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鸸鹋油对烫伤大鼠创面的愈合作用
李志清!王甲汉!任加良!易朝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烧伤科!广东 广州 H&"H&H#
摘要!目的 观察解鸸鹋油对烧伤创面愈合的作用% 方法 建立大鼠 P"Q 体表总面积浅 ! 度和深 ! 度烫伤模型#观察比较
鸸鹋油&聚烯吡酮碘&石蜡油对大鼠扭体次数&创面含水量&分泌物及创面愈合百分率的影响% 结果 鸸鹋油较聚烯吡酮
碘和石蜡油显著降低了大鼠扭体次数 &创面分泌物和创面含水量#提高了烫伤创面愈合百分率 !!R"O"H "% 结论 鸸鹋油
对创面无明显疼痛刺激作用#可减轻烧伤创面炎症反应#促进创面的愈合%
关键词!烧伤 S 药物作用’鸸鹋油’聚烯吡酮碘’石蜡油 S 治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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鸸鹋油系从鸸鹋背部脂肪囊中提炼出来的油脂#

共注入总量的另一半% 烧伤后动物分笼饲养#自由进

具有保持皮肤湿润#防腐#减轻关节&肌肉疼痛&抗炎

食&饮水%

和促进伤口愈合的功能 % 目前澳大利亚等国开发了

&O!22 动物分组

(&)

以鸸鹋油为主要成分的天然护肤品#但尚无以鸸鹋油

P" 只大鼠随机均分成 P 组#即鸸鹋油&聚烯吡酮

为主要成分促进创面愈合的药物%本实验初步观察了

碘和石蜡油治疗组%

鸸鹋油对烧伤创面愈合的影响#旨在为鸸鹋油制剂应

&OP22 用药方法和观察指标
动物伤后第 & 周按照不同药物治疗分组每日涂
药 & 次#伤后第 ! 周及第 P 周每 ! 日涂药 & 次#所有动

用于烧伤临床提供理论依据%

&22 材料与方法
&O&22 烧伤模型
P" 只 \9A/6. 大鼠 !第一军医大学实验动物所提
供"#雌雄不限#体质量 !!"i!H"2>2 % \9A/6. 大鼠用 &j
戊 巴 比 妥 钠 !P"2J>Sk>*3OgO " 腹 腔 注 射 麻 醉 #背 部 剪
毛#!"j 硫化钠脱毛#清洁皮肤#将脱毛区置于 &""2!
沸水 P 或 H 秒#造成 P"j 体表总面积!fa*U"浅 ! 度
或深!度烫伤 !病理切片证实"% 烧伤后第一个 !#2Z
给予平衡盐溶液腹腔注射抗休克#其总量按照 &j 烧

物均采用暴露疗法%观察鸸鹋油&聚烯吡酮碘&石蜡油
对大鼠扭体次数&创面含水量&分泌物及创面愈合百
分率的影响%创面含水量采用创面皮肤组织干湿重百
分比表示’创面愈合百分率采用纸片测量法’扭体实
验于大鼠伤后第 ! 天进行#动物创面分别外涂鸸鹋油&
聚烯吡酮碘后 !2J9:#计数大鼠 &H2J9: 内扭体次数%
&O#22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用 !!" 表示% 采用 Il807 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 # 检验%

伤面积给予平衡盐溶液 P2J7Sk>*3OgO 计算#伤后即刻
和伤后 #2Z2 共注入总量的一半#伤后第 %&&!&&F&!#2Z

!22 结果
本组实验结果显示大鼠烫伤后#外用鸸鹋油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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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聚烯吡酮碘和石蜡油#鸸鹋油渗透作用显著优于聚
烯吡酮碘和石蜡油#具有润肤作用#减少了烫伤大鼠

B042?.-C08/2D"!""%(E

创面分泌物# 降低了大鼠扭体次数和创面含水量#提

作者简介!李志清!&(FG$ "#男#湖南沅江人#!""& 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

高了创面愈合百分率%各组大鼠经不同药物治疗后的

学#博士#主治医师#电话$"!"$%H&#GF!G#I$J697K79LM&&&!N!&8:O8-J

情况及统计分析见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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鸸鹋油对创面刺激疼痛作用显著弱于聚烯吡酮碘$

表 ("" 各组大鼠烫伤创面分泌物指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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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防腐!减轻关节%肌肉疼痛和消炎作用$ 我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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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引进养殖!作为&三高’农业绿色食品资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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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社会%经济效应$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均成了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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鸸鹋主要生长在澳大利亚!鸸鹋油具有保持皮肤

鹋协会!致力于鸸鹋产品开发!开发了以鸸鹋油为主
要成分的著名的&2:<PC>E’天然护肤品!包括面霜%洗

表 !"" 各组大鼠烫伤后 # 天的烫伤创面含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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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剂%护发素%眼膏%浴液等!但至今尚未开发促进创
伤(烧伤)创面愈合的鸸鹋油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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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立了浅 ! 度%深 ! 度 ,)% 体表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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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烫伤模型!进行纯鸸鹋油与烧伤常用外用药(聚烯

GH:*24?

I)0#!!!0(-.

I,0-,!,0!).

吡酮碘)双盲对照实验!发现鸸鹋油较聚烯吡酮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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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蜡油可显著抑制大鼠创面分泌物! 降低创面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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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说明鸸鹋油可减轻大鼠烫伤创面炎症反应#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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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巴豆油诱发耳廓急性炎症模

型!发现鸸鹋油具有减轻局部炎性水肿的作用!指出
表 ,**各组大鼠烫伤后创面愈合的百分率 $%&*!’()&*!!"+

鸸鹋油能抑制细菌生长!纯净无污染的鸸鹋油能保持

!"#$6 &+7,2 .("1-,8 )"’(/ +5 ’.( /0-, /*"12 -, )"’/ +5

长时间的无菌状态$本实验还显示鸸鹋油作用于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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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面后!大鼠扭体次数明显低于聚烯吡酮碘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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鸸鹋油尚具有对创面刺激性小!使用时可能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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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实验还表明鸸鹋油较聚烯吡酮碘和单纯烫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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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烫伤创面愈合百分率$其机制可能由于鸸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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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饱和脂肪酸约占 K)% ! 其中单体不饱和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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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鸸鹋油对大鼠烫伤后 ! 天大鼠扭体次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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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酸占总脂肪酸量的 -)% ! 而且鸸鹋油中还含有占

!)% 的亚油酸和占 (%S!% 的 "D 亚麻酸!均具有很强
的皮肤渗透力"抗炎和促进伤口愈合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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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伤后第 ! 天!创面分别涂鸸鹋油"聚烯吡酮
碘后 !*H46!观察大鼠 (#*H46 内扭体次数!结果发现
鸸鹋组较聚烯吡酮碘组大鼠扭体次数明显减少#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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