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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溃疡创面处理 



创面处理的要点与解析 

• 评估 

• 清创 

• 修复 



（一）全身状况评估 

     糖尿病肾脏疾病、周围神经病变、自主神经病变以及LEAD等是

糖尿病足发生的危险因素； 

     患者高龄、长病程、血糖控制差、感染程度、全身营养状况、

DPN、下肢动脉缺血等是导致溃疡不愈以及截肢的重要原因； 

     吸烟、血糖控制不良、伴有踝关节反射缺失的周围神经病变及

LEAD等是足溃疡复发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透析治疗和血糖控制不

良是血管内治疗后严重肢体缺血复发的独立预测因素； 

     而严重急性肢体缺血症的临床复发与足溃疡复发、大截肢和死亡

的发生率增加密切相关。 



           （二）足部评估 

 

1．DFU创面评估 

      对足溃疡的评估需准确反映溃疡的部位、大小、深度、颜色、组织

坏死情况、创面分泌物、溃疡周围炎症反应的范围、骨暴露或骨探查情

况，特别要重视深部潜行的窦道或组织间隙的探查，必要时采用B超或

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有助于提高评估准确度。 



2．DFU分类评估 

 临床上可依据足溃疡的病因和足坏疽的性质分类。 

依据足溃疡的病因分类： 

（1）神经性溃疡：足溃疡多位于足部压力增高处，如足底或足侧缘或胼

胝深部或与骨畸形突出部位，常存在角化过度的组织，伤口表浅，边缘

不规则，呈潜行性，伴感觉缺失，皮肤温暖，局部血液循环尚好，足背

和/或胫后动脉搏动可触及，部分病情严重者可发展为Charcot神经性骨

关节病。 

 



（2）缺血性溃疡：溃疡多见于足缘、趾端、踝部和易反复受力摩擦的部

位，伤口大小呈穿孔状，较深，边缘平坦、清晰，伤口床呈灰白色、黄

色或黑棕色，肉芽组织很少，周围皮肤发白发亮，严重时色泽暗且伴静

息痛，温度偏低，创面较干燥，渗血少，可见周围毛发缺失，足背和/或

胫后动脉搏动极弱或不可触及。 

 



（3）神经-缺血性溃疡：最常见，以足部远端发生较多。同时有神经性

溃疡和缺血性溃疡的特点，常伴有深度组织坏死，有麻木感但痛觉不明

显[300]，同时可能出现下肢皮肤干燥、发凉等，足背动脉搏动减弱。 

 



依据足坏疽的性质分类： 

 
（1）湿性坏疽：多因肢端循环障碍导致肢端缺血坏疽，伴组织感染，在

坏疽部位或周围形成感染创面，局部常有红、肿、热、痛、功能障碍等

，严重者伴有毒血症或脓毒血症等临床表现。 

（2）干性坏疽：多发生在肢端血管严重狭窄或闭塞，也可由于近段血管

的斑块脱落导致下游小血管堵塞，局部血供障碍，坏疽部位无合并感染

而发生干性坏疽。 

（3）混合性坏疽：肢端局部血供障碍引起干性坏疽，同时创面合并感染

导致创面被坏死组织和渗出液覆盖。 

 



3．DFU分级与分期 

         Wagner分级系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分级方法，主要基于组

织破坏程度、感染和缺血这三个因素，但该分类系统未能对创面存在的

多种复杂情况作出综合性的评估，例如感染和缺血同时存在的深部创面

。德克萨斯大学（TEXAS）伤口分类系统不仅对创面组织破坏程度作出

分级评估，还对创面感染和/或缺血同时作出分期评估，因此该分类对一

个复杂的创面作出综合性的评估更为全面。Wagner分级系统简明实用

，TEXAS伤口分类系统全面明了，两个评估系统都可以为制定治疗策略

提供指导。 

 



清创-目的 

     清创目的是去除溃疡创面（或邻近组织）的坏死和感染失活组织

，为创面创造一个有利于组织修复的环境，促使溃疡尽快出现有活力

的组织。 

     合理的清创频率是伤口愈合的独立影响因素，去除坏死组织、有

助于脓性分泌液排出、暴露细菌可能定植的位置从而控制感染或降低

感染风险，使慢性伤口转化为急性或亚急性伤口从而加速愈合。 

Am Coll Surg, 1996, 183(1):61-64. 

 World J Surg, 2009, 33(7):1396-1402. 

 



清创-时机和原则 

    任何存在感染、坏死组织的创面都需要有效清创，但要严格

把握清创时机，因过早或过迟清创都不利于伤口恢复： 

1、如对于干性坏疽可待坏疽范围局限，与周围正常组织分界清

楚时再行处理； 

2、对于湿性坏疽应及时切开引流以达到创面减压的目的； 

3、当合并下肢血管病变时应避免清创时造成更大范围的组织坏

死，可在充分改善下肢血运后再行清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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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6，36(1):14-16. 

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电子版），2009，4(4):375-383. 

 Vasc Surg, 2016, 63(2Suppl): S3-21. 



清创方法 

 
 

锐器（物理） 

超声 

水流（水

刀） 

酶学 

蛆虫 

负压 



1、早行切开引流，切开范围要够大，以保证引流通畅； 

2、创面分期分批蚕食清创，对已明确坏死的组织，及时清创，

对于界限不清、难以确定是否完全坏死的组织暂时保留； 

3、对于失去生机的皮下组织、脂肪组织、筋膜、肌肉都应切除； 

4、对坏死的肌腱，为保留患肢功能，做最大限度的保留； 

5、对感染严重造成骨质破坏、骨髓炎者，可逐步清除坏死的碎

骨； 

6、潜行窦道应早期及时切开引流，对于减轻炎性反应、缓解皮

肤张力、防止炎性反应向深部组织进一步发展有利。 

锐器清创要点 



外科清创的必要性 

        临床上常见筋 膜组织坏死 、液化程度较皮 肤严重 ，这样造 

成患足肿胀明显，压力增 高 ， 加重 局部缺血 、缺 氧 、组织进 

一步坏死 ，造成恶性循环 。 严重时液化坏死组织可通过组 织 结 

构相对薄 弱的踝管向近心端 扩 散，导致全身状况 恶 化 。切 开 

引流能阻止这 种 恶性循环感染进 一 步扩散 。切口需充分 ，以能

充分引流为度，否则起 不到 充分引流 的作用，这部分清创需要依

靠外科协助 。 



                 相对于锐器清创，超声刀清创对于伤口的处理更为彻底，可降

低患者疼痛感，被认为可以替代传统物理清创用以处理复杂的伤口。

具体操作上，可使用低频超声每周三次进行清创，持续12周（？）。 

物理-锐器、超声清创、水流清创 
 



     应用高能的水柱精准去除创面边缘的失活组织，在

充分清创的同时，可保留有活力的组织以促进愈合。水

刀清创，能达到清创彻底、杀菌和减轻细菌负荷、改善

创面微循环的作用，有助于创面床准备。 

物理-锐器、超声清创、水流清创 
 



酶学清创 

    具有蛋白水解作用的外源性酶类分解、溶解和清除创面

坏死或失活的组织，同时又不损伤周围正常的组织而达到

清创目的。可用于有大量坏死组织的伤口。 

    酶学清创具有选择性高、疼痛轻微及易于操作等优点，

但是其材料价格昂贵、清创周期长，可能损伤创面和创缘

有活力的正常组织。 



水凝胶敷料 

藻酸盐/银敷料 

水胶体敷料 

泡沫型敷料 

生物型创面基质敷料 

现代敷料 



缺血性创面清创要点 
 

1、先行血运评估，待血运改善后再行清创手术。 

2、待坏疽范围局限，与周围正常组织分界清楚时再行处理。 

3、不可过早清创，清创时范围要小，不可一次将坏死组织全部清除，

以免造成创面扩大。 



缺血感染性创面清创要点 

 
    1、定义为湿性坏疽：肢端循环障碍导致肢端缺血坏疽，伴组织

感染，在坏疽部位或周围形成感染创面，局部常有红、肿、热、痛

、功能障碍等，严重者伴有毒血症或脓毒血症等临床表现。 

    2、湿性坏疽应及时切开引流以达到创面减压的目的； 

    3、当合并下肢血管病变时应避免清创时造成更大范围的组织坏

死，可在充分改善下肢血运后再行清创； 

 



创面修复-基本条件和处理原则 

    创面修复的基本条件是：创面经过清创，坏死组织被
彻底清除，深部脓肿得到充分引流，骨及创面感染得到有
效处理，足部血液循环得到有效改善，全身营养状态逐步
好转，创面进入修复期。 

   修复期处理原则是：为创面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促进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基底肉芽组织快速增长使创面
进入上皮化期，加速创面愈合。 

   目前，在创面修复期采用的方法较多，针对不同时期创
面特点应用多种方法治疗可以提高疗效缩短病程。 

 
Wound healing dressings and drug delivery systems: a 

review [J]. Pharm Sci 2008;97:2892–923. 



糖尿病足溃疡创面修复 

敷料 

 

自体、

异体皮

片移植 

 

自体血小

板凝胶治

疗 

创面生物制

剂（细胞因

子）治疗 

生物

治疗 
创面封闭
负压吸引
治疗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糖尿病足病治疗中心开展治疗项目 

 

1. 锐器清创、超声清创、敷料清创 

2. 封闭式辅助负压治疗、 

3. 自体富血小板凝胶治疗、 

4. 自体点状全层皮肤移植治疗、 

5. 异体脱细胞真皮治疗、 

6. 生长因子创面下注射治疗、 

7. 生物敷料治疗， 

8. 拉扣器治疗， 

9. 自体富血小板凝胶联合缝合治疗 

10. 药物持续灌注联合负压治疗 

11. 物理治疗 

 

修复期治疗项目 



     负压吸引治疗技术在创面修复中的应用 

            V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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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创面血流，提高局部氧分压水平。 

5. 增加从创面的静脉回流和淋巴引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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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使创面组织靠近，增加组织自然粘合的机会。 

 



糖尿病足溃疡NPWT适应症 

 
1、适应症： 

1.1 Wanger2级溃疡和Wanger3级溃疡 。（推荐，证据A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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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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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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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J]. 2013;10 

 Plast Reconstr Aesthet Surg, 2011, 64 Suppl: S1-16. 



敷料的选择 

 
     目前，市场上可用于创面修复的敷料品种繁多，从传

统敷料纱布、棉垫、凡士林纱布到现代敷料，依据其作用

特点可分为透明敷料、水胶体敷料、泡沫敷料、水凝胶敷

料、藻酸盐敷料、银离子敷料、生物型创面基质敷料等。 

Acta Biomater, 2013,9(7):7093-7114. 



水凝胶敷料 

藻酸盐/银敷料 

水胶体敷料 

泡沫型敷料 

生物型创面基质敷料 

现代敷料 



水胶体敷料  

优点： 

• 促进肉芽及上皮组织生长，吸收少、中量渗液 

• 可以保护创面及暴露的神经末梢，减轻患者疼痛； 

• 使敷料不与新生肉芽组织粘连，避免再次性机械损伤 

提高生活质量，可沐浴且外表美观 

缺点： 

– 不适用于渗液多的伤口 

– 不能用于周围皮肤脆弱 

– 感染伤口不能使用 

 

 



泡沫敷料                 

优点： 

• 促进肉芽及上皮组织生长 

• 吸收大量渗液 

• 舒适，可塑性好，适合身体各个部位 

• 不损伤脆弱组织 

• 可用于感染伤口 

缺点： 

• 不能用于太干的伤口 

•  不透明，不方便观察 

 

 

 



            生物基质敷料 
 

生物敷料的应用： 

各种生长因子如重组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EGF）、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 重组人血小板衍生

长因子(rhPDGF-BB)以及氨基酸等敷料。 

[J]．Int J Obes，2006，30(11)：1676-1684． 

[J]．Br J Surg，2005，92(1)：22-32 



自体皮瓣移

植 

同种异体脱

细胞真皮 

组织工程皮

肤 

脱细胞生物

羊膜 



由支架材料构成的组织工程化皮肤 

人源性材料：异体脱细胞真皮 

动物源性材料：皮耐克 

合成材料复合动物源性材料 



创面生物制剂（细胞因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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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转化生长因子 



小结一 

1. 评估是清创和修复治疗的前提，对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及预后判断

有重要意义（推荐，A级） 

2. 彻底有效的清创与伤口愈合直接相关，针对不同类型的伤口，应准

确把握清创时机（推荐，A级） 

3. 物理清创是伤口治疗的基础，当物理清创不适合时可选择自溶性清

创、酶学清创、传统敷料清创和蛆虫清创等其他种类的清创术（推

荐，B级） 

 



小结二 

4.负压伤口疗法是一种有效、安全、可行的促进伤口愈合的疗法（

推荐，A级） 

5.自体富血小板凝胶治疗是创面修复中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可

推荐，A级） 

6.不同阶段的溃疡选择合适的敷料有助于促进肉芽组织生长与加速

溃疡愈合（推荐，B级） 

 






