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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磨痂术作为烧伤外科三大清创术式之一，适用

于处理以深Ⅱ度为主的新鲜烧伤创面。尽管该术式已在临

床应用多年，但各单位应用该术式的时机、器具、步骤、术后

敷料选择以及术后换药方式等仍有较大不同，造成临床效果

参差不齐。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专家组通过查阅相

关文献，筛选分析高级别证据文章，多次深入讨论后，形成具

有指导意义的专家共识，以期为磨痂术在烧伤创面的临床应

用提供科学、规范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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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debridement
procedures in burn surgery, eschar dermabrasion is optimal to
manage fresh deep partial-thickness burn wounds. Despite de⁃
cades' application in clinic, considerable discrepancies exist in
various units on the timing, instruments, procedures, sel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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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烧伤创面的自然愈合过程，包括坏死组织溶解

去除、肉芽组织形成、上皮细胞增殖迁移等，其中清

除坏死组织通常是处理烧伤创面的第 1步［1］。尽管

已有多种外用药物、酶和功能性敷料可以辅助清

创，但就目前而言，外科清创术仍是清除烧伤创面

坏死组织的主要方式［2］。

烧 伤 创 面 的 外 科 清 创 术 式 包 括 以 下 几 类 ：

（1）经典锐性清创术式，即切痂术和削痂术。该类

术式应用锐性刀具清除目标层次以浅的所有皮肤

组织结构，清创效果确切，但对非坏死组织的过度

清除几乎不可避免。（2）新型精确清创术式，即水动

力清创系统。该类术式应用高压高速水流精确清

除与深部结构松散结合的所有组织结构，清创效果

精确，但操作耗时，仅适用于小面积创面清创。（3）
钝性清创术式，即磨痂术。该类术式应用粗糙硬质

材料通过机械摩擦的方式逐层清除浅表坏死组织

结构，可实现去除创面坏死组织和保留间生态组织

的良好平衡。

磨痂术来源于皮肤摩擦术，该术式从 20世纪初

开始被用于处理痤疮、色素沉着、文身、瘢痕、光老

化等皮肤问题［3］。1964年法国的 Lorthioir［4］最先报

道了皮肤摩擦术对烧伤创面的清创作用，但未引起

广泛关注。我国于 20世纪 50年代引入皮肤摩擦

术，在 20世纪 80年代将其广泛用于治疗痤疮和天

花后遗瘢痕等皮肤问题［5］。20世纪 80—90年代，我

国不同单位的多位医师开始尝试应用该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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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面部小面积烧伤创面。1998年，南昌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的苏子毅等［6］最先指出该技术适用于头面部

深Ⅱ度创面的处理，并将之命名为磨痂术；2000年，

山东省立医院的王一兵等［7］介绍了应用该技术处理

面部深Ⅱ度烧伤的经验，并称之为削刮术；2000年，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张静琦等［8］将该技术命名为

研磨术。2001年，山东省立医院的傅洪滨等［9-10］报

道了大宗临床病例（120例）回顾性分析结果，将磨

痂术的应用推广至全身非Ⅲ度创面，并提出应用金

属丝球作为磨痂器具可显著提高操作效率；同年，

山东省立医院的王华和玉萍［11］首次报道了前瞻性

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指出对于深Ⅱ度创面，同早期

削痂组和磺胺嘧啶银外用保守治疗组相比，早期磨

痂组患者愈合时间显著缩短，换药次数显著减少。

2002年，山东省立医院的傅洪滨［12］、王明青［13］和王

德昌［14］分别就磨痂术的操作要点、动物实验结果和

病理生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奠定了我国

磨痂术的推广基础。2007年，山东省立医院的 Feng
等［15］在《Burns》杂志发表了金属丝球磨痂术的系统

综述和病例介绍，得到了多个国家医师的肯定和

效仿［16-17］。

目前，磨痂术的临床应用已有广泛报道，涉及

Ⅱ度创面［18-19］、混合度创面［20-21］、爆炸伤［22］、儿童烧

伤［23-24］、成批伤［25］、大面积烧伤［26］患者等，磨痂术的

器具也时有革新［27-30］，磨痂术后的创面覆盖物研

究［31-37］也相当丰富。但我国不同省市地区的各医疗

单位，应用磨痂术的时机、器具、步骤、术后敷料选

择以及术后换药和护理方式均有较大不同，造成临

床效果参差不齐。为此，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

会组织烧伤医学界专家，针对磨痂术的适应证、禁

忌证、临床应用操作规范、注意事项和并发症防治

等 问 题 ，通 过 查 阅 文 献 、专 家 讨 论 等 方 式 ，根 据

Delphi分级标准（表 1），编写了《磨痂术在烧伤创面

中的临床应用全国专家共识（2021版）》，以期为临

床实践提供依据和指导。

2 磨痂术的名称

皮肤摩擦术英文名称为“dermabrasion”，为了与

之区分，经专家深入讨论，推荐磨痂术英文名称为

“eschar dermabrasion”。

3 磨痂术的基础研究

关于磨痂术的基础研究并不充分，主要集中于

以猪为实验对象建立烧伤模型，并应用各种磨痂器

具对烧伤创面进行磨痂，进一步研究动物局部及全

身的组织学或病理生理学改变。关于清创效果的

研究显示，磨痂术去除的物质内有大量坏死组织，

无真皮或皮肤附件（毛囊、汗腺和皮脂腺），仅含有

少量纤维组织细胞［38-39］；关于局部炎症反应的研究

显示，磨痂术后局部组织内炎症细胞浸润较轻，循

环内 LPS、TNF-α、IL-6、IL-8等炎症指标均较非磨痂

组织迅速下降［40］；局部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

示，磨痂后创面 FGF、EGF、角蛋白、EGF受体表达量

增加，新生表皮细胞 S期比例增加，可加速上皮化，

缩短创面愈合时间［41］。

4 磨痂术的临床优势

4. 1 手术时间较短，术中出血较少

磨痂术的手术时间（包括创面包扎）一般在 60 min
内，大面积烧伤患者可多人同时操作，并不增加手

术时间。磨痂术采用钝性清创方式，不造成皮肤浅

表血管开放，创面仅出现广泛针尖样渗血或鲜红色

充血，出血量极小，几乎不出现术中或术后血色素

下降情况［29］。

4. 2 减轻换药痛苦，减少换药次数

磨痂术后通常仅更换外层敷料，不更换内层敷

料，所以换药疼痛感较轻，儿童亦可较好地耐受。

磨痂术后通常仅需更换外层敷料 1~4次，即可开始

内层敷料半暴露治疗，直到创面愈合，内层敷料自

然脱落。

表 1 Delphi分级标准

项目与分类

研究分级

Ⅰ

Ⅱ
Ⅲ
Ⅳ
Ⅴ

推荐强度

A
B
C
D
E

内容

大样本、随机研究，结论确定，假阳性或

假阴性错误的风险较低

小样本、随机研究，结论不确定，假阳性或

假阴性错误的风险较高

非随机，同期对照研究

非随机，历史对照研究和专家意见

系列病例报道，非对照研究和专家意见

至少 2项Ⅰ级研究结果支持

仅有 1项Ⅰ级研究结果支持

仅有Ⅱ级研究结果支持

至少有 1项Ⅲ级研究结果支持

仅有Ⅳ级或Ⅴ级研究结果支持

注：A表示强烈推荐；B表示推荐；C、D、E表示建议，但建议强度

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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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操作简便易行，适用特殊部位

磨痂术操作简单，各类磨痂器具的操作均不需

要高超的手术技巧和丰富临床经验即可完成。磨

痂术适用于全身所有部位，尤其适用于面部、颈部、

腋窝、关节、会阴、指蹼等特殊部位的创面［42-43］。

4. 4 精确判断深度，准确推断预后

磨痂术通过反复摩擦的方式实现钝性逐层清

创，不同烧伤深度磨痂后基底层次不同。临床医师

在磨痂过程中，可动态、直接地观察组织坏死的层

次，从而相对精确地判断创面深度，以及推断创面

愈合时间和预后情况。本文执笔人临床经验显示，

磨痂术后临床医师对创面的愈合时间及瘢痕情况

判断与患者临床结局高度一致。

5 磨痂术的适应证

磨痂术主要适用于以深Ⅱ度为主的烧伤创面，

尤其适用于处理小儿热液烫伤、电弧烧伤、爆炸伤

创面以及其他不适合削痂处理的情况。

5. 1 小儿热液烫伤创面

婴幼儿皮肤较薄，热液烫伤形成的创面通常以

深Ⅱ度为主，深度不均一，形状不规则，尤其容易累

及颈部、会阴、腹股沟、足踝等易于积聚液体的部

位。磨痂术是处理此类创面的相对理想术式，可实

现所有创面，尤其是不均一深度、散在部位、不规则

边界创面的相对精确清创，显著缩短愈合时间，减

轻远期瘢痕形成。同时，患儿术后内层敷料通常无

须更换，外层敷料亦可极少更换甚至不更换，可最

大限度减少患儿痛苦。

5. 2 电弧烧伤创面

电弧烧伤通常为致伤时间极短的火焰烧伤，形

成创面多以深Ⅱ度为主，易累及头面部、双上肢等

裸露部位。此类创面通常较干燥，表面呈苍白色，

无水疱形成，临床中容易被误判为Ⅲ度创面，且因

头面部包扎不便，临床多采用暴露疗法治疗，易造

成创面干燥加深，远期遗留明显瘢痕。磨痂术也是

处理此类创面的相对理想术式，可在伤后早期清除

表层干燥的坏死组织，改善真皮内血液灌注，提供

良好湿性环境，加速创面愈合。头面部电弧烧伤创

面磨痂术后通常不遗留增生性瘢痕，仅出现轻微色

素沉着或脱失。

5. 3 爆炸伤创面

爆炸伤经常发生在工厂、加油站、液化气站或

厨房，为瞬间极大膨胀的高温气体烧伤。通常造成

累及多人的、累及全身多处的、以深Ⅱ度为主的大

面积成批烧伤。此类创面常在休克期出现迅速加

深，保守治疗易出现严重创面脓毒症，切削痂处理

则造成远期瘢痕增生、功能不良。磨痂术适用于在

休克期处理此类创面，可迅速清除表层坏死组织，

加盖生物敷料后，可显著改善创面微循环淤滞，防

止创面加深，减轻全身炎症反应，使患者平稳度过

愈合期，减少植皮面积，远期瘢痕轻微。该术式操

作相对简便，可保证多例爆炸伤患者同时接受早期

清创处理。

5. 4 其他不适合削痂处理的情况

主要包括以下以深Ⅱ度为主的创面：（1）涉及

关节、腋窝、颈部等特殊部位，削痂难以操作。（2）对

削痂层次无法准确评估的烧伤创面。

专家推荐意见（推荐强度为 B）：磨痂术主要适

用于以深Ⅱ度为主的烧伤创面。

6 禁忌证

磨痂术没有绝对禁忌证。对于以浅Ⅱ度或Ⅲ度

为主的非适应证创面（电烧伤创面除外），磨痂术依

然是确认创面深度的一种相对准确的方式，临床可

基于磨痂清创对创面深度的判断，选择适宜的后续

处理方式。磨痂操作易造成创面局部感染扩散，所

以感染创面通常不建议磨痂。由于磨痂术需要气

管插管全身麻醉，需要准确评估和预判相关麻醉风

险。通常对于心肺功能较差的高龄烧伤患者，不建

议行磨痂术。

专家推荐意见（推荐强度为 E）：磨痂术没有绝

对禁忌证，但感染创面不建议磨痂，手术应充分考

虑麻醉风险。

7 磨痂器具

截至目前，曾报道应用过的磨痂器具有多种，

包括金属丝球、电刀清洁片、砂纸、手动锉及电动磨

皮机等［17，38，44］。以上产品在形状、材质、操作方式上

各有不同，但均因有明显不足（产品注册、操作动

力、磨头设计等）使临床应用受限。目前国内已有

烧伤专用一次性电动磨痂器获批上市，但缺乏研究

报道提供推荐证据。

专家推荐意见（推荐强度为 E）：磨痂器具可根

据创面大小、部位及客观条件选择，优选合法注册

2类及以上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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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磨痂术操作规范及注意事项

8. 1 手术时机

磨痂术通常于伤后早期完成，轻中度烧伤患者

最好于伤后 24 h内手术，重度及特重度烧伤患者可

适当推迟手术时间，但建议不超过伤后 72 h。
8. 2 术前准备

创面术前包扎应以油剂、膏剂包扎处理为主，

避免暴露疗法或外用磺胺嘧啶银等保痂药物，以防

创面干燥或结痂。

进行补液复苏，纠正休克，维持血流动力学稳

定。应尽量保证尿量为 0.5~1.0 mL·kg−1·h−1，对肾功

能不全患者需个体化评估术前尿量。

所有适应证创面应尽量 1次手术完成磨痂，1次
手术最大磨痂面积为 100%TBSA。

8. 3 术中操作

手术过程中术者应做好相应防护措施，避免喷

溅及气溶胶污染。

大面积烧伤患者可分组同时进行磨痂操作，也

可按照头面部、四肢、躯干的顺序分区完成。术区

无须应用止血带。

应用合适器具反复摩擦创面，适时停歇应用生

理盐水冲洗创面，观察磨痂深度。理想的磨痂目标

层次为无明显坏死组织残留，基底创面床相对充

血，组织液或血液渗出活跃。术中观察表现为创面

出现广泛针尖样渗血或鲜红充血。

磨痂处理后创面应反复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冲

洗 3遍。一般创面无明显出血；若持续渗血，可用浸

于含肾上腺素生理盐水溶液（配制比例为 1∶10 000~
1∶20 000）的湿纱布压迫止血［29，45］。

8. 4 磨痂术后创面包扎

磨痂术后创面应保持湿润无菌环境，选择合适

的内层敷料，保证内层敷料与创面密切贴合并引流

通畅。目前文献报道的磨痂术后创面内层覆盖物

分为生物敷料和非生物敷料，有不同的产品在不同

年龄、深度和面积的创面中的应用，创面愈合时间

亦各有不同［18-19，22-24，26，30，33-37，45-55］，见表 2。根据随机对

照研究［36，45］和病例对照研究［37，47］结果，术后可应用

生物敷料和负压材料，以及亲水性银离子敷料、水

胶体敷料和油性纱布等。

专家推荐意见（推荐强度为 B）：大面积或深Ⅱ度

偏深的创面磨痂术后最好应用同种或异种生物敷

料保护创面，难以妥善包扎的部位可应用负压材

料 ，小 面 积 且 深Ⅱ度 偏 浅 的 创 面 可 应 用 非 生 物

敷料。

8. 5 术后处理

磨痂术后外层敷料应至少 2 cm厚，弹力绷带或

自粘绷带妥善包扎。术后 3 d内适当制动，促进内

层敷料与创面紧密贴合。

术后 72 h内可进行红外线照射或其他促进创

面渗出物蒸发的处理，利于保持外层敷料干燥，降

低细菌感染风险；大面积烧伤患者应卧翻身床或悬

浮床，尽量保持创面干燥，且避免创面受压。外层

敷料浸湿应及时更换，换药操作应相对轻柔，避免

内层敷料移位或脱离。

9 磨痂术后植皮

磨痂术的清创层次在真皮浅层，大部分深Ⅱ度

创面可以自行愈合。但仍有研究汇报了形成肉芽

创面需要后期植皮的病例，该类患者的百分率为

6.7%~15.0%［24，33，56］。有研究者尝试在伤后 2~3周对

所有未愈合创面进行植皮，后期创面愈合后外观满

意，但会有出现植皮排异现象的概率［16］。有研究者

比较了分别接受早期磨痂后植皮和晚期肉芽组织

覆盖创面植皮的面部深度烧伤患者的远期随访情

况，观察到磨痂后植皮组的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分显

著优于另一组［21］。另 2项自身对照的前瞻性随机观

察研究显示，双手背深度创面随机分别接受磨痂术

和削痂术并均立即行自体皮移植后，磨痂组的远期

外观和功能优良率显著优于削痂组［29，47］。尽管有上

述文献报道，但专家组深入讨论后认为，磨痂术后

早期植皮不应是常规选择，局部深度创面肉芽组织

覆盖后可植皮修复。

10 磨痂术后常见并发症及处理

10. 1 创面感染

创面感染为磨痂术后最常见并发症，常因创面

较深使得磨痂层次不足、创面污染或受压造成，表

现为创面渗出较多或出现脓性渗出，渗出严重且引

流不畅者甚至出现内层敷料下积液。换药见渗液

增加时需加强换药，取渗出物进行细菌培养与药物

敏感试验，针对性使用敏感抗菌药物；内层敷料出

现积液时，可以开窗引流或更换内层敷料的同时进

一步行清创处理。

10. 2 疼痛

磨痂术后常伴有中度疼痛，可使用非甾体类消

炎镇痛药。必要时，也可使用阿片类镇痛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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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发热

磨痂术后早期可出现低热，常因坏死物质吸收

或炎症介质释放造成，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磨痂

术后 1~2周若出现高热，应警惕创面感染，除积极对

症治疗之外，应仔细检查内层敷料下是否存在感

染、积液，如果存在感染征象或者积液则按照感染

创面处理。

11 结语

磨痂术作为烧伤创面外科清创技术的一种，具

有其临床价值。本共识基于对该技术 30余年的应

用经验完成起草，对主题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进

行综述和证据分级，并经学会专家组深入讨论和修

改，对该技术的理论认识、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提出建议和规范，以期促进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对

于磨痂器具的革新、新型敷料的选择等仍需要更多

基础及临床研究的探索。

《磨痂术在烧伤创面中的临床应用全国专家共识（2021版）》编写组

组长：吴军［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表 2 烧伤患者磨痂术后应用不同创面内层覆盖物的相关文献基本资料

敷料类型与敷料名称

生物敷料

猪脱细胞真皮

猪脱细胞真皮基质

DR脱细胞异种皮

生物敷料 A

辐照猪皮

人工皮膜

非生物敷料

负压材料

凡士林油纱

水胶体敷料

纳米银敷料

银离子敷料

亲水性纤维银敷料

文献类型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46］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45］

病例对照研究［47］

病例对照研究［48］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49］

病例对照研究［30］

病例对照研究［37］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24］

病例对照研究［50］

病例对照研究［26］

病例对照研究［51］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33］

随机对照研究［52］

回顾性病例分析［34］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53］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45］

病例对照研究［35］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45］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19］

随机对照研究［23］

随机对照研究［54］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18］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18］

病例系列汇报［22］

随机对照研究［36］

病例对照研究［55］

病例对照研究［37］

病例对照研究［47］

随机对照研究［36］

单组病例数

（例）

25
20
20
50
18
18
20
30
30
42
18
32
25
136
41

20
6
20
25
15
33
78
81
12
29
31
20
20
29

患者年龄

21~50岁
8个月~5岁

（34.8±5.9）岁

20~35岁
（39.3±11.3）岁

（33.0±12.4）岁

（41.8±14.0）岁

（3.5±0.5）岁

（30.5±9.6）岁

（31±6）岁

17~61岁
—

18~37岁
7个月~83岁

（25.1±4.2）岁

（2.6±0.4）岁

19~45岁
（2.5±0.4）岁

（31±4）岁

6个月~12岁
（28.7±5.6）岁

—

—

11~28岁
（36.5±7.7）岁

3个月~17岁
（44.1±16.8）岁

（37.6±3.7）岁

（32.5±5.3）岁

创面面积

（%TBSA）

50~80
5~15
—

11~28
50.0±24.3
18.0±9.4
62.6±10.3
20.1±2.4
32.5±3.5
62.4±20.5
8~48
3~70
5~60
3~52

19.9±8.4

10.3±1.0
3~20
9.8±1.3
30.2±9.7
3~10

30.5±5.9
—

—

1~5
2~3
3~40

65.3±9.2
—

2~3

创面深度

深Ⅱ度

深Ⅱ度

深Ⅱ度

深Ⅱ度

深Ⅱ度为主

深Ⅱ度

深Ⅱ度为主

深Ⅱ度为主

深Ⅱ度

深Ⅱ度为主

深Ⅱ度

深Ⅱ度

深Ⅱ度

深Ⅱ度为主

深Ⅱ度

深Ⅱ度

深Ⅱ度

深Ⅱ度

浅Ⅱ度

深Ⅱ度

深Ⅱ度为主

浅Ⅱ度

深Ⅱ度

Ⅱ度

深Ⅱ度

Ⅱ度

深Ⅱ度为主

深Ⅱ度

深Ⅱ度

创面愈合时

间（d）

13.4±3.7
16.3±1.9
16.1±0.6
16.1±2.7
14.1±3.3
13.4±3.7
22.5±4.7
17.0±2.5
13.5±2.0
20.8±3.6
17.0±1.9
13.8±5.7
15.2±2.6
15±2

16.5±2.6

16.9±1.8
9~16

19.2±2.5
9.0±2.1
14.0±2.0
17.0±4.4
7.9±2.1
17.5±1.2
10.2±3.2
18.1±2.2
18.0±2.0
28.5±5.0
20.2±0.5
16.4±2.1

注：“—”表示无此项；TBSA为体表总面积；文献 [22-23，34-35，45-46，48，51-52，55]患者年龄以范围表示，其余文献患者年龄以 x̄ ± s表示；

文献 [22-23，33-36，45-46，48，51-52，55]患者创面面积以范围表示，其余文献患者创面面积以 x̄ ± s表示；文献 [35]创面愈合时间以范围表示，其

余文献创面愈合时间以 x̄ ± s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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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可直接使用英文缩写的常用词汇

已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如 ATP、CT、DNA、HBsAg、Ig、mRNA、PCR、RNA，可不加注释直接使用。对本刊常用的以下词汇，

也允许在正文中图表以外处直接使用英文缩写（按首字母排序）。

脱细胞真皮基质（ADM）
丙氨酸转氨酶（ALT）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天冬氨酸转氨酶（AST）
集落形成单位（CFU）
每分钟放射性荧光闪烁计数值（cpm）
细胞外基质（ECM）
表皮生长因子（EGF）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
成纤维细胞（Fb）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
3⁃磷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

苏木精⁃伊红（HE）
重症监护病房（ICU）
白细胞介素（IL）
角质形成细胞（KC）
半数致死烧伤面积（LA50）
内毒素/脂多糖（LPS）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
最低抑菌浓度（MIC）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多器官功能衰竭（MOF）
一氧化氮合酶（NOS）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动脉血氧分压（PaO2）
磷酸盐缓冲液（PBS）
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
体表总面积（TBSA）
转化生长因子（TGF）
辅助性 T淋巴细胞（Th）
肿瘤坏死因子（TNF）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负压封闭引流（V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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