效性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方法 在 48 例出现胸腔积液的病例中，在伤后 48-96 小时进行肺 CT 检查均可不同程度胸腔积液者

39例，占 80%，在伤后 24-48小时进行肺 CT检查均可不同程度胸腔积液者 8例，占 16%。 

结果 严重烧(烫）伤患者早期发生胸腔积液可能性极大，对肺脏功能影响明显，及时纠正，对整个

治疗过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结论 严重烧(烫）伤患者早期发生胸腔积液可能性极大，对肺脏功能影响明显，及时纠正，对整个

治疗过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必须密切观察及时有效处理，才能提高救治成功率。同时对这一病理

现象的成因、预防、应对等需进一步探索、研究、探讨，以获得更有效的治疗方法，为临床治疗提

供有利武器。 

 

 

PO-1484 

大面积深度烧伤削痂植皮失血量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培龙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目的 量化评估大面积深度烧伤削痂植皮失血情况，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调查 2008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笔者单位连续收治的成人大面积深度烧伤削痂植皮围

术期渡过平稳患者的资料：⑴ 性别、年龄、体重，烧伤总面积、深Ⅱ面积、Ⅲ度面积，吸入性损

伤，死亡时间及原因；⑵ 烧伤后削痂时间、部位、面积，是否用止血带，手术持续时间，创面移

植物种类；⑶ 术前 24 h 内及术后 48 h Hb 浓度。采用 Budny 公式计算术中及术后 48 h 内失血

量，通过一元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相关因素对失血量的影响。 

结果 110 次手术中，削痂时间伤后（5.8±2.9）d，削痂面积（35±11）% TBSA，手术持续时间

（2.7±0.7）h。计算失血量为（122±27）mL/1%削痂面积，烧伤总面积、Ⅲ度面积、伤后削痂时

间、削痂面积、创面移植物、手术持续时间对失血量有明显影响（r 值分别为 0.32、0.20、0.31、

0.81、0.23、0.52，P 值为小于 0.001～0.05）；削痂面积是对手术失血量影响最大的变量

（r=0.841，P＜0.001）。＞30%削痂面积总失血量明显增加（P＜0.001），而低于此值则随削痂面

积减少单位面积失血量明显增加（P 值为小于 0.001～0.05）；伤后 2～3 d、4～6 d 、7～14 d 单

位面积失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2.987，P=0.055）。不用止血带与用止血带比较单位面积失血

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71，P=0.787）。 

结论 本组成人大面积深度烧伤削痂植皮术中及术后 48 h 内失血量为（122±27）mL/1%削痂面积。

失血量的影响因素包括：烧伤总面积、Ⅲ度面积、伤后削痂时间、削痂面积、创面移植物、手术持

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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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85 

Mitochondrial DNA-Indu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Lung Injury in Thermal Injury Rat Model: Protective 

Effect of Cyclosporine-A 

 
Ruiqi Liu,Zhenyu Zhang,Junjie Chen,Ying Cen 

West China Hospital 

 

Objective Burn trauma is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profound inflammation and organ 

injuries, especially the lung. 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s), such as 

mitochondrial DNA (mtDNA), released after tissue injur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lammation.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profiles of cyclosporine-A (CsA) in rats’ models with thermal injury. 

Methods We studied twenty-four C57BL/6 mice which were randomly subjected to four 

groups: a sham-operation group (SO group, n = 6), an experiment group (a full-

thickness thermal injury covered 30% of the TBSA, n = 6), a low-CsA group (injection 

of 2.5 mg/kg of CsA 15 minutes before the thermal injury, n = 6) and a high-CsA group 

(injection of 25 mg/kg of CsA 15 minutes before the thermal injury, n = 6). Systemic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nd plasma mtDNA were measured while lung injury was evaluated 

pathologically and cytosolic cytochrome c and mtDNA were detected. 
Results Noticeable increases in concentration of mtDNA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 were 

obtained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two CsA groups comparing with the SO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ecreases in the concentrations of mtDNA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 with increasing doses of CsA (p < 0.05). Similarly, severity of 
lung injury was mitigated with increasing doses of CsA. Meanwhile, CsA also attenuated 

oxidative stress and release of cytochrome c and mtDNA in the lung tissue on a dose 
dependent manner (p < 0.05).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ed mtDNA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rmal 

injury-induced inflammation and lung injury. CsA might exert dual protective effects, 

reducing the release of mtDNA and limiting the mtDNA-induce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 the lung, on the thermal injury-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PO-1486 

放射粒子植入后胸部溃疡修复 1 例 

 
吴继炎,傅智慧,吕瑞林,谷松坡,陈筱莉 

杭州烧伤专科医院 

 

患者⼥女女，43 岁。右侧胸部反复溃疡 3 年年⼊入院，3 年年多前患者因乳腺癌⾏行行右乳切除

根治术，并在右乳房区域、右侧腋窝区域植⼊入放射粒⼦子约 50 颗（照⽚片 1），2 个⽉月后右乳区

域形成创⾯面，⼤大⼩小 10cm×15cm，给予⾃自体⽪皮⽚片移植后创⾯面愈合， 

6 个⽉月后右侧乳房区域植⽪皮部位再次出现创⾯面，⼤大⼩小 2cm×3cm，换药治疗 2 年年，创⾯面

⼀一直未能愈合。否认糖尿尿病史。⼊入院检查：右侧乳头内侧 2  cm 处⼀一个溃疡，⼤大⼩小

2cm×3cm，基底灰⽩白⾊色，深达肋肋⻣骨（照⽚片 2）。化验：GPT54U/L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815 

 

，GOT65U/L，CRP13.6MG/L，铁蛋⽩白 226.   6μg/L，创⾯面细菌培养：中间葡萄球菌，对多种

抗菌药物敏敏感。⼊入院后⼀一周在麻醉下，沿溃疡边缘外 1cm 切除溃疡组织，深达肋肋⻣骨，取出

放射粒⼦子 5颗（照⽚片 3），形成 4cm×6cm⼤大⼩小创⾯面，切取同侧胸 

三⻆角⽪皮瓣移位修复，⽪皮瓣⼤大⼩小 6cm×8cm，供瓣区直接缝合。⽪皮瓣全部成活，溃疡愈合

（照⽚片 4）。切下组织送病理理检查：符合⽪皮肤慢性溃疡，⼤大⽚片坏死，未⻅见癌细胞(照⽚片

5)。近年年来，碘 125 放射粒⼦子植⼊入治疗恶性肿瘤病例例增加，国家卫计委出台了了《放射性粒

⼦子植⼊入治疗技术管理理规范（2017）》。对于放射粒⼦子植⼊入距离⽪皮肤表⾯面⼩小于 1cm 的

患者，或者放射粒⼦子植⼊入部位⽪皮肤条件差的患者容易易发⽣生局部⽪皮肤坏死溃疡形成，这种

溃疡局部换药难于愈合，需要⽤用⾎血运更更好的⽪皮瓣进⾏行行修复。 

 

 

PO-1487 

烧伤创面护理 

 
苏玲玲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随着社会的进步，电，热，化学等现代文明的发展，烧伤的发生率显著提高。根据烧伤的部

位，面积，深度采取相应的护理。  

资料与方法 

   我院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收治了一批大面积烧伤的患者，烧伤面积与深度各不同，患者均有

明显的全身反应，创面正确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患者的病情变化及预后情况。 

一般护理 

（1)室温 28~32℃，相对湿度 40%~50%，注意病室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2)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每日进行病室消毒，严防交叉感染。 

（3)接触创面的物品均需消毒灭菌，及时更换被浸湿敷料。 

（4)充分暴露创面，定时翻身。有背臀部及大面积烧伤患者，应卧于翻身床，以便定时改变体位，

防止受压部位暴露不彻底，且有利于大小便护理，随时保持会阴部清洁干燥。 

（5)加强创面护理，尽量保留完整的水泡皮，及时清除已破溃或邹缩的水泡，保持焦痂干燥完整，

预防感染。 

（6)合理用药，减少多重耐药的发生，防止感染。 

（一）包扎疗法护理 

（1）包扎的敷料应超过创面 5cm，可由远端向近端用绷带适当加压包扎，腹股沟及肩部创面，绕

至对侧行 8字形包扎。 

（2）注意抬高患肢，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肢体肿胀。观察远端末梢血液循环情况，一旦出现指

（趾）端青紫，发凉，感觉麻木时，应拆开包扎绷带，如仍不能缓解，立即报告医师，及时处理。 

（3）双手及关节部位包扎，应注意固定于功能位，各指（趾）间应以敷料分隔包扎，防止粘连而

形成并指畸形。 

（4）患者如出现高热，血象异常，外层敷料虽未见渗透，仍应及时打开敷料，检查创面情况，排

除感染。当渗液或脓液渗至外层敷料，敷料发绿，有臭味，患者主诉疼痛时表示创面已感染，应立

即更换敷料，检查创面，调整治疗方案。 

（5）保持外层敷料干燥，清洁，防止敷料湿透而易发感染。会阴周围烧伤，可以在上大腿上方内

侧，肛门周围用凡纱保护敷料，做好大小便护理。 

（6）根据情况增加输血，输液量。充分止血后，可用异体皮，畸形和功能障碍。为此，应积极处

理使创面早日愈合，辨明坏死组织层次，否则影响植皮成功等。 

（二）半暴露疗法护理 

1）采用半暴露疗法时纱布必须紧贴于创面，其间不能有间隙，以免积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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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常检查已干燥的单层纱布下方有无积脓，有积脓时需及时更换纱布或调整治疗方案。 

3）供皮区创面采用半暴露疗法时，需去除外层敷料，仅留一层油纱，以免血块与多层纱布黏结后

在创面愈合过程中磨破新生表皮而影响愈合。 

4）与创面黏附紧密的纱布。无需强行揭除，待创面愈合后即可自行脱落。如纱布部分脱落时应及

时予以修剪，以免患者翻动时撕破尚未愈合的创面。 

（三）浸浴疗法护理 

1）初次浸浴时，应向患者做好解释工作，使其在操作过程中很好配合。 

2）注意安全，以免发生跌倒危险。 

3）浸浴中，如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心悸，出冷汗，脉细弱等虚脱表现，应立即停止浸浴，并予相

应处理。 

  4）供皮区内层敷料或油纱与创面粘贴紧密时，在水中不要强行揭除。浸浴后可行半暴露，用烤

灯烤干。 

5）注意保暖，浸浴时保持室温，浸浴后应迅速用干纱布试干，防止受凉。 

 (四）晚期残余创面的护理 

1）清洁正常皮肤和新愈皮肤时，避免未愈合创面脓性分泌物浸渍新愈创面上皮而造成糜烂，坏

死，使创面扩大。 

2）深度烧伤创面愈合后，即应用弹性织物（弹性绷带或弹力套等）压迫，在行功能锻炼。尤其是

下肢，若未用弹性织物即下地活动，新愈皮肤易起水疱，甚至破溃而感染，导致残余创面形成，另

外，为避免关节周围起水疱，不宜做强力被动活动。 

3）供皮区或深度创面在愈合过程中，常常出现痒感，若经常出现搔抓，敲击，易使皮肤破溃感

染。可使用石蜡油外涂有一定保护皮肤及止痒效果。 

4）患者床单位保持清洁，平整，搬动患者时注意保护新皮肤，勿使其擦破。严禁强行撕去已愈创

面上覆盖的痂皮，以免撕脱新生上皮形成创面。 

5）通过新愈皮肤输液时，易引起组织内渗而致水疱形成和表皮坏死，故应尽量避免在新愈创面上

输液。 

6）晚期迁延不愈的残余创面，易导致患者心理问题及功能障碍，给患者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护理

人员及家属应给予更多的关系和帮助。 

烧伤仪器及药物运用注意事项 

  悬浮床的应用  悬浮床是目前医治大面积烧伤患者先进的医疗器械之一，由沙粒悬浮床通过气

流形成波浪，使人悬浮起来，它可以有效缓解皮肤受压，减少疼痛，使其舒适。同时调节适宜温度

改善患者治疗，增加创面蒸发量，抑制细菌生长。使用期间床温设置适宜，密切观察患者 24 小时

出入量，保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做好基础护理，预防并发症。 

  翻身床的应用  翻身床是一种特殊的病床，是为烧伤病人特制的专用床。它可以充分暴露创

面，避免创面长期受压而加重感染，便于更换体位，减轻患者痛苦。它适用于躯干四肢及臀部烧伤

患者。极度虚弱或严重心血管疾病，严重头面部烧伤患者禁用。使用前检查翻身床部件是否完好，

保证其灵活性，牢固及安全性。翻身时注意各种管道，避免旋转时脱落及打折。使用期间应注意监

测脉搏及呼吸，翻身时间适宜，注意骨突处均应垫棉垫，防止发生褥疮。 

  磺胺嘧啶银的应用  磺胺嘧啶银是有机银化合物，它抗菌作用强，是治疗大面积烧伤患者的首

选药。使用期间应配合红蓝光治疗仪，充分暴露，保持创面干燥。 

 

 

PO-1488 

芬太尼联合丙泊酚用于烧伤创面换药镇痛的临床观察 

 
孟庆楠,崔正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评估芬太尼联合丙泊酚在烧伤换药中的镇痛镇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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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 例烧伤患者（TBSA>30%，浅Ⅱº-深Ⅱº，男性 12 例，女性 8 例），烧伤 1 周后首次给予无

痛换药，每例患者换药 2～3 次。均采取隔日换药，随机进行无痛换药 30 人次，并随机选取普通换

药 30 人次。换药时间 10～30 min。无痛换药首先给予一个镇痛负荷量，静脉注射予芬太尼 l.5μg

／kg，5 min 后于 30 s 内静脉推注丙泊酚 2μg／kg，后以 0.4mg／(kg·h)持续泵入，直至换药结

束。普通换药以生理盐水代替镇静镇痛药物，操作过程同上。采用换药时进行视觉模拟评分

（VAS）及 Ramsay 镇静评分，并全程监测血压(BP)、心率(HR)、呼吸频率(RR)和脉搏血氧饱和度

(SpO2)。换药过程中均未给予吸氧或辅助呼吸。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无痛换药组患者 VAS 评分为（2.4±1.5），普通换药组（6.3±1.7）， Ramsay 镇静评分无

痛换药组(2.6±0.5)，普通换药组（1.1±0.4）。 

结论 芬太尼联合丙泊酚在烧伤换药时的应用有效降低了患者的疼痛感觉及焦虑程度。 

  

 

PO-1489 

两种不同外用药对大鼠烫伤创面感染 及愈合影响的研究 

 
李德绘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建立 SD 大鼠深 II°烫伤创面，利用纳米银抗菌凝胶及莫匹罗星软膏对创面进行换药处理，

探究其对大鼠烧伤创面愈合、感染、组织炎症反应、微血管再生等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SD 大鼠 56 只四组，A、B、C 三组每组 18 只，D 组 2 只。A 纳米银组，B 莫匹罗星组，C 凡士

林组， D 病理检测组。大鼠背部制成深 II°烫伤创面，D 组病理验证烫伤深度，A 组外用纳米银抗

菌凝胶，B 外用莫匹罗星软膏，C 凡士林纱布覆盖。伤后前 3 天及第 7、11、15、21 天常规换药治

疗，余视创面渗出及感染等情况进行换药至愈合。伤后第 7、11、15、21 天测量创面面积，细菌培

养，计算创面愈合率及感染率；于第 3、7、14、21 天，每组随机取 3 只切取组织进行 HE 染色，

Masson 染色组织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CD68、CD34 表达，观测创面组织的巨噬细胞含量及微

血管密度，数据统计学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愈合时间：A 组为 21.17 士 1.72 天，B 组为 24.50 士 1.52，C 组为 27.83 士 1.94 天，

三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F=22.14，P=0.001<0.05)，且两两比较，P＜0.05；（2）创面愈合

率：伤后第 7 天，A 组愈合率大于 B、C 两组，P＜0.05；伤后第 11 天三组无明显差异，P＞0.05；

伤后第 15 天，A 组与 B 组比较，P＞0.05，无明显差异，A、B 组愈合率均大于 C 组，P＜0.05，差

异明显；伤后第 21 天，A、B、C 三组间两两比较均有差异，且 A 组＞B 组＞C 组；(3)细菌感染

率：A、B 组未检测到明显细菌感染，C 组创面自第 7 天始检测出感染细菌，且细菌感染率随时间渐

高，至伤后第 11 天最高（33.3%），后逐渐下降，第 21 天为 22.2%；（4）创面组织：HE 染色显示

A 组与 B 组炎症表现类似，但较 C 组炎症反应轻；伤后第 7 天可见创面大量微血管生成，炎症反应

明显，伤后 14 天可见真皮层胶原纤维连接，伤后 21 天，A、B 两组创面新生上皮分化较好，C 组仅

个别创面表皮上皮化；Masson 染色显示，伤后第 14 天，A、B 两组可见新生胶原交错分布，C 组胶

原沉积，结构紊乱；CD34 阳性血管密度：A 组微血管密度值均大于 B、C 两组，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纳米银抗菌凝胶及莫匹罗星软膏对烧伤创面均有较好的抗感染效果。纳米银抗菌凝胶疗效较

好。促进创面愈合，缩短愈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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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90 

血液灌流辅助治疗急性苯化合物中毒并灼伤的临床治疗与 

疗效观察 

 
王珣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原: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215000 

 

目的 观察急性苯化合物中毒并灼伤的临床治疗与疗效。苯化合物（特指单环类），会直接损害各

种细胞，强烈腐蚀皮肤黏膜，经皮肤、消化道等吸收，主要临床表现为皮肤灼伤，吸收后会引发多

脏器中毒，对中枢神经造成抑制，并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本研究在急性苯化合物中毒并灼伤的临

床治疗中采用血液灌流辅助治疗，发现其疗效较单纯常规治疗显著。 

方法 选取我院 2008 年 1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急性苯化合物中毒并灼伤患者 50 例，依据随机数

字表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常规治疗组（n=25）和血液灌流组（n=25）两组，对两组患者的治愈、好

转、死亡及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常规治疗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在患者入院后立即给予

其抗休克治疗，同时在通风条件下对其进行清洗，清洗过程中将清水、5%碳酸氢钠液充分利用起

来，并对其进行擦洗，擦洗过程中将 75%酒精充分利用起来。如果患者为浅昏迷，则给予患者面罩

吸氧治疗，而如果患者深度昏迷，则给予其气管切开给氧辅助人工呼吸。第 1d 为患者平均补液

7080ml，即给予患者静脉推注 160mg 速尿+625ml20%甘露醇+625ml5%碳酸氢钠，维持尿量为 184-

220ml/h，第 1 个 8h 尿量在 200ml/h 以上。清创后运用暴露疗法处理创面，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给

予其小面积切痂植皮术等治疗；血液灌流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常规治疗方法同

上，血液灌流治疗的具体操作为：应用爱尔 ZX-260 树脂血液灌流器对患者进行血液灌流治疗，应

用日机装 DBB-27 血透机、NIPRO-130G 血液透析器对患者进行血液透析治疗，股静脉置管经体外循

环通路建立起来，2h 后将灌流器卸下，继续给予患者 2h 的血液透析治疗。第 2d、3d 给予给予患

者 2 次治疗，方法同上，同时给予患者保肝、抗炎等对症支持治疗 

结果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血液灌流组患者的治愈率 92.0%

（23/25）显著高于常规治疗组 80.0%（20/25）（P<0.05），死亡率 4.0%（1/25）显著低于常规治

疗组 12.0%（3/25）（P<0.05），两组患者的好转率 4.0%（1/25）、8.0%（2/25）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P>0.05），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12.0%（3/25）、8.0%（2/25）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P>0.05）。 

结论 急性中毒苯化合物中毒并灼伤采用血液灌流辅助治疗具有较为显著的疗效。 

  

 

PO-1491 

烧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孙雅婷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烧伤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意外损伤，也是对人体破坏性很大的创伤。治疗护理复杂、病

程长、烧伤后瘢痕形成、毁容和功能障碍都会给病人造成极大痛苦，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负担。我

们通过了解烧伤患者的心理状态，探讨与其心理健康相关的因素，针对处于不同病程阶段的烧伤患

者，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对策。烧伤病人的心理护理在治疗护理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稳定

病人情绪，改善其不良的心理状态 

方法 在各种烧伤病人的护理工作中，对病人实施严密隔离，特护，对生命体征、出入量进行密切

观察，可为医生判断病情采取有效治疗措施提供有力依据。对病人加强基础护理、心理护理、生活

护理，对于减少并发症，达到治疗目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将护理体会介绍如下： １临床资

料２０17～２０ 1 8 年收治的烧伤病人２３６例。其中，１６例瓦斯爆炸伤，烧伤面积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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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０％的６例，６０％ ～８０％的５例，烧伤面积＜６０％ 的５例，均伴有不同面积的

Ⅲ度烧伤，７例病人合并有不同程度的吸入性损伤，除２例因烧伤面积＞９０％，以Ⅲ度烧伤为

主。２００例水烫伤，均为Ⅲ度烧伤，烧伤面积均不足２０％。 

结果 酒精烧烫伤病人２０例，烧伤面积１０％ ～３０％，均为深Ⅱ度烫伤。所有病人入院后及时

行吸氧、补液、清创处理，积极抗休克，防治感染，行切痂植皮手术等治疗，经积极有效的治疗和

精心的护理，于伤后３０～６０ｄ治愈出院。２护理措施２．１对病人进行评估 病人到达医院

后，护士应迅速对创面做出全面评估，通过收集资料（包括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做出护理诊断。

列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以及致伤因子的理化性质，主要包括烧伤面积、深度、合并伤、心理创

伤，有无并发症等，最重要的是面积和深度估计。２．２初期护理 对病员进行评估的同时应立即

行快速有效的急诊处理，对病员要做出具体分析，制定抢救和护理方案，首先处理危及生命的问

题，及时有次序地进行并迅速准备烧伤病房。 

结论 应首先排除合并伤后，快速建立静脉补液通道，加强休克期护理，同时，预防创面感染，减

少创面感染的机会。在临床实践中，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程及消

毒隔离制度，加强心理护理，进行个体化健康宣教，立足基础护理，灵活使用护理手段，用高度的

责任心和爱心对待每一位病人 

 

 

PO-1492 

颜面部烧伤后治疗的护理体会 

 
胡丽明 

南京公安消防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颜面部烧伤后早期治疗的相关护理经验 

方法 对 85例伴有颜面部烧伤的患者进行早期治疗的护理干预 

结果 本组 85 例患者经过治疗后，颜面部创面均在 1~12 天愈合，无明显增生性疤痕形成，新生皮

肤经治疗后色素沉着均有效改善。其中 8 例深度较深者出现少量增生性疤痕及色素沉着。给予护理

干预前，患者 SDS 抑郁量表评分平均分为 63.5 分，SAS 焦虑量表平均分为 58.4 分，护理干预后，

患者 SDS 抑郁量表评分平均分为 40.2 分，SAS 焦虑量表平均分为 38.5 分，与护理干预前后比较，

患者 SDS评分与 SAS评分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早期积极护理干预，对改善患者心理、促进创面愈合，均有重大意义 

 

 

PO-1493 

介绍一种简易、经济实惠的 PRP 制作及其临床应用 

 
李汉华、赖文、熊兵、黄志锋、孙传伟、罗红敏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介绍一种为患者节省大笔费用的临床简易式 PRP制作，并观察其在慢创中的疗效； 

方法 运用预充式注射器及普通离心机，经过无菌操作，采用 Aghaloo 二次离心法制备 PRP，于

2018.3-2018.6 月共收集病例 22 例，检测 PRP 血小板浓度，白细胞浓度及红细胞浓度，并进行创

面注射或制成 PRP凝胶填充，观察创面效果及不良反应； 

结果 经此法对 22 例患者进行血液分离均可获得 3-6 倍的 PRP（1262±115）×10
9
/L ，白细胞为生

理浓度的 3-4 倍（38±11）×10
9
/L，红细胞为 0.76 倍（80±15）g，经创面注射或窦道填充，均

取得较理想效果，无一例发生不良发应。 

结论 简易式制备 PRP，既达到临床所需效果，又为患者折省大笔费用，值得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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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94 

主题：投稿 特重烧伤病人夏季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有效措施 

 
王肖蓉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71000 

 

目的 总结烧伤病房夏季特重烧伤病人出现多重耐药菌的感染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有效的措施单独

隔离、手卫生、污物房间打包直接外送、房间内清洁刷地冲洗、等可以减少和预防 烧伤病房多重

耐药菌感染的发生。 

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7 年 6 月 1 日-2017 年 8 月 1 日收治的特重烧伤 病人出现多重耐药菌 8

例，年龄 49-65岁 平均 54岁，男 2人，女 6人。 

结果 创面分泌物，血培养，导管培养均有发生。感染的病原菌以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 

结论 通过对去年夏季烧 伤病房内特重烧伤病人多重耐药菌感染的 有效措施的总结，今年夏季及

早防范，杜绝再次发生。 

 

 

PO-1495 

腔镜在窦道性创面应用体会 

 
王丽英, 牛希华,黄红军,杨冠龙,石凡超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腔镜在窦道性创面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4.6-2018.6 窦道性压疮 8 例。男 3 例，女 5 例；年龄 50～76 岁，平均

61.6 岁。创面部位：2 例右髋关节，3 例左髋关节，2 例左臀部，1 例右臀部，均为“口小底大

的”创面，且深度普通镊子不能达到窦腔底部。应用胆道镜或关节镜观察窦腔性创面。 

结果 窦道镜能直观查看创面情况，是否有肉芽、坏死组织，是否骨质破坏，部分能深达窦腔底

部，并能取少量组织进行病理检查。结合 CT能更好的了解窦道情况，选择下一步解决方案。 

结论 胆道镜或关节镜在窦道创面中的应用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辅助检查方案。 

  

 

PO-1496 

痛风患者痛风石破溃伴感染的临床特点分析 

 
徐建军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25000 

 

目的 研究痛风患者痛风石破溃合并感染的临床特点。 

方法 病人来源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外科，分析病人的临床特点和创口特点。 

结果 总共有 38 例痛风石合并破溃患者入选，其中有 18 例合并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最常见的

致病菌，见于 9 例患者。合并有感染的患者年龄较非感染患者大（69.6 vs. 60.1 岁, p<0.01），

生活质量也较低。和非感染的患者相比，感染患者痛风溃疡病程较长(125.6 vs. 54.2 天, 

p<0.01)，溃疡面积更大(2.47 vs. 1.99 cm2, p=0.04)，有更多的组织坏死率(55.6%0. vs. 20%, 

p=0.01)，更低的边缘肉芽肿形成(27.8% vs. 70.0%, p=0.02) 和更多的渗出物水平(p<0.01) 。此

外，感染的患者创口愈合时间较非感染的患者明显延长(35.3 vs.20.3天, p=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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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老年痛风患者合并有长期的大面积的痛风石溃疡容易发生局部的感染，感染可降低患者的生

活质量并影响创口愈合时间。 

 

 

PO-1497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治疗儿童颅骨外露创面中的应用效果 

 
孔亮亮,严俊, 崔杰, 陈建兵, 邹继军 ,沈卫民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封闭式负压引流（Vacuum-assisted closure, VAC）技术在治疗儿童烧伤后颅骨外露创

面中的临床应用效果，以及如何使用负压来治疗无法固定的儿童颅骨外露。 

方法 对 2017 年 01 月至 2018 年 01 月我院烧伤整形外科共收治儿童烧伤导致颅骨外露创面患儿共

12 例，电击伤 7 例，火烧伤 3 例。烟花烧伤 1 例，炮竹炸伤 1 例。其中额骨外露 6 例，顶颞骨外

露 4 例，枕骨外露 2 例。彻底清创后予以 VAC 黑色敷料覆盖创面，每周更换一次敷料，负压维持在

60-120mmhg 左右。观察分泌物情况，定期检查负压是否漏气。待新鲜肉芽组织完全覆盖创面时，

及时给予刃厚皮片植皮,术后 5天打开创面观察植皮成活情况。 

结果 12 例患儿经过 2-3 次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创面新鲜，肉芽组织均生长良好，其中 9 例植皮

完全成活，2 例散在皮片坏死，经换药 2-3 次后愈合，1 例自行愈合，未行植皮。所有患儿随访半

年，植皮及取皮创面均恢复良好。瘢痕严重。 

结论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用于治疗儿童烧伤后颅骨外露创面效果满意，能加快促进创面肉芽组织

生长，减少手术创伤和患儿痛苦，加快创面愈合。是一种治疗儿童烧伤后颅骨外露的创伤小，效果

明确的治疗方法，值得推广。 

 

 

PO-1498 

水胶体在烧伤瘢痕点阵激光创面的应用体会 

 
牛希华,黄红军,杨冠龙,王丽英,石凡超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水胶体在烧伤瘢痕点阵激光创面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我院创面门诊收治的烧伤后增生性瘢痕应用点阵激光患

者 30 例，男性 1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19-45 岁，平均年龄 35.5 岁。创面分布情况：颈面部 15

例，腹部 8 例，胸肩部 7 例。将上述 30 例点阵激光术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水胶体组 15 例和空白

对照组 15 例，两组病例在年龄、性别、全身营养状况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比较两组创面愈合

时间、疼痛程度、愈合后皮肤色泽。 

结果 水胶体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为 5-7 天，平均愈合时间为 5.5 天，患者术后疼痛明显减轻，愈

合后皮肤色泽分布均匀，无明显色素沉着；空白对照组创面愈合平均时间为 7-12 天，平均愈合时

间为 8.5天，患者术后疼痛感明显，愈合后皮肤色泽分布不均，色素沉着明显。 

结论 水胶体能够缩短烧伤后增生性瘢痕应用点阵激光术后创面愈合时间，利于创面愈合，减轻患

者的痛苦，改善创面皮肤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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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99 

坏疽性脓皮病合并溃疡性结肠炎一例 

 
何小龙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患者男，42 岁，2017 年无明显诱因出现黏液血便，暗红色不成形血便，混有黏液，量不多，

每日 2-3 次，伴有腹痛，腹胀，排便能缓解，无里急后重、恶心、呕吐、口腔溃疡、关节痛、寒

战、发热等症状。未予重视，在当地镇医院治疗（具体不详）偶有缓解。2018 年 5 月患者右下肢

皮肤出现多个红色丘疹，水疱伴有疼痛，未予重视。患者在家中用艾叶清洗，未见好转，红色丘疹

扩大，水疱破裂，中心坏死，创面扩大，伴有流水、疼痛、发热。在当地医院治疗（具体不详）治

疗无效后遂来我院，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收住我院。患者既往有 11 年糖尿病病史，未正规治疗，

间断口服二甲双胍、拜糖平、皮下注射胰岛素等治疗，血糖控制不理想，期间出现过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个人史、家庭史无特殊。 

入院查体：体温 36.6，脉搏 71 次/分，呼吸 20 次/分，血压 100/60mmHg，发育正常，营养

差，神志清楚，对答切题，精神不佳，急性痛苦面容，查体合作。全身皮肤、巩膜无黄染、浅表淋

巴结未扪及肿大。头颅五官正常无畸形，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0.3cm，对光反射灵敏，耳鼻

道通常，无溢液。口唇红润，空腔粘膜正常无溃疡，眼部无红肿，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

中，甲状腺无肿大，颈静脉无怒张。胸廓对称无畸形，呼吸动度一致，心肺（—），腹部平坦，柔

软，无压痛及反跳痛，未扪及包块，肝脾肋下未扪及，肝肾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肠鸣音

略活跃。脊柱四肢无畸形，无运动障碍，双下肢凹陷性水肿。专科情况：创面位于右下肢，可见多

个大小不等溃疡创面，呈点片状分布，全层皮肤缺损，其中右大腿可见两处溃疡创面，大小分别是

10cm×4cm，6cm×5cm，小腿中上段内侧创面大小约 13cm×7cm，外侧约 12cm×6cm，其余散在多个

鹌鹑蛋大小分布于右足及右小腿下段。创面红肿明显，可见脓性分泌物，大部分深达深筋膜层，部

分筋膜及脂肪组织变性坏死，其中小腿外侧可见部分肌肉坏死，皮温高，触痛明显，远端微循环

差。 

辅助检查：血细胞分析：WBC 5.24×109 /L，NEU-R 0.756，RBC 2.77×1012/L，HGB 76g/L，

sCRP 95.58mg/L。血生化：K 2.63mmol/L，Ca 1.78mmol/L，Mg 0.68mmol/L，P 0.22mmol/L，TP 

36.3 g/L，ALB 21g/L，GLB 15.3g/L，PA 126mg/L。凝血检查：PT 14.7 秒，PT（%）54.3，PT-

INR 1.34，APTT 39.7 秒，FIB 5.17g/L，D-Dimer 0.87mg/LFEU。降钙素原检查：0.29ng/ml。伤

口分泌物细菌培养提示大肠埃希菌感染。双下肢血管彩超提示右侧胫前动脉近心段及中段走行区未

探及确切动脉血流信号提示管腔闭塞。右侧胫前动脉远心段及右足背动脉供血不足。双侧股总动

脉、双侧腘动脉、双侧胫后动脉、双侧胫前动脉、双侧足背动脉硬化。双下肢静脉未见异常。胸腹

部 CT 提示：1.双肺弥漫斑点影、少许斑片影，边缘模糊，支气管壁增厚。2.纵膈内未见增大淋巴

结。冠状动脉前降支钙化，心包少量积液。双侧胸腔少量积液。3.肝右后叶下方见少量积液，胆囊

内见片状高密度影，胆囊壁增厚，考虑胆泥伴胆囊炎改变可能。4.脾体积稍大。5.左肾盏见一点状

高密度影，最大径约 0.5cm，考虑小结石。6.腹膜后、盆壁淋巴结未见增大。盆腔少量积液。腹腔

内小肠积气、积液，课件数个气液平。7.右大腿根部皮肤增厚、软组织肿胀，右腹股沟淋巴结稍

大。大便检查潜血实验（—）。 

予以抗感染，胰岛素控制血糖，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在全麻下行右下肢

清创探查+负压封闭引流术，术中见：右下肢皮肤缺损深达筋膜层，筋膜坏死变性，沿筋膜间隙向

四周扩散，形成多个潜在腔隙，小腿中上段前侧，部分胫骨外露。术后予以抗感染，止血，营养支

持等对症治疗。1 周后拟行修复手术时，患者自动离院。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再次入院。患者右下

肢创面肉芽组织水肿、老化，创周皮肤红肿，有潜腔形成，较前扩大，右大腿创面大小约

15cm×10cm，外侧约 15cm×8cm；右小腿皮肤近乎全部溃烂；四肢出现散在分布的米粒大小的红色

丘疹，中心可见溃烂。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在全麻下行“右大腿取皮+右下肢清创+右腓肠肌肌皮瓣

修复+植皮术”，术后病理报告提示：送检皮肤及脂肪组织坏死，出血，中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

浆细胞浸润，肉芽组织形成，纤维组织增生，组织细胞及泡沫细胞聚集，多核巨细胞反应。术后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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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抗感染，止血，胰岛素控制血糖，口服醋酸泼尼松片 60mg qd，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术后 6

天，患者腹泻次数减少，全身红色皮疹减少，供皮区愈合好，植皮区皮片及肌皮瓣存活。肠镜检查

提示：结肠粘膜重度炎症伴糜烂。 

讨论：坏疽性脓皮病（pyoderma gangrenosum，PG）由 Brunsting 等 1930 年首次报道，可发于任

何年龄，中青年多见，国外资料报道本病好发于中年女性，男女比例在 1∶1.44~1∶3.12 ［1］，

是一种慢性、潜行性、疼痛性皮肤溃疡，常伴有溃疡性结肠炎、关节炎、血液病等。 该病病因不

明，可能是一种免疫性疾病，有报道约半数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不正常，球蛋白增高或降低，多数

患者对结核菌素试验无反应，有人还发现患者血清中存在一种特殊因子，它可以抑制患者的免疫功

能。 本病患者常合并其他疾病，如溃疡性结肠炎、类风湿关节炎、白血病、疱疹样皮炎等，这些

病大多为自身免疫性疾病 ［2］ 。 据国外文献［3］报道，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大约 0．6％～

2．1％ 合并坏疽性脓皮病。 某些肠外器官存在与结肠抗原的相似抗原，加上遗传易感性的因素，

最终导致对这些器官的免疫攻击 ［4］ 。 

坏疽性脓皮病以女性多见，可发生于不同年龄。以 30～50 岁多见，可出现发热，体温 38～

40 ℃ ，轻重不等的关节症状。皮损初期为炎性丘疹、水疱、脓疱或小结节，很快出现中心坏死，

形成溃疡，境界清楚，边缘皮肤呈暗紫红色，溃疡边缘的下方组织有潜行性破坏，溃疡底为湿润、

溢脓的肉芽面，覆有坏死组织，脓液呈黄绿色，有恶臭味。 溃疡中心可不断愈合，同时又不断向

四周呈远心性扩大，周围还可出现卫星状排列的紫色丘疹，破溃后与中心部溃疡融合。 局部疼痛

明显，痊愈后留下肥厚性或萎缩性瘢痕。 皮损好发于下肢、臀部或躯干，也可发生在创伤的部

位，尤其是注射部位。 该病的组织病理表现为溃疡区表皮缺如，真皮上部有坏死，可见急性炎症

浸润，真皮下部有淋巴细胞、组织细胞、浆细胞及慢性炎症细胞浸润，细胞浸润可深达皮下组织。 

在坏死区下方，小血管呈明显的血管炎，在血管周围有肉芽肿性反应 ［2］ 。坏疽性脓皮病除了

典型的溃疡型， 还有几种变异类型：脓疱型、大疱型、增殖型。其中脓疱型常合并炎症性肠病，

可视为肠道病变活动的标志 ［5］ 。 依据临床上可见炎症丘疹、脓疱、潜行性溃疡、疼痛明显，

伴有发热、关节痛等，可以诊断。 需要与增殖性皮炎、皮肤结核、晚期梅毒、着色真菌病等相鉴

别。关于溃疡性结肠炎合并坏疽性脓皮病的治疗，可予以糖皮质激素、英夫利西单抗或阿达木单抗

治疗，同时注意加强全身支持疗法和局部创面的清洁护理。 糖皮质激素是一线治疗，如果激素不

能快速缓解病情，建议使用英夫利西单抗 ［3］ 。 

本例患者诊断治疗过程中，早期未意识到炎症性肠道疾病与皮肤创面的关联，直至全身皮肤红色丘

疹扩散，形成新的皮肤溃疡创面时才发现两者的关联并开始使用糖皮质激素，随后排便次数减少， 

皮肤溃疡创面逐渐愈合。坏疽性脓皮病作为溃疡性结肠炎的肠外表现之一，需要临床医师详细追问

病史，早期发现，充分认识，给予患者个体化治疗，及早控制病情，改善预后。 

 

 

PO-1500 

CGF 治疗新生儿 3 度创面的临床研究 

 
沈卫民,陈建兵，,崔杰，,季易，,陈海妮,邹继军，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 CGF（Concentrated Growth Factors）治疗新生儿 3 度创面的治疗效果并进行经验总

结。 

方法 对我科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收治的 4 例新生儿烧烫伤患儿，其中男 3 例，女 1 例，患

儿年龄：5 天至 28 天。4 例患儿的烫伤面积均在 6% TBSA 以上；深度为浅Ⅱ至深Ⅱ度。我们在清创

室抽取 10ml 患儿末梢血，经过 CGF 离心仪离心，用无菌器皿，进行分离，取用其黄段，用粗网纱

布，将其吸附在纱布上，新生儿创面清创后用 CGF 外敷与新生儿创面上，5 天后换药。4 例新生儿

均使用 CGF 换药 1 次。有 1 例一次换药后痊愈，3 例换药后，创面明显缩小，家长拒绝再次抽血进

行该疗法，因此改用其他方法治疗。我们均用银离子辅料继续换药。但均在 14 天内愈合。治疗过

程中予心电监护，积极抗感染补液支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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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 例患儿治愈出院，创面愈合时间均在 14 天内愈合，愈合的创面瘢痕均不明显，无增生性瘢

痕产生，功能部位的功能正常。该研究未有对照，因此，只能从经验上说，缩短了愈合时间。 

结论 CGF 可以用来治疗新生儿 3 度创面，用自体细胞因子进行治疗，效果要强于药物细胞因子，

CGF 有抗感染力，能减少感染，增进创面愈合，缩短治疗时间，可以运用在新生儿期的烧伤。 

  

 

PO-1501 

纳米银离子敷料和亲水性敷料换药对新生儿烧伤疼痛影响的

meta 研究 

 
沈卫民,高庆文,邹继军,季易,崔杰,陈建兵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纳米银离子敷料用于新生儿烧伤治疗的治疗效果，主要对比纳米银敷料、亲水性敷料，

对新生儿Ⅱ度烧伤的效果研究，通过采用网状 Meta 分析的方法，纳入随机对照试验，分析纳米银

敷料、亲水性敷料治疗新生儿Ⅱ度烧伤时对疼痛的疗效，进而选择最佳的治疗新生儿创面制剂。对

比两种辅料的止痛效果。 

方法  全面检索中英文数据库，纳入 11 各研究机构的研究，纳入比较纳米银敷料、亲水性敷料治

疗Ⅱ度烧伤的随机对照试验，两个作者独立筛选研究、提取资料和评价纳入研究质量，数据分析采

取 Stata 软件进行分析，二分类变量数据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 95％ 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为对疼痛疗效的分析统计量，连续性变量采用均数差（mean 

difference ，MD）及其 95％可信区间为疗效分析统计量。 

结果 纳入 11 个研究（113 例患儿），纳米银离子敷料（OR ：０.５２ ，９５％ CI ：0.18 ～ 

1.51）、亲水性敷料（OR ：1.40 ，95％ CI ：0.36 ～5.66）在疼痛的治疗上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纳米银离子敷料和亲水性敷料换药对新生儿烧伤疼痛影响的没有明显差异，两种敷料对新生

儿疼痛的影响基本一致。 

 

 

PO-1502 

460nm 可见光（蓝光）抗 MRSA 感染的研究 

 
姚敏,杨鹏高,张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是导致医院内、外严重感染的最常见病原菌之一，目前

抗生素治疗仍然是临床中最重要的手段。但是随着抗生素耐药使得 MRSA 的治疗日趋困难。因此，

研发新的杀菌方法十分紧迫。近年来，光杀菌技术成为一种新型的抗菌治疗方法广受关注。研究表

明，波长为 400-500nm 的光具有高效杀灭多种浮游状态病原及生物膜内菌的作用， 但其抗菌的作

用及机制尚有待进一步阐明。 

方法 本研究采用不同剂量 460nm 蓝光分别照射浮游状态和生物膜状态 MRSA，与此同时，我们建立

小鼠创面 MRSA 感染模型，运用 460nm 蓝光对小鼠背部皮肤创面 MRSA 感染的伤口进行照射。此

外，我们利用基因组测序技术分析蓝光照射后 MRSA基因组中的差异基因表达。 

结果 结果证实 80mj/cm
2
蓝光可有效地消除浮游状态和 160mj/cm

2
蓝光可有效生物膜状态下 MRSA，

460nm 蓝光对小鼠背部皮肤创面 MRSA 感染的伤口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可促进伤口愈合。此外，

我们利用基因组测序技术分析蓝光照射后 MRSA 基因组中的差异基因表达，大量数据已证实约三分

之一的上调基因是噬菌体相关的。使用噬菌体抑制剂 GS-11P，发现被蓝光照射诱导后的 MRSA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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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原噬菌体被阻断并且观察到噬菌体颗粒，以上研究发现 460nm 蓝光抗 MRSA 感染的分子生物学

机制可能是通过激活前噬菌体的途径来实现的。 

结论 结果表明，460nm 蓝光可有效地消除浮游状态和生物膜状态 MRSA，可有效控制创面 MRSA 感

染，促进创面愈合，主要通过诱导 MRSA 基因组中温和噬菌体基因表达、组装、合成并释放进而破

坏 MRSA 菌体。460nm 的蓝光照射具有抗 MRSA 感染的潜力，为临床开发新的治疗手段提供理论基

础。  

 

 

PO-1503 

腕部高压电烧伤的临床研究与功能重建 

 
沈余明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根据腕部电烧伤的分型探讨其相应的各种治疗方法的效果，已减少致残率、截肢率。 

方法 本文结合具体病例，系统回顾了腕部高压电烧伤的分型，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包括早期焦痂

切开减张、早期清创、早期用血运丰富的组织瓣修复，探讨了腕部电烧伤早期清创的时机、清创的

范围，强调了腕部电烧伤血管损伤治疗的重要性，总结了腕部电烧伤治疗的一些新的技术和手段。 

结果 通过上述治疗，患者腕部创面愈合良好，功能恢复良好。 

结论 早期焦痂切开减张、早期清创、早期用血运丰富的组织瓣修复，早期血管重建，早期功能重

建是治疗腕部严重电烧伤、重建腕手功能的较佳方法。 

 

 

PO-1504 

专科 ICU 独立管理模式在一家三甲医院烧创伤专科中的 

应用初探 

 
郑博鹏,周健,胡栩策,蒋英杰,罗鹏飞,肖仕初,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本文以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烧创伤 ICU 独立管理模式为例，对比独立管理前后的病员收治及其

治疗情况，以期初步探索专科 ICU 医护团队独立管理的必要性。 

方法 收集上海长海医院烧创伤 ICU 独立管理前 6 个月及独立管理后 6 个月所有住院病人的基本情

况、住院诊治情况以及经费情况。采用 Student-T 检验、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比

较 ICU独立管理前后各项指标。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97 例 ICU 收治伤员，烧伤和多发伤为主要伤情类别，总体死亡率为 27.8%，大

部分为伤情较重且需要通过外科手术干预才能降低潜在生命危险的外伤。比独立管理前相比，无论

是烧伤伤员还是非烧伤伤员，独立后的伤员病情更重，病危天数更长，但总体预后和住院费用较独

立前无统计学差异。亚组分析显示独立后收治的烧伤伤员省外及自费比例显著增加。 

结论 专科 ICU 独立管理模式可在伤情更为严重的情况下仍能保证稳定的救治疗效，且并未显著增

加医疗资源耗费，值得进一步尝试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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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5 

健康教育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 

 
陈奕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探析在高血压患者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措施的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上半年患有高血压疾病住院患者 74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采用普通护理措施

的 36 例作为对照组，采取健康教育综合护理的 38 例作为研究组。不同护理干预 4 周后，对比两组

患者对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和护理效果。 

结果 研究组患者对疾病知识掌握较对照组全面（P＜0.05）且研究组护理效果血压控制明显好于对

照组（P＜0.05）。两项对比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高血压患者护理过程中实施健康教育的护理措施能加大患者对于疾病的认识，提高护理效

果。 

 

 

PO-1506 

海战条件下战创伤伤情分类及特点——以马岛战争为例 

 
蒋英杰,陈昭雄,崔真慈,何飞,刘莹莹,罗鹏飞,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总结海战条件下战创伤伤情特点及其救治经验。 

方法 收集二战后唯一一场现代海战——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简称马岛海战）的战创伤救治资

料，归纳总结其战创伤伤情类型、特点以及救治经验。 

结果 马岛战争历经 74 天，阿根廷损失 10 艘舰艇，95 架飞机、死亡 649 人，伤 1000 余人。英国

损失 30 艘舰艇，20 架飞机、死亡 255 人，伤 777 人。伤情呈现出批量密集性，烧伤、吸入性损

伤、冻伤、淹溺、海水浸泡伤发生率高，伤员应激反应重等特点。需要程序化的救治策略、高针对

性的救治设备、系统性冻伤预防措施以及必要的心理干预。 

结论 总结分析马岛战争战创伤伤情及其救治经验，加强海战伤情的分析，做好海战准备工作，对

我国的军事发展有重要意义。 

 

 

PO-1507 

外扩张器在皮肤软组织损伤创面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唐龙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外扩张器在皮肤软组织创面修复中的疗效性和可行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 5 例皮肤软组织损伤创面（皮肤缺损）经外扩张器

治疗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术后愈合时间、并发症及疗效。 

结果 5 例患者手术成功顺利，I 期创面清创、植入外扩张器手术时间 90 ~ 150 min，平均时间 120 

min。外扩张器牵拉 1 ~ 2 周左右（期间每日牵引 1 次，直至皮缘靠近）可进行 II 期创面缝合。5

例患者术后进行随访，随访时间 1 ~ 3个月，创面愈合良好，无明显瘢痕形成，无明显破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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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合理选择应用外扩张器修复皮肤软组织创面，既能减少患者费用，又可减轻患者痛苦，缩短

病程，并发症少，功能恢复良好；方法简便易行，容易掌握，无需特殊器械，宜于在基层医院推

广；无需游离植皮，切口仅形成线状瘢痕，愈合后皮肤质量好。 

 

 

PO-1508 

新型水刀系统在伤口清创的精细化管理作用的初体验 

 
李海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评估新型水刀系统在伤口清创的精细化作用。     

方法 选择笔者单位 2018.07-08 对各类伤口清创实施中采用刚引进的水刀系统配合，主要针对关节

功能部位的烧伤深度创面、儿童深度烧伤、复杂创伤创面及慢性溃疡创面等。在手术中较精确完成

创面的清创，最大限度保留伤口基底及周边的正常组织，后同期或二期植皮或皮瓣覆盖。 

结果 在一个多月完成上述伤口 11 例，其中功能及关节深度烧伤 5 例，儿童深度烧伤 2 例，复杂深

度创面 2例，慢性溃疡 2例，植皮和皮瓣覆盖成活。 

结论 新型水刀系统对伤口清创中精细化管理中起到有利的保证。能够做到清创操作简单、方便，

并精确清创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健康组织，为后续创面覆盖创造有利的基础。不失为一种创面清创的

手术利刃。 

  

 

PO-1509 

108 例严重烧伤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治疗分析 

 
蔡晨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分析严重烧伤住院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治疗过程，总结临床经验。 

方法 收集笔者单位 2015 年 4 月-2016 年 11 月间重度烧伤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患儿性别、致伤

原因、致伤部位、烧伤面积、创面处理，根据手术与否，分为手术组和非手术组。对数据行 t 检

验。 

结果 本次收录 108 例严重烧伤住院患儿。（1）108 例患儿中,6 岁以下的患儿占 86.1%；男性患儿

67 例，占 62 %，女性患儿 41 例，占 38 %。致伤原因以热液烫伤为主，占 82.4 %；大于 6 岁且小

于或等于 12 岁的患儿致伤原因中以火焰烧伤为主，占 80%。（2）本组患儿烧伤总面积以 15%～39%

为主，占 82.4%；50%TBSA 以上患儿只占 10.1%。最常见的致伤部位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躯干

（76.9%）、下肢（73.1%）、上肢（65.7%）、头面颈（53.7%）、臀部（33.3%）、手（25%）。

（3）手术组与非手术组患儿烧伤总面积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Ⅲ度烧伤面积，手术

组与非手术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手术组患儿住院时间明显高于非手术组（P<0.01）。 

结论 小儿烧伤以 6 岁以下儿童为主，致伤原因多为烫伤。早期及时有效的防治休克、保护创面、

预防感染、尽快手术封闭创面、加强全身营养支持，以提高重度烧伤患儿的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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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10 

人工海水对小鼠创面愈合的影响及其机制初探 

 
陈昭雄,蒋英杰,何飞,崔真慈,刘莹莹,王丽,李理,罗鹏飞,肖仕初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海水对创面愈合进程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方法 以雄性 C57BL/6J 小鼠为实验动物，建立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模型，采用自身对照研究在小鼠背

部用皮肤活检器制作 4 个直径为 1 厘米的圆形创面，根据浸泡液体（浸泡时间为 15 分钟）的不

同，随机分为人工海水组（2 个创面），生理盐水组（1 个创面）及双蒸水组（1 个创面），每隔 2

天定期观察记录小鼠创面愈合情况，并取创面组织行病理学检测。 

结果 与生理盐水组和双蒸水组相比，人工海水组的创面愈合进程明显减缓，肉芽组织形成慢，病

理检测显示人工海水组创面标本细胞密度较低、细胞增殖标记分子表达量低。 

结论 人工海水可减慢创面愈合进程、降低愈合质量，其机制可能与人工海水可降低皮肤修复细胞

增殖能力相关。 

 

 

PO-1511 

一种可用于研究创面收缩愈合的新型烫伤模具 

 
崔真慈,蒋英杰,陈昭雄,郑博鹏,何飞,李理,刘莹莹,王丽,罗鹏飞,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研发一种新型的烫伤模型以更好地研究大鼠创面收缩愈合现象及其机制 

方法 分别制作实心和空心的铜铸模具，根据形状不同分为圆形、圆环、方形和方环。以 Sprague 

Dawley 大鼠为研究动物，采用 95-98℃水浴法加热模具，以自身对照研究分别在大鼠背部自然压烫

5 秒建立 III 度皮肤烫伤模型，每隔 2 天定期观察记录小鼠创面愈合情况，计算愈合时间、残余创

面大小（含内径及面积），并取创面组织行病理学检测。 

结果 与实心模具相比，环形模具可更加良好地观察到创面收缩愈合的方向、收缩力来源，提示收

缩力大小。 

结论 环形烫伤模具是一种可用于研究创面收缩愈合的新型烫伤模型 

 

 

PO-1512 

骨水泥在糖尿病足创面中的应用观察 

 
牛希华,王丽英,黄红军,杨冠龙,石凡超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抗生素骨水泥治疗糖尿病足创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自 2017-06-2018-06 收治糖尿病足患者 20 例，所有患者均一期彻底清创及清除病灶，自

制抗生素骨水泥置入病灶区，根据创面情况行一期闭合或行创面游离植皮、皮瓣转移术，术后使用

全身敏感抗生素，观察创面愈合时间。 

结果 20 例患者治疗后感染均得到控制，植皮成活，皮肤弹性可。5 例一期缝合伤口者， 4 例伤

口一期愈合， 1 例皮缘变黑坏死，经换药、表皮生长因子局部外用后愈合。10 例采用皮瓣移植， 

5 例行局部植皮，创面均愈合良好，创面愈合时间平均 32.6（ 14~120 ）d 。随访 3-6 月创面均

无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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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期病灶彻底清除病灶后局部植入万古霉素骨水泥、结合创面情况行一期闭合创面或皮瓣移

植或局部植皮技术封闭创面，在糖尿病足创面治疗中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PO-1513 

骨水泥在治疗关节部位压疮的体会 

 
杨冠龙,牛希华,黄红军,王丽英,石凡超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抗生素骨水泥在治疗关节部位压疮的治疗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06 至 2018-06 收治关节部位压疮患者 6 例，均为髋关节压疮，患者均有不

同程度的髋关节骨质破坏，关节腔外露，其中一例关节两侧截骨后皮瓣修复愈合；其余 5 例均多次

清创，待创面坏死组织较少时应用 Heraeus Medical GmbH 公司出产的抗生素骨水泥，并按比例

加入一定量的万古霉素，置入病灶区，根据创面情况多次放置或一次放置或配合负压吸引，待创面

明显好转后并应用皮瓣修复创。 

结果 1 例双关节截骨患者下肢无支撑功能，外形不好看；5 例患者治疗后感染得到有效控制，渗出

减少，后期给予皮瓣修复。 

结论 关节处褥疮往往关节腔外露、渗液致创面愈合时间长，周围坏死组织多，不能很快修复，褥

疮病人常为中青年人，往往要求以后保持支撑功能，骨水泥应用减少了关节去除风险，并能持续释

放局部抗生素，较换药或负压吸引能快速促进肉芽形成，控制感染，且骨水泥置入后，创面渗出减

少。 

 

 

PO-1514 

烧伤后气管切开护理 

 
岳亚楠,张笑雪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大面积烧伤伴吸入性损伤患者机体无法进行有效地通气，可危及生命，气管切开术改善了缺

氧症状，保持了气道通畅，故在气管切开术后要正确护理 

方法 烧伤后气管切开 1.保持气道通畅，清除气道内分泌物 2.保持呼吸道湿化，以利引流 3.气管

切开处的护理 4.翻身前后的护理 5.拔管前后的护理 6.及时有效的心理护理   

结果 呼吸道烧伤病人,如出现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下降,必须快速建立人工气道,保持呼吸道通畅,

如还不能改善呼吸困难,呼吸机的使用是非常必要的措施,这对提高抢救大面积烧伤并呼吸道烧伤病

人的抢救成功率行之有效。烧伤后气管切开全部治愈  

结论 早期气管切开和正确实施气道管理是抢救大面积烧伤伴吸入性损伤的主要措施之一。对预防

和降低烧伤后的早期呼吸道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烧伤的后期治疗提供了有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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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15 

自体富含血小板纤维蛋白（PRF）治疗慢性不愈合创面的 

临床观察 

 
石凡超,黄红军,牛希华,王丽英,杨冠龙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观察自体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慢性不愈合创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到 2018 年 5 月创面门诊收治的 40 例慢性不愈合创面患者，男性 25 例，女

性 15 例，年龄 18-75 岁，平均年龄 50.4岁。糖尿病足 20 例，压疮 10例，静脉溃疡 8例，动脉性

溃疡 2 例。创面持续时间 3-24 个月，平均时间 12.7 个月。创面面积 1cm
2
-25cm

2
，平均面积

12.5cm
2
。40例患者外科清创后局部应用 PRF 治疗，每周一次，以创面愈合为指标观察疗效。 

结果 40 例患者经 PRF 治疗 2-7 次后，28 例痊愈，10 例好转，2 例无效，总体有效率为 95%，无效

率为 5%，治愈率为 70%。随访 3-6个月患者无复发，无排斥反应。 

结论 PRF 可以应用于慢性不愈创面愈合的治疗，缩短治疗疗程，降低治疗费用，减轻病人负担，

是一种简便、安全、有效的创面治疗技术。 

 

 

PO-1516 

生物钟基因 Clock 敲低促正常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并

抑制其凋亡 

 
肖永强,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探索生物钟基因 clock 在瘢痕及正常皮肤中的表达情况及其在瘢痕及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中

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具体的分子机制 

方法 1. 运用 qRT-PCR、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织化学等检测方法检测 16 对瘢痕组织及正常皮肤

中生物钟基因 Clock 的表达情况。2.利用 CCK8、流式细胞术、q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析

Clock 基因对瘢痕及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增殖、凋亡及分泌功能的影响。3.利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

因实验、ChIP 和 Co-IP 探索生物钟基因 Clock 敲低促进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细胞转化的分

子机制。 

结果 1. Clock 基因在瘢痕组织中的表达量显著低于正常皮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通过细胞实

验证实 Clock 基因敲低可促进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3.在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

中，敲低 Clock 基因可上调 Collagen I、Collagen III、a-SMA 及 Bcl-2 的表达。3. 通过流式细

胞术可证实敲低 Clock 基因可抑制成纤维细胞凋亡。 

结论 通过临床组织样本检测和细胞实验，首次发现在瘢痕组织中生物钟基因 Clock 表达明显降

低，且在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中低表达的 Clock 基因可明显促进其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并抑制其凋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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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17 

一例 80%特重度烧伤合并妊娠救治体会 

 
葛乃航,郝擎宇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224000 

 

目的 探讨特重度烧伤合并妊娠的救治方法，具休包括感染的防治，药物的选择及并发症的处理。 

方法 创面是感染的根源，及时处理创面是减少感染及避免全身并发症的关键。对双手及双上肢创

面及早行焦痂切开减张，及时手术封闭创面。全身治疗一开始采用对孕妇无影响的青霉素，后因创

面多次培养出鲍曼氏不动杆菌，升级为比阿培南，头孢哌酮他唑巴坦，对孕妇影响较小。 

结果 入院后双手进行性肿胀，末梢血运差，立即行双手及上肢切开减张术，次日双手血运改善，

创面外用湿润烧伤膏包扎换药，每日一次，于 2012-09-10 在局麻下行双手创面植皮头部取皮术，

于 2012-09-18 在局麻下行双上肢创面植皮头部取皮术，术后皮片成活好。但于 2012-08-17；

2012-08-26；2012-08-29；2012-09-04 分别行创面培养，均培养出鲍曼氏不动杆菌，绝大部分抗

菌素耐药，仅对左旋氧氟沙星中度敏感，因孕妇禁用，体温在 37℃-38.8℃，心率在伤后 1 周 100-

130 次/分，伤后 2 周 110-140 次/分，在第三次术后 3 日恢复正常。抗菌素使用青霉素 800 万单位

静滴，日 2 次，2 周停用，第 2 日始加用比阿培南 0.3 静滴，日 2 次，共两周停，改用头孢哌酮他

唑巴坦 2.0 静滴，日 2 次，共 3 周停。9-13，9-17 先后 2 次出现胎动异常，下腹疼痛，加用 25%硫

酸镁 30ml 于 5%葡萄糖 500ml 中静滴，维持 8 小时处理后症状减轻。双下肢创面经换药，于伤后 47

天大部分愈合并出院，出院后 17 天再入院，产科检查：宫高：30cm，腹围：90cm，胎方位：ＬＯ

Ａ，胎心１４２次/分，B 超：单胎，头位，双顶径 94cm，羊水指数 10，脐带绕颈 1 圈。于 2012-

10-20 剖宫产，初评 8分，重 3150 克。婴儿 appart 评分，1 分钟 8 分，5 分钟 10 分，体质量 3150

克。 

结论 孕妇特重度烧伤少见，治疗难度大，主要在于孕妇大面积烧伤后保全母子生命时采取的治疗

方法难以取舍。感染的防治，手术的时机，药物的选择，并发症的处理。 

  

 

PO-1518 

深二度烧伤创面早期削痂应用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疗效观察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韩大伟,李允,杨焕娜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随机选取 20 例深二度烧伤创面患者，创面早期削痂，应用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观察创面

修复进程。 

方法 所选 20 例深二度烧伤患者，年龄 15-45 岁，男 13 例，女 7 例。烧伤面积 5-32%，其中深二

度 5-21%。早期深二度削痂面积 4-10%。削痂方法：应用电动取皮刀削痂，削痂至术区珍珠样渗血

层面为止，止血，削痂创面 1/2 区域应用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覆盖，余 1/2 区域用生物敷料覆盖

（对照组），削痂术区外层无菌敷料加压包扎。术后 3 天首次更换外层敷料，观察术区渗液、渗血

情况，以后 2-3天更换敷料一次，直至创面修复、上皮化。 

结果 本组病例创面最终均完全上皮化，深二度削痂创面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覆盖区域上皮化用

时 12-19 天，生物敷料覆盖区域上皮化用时 15-22 天，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促进创面修复用时明

显优于生物敷料组，创面修复后新生上皮光滑，清洁，上皮化色泽均匀。 

结论 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用于深二度早期削痂创面，能够吸附创面渗出，血肿，保湿，减轻术

区疼痛，降低感染发生，可有效缩短深二度早期削痂创面愈合时间，有利于创面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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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19 

手部烧伤整形患者的术后人性化护理 

 
杜辞秀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分析术后的人性化护理干预对手部烧伤整形患者产生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在 2016 年 3月到 2017 年 4 月间收治的手部烧伤整形患者共有 72 例作为重点对象，依

照患者的入院顺序将其分组，划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实施的是常规化的护理干预模

式，观察组的患者则是接受人性化的护理干预，分析两组患者的手部功能评分及护理的满意度 

结果 在接受护理干预之前，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相关指标的对比差异并不显著，无法体现出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在实施了不同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手部功能评分及

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的患者，两组之间存在的差异明显，能够体现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手部烧伤整形患者的术后人性化护理干预效果显著，可及时的改善患者的手部功能，提升护

理水平，保证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稳步提高。 

 

 

PO-1520 

一种可用于体外细胞实验的负压装置 

 
何飞,刘莹莹,崔真慈,王丽,李理,罗鹏飞,肖仕初,夏照帆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研发一种可用于体外细胞实验的负压装置。 

方法 利用水封瓶原理，将 MIC-101 低氧培养设备、负压泵、胸腔闭式引流瓶连接成自制负压装

置，将整个负压装置置于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中，用于培养皮肤相关细胞，观察细胞增殖、迁移、

周期、凋亡状态。 

结果 通过上述装置中胸腔闭式引流瓶的封闭液面高度可良好控制自制负压装置中的负压值，该装

置采用酒精擦拭、甲醛熏蒸等方式消毒后，可用于人永生化表皮细胞（HaCaT）、人原代成纤维细

胞、人原代表皮细胞的培养，未见细胞污染或容器内微生物生长等情况发生，可用于研究不同负压

值对皮肤相关细胞增殖、迁移、周期、凋亡等功能的影响。 

结论 负压泵、水封瓶联合低氧培养设备可制备一种可用于体外细胞实验的负压装置 

 

 

PO-1521 

智能紫外线与传统紫外线在医院高风险区域的消毒效果与经济学

比较研究 

 
缪爱梅,林才,邓海松,衡晓莎,王利娇,何小兰,倪亚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智能紫外线与传统紫外线在医院高风险区域的消毒效果，以及两种紫外线的运行成本比

较。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所有紫外线消毒区域中的高风险区域，采用随机分组法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区域采用传统紫外线消毒，观察组区域采用智能紫外线消毒。对两组消

毒区域的消毒效果及运行成本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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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消毒区域在无人状态下消毒前的空气细菌菌落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消

毒后 0min 两组空气细菌菌落数均明显减少(
aP＜0.05)，符合Ⅱ类环境空气菌数标准，且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消毒后 30min，两组空气细菌菌落数有明显增加，但还在Ⅱ类环

境空气菌数标准内，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消毒后 60min，对照组的空气细菌

菌落数已超过Ⅱ类标准，观察组的空气细菌菌落数还在标准范围内，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消毒区域在有人状态下消毒后 30min 两组空气细菌菌落数均明显提升，但均在Ⅱ

类环境空气菌数标准内，且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消毒区域在有人状态下

消毒后 60min 和 120min 时细菌菌落数明显提升，观察组空气菌数指数仍在Ⅱ类环境空气菌数标准

内，对照组已超出Ⅱ类环境空气菌数标准范围，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传统紫

外线一年的强度检测、人工操作、额外安装及维修成本、电费、固定成本等总成本达(1761945 元)

远远高于智能紫外线的总成本(667179元)。 

结论 智能紫外线的消毒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紫外线，智能紫外线能明显减少空气细菌菌落数，有效

改善消毒区域的空气质量，且运行成本低。 

 

 

PO-1522 

Comparative Effects of Umbilical Cord- and Menstrual 

Blood-Derived MSCs in Repairing Acute Lung Injury 

 
Haitao Ren

1
,Qiang Zhang

2
,Jinfu Wang

4
, Pan Ruolang

3
 

1.Department of Burns and Wound Center，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Cell-Based Drug and Appli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1121， China 

3.Institute for Cell-Based Drug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S-Evans Biosciences， Hangzhou 

311121， China 

4.Institute of Cell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Objectiv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cute lung injury (ALI) 

in several in vivo models.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optimal sources of 

MSCs are unclear.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umbilical cord- (UC-) and 

menstrual blood- (MB-) derived MSCs on ALI. MSCs were transplanted into a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LI mouse model,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were 

determined by histological, cellular, and biochemical analyse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UCMSC and MBMSC transplantation inhibited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promoted lung tissue repair. UCMSC treatment resulted in 

reduced damage and inflammation in the lung tissue and enhanced protection of lung 

function.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UCMSCs secreted higher levels of anti-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terleukin-10 and keratinocyte growth factor) in ALI-related 

conditions,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greater therapeutic capacity of UCMSCs compared 

with MBMSC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SCs protected the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LI model by regulating inflammation, most likely via paracrine factors. Moreover, 

MSCs derived from the UC may be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for ALI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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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23 

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在儿童烧伤植皮手术中头部供皮区的 

应用观察 

 
查新建,田社民,魏莹,韩大伟,李允,杨焕娜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 21 例儿童烧伤植皮手术中头部供皮区应用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观察其对供皮区的保

护及促进术区愈合作用。 

方法 随机选取 21 例儿童烧伤手术植皮病例。年龄 11 个月-6 岁，男 12 例，女 9 例。供皮区应用

电动去皮刀取皮，取皮手术前供皮区皮下注射肿胀液，取皮厚度 0.05-0.02cm，供皮区 1/2 区域应

用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覆盖，余 1/2 区域用双层凡士林纱布覆盖，供皮区无菌敷料加压包扎。术

后 1-2 天观察外层敷料渗出情况，酌情更换外层敷料，保持敷料干燥。术后 5-10 天打开包扎外层

敷料，观察供皮区愈合情况。供皮区愈合标准：供皮区无渗出，干痂脱落，完全上皮化。 

结果 术后 21 例供皮区均无感染等并发症发生，供皮区全部愈合。应用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覆盖

区域上皮化用时 5-7 天，应用凡士林纱布覆盖区域上皮化用时 12-15 天。应用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

料区域清洁，无干痂，敷料极易去除，无疼痛感，新生上皮光滑、新生发质均匀。 

结论 儿童皮肤具有其特殊性，吸水性聚氨酯泡沫敷料则可提供湿润的伤口愈合环境，吸收渗出液

使伤口表面更洁净，无血肿，无感染，无疼痛，促进上皮细胞的移行，缩短供皮区创面愈合时间。 

  

 

PO-1524 

烧伤止痛膏治疗烧伤创面的临床观察 

 
李树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总结烧伤止痛膏治疗烧伤创面的应用经验和治疗方法，确定其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方法 对作者单位 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245 例应用烧伤止痛膏治疗的烧伤病人进

行回顾性总结分析。 

结果 烧伤止痛膏治疗烧伤创面具有止痛效果显著，抗感染能力强，使用方便，疗效确切，未发现

有毒副作用及过敏反应。 

结论 烧伤止痛膏对于Ⅱ度烧伤创面具有消炎、促进创面愈合及止痛效果，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烧伤

创面外用药。 

  

 

PO-1525 

小儿气道烫伤的管理 

 
韩涛,邹继军 ,陈海妮 , 季易 , 崔杰, 沈卫民,陈建兵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小儿呼吸道烫伤的早期救治，并进行经验总结。 

方法 我科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 9 例气道烧烫伤患儿，男 5 例，女 4 例，年龄：7 月至

3 岁。7 例患儿口腔气道烫伤合并面颈部不同程度烫伤；2 例患儿烫伤仅在口腔内，体表未见明显

烫伤。体表烫伤面积 1％～10％TBSA，深度为浅Ⅱ一深Ⅱ度。查体发现所有患儿口腔内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散在水疱，2 例出现溃疡，3 例出现呼吸困难。治疗予以清除口腔鼻咽部异物及分泌物，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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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吸氧心电监护，合并呼吸困难者给予气管插管或气道切开，同时建立静脉通路、积极抗感染补液

支持治疗。 

结果 8 例患儿治愈出院，其中 5 例经鼻导管高流量给氧，3 例患儿气管插管过程均顺利，拔管后未

再次插管也无其他并发症。1 例救治后由于缺氧时间长，留有严重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1 例

患儿因送治时间较晚，发生喉头水肿导致窒息时间过长，经气管切开辅助通气仍抢救不治身亡。本

组 9 例，死亡 1例，严重并发症 1例。 

结论 小儿气道烫伤病情变化迅速，早期救治非常重要。需立即因地制宜，及时解除气道梗阻因

素，建立有效通气，不正当的处理将带来严重后果，甚至死亡。要加强呼吸道对症治疗，减少术后

并发症，同时结合补液支持及创面综合治疗 

 

 

PO-1526 

CGF 治疗儿童残余烧伤创面的临床研究 

 
沈卫民,韩涛 , 邹继军 , 季易 ,陈建兵, 崔杰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 CGF（Concentrated Growth Factors）治疗儿童残余烧伤创面的治疗效果并进行经验总

结。 

方法 对我科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 16 例儿童残余烧伤创面患儿进行 CGF 换药治疗，本

组资料是，男 9 例，女 7 例，年龄：3 岁至 8 岁。面积在 2-3% TBSA，均为不愿意植皮手术的患

儿，经家长同意后选用 CGF 换药治疗。关节部位的未愈残余创面 8 例，躯干部位未愈的残余创面 4

例，臀部未愈的的残余创面 4 例。抽取 10ml 患儿末梢血，经过 CGF 离心仪离心，用其黄段，吸附

在纱布上，外敷与患儿残余创面上，5 天后换一次药。再次抽末梢血 10ml。进行同样操作。12 例

创面愈合。4例部缘继续抽血，未愈继续换药，在 1个月后愈合。 

结果  

本组病例均接受 2-3 次 CGF 换药治疗。12 例烧烫伤残余创面患儿均在接受 CGF 换药治疗后的 2 周

内愈合，患儿治愈出院，4 例拒绝继续抽血，未愈继续换药，在 1 个月后愈合。愈合部位均有瘢

痕，随访 3个月瘢痕增生的 8例，不增生的 4例。 

结论    

CGF 治疗儿童残余烧伤创面的治疗效果是肯定的，适应症也是明确的，对于经久不愈的参与创面，

它能取代残余创面的植皮手术，本组对瘢痕的影响不明显，具体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探究。 

 

 

PO-1527 

增生性瘢痕患者瘢痕皮肤与正常皮肤 CircRNA 和 LncRNA 的 

表达与分析 

 
刘德伍,李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研究已证实 CircRNA 和 LncRNA 在调节基因表达及纤维化疾病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但它们在增

生性瘢痕中的表达变化与作用仍不十分清楚。本研究比较增生性瘢痕患者瘢痕皮肤与正常皮肤

CircRNA 和 LncRNA 的差异表达，探讨其对增生性瘢痕发生发展的可能作用，为后续研究提供依

据。 

方法 取整形手术切除的增生性瘢痕组织及其邻近的正常皮肤，总 RNA 提取和质检，RNA-seq 高通

量测序检测组织中的 circRNA、lncRNA 和 mRNA 差异表达，并进行 qRT-PCR 验证。生物信息学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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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集分析，构建相关 CNC 和 ceRNA 网络，分析 lncRNA-circRNA-miRNA-mRNA 共表达情况，确定

差异表达基因所参与的主要生化代谢及信号传导途径，分析其可能的生物学效应。 

结果 人增生性瘢痕与正常皮肤组织中 lncRNA、circRNA 及 mRNA 存在差异表达。富集分析结果显示

其主要与细胞外基质代谢、核酸转录调控及基因表达调控等生物功能相关，参与 TGF-β、PI3K-

Akt、ECM-受体信号等通路调节。 CNC 网络分析结果显示：H19、INHBA-AS1、TGFB3-AS1、

LINC00299 、 AC048380.1 和 AC037198.1 、 circ-Chr17: 50187014_50195976_- 、 circ-Chr17: 

50189167_50194626_-等基因显著增加；CASC11、circ-Chr9:125337017_125337591_+ 及 circ-

Chr12:120782654_120784593_- 等基因显著降低，并与 INHBA、SMAD7、COL1A1、TGFB3、ID2 和

MYC 相关。 ceRNA 网络分析显示： INHBA-AS1 和 circ-Chr17:50187014_50195976_-， circ-

Chr17:50189167_50194626_- ，  circ-Chr17:50189167_50198002_- ， circ-

Chr17:50189858_50195330_-可通过与 miR-145-5p、miR-125a-5p、miR-129-5p、miR-7-5p 等竞争

性结合，靶向调控 HTR2A、GLIS3、LOX等基因的表达。 

结论 增生性瘢痕患者瘢痕皮肤与正常皮肤组织中 lncRNA、circRNA 及 mRNA 存在差异表达，可能与

增生性瘢痕形成密切相关。 

 

 

PO-1528 

溶胶-凝胶碱性共沉淀法制备纳米生物活性玻璃及其对人成纤维

细胞 增殖性能的影响 

 
林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研制新型的皮肤软组织创面修复材料，帮助患者修复缺损或难愈的皮肤创面，从而更好

地恢复重建人体皮肤软组织功能是医学界和生物医学材料学界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并试图解决的重要

课题。 

方法 采用溶胶－凝胶技术结合碱性共沉淀法和冷冻干燥技术制备颗粒尺寸在纳米级的生物活性玻

璃（Nanoscale bioactive glass，NBG-58S），与传统的溶胶-凝胶生物活性玻璃 58S（Sol-gel 

bioactive glass，SGBG-58S）比较研究其颗粒的分散性能、微观形貌和其浸提液对人成纤维细胞

增殖能力的影响。 

结果 与传统的溶胶-凝胶生物活性玻璃 SGBG-58S 相比，制备的 NBG-58S 颗粒粒径小于 50 nm，激

光粒度仪检测到的平均粒径为 491.8nm，而 SGBG-58S 呈现出紧密结合的块体特性，平均粒径为

9546.4nm。人成纤维细胞从人包皮原代分离获得，免疫组化鉴定结果显示细胞波形蛋白呈阳性表

达，HMB45、S100 蛋白和角蛋白均呈阴性表达，是人成纤维细胞。通过比较 NBG-58S 与 SGBG-58S

对人成纤维细胞增殖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两种生物活性玻璃的浸提液在 5 倍、10 倍和 15 倍稀

释的浓度下均有利于成纤维细胞的增殖，但两种生物玻璃的作用不同，SGBG-58S 在细胞培养早期

稍微有利于成纤维细胞的增殖但作用不是非常明显，而 NBG-58S 则在后期对细胞的作用非常显著，

几乎提高了 1.5倍。 

结论 与传统的溶胶-凝胶生物活性玻璃 SGBG-58S 相比，NBG-58S 对人成纤维细胞增殖性能显著，

在创面修复方面更具有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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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29 

应急预案急救护理流程在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机械通气患

者中的应用研究 

 
郑若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应急预案急救护理流程在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本院 2014 年 9 月～2018 年 4 月收治的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 69 例，依据

护理方式差异分作两组，34 例行常规护理者作对照组，35 例通过应急预案急救护理流程展开护理

者作实验组，回顾性对比分析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 护理后，实验组血氧分压、二氧化碳分压、血氧饱和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气道阻力、气道闭合压、浅快呼吸指数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救治成功率是 97.14%，较对照组的 82.35%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应急预案急救护理流程对大面积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机械通气患者进行护理可有效改善

血气分析、呼吸力学指标，进而提升救治成功率。 

 

 

PO-1530 

VAC 治疗新生儿烧伤的经验 

 
季易, 沈卫民,韩涛 , 崔杰 ,陈建兵 ,邹继军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真空负压封闭引流(Vacuum Assisted Closure, vac)治疗新生儿烧伤的可行性和临床疗

效。 

方法 对我科 2015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间收治的 28 例新生儿烧伤的新鲜创面进行 vac 治疗,进行

回顾性研究分析, vac 的操作是常规进行的，均运用 vac 白敷料, vac 的负压均设置在 10-20kPa.

并了解 vac 使用的个数，以及其对创面的治疗效果,以及有无植皮，创面能否愈合，愈合的时间以

及瘢痕发生情况.创面感染情况，换药次数的情况，并和 2015 年前 3 年的一组病例 17 例进行比

较。 

结果 28 例新生儿中，vac 白敷料使用 10 天左右愈合的 11 例.17 例愈合时间 18 天.未进行植皮。

和另一组进行统计学分析，愈合的时间有显著性差异，瘢痕出现情况也有显著性差异。创面感染情

况有显著性差异，换药次数的情况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真空负压封闭引流(vac)可以用来治疗新生儿烧伤，应该用白敷料，不建议用黑敷料，黑敷料孔

粗，易引起局部组织坏死，而且，新生儿使用负压应该是低负压。只有这样，其治疗才是有效的,

安全的.而且对浅的创面可以避免植皮手术.但费用昂贵.在患儿家长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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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31 

烧伤患者人工气道的管理与创新 

 
景福琴,冯可,贺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烧伤患者人工气道的集束化护理方法并不断创新，有效防止烧伤患者人工气道的相关并

发症，提高该类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入住我科的 82 例烧伤建立人工气道患者注重套管的固定、通

畅，监测套囊压力，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排痰和严格的体位管理及无菌操作等。 

结果 82例患者出现 1 例脱管，2例肺部感染，3例气道痉挛，其余均顺利拔管。 

结论 烧伤后建立人工气道患者采用有效的套管固定方法，加强湿化，观察到位，注重有效排痰可

降低人工气道患者导管滑脱、痰堵及感染相关并发症发生，提高该类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PO-1532 

基于物联技术的空气物表紫外线消毒量化精准管理监控 

 
林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紫外线消毒属于物理性广谱杀菌消毒手段，几乎对所有细菌病毒都有效，普及应用于医院内

空气环境消毒，是控制院内感染重要措施之一。但其管理流程复杂，在实际使用中因操作不规范造

成的暴露损伤事故和辐照强度衰减导致的消毒失效亦常有报道。本研究通过研制开发的智能紫外线

消毒监控感染管理系统（AIMS），实现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空气物表紫外线消毒量化精准管理监控，

确保消毒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本项目基于物联技术，引用“互联网+”思维，多中心、跨区域，通过密钥授权、智能热释，

解决传统紫外线操作存在的暴露损伤风险、保障消毒操作安全性；通过无线、物联、探测技术，在

线精准显示消毒环境紫外线辐照强度，实时监测、预警紫外灯管因老化等导致的消毒失效状况，保

证消毒的有效性；实现全智能自动化一站式管理；通过互联网云技术，构建大数据数字监控平台，

提高工作效率。 

结果 通过多中心试点安装 AIMS，完成系统各项功能稳定性测试，全方位实现大区域、跨区域无缝

隙联网监管，从而建立一套具体可行的智能紫外线消毒监管方案。 

结论 AIMS 作为一项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空气环境消毒防控方案，在显著降低相关卫生管理成本同

时，对于减少区域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性疾病的播散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PO-1533 

严重烧伤患者围手术期成分输血情况和影响因素分析 

 
张明谏,王雪欣,李小兵,张静琦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调查分析严重烧伤患者围手术期输血成分和输血量及其影响因素，为严重烧伤患者在围手术

期合理用血提供临床参考依据。 

方法 1、收集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整形与烧伤外科住院的 55 例重

度和特重度烧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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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分析严重烧伤患者的一般情况和手术治疗基本情况。 

3、调查严重烧伤患者在伤后 48 小时平稳度过休克期后，在围手术期（每次手术术前 7 天和术后 7

天）的成分输血情况，包括悬浮红细胞、冰冻血浆、血小板等；并统计烧伤后第 3 天、围手术期

（术前 1至 7天，手术当天，术后 1至 7天）的检测指标 RBC计数、HGB含量、HCT和 PLT计数。 

4、分别计算术中和围手术期悬浮红细胞和冰冻血浆总的平均输注量，及每切削痂 1%TBSA 在术中和

围手术期悬浮红细胞和冰冻血浆的平均输注量。 

结果 1、55 例接受手术治疗后存活的重度和特重度烧伤患者,男性 43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为

(40.5±12.5) 岁 ； 平 均 烧 伤 总 面 积 为 (54.2±11.5) %TBSA ； 平 均 Ⅲ° 烧 伤 面 积 为

(41.4±10.1)%TBSA。 

2、55 例严重烧伤患者成分输血基本情况：  82 次围手术期输注悬浮红细胞共 738.5 U，范围 4-

20U，平均值（9.0±2.7） U； 73 次围手术期输注冰冻血浆共 422360 ml，中位数 3800

（2100,7690）ml。 55 次术中输注悬浮红细胞共 181 U,平均值（3.3±1.0）U；42 次术中输注冰

冻血浆共 42560 ml，中位数 600（350, 1045）ml。 

3、平均每切削痂 1%TBSA 在围手术期输注悬浮红细胞 0.70（0.40,1.11）U 和冰冻血浆 340

（200,627）ml。其中，术中平均每切削痂 1%TBSA 输注悬浮红细胞 0.25（0.16,0.40）U 和冰冻血

浆 40（28, 80）ml，可维持 85%以上次数的手术患者在术后 7 天内检测 RBC 计数、HGB、HCT、PLT

计数在正常参考值范围。 

4、严重烧伤患者围手术期悬浮红细胞和血浆输注量的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显示为：烧伤总面积

（r=0.504）、切削痂部位（r=0.436, ）、切削痂面积（r=0.240, ）、取皮面积（r=0.162）和术

中失血量（r=0.290）。 

结论 Ⅲ°烧伤总面积＞30%TBSA、切削痂面积＞11%TBSA 和术中失血量＞400ml 时需提高悬浮红细

胞和冰冻血浆输注量。 

 

 

PO-1534 

康复早期干预治疗新生儿烧伤对预后的影响 

 
王有晶,陈海妮,季易, 沈卫民,崔杰,陈建兵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干预治疗新生儿烧伤对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 01 月至 2018 年 6 月收治的 25 例新生儿烧烫伤患儿进行了早期康复干预，本

组病例有，男 13 例，女 12 例，年龄：5 天至 28 天，平均 17 天。患儿烫伤面积为 6%-12% TBSA；

深度为浅Ⅱ至深Ⅱ度。早期康复的手段有，吮吸，关节部位对抗固定，定期活动，蓝光和红光治

疗，怀抱，鼠袋式睡觉护理。治疗过程中予心电监护，积极抗感染补液支持治疗。 

结果 25 例新生儿烧烫伤患儿治愈出院，无明显并发症，创面愈合时间均在 14 天内愈合，愈合的

创面瘢痕均不明显，无增生性瘢痕产生，个部位功能正常。该研究未有对照，为临床总结，只能从

经验上说，早期康复缩短了愈合时间。 

结论 新生儿烧伤后对疼痛和外界的刺激均较敏感，较早的康复干预对预后有明显的好处，能减少

疼痛，减少感染，增进创面愈合，缩短治疗时间，早期康复值得推广，可以运用在新生儿期的烧伤

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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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35 

倒矩形瓣治疗儿童关节部位烧伤后瘢痕挛缩畸形 

 
沈卫民,陈建兵,陈海妮,季易,邹继军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儿童烧伤愈合后轻中度跨关节疤痕挛缩的有效的手术治疗方法，减少再次挛缩的机会。 

方法 通过对我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41 例跨关节烧伤疤痕挛缩的患儿，进行了在

瘢痕上做双侧倒矩形瓣，进行松解瘢痕，稍向中心转移修复创面的治疗方法，其中有 21 个手指瘢

痕挛缩，11 例膝关节瘢痕挛缩，9 例踝关节挛缩，患儿年龄为 6 个月-48 个月。男 29 例，女 21

例。手术中所有的患儿均彻底疤痕松懈，松解后都有肌腱外露，我们采用双侧倒矩形皮瓣进行覆

盖，松解拉长后旁边的创面不需要特殊的植皮处理，直接把转移皮瓣缝合覆盖残余创面，只要直接

拉拢缝合就可以了。缝合时稍留 1mm 的间隙，这样倒矩形瓣的尖端不易坏死。出院后，这 41 例患

儿及病人均进行功能支架固定，术后第 3-14 天开始功能锻炼。每天锻炼 6 次。功能支架佩戴时间

超过 12小时。 

结果 41 例患儿皮瓣血运良好，一期愈合，无感染和出血，手指均能伸直和活动良好，随访均在 4

月以上，最长随访 24 个月，未见手指疤痕再次挛缩。 

结论 双倒矩形瓣法可减少手指疤痕再挛缩的机会，也减少了手术植皮的风险。该法适用于儿童。

是一种较好的避免植皮的方法。 

 

 

PO-1536 

颈横皮瓣治疗儿童烧伤后颈面部瘢痕 

 
沈卫民,陈海妮,季易,崔杰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运用颈横皮瓣治疗修复儿童烧伤后颈面部瘢痕挛缩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我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间收治的 10 例颈部严重的挛缩性瘢痕进行颈横皮瓣修

复.10 例男 8 例，女 2 例，年龄 2 岁至 6 岁。做的带蒂皮瓣 4 例，不带蒂的直接带血管的 6 例，第

一次住院 14天。带蒂的于一次手术出院后 4 周再次入院断蒂.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10 例手术术中顺利，无大出血，皮瓣颜色术中佳，手术时长 2-3 小时。出血 50ml 左右。术

后无出血感染，皮瓣远端血运有 2 例稍差，经打包包扎后回转。术后 12 天拆线。术后 2 周进行随

访，本组均得到随访。随访均在 6 月以上，最长随访 14 月，除转移缝合部位有瘢痕外，均无明显

不良反应。10 例患儿的皮瓣均成活.断蒂后外观上成形良好.无感染和裂开,有 3 例接受了二次松解

皮瓣周围的条状瘢痕. 

结论    

颈横皮瓣是一种治疗儿童颈面部瘢痕一个较好的方法，该法创伤小，并发症少，外形

满意。应该设为常规手术,而且安全可靠，不足之处是有的需要 3次手术。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841 

 

PO-1537 

儿童烧伤后会阴部瘢痕的治疗策略 

 
高庆文, 严峻,沈卫民 , 邹继军,陈建兵 ,崔杰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研究治疗会阴部烧伤后瘢痕挛缩手术的策略。 

方法 对我科 2010年 1 月~2018年 12 月收治的 18例（男 13 例，女 6 例），2.5 岁~9岁，平均 5.8

岁的患儿。对其会阴瘢痕挛缩进行松解，采用复合皮瓣结合创面游离植皮的方法进行治疗。皮片与

创缘缝合，治疗会阴重度瘢痕。 

结果 18 例患儿会阴部瘢痕得到了很好的控制。9 例进行 2 次手术。3 例进行 4 次手术。随访 1.5

年~3年，表面平整无挛缩。 

结论 会阴瘢痕挛缩进行松解，采用皮瓣结合创面游离植皮在会阴部瘢痕挛缩畸形手术

中的应用能显著提高皮片存活率，改善会阴部位外形。 

 

 

PO-1538 

糖尿病合并坏死性筋膜炎的外科处理 

 
唐益忠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探索糖尿病合并坏死性筋膜炎的外科干预的时机与关键技术。 

方法 2013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糖尿病合并坏死性筋膜炎 21 例，在内科抗感染、营养支持、代谢

调理等治疗的同时，依紧急切开+负压引流、清除坏死组织（不限一次，病人全身条件允许，引流

与清创可同时进行）+负压治疗、伤口封闭顺序处理。 

结果 所有病人在外科干预后，一般情况、体温、炎症指标甚至胰岛素用量均不同程度好转，21 例

病人除 2例好转均获治愈。 

结论 糖尿病合并坏死性筋膜炎积极外科处理至关重要，外科干预应尽早进行，其中负压治疗在外

科处理中起重要作用。 

 

 

PO-1539 

脉搏指示连续心排量监测对烧伤脓毒症早期血流动力学变化及临

床意义的研究 

 
张旭辉,王新源,钟小旻,汤文彬,李孝建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 PiCCO 监测技术探讨烧伤脓毒症患者血流动力学变化的特点，以便对临床诊断和治疗有

所帮助。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烧伤整形科重区（烧伤 ICU）

接受治疗并行 PiCCO 监测的特重度烧伤患者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烧伤患者的临床资

料及 PiCCO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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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本研究中，所有患者 1-7d 的血流动力学参数表现为 CO 增高，CI 明显高于正常范围而 SVRI

降低，即典型的“高排低阻，ITBVI、GEDVI 在正常值范围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管外肺水有

升高的趋势。 

结论 烧伤脓毒症早期血流动力学表现为高排低阻的特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管外肺水有升高

的趋势。 

 

 

PO-1540 

负压治疗在下肢静脉溃疡治疗中应用效果观察 

 
许艺超,陈昭宏,陈舜,王子恩,郑林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观察负压应用于下肢静脉溃疡的疗效，以指导负压合理应用于下肢静脉溃疡的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集的 15 例下肢静脉溃疡病人，所有患者均通过

血管造影或血管超声检查明确引起下肢溃疡的原因，并接受血管外科的手术治疗，所有患者治疗方

式为负压清创治疗后，二期植皮修复创面，同时辅以弹性绷带压力治疗；每次使用负压前后观察伤

口床表现，包括渗出液情况、肉芽情况及周围皮肤状况。 

结果 15例患者的创面均愈合，使用负压后创面渗出液减少，肉芽新鲜，周围皮肤浸渍轻微。  

结论 负压可用于溃疡清创，加速创面肉芽生长，促进溃疡愈合。合理应用于治疗下肢溃疡疗效显

著。 

 

 

PO-1541 

儿童手指瘢痕挛缩的临床分型及与连续 Z 形皮瓣的联合应用 

 
邹继军, 沈卫民 , 韩涛, 严俊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研究儿童手指瘢痕挛缩在临床上的分型，并以此为依据，联合应用连续 Z 形皮瓣矫正手指挛

缩畸形，减少甚至避免植皮及植皮后供区的继发畸形。 

方法 将男 12 例，女 15例，36 个手指，年龄 10 月～12.5岁，平均年龄 2.8岁，按 IP关节屈曲角

度分为三型：轻度挛缩畸形 0～45 度，中度挛缩畸形 46～90 度，重度>90 度。轻度及中度均设计

连续 Z 形皮瓣松解挛缩畸形后直接关闭创面，重度畸形在连续 Z 形皮瓣彻底松解后尽量减少游离植

皮所需皮量，避免后期多次反复手术治疗。 

结果 36 个手指有 12 个是轻度畸形，15 个中度畸形，9 个是重度畸形。轻中度畸形均以连续 Z 形

皮瓣彻底松解挛缩瘢痕，未行游离植皮治疗。重度畸形在连续 Z 形皮瓣彻底松解挛缩瘢痕的基础

上，选择性地减少植皮量、将植皮创面留到挛缩手指侧面。36 个挛缩手指畸形均得到完全矫正，

随访时间 0.8 年～2 年，均未再出现挛缩畸形，1 例 12.5 岁的患儿最终因为存活皮片弹性差、紧张

感明显在 2年后再次行手术松解治疗。 

结论 儿童手指挛缩畸形的分型在临床上具有直观、实用的特点，连续 Z 形皮瓣作为一种传统皮瓣

方式，与临床分型的联合使用为儿童手指挛缩畸形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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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42 

194 例瘢痕挛缩病理与免疫组化分析 

 
张健,查天建,陈召,努尔兰,焦静龙,刘小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瘢痕挛缩患者癌变的检测方法及经验。 

方法 分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烧伤科 2007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收治的 194 例瘢痕挛缩患者

的病理及免疫组化资料，分析对比瘢痕癌变不同类型的各项免疫组化指标及其阳性率。 

结果 194 例患者术后瘢痕挛缩 45 例病理为恶性，其中鳞癌 26 例，基底细胞癌 8 例，恶性黑色素

细胞瘤 9 例，皮脂腺癌 1 例，粘液腺癌 1 例。鳞癌免疫组化中 CK5/6（阳性率：100%）、Ki-67

（阳性率：100%）、P53（阳性率：75%）、P63（阳性率：100%）、AE1/AE3（阳性率：100%）、

P40（阳性率：100%）阳性率较高；基底细胞癌免疫组化中 CK5/6（阳性率：100%）、CK7（阳性

率：67%）、Ki-67（阳性率：100%）、P53（阳性率：57%）、P63（阳性率：100%）、AE1/AE3（阳

性率：100%）、EMA（阳性率：75%）阳性率较高；恶性黑色素瘤免疫组化中 Ki-67（阳性率：

100%）、P53（阳性率：100%）、Vimentin（阳性率：100%）、S-100（阳性率：78%）、HMB45（阳

性率：89%）、Melan-A（阳性率：63%）、CD117（阳性率：75%）、Bcl-2（阳性率：100%）、CD99

（阳性率：100%）、Mum-1（阳性率：100%）阳性率较高。 

结论 瘢痕挛缩部位易发生癌变，对于瘢痕挛缩的患者，如发生在四肢及躯干部位考虑鳞癌癌变

者，病理应重点检查：CK5/6（、Ki-67、P53、P63、AE1/AE3、P40；如发生在面部考虑基底细胞癌

癌变，病理应重点检查：CK5/6、CK7、Ki-67、P53、P63、AE1/AE3、EMA；如发生在以前有黑痣的

部位考虑恶性黑色素瘤癌变者，病理应重点检查：Ki-67、P53、Vimentin、S-100、HMB45、Melan-

A、CD117、Bcl-2、CD99、Mum-1。 

  

 

PO-1543 

二十例背阔肌肌皮瓣修复综合性创伤的手术配合 

 
田雨欣,王玲,戴杨,王垚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研究背阔肌肌皮瓣修复综合性创伤的手术配合要点及临床应用。 

方法 2016 年 6 月—2018 年 6 月对外伤，烧伤，电击伤及多重复合伤造成肌腱外露骨外露及大面积

组织缺损患者进行背阔肌肌皮瓣切取游离移植术。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8 例，小孩 2 例，电击

伤、烧伤引起的骨外露 4 例，缺损范围 8cm*12cm～10cm*15cm 外伤创伤肌腱外露踝关节骨外露合并

骨折 10 例，缺损范围 8cm*10cm～14*12cm 瘢痕切取骨肌腱外露骨外露 6 例, 缺损范围 5cm*8cm～

8cm*14cm,切取背阔肌肌皮瓣均为 5cm*10cm～10cm*15cm,供瓣区原位缝合，肌皮瓣仁厚皮取皮植皮

术，术中对照个体差异，对二十例患者针对性术前心理护理，术中进行个案护理。 

结果  术后 20 例背阔肌肌皮瓣全部成活，无血管危象和术后感染，创面一期愈合，患者心理及术

中应激性创伤降到最低点，术后随访病人均达到术前护理预估水平。 

结论  背阔肌肌皮瓣血运丰富，创伤性小，切取范围大，抗感染能力强，缩短手术时间，术后愈

合较好，术后患者阈值升高，为护理及临床带来极大的优势。个案护理手术中护理配合挺高了较为

良好的帮助，对术后患者康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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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44 

10 例成批大面积烧伤的急救与护理 

 
林幼华,黄雅茹 

三明市第一医院,365000 

 

目的 总结成批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急救护理。 

方法 对成批大面积烧伤 10 例患者在第一时间里启动应急预案进行急救，通过判断意识状态、测量

生命体征、快速建立静脉通道、保持呼吸道通畅，观察尿量、创面换药、心理疏导、植皮手术、营

养支持、院感管理等治疗及护理。 

结果 除 1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因病情较重，两次转到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再转上一级医院治疗；另一

例康复期因眼角外翻家属要求转上一级医院进行整形治疗外其余患者均无护理并发症发生。 

结论 启动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人力支援的合理安排和规范的急救与护理，是抢救成批大面积烧

伤病人成功的保证。 

  

 

PO-1545 

全胃肠道管理模式在重度烧伤患者肠麻痹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陈瀚熙

1
,赖文

1
,陈华德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2.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目的 观察全胃肠道管理模式在重度烧伤患者肠麻痹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在重度烧伤患者肠麻痹时安装排泄管理系统和胃肠减压系统，观察其在减轻

患者肠腔积气、腹胀、腹腔压力、腹痛、肠道出血、预防心功能及肺功能的衰竭和促进肠蠕动等中

的应用效果。 

结果 全胃肠道管理模式组在减轻患者肠腔积气、腹胀、腹腔压力、腹痛及预防心功能及肺功能的

衰竭和促进肠蠕动等中的应用均优于常规胃肠减压模式。 

结论 全胃肠道管理模式有助于预防和减轻重度烧伤患者肠麻痹的并发症，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

用。 

 

 

PO-1546 

12 例乳腺癌术后伤口愈合不良的临床治疗分析 

 
杨敏烈,吕国忠,朱宇刚,丁羚涛,储国平,秦宏波,杜勇,程佳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探讨 12例乳腺癌术后伤口愈合不良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 12 例乳腺癌术后伤口愈合不良的患者，采用水动力系统

清创、组织移植修复容量缺损+置内引流管的持续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对创面病原微生物、创面

渗液性状、治疗床日、治疗费用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总结治疗经验。 

结果 12 例患者的慢性伤口均顺利痊愈，创面病原微生物学革兰氏阳性菌定植 6 例，革兰氏阴性菌

定植 3 例，混合感染 3 例，创面渗液李凡他实验渗出液 9 例，漏出液 3 例，平均住院床日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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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均住院费用 2.1 万元，肌皮瓣移植修复 5 例，皮瓣移植 3 例，游离皮片移植 2 例，原位拉拢

缝合 2例。 

结论 运用水动力清创系统清创，一期彻底清除创面基底增生的高分泌功能的纤维板，二期组织移

植修复，加术后置内引流管的持续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对于乳腺癌术后伤口愈合不良的患者，是

一种疗效确切的有益尝试。 

 

 

PO-1547 

湿润烧伤膏结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糖尿病足截肢术后创面的 

应用观察 

 
徐刚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225000 

 

目的 观察湿润烧伤膏结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糖尿病足行截肢术后创面的应用效果，探寻更加有

利于糖尿病足截肢残端愈合的处理方法。 

方法 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整形烧伤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8 例严重糖尿病足发生肢

体严重感染或坏死的患者，均为 2 型糖尿病，其中男 3 例、女 5 例，年龄 45～82 岁，平均年龄

65.6 岁。其中行足趾截趾术者 5 例，行半足截断术者 2 例，小腿截肢术者 1 例。截肢术后残端皮

肤缺损创面面积最小 1.0×2.0cm
2
,最大 5.0×10.0cm

2
；发现足部皮肤破溃病程 1～3 个月；入院时

空腹血糖（12.54 ±6.59）mmol/L。按糖尿病足 Wagner 分类法：Ⅲ级 4 例，Ⅳ级 3 例，Ⅴ级 1

例。 发病部位以足趾为多见，其次为足背、足底及足跟。双下肢血管彩超及双下肢血管 CTA 检查

均有不同程度动脉粥样硬化表现，其中 4 例有不同程度的胫前、胫后、腓动脉血管狭窄，2 例存在

不同程度的血管闭塞, 3 例患者于血管外科行血管腔内治疗后转入我科。全部病例于手术中截除严

重感染或坏死肢体，同时尽可能保留肢体长度。术中彻底清除坏死组织，尽可能地保留有活性的皮

肤和肌肉， 3%双氧水及生理盐水依次冲洗伤口，仔细止血后适当缝合创口内软组织覆盖断端骨外

露处，残端皮肤切缘适当拉拢缝合，缝合处保持无张力，本组病例均为截肢术后皮肤切缘不能一期

完全闭合者，皮肤缺损处行创面给予 VSD 治疗，术后 5～7 天拆除 VSD 敷料，观察创面情况，必要

时可接力多次 VSD治疗。待创面感染控制良好后予湿润烧伤膏外用换药治疗，促进创面愈合。 

结果 所有创面经治疗均完全愈合，创面得到了较好的修复，肢体长度得到较大程度的保留。随访

3～12个月，无反复破溃，患者对修复处外观及功能均满意。 

结论  湿润烧伤膏结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应用于糖尿病足行截肢术后的残端创面疗效确切，方法

简易，值得进一步研究。 

 

 

PO-1548 

呼吸湿化治疗仪在促进卧悬浮床的吸入性损伤患者肺部康复中应

用效果观察 

 
陈瀚熙

1,2
,赖文

1,2
,陈华德

1,2
 

1.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2.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目的 观察呼吸湿化治疗仪在促进卧悬浮床的吸入性损伤患者肺部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对采用无创氧疗的吸入性损伤患者采用呼吸湿化治疗仪加温加湿治疗，配合

肺部物理治疗及雾化治疗，观察其在促进患者痰液排出、降低肺部感染发生率、缩短患者咳痰时间

等方面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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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采用呼吸湿化治疗仪加温加湿治疗的患者在痰液量、粘稠度、咳痰时间、肺部感染发生率等

方面显著低于常规湿化氧疗。 

结论 呼吸湿化治疗仪在促进卧悬浮床的吸入性损伤患者促进患者痰液排出、降低肺部感染发生

率、缩短患者咳痰时间中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PO-1549 

亚低温增加人皮肤细胞的应激反应 

 
刘健

1
,王一兵

2
 

1.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2.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32-35℃亚低体温对脑损伤、心脏骤停、新生儿脑病有益，但并非全部病人受益。归咎于对低

温机制及必要条件的忽视，现研究局限于动物模型，且较短研究窗口期。临床试验侧重于其深度、

持续性、如何界定复温及避免或减少副损伤，如何界定患者从低温治疗中获益。本实验旨在亚低温

治疗中寻找分子机制，为药物靶向治疗铺平道路。 

方法 本实验设置两种细胞：人永生化角质形成细胞和皮肤成纤维细胞，预设四个处理组：常温常

氧、常温低氧、低温常氧、低温低氧组。分别检测抗氧化系统和缺氧反应途径中主要诱导应激转录

因子 nrf2和 HIF1Α 的基因、蛋白及细胞活性等相关表达。 

结果 细胞亚低温反应分别影响人永生化角质形成细胞及皮肤成纤维细胞抗氧化系统和缺氧反应途

径，与主要诱导应激转录因子 nrf2 和 HIF1Α 的增强有关。同时,作为参与控制免疫和炎症反应的

转录因子 NF-κB,未发现参与诱导亚低温。此外,亚低温没有触发未折叠蛋白质反应。较于亚低

温，更低温度(27°C 和 22°C)没有有效地激活 Nrf2和 HIF1A通路。 

结论 我们认为亚低温治疗效果可能是同时阻止了代谢抑制(抑制成分)并增加了应激耐力（激活成

分）。我们认为亚低温治疗的有效性与细胞应激机制有关，并值得临床更多研究。 

 

 

PO-1550 

临床路径带教模式在烧伤科护理实习生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陈瀚熙

1,2
,赖文

1,2
,陈华德

1,2
 

1.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2.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目的 观察临床路径带教模式在烧伤科护理实习生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根据临床路径模式，制定护理实习生在烧伤科实习期间的临床路径，观察护理实习生对临床

带教的满意度、对烧伤科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烧伤科常见疾病的护理常规掌握情况。 

结果 临床路径带教模式在烧伤科护理实习生中的应用效果均优于常规师徒式带教模式。 

结论 临床路径带教模式有助于提高护理实习生对临床带教的满意度、对烧伤科基本理论知识的掌

握程度、对烧伤科常见疾病的护理常规掌握情况，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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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51 

超声清创在烧伤后残余创面中的应用 

 
李晓东,何泽亮,张程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050000 

 

目的 研究超声清创刀在烧伤中后期残余创面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2017.04-2018.06 科室收治的烧伤病人，针对中后期残余创面患者按照不同治疗方法进行分

组：常规手术清创组 12 例（对照组）；超声刀清创组 12 例（治疗组）。两组之间清创术前经统计

学分析无显著差异。清创治疗后观察创面恢复情况，分析不同清创手术之间的效果差异。 

结果 治疗组创面愈合时间较对照组缩短，换药次数减少。且治疗组无再次接受手术情况发生。对

照组有两例接受同一部位再次植皮手术。提示超声清创为处理烧伤中后期残余创面提供了新的选

择。 

结论 超声清创通过其空穴效应去除坏死组织、生物膜及促进上调组织细胞活性促进创面修复，为

处理烧伤中后期残余创面提供了新的选择。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PO-1552 

新生儿重度先天性皮肤缺损 2 例 

 
欧阳容兰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PO-1553 

右下肢不明复发性溃疡一例 

 
李晓东,何泽亮,王配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050000 

 

 

 

 

PO-1554 

48 例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联合游离植皮术治疗小面积烧伤切痂术

后创面的效果分析 

 
陈召,查天建,努尔兰,焦静龙,张健,刘小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联合刃厚皮片游离植皮术在小面积（≤10%）切痂术后创面治疗

中的效果。 

方法  2017 年 1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小面积（≤10%）III°烧伤患者切痂术后患者 48 例，行

切痂术后，使用负压封闭引流装置覆盖创面，7天后行刃厚皮片游离植皮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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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术后 7 天移除引流敷料，见创面肿胀消退，肉芽组织新鲜、颗粒饱满、均匀，无明显感染，

48 例创面均行刃厚皮片游离植皮术封闭创面，术后创面所植皮片均成活良好，10 天后创面愈合出

院。同期收治的 31 大面积（≥30%）烧伤患者切痂术后行普通敷料包扎、换药培养肉芽组织，肉芽

组织新鲜度、肿胀消退程度较负压组均有所减低。7 天后均行刃厚皮片游离植皮术封闭创面，术后

创面所植皮片均成活良好，10 天后创面愈合出院。随访时间 6～12 个月，创面愈合良好，无功能

障碍，外形满意。 

结论 对比同期收治的 31 大面积（≥30%）烧伤患者切痂术后行普通敷料包扎、换药培养肉芽组

织，联合刃厚皮片游离植皮术治疗的创面，在局部外观、瘢痕增生程度以及功能障碍程度等方面，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联合游离植皮术对小面积烧伤切痂术后创面有明显的优势。 

 

 

PO-1555 

关于治疗肥厚性瘢痕所致功能障碍的若干感悟 

 
赵银超 

山西医科大学第六医院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目的 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为临床治疗提供借鉴，可以避免一些误区。 

方法 本文针对一位重度烧伤患者的功能康复过程，留存下了实录般的治疗记录，通过对其功能障

碍状况的详实描述，透视其整个康复轨迹，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当有所借鉴。 

结果 中途中断治疗的患者经过痛苦的锻炼历程后，终于又有所成效。 

结论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只有对事物拥有全面、通透的感观，才能把握其规律，对其预后转归做

出明确判断。 

 

 

PO-1556 

394 例门急诊烧烫伤患儿分析 

 
陈召,努尔兰,查天建,焦静龙,刘小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2017年 1月-2018年 6月到我院门急诊就诊的 394例患儿情况。 

方法 根据统计，2017 年 1 月-2018 年 6 月到我院门急诊就诊的患儿共 394 例，予以分析患儿烧烫

伤的原因、时间、家庭处理情况、院前时间等方面予以分析。 

结果 2017 年 1 月-2018 年 6 月到我院门急诊就诊的患儿共 394 例，其中男性患儿共 208 例，女性

患儿共 186 例。患儿共 18 例为火焰烧伤，374 为热液烫伤，2 例为电击伤。烧烫伤时间集中在三餐

时间，占比为 89%，其中晚餐为 54%。家庭给予冷疗的比例为 34%，未予处理的占比为 45，其余为

自行外用酱油、芦荟胶、牙膏等。到我院就诊平均耗时约 58 分钟，时间波动在 14 分钟-19 小时之

间。 

结论 患儿烧烫伤时间集中在用餐时间，多由于餐饭等烧烫伤。家庭急救措施及理念须加强科普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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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57 

烧伤康复期病人的护理 

 
王琼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研究烧伤康复期护理对烧伤病人转归的作用 

方法 抽样 

结果 被抽样的病人后期康复较好 

结论 烧伤病人康复期的护理对烧伤病人后期康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PO-1558 

烧伤创面的精细化诊疗 

 
李晓东,何泽亮,安亮恩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050000 

 

目的 回顾我国现代烧伤治疗 60 年来的辉煌成就，结合现在其他学科在精准医学中的发展，为烧伤

医学的精细化诊疗提出新的思路。 

方法 按照烧伤创面诊疗中的三个重要方面：面积评估、深度评估、治疗方法等，通过查阅相关文

献、结合治疗体会寻找出针对以上三个方面最新的研究进展，从而为烧伤的精细化诊疗提出新的思

路。 

结果 3D 扫描成像技术有利于烧伤创面的精细化诊断；激光多普勒成像技术（LDI）有利于创面深

度的精确评估；超声清创、新型创面冲洗液、酶清创等新技术有利于创面的精细化处理。 

结论 新的技术手段为评估烧伤创面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公认；新的技术手

段对于创面的处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利于坏死组织的清除、保留正常有活力的组织，从而达到

精准处理，为提高烧伤治疗的效果提供了新的选择。 

 

 

PO-1559 

生物敷料早期介入保护深二度重度烧伤创面微循环的影响 

 
李小奇,金汉宏 

杭州烧伤专科医院 

 

目的 观察生物敷料早期介入深二度重度烧伤创面（煤气烧伤和热液烧伤）微循环的治疗效果 

方法 实验组伤后简单清创即刻外用生物敷料和纳米银敷料，伤后 3~5 天磨削痂后更换异种脱细胞

真皮生物敷料,2 周左右将生物敷料外涂厚重磺胺嘧啶银乳膏外包裹食品级保鲜膜，2 天后“溶痂

（生物敷料）”判断创面植皮面积，对照组常规早期磺胺嘧啶银乳膏及纱布棉垫保护，伤后 3~5 天

磨削痂后生物敷料覆盖，7~20 天后检视创面判断创面植皮面积。观察两组患者疼痛程度（口服曲

马多用量），首次换药细菌培养检出率，二次手术次数，植皮面积比例。 

结果 实验组较对照组换药疼痛刺激小，二次手术比例低，植皮面积小。 

结论 早期生物敷料介入创面微循环治疗有利于烧伤患者的愈后，减少植皮面积及手术次数，符合

损伤控制外科概念，使创面到最大限度的复苏，减轻对病人的创伤打击，增加患者的免疫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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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60 

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促进烧伤创面愈合

的临床疗效比较 

 
黎秋生 

龙岩市第一医院,364000 

 

目的 比较外源性重组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rhEGF)与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rhFGF)促进

创面愈合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浅Ⅱ度烧伤创面、深Ⅱ度烧伤创面和刃厚皮供皮区创面共 90 例患者 270 个创面为研究

对象, 所有创面分别为 rhEGF 治疗组、rhFGF 治疗组 

和自身对照组, 选择自体相应部位、相似深度创面进行对照。分别观察创面愈合时间和在不同时间

内创面的愈合率 

结果 rhEGF 的促再上皮化作用明显, 对浅Ⅱ度烧伤创面及刃厚皮供皮区创面比 rhFGF 组和对照组

愈合时间缩短(P <0 .01), rhEGF 对深Ⅱ度烧伤创面与对照组愈合时间无明显差异(P >0 .05);而

rhFGF 对肉芽组织生长有特殊的作用, rbFGF 对深Ⅱ度烧伤创面比 rhEGF 组和对照组愈合时间明

显缩短(P < 

0 .01), 对浅Ⅱ度烧伤创面及刃厚皮供皮区创面比对照组愈合时间无明显差异(P >0 .05);动态愈

合率在不同的烧伤创面也明显加快, 组间具 

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rhEGF 和 rhFGF 修复创面效果的差异取决于它们不同的生物学特性以及作用机制, 组织缺损

较大, 组织损伤层次深, 

早期需要内芽组织填充的创面使用 rhFGF 为宜, 而浅度创面需要以再上皮化修复为主的则选择

rhEGF 为佳 

 

 

PO-1561 

bFGF/VEGF in the Serum from Severe Burns Patients 

Stimulates the Proliferation of Cultured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Via Activation of Notch 

Signaling Pathways 

 
刘玲英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This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the survival and proliferation effect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proliferation mechanism of serum from severe burns patients (BPS) on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UCMSCs) in vitro. 
方法 hUCMSCs were isolated, cultured, and identified. Next, we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BPS on cell numbers, cell cycle progression, cyclin D expression, and key proteins 

and genes of the Notch signaling pathway. Putativ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hUCMSCs were investigated. 

结果 BPS marked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hUCMSCs, and the results of the cell cycle 

studies indicated that BPS induced cell cycle progression into the M phase. In the 

case of BPS,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were the key factors that promoted hUCMSC proliferation.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851 

 

  

结论  This study provides novel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BPS in survival and rapid 

proliferation of hUCMSCs, and suggests that these cells could be utilized for cell 

therapy-based clinical applications for treating severe burns. Furthermore, hUCMSCs 

proliferation was induced by bFGF/VEGF in BPS through activation of notch signal. 

  

 

PO-1562 

延期植皮治疗烧伤后重度关节瘢痕挛缩畸形 

 
张振信,郭亚东 

陕西省人民医院,710000 

 

目的 介绍一种移植皮片成活率高、修复效果好，最大程度地恢复关节功能的植皮术。 

方法 自 2000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们对 28 例关节瘢痕挛缩畸形患者进行了延期自体皮肤移植

术，取得了满意效果，其中男 16 例，女 12 例，最大年龄 57 岁，最小年龄 6 岁，平均 34 岁。共

30 个关节，其中膝关节瘢痕挛缩畸形 10 个，肘关节 7 个、颈部 5 个、肩关节 2 个、髋关节 2 个、

腕关节 2 个、踝关节 2 个。Ⅰ期行瘢痕切除松解术，术中保留关节部位的血管、神经、肌腱肌肉等

重要组织，创面用异体皮或生物敷料覆盖、包扎。术后即行关节部位持续皮牵引 7~14 天，关节屈

伸范围恢复到基本正常，即行Ⅱ期自体皮移植术 

结果 28 例患者在关节瘢痕挛缩畸形的治疗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植皮术后 2~3 周创面一期愈

合，皮片完全成活、色泽及弹性良好，关节功能基本正常。经延期植皮术后 3 月~2 年的随访，除 2

例手部关节功能锻炼不及时，效果欠佳，其余均无瘢痕增生、挛缩，关节屈伸范围基本正常，关节

功能恢复满意。 

结论 延期植皮术可有效提高皮片成活率、减轻瘢痕形成，且关节功能得到良好恢复，提高了患者

生活质量。 

 

 

PO-1563 

严重感染与 PICS 

 
肖仕初,房贺,陈甜胜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00000 

 

目的 脓毒症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广受临床和基础研究的重视。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的危害性高，

在流行病学上呈现“三高”：高发病率、高病死率、高治疗费用。 

方法 美国每年大约有 21 万人死于脓毒症，据中国文献报道，中国 10 家外科 ICU 一年脓毒症的发

病率为 8.68％，住院期间总病死率为 48.7％。在 2014 年昆山某工厂特大爆炸事故中，185 名特重

度烧伤患者的总体死亡率为 41.0%，而发生脓毒症的患者死亡率则高达 92.1%。随着对脓毒症机制

的深入研究以及不断认识，脓毒症的诊断也不断进步，另外在器官功能支持方面的技术也在不断进

步，脓毒症的住院患者的死亡率不断降低，特别是拯救脓毒症行动，使严重脓毒症早期死亡率从超

过 35%下降至低于 15%。然而，以往针对脓毒症死亡率的研究，主要是随访了患者的早期死亡率 28

天死亡率，近年来针对脓毒症死亡率的研究发现，脓毒症患者死亡率的最高峰不在早期，而在伤后

的 2-3月至 3年。 

结果 患者在度过早期脓毒症后，进入漫长的恢复阶段，往往 ICU 住院时间延长，病程迁延，2012

年，持续炎症-免疫抑制 -分解代谢综合征（ Persistent Inflammation-Immunosuppression-

Catabolism Syndrome, PICS）概念的提出，系统阐释了这类症候群。PICS 是在严重创伤或脓毒症

后逐渐进入的慢性危重病的一组临床综合征，以 ICU 住院时间长、持续的炎症反应、免疫抑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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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高分解代谢为特点，通常表现为毒血症状、营养不良、反复院内感染、乏力、呼吸机依赖和精

神障碍等，需要长期的医疗支持和护理，病死率较高。 

结论 对 PICS 理论的深入认识和不断理解，可以为危重烧伤的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学提供一个新的

视角，以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和预后。 

 

 

PO-1564 

皮肤肿物切除术后的皮瓣修复 

 
郭亚东 

陕西省人民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各部位皮肤肿物切除术后皮肤软组织缺损的皮瓣修复方式，力求减少重要器官的移位。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各部位的体表肿物患者 24 例，根据不同

部位特点分别采用各种不同皮瓣进行修复，观察修复效果。其中男 18 例，女 6 例，最大年龄 67

岁，最小年龄 6岁，平均 37岁。 

结果 本组 24 例患者经皮瓣修复后，皮瓣均成活良好，随访 6 月至 12 月，显示皮瓣的外观、质

地、功能均恢复满意，无明显的器官移位畸形以及扭曲现象，修复效果满意。 

结论 体表肿物切除术后所造成的皮肤软组织缺损，首选皮瓣修复，皮瓣存活率高、修复效果满

意，尤其是恶性肿瘤，方便于术后的放疗。这种手术方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565 

双管型 VSD 技术用于治疗不同部位复杂创面的最佳负压选择 

 
张宏峰 

1.延安大学附属医院,716000 

2.烧伤科 

 

目的 探讨采用双管型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治疗不同部位复杂创面过

程中选择不同的负压对临床疗效的影响，以期选择最佳负压，为临床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烧伤整形外科收治的不宜一期植皮治疗的 144 例复杂创面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上肢创

面和下肢创面各 72 例。依据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将上肢创面组及下肢创面组各分为 4 组，共 8 组，

各患者均选择不同负压进行双管型封闭引流治疗（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比较并分析

各组患者肉芽组织生长状况、堵管率和细菌计数、创面愈合时间、VAS评分、瘢痕指数。 

结果 上肢组：A1 组、B1 组肉芽组织生长状况明显优于 C1 组、D1 组；A1 组出现堵管 5 例，其中 3

例复通有效，2 例复通无效选择拆除敷料；A1 组堵管例数组最多，D1 组最少，但除 A1 组外，其余

各组复通后均能达到理想治疗效果。LSD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A1 组细菌计数明显高于 B1 组和 D1 组

（P<0.05）；组间比较：不同负压选择条件下上肢组 4 组细菌计数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B1、C1、D1 组创面愈合时间显著低于 A1 组，D1 组 VAS 疼痛评分明显高于其他 3 组

（P<0.05）。下肢组：B2 组、C2 组肉芽组织生长状况明显优于 A2 组、D2 组；A2 组出现堵管 5

例，其中 2 例复通有效，3 例复通无效拆除敷料，B2 组出现 3 例堵管，后经反复冲洗复通，而 C2

组及 D2 组均无堵管出现。A2 组堵管例数明显高于 B2 组、C2 组和 D2 组（P<0.05）。LSD 多重比较

结果显示，A2 组、B2 组细菌计数明显高于 C2 组和 D2 组（P<0.05）；组间比较：不同负压选择条

件下下肢组 4 组细菌计数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B2、C2、D2 组创面愈合时间显著低于

A2组，D2组 VAS疼痛评分明显高于其他 3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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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双管型 VSD 技术用于治疗复杂创面疗效显著，上肢部位在上肢部位创面 VSD 治疗中应用

200~350mmHg 效果较为理想，而在下肢创面 VSD 治疗中应用 350~500 mmHg 效果最佳，肉芽组织生

长较好，堵管率低，降低创面处细菌量，进而降低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几率。 

 

 

PO-1566 

美宝烧伤膏联合生长因子在治疗颜面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分析 

 
高栋梁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716000 

 

目的 探讨美宝烧伤膏联合联合生长因子在治疗颜面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分析，并期望为治疗颜面

部烧伤患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一种有效的新方法。 

方法 本文共收集病例资料 300 例, 其中治疗组（美宝联合生长因子）153 例, 男性 93 例, 女性

60 例, 年龄 3~ 56 岁；对照组 147 例, 男性 84 例, 女性 63 例，年龄 5~ 47 岁。烧伤部位均为面

颈部，面积为 2%TBSA~8%TBSA。烧烫伤原因为开水、火焰、 电话及化学烫伤。按烧伤三度四分法
[1]
，分为浅Ⅱ度，其中治疗组 90 例，对照组 84 例；深Ⅱ度，其中对照组 63 例，对照组 60 例，两

组患者一般情况见表 1。入院时间为伤后 30min 至 5d。伴有呼吸道烧伤或因面颈部肿胀, 呼吸不

畅行气管切开。  

临床观察：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选取颜面部烧伤患者 300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分为治疗组(美宝

烧伤膏联合生长因子)和对照组(单纯美宝烧伤膏)。观察用药创面愈合时间、愈合后瘢痕形成方

面，并统计分析。 

结果 美宝烧伤膏联合生长因子组在创面愈合时间、愈合后瘢痕形成方面有差异，P<0．05，说明美

宝烧伤膏联合生长在治疗上优于单纯烧伤膏。 

结论 美宝烧伤膏联合联合生长因子在创面愈合时间缩短、愈合后瘢痕形成方面疗效显著，值得临

床推广。 

  

 

PO-1567 

扩创植皮术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 烧伤患者耐 甲氧西林金

黄色葡萄球菌 感染难愈创面的效果观察 

 
计鹏,胡大海,刘洋,梁敏,韩夫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扩创植皮术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 )治疗烧伤患者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M RSA )感染难愈创面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于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 82 例烧伤 M RSA 感

染难愈创面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1 例。对照组 VSD 治

疗，创面肉芽组织新鲜后进行植皮手术，观察组采用扩创植皮术联合 VSD 治疗。比较 2 组治疗后

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白细胞计数(W BC)、C 反应蛋 白(CRP )、红细胞沉降率(EaR )、白细胞介素 

1(IL．1)变化情况及 2 组住院时间、感染控制时间、创面恢复正常时间、疼痛评分情况 

结果 观察组治愈率 、总有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9．0％(16／41)比 

17．0％(7／41)、95．1％ (39／41)比 78．0％(32／41)](p <0．05)。治疗后 2 组 W BC 、

ESR 、CRP、IL 一 1 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且观察组治疗后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

照组：(10．7 士 1．3) ×10’／L 比(14．5 ±2．4)×10 ／L、(21．2 ±2．3)mm／1 h 比

(56．3 ±8．9 )m m ／1 h 、(6．4 ±1．2 )m s／L 比(81．3 ±4．4 )m s ／L 、(94 ±8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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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比(167 ±45 )ns ／L ，观察组：(7．8 ±1．0 ) ×10 ／L 比 ( 14．6 ±2．4 ) ×10 ／

L 、(13．5 ±1．5 ) m m ／1 h 比 (56．4 ±9．0 ) m m ／1 h、(4．6 ±1．O)m g／L 比

(81．4 ±4．5)mg／L、(79 ±6)ns ／L 比(168 ±45)ns ／L](均 P < 0．05)。观察组住院时

间、感染控 

制时间、创面恢复正常时间、疼痛评分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2 士 8)d 比

(61 ±11)d、(41±6)d 比(49 4-8)d、(50 ±7)d 比(58±9)d、(3．4 ±0．9)分比(5．8 ±1．2)

分](均 P <0．05)；观察组甲级愈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丙级愈合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56．1％(23／41)比 46．3％ (19／41)、4．9％(2／41) 比 22．0％ (9

／41)、14．6％(6／41) 比 58．5％ (24／41)](均 P <0．05)。 

结论 扩创植皮术联合 VSD 治疗烧伤患者 MRSA 感染难愈创面疗效明显。 

 

 

PO-1568 

肉芽创面床上直接移植自体微粒皮覆盖保湿性敷料 治愈深度烧

伤和慢性难愈性创面１２８例 

 
肖厚安,周小茜,张 丽,安鸿肇,刘 晨,王 煜,程秋霞,苏 靖,王丽娜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第九医院 

 

目的 观察深度烧伤及难愈性的肉芽创面上直接行自体微粒皮移植的临床效果。 

方法 从 2008 年 3 月—2016 年 2 月笔者采用经前期处理后的深度烧伤及其他原因致伤的难愈性创

面形成的肉芽创面上，行自体微粒皮直接移植，用保湿敷料（含麻油类不同烧伤外用中药油、膏剂

等混合制成油纱）覆盖，定期更换敷料的方法，治疗 128 例患者。其中不同面积深度烧伤 79 例，

皮肤软组织撕脱伤 8 例，胫骨下段骨折钢板内固定后钢板外露创面 1 例，糖尿病溃疡 12 例，压疮

4 例，硬皮病跟腱外露溃疡 1 例，其他慢性创面 23 例。烧伤入院早期对深度创面经促溶痂处理，

尽早去除坏死组织，促进创面肉芽形成；难愈性创面早期去除坏死组织，使创面清洁，肉芽组织形

成后即可行自体微粒皮移植。微粒皮取皮面积：中大面积烧伤创面受皮区：供皮区之比为 5:1—

11:1，小面积烧伤创面及各种慢性创面受皮区：供皮区为 4:1—1.5:1。植皮区用保湿敷料覆盖，

术后 3—6天首次换药。 

结果 128 例肉芽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后除 27 例未能一次封闭全部创面，用同样方法行二次补充植

皮外，其余 101 例，均 1 次植皮封闭创面。术后经半年—5 年随访，皮肤愈合质量良好，瘢痕增生

较轻，大部分病例愈合后皮肤质地柔软，牵拉延伸度接近于正常皮肤，获得满意效果。 

结论 将自体微粒皮直接移植于深度烧伤及难愈性创面经前期处理所形成的肉芽创面上，覆盖保湿

敷料，修复这类创面是一种有效方法。 

  

 

PO-1569 

早期连续性血液净化对严重烧伤患者的治疗作用 

 
游波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观察严重烧伤早期进行连续性血液净化是否减少脓毒症发生，改善预后 

方法 选择笔者单位 2014 年 03 月-2017 年 6 月收治的成人患者，烧伤总面积大于或等于 50%，其中

深Ⅱ度～Ⅲ度面积大于或等于 30%，进行随机前瞻性研究，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 29 例和血液净化

组 29 例，常规治疗组按大面积烧伤患者临床常规治疗，血液净化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烧伤

后 3d 内开始进行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连续性治疗 3d 以上，至大面积切痂植皮、病情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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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烧伤后 1d、3d、5d、7d、14d、21d、28d 循环中细胞因子浓度、血常规、凝血、脏器功能指

标、血气分析，记录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发生率，28d、60d 及住院病死率等预后指标；检测 1d、

3d、7d、14d、21d、28d 外周血 T 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对数据进行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t 检

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 血液净化组炎性介质水平低于对照组，减少脓毒症发生率，对 TBSA>80%的患者，减低 60-d，

90-d的病死率 

结论 重烧伤早期进行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降低血液循环中炎性介质浓度，减轻炎性反应，可能

通过保护脏器及免疫细胞功能，降低脓毒症发生，提高患者生存率。 

  

 

PO-1570 

大面积烧伤残余创面水动力清创结合自体微粒皮移植效果观察 

 
肖厚安

1
,席云峰

2
,张斌 

2
,苏伟

2
 

1.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第九医院 

2.榆林市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 

 

目的 研究水动力清创结合自体微粒皮移植在大面积烧伤残余创面中的运用疗效。 

方法 选择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间在本院进行烧伤残余创面修复治疗的患者，并符合本研究

纳入标准 59 例患者研究对象，根据患者自行选择的治疗方式将其均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清

创方式，观察组则采用水动力清创法，完成清创后均以自体刃厚皮制成点状片皮进行移植修复。比

较两组患者每 1%TBSA 创面清创时间、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3 d 创面分泌物细菌培养阳性率，治疗

后 7 d 植皮存活率、治疗后 7 d 红肿评分、两组患者二次清创率；以及创面清创时间、创面平均

愈合时间指标。 

结果 观察组临床显效 15 例，有效 10 例，总有效人数 25 例，总有效率 92.60%；对照组显效 9

例，有效 14 例，总有效人数 23 例，总有效率 80.00%，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两组患者经治疗后，观察组治疗后 3d 创面分泌物细菌阳性率 14.81%，明显低于对照

组 40.63%；观察组再次清创率 7.40%，明显低于对照组 28.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创面清创时间和残余创面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水动力清创结合点状皮片移植可提高大面积烧伤残余创面植皮存活率，降低创面感染率，促

进创面愈合。 

  

 

PO-1571 

肉芽创面床上直接移植自体微粒皮覆盖保湿性敷料治疗 

深度烧伤临床观察 

 
肖厚安

1
,席云峰

2
,周小茜

1
,张 丽

1
,安鸿肇

1
,刘晨

1
,王煜

1
,张 斌

2
,苏 伟

2
,程秋霞

1
,苏靖

1
,王丽娜

1
 

1.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第九医院 

2.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 

 

目的 探讨保湿性敷料覆盖肉芽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术对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80 例深度烧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72 例，对照组 8 例。观察组采用保湿性敷料覆盖肉芽

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术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生物敷料覆盖削痂植皮术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疗

效、创面愈合时间和愈合率；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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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22%，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75.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创面愈合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10 d 创面愈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上皮组织完全覆盖创面时间、住院时间及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将保湿性敷料覆盖肉芽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术应用于深度烧伤，可以有效的促进创面愈合，

提高疗效，减少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572 

颈部放射性溃疡的皮瓣修复 

 
潘云川 

海南省人民医院,570100 

 

目的 总结颈部放射性溃疡创面修复的经验 

方法 2016 年以来收治鼻咽癌放射治疗后并发颈部溃疡 5 例。年龄 42 岁-71 岁。1 例住院后 CT 检

查全身多处癌性转移病灶放弃治疗。创面大小 5cm×7cm~9cm×11cm，采用胸大肌肌皮瓣 1 例，下

斜方肌肌皮瓣 3例。其中 1例创面颈总动脉外露。 

结果 4 例患者采用肌皮瓣，溃疡得到满意修复，无皮瓣坏死、皮瓣下窦道或感染。随访 1-3 个

月，生活质量提高，溃疡部位修复后未出现疼痛，发痒等症状。 

结论 胸大肌肌皮瓣和斜方肌肌皮瓣是颈部创面修复可靠的选择方法。尤其是颈部解剖结构复杂，

放射性溃疡基底往往清创偏向保守，利用肌皮瓣血运丰富的特点，能保证创面得到有效供养有利于

愈合。 

对此类患者，与皮瓣切取相比，清创是手术成功的关键，1 例患者颈总动脉外露长达 6 个月，合并

创面绿脓感染，而周围组织瘢痕化，坚韧，清创时变性颈动脉鞘给以保留，胸锁乳突肌深部周围组

织细致清理，动作轻柔，避免损伤脆性的血管，或损伤深部重要神经。老年患者，全身合并症多，

做好围手术期管理尤为重要。再者，老年患者肌组织萎缩薄弱，分离斜方肌辦应注意层次，避免损

伤其下方的菱形肌。下斜方肌皮瓣优于胸大肌皮瓣。前者供区多能直接缝合，且供区外观隐蔽。而

胸大肌皮瓣供区多需要植皮，影响外观。 

 

 

PO-1573 

VSD 应用于治疗急性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安鸿肇,周小茜,张丽, 肖厚安 

西安市第九医院 

 

目的 观察探讨 VSD应用于治疗急性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2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纳的 53 例急性坏死性筋膜炎患者,对照组 29 例患

者,仅进行常规传统治疗,观察组 24 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治疗上,加用 VSD 治疗,其余条件保持相同;

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换药次数、护理实践、痊愈情况及时间、不良反应等观察指标,对 VSD 的临床

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观察组治愈率为 96.53%,对照组治愈率为 68.75%,观察组和对照组对比,治愈率显著增加

(P0.05),治愈时间明显缩短(P0.05);换药次数、护理时数均明显缩短,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除在治疗过程出现轻微疼痛及偶尔创面渗血外,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对急性坏死性筋膜炎患者进行用负压辅助封闭技术治疗不仅可以达到与常规传统治疗疗效,且

明 显 减 轻 急 性 坏 死 性 筋 膜 炎 患 者 痛 苦 , 缩 短 治 疗 时 间 , 缓 解 临 床 症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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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74 

1 例成人失禁相关性皮炎（IAD）的护理体会 

 
苏婧,赖海静,李妮,白婷婷,肖厚安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第九医院 

 

目的 近年来失禁病人成倍增加，IAD 不仅造成了患者生理，心理的痛苦，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还

给护理工作带来了挑战，也是目前公认的导致压力性损伤的危险因素之一。通过 1 例失禁性皮炎的

治疗和护理，探讨失禁性皮炎的预防、护理措施及效果。增加护理人员对 IAD 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为临床护理提供指导。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护理质量，降低 IAD的患病率和发生率。 

方法 通过对 IAD 的概述、临床表现，临床护理病例的论述，对 1 例失禁性皮炎患者经过全身营养

支持、控制血糖、留置尿管处理失禁、创面换药、局部暴露等综合治疗。 

结果 12 天后患者精神好转，生命体征平稳，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会阴部、臀部无明显红肿，创

面全部愈合，带留置尿管出院，给予出院指导。   

结论 失禁相关性皮炎属于一个新兴的概念，未引起大家重视。皮肤护理，预防永远大于治疗。正

确地评估 IAD的发生风险和严重程度，系统合理地进行护理，可以有效减少 IAD的发生。 

 

 

PO-1575 

自体微粒皮回植修复瘢痕皮肤中厚供皮区创面的效果观察 

 
邓旭东

1
,肖厚安

1
,官浩

2
,王耘川

2
,周小茜

1
,蒋丽媛

1
,王煜

1
 

1.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第九医院 

2.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目的 观察自体微粒皮回植修复瘢痕皮肤中厚供皮区创面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08 月至 2017 年 08 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第九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及空军军医

大学西京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收治的 60 例以瘢痕皮肤为中厚供皮区的烧伤后整形患者,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 3 组,即自体头皮微粒皮组、自体非头皮微粒皮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3 组患者均采用鼓

式取皮机胶纸取皮法自大腿前外侧切取厚度为 0.30 mm 的中厚皮片,移植于修复瘢痕皮肤中厚供皮

区创面上. 自体头皮微粒皮组以气动取皮刀切取（面积约为 5 cm×10 cm ～10 cm×10 cm）的刃

厚头皮制备成微粒皮后移植于中厚皮供皮区；自体非头皮微粒皮组以移植供皮区创面后剩余中厚皮

片及气动取皮刀取自中厚供皮区旁补充刃厚皮（（面积约为 5 cm×5 cm ～5 cm×10 cm））制备

成微粒皮后移植于中厚皮供皮区,移植方法同头皮组；对照组中厚皮供皮区创面直接贴敷单层凡士

林油纱并进行适度加压包扎. 术后 12 个月随访时应用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分、瘙痒评分和瘢痕增生

率（凸起瘢痕面积/瘢痕供皮区面积×100%）评价瘢痕供皮区瘢痕增生情况,将 3 组临床资料进行对

比分析。 

结果 三组患者性别和年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自体头皮微粒皮组及自

体非头皮微粒皮组术后 12 个月，植皮组瘢痕供皮区瘢痕量表评分、瘙痒评分和瘢痕增生率分别为

（ 1.5±0.5 ） / （ 1.4±0.2 ） 、 （ 1.2±0.4 ） / （ 1.3±0.5 ） 分 和 （ 14.6%±7.6% ） /

（13.6%±6.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自体头皮微粒皮组及自体非头皮微粒皮组植皮

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6.7±1.1）、（2.0±0.7）分和 52.8%±13.1%（均 P<0.01）。 

结论 自体微粒皮移植修复瘢痕皮肤中厚供皮区创面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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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76 

肉芽创面自体微粒皮移植治疗新方法研究 

 
肖厚安,周小茜,张 丽,安鸿肇 ,刘 晨 ,王 煜 ,高淑萍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第九医院 

 

目的 探索在深度烧伤所形成肉芽创面上直接用自体断层皮肤制成微粒状进行涂抹移植，并用保湿

敷料覆盖包扎手术新方法，封闭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的可行性。 

方法 将自体断层皮肤制作成微粒状皮粒，直接涂抹于大面积深度烧伤肉芽创面上并用保湿敷料覆

盖加压包扎术后按时更换保湿敷料，至创面全部封闭愈合。用此方法治疗大面积深度烧伤病人 28

例，并随访 6个月至 5年，对其愈合效果，及长期瘢痕效果进行观察。 

结果 所有２８例患者经长期随访后，最终创面全部愈合，且其创面愈合后随访观察瘢痕增生不明

显。 

结论 大面积深度烧伤肉芽创面上可以直接行自体微粒皮移植不必用大张异体皮肤覆盖，用保湿敷

料覆盖，微粒皮非常容易成活，可以达到良好创面封闭目的，且瘢痕增生不明显。 

 

 

PO-1577 

情景教学法在烧伤急救护理技能教学中的应用 

 
梁云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PO-1578 

含银医疗外用制剂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与合理选用 

 
李宗瑜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目的 一、含银外用制剂的剂型 

二、含银制剂的存在形式 

粉剂——SSD 

霜剂——磺胺嘧啶银霜（1%、2%、5%、10%）、银锌霜等 

凝胶——阿杰姆、硝酸银等 

液体敷料——汇涵术泰 

固态辅料——纳米银：爱银康、愈邦、安信等 

          银离子：优拓、藻酸盐银离子等 

三、含银制剂的作用机理 

四、临床合理使用的思考 

（一）根据创面选择含银制剂品种 

（二）按含银制剂的剂型选择创面 

（三）换药间隔 

（四）换药方式 

（五）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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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良反应与安全性 

（七）耐药问题 

方法 一、含银外用制剂的剂型 

二、含银制剂的存在形式 

粉剂——SSD 

霜剂——磺胺嘧啶银霜（1%、2%、5%、10%）、银锌霜等 

凝胶——阿杰姆、硝酸银等 

液体敷料——汇涵术泰 

固态辅料——纳米银：爱银康、愈邦、安信等 

          银离子：优拓、藻酸盐银离子等 

三、含银制剂的作用机理 

四、临床合理使用的思考 

（一）根据创面选择含银制剂品种 

（二）按含银制剂的剂型选择创面 

（三）换药间隔 

（四）换药方式 

（五）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 

（六）不良反应与安全性 

（七）耐药问题 

结果 总而言之，目前创面外用药或敷料中含银制剂的品种最多，剂型也多，品牌繁多。国内、国

外产品至少几十家，但没有哪个品种将上述临床应用的相关问题及毒副作用能说的很清楚。因此，

医生要根据创面情况、药物（敷料）剂型与特点、患者的经济情况、临床使用的有效性并结合安全

性去选择使用含银制剂，并合理使用。本文不主张小面积的新鲜Ⅱ°烧伤创面早期使用含银制剂，

尤其是小儿烧伤的浅Ⅱ°创面；纳米银制剂尤其应该警惕可能的细胞毒性，切不可单纯听取商家的

意见。 

结论 总而言之，目前创面外用药或敷料中含银制剂的品种最多，剂型也多，品牌繁多。国内、国

外产品至少几十家，但没有哪个品种将上述临床应用的相关问题及毒副作用能说的很清楚。因此，

医生要根据创面情况、药物（敷料）剂型与特点、患者的经济情况、临床使用的有效性并结合安全

性去选择使用含银制剂，并合理使用。本文不主张小面积的新鲜Ⅱ°烧伤创面早期使用含银制剂，

尤其是小儿烧伤的浅Ⅱ°创面；纳米银制剂尤其应该警惕可能的细胞毒性，切不可单纯听取商家的

意见。 

  

 

PO-1579 

Vγ4 T 细胞和树突状表皮 T 细胞对创面愈合的影响 

 
李雅舒

1
,吴军

2,1
,罗高兴

1
,贺伟峰

1
 

1.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2.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伤口愈合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经历了血液凝固、炎症反应、再上皮化和组织重塑等不

同阶段。γδ T 细胞参与炎症反应和再上皮化，对于皮肤伤口愈合至关重要。树突状表皮 T 细胞

（DETCs），位于小鼠的表皮，被激活后分泌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如 IGF-1 和 KGF-1/2，促进皮肤

损伤后的再上皮化。驻扎在真皮中的 Vγ4 T 细胞在皮肤受损后可浸润至表皮，并分泌大量的 IL-

17A。Vγ4 T 细胞与 DETCs是否相互影响共同调节皮肤创面愈合尚不清楚。 

方法 建立 C57BL/6 小鼠创面愈合模型，观察并绘制创面愈合动力曲线：采用 BioXcell 公司的

Vγ4 T 细胞清除抗体或同型抗体（200 微克每只）腹腔注射，制作 Vγ4 T 细胞清除的小鼠及对照

模型；采用 CCL20/IL-17A /IL-1β/IL-23 中和抗体或细胞因子创周注射，制作相应的小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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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WB、流式细胞术、免疫组化、免疫荧光等技术检测 Vγ4 T 细胞清除小鼠、抗体中和或细胞因

子过量鼠及对照组的创缘表皮 DETCs、Vγ4T 细胞分布及细胞因子表达情况。分离正常或创缘表皮

角朊细胞、DETCs、Vγ4T 细胞，体外培养，给予 CD3、IL-1β、IL-23 刺激，检测表面标志、细胞

因子及信号通路的改变。 

结果 Vγ4 T 细胞抑制创面愈合；Vγ4 T 细胞从真皮迁移至表皮；Vγ4 T 细胞分泌 IL-17A 促进角

朊细胞分泌 IL-1β 和 IL-23，两者构成正反馈回路；Vγ4 T 细胞通过角朊细胞抑制 DETCs 分泌

IGF-1。 

结论 Vγ4 T 细胞分泌 IL-17A通过与角朊细胞构成正反馈回路抑制 DETCs 分泌 IG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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