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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慢性创面的疗效
及对患者MMP-2、MMP-9表达水平的影响

陈仕星，邓晶莹，苏达康，何婷婷

阳江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广东 阳江 529500

【摘要】 目的 观察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慢性创面的疗效，并探讨其对患者基质金属蛋白酶-2 (MMP-2)、基

质金属蛋白酶-9 (MMP-9)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 收集2019年3月至2020年9月在阳江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

科接受治疗的82例慢性创面患者，依据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41例。研究组在常规综合疗法基础

上联合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常规综合疗法。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 14 d的临床疗效，治疗结束

后 7 d及 14 d的创面愈合率，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 7 d时的MMP-2、MMP-9水平、创面量化积分和视觉模拟评分

(VAS)。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为率为92.6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患者治疗结束后 7 d、14 d 的创面愈合率分别为(9.86±1.12)%、(57.12±6.8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53±

0.85)%、(43.98±5.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后 7 d，研究组患者的 MMP-2、MMP-9 分别为

(1.43±0.18) μg/L、(3.28±0.42) μg/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89±0.23) μg/L、(4.06±0.55)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结束后7 d，研究组患者的创面量化积分、VAS评分分别为(5.59±0.65)分、(1.12±0.14)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6.94±0.83)分、(1.83±0.2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慢性创面可降低患者

的MMP-2、MMP-9水平，加速创面愈合，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关键词】 慢性创面；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2；基质金属蛋白酶-9；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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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创面的病程较长，局部疼痛明显，易并发感

染。目前临床治疗慢性创面以外科清创、封闭负压引

流、无菌纱布覆盖等为主，但总体创面愈合率较低[1]。

近年来干细胞疗法为慢性创面的治疗提供了新方

向。脂肪来源干细胞具有成体干细胞分化能力，可通

过调节生长因子、细胞因子表达促进创面愈合，同时

能够减轻局部组织的炎症因子反应[2]。现代医学研究

表明，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在慢性创面形成中有重

要作用，MMPs能够促进细胞外基质的降解，激活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的表达，从而参与创面

愈合和组织重塑，但MMPs大量表达能够引起细胞外

基质缺失，降低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水平，影响创面

愈合[3]。本研究主要分析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慢性创

面患者的疗效及对患者MMP-2、MMP-9表达水平的

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年 3月至 2020年 9月

阳江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收治的 82例慢性创面

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糖尿病慢性溃疡所致

的30 d未愈合创面，既往均进行常规清创、换药治疗；

②单发创面，创面深度位于皮下软组织层，无骨、肌

腱、肌肉病变，面积可测量。排除标准：①创面伴深部

感染，足部血供不良者；②血液系统疾病者；③糖尿

病未得到控制者；④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恶性肿瘤

者；⑤严重营养不良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

组和对照组，每组 41 例。研究组中男性 22 例，女性

19例；年龄48~74岁，平均(62.75±3.56)岁；创面持续时

间1~2个月，平均(1.35±0.23)个月；创面大小5~12 cm2，

平均(7.47±0.67) cm；创面部位：右下肢 19 例，左下肢

22 例；空腹血糖(5.76±0.42) mmol/L。对照组中男性

18例，女性23例；年龄49~75岁，平均(63.19±3.43)岁；创

面持续时间1~2个月，平均(1.38±0.21)个月；创面大小

5~12 cm2，平均(7.53±0.63) cm；创面部位：右下肢16例，

左下肢25例；空腹血糖(5.81±0.39) mmol/L。两组患者

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

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综合疗法，

常规清理创面，去除老化肉芽组织及坏死分泌物，用

过氧化氢、碘伏进行消毒，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取无

菌纱布将创面和周围皮肤擦干，并覆盖无菌纱布。用

封闭式负压覆盖创面，接通负压引流装置，负压设置

为59.85 kPa，持续吸引。一次负压吸引时间应小于7 d，

7 d后按照创面情况再次进行负压引流。研究组患者

在常规综合疗法基础上局部注射脂肪来源干细胞，创

面处理后进行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制备脂肪来源

干细胞，配置肿胀液，在慢性创面患者大腿内侧予以

局部浸润麻醉，用注射针在大腿内侧多层次注射肿胀

液，接通负压，用3 mm多侧孔吸脂管吸脂。待吸收的

脂肪组织自然沉淀后，在离心机中进行离心处理，提

取纯脂肪层，机械化乳糜脂肪，过滤残留结缔组织，保

留油层下凝胶状物。在局部注射 0.25 mL/cm2脂肪来

源干细胞，用27G针头于创缘皮肤进针，将80%的脂肪

来源干细胞于创面一周予以多点注射，余下20%在覆

于创面，覆盖湿凡士林纱布进，创面予以多层无菌纱

布覆盖。3 d 后进行换药，查看脂肪干细胞基质胶情

况，创面干燥者取生理盐水湿润创面并取凡士林纱布

进行覆盖，间隔3 d进行换药。

1.3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1)两组患者的临床

治疗效果。于治疗结束后 14 d时评价临床疗效，14 d

内创面基本愈合，创面皮肤覆盖良好评价为显效；14 d

内创面分泌物明显减少，可见新肉芽组织形成评价为

有效；未达到以上标准评价为无效。显效率及有效率

评价为总有效率[4]。(2)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的创面愈

divided into research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combined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combined therapy. The clinical efficacy at 14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treatment,

wound healing rate at 7 d and 14 d after completion of treatment, MMP-2 and MMP-9 levels, wound quantization score,

and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before and 7 d after completion of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research group was 92.6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3.17%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wound healing rate of the research group at 7 d and 14 d after completion of treatment were

(9.86±1.12)% and (57.12±6.81)%,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53±0.85)%, (43.98±5.44)%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7 d after completion of treatment, MMP-2 and MMP-9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1.43±0.18) μg/L

and (3.28±0.42) μg/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89±0.23) μg/L and (4.06±0.55) μ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7 d after completion of treatment, the wound quantization score and VAS scor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5.59±

0.65) points and (1.12±0.14) point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6.94±0.83) points and (1.83±0.25) poi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wounds by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can reduce the

levels of MMP-2 and MMP-9,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and results in significant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Key words】 Chronic wounds; Adipose derived stem cells;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MMP-2); Matrix metal-

loproteinase-9 (MMP-9);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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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情况。治疗结束后 7 d、14 d时评价创面愈合率，相

机垂直距离创面 20 cm左右进行对焦拍照，用电子测

定系统自动分析创面大小，并统计剩余创面面积。治

疗前创面面积与余下创面面积差值/治疗前创面面积×

100%为创面愈合率 [4]。 (3)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MMP-2、MMP-9浓度。于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7 d用

生理盐水湿润创面，取无菌滤纸片放置在创面中心

处，待滤纸片充分吸收渗液后，将滤纸片放于EP管内，

并放入0.1 mol/L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盐酸缓冲液，分离

并提取上清液。用酶联免疫法检测MMP-2、MMP-9

浓度。(4)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创面量化积分、视觉模

拟评分(VAS)。于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 7 d 评价创面

量化评分，包含渗液量、渗液气味、渗液色泽、渗液形

状、脓腐组织5个方面，按照轻重程度分别赋值1、2、3、

4分，总分 5~20分，分数越高提示创面症状越明显[4]。

于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7 d评价VAS，总分0~10分，分

数越高提示疼痛越明显[5]。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患

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6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3.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1，P=0.02<0.05)，见

表1。

2.2 两组患者的创面愈合率比较 研究组患者

治疗结束后 7 d、14 d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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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MMP-2、MMP-9 水平

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MMP-2、MMP-9水平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后 7 d时，两

组患者的 MMP-2、MMP-9 水平均降低，且研究组

MMP-2、MMP-9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创面量化积分和 VA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创面量化积分、VAS评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后7 d，两

组患者的创面量化积分、VAS评分均降低，研究组创

面量化积分、V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 典型病例 患者，男性，60岁，糖尿病多年，

血糖控制平稳，早餐前空腹血糖 6.0 mmol/L。外伤致

右足跟溃烂20 d。专科查体可见右足跟3 cm×4 cm溃

疡。创面基底溃烂，可见陈旧肉芽组织，伴渗液。诊

断为糖尿病足，右足跟慢性软组织溃烂。采用创面清

创脂肪胶质治疗，见图1。

表2 两组患者的创面愈合率比较(x-±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1

41

治疗结束后7 d

9.86±1.12

6.53±0.85

15.17

<0.05

治疗结束后14 d

57.12±6.81

43.98±5.44

9.65

<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MMP-2、MMP-9水平比较(x-±s，μg/L)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1

41

治疗前

3.41±0.46

3.57±0.41

1.66

0.10

治疗前

6.27±0.75

5.95±±0.81

1.86

0.07

治疗结束后7 d

1.43±0.18a

1.89±0.23a

10.09

<0.05

治疗结束后7 d

3.28±0.42a

4.06±0.55a

7.22

<0.05

MMP-2 MMP-9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创面量化积分和V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1

41

治疗前

17.47±2.36

18.21±2.17

1.48

0.14

治疗前

5.16±0.68

5.42±0.62

1.81

0.07

治疗结束后7 d

5.59±0.65a

6.94±0.83a

8.20

<0.05

治疗结束后7 d

1.12±0.14a

1.83±0.25a

15.87

<0.05

创面量化积分 VAS评分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图1 外伤致右足跟溃烂治疗前后图

注：A为治疗前图片，创面基底溃烂，可见陈旧肉芽组织，伴渗液；B为治疗后7 d图片，创面红肿、疼痛感减轻较治疗前减轻，创面有所缩小；C为治

疗后14 d图片，创面红肿、疼痛感减轻较治疗前显著减轻，创面明显缩小。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41

41

显效

19

14

有效

19

16

无效

3

11

总有效率(%)

92.68

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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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慢性创面的愈合过程较复杂，难度较大，其治疗在

于控制感染，促进创面愈合。调查研究表明，目前慢性

创面仍缺乏有效、安全的治疗方法，临床效果欠佳[6]。

近年来随着组织工程学和细胞生物学的改善，干

细胞已成为目前治疗慢性创面的新疗法[7]。脂肪来源

干细胞的取材及培养较方便，安全性高，其可分泌多

种生长因子，利于肉芽组织中新生血管的形成，改善

局部血流循环，起到组织再生、促进血管修复和创面

上皮化等作用。实验报道，脂肪来源干细胞可在局部

创面分化真皮成纤维细胞和角质形成细胞，直接参与

创面的修复[8]。另有研究发现，脂肪来源干细胞能够

促进多种免疫调节因子的分泌，从而减轻创面的炎症

反应，利于创面愈合[9]。同时脂肪来源干细胞具有抗

菌作用，能够促进创面病原菌的清除。动物实验报

道，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结束后小鼠压疮创面显著缩

小[10]。相关研究发现，较单纯予以成纤维细胞、骨髓干

细胞治疗的慢性创面患者相比，联合脂肪来源干细胞

能够缩短创面肉芽组织形成时间，促进创面愈合 [11]。

本研究也证实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结束后 14 d患者

的治疗总有效率和创面愈合率更高。创面量化积分

能够对创面愈合质量进行定量评价，本研究中脂肪来

源干细胞治疗结束后7 d的创面量化积分低于常规治

疗组，进一步表明脂肪来源干细胞能够促进创面愈

合。大多数慢性创面患者的局部疼痛较明显，本研究

中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结束后7 d患者的VAS评分更

低，提示脂肪来源干细胞在减轻患者局部疼痛方面更

具优势。

创面愈合炎症期炎症细胞能够清除坏死组织细

胞，吞噬创面组织中病原菌，且可促进趋化因子的释

放，提高局部抗感染能力。但有研究认为，慢性创面

的炎症因子持续存在能够刺激MMPs过度活化，大量

降解生长因子和活性细胞外基质，加剧局部炎症反

应[12]。另有研究提出，新生胶原为肉芽组织形成的必

要条件，MMPs 大量表达能够促进胶原降解，引起胶

原蛋白变性，抑制创伤组织重塑，影响创面愈合 [13]。

刘青武等[14]研究也表明，细胞外基质的过度降解为慢

性创面难以愈合的重要影响因素。MMP-2、MMP-9

是MMPs的重要明胶酶类，两者均可降解变性胶原、明

胶，局部感染、炎症反应时能够促进MMP-2、MMP-9

表达，而MMP-2、MMP-9过表达又可进一步加剧机体

炎症反应[15]。正常皮肤组织中几乎不表达或少量表达

MMP-2、MMP-9。据有关文献报道，压疮创面切口渗

液中MMP-2、MMP-2含量明性上升，导致组织溶解，

影响创面愈合[16]。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患者创面

切口渗液中 MMP-2、MMP-9 表达较高，治疗结束后

7 d MMP-2、MMP-9浓度有所下降，且脂肪来源干细

胞治疗后降低更明显，提示脂肪来源干细胞能够下调

MMP-2、MMP-9表达，从而促进血管再生及肉芽组织

形成，利于创面组织愈合。

综上所述，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慢性创面安全有

效，能够降低 MMP-2、MMP-9 表达，促进创面愈合。

但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有待进一步

的长期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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