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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水性银离子敷料与磺胺嘧啶银
治疗深Ⅱ度烧伤疗效观察

刘薇，程红霞，蒋紫玟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整形烧伤美容科，湖北 十堰 442000)

【摘要】 目的 比较亲水性银离子敷料与磺胺嘧啶银治疗深Ⅱ度烧伤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

2014年4月至2016年4月十堰市太和医院接诊的80例深Ⅱ度烧伤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在创面均匀涂抹 1%磺胺嘧啶银霜乳膏，换药频率 1 次/d，观察组给予亲水性银离子敷料，根据创

面形状修剪辅料大小，加以纱布包扎，换药频率 3~5 d/次。比较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情况及血清炎症因子变

化。结果 观察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为(17.58±2.48) d，短于对照组的(22.13±3.42) d，换药次数为(5.02±0.79)次，少

于对照组的(7.34±0.84)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在7 d、14 d、21 d时创面愈合率分别为(60.23±

4.78)%、(82.35±5.14)%、(93.42±2.03)%，均高于对照组的(51.32±5.09)%、(74.23±5.17)%、(88.45±3.49)%，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白介素-6 (IL-6)、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为(0.43±0.07) pg/mL、(0.63±

0.12) pg/mL，均低于对照组的(0.54±0.08) pg/mL、(0.76±0.11) 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创面分

泌物细菌检出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亲水性银离子敷料治疗深Ⅱ度烧伤可有效降低患者

的炎症因子水平，促进创面愈合，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关键词】 烧伤；银离子敷料；磺胺嘧啶银；创面愈合；炎症因子

【中图分类号】 R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8）01—0056—03

Clinical efficacy of hydrophilic silver ion dressing and silver sulfadiaz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ep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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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ydrophilic silver ion dressing and silver sulfadiaz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ep partial thickness (second-degree) burns.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with deep partial thickness

burns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4 to April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randomly into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each with 4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applied 1% sulfadiazine silver cream evenly on wound surface, with dress-

ing frequency of 1 tim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hydrophilic silver ion dressing, trim the size of the

material according to the shape of the wound, with dressing frequency of 3~5 d/time. They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wound healing, the changes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adverse reaction. Results The healing time, number of

dressing change were (17.58±2.48) d, (5.02±0.79)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versus (22.13±3.42) d, (7.34±0.84) in the con-

trol group (P<0.05). The wound healing rate at 7 d, 14 d, 21 d were (60.23±4.78)%, (82.35±5.14)%, (93.42±2.0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51.32±5.09)%, (74.23±5.17)%, (88.45±3.49)% in the con-

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6 (IL-6),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were (0.43±

0.07) pg/mL, (0.63 ± 0.12) pg/m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0.54 ± 0.08) pg/mL,

(0.76±0.11) pg/m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posi-

tive rate of bacterial secre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hydrophilic silver ion dres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deep partial thickness burns patients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silver sulfadiazine,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can help to promote wound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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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Ⅱ度烧伤患者大多数在创面有少量残存的上

皮组织细胞，若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易遭受到细菌

破坏，致使其进展成为Ⅲ度创面，失去自行愈合的机

会，最终需植皮修复 [1]。在烧伤患者的治疗过程中，

合理的选择创面外用药在成功治疗中属一重要环

节，其主要目的是预防感染、减少创面愈合时间。因

此，选择修复性、抗菌性较强的药物在促进疾病恢复

上具有积极意义[2-3]。磺胺嘧啶银在烧伤的治疗中十

分常用，具有较为满意的促愈合、抗感染效果，但其

活性丧失较快，需定期更换敷料，才可保持银离子的

充足 [4-5]。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是近年来的新型敷

料，较多研究指出，其具有抗菌谱广、还可保持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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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消除疼痛等优点 [6]。但临床上对于这两种药

物的对比报道还较少。本研究旨在比较亲水性银

离子敷料与磺胺嘧啶银在深Ⅱ度烧伤患者中的应

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年 4月至 2016年 4月

十堰市太和医院接诊的 80例深Ⅱ度烧伤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深Ⅱ度烧伤诊断标准 [7]；

②烧伤面积<总体表面积的 20%；③烧伤后 24 h内入

院治疗，入院前未做其余处理，无感染症状；④烧伤

部位为非关节部位。排除标准：①电烧伤及化学烧

伤；②处于哺乳期、妊娠期；③对磺胺类药物、银过

敏；④伴有慢性肾病、肝脏疾病、心脏病、精神疾病的

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t/u值

P值

例数

40

40

男/女(例)

21/19

23/17

0.202

0.653

年龄 (岁，x-±s)

39.57±2.03

39.88±1.96

0.695

0.489

开水烫伤

18 (45.00)

19 (47.50)

热油伤

15 (37.50)

13 (32.50)

0.057

0.954

火焰烧伤

7 (17.50)

8 (20.00)

烧伤原因[例(%)]

1.2 方法 入院后，两组患者均常规进行清创

去除腐皮，并给予消炎镇痛药物、营养支持等。观

察组给予亲水性银离子抗菌敷料(南阳市汇博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根据创面形状，将敷料形状裁剪，

边缘≥创面 2~3 cm，再使用外用棉垫、纱布固定包

扎，根据伤口严重程度，3~5 d 换药 1 次。对照组给

予 1%磺胺嘧啶银霜乳膏(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在创面均匀涂抹，厚度 3 mm，使用医用消毒纱布包

扎，换药频率 1 次/d。

1.3 观察指标 ①记录创面愈合时间、换药次

数；②于治疗后 7 d、14 d、21 d，记录创面愈合率，创面

愈合率=(治疗前总创面面积-未愈合面积)/治疗前总创

面面积×100%，其愈合标准为创面上皮化≥95% (创面

面积以烧伤部位所占全身体表面积百分比进行计算)；

③在治疗前及治疗 7 d后抽取患者 5 mL空腹静脉血，

经过离心机 5 000 r/min 离心 5 min 后，将上清液分离

并取得血浆，置于冷冻室内保存。以酶联免疫吸附法

检测白介素-6 (IL-6)、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仪器

选用美国 Beckman 公司所生产的 DXC800 型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④在治疗前以及治疗后 7 d、14 d 彻底

换药时，采集创面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记录培养阳

性率；⑤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和换药次数比较 观

察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换药次数比对照

组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创面愈合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在

7 d、14 d、21 d时创面愈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炎症因子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的 IL-6、TNF-α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IL-6、TNF-α较治疗前下降，

且观察组下降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4。

2.4 两组患者创面分泌物细菌检出率比较 在

用药后 7 d，对照组创面分泌物细菌检出 2例阳性，观

察组1例，两组阳性率分别为5.00%、2.50%，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2=0.346，P=0.556)；用药后 14 d，两组均未

检测出阳性率。

2.5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两组均未有严重不良

反应发生，血常规、肝功、肾功、血生化等指标正常。

表2 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和换药次数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创面愈合时间(d)

17.58±2.48

22.13±3.42

6.811

0.000

换药次数

5.02±0.79

7.34±0.84

2.724

0.000

表3 两组患者创面愈合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7 d

60.23±4.78

51.32±5.09

8.070

0.000

14 d

82.35±5.14

74.23±5.17

7.044

0.000

21 d

93.42±2.03

88.45±3.49

7.785

0.000

表4 两组患者炎症因子比较(x-±s，pg/mL)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治疗前

0.72±0.15

0.74±0.14

0.616

0.539

治疗后

0.43±0.07a

0.54±0.08a

6.544

0.000

治疗前

0.89±0.18

0.91±0.17

0.510

0.610

治疗后

0.63±0.12a

0.76±0.11a

5.050

0.000

IL-6 TNF-α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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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深Ⅱ度烧伤患者具有局部深度烧伤的特点，但由于

不同部位的真皮厚度不同，实际受损程度也有所不同，若

未得到正确的治疗，极易造成患者继发感染[8-9]。磺胺嘧

啶银适用于Ⅱ、Ⅲ度烧伤创面，其杀菌机制是将细胞

壁的DNA和银离子相结合，消除细菌的繁殖能力，达

到抗菌目的。但有研究指出，其会对创面产生一定刺

激作用，引起创面疼痛，不利于创面恢复同时还可能

抑制表皮细胞增生，令创面脱水干燥，延缓创面愈合，

甚至加深创面[10]。

银离子作为广谱的杀菌剂，可通过重金属离子效

应，令细菌蛋白质变性，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含银敷料

均可利用这一点达到有效的抗菌效果。近年来，随着

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

中，银离子可与银纤维发生结合，继而释放活性银离

子，使银离子浓度得以维持，获得更持久的抗菌效果[11]。

并有研究证实，亲水性含银敷料还含有湿性纤维，具有

吸湿功能，可将烧伤烧伤创面渗液吸附后变成凝胶，可

增加创面及辅料的贴合度，令死腔发生率降低，有助

于促进创面上皮细胞再生 [12]。徐溪等 [13]的研究指

出，银离子的动态释放，可避免磺胺嘧啶银爽中银离

子过度沉积的劣势，具有更令人满意的防治感染、抗

菌效果。

本研究对创面分泌物的细菌进行检测，结果显示

两种方式均可抑制细菌生长，并且用药安全性高，治

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不良反应。但使用亲水性银离子

敷料的患者在 7 d、14 d、21 d时创面愈合率均比使用

磺胺嘧啶银的患者高，且创面愈合时间更短，药物更

换次数更少，显示出亲水性敷料更能促进创面的愈

合。邓海涛等[14]在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和磺胺嘧啶银

的对比研究中显示，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的愈合率明

显更为优异。结果与本次研究相似。

烧伤作为一种严重的创伤和应激反应，会引发机

体的全身炎症反应，过度的、失控的炎症会对机体组

织和器官造成较大的损害，而炎症因子在全身炎症反

应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类患者炎症因子指

标的检测，因此，通过对患者体内炎症水平的观察，可

了解疾病的炎症程度[15]。本研究对炎症因子 IL-6 和

TNF-α的水平进行观察，结果显示两种方式治疗的患

者炎症因子水平均得到改善，但使用亲水性银离子敷

料的患者降低程度更为显著，显示出亲水性敷料在控

制炎症上效果更加显著，可促进机体舒适度的提高，

这也可能是应用该方式的患者创面愈合更快的内在

机制之一。

综上所述，深Ⅱ度烧伤患者应用亲水性银离子敷

料治疗效果显著，其可有效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促进

创面愈合，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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