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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医用纺织品是以材料学科为基础,纺织学科

为依托,医疗保健和临床医学为适用领域的新型应用

类深度交叉学科的产物。皮肤作为人体免疫系统第一

道防线,能够抵抗外界抗原侵入人体,防止疾病发生,

维护人体健康等。而皮肤一旦产生破损或产生人体内

部组织功能性或结构性损坏即称之为伤口[1]。正确处

理伤口并使之能够迅速愈合是保证人体健康的关键。

伤口愈合周期可分为通过炎症和渗出反应来保护伤口

的炎症期,通过伤口边缘新生肌纤维母细胞生长牵拉

来修复缩小创面的增生期,通过肉芽组织增生、表皮及

其他组织再生实现修复定型的塑型期。

炎症期中,适当的炎症反应能够阻隔外界抗原、提供

利于伤口愈合的微环境,但是伤口处理不当导致的过强炎

症和过量创面液渗出则可能引发内分泌系统紊乱、感染等

症状,甚至危及生命安全[2]。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及时使用

最优创面用药载体———伤口敷料,采用合理的换药方法,

遵循恰当的换药间隔时间,就能够将炎症控制在合理范

围,并加速伤口创面愈合,缩短治疗周期。

Winter等提出湿润性伤口愈合理论模型,在猪的

伤口覆着一层聚乙烯膜,可以隔绝外界抗原,维持一定

的创面愈合湿度,使伤口修复速率提升至少100%[3]。

在伤口疗愈期间,覆敷料于创面,可暂作屏障隔绝病

菌、灰尘等,使创口附近维持清洁、暖湿的利愈环境,极

大降低感染概率,缩短病程,减少患者痛苦。

现阶段应用型医用敷料可以分为3大类:天然类、

合成类、药用类[4]。海藻酸盐敷料是一类提取自褐色

海藻植物的天然敷料。围绕海藻酸盐在医药领域的产

品开发与应用,介绍了敷料用海藻纤维的临床应用和

性能改良历程,总结了其优异性能,设想了未来研究方

向与着眼点。

1 结构与制备

1.1 海藻酸盐结构

海藻酸盐是海藻酸与钙、钠等金属离子结合形成

的,是大量存在于褐藻细胞壁及细胞间黏胶质中的天

然大分子材料。该物质无毒性,可降解,生物活性高,

人体相容性好,具有很高的食药安全系数,因此极适宜

用作敷料等医用耗材。

海藻酸是一类由β-D-甘露糖醛酸(M单元)和α-L-
古罗糖醛酸(G单元)组成的线性聚阴离子型多聚糖,

分子式为(C6H8O6)n,如图1所示。其中,G单元较小

的空间位阻有利于在溶液中发生离子交换和分子交联

作用,适度刚性有助于稳定海藻酸盐分子结构;M单元

结构较为紧密,不易发生离子交换。因为G单元和 M
单元具备不同性质,所以这2类单元在分子中组分比

例和结构位置会对海藻酸盐成胶性能、粘黏性、离子选

择等产生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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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藻酸 M单元与G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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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藻酸盐制备

海藻酸盐是以海带、巨藻、裙带菜、马尾藻、昆布、
墨角藻等褐藻类植物为原料提取出来的,具体步骤为:
首先用氢氧化钠溶液浸泡海藻,使不溶性海藻酸盐分

子结构中金属离子与溶液中钠离子发生离子交换,生
成水溶性海藻酸钠;接着对反应后溶液进行过滤,在得

到的滤液中加入氯化钙,使海藻酸钠中钠离子与钙离

子发生离子交换,生成海藻酸钙;然后通过酶助提取

法、丙酮提取法等进行转换和进一步提纯,即可得到高

纯度海藻酸钠。2006年Qin等采用湿法纺丝方法,将
质量分数为6% 的海藻酸钠水溶液通过喷丝板挤入到

质量分数为1.5%的氯化钙水溶液中,所得初生纤维先

在热水中拉伸,后用水洗涤,再经丙酮萃取、干燥,制得

海藻纤维,经过梳理用作医用敷料[6-7]。改良制备方

法能提升敷料性能,如尝试针刺法、水刺法等制备海藻

酸盐无纺布可以提升吸收性能;与炭层等复合制备多

层敷料可以增加除臭、促愈等功能。

2 应用历程

1881年Stanford发现褐色海藻提取物有浓缩溶

液、凝胶成膜的能力[8]。1986年GrovesAR等将海藻

酸盐敷料用于治疗烧伤供皮区创面,发现该敷料对组

织液吸收率约为棉纱布3倍,能够大大加快创面愈

合[9]。1989年Thomas等发现在治疗患者下肢溃疡

时,海藻酸盐敷料处理组创面愈合率较凡士林纱布提

高30%左右,且治疗过程中患者伤口疼痛感明显降

低[10]。1991年Clarke等将海藻酸盐敷料用于治疗褥

疮,临床试验表明海藻酸盐敷料处理组创面面积每周

减小约2.39cm2,对照组约0.27cm2,褥疮创面治愈

速率显著提升[11]。2015年PillaiRG发现在海藻酸盐

敷料支持下的钟形包皮环切术,发生出血并发症几率

大幅降低[12]。通过这些临床案例可以发现,海藻酸盐

敷料具有较好吸湿、凝胶性能,相较于其他敷料,还具

有促进伤口痊愈、减轻患者痛苦等优势。
海藻酸盐纤维是一种包容性较强的共混原材料和

给药载体,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通过添加、共混、复
合等方式在海藻酸盐纤维中添加要素,一定程度弥补

不足与缺点,提升其应用优势,后续可以从适度吸湿、
消毒抗菌等要素深入研究。通过改进生产制备工艺,
能够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一定程度提升海藻酸

盐敷料性能。表1列举了一些海藻酸盐敷料性能改良

方面有代表性的工作。

表1 海藻酸盐敷料性能改进方法及性能研究(部分)

年 份 第一作者 改进途径 改善功能

1993 孙玉山[13] 针刺法加工 工艺简单成本低,止血快速,吸收性较高

1994 秦益民[14] 在海藻酸盐纺丝液中加入羧甲基纤维素 提升敷料凝胶性能

1997 Scherr[15] 海藻酸纤维衬层针刺入普通纤维衬层上缝编 优良吸收性和定型能力,不使用黏合剂,易去除

1998 Pandit[16] 共混壳聚糖和海藻酸 止血、抑菌、活跃生长因子等性能

1999 Mahoney[17] 加入10%~20%粉状木炭 软吸附伤口恶臭物质

2000 Mahoney[18] 将乙烯醚基压敏黏合剂覆在海藻纤维衬垫上
可塑为不同形状以适合不规则形状伤口的自动黏合型伤
口敷料

2001 Jensen[19] 用碱金属盐使海藻酸凝胶交联变硬且与敷料层粘连 易清理和无痛移除

2004 Tadashi[20] 复合层粘连蛋白、弹性蛋白衍生肽与海藻酸纤维 更优良的上皮、组织再生能力

2005 杜予民[21] 共混海藻酸钠与甲壳素 较好生理活性、力学性能

2010 唐 雷[22] 在海藻酸钙纤维上喷涂附有银纳米二氧化钛颗粒 促愈、抗菌

2012 朱建华[23] 表层聚酯纤维无纺布层和底层海藻酸钙纤维无纺布层之间
加入塑料层和活性炭层

促愈、高强力、除臭

3 性能及相关作用机理

3.1 吸湿凝胶

干燥创面的新生组织和神经末梢易被敷料粘附,
换药会对其造成伤害,增加患者痛苦,延缓创面愈

合[24]。而海藻酸盐敷料形成的凝胶不易粘附皮肤,能
有效减轻换药痛苦、避免二次伤害。这是因为海藻酸

盐中多价金属离子易与伤口渗出液中钠离子发生离子

交换,释放被封闭的羟基,增加吸湿基团,提升吸湿性

能;且海藻酸钠溶液有极高的表观黏度,敷料微小腔隙

充分吸收伤口渗出液后即可具备凝胶性能。此时海藻

酸盐纤维敷料不仅能维持温湿度适宜的闭合创面环

境,还可以阻隔灰尘、病菌等,形成轻度负压,利于神经

形成和上皮修复。凝胶能防止伤口渗出液扩散,保护

新生神经,且敷料不与创面产生粘连,易被整体取出。
干燥的海藻酸医用敷料可吸收自身质量20倍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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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面渗出液,并将其移出伤口表面;对于干燥型伤口,
凝胶态海藻酸盐敷料又能为其补充足够水分[25]。所

以应用海藻酸盐敷料能延长敷料单次使用时长,减少

敷料更换频次,降低医疗成本。
提高纤维吸收液体的能力对于增强单位海藻酸盐

敷料医用效能有重要作用。高 M 单元海藻酸钙纤维

吸湿性能与凝胶性能均大于高G单元海藻酸钙纤维。
因此优化海藻酸盐纤维内部结构,开发高 M 单元海藻

酸盐纤维,设计合理的敷料纺织品结构能够有效提高

海藻酸盐敷料凝胶性能。

3.2 抑菌抗感染

金黄色葡萄球菌、念珠菌和大肠杆菌等病原微生

物易在温暖潮湿的伤口上快速滋生,所以临床上伤口

常因感染而难以愈合。伤口创面富含的蛋白酶、炎症

因子和氧自由基为细菌繁殖提供有利环境,使伤口更

难治愈。若创面局部组织细菌浓度达到1×105cfu/g,
即定义为感染[26]。伤口感染在创伤、烧伤和手术等出

现创面的情况下发病率较高,是严重影响人们生命健

康的全球性卫生保健问题。
叶思等发现,应用海藻酸盐纤维敷料等密闭性敷

料的伤口感染率约为应用传统敷料感染率的1/3[27]。
生物机体应激反应会大幅提升开放创面感染发生率,
所以尽早使用医用敷料封闭创面,可以有效控制伤口

细菌繁殖,一定程度避免感染等并发症发生。海藻酸

盐敷料凝胶能阻挡外界细菌侵入,凝胶环境有利于保

持吞噬细胞活性,降低感染发生率。
在实用医用敷料基础上,根据病患实际需求及时

加入抗生素或金属等有效抗菌成分,有助于提高抗感

染效率,控制创面出血、保持体温、促进创面愈合。在

海藻酸盐敷料中添加抗菌物质,凝胶状态下的敷料能

够缓慢释放低浓度抗菌离子,实现抗菌消炎,且长效抗

菌能极大减少换药次数,缩减创面愈合周期。因此,兼
具多种功能的复合型医用敷料开发是未来医疗用品的

开发方向。

3.3 止血愈合

伤口愈合是一个包括凝血、炎症、增生、胶原沉积、
伤口收缩的复杂生物过程[28]。海藻酸钙敷料有助于

伤口止血、愈合,其止血性能主要源于钙离子对血小板

的激化作用及凝血效应:钙离子通过激化血小板释放

纤维蛋白链,形成有良好止血性能的血栓,加入锌离子

可进一步强化海藻酸钙激化作用及凝血效应,提高止

血性能[29-30]。首先海藻酸盐分子链上的-COOH 基

团与血液中氯化钠分子反应生成海藻酸钠,改变血液

电离平衡,激活凝血因子及凝血过程。然后新形成的

海藻酸钠分子内部“钻石样”空间结构大量吸收血液中

水分,提升血液浓度、黏度,减慢创面伤口血液流速。
接着海藻酸钠膨胀形成的黏性结构堵塞毛细血管末

端,迅速发生粘附反应,聚集血小板,从而加速止血进

程[31]。
海藻酸盐纤维大分子上羧基水合能力强,水分子

可到达的无定形区较大,所以单位质量海藻酸盐纤维

吸湿量是同等质量棉纱的2倍以上[32]。海藻酸盐纤维

对与生理盐水成分类似的伤口渗出液吸收性能是棉纤

维和甲壳素纤维的数10倍以上,所以海藻酸盐纤维作

为医用敷料性能远远优于两者[33]。海藻酸盐凝胶具

有通透性,氧气以海藻酸盐纤维的立体结构构成的腔

隙和“自由水”为通道进入创面层,使伤口表面能保持

一定氧气浓度,营造良好创面痊愈微环境[34-35]。海藻

酸盐敷料保持的适量创面渗出液能促进成纤细胞、角
质细胞和内皮细胞生长,且创面湿润环境可以保持细

胞活力、加快表皮细胞迁移、促进创面愈合[36]。海藻

酸盐免疫原性受 M-嵌段量影响,高 M-嵌段量海藻酸

盐可以诱导更高水平细胞因子产生,进一步促进伤口

愈合[37]。

3.4 生物相容性

止血敷料对宿主来说是异物,与创面接触后会触

发机体免疫系统,使机体出现排异反应,一定程度上影

响创面愈合[38]。Lansdown将海藻酸盐纤维植入老鼠

皮下组织,24h、7d、28d及12周后海藻酸盐纤维逐渐

被血管化、含成纤细胞薄膜覆盖,且老鼠无其他不良反

应[39]。敷料用海藻酸盐纤维作为一种生物医用纺织

材料,对生物体有良好的相容性,对机体细胞没有毒

性,不会引发炎症;用温盐水浸湿后可整片去除,能减

轻患者换药痛苦,缩短伤口疗愈时间。海藻酸盐敷料

通过纤维吸湿膨胀在创面表面形成低黏性、凝胶状湿

润接触层,有助于细胞迁移和血管生成。

4 结语

海藻酸盐纤维医用敷料的主要原料来源于可再生

的褐藻等藻类,开发可再生海洋生物资源是贯彻落实

“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在医药领域,海藻酸盐

纤维凭借其优秀的吸湿凝胶、抑菌、止血、水气通透能

力、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能缓解伤口异味、控制伤口渗

出液、降低感染风险、修复伤口创面,已经开始投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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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应用。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成本较高、制备工

艺复杂等限制。其过强的吸湿性也可能会引起伤口脱

水,且该敷料自身没有黏附性,需要搭配其他辅助材料

才能投入临床使用。
在未来医用敷料用海藻酸盐纤维研究中,需要改

进其生产工艺,降低生产应用成本,提升该类型敷料使

用便捷性;开发与海藻酸盐纤维相配伍的混纺纤维组

合;通过控制G、M 单元占比改良其吸湿性能,控制其

吸湿性保持合理范围,在避免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前提

下提高其凝胶性能;开发兼具抗菌、防感染、修复等多

种功能的海藻酸盐纤维敷料,开发能够便利给药的海

藻酸盐纤维、面料结构,研究海藻酸盐纤维作为药物载

体支架的应用可行性;在海藻酸分子结构中增加特殊

分子链,拓展海藻酸盐纤维在医疗领域的使用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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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蒙皮材料阻燃性能的研究,也将有利于其在

充氢飞艇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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