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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 20 秒钟就有一例糖尿病患者截肢；糖尿病足溃疡患
者年死亡率高达11%，而截肢患者死亡率更高达22%。 

国内外研究表明，糖尿病足花费巨大，约占整个糖尿病医疗
费用的三分之一。 

糖尿病在我国已从少见病变成流行病，糖尿病足的患病率也
明显增加，我国 50 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足的发病
率高达8.1%。 

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2019版）（Ⅰ） 

4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
造成社会沉重负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糖尿病足流行病学资料 

以往糖尿病足溃疡采用传统治疗方法治疗周期长，效果欠

佳，频繁的换药也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负压伤口疗

法(NPWT)是近年来应用于急慢性创面的新疗法，国内外大

量临床试验及相关文献表明 NPWT 可促进肉芽组织的生长，

缩短创面愈合时间，提高治愈率，能明显降低截肢率和医

疗费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是糖尿病足创面治疗的有

效方法之一。 
       ARMSTRONG D G, LAVERY L A.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after partial diabetic foot amputation: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J]. Lancet, 2005, 366(9498): 1704-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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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伤口疗法的分类和原理 



负压伤口疗法的分类和原理 

负 压 伤 口 疗 法（negative-pressure wound therapy）就是在

创面表面通过密闭敷料给予一个可控的负压环境，从而达到促

进创面愈合的一种治疗方法。目前分为利用中心负压源的负压

封闭引流(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和利用智能负压泵真

空辅助闭合(vacuum-assisted closure，VAC)两种技术。 

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2019版）（II） 



伤口引流装置 

引流瓶、过滤器、引流管、双通管道 

敷料 

生物半透膜 



VSD装置连接中心负压源 



VSD原理 

用泡沫敷料包裹多侧孔引流管，再用半透膜封闭引流伤口区和引流

管接口，接通高负压源（中心负压）将创面引流液引流至引流瓶，

从而促进创面愈合。 

VSD主张高负压。负压经过引流管传递到敷料并分布于创面，引出

物在负压作用下经由敷料的孔隙进入引流管，再被吸入收集容器中。

大块引流物附着在敷料表面，更换敷料时一起去除。VSD的特点是

全方位、高负压、零积聚，侧重为引流技术，主要用于创面引流。 

徐国玲 颜晓东.负压伤口疗法在糖尿病足中的运用[J]. 药品评价, 2013, 10(17): 31-34. 



VAC装置-智能负压泵 



VAC原理 

VAC创面敷料和引流、密闭与VSD相同，利用智能化控制的负压吸引

装置（负压泵）产生的负压和正压交替（负压泵停机下的压力为1个

大气压）或利用负压泵产生的高低负压变换在伤口处产生压力的变

化,对创面产生作用。 

VAC主张低负压治疗。除了有与VSD相似的作用外，主要以增加局部

血流量、提高组织血氧分压、激活伤口细胞活性为主要目的。它是

一种治疗手段，可达到直接闭合伤口的效果。 

WHELAN C, STEWART J, SCHWARTZ B F. Mechanics of wound healing and importance of Vacuum 
Assisted Closure in urology [J]. The Journal of urology, 2005, 173(5): 1463-1470. 



VAC的原理 



 

VAC技术 

去除创面渗出液 

增加局部血流量 

VAC对创面的作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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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原理：封闭的湿润的创面愈合环境 

不仅可以封闭创面，与外界环境隔

绝，防止外界污染和交叉感染，可

有效减少水分经皮肤丢失，还可以

及时、有效地吸走创面渗液和脱落

坏死组织，去除创面渗液中基质金

属蛋白酶、炎性因子等愈合抑制剂，

抑制细菌生长，形成稳定的湿润的

有利于创面愈合的微环境。 

①湿润环境 

②新鲜血液及渗出液 

③敷料 

BREM H, SHEEHAN P, ROSENBERG H J, etc. Evidence-based protocol for diabetic foot ulcers 

[J]. Plast Reconstr Surg, 2006, 117(SUPPLEMENT): 193S-209S; discussion 210S-211S. 





VAC原理：直接刺激细胞增殖 

负压吸引技术可在创面产生机械牵

引力，产生的力可通过医用泡沫敷

料传送到创面及其周围组织,引起创

面区域组织的宏观形变，从而刺激

细胞爬伸和增殖，加快有利于创面

愈合的各种生长因子生长，并促进

新生血管的形成，从而加速创面的

愈合。 

SAXENA V, HWANG C W, HUANG S, etc. Vacuum-assisted closure: microdeformations of wounds and 

cell proliferation [J]. Plast Reconstr Surg, 2004, 114(5): 1086-1096; discussion 1097-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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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原理：减少局部水肿 

负压吸引能清除伤口渗出液和坏死组织，使血管和淋巴

系统重新流通，减轻了组织间压力，缩小组织细胞间隙，

有利于改善创面血液循环，并缓解组织水肿。 

李鹏杰, 郭丽丽, 刘林嶓, 汪翠梅. 辅以负压封闭引流处理面部软组织 损伤的临床
效果观察 [J]. 中国美容医学, 2016, 25(5):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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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原理：增加局部血流量 
创面局部血运障碍或缺血是阻碍创

面愈合的重要原因。通畅的血液循 

环能保证将创面修复所必需的氧和

营养物质运输到创面。 

 

间歇负压引流通过创面组织的反应

性充血，使血液充分灌注，改善创

面的血液循环状态，提高局部氧分

压水平，加快肉芽组织生长，从而

促进创面更快愈合。 
CHOI C Y, YOUM D J, KIM M J, TCHAH H. Changes in central corneal thickness of 

preserved corneas over time measured using anterior segmen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J]. Cornea, 2009, 28(5): 53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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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WT促进创面愈合的机制 
 

1. 负压吸引从创面吸走渗出液，减轻水肿，帮助建立创面液体平衡（湿性环境）。 

2. 清除坏死组织。  

3. 减少创面的细菌数量。 

4. 增加从创面的淋巴引流。 

5. 使创面组织靠近，增加组织自然粘合的机会。 

6. 增加创面血流，提高局部氧分压水平。 

7. 促进白细胞和成纤维细胞进入创面，增加/刺激局部生长因子 。  

 



1、创面及周围组织微循环障碍：糖尿病周围动脉病变导致远端肢体缺血，创面感染、炎症反

应导致毛细血管、静脉及淋巴管回流障碍； 

2、感染、炎症反应及静脉、淋巴管回流障碍导致创面及周围组织水肿，加剧组织缺氧。 

3、由于血循环障碍抗菌素在创面周围组织难以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因此，感染难以控制。 

4、被坏死组织、细菌及渗出物覆盖的创面形成符合乳酸产生的有利环境导致大量乳酸形成。 

5、糖代谢异常导致非酶糖基化终末产物（AGE）在皮肤组织和创面大量沉积影响组织的正常

代谢和修复。 

糖尿病足溃疡的创面特点 



    负压伤口疗法可以引流渗液、为创面提供湿性愈合环境。密闭环境可

以隔绝外界细菌，减少创面感染；减少创面边缘的横向张力，缩小创面面

积；为创缘提供血运支持，增加局部血流量；提高创面周围组织氧分压，

刺激血管生成，刺激成纤维细胞的碱性生长因子的释放，增加细胞外基质

构建；去除创面渗液中基质金属蛋白酶、炎性因子等愈合抑制剂，减轻组

织水肿，从而促进肉芽组织生长，加快创面愈合。近年来，大量研究证实，

负压伤口疗法具有促进DFU创面愈合，较标准治疗更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

负压伤口疗法现已广泛地应用于包括DFU在内的各种创面。 

负压伤口疗法应用于DFU 
——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2019） 



1、Wanger2级溃疡和Wanger3级溃疡 。（推荐，证据A级） 

2、 Wanger4-5级经改善血供和手术治疗后形成的创面。（推荐，证据A级） 

3、作为其它创面修复方法（血小板凝胶治疗、生物基质材料、自体皮瓣移植、异

体脱细胞真皮植皮等）治疗前的基础治疗。（推荐，证据A级） 

4、采用自体皮瓣移植、异体脱细胞真皮植皮后辅助治疗以提高植皮成功率。（可

推荐，证据A级） 

必须强调的是，选择的创面必须至少有一个可触及的足动脉搏动和良好的毛细血管充盈时间（<2 

s），因为负压伤口疗法治疗有可能加重缺血。 

 
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2019版）（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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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负压伤口疗法的疗效差异 



国内外许多文献在应用
NPWT时未明确区分VSD和VAC，
事实上因两者所使用的压力
设置及吸引方式不同，故适
应症和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
在糖尿病足溃疡的治疗效果
方面，将两者进行比较的研
究报告甚少。 







两种负压伤口治疗模式对糖尿病足溃疡治疗作用比较 

韦洁明  颜晓东  黄秀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糖尿病足病治疗中心.南宁市 530021 

通讯作者：颜晓东 手机：18775382140 E-mail：xiaodong930111@163.com 

[摘要]  目的 比较两种负压伤口治疗模式对糖尿病足溃疡周边组织氧分压、溃疡面积、溃疡肉

芽组织的治疗作用。方法 选取 2018年 4月至 2018年 8月我科收治糖尿病足溃疡患者 16 例,经全身

综合治疗和创面评估、清创后、对创面床适合负压伤口治疗患者采用随机分组、开放、平行、交叉

方法，偶数组先接受 1 周负压辅助闭合（VAC）治疗，再接受 1 周负压封闭引流(VSD)治疗。奇数组

先接受 1 周 VSD 治疗，再接受 1 周 VAC 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1 周末及治疗 2 周末对患者足部

溃疡创面拍照，采用 Image J 软件分析溃疡面积及肉芽组织面积变化，同时采用丹麦雷度经皮氧分

压测定仪测定治疗前、治疗第 1周、第 2周末溃疡周边 2个部位的组织氧分压。结果 ①两组患者治

疗 2周结束溃疡面积均较治疗前缩小,肉芽面积、经皮氧分压值较治疗前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②VSD和 VAC两种不同负压治疗模式在各自治疗末对研究对象的经皮氧分压变化、溃疡面

积及肉芽组织面积变化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 VAC组三个指标变化值大于 VSD组要大于 VSD

组（P < 0.05）。结论 ①VAC 和 VSD 两种负压治疗模式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糖尿病足溃疡创面愈

合。②VAC 在缩小糖尿病足溃疡的面积，增加创面肉芽组织面积及提高溃疡周围组织氧分压方面要

优于 VSD，说明 VAC治疗模式在治疗糖尿病足溃疡上更具有优势。 

[关键词]  糖尿病足溃疡 负压辅助闭合 负压封闭引流 经皮氧分压  



技术路线图 



治疗方法 

VSD治疗 

采用我科病房内的中
心负压吸引装置连接
创面负压引流管，将
负压设置为－125～ 
-300mm Hg；24小时
持续引流。7天更换
敷料和引流管。 

VAC治疗 

将引流管与负压泵连
接，采用间歇式负压
引流，负压泵参数设
置负压5min ，正压
2min。负压值 -80～
-125 mmHg 。7天更
换敷料和引流管。  

31 



时间 经皮氧分压1
（mmHg） 

经皮氧分压2
（mmHg） 

肉芽组织面积 
（cm²） 

 溃疡面积 
（cm²） 

治疗前 32.16±10.16 30.56±11.93 0.90（1.12） 9.51（6.55） 

治疗后 54.19±6.91ᵇ 56.75±12.95ᵇ 4.08（2.49）ᵇ 4.61（3.11）ᵇ 

治疗2周前后经皮氧分压及肉芽组织面、
溃疡面积的变化 

注：与治疗前比较，ᵇP＜0.01  

未发表 

结果分析 



项目 

VSD VAC 处理因素 阶段因素 个体因素 

第1周 第2周 第1周 第2周 F        P F        P F       P 

经皮氧分压增

加值1（mmHg） 
9.75±2.87△ 4.25±1.90* 19.00±4.75△ 11.63±8.28* 22.090  0.000 13.254  0.003 1.007  0.497 

经皮氧分压增

加值2（mmHg） 
11.13±6.45△ 6.62±2.26* 21.75±6.73△ 11.75±5.31* 13.221  0.003 11.205  0.005 0.670  0.775 

溃疡面积缩小

值（cm²） 
-1.63±0.58△ -2.22±1.28* -3.35±1.91△ -2.16±0.56* 5.763   0.031 0.725   0.409 2.444  0.051 

肉芽面积增大

值（cm²） 
1.61±0.79△ 1.62±0.88* 2.27±0.60△ 2.46±0.64* 14.879   0.002 0.251   0.624 2.450  0.051 

 VAC与VSD治疗效果的比较 

注：1.处理因素指不同治疗方法，即VSD和VAC之间的差别；阶段因素指不同治疗阶段，即治
疗第1周和治疗第2周之间的差别；个体因素指不同受试者之间的差别。 

2.△值=治疗1周后-治疗前；*值=治疗2周后-治疗1周后。 

未发表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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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2周结束溃疡面积均较治疗前缩小,肉芽面积、经皮氧分压值较治疗前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②VSD和 VAC两种不同负压治疗模式在各自治疗末对研究对象的经皮氧分压变化、溃疡面

积及肉芽组织面积变化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 VAC组三个指标变化值大于 VSD组要大于 VSD

组（P < 0.05）。结论 ①VAC 和 VSD 两种负压治疗模式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糖尿病足溃疡创面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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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糖尿病足溃疡 负压辅助闭合 负压封闭引流 经皮氧分压  
未发表 







为什么VAC在缩小糖尿病足溃疡面积，增加创
面肉芽组织面积及提高溃疡周围组织氧分压方
面要优于VSD？ 



•原因可能与VAC的正负压间歇变化对创面基底和周围组织血流的
加速和血供的增加有关。血供改善后能增加对创面营养成分的运
输，清除代谢产物，加快创面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的增殖及肉芽
组织的生长，从而促进创面愈合。 

 

•VSD使用持续负压对溃疡基底血供无显著改善,且VSD负压值过
高容易引起创面血管闭合，造成创面范围内和临近组织的局部血
液灌注不良，从而导致创面周围局部组织缺血，从而降低创面愈
合的疗效。 

 



点击添加标题 

负压伤口疗法注意事项 



负压泵参数设置与治疗的时间 
 

          负压泵参数必须根据创面分级、创面范围、单个或多个创面以及血液供应

等因素设定，真空辅助闭合负压值建议控制在-40~-150 mmHg之间。真空辅助闭

合间歇模式或动态模式的参数设定，推荐 负 压 时 间 为 5 min， 正 压 或 低 负 

压 时 间 为2 min。 负 压 封 闭 引 流 则 推 荐 以 负 压 值 介于-450~-600 mmHg之

间，持续维持5~7 d，在临床实际应用时应注意避免负压值设置过大导致创面血

流减少从而造成组织缺血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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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吸引治疗注意事项 

1. 在负压治疗前需对创面进行彻底清创，对于坏死的皮下组织、脂肪、肌肉等都应切除，如

有骨髓炎死骨存在，可逐步清除坏死的碎骨片。对于有较多脓液、较深的窦道或伴有恶臭，

疑似感染厌氧菌者，可用双氧水对创面进行清洗；严重感染及脓肿形成的，必须切开引流

排脓，使引流区创面完全开放。所有创面在感染控制后进行负压治疗。 

 

                                          



2.注意观察和记录引流量及其性质变化，保持负压创面的密封性，妥善固定引流管并

保证通畅。 

3. 间歇停止负压引流时间不宜过长，减少因创面分泌物引流不畅导致堵管、厌氧菌

感染、局部水肿加重等不良事件发生，从而影响愈合效果，延长创面愈合时间。 

4. 负压伤口疗法治疗2周后创面状况无改善，需要对全身和局部情况重新评估，如果

出现创面或相关的病情恶化，应及时更换治疗方案 。 

5. 术后患者在抗凝治疗中需要应用负压伤口疗法时，应加强监护和观察引流情况，

如果出现创面活动性出血，应停止负压治疗，重新暴露伤口并控制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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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吸引治疗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