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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RP）联合植皮治疗创伤后皮肤软组织缺损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21 年 5 月就诊于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48 例创伤导致皮肤软组织缺损的患者。随机分成
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4 例，对照组清创后常规换药，待创面肉芽形成后手术植皮。研究组清创后均应
用 PRP 促进肉芽生长，待创面肉芽组织丰富覆盖创面后，再进行手术植皮修复。观察适合植皮时间、创面愈
合时间、植皮后皮片成活率、创面愈合优良率，术后随访观察创面完全愈合后瘢痕情况。 结果 研究组适合
植皮时间、创面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的皮片成活率、创面愈合优良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6 个月。6 个月后研究
组的血管分布、瘢痕色泽、瘢痕厚度、瘢痕柔软度评分及温哥华瘢痕量表（VSS）总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PRP 联合植皮治疗皮肤软组织缺损对其他部位组织损伤小，能加快创面愈
合时间，降低手术风险，提高整体安全性，具有很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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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kin soft tissue defect with autologous platelet-rich
plasma combined with skin gra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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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utologous platelet-rich plasma (PRP) combined
with skin grafting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and soft tissue defects after trauma.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8
to May 2021, 48 patients with skin and soft tissue defects caused by trauma in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Jingzhou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2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routine dressing change after debridement and skin grafting after
granulation formation of the wound. After debridement, PRP was applied to promote granulation growth in all the
study groups. After the granulation tissue of the wound was rich and covered the wound, surgical skin grafting
was performed for repair. The appropriate skin grafting time, wound healing time, skin graft survival rate after
skin grafting, and excellent and good wound healing rate were observed. Follow-up was performed to observe
the scar after the wound healed completely. Results The suitable skin grafting time and wound healing tim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skin graft survival rate and the excellent and good wound healing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six months. Six months later, the vascular distribution, scar color, scar thickness, scar
softness score and total VS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PRP combined with skin grafting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and
soft tissue defects has little tissue damage in other parts, accelerates wound healing time, reduces surgical risk,
improves overall safety, and has good clinical efficacy.
[Key words] Platelet-rich plasma; Skin graft; Skin soft tissue defect; Trauma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交通事故和生产事

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容易形成慢性创面，难以愈合，

故发生，人们受到损伤的概率明显增加。各种创伤

继发肌腱、骨骼缺血性坏死，甚至致残 [1]。骨、肌腱

容易导致皮肤撕脱、软组织缺损，肌腱和骨骼外露。

外露创面的修复一直以来是外科医师面临的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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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治疗多数采用各种皮瓣、肌皮瓣、筋膜瓣进行

感染未控制好者；⑤严重的低蛋白血症等营养不

创面修复，虽然创面能够修复，但是也要付出很大

良者；⑥存在凝血功能障碍、免疫功能障碍的患者；

的创伤代价，容易形成瘢痕，功能与外观上受到不

⑦压疮、糖尿病等长期慢性形成的窦道及皮肤和软

同程度的影响

组织缺损者。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2-5]

。并且皮瓣修复手术操作复杂，术

后易发生感染、皮瓣臃肿、创伤大且增加了供区的

1.2

损伤，手术风险大，费用较高。离心全血得到的血

方法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术前检查，急诊入手术

小板浓缩物富含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

室麻醉后手术清创，清除坏死和失活组织，特别是

PRP）及各种生长因子，对骨及软组织具有很强的

坏死肌肉和撕脱挫伤皮肤。合并开放性骨折的患

修复作用，已经越来越多地用于治疗急性创伤、骨

者清除游离无血运循环的碎骨片，再行外固定支架

缺损及慢性伤口不愈合 。PRP 在促进创面愈合

固定，使骨折复位固定妥当，如连有骨膜的骨块需

的临床应用中已经十分普遍，但与联合游离皮肤植

行克氏针固定。仔细彻底止血，如创面较大或污染

皮治疗皮肤软组织缺损的应用报道不多。2018 年

挫伤较重则使用人工皮覆盖，持续冲洗负压吸引治

10 月至 2021 年 5 月，本研究采用 PRP 联合植皮治

疗，术后 3 ～ 5 d 拆除人工皮，根据创面情况决定是

疗皮肤软组织缺损 48 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

否行二次手术清创，直至缺损创面无坏死组织，无

道如下。

明显脓性分泌物。对照组行伤口换药直至新生肉

1

芽组织丰富覆盖创面达到植皮条件植皮。研究组

[6]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则行 PRP 治疗，用一次离心法制备 PRP，制备步骤：

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21 年 5 月就诊于荆州

选用 8 ml 规格的红色采血管，可依据创面大小选

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创伤后导致皮肤和软组织缺损

择采血管数量，抽取患者静脉血偶数根采血管，将

的 48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28 例，
女 20 例；年

采血管对称放入离心机内保持平衡。设定离心机

龄 38 ～ 72 岁，平均（54.0±9.5）岁；缺损部位：手背

2500 r/min，离心 20 min。红色采血管内含有血清

及腕关节 13 例，前臂 4 例，小腿 6 例，足背 11 例，

分离胶和抗凝剂，经过离心机离心后，分离胶下为

踝关节 14 例，创面缺损面积为（82.5±12.28）cm 。

红细胞，分离胶上的凝胶样液体为 PRP。将上层的

其中合并开放性骨折 20 例，肌腱及韧带外露 18 例，

PRP 凝胶与下层的红细胞分离，将 PRP 凝胶填塞于

肌腱外露面积为（5.15±1.17）cm 。骨质外露 14 例，

创面缺损处，凡士林纱布包扎。3 ～ 5 d 后更换伤

骨质外露面积为（2.95±0.96）cm 。将所有患者随

口敷料观察创面情况，如创面未形成新鲜肉芽可

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4 例。两组患者

再次行 PRP 治疗，直到创面肉芽组织新鲜符合植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

皮条件。

可比性。见表 1。

1.3

2

2

2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纳入标准：①创伤后形成皮肤和软组织缺损面

适合植皮时间、创面愈合时间

适合植皮

积较大者，不能直接缝合，创面均需要皮片或皮瓣

时间是从患者创伤形成开始到创面新鲜、无感染、

移植；②合并肌腱及骨质外露者，其中肌腱外露面

无坏死组织、新生肉芽组织覆盖肌腱和骨质外露时

积 <6 cm ，骨质外露面积 <3 cm ；③年龄 38 ～ 72 岁；

间。创面愈合时间是从患者受伤开始到创面完全

④未合并全身感染者；⑤患者同意接受 PRP 联合

愈合、皮肤完全覆盖创面时间。

植皮的治疗方案且同意院外随访。排除标准：①手掌

1.3.2

及足底皮肤软组织缺损者；②肌腱外露面积≥ 6 cm ，

片成活率。皮片与基底贴合牢固，颜色转红，提示

骨质外露面积≥ 3 cm ；③伤后形成的创面面积不

皮片成活。皮片成活率 = 成活皮片数 / 移植皮片总

大且张力较小，可直接清创后一期缝合者；④全身

数 ×100%[7]。

2

2

2

2

表1
组别

n

植皮后皮片成活率

植皮术后 10 d 计算皮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性别
（男 / 女）

年龄
（岁，x ± s）

创面缺损面积
（cm2，x ± s）

肌腱外露面积
（cm2，x ± s）

骨质外露面积
（cm2，x ± s）

研究组

24

15/9

53.65±8.40

81.25±10.18

4.92±1.12

2.83±0.74

对照组

24

13/11

54.01±9.10

83.15±9.18

5.02±1.07

2.98±0.81

χ /t 值

1.293

4.238

6.528

5.252

2.238

P值

0.689

0.098

0.087

0.759

0.76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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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创面愈合优良率

优为植皮成活率达到

活率、创面愈合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

90% 以上，无感染；良为植皮成活率 80% ～ 90%，

提示 PRP 可促进创面修复细胞增殖与生长，加速形

无感染；差为植皮成活率不足 80%，有感染 。创

成新鲜的肉芽组织，促进创面早期愈合，提高创面

面愈合优良率 = 优率 + 良率。

愈合率，缩短病程。据测定，PRP 中生长因子浓度

[8]

1.3.4

创面完全愈合瘢痕情况

术后随访，应用温

为体内正常浓度的 3 ～ 8 倍 [6]。PRP 主要由血小

哥华瘢痕量表（VSS）[9]，采用色 泽（M）、厚度（H）、

板、白细胞、纤维蛋白三种血液成分构成，从多方面

血管分布（V）和柔软度（P）4 个指标对瘢痕进行评

作用于创面 [10-11]。①血小板激活后通过脱颗粒作

分。量表总分 15 分，评分越高则表示瘢痕越严重。

用可释放各类生长因子，大量生长因子可促使各类

1.4

组织细胞增殖分化，促进微血管再生，这也是创面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 s）表示，采用 t 检验，

软组织修复的干细胞来源 [12]；②白细胞可清除创

计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 检验，P < 0.05

和高感染风险的创面，白细胞的作用尤为重要 [1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③ PRP 含有大量的纤维蛋白，为修复细胞提供良好

2

支架，还可收缩创面，促进凝血，刺激组织再生，促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适合植皮时间、创面愈合时间、皮片

成活率、创面愈合优良率比较

面坏死组织、防治感染，对于创伤导致的高感染率

进伤口闭合 [13-16]。PRP 修复软组织创面，
包括急性伤
口和慢性伤口、糖尿病难治性溃疡伤口等，在动物实

研究组适合植皮时间、创面愈合时间短于对照

验和临床治疗中均显示出显著的修复效果 [17-20]。本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的皮片

研究患者植皮处皮肤愈合良好，创面愈合良好，无

成活率、创面愈合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显著瘢痕增生，瘢痕小，外形接近正常，患者满意。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对于皮肤软组织的较大缺损一般方法为清创
后选择皮瓣修复，皮瓣修复要求手术医生的操作

表2

两组患者适合植皮时间、创面愈合时间、皮片成活率、创面
愈合优良率比较

大，对皮瓣供区造成二次损伤、皮瓣术后外形臃肿

适合植皮时间 创面愈合时间 皮片成活率 创面愈合优
n
（d，x ± s） （d，x ± s） （%，x ± s） 良 [n（%）]

组别

技术较高，不易在基层医院推广，且皮瓣坏死风险
等。如无皮瓣修复创面的技术，只有经过换药等

研究组 24 15.25±4.23

21.85±6.20

92.32±3.23 23（95.83）

待肉芽覆盖创面再手术植皮，长时间换药不仅增

对照组 24 25.36±6.11

29.85±7.20

85.32±4.23 19（79.17）

加了换药时的痛苦和创面愈合时间，还增加了缺

t/χ2 值

11.235

11.235

7.452

6.053

损创面感染的概率。而 PRP 凝胶填充腔隙，操作

P值

0.047

0.038

0.025

0.023

简便，不需要较复杂的操作技巧，可以反复抽血制
作 PRP 凝胶填塞创面，不会对供区造成很大的损

2.2

两组患者术后6个月瘢痕修复情况比较

伤。最重要的是避免了皮瓣移植后皮瓣坏死的风

6 个月后研究组的 M、V、H、P 评分及 VSS 总

险，一旦皮瓣坏死，患者往往难以接受。PRP 联合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植 皮 治 疗 创 伤 后 皮 肤 软 组 织 缺 损 具 有 以 下 优 势：

见表 3。

① PRP 的 制 作 源 于 自 身 血 液，不 会 发 生 免 疫 排

两组患者术后6个月瘢痕修复情况比较（分，x ± s）

表3
组别

n VSS 总评分

M 评分

V 评分

H 评分

P 评分

研究组 24 4.37±1.41 1.42±0.14 0.92±0.21 1.21±0.32 0.82±0.21
对照组 24 7.46±1.38 2.51±0.24 1.42±0.33 2.01±0.43 1.52±0.35
t值

8.307

3.475

1.161

4.245

2.845

P值

0.043

0.041

0.037

0.037

0.026

注

VSS：温 哥 华 瘢 痕 量 表；M：色 泽；V：血 管 分 布；H：厚 度；

斥反应和传染病感染；② PRP 凝胶覆盖创面，使
失去皮肤保护的裸露创面与外界隔离，封闭创面
并使之保持湿润，避免肌腱韧带等发生干性坏死；
③ PRP 单次制取量较大，能覆盖较大面积的创面
缺损，也可重复多次取材，制备简单，来源方便，费
用低；④ PRP 凝胶覆盖创面，可以减少渗出，减少
患者换药次数和换药时的痛苦；⑤治疗腔隙深、腔
隙 容 积 小、解 剖 位 置 特 殊 的 地 方 有 优 势；⑥ 将 复

P：柔软度

杂创面变成简单创面植皮，瘢痕小，外形平坦不臃
3

讨论

肿，接近正常。但美中不足的是此方法对于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适合植皮时间、创面愈
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 < 0.05）
。研究组皮片成

大面积肌腱骨骼外露患者效果不确切，时间长，效
果差，仍需使用皮瓣覆盖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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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PRP 联合植皮治疗皮肤软组织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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