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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健明 



 一、复杂创面的评估 

 二、治疗策略 

 三、典型病例的分享 



评 估 

 一、全身情况：如代谢、营养、并发症、其他组织器官 

 二、局部情况 

 三、足部病变分类、分期 

 四、足病发病三大因素：血管、感染、足部压力 



治 疗 策 略 

 一、基本处理：代谢控制、营养支持、并发症处理 

 二、局部处理：清创、改善血供、抗感染、减压、敷料选择及各种新技术的

应用 

 三、必须截肢的，转诊至骨科；难以保肢的，需多学科会诊； 

 三、可能或可以保肢的，积极协调，按病情轻重缓急，多学科合作，分工合

作，无缝衔接 

 四、积极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取得理解和配合，尊重他们的意见 



抗生素的使用原则 

 2019年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 

 在细菌培养和药敏未出报告前需要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生化指标、
影像学检查等综合评估感染情况后经验性用药，在获得细菌培养和药
敏结果后选择敏感抗生素。 

 对于糖尿病足Wagner3~5级及中、重度感染者，这类患者入院时血

红蛋白、白蛋白水平比较低，其感染以变形杆菌、大肠埃希菌、铜绿
假单胞菌等革兰阴性杆菌感染比较常见，可以选择氨基糖苷类（如阿
米卡星、庆大霉素）、三代头孢（如头孢他啶）及碳青霉烯（如亚胺
培南）等。 

 



清创、切开排脓 

 2019年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 

 评估一旦明确后，推荐初始锐器清创处理，对于存在脓肿、气性坏疽
或坏死性筋膜炎的足部感染应紧急予以相应的外科处置，这是防止感
染扩散的重要手段。 

 外科或锐性清创：用手术刀片清理角化边缘和溃疡基底，直到出血为
止，是最快、最有效的将坏死组织及碎片从创面床清除的方法。其优
点是清创比较彻底，然而，这种方法对医师的外科技术和解剖学知识
要求高，并且会使创面扩大，患者常感到疼痛难忍。 

 





清创期敷料选择 

 2019年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 

 海藻酸盐能够减少感染，减轻疼痛，吸收渗出液，促进伤口愈合
，与Ca2+、Mg2+、Ba2+和Mn2+等二价离子相互作用形成可

逆的水凝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低毒性，还能够结合生长
因子，在细胞移植和伤口敷料中广泛运用。 

 



选择负压治疗的依据 

 2019年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 

 传统治疗糖尿病足溃疡方法耗时长，效果差，封闭式负压伤口治疗技
术可以显著改善创面环境，加速创面愈合。采用封闭式负压伤口治疗
后，患足局部肿胀减轻，创面状况改善，肉芽生长加快。 

 

 封闭式负压伤口治疗使创面与外界隔绝，可以达到防止污染和交叉感
染的效果，持续负压使创面渗出物立即被吸走，从而有效保持创面清
洁并抑制细菌生长，最终达到促进创面肉芽生长、改善微循环和促进
创面愈合的目标。 

 



自体血小板凝胶治疗 

 2019年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 

 2001年Margolis等开始研究应用自体血小板凝胶治疗糖尿病足溃疡
，取得良好疗效。 

 自体血小板凝胶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较为
公认的主要是其中富含的白细胞和生长因子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白细胞有抗感染和免疫调节作用； 

 另一方面，白细胞还能影响多种生长因子的释放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的产生，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对促进血管再生有重要的作用。 

 自体血小板凝胶中的纤维蛋白，因其具有黏附特性和纤维结合素的作
用，本身就具有潜在的促进愈合的作用。 

 血小板本身及血小板活化释放一些抗菌活性肽可抵抗微生物以防止创
面感染。 

 



创面生物制剂（细胞因子）治疗 

 2019年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 

 现代创面修复概念认为，当机体受损伤时，损伤部位的周围组织或细
胞会分泌多种促创面愈合因子，如：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平
滑肌细胞、上皮细胞、成肌细胞等。 

 实验证明，自发的创面修复达不到最大速度，其分子环境中的细胞因
子也达不到最适水平，特别是多种难愈性创面，致使创面长期难以愈
合，而通过外加这些细胞因子的方法，可加速创面的愈合。 

 目前应用于临床并制成创面生物制剂的细胞因子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表皮生长因子、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源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
子等。但具体哪种生长因子促进糖尿病足溃疡愈合效果最好，目前尚
无定论，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病情简介 
男性 52岁 主要诊断 

左糖尿病足病3级、2型糖尿病、低蛋白血症、轻度贫血 

WBC 11.21×109/L HGB 88 g/L CRP 98.42mg/L 

肝功 正常 ALB 22.5g/L HbA1c 10.8% 

肾功 正常 eGFR 正常 ABI 左右足正常 

下肢血管 
彩超 

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超声改变，双侧下肢深静脉未见明显栓塞。 

抗生素 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2.5 q8h+莫西沙星0.4 qd 



 zhí 

跖  骨 



清创期：切开、排脓、引流 



蚕食法清创4天后开始负压治疗 



负压+贝复新(碱性牛成纤维细胞因子)灌注冲洗 



自体血小板凝胶治疗 



病例1-总 结 

 患者52岁，外周血管无严重狭窄或闭塞，外伤导致足部感染脓肿形成，

在此情况下，需要立即清创，切开、引流、减压可以使感染得到尽快

控制。 

 采用“蚕食法”清创，分次清创坏死组织，期间，创面可以用藻酸银

敷料填塞溃疡。 

 坏死组织基本清创干净，可见肉芽组织初形成即可开始负压治疗，继

而开始联合其他创面修复方法治疗，本例采用负压联合碱性牛成纤维

细胞因子灌注治疗，后期采用自体血小板凝胶治疗后出院。 

 



足底部创面 

 由于足底结构的复杂性及特殊性，脂肪垫较为丰富，一但脓肿形成，
往往可沿筋膜及腱鞘快速播散，即使引流也难以彻底清除。 

 

 如行游离皮瓣或预制皮瓣等修复，术后容易出现回流障碍，感染复发
加重等，导致成活率低，因此足底组织的修复与重建仍是个棘手的难
题。 



病情简介 
男性 44岁 主要诊断 

右糖尿病足病3级、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高血压病、轻度贫血 

WBC 16.08×109/L HGB 92 g/L CRP 66.41mg/L 

肝功 正常 ALB 27.8g/L HbA1c 4.6% 

肾功 血肌酐
110umol/L 

eGFR 67.87 ABI 
右胫后1.08 
右足背1.14 

下肢血管 
彩超 

双侧下肢动脉粥样硬化超声改变，右侧胫前动脉节段性狭窄，双下肢
深静脉未见明显栓塞。 

抗生素 
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4:1）、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舒普深）、
盐酸莫西沙星（拜复乐） 





骨科协助清除死骨+负压 



负压引流2周后缝合+负压 



病例-3 



病情简介 
男性 56岁 主要诊断 

右糖尿病足病3级、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高血压病、高血压性心脏病 

WBC 11.51×109/L HGB 116g/L CRP 65.51mg/L 

肝功 正常 ALB 30.8g/L HbA1c 12.2% 

肾功 血肌酐
77umol/L 

eGFR 100.95 ABI 
右胫后1.05 
右足背1.03 

右足大趾0.62 

下肢血管 
彩超 

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超声改变、双下肢深静脉未见明显栓塞 

抗生素 （外院培养出MRSA）注射用万古霉素、莫西沙星注射液（拜复乐） 





切开引流、负压吸引 



足底缝合 



病例-4 



病情简介 
男性 53岁 主要诊断 

右糖尿病足病3级、糖尿病肾病G3bA3、肺炎、胸腔积液、高血压病 

WBC 28.27×109/L HGB 94g/L CRP ＞200mg/L 

肝功 正常 ALB 21g/L HbA1c 9.0% 

肾功 血肌酐
202umol/L 

eGFR 30.01 ABI 
右胫后0.95 
右足背0.89 

右足大趾0.67 

下肢血管 
彩超 

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超声改变、双下肢深静脉未见明显栓塞 

抗生素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舒普深）、莫西沙星注射液（拜复乐）、美罗
培南 





蚕食清创、切开引流 



负压吸引 



足背血小板凝胶、足底缝合 



缝合足14天后间断拆线-普通换药 



病例2-4总 结 

 1.以上3例患者外周血管无严重狭窄或闭塞，外伤导致足底脓肿形成，

在此情况下，需要立即清创，切开、引流、减压可以使感染得到尽快

控制。 

 2.坏死组织基本清创干净，可见肉芽组织初形成即可开始负压治疗，后

期采用创面缝合联合负压治疗促进创面的愈合。 

 



病例-5 



病情简介 
男性 69岁 主要诊断 

左糖尿病足病3级、夏科氏足病、胸腔积液、高血压病、中度贫血、低蛋白血症 

WBC 5.41×109/L HGB 79g/L CRP 
107.02mg/

L 

肝功 正常 ALB 24.8g/L HbA1c 8.6% 

肾功 血肌酐
106umol/L 

eGFR 65.6 ABI 

左胫后1.08 
左足背1.03 
左足大趾0.56 
左足TCPO2 18 

下肢血管 
彩超 

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超声改变、左下肢浅静脉曲张、左下肢皮下软组
织水肿、双下肢深静脉未见明显栓塞 

抗生素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舒普深）、莫西沙星注射液（拜复乐） 



磁共振2019.2.18 



磁共振2019.2.22 



2019.3.7 



骨科协助手术减压、缝合、负压 



生长因子局部注射、二次手术 



2019.5.24 



2019.6.6 



2019.6.19 



7.9 



二次手术后效果不佳、尝试继续负压 



继续负压 



2019.7.9 



负压-普通换药 



病例5-总 结 

 患者外周血管无严重狭窄或闭塞，但存在下肢静脉功能不全，足部存

在畸形，确诊夏科氏足病，创面经久不愈，在此情况下，我们先后尝

试了切开、引流、骨科协助手术减压、创面负压吸引、创面局部注射

生长因子等多种治疗手段，疗效不佳。 

 最终通过连续多个疗程的负压吸引才使创面逐渐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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