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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人工皮对猪急性皮肤缺损创面的疗效评价及作用机制
邱学文，王甲汉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烧伤科，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
目的 探讨双层人工皮对猪急性皮肤缺损创面的治疗效果及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于6只藏猪背部正中线两侧分别由前
向后切取 3 个 5 cm×5 cm 全层皮肤缺损创面。右侧 3 个创面为实验组，
左侧 3 个创面为对照组。实验组创面移植 Lando®双层人
工皮肤，
对照组创面应用凡士林纱布。两组创面均于伤后2周移植自体刃厚皮（实验组移植前揭下硅胶膜）。观察伤后3 d、
2、
10
周的创面大体情况及创面收缩率。于各时相点切取创面中央组织标本，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
转化
的表达水平，
用 RT-PCR 法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及其组织抑制物（TIMP-1）mRNA 的表达水平。
生长因子β（TGF-β
1
1）
结果 两组伤后 3 d 各检测指标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伤后 2 周肉芽组织鲜红、
平整，
创缘规则；
伤后 10 周皮片收
缩不明显。对照组伤后 2 周肉芽组织较为表浅，
创缘不规则；
伤后 10 周皮片收缩明显。伤后 2 周、
10 周实验组创面收缩率分别
为（30.5±3.4）%、
（39.2±2.8）%，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51.8±2.6）%，
t=-29.840，
P=0.000；
（60.7±2.2）%，
t=-50.213，
P=0.000］。伤后 2
P=0.000；
t=29.995，
P=0.000），
伤后
周实验组组织α-SMA、
TGF-β1 AOD（average optical density）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t=15.921，
10 周实验组组织α-SMA、TGF-β1 AOD 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t=-41.823，P=0.000；t=-99.777，P=0.000）。伤后 2 周实验组组织
MMP-1 mRNA 的表达低于对照组（t=-45.412，
P=0.000），
伤后 10 周则显著高于对照组（t=78.769，
P=0.000）。伤后 2、
10 周实验
组组织 TIMP-1 mRNA 的表达均低于对照组（t=-27.064，
P=0.000；
t=-40.535，
P=0.000）。结论 创面应用 Lando®真皮支架能够促
MMP-1 表达减弱有关；
支架能够减轻创面收缩和愈合后的瘢痕增生及其挛缩，
进创面肉芽组织生长，
可能与 TGF-β1 表达增强、
TIMP-1 表达减弱及MMP-1表达增强有关。
与创面愈合后α-SMA、
TGF-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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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dermal scaffold for promoting repair of acute full-thickness skin defects in
pigs
QIU Xuewen, WANG Jiahan
Department of Burns,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Lando® dermal scaffold for promoting repair of acute full-thickness skin
defects in pigs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Three 5 cm×5 cm full-thickness skin defects were created on the
left dorsal skin (control group) and another 3 on the right dorsal skin (treatment group) of each of 6 Tibetan pigs. The wound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covered with a bilayer artificial skin (Lando) and the control wounds with vaseline gauze. In both
groups, autogenous split-thickness skin were grafted to the wounds 2 weeks later (with the silicone rubber membrane
removed before grafting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t 3 days and 2 and 10 weeks after the injury, the wounds were assessed for
general condition and contraction, and tissu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wounds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s of α-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the expressions of MMP1 and TIMP-1 mRNA using RT-PCR. Results At 3 days after the injury, the wounds in the 2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sults of any examinations. At 2 weeks after the injury, the wound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showed rich and
more smooth granulation tissues with more regular wound edge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wounds. At 2 and 10 weeks after
the injury, the wound contraction rat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30.5 ± 3.4)% and (39.2 ± 2.8)% ,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rates of (51.8±2.6)% (t=-29.840, P=0.000) and (60.7±2.2)% (t=-50.213, P=0.000)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2 weeks, the
wound tissu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expresse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α-SMA (t=15.921, P=0.000) and TGF-β1 (t=29.995,
P=0.000) than the control wounds, but at 10 weeks, the expressions of α-SMA (t=-41.823, P=0.000) and TGF-β1 (t=-99.777, P=
0.000)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MMP-1 mRNA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t 2 weeks (t=-45.412, P=0.000) 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10 weeks (t=78.769, P=0.000), and the expression of TIMP-1 mRNA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both at 2 weeks (t=-27.064, P=0.000) and at 10 weeks (t=-40.535, P=0.000). Conclusions Lando® dermal
scaffold can promote granulation tissue growth possibly in relation with increased TGF-β1 and decreased MMP-1 expression
in the wounds. This scaffold material also reduces wound
contraction and lessens scar hyperplasia and cont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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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急、
慢性致伤因素，
如机械损伤、
烧伤、
体表肿
瘤切除、
慢性溃疡等导致的皮肤组织缺损在临床上十分
常见［1-2］，
皮肤移植常是治疗的关键。由于大面积烧伤患
者自体皮源不足、
同种异体皮来源有限等原因，
人们一
直在寻找理想的皮肤替代物。鉴于具有表皮和真皮的
组织工程皮肤尚不理想，
真皮在皮肤移植中起重要作
用，
真皮替代物（如 Integra®人工皮肤）仍存在较大的临
床需求，
其临床应用范围亦在扩大，
临床疗效满意［3-5］。
Lando®双层人工皮是运用组织工程技术新近开发
的真皮支架材料，
已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专利，
具有良好
［6］
的生物相容性 ，
其力学强度（拉伸强度、
撕裂强度）高于
Integra，
更方便手术操作（如缝合固定等）；
其孔隙率与
Integra 相近，
水蒸气透过率较 Integra 更接近正常人体
皮肤，
因此该产品在某些材料性能上较 Integra 具有一
定的优越性。前期研究显示其移植于急性全层皮肤缺
损创面可获得良好的血管化［7］，
本研究旨在进一步观察
其二期植皮的局部外观及对创面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
转化生长因子β（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1
1 TGF-β1）
（MMP-1）、
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TIMP-1）mRNA
表达的影响，
以便为其今后的临床应用提供坚实的实验
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模型制作
6只一级藏猪，
雄雌不限，
体质量30~35 kg，
购自南
方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术前 12 h 禁食，4 h 禁水，称质
量，
将动物俯卧位固定于手术台上，
采用3%戊巴比妥钠
1 mL/kg 腹腔注射、速眠新Ⅱ 0.1 mL/kg 肌注联合麻
醉。常规消毒、
铺巾后，
于每只猪背部正中线两侧分别
由前向后切取3个5 cm×5 cm全层皮肤缺损创面，
创面
间距5 cm以上。右侧3个创面为实验组，
左侧3个创面
为对照组。创面彻底止血后，
用每l00 mL含240 mg 庆
大霉素的0.9%氯化钠注射液反复冲洗。
1.2 创面处理及标本留取
实验组创面移植预先用 0.9%氯化钠注射液浸泡
10 min 后的 Lando®双层人工皮肤（硅胶膜面朝上），
与
创缘皮肤间断缝合固定，
无菌纱布打包包扎。对照组创
面则以凡士林纱布作对照。两组创面均于伤后 2 周移
植自体刃厚皮（实验组移植前揭下硅胶膜）。
分别于伤后3 d、
2 周（自体植皮术前）和10 周（自体
植皮术后8 周）随机抽取2只动物，
每组各6个创面。在
创面中间切取5 mm×5 mm大小深至肌层的组织块（伤
后第3天、
2 周实验组揭下硅胶膜留取标本）。
1.3 观测指标
1.3.1 大体观察 伤后3 d、
2 周、
10 周创面大体情况及创
面收缩率，创面收缩率=（25-实测创面面积）÷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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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1.3.2 免疫组化观察组织α-SMA、
TGF-β1 的表达 组织
标本常规固定、
石蜡包埋、
切片后，
用免疫组化法分别检
测组织α-SMA、
TGF-β1 的表达。兔抗猪α-SMA、
TGF-β1
抗体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HRP标记山羊
抗兔鼠通用二抗购自 DAKO 公司，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实验操作。阴性对照采用磷酸缓冲盐溶液代替一
抗。光镜下观察着棕色者为阳性染色。对每张切片随
机选取 5 个完整而不重叠的阳性染色视野照像，采用
Image Pro Plus 6.0软件计算积分光密度，
求其均值作为
该切片的AOD（average optical density）值。
1.3.3 RT- PCR 测定 MMP- 1、TIMP- 1 mRNA 的表达
采用德国 BM 试剂公司的 Tripure RNA 提取试剂盒提
取总 RNA，美国 Promega 公司的 RT-PCR 试剂盒扩增
MMP-1、TIMP-1，以β-actin 为内参照。引物设计分别
为：
MMP-1，
上游：
ACA GAT CCT TTG GCT TCC CT，
下游：
AAC TTT GTT GCC AAT CCC AG；
TIMP-1，
上
游：GCA ACT CCG ACC TTG TCA TC，下游：AGC
GTA GGT CTT GGT GAA GC；β- actin，上 游 ：GGA
CTT CGA GCA GGA GAT GG，
下游：
GCA CCG TGT
TGG CGT AGA GG。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合成。取 PCR 产物行 2%琼脂糖凝胶电泳，采用
MULITIMAGE凝胶图像分析仪进行吸光度扫描，
计算
目的mRNA与β-actin mRNA的吸光度比值。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3.0 进行分析，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
示，
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
组内各时相点多重比
较采用方差分析，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创面大体观察
两组创面伤后 3 d 均未见明显肉芽组织。实验组
伤后2 周可见整个真皮支架已被鲜红色肉芽组织填满，
表面平整，
创缘规则；
伤后10 周皮片收缩不明显。对照
组伤后2 周肉芽组织较为表浅，
创缘不规则；
伤后10周
皮片收缩明显（图1）。
两组伤后 3 d 创面收缩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052，
P=0.341），
伤后2 周、
10 周实验组创面收缩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t=- 29.840，P=0.000；t=- 50.213，P=
0.000），
见表1。
2.2 组织α-SMA的表达
不同时相点两组组织α-SMA免疫组化染色照片见
图 2。伤后 3 d 两组组织α-SMA AOD 值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1.704，P=0.149），伤后 2 周实验组组织αSMA AOD 值显著高于对照组（t=15.921，
P=0.000），
伤
后10 周则显著低于对照组（t=-41.823，
P=0.000）。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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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组伤后不同时相点创面照片
Fig.1 Gross observation of the wounds in both groups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injury.
Fig.2 Expression of α- SMA in the wound tissue in both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njury
(Original magnification: ×400).

表1 伤后不同时相点两组创面收缩率

组组织α-SMA AOD值伤后2 周最高，
伤后10 周有所下
降，稍高于伤后 3 d，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176），
两者与伤后 2 周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
210.665，
P=0.000）。对照组组织α-SMA AOD 值伤后 2
周最高，
伤后10 周有所下降，
但仍高于伤后3 d，
组内各
时相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08.236，
P=0.000，
表2）。

Tab.1 Wound contraction rate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njury in the two groups (n=6, %)
Group

3d

2 weeks

10 weeks

Experimental

22.5±1.9

30.5±3.4*

39.2±2.8*

Control

23.3±1.9

51.8±2.6

60.7±2.2

*P=0.000 v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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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两组伤后不同时相点创面α-SMA的表达（×400）
Fig.2 The expression of α- SMA of the wound tissue in both groups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injury (×
400). (a, d) 3 days, (b, e) 2 weeks and (c, f) 10 weeks after injury.

2.3 组织TGF-β1的表达
不同时相点两组组织TGF-β1免疫组化染色照片见

图 3。伤后 3 d 两组组织 TGF-β1 AOD 值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 0.806，P=0.457），伤后 2 周实验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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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伤后不同时相点两组组织α-SMA的表达
Tab.2 Expression of α- SMA in the wound tissue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njury in the two groups (n=6)
Group

3d

2 weeks

10 weeks

Experimental

1545±81

6764±510*

1947±674*

Control

1529±69

5863±644

2927±629

*P=0.000 vs control.

TGF-β1 AOD 值显著高于对照组（t=29.995，P=0.000），
伤后10 周则显著低于对照组（t=-99.777，
P=0.000）。实
验组组织TGF-β1 AOD值伤后2 周最高，
伤后10 周有所
下降，
但仍高于伤后3 d，
组内各时相点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F=223.525，P=0.000）。对照组组织 TGF-β1
AOD 值则随伤后时间依次增高，
组内各时相点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33.232，
P=0.000，
表3）。
2 weeks

10 weeks

Lando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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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两组伤后不同时相点创面TGF-β1的表达
Fig.3 Expression of TGF-β1 in the wound tissue in the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njury (×
400).

表3 伤后不同时相点两组组织TGF-β1的表达
Tab.3 Expression of TGF- β1 in the wound tissue in the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njury (n=6)
Group

3d

2 weeks

10 weeks

Experimental

860±63

7050±538*

2991±709*

Control

871±52

5073±695

6105±744

TGF-β1: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P=0.000 vs control.

表4 伤后不同时相点两组组织MMP-1 mRNA的表达
Tab.4 Expression of MMP-1 mRNA in the wound tissue in the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njury (n=6)

Group

3d

2 weeks

10 weeks

Experimental

1.233±0.079

1.652±0.098*

2.038±0.109*

Control

1.240±0.091

1.859±0.088

1.484±0.126

MMP-1: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 *P=0.000 vs control.

2.4 组织MMP-1 mRNA的表达
伤后3 d两组组织MMP-1 mRNA的表达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0.556，
P=0.602），
伤后 2 周实验组组
织 MMP- 1 mRNA 的表达低于对照组（t=- 45.412，P=
0.000），伤后 10 周则显著高于对照组（t=78.769，P=
0.000）。实验组组织 MMP-1 mRNA 的表达随伤后时
间依次增高，组内各时相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05.428，
P=0.000）。对照组组织MMP-1 mRNA的
表达伤后2 周最高，
伤后10 周有所下降，
但仍高于伤后
3 d，组 内 各 时 相 点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F=
55.067，
P=0.000，
表4）。
2.5 组织TIMP-1 mRNA的表达
伤后3 d两组组织TIMP-1 mRNA的表达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1.007，
P=0.360），
伤后2 周、
10 周实验

组 组 织 TIMP- 1 mRNA 的 表 达 均 低 于 对 照 组（t=27.064，
P=0.000；
t=-40.535，
P=0.000）。两组组织 TIMP-1
mRNA的表达随伤后时间依次增高，
组内各时相点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F=45.010，
P=0.000；
对照
组：
F=95.424，
P=0.000，
表5）。
表5 伤后不同时相点两组组织TIMP-1 mRNA的表达
Tab.5 Expression of TIMP-1 mRNA in the wound tissue in the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njury (n=6)
3d

2 weeks

10 weeks

Experimental

1.562±0.098

1.765±0.094*

2.134±0.123*

Control

1.577±0.101

1.962±0.076

2.397±0.125

Group

TIMP-1: Tissue-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1; *P=0.000 v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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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病理性瘢痕是皮肤损伤愈合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
它不但影响外观，
其挛缩还可能影响功能，
因此，
预
防或减轻病理性瘢痕的形成及其挛缩显得至关重要。
皮肤损伤后要获得良好的愈合质量，
真皮的构建非
常关键，
良好的真皮结构能诱导成纤维细胞形成分布合
理的新生胶原，
防止瘢痕的增生［8］。Lando®真皮支架就
是一种旨在构建良好真皮结构的组织工程产品，
它是采
用牛跟腱胶原与硫酸软骨素交联形成的三维多孔支架，
厚约 2 mm，
孔隙率高，
孔与孔之间相互连接成网状，
可
［7］
诱导受区成纤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长入支架 ，
并有
利于营养物质的进入及代谢产物的排出。
本实验研究采用同体对照设计是可行的。由于干
预措施为
“人工皮肤”
，
其真皮支架的降解需要 2~3 月，
对照组相当于
“空白对照组”
，
不存在药物干扰问题。另
外本实验为防止创面间的干扰，
实验组和对照组创面分
别位于猪背的两侧，
创面间距5 cm以上，
且每个创面分
别单独采取打包包扎。有人在胶原-壳聚糖真皮支架修
复猪全层皮肤缺损的研究中也采用了类似的同体对照
设计［9］。
本研究伤后 2 周大体观察结果显示，创面应用
Lando®真皮支架能够促进创面肉芽组织生长。TGF-β1
在创面愈合过程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是促进肉芽组织生
［10- 11］
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实验组伤后 2 周组织 TGF-β1
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
有利于二期植皮前创面肉芽组织
的生长。MMPs 和 TIMPs 间的平衡在创面愈合的过程
中也很重要。MMPs 的过度表达或 TIMPs 的过低表达
都会导致创面延迟愈合［12-13］。本研究结果显示，
伤后2周
实验组组织MMP-1 mRNA的表达低于对照组，
有利于
细胞外基质的沉积，
促进二期植皮前创面肉芽组织的生
长；
伤后2周对照组组织 TIMP-1 mRNA的表达高于实
验组，
可能与MMP-1和TIMP-1间的反馈机制［14］有关。
有人在 TGF-β1 调节成纤维细胞分泌 MMP- 1 及
TIMP-1 的研究中发现，
TGF-β1 可降低 MMP-1 的合成，
但对 TIMP-1 无显著改变［15］。因此，
本实验中伤后 2 周
实验组组织MMP-1 mRNA的表达低于对照组，
可能与
实验组伤后2周TGF-β1的高表达有关。
α-SMA是成纤维细胞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的特征
性标志物［16-17］，
其表达的强弱很大程度代表着肌成纤维
细胞的增殖活性和收缩功能［18-19］，
它能通过带动胶原纤
［20-21］
维位置变化导致瘢痕挛缩
，
因此它在瘢痕形成及挛
缩中均扮演重要角色。本研究结果显示，
实验组伤后10
周皮片收缩较对照组明显减轻，
伤后 2、
10 周创面收缩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伤后 10 周组织α-SMA 表达显著低
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创面应用Lando®
真皮支架能够减轻创面收缩及愈合后的挛缩。

α-SMA还表达于创面愈合过程中成熟的血管平滑
肌细胞（收缩型），
在新生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型）表
达甚微［22］，
本研究结果中伤后2周实验组组织α-SMA 表
达显著高于对照组，
可能与实验组创面血管化过程中大
量的新生血管成熟有关。
创面愈合后 TGF-β1 持续的高表达可促进瘢痕增
［23-24］
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
对照组组织TGF-β1 表达随伤
后时间依次增高，
而实验组TGF-β1表达则是伤后2周最
高，
伤后 10 周及时回落，
显著低于对照组，
提示创面应
®
用Lando 真皮支架二期植皮愈合后TGF-β1的表达受到
明显抑制，
有利于减轻瘢痕的增生。
目前普遍认为病理性瘢痕的形成主要表现为胶原
代谢紊乱，
而胶原代谢紊乱与 MMPs 和 TIMPs 间的失
衡有着密切的关系。MMP-1 表达的增高，
可以促进瘢
痕内胶原的降解，
从而抑制瘢痕的增生，
但有赖于其与
TIMP-1的平衡，
以保证MMP-1的活性。本研究结果显
示，
伤后10周实验组组织MMP-1 mRNA的表达显著高
于对照组，
TIMP-1 mRNA 的表达则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创面应用 Lando®真皮支架
二期植皮愈合后 MMP-1 表达增高，
其活性抑制因素减
弱，
有利于促进瘢痕内胶原的降解，
可能能够抑制瘢痕
的增生。
综上所述，
创面应用 Lando®真皮支架能够促进创
面肉芽组织生长，
可能与TGF-β1表达增强、
MMP-1表达
减弱有关；
能够减轻创面收缩；
可能减轻愈合后的瘢痕
增生及其挛缩，
与创面愈合后α-SMA、
TGF-β1、
TIMP-1
表达减弱及MMP-1表达增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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