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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组织

文题释义：
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是近年来从脂肪组织中分离得到的一种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具有恢复组织细
胞的修复功能，促进细胞的再生，恢复年轻面容的同时，身体机能也得到充分改善，有效改善亚健康、早衰
等疾病，由内而外真正的有效抵抗衰老。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能够在体外稳定增殖且衰亡率低，同时具有取
材容易、少量组织即可获取大量干细胞，适宜大规模培养，对机体损伤小等优点，而且其来源广泛，体内储
备量大，适宜自体移植。
创面缺损：皮肤是机体的第一道免疫屏障，皮肤缺损后皮下的组织得不到保护，一般 6-8 h 会出现创面污染，
但是如果创面污染严重或细菌毒性强，当细菌浓度达到 1×106/g 组织时易形成细菌种植感染，在 4-6 h 即可
变成感染，继之导致感染、组织坏死，甚至最终往往导致截肢的严重后果。临床上对四肢皮肤缺损，特别是
合并感染的创面研究较多。

摘要
背景：皮下脂肪及干细胞对创面愈合的效果尚未确定。
目的：探索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构建皮肤复合组织及修复皮肤缺损的效果。
方法：采用表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作为种子细胞，并且以牛胶原凝胶作为支架能够构
建多种细胞复合物。在大鼠背部两侧建立直径为 6 mm 的圆形皮肤创面模型，右侧(实验侧)创面缺损部位植入
直径为 8 mm 的多层复合组织，左侧(对照侧)进行简单的创面包扎修复。
结果与结论：①构建的多层皮肤复合组织表皮层连续并成复层，真皮层成纤维细胞分布均匀，而脂肪层则含
有脂滴空泡，且细胞分布均匀，在不同层交界处存在明显的细胞聚集。②实验侧创面愈合率、肉芽组织厚度、
真皮层厚度以及毛细血管密度显著高于对照侧。③结果显示采用表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脂肪组织来源干细
胞作为种子细胞，以牛胶原凝胶作为支架，能够构建出具有多种细胞的多层皮肤复合组织，修复大鼠创面缺
损有促进创面的愈合提高真皮层厚度的作用。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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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ere is no clear understanding on the effects of subcutaneous fat and stem cells on wound
healing.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skin composite prepared with adipose tissue-derived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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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 on skin defects.
METHODS: Epidermal cells, fibroblasts, adipose tissue-derived stem cells as seed cells and bovine collagen gel
as a scaffold were used to build a complex with a variety of cells. A 6-mm diameter circular skin defect was made
on the both sides of the rat back. The right side as experimental side was implanted with an 8-mm diameter
multilayer skin composite, and the left side (control side) was only treated with a simple dressing.
RESULTS AND CONCLUSION: For the constructed multi-layer skin composite, the epidermal layer was
continuously merged into the multi-layer, the fibroblasts 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corium layer, and lipid droplets
existed in the fat layer in which the cells distributed uniformly. Cell aggregation was obviously observed at the
junction of different layers. In the experimental side, the rate of wound healing, granulation tissue thickness, the
thickness of dermis and the capillary densit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side. Taken
together, we can construct multilayer skin composites with a variety of cells as seed cells, such as epidermal cells,
fibroblasts and adipose tissue-derived stem cells, and bovine collagen gel as a scaffold, which promote wound
healing and increase the thickness of dermis.
Cite this article: Peng XL, Zhang YH, Ni WQ. Skin composite construction using adipose tissue-derived stem
cells for wound healing.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6;20(1):8-12.

0 引言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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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烧伤、创伤等均会造成皮肤发生严重的缺损，影响患

1.1

设计

者美观及生活质量。对于皮肤缺损临床研究主要集中在：

1.2

时间及地点

①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创面愈合，减少瘢痕形成。②

郑州中心医院完成。

如何解决皮肤再生问题。③研发具有自体皮功能的皮肤代

1.3

替物。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组织工程化皮

限，体质量0.13-0.35 kg，平均(0.26±0.01) kg，由郑州大

肤已经成为当前皮肤组织修复中研究的方向。

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从1975年Rheimvald和Green等第一次大规模培养
[1]

材料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
实验于2015年2至9月在郑州大学附属

清洁级Wistar大鼠10只，鼠龄6个月，雌雄不

实验中对大鼠的处理符合《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

出表皮细胞获得组织工程皮肤代替物 。当前，组织工程

下意见》中相关规则，实验均经过医院相关动物伦理委员

皮肤替代物依解剖结构可分为表皮替代物、真皮替代物

会批准同意。

以及表皮/真皮复合皮替代物3种。表皮替代物缺乏真皮的

1.4

机械支持和营养，创面愈合后上皮瘢痕增生严重，抗感

1.4.1

染能力差、易破溃、弹性欠佳、柔软度不足、移植后易

肪抽吸物(Sigma公司)，1 000 r/min离心3 min，取上部分

[2]

方法
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分离及培养

取10 mL大鼠脂

脱失，修复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而真皮替代物虽可减少

黄色脂质，剔除血管及结缔组织，PBS冲洗，Ⅰ型胶原酶

创面收缩，对创面要求不高，但缺少表皮的防护，使感

裂解红细胞，放入培养箱中培养。当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

染概率升高，同时缺少表皮覆盖易造成体内水电解质代

生长融合超过80%时加入0.25%胰蛋白酶(美国Gibco公司)

[3]

谢紊乱，真皮替代物修复后外观欠佳，尤暴露部位明显 。

及0.03%EDTA(美国Gibco公司)消化，传代培养，取第3代

表皮/真皮复合皮替代物在化学行为及代谢方面均类似于

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定向诱导分化[13-14]。

人正常皮肤，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和移植物接受率 [4]。在

1.4.2

创面愈合过程中，由于细胞外间质-表皮的相互作用，复

鼠脂肪组织采用含青霉链霉素和二性霉素B的PBS冲洗，

合皮移植物可缩短真皮有机化合成时间、抑制瘢痕形成，

剪去皮下组织，并利用镊子撕掉表皮，用Ⅰ型胶原酶消化。

促进皮肤再生，是目前较成熟的双层组织工程皮肤替代

当成纤维细胞生长融合达到80%时弃除培养液，并采用

物，可达到永久性修复创面的目的

[5-6]

。

有人将前脂肪细胞悬液植入Matriderm支架上构建

成纤维细胞分离及培养

PBS 洗 涤 ， 加 入 0.25% 胰 蛋 白 酶 及 0.03%EDTA 消 化 ，
1 200 r/min离心5 min，待原代细胞融合80%时，传代培

皮下含脂肪层的多层皮肤复合组织，结果显示该支架能

养[15-16]。

够促进皮肤缺损创面的修复，并且能够获得良好的美容

1.4.3

[7]

将上述步骤中获得的大

表皮细胞的分离

将1.4.2中剪去的皮下组织以PBS

效果 。也有实验采用大鼠的脂肪组织切片作为皮下脂肪

冲洗，加入0.25%胰蛋白酶消化30 min，100目筛网(Orange

层，构建了以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为截止的皮肤复合组

公司)过滤后，1 000 r/min离心10 min，采集细胞备用。

织

[8-10]

。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在皮肤复合组织中的构建是

1.4.4

多层皮肤复合组织制备
-

-

取5×108 L 1第3代脂肪组
-

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其关键环节是如何构建组织工程

织来源干细胞、2.78×107 L 1成纤维细胞以及1.0×108 L 1

化脂肪，并且选择合适的生物支架等，既往对于这些问

表皮细胞，分别与牛胶原凝胶(HyClone公司)充分混合获得

题有所研究，但是并没有获得理想的解决方法和统一的

相应单皮肤组织，并根据正常皮肤结构顺序进行组织，培

结论，导致这些核心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实

养3 d后获得多层皮肤复合组织[17]。采用镊子取小块多层皮

质性进展 [11-12] 。文章拟探索大鼠脂肪组织来源干细胞构

肤复合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在显微镜(上海蒲柘光电

建的皮肤复合组织修复皮肤缺损创面的效果。

仪器有限公司)镜下观察。

ISSN 2095-4344 CN 21-158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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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鼠皮肤创面缺损模型
Figure 1 Rat skin defect
model
图注：右侧为实验侧，左侧为
对照侧。两侧均建立直径为
6 mm 的皮肤创面缺损。

A

表 1 皮肤复合组织对大鼠创面愈合的影响
(x±s，n=10，%)
Table 1 Effect of skin composite on wound healing in rats
组别

造模后时间(d)
3

4

5

10

实验侧

35.44±6.37

55.55±17.43

61.69±20.05

92.43±8.17

对照侧

16.02±6.83

31.13±11.13

41.7±7.14

81.28±22.68

t

20.43

19.88

23.49

19.56

P

< 0.05

< 0.05

< 0.05

< 0.05

B

图 2 多层皮肤复合组织形态
Figure 2 Morphology of multi-layer
skin compositel
图注：图中 A 为多层皮肤复合组织大
体形态；B 为多层皮肤复合组织的组
织形态，方框中为脂滴空泡(×40)。

A

B

图 3 皮肤复合组织对皮肤创面损伤大鼠创面组织形态的影响
(苏木精-伊红染色，×40)
Figure 3 Effect of skin composite on skin wound
morphology in rats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 40)
图注：图中 A 为实验侧，B 为对照侧。从图中可以看出：实验
侧 D 点处大鼠创面组织缺损比较明显，而对照侧组织并未出现
愈合现象。箭头指示创面损伤修复部位。G 表示创面组织；E
表示组织边缘；S 表示创面边缘。

表 2 皮肤复合组织对皮肤创面损伤大鼠创面组织肉芽组织厚度、真
_
皮层厚度以及毛细血管密度的影响
(x±s，n=10)
Table 2 Effects of skin composite on granulation tissue
thickness, dermal thickness and capillary density on the wound
surface
组别

肉芽组织厚度(μm)

真皮层厚度(μm)

毛细血管密度

验侧在创面部位采用碘伏清洁伤后在创面缺损部位植入直
径为8 mm的多层复合组织，碘伏清洁伤口[19-20]。
创面观察

1.4.7

在造模后3，4，5，10 d，采用数码相

机记录创面情况，采用游标卡尺(上海焮嵘液压件制造有限
公司)对创面愈合情况大小进行测量，并计算创面愈合率。

(/100 倍视野)

创面愈合率=(最初创面大小-未愈合创面大小)/最初创面大

实验侧

762.92±178.98

420.26±72.11

24.75±2.71

小×100%[21]。

对照侧

647.24±141.61

211.58±30.6

15.5±3.25

1.4.8

t

23.49

19.58

21.58

两侧创面组织肉芽组织厚度、真皮层厚度以及毛细血管

P

< 0.05

< 0.05

< 0.05

造模7 d后，采用显微镜观察大鼠

密度。
1.4.9

苏木精-伊红染色

造模7 d后，取1只大鼠，采集

所有大鼠背部两侧建立皮

背部两侧创面组织，进行石蜡切片3 mm，并采用苏木精

肤创面模型。大鼠以水合氯醛麻醉，保持俯卧姿势，画出

染色2 min，蒸馏水冲洗1 min，体积分数1%盐酸乙醇分

直径为6 mm的圆形设计线，采用剪刀沿着设计线除去全厚

化，伊红染色2 min，常规脱水，中性树胶封固，光镜下

1.4.5

皮肤创面模型的建立

创面组织观察

[18]

皮肤，建立大鼠模型(图1)
1.4.6

创面修复

。

大鼠背部右侧为实验侧，左侧为对照

观察[22]。
1.5

主要观察指标

侧。大鼠造模7 d后进行创面修复，对照侧采用碘伏清洁伤

创面愈合情况。

口后进行简单的包扎创面修复，采用凡士林进行包扎。实

1.6

10

统计学分析

多层皮肤组织形态及大鼠缺损部位
_

数据以x±s表示。采用SPSS 18.0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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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

建的多层皮肤复合组织表皮层连续并成复层，真皮层成纤

单因素方差分析，以LSD法进一步两两比较。P < 0.05为

维细胞分布均匀，而脂肪层则含有脂滴空泡，且细胞分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均匀，在不同层交界处存在明显的细胞聚集。此外，收缩
是真皮替代物最大的特征，它主要是胫骨成纤维细胞产程

结果 Results

2

的内生力介导形成，它与种植细胞的密度呈现出正相关，

多层皮肤复合组织形态

2.1

实验构建的多层皮肤复合

组织表皮层连续并形成复层，真皮层成纤维细胞分布均匀，

与胶原浓度则呈现出反相关，研究中获得的多种细胞的复
合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组织的机械性能[30-31]。

而脂肪层则含有脂滴空泡，且细胞分布均匀，在不同层交
界处存在明显的细胞聚集(图2)。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2.2

后，创面出现明显的收缩，并且能够形成较小的瘢痕，并

10只Wistar大鼠全部进行结果

分析数量，中途无脱落。
创面愈合率

将获得的脂肪来源组织干细胞修复在大鼠的背部创面
且能够获得比较成熟的血管[32]。通过移植真皮替代物能够
获得较厚的表皮层和血管，其原因可能和成纤维细胞促进

大鼠实验侧创面愈合率显著高于对照

表皮细胞增殖，且该真皮替代物能够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

侧(P < 0.05；表1)，说明多层皮肤复合能够促进创面的

子等，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同时，该真皮替代物移植

愈合。

后能够迅速血管化，提高创面的抗感染能力，从而能够缩

2.3

大鼠

短创面的愈合时间，促进创面组织修复[33-34]。实验大鼠背

实验侧肉芽组织厚度、真皮层厚度以及毛细血管密度显著

部实验侧创面愈合率、肉芽组织厚度、真皮层厚度以及毛

高于对照侧(P < 0.05；表2)。

细血管密度显著高于对照侧。

肉芽组织厚度、真皮层厚度以及毛细血管密度

2.4

创面组织形态

苏木精-伊红染色结果显示，大鼠实

综上所述，采用表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脂肪组织来

验侧创面肉芽组织和真皮更厚，血管较为相对丰富，而对

源干细胞作为种子细胞，并且以牛胶原凝胶作为支架能够

照侧创面肉芽组织和真皮层相对较薄(图3)。

构建出具有多种细胞的复合物，能够促进创面的愈合，提

2.5

高真皮层的厚度，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3

讨论 Discussion
皮肤替代物是皮肤创面修复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它属

于是一种可以促进创面愈合的材料

[23-24]

。皮肤替代物是一

组能封闭伤口的异种材料，依材料性质的不同，分为暂时

作者贡献：彭希亮进行实验设计，实验实施为彭希亮、张玉
红、倪文琼等，实验评估为彭希亮，资料收集为张玉红，彭希亮
成文，倪文琼审校。

性或永久性皮肤替代物。临床上，在使用标本治疗方法无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法取得满意疗效时，皮肤替代物可代替标准疗法覆盖伤口。

伦理问题：实验方案经郑州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按解剖结构，组织工程皮肤替代物可分为表皮替代物、真
皮替代物以及表皮/真皮复合皮替代物3种
等

[27]

[25-26]

。Groeber

批准号为 2014-0127。实验动物在水合氯醛麻醉下进行所有的手
术，并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疼痛、痛苦和死亡。

从移植类型、细胞来源、生物材料及使用寿命等方面

分别总结归纳了己商品化的3种皮肤替代物。表皮替代物缺

文章查重：文章出版前已经过 CNKI 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进
行 3 次查重。

乏真皮的机械支持和营养，创面愈合后上皮瘢痕增生严重，
抗感染能力差、易破溃、弹性欠佳、柔软度不足、移植后

文章外审：本刊实行双盲外审制度，文章经国内小同行外审
专家审核，符合本刊发稿宗旨。

易脱失，修复效果难以令人满意。真皮替代物虽可减少创

作者声明：文章第一作者对研究和撰写的论文中出现的不端

面收缩，对创面要求不高，但缺少表皮的防护，使感染机

行为承担责任。论文中涉及的原始图片、数据(包括计算机数据库)

率升高，缺少表皮防护也易造成体内水电解质代谢紊乱，

记录及样本已按照有关规定保存、分享和销毁，可接受核查。

真皮替代物修复后外观欠佳，尤暴露部位。复合皮具有良
好的机械性能和移植物接受率，在创面愈合过程中，由于

文章版权：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版权
相关协议。

间充质-表皮的相互作用，复合皮移植物可缩短真皮机化时
间、抑制瘢痕形成，促进皮肤再生。表皮/真皮复合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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